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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婚習俗初探 

黃棟銘 1、張榮昌 2、李翰林 a 

摘要 

本文內容主要在：一、歸納冥婚習俗的歷史背景，進行背景系統的呈現；

二、從中華文化闡述冥婚；三、討論冥婚在文化上的意義；四、臺灣的冥婚

習俗與做法。資料來源主要以文獻搜集與分析為主，包括專家學者的文獻、

官方資料(地方志)、各種傳播媒體等等兩岸的文獻資源做統合、整理介紹。  

中國自古即有冥婚習俗，在漢人社會之中，冥婚實例幾乎無所不在。冥

婚是一項習俗，但是透過資料的分析歸納，可發現其流傳的系統，以及除了

鬼神之意義外的其他文化因素。筆者以歷史為軸，簡單介紹歷代較具特色的

冥婚記事，並以臺灣冥婚的想法與形式作延伸，現代海峽兩岸之漢人為切

面，展現冥婚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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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ustoms of Ghost Marriage 

Tung-Ming Huang 1  Jung-Chang Chang 2  Han-Lin Lee 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main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1.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marriage customs and carry on the background system; 

Second, explain the culture from the Chinese culture; Third, discus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Ming marriage; Fourth, Taiwan's marriage customs and practices 

The The main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re mainly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includ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of the literature, official information 

(local chronicles), a variety of media, and so on both sides of the literature 

resources to do the integration, finishing introduction. 

  Since ancient times, China has a marriage custom, in the Han Chinese society, 

Ming marriage example is almost everywhere. Ming marriage is a custom, bu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summarized, can be found in the spread of the 

system, and in addition to the meaning of spirits other cultural factors. The 

author of the history of the axi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ore 

distinctive Ming marriage notes, and Taiwan Ming marriage ideas and forms for 

extension, the modern cross-strait Han Chinese as a cut, show the different 

generation of Ming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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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古今冥婚現象之研究動機 

    「冥婚」兩字一直帶有神秘的色彩，在傳說故事、歷史傳記、經典記載，

庶民生活中也常是熱門討論的主題。根據《辭海》中指出：「冥」一字為名

詞，指的是「鬼域」、「陰間」的意思，有別於「人間陽世」、「天堂天庭」的

另一個空間，因為鬼魂是漂浮不定居無定所，所以「冥界」也是一個可變換

位置的浮動空間，也就是說哪裡有鬼，哪裡就是冥界的範圍之一，但冥界與

人間卻又常常重疊，例如人常常會於特定的某些區域看見鬼，兩者常接觸到

的地方就等於陽世間比較「陰」的地方，像是新聞上常發生意外的區域或是

鬼屋凶宅、靠山靠海、有水聚集等地方。 

冥婚的起源甚早，宋代之前的文獻中皆有或多或少的記載。其中《大唐

吉凶書儀》中所記載與冥婚相關的資料，可反映出隋唐五代民間舉行冥婚的

儀式與規定。冥婚可分「生者與死者」、「死者與死者」兩種形式；「生者與

死者」結婚，通常受亡者托夢或民俗信仰影響，至於「死者與死者」多為情

侶或已有婚約的民眾，因意外死亡，家屬會將雙方合葬，並透過冥婚，履行

婚約。台灣冥婚的儀式，除了口頭約定成俗外，也有逝者家屬會利用紅包，

替亡者尋找配偶。台南地區民間傳說：「冥婚進行前，家屬會將死者的生辰

八字放入紅包袋，等待有緣人來撿；紅包拾取後，家屬就會帶有緣人見往生

者，雙方答應後，就依傳統婚姻習俗進行。」在「冥婚」的定義上，狹義上

主要以「鬼與鬼」、「鬼與人」以及鬼與非人為主。廣義的冥婚不僅限於人鬼，

還包括人神的聯姻，本文探究之冥婚以狹義之定義為主。 

冥婚從古至今日皆有所聞，男女死後結親，並以陰陽間皆同的想像為基

礎所形成的婚姻觀，所以只要男女生前未婚而死，或生前已訂婚的男女，卻

未完婚而死，則兩家父母或親友為之舉行婚禮，使死者在陰間成為夫婦，欲

藉由此一舉動使「女有所歸」避免其鬼魂出現在陽世作祟興禍。 

歷代小說故事中常有鬼、狐、妖化成人形，甚至貪戀陽間情慾與活人結

婚等情節，這類情節在漢魏六朝鬼怪小說與聊齋誌異中比比皆是，如「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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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中，談生與已故的女子相戀並生子，又如搜神後記「徐玄方女」故事

裡的鬼魂自己尋找喜歡的對象，並且女鬼還復生、結婚生子等。 

人鬼雖然殊途，但卻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互動，未婚夭折女子總是具

有鬼魂的形象，也具有陽世人的情感，她們與陽世親人的生活與感情，會有

放不下的疑慮，這一層疑慮會使陽世間親人有不捨也有恐懼，在不捨的心態

上，大多為父母親，因為捨不得女兒孤苦無依，會希望為她在陽世找到歸屬，

例如：丟紅包習俗尋親，也有往生女子主動託夢尋求冥婚，男方屬於被動者。

這是冥婚使人有詭異的形象產生。恐懼的是未善盡完成往者的終身大事，會

遺禍陽世親人的疑慮。 

二、文化背景下的意義 

（一）中國婚姻制度的影響 

在華人傳統觀念上，婚禮儀式的實施，讓兩姓家族的血緣得以結合，達

到家族承先啟後的重要意義。對於女子來說，女大當嫁，假如女子未婚而歿，

就會無所依歸。 

婚禮的形式很多種，經由時代演變下的衝擊，各種民族融合造成的文化

交流等，婚禮不僅僅只是兩人結合的儀式，代表的是文化、社會的凝聚與兩

個家庭結合的過程。文化背景是人們的一種生活習慣、習俗的面向。在人類

的一生中，結婚和死亡都是生命過程的重要環節，冥婚在這裡，就同時具備

這兩個重要部分—既是結婚，也是死後永遠的安頓方式。  

（二）心理上之精神慰藉 

冥婚中之女性，為在世時尚未嫁娶即死亡之女子，所以冥婚正是一種補

救父母失去女兒切身之痛的民間習俗，透過冥婚的模式，使未出嫁女子得以

有所依歸，在這裡發揮了讓父母得以補償女兒「未婚」而亡故的遺憾。冥婚

習俗雖不見得在主流文化中佔有主要地位，但不能否認的是它有親情做為基

礎，所以在台灣民間信仰系統裡，冥婚習俗以其補償與療癒、安頓親人的社

會功能，紮實地存在於普遍相信有死後世界的華人文化裡。  

文本從文獻的角度切入，以冥婚現象做背景闡述，探討民俗文化下冥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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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源，再帶到台灣社會下的冥婚現象與模式，以及現代人怎麼看待冥婚此

話題，由古至今去初步分析冥婚現象與其時代意義。 

貳、冥婚相關研究文獻 

研究者發現在關於冥婚的論文研究大多以地域性或單一面向為範疇，較

少有系統的脈絡去探究冥婚這個主題，例如李佩蘭的研究是以蘭陽地區的冥

婚習俗為方向，討論的冥婚以活男娶鬼女為主題，並用蘭陽地區上所舉行的

冥婚習俗為例來說明。文本的材料在 2010 年 3 月至 2010 年 8 月 所作田野

調查得來。其論文主要內容分為：蘭陽地區冥婚習俗與實例、 冥婚存在原

因、冥婚習俗中主要人物及冥婚與活婚在婚儀上之差異
1
。陳鴻章的研究是

以宜蘭地區的冥婚習俗為方向，對宜蘭冥婚習俗的各種現象做一全盤的介

紹，以釐清民間對於宜蘭冥婚習俗的誤解。研究結果發現：第一、宜蘭地區

未婚夭折女子（姑娘）的家人通常會主動為姑娘籌辦冥婚事宜，而不必經過

托夢或作祟，筆者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宜蘭地區家有未婚夭折女子的家庭，從

女子夭折後到冥婚時為止這一段數年的時間裡，大部分都會在家中為姑娘擺

設鐵罐來做為神位，以供年節祭祀，這個鐵罐便成為具體存在的一個問題，

使這些未婚夭折女子的家人，隨時受到其視覺上的影響與心理負擔。除了冥

婚並無其他更周延的處理方式，故而其家人會有不得不主動啟動冥婚的情

形。另一個原因是，姑娘的父母想在自己往生前為姑娘的鐵罐安排一個永久

的安身之處，以免將來自己往生後，孩子成為無人祭祀的孤魂野鬼，而為她

辦理冥婚，所以在宜蘭地區，鐵罐成為未婚夭折女子的父母為姑娘尋找對象

辦理冥婚的主動啟動因素。在父系宗祧系統的臺灣，唯獨宜蘭地區有為姑娘

擺設鐵罐的現象，並且鐵罐只使用於代表姑娘的神位。
2
楊淑敏以女性的角

度來討論冥婚的社會現象。以冥婚儀俗及姑娘廟祭祀形式為橫軸，將之置於

父權文化的性別建構框架之縱軸上討論。從父權社會中性別角色的權力關係

角度，檢視冥婚儀式及後來發展出來的姑娘廟祭祀，實際上是反映了以男性

                                                 
1
李佩倫，〈蘭陽地區冥婚習俗之調查研究〉，《台灣文獻》，六十三卷第四期 ， 2010。 

2
陳鴻章，《臺灣宜蘭冥婚習俗調查研究》，花蓮：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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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的象徵，這種象徵透過宗教信仰的集體意識與婚俗禮儀中的性別角色

建構來完成。主要論點有二：第一部份是奉祀制度與家族之宗法制度聯繫配

合，成為漢人社會的集體意識，冥婚習俗成為這集體意識下一種安定社會的

儀式。第二部份則是當家庭、婚姻制度的定義與內涵已非昔日的嚴格角色分

工，亦非男權主宰的權力關係時，冥婚儀俗與姑娘廟的奉祀方式亦符應社會

變遷。然因整個社會環境以男性為中心的系統，以致人們在不自覺中對傳統

之性別化認知又再加以鞏固。
3
黃萍瑛以台灣社會史的角度來審視，認為臺

灣漢人社會女兒是被排除在生家的宗祧之外，換句話說女子必須出嫁，死後

才能享有被祭祀權，否則會成為無嗣的孤魂野鬼。即在討論不幸早夭或未婚

即亡的女子其亡魂安頓之相關議題。概述臺灣的女性鬼魂信仰及孤娘在實際

田野中被祭祀的各種情況；其次在鬼魂的範疇，主要就女鬼主動「討嫁」的

冥婚一俗重新加以探究。再者釐清過去學界對「姑娘廟」的誤解，說明姑娘

廟的性質並不等同於供人納骨或寄祀牌位之所，以及類此廟宇的信仰狀況。

另外文中也闡釋臺灣漢人社會安頓或解決孤娘之道，無論是以冥婚或立祠建

廟崇祀的方式。由鬼新娘的性需求及能力被誇張的強調，或是經人立祠建廟

的孤娘所標榜的「純潔」。試圖說明孤娘不幸的早夭或未婚就死亡的靈魂狀

態的問題。
4
 

參、冥婚習俗源起與背景 

一. 冥婚由來與形式 

「冥婚」之習俗，在古代漢人文化中是常見之習俗，至今不曾間斷的古

老傳統，民間流傳家中若有死去的未婚者，必須及早冥婚；否則，家中會不

平安、家族不安寧，因此古代冥婚廣受民間認可，甚至成為「合法婚姻」，

但此形式不受傳統古禮接受。 

                                                 
3
楊淑敏，《「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從冥婚習俗之變遷探討女性角色的「完整性」》，臺

北：佛光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4 黃萍瑛，《臺灣民間信仰「孤娘」的奉祀─一個臺灣社會史的考察》，臺北：中央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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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史料中顯示，最早的冥婚行為的第一筆記載，早在周朝之前的

殷商時代就已有甲骨文記載。由此顯示冥婚習俗至少是從三千七百多年前的

殷商時代就已存在，然而，這樣源源不絕、根深蒂固的漢人習俗，在古代並

不見容於官方書儀禮節之中。 冥婚之俗，由來已久，《周禮•地官•媒氏》

云:「禁遷葬者與嫁殤者」之說，據鄭玄注: 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

之使相從也。賈疏云:遷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嫁殤

者，生年十九以下而死， 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者，舉女殤，男可知也。（孫

詒讓，1987） 

從《周禮》中明確禁止實行冥婚，說明冥婚在周代便已存在。最負盛名

的陰婚，屬於曹操替愛子曹沖辦的一門「親事」。根據史書《周禮‧地官》

記載：「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可見當時民間已有冥婚的習俗；最著名的陰

婚，和曹操有關，《三國志‧魏書‧武文世王公傳》記載，曹沖自幼聰穎，

但英年早逝，曹操悲痛萬分，因此聘請同為早逝的甄氏女子與曹沖共結連理。 

但曹操此舉因其與禮不合，故不敢公然進行，因此，遲至魏晉南北朝才

有對冥婚一事之詳細的記載，如《三國志•魏志•鄧哀王沖傳》中曹操為其

子曹沖安排與甄氏亡女的冥婚;《資治通鑑•魏紀四•明帝太和五年》中記

載了魏明帝之女與甄后從孫黃，死後合葬;《北史• 穆崇傳》載正國子平城

與始平公主冥婚之事。
5
 

從史傳的記載，可見至魏晉南北朝，因民風開放，所以並不諱言冥婚之

事，此舉乃陽世親人對早夭子女死後的關懷，使冥婚成為婚姻的另一種特殊

習俗。然而，冥婚之形式，為「遷葬」與「嫁殤」兩種形式。遷葬指的是生

前非夫婦，死後由家屬遷其屍體而葬於同穴，使其在陰間成為夫婦;「嫁殤」

是生前已有婚約，未完婚而死，死後才完成婚禮，此外，因男子二十歲行冠

禮後乃成年，因此未滿二十歲而死謂之殤，所以夭殤男女成婚，便又稱為嫁

殤。  

 

 

                                                 
5
〈北史•穆崇傳〉《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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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冥婚習俗盛行朝代與背景 

(一)隋唐 

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冥婚不再受限，至隋唐五代時期，冥婚之俗十分盛行，

如《舊唐書•列傳卷三六•懿德太子重潤傳》:「大足元年，為人所構，與

其妹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 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

殺，時年十九。......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諡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為聘

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與之合葬。」 此載唐中宗長子懿德太子李重潤

因被武則天下令杖殺，死於非命，因此當中宗即位後，便替他冥婚，且考古

發掘證明，李重潤墓石槨中殘存男女骨架各一副
6
。 

《舊唐書•列傳卷四二•蕭志忠》指出:「韋庶人又為亡弟贈汝南王洵與

至忠亡女為冥婚合葬。及韋氏敗， 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人以此譏之。」

此為唐中宗時，韋后之弟洵死後，與蕭志忠亡女冥婚之舉。 

《新唐書•列傳卷七•十一宗諸子》指出:「大歷三年，有詔以倓當艱

難時，首定大謀，排眾議，於中興有功，乃進謚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季女

張為恭順皇後，冥配焉，葬順陵，祔主奉天皇帝廟，同殿異室云。」此為唐

代宗時，建寧王李倓與興信公主之女冥婚。 

唐代冥婚現象非常多，除上述皇室之冥婚外，據劉惠萍整理《唐代墓誌

彙編》及《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二書中所收集唐代出土的墓誌銘中，內文描

述冥婚之俗的有:〈大唐象州使君第六息故韋君之墓誌銘〉的韋己與崔氏、〈大

唐故賈君墓誌銘〉的賈元朗、〈大唐尚書都事故息顏子之銘并序〉的嚴襄子

與劉氏、〈唐故昌平縣開國 男天水趙君墓誌銘并序〉的趙承慶與與劉氏、〈唐

故宣德郎行忠州參事飛騎尉陸公並夫 人孫氏墓誌銘并序〉的陸廣秀與孫

氏、〈大周故右翊衛清廟台齋郎天官常選王豫墓誌銘〉 的王豫與蕭氏、〈大

唐贈并州大都督淮陽王韋君墓誌銘〉的韋洞與崔氏及〈西郡李公墓石〉的李

璿與劉氏等。此外，唐人筆記小說中包括《紀聞•季攸》、《廣異記•常州陸 

氏女》及《廣異記•王乙》皆有冥婚的記載。 

                                                 
6 
陝西博物館、乾縣文教局，〈唐懿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陜西：，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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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見文人已將冥婚納入寫作題材中，在在反映出冥婚在唐朝的普

遍。這種現象多因為，黎民百姓慘遭戰亂荼毒而顛沛流離，以致屈死的冤魂

不計其數，加上隋唐時期民風開放，所以冥婚之俗，上至皇室，下至百姓，

瀰漫於社會各個階層。  

（二）宋代 

冥婚之俗傳至宋代，更為盛行，並有一定的程序，甚至出現鬼媒人之詞。 

據康與之的《昨夢錄》載: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

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即製冥衣。

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

幡長尺餘者於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 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

若合巹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為動且合

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閒教訓，男即取先生已 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

之，使受教。女即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之屬。既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

婿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跡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

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裡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康

與之，1985）。 

在冥婚儀式上，唐宋冥婚儀式和正常婚禮別無二致，其過程大致可分為

訂婚、遷葬、合棺、合墳。在唐朝，冥婚儀式之前，男女雙方父親都要寫祭

文給自己的兒女，告知他們即將舉行冥婚這件事。男方的父親得寫信給女方

的父親表示有意迎娶其女的意思，待女方的父親同意之後也得寫個回信表示

願意，方可準備兩人的冥婚禮。 

由上述可知，宋代冥婚之程序，首先若宋代男女到了嫁娶的年紀而過

世，男女雙方的家長便會請「鬼媒」介紹，並以細帖互通婚姻，此內容可據

杜友晉《新定書儀鏡》中之〈冥婚書〉顯示男方表示:  

某頓首頓首：仰與臭味如蘭，通家自昔。平生之日，思展好仇。積善

無徵，苗而不秀。又承賢女，長及戴笄，淑範夙芳，金聲早振。春花未

發，秋葉已凋。賢與不賢，眷言增感。曹氏謹以禮詞願敬宜。謹遣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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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姓名頓首。  

    在收到冥婚的提議後，女方的〈答冥婚書〉回信道： 

久缺祗敘，延佇成勞。積德不弘，能，先悲百牘。既辱來貺，敢以敬從。

願珍重。謹還白書不具。姓名頓首頓首。（趙和平，1993） 

以上冥婚的書信須以白紙書寫，故稱之為「白書」，因白色為喪色。兩

家互寄冥婚書以確定雙方意願，待求神問卜後，方能籌備婚事。首先準備冥

衣及酒果等物至男方的墳墓，並設兩幡代表冥婚男女，以祭文告知即將為他

們締結冥婚之事，根據《大唐吉凶書儀》所載祭文之內容，男方的祭文如下:  

父告子曰:告汝甲乙，汝既早逝，大義未通。獨寢幽泉，每移風月。

但生者好偶， 死亦嫌單。不悟某氏有女，復同霜葉。為汝禮聘，以

會幽靈。擇卜良辰，禮就合 吉。設祭靈右，眾餚備具。汝宜降神就

席，尚饗。 （趙和平，1993） 

 女方祭文如下:  

女家祭女依男法：告汝甲乙，爾既早逝，未有良仇。隻寢泉宮，載離

男女。未經 聘納，禍鍾德門，奄同辭世。二姓和合好，以結冥婚。

擇卜良時，就今合棺。（趙和平，1993） 

祭拜完成後，舉行合巹之儀式，可藉由觀察兩幡晃動與否去確認亡人是

否喜悅。由於男女年幼，並無接受太多教育，因此也要聘請一位已過世的老

師，寫上姓名及生辰，教授男子使其接受教育。女方則做冥器來充當保母和

婢女。待成婚之後，有時新人會有托夢之舉，而有媳婦拜見舅姑，女婿拜見

外舅之夢。冥婚的舉辦除了完成陽世親人心願外，也與宋人恐懼他們幻化成

孤魂野鬼到處作祟有關。 



12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八期                                                            
 

除了男女冥婚之儀式外，另外在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迎茅娘》中則

是記載合葬之事：欽、廉子未娶而死，則束茅為婦於郊，備鼓樂迎歸而以合

葬，謂之迎茅娘。 

此為冥婚的另一種形式，文中殤男所娶之妻，不是未成年而殤的女子，

也不是已訂婚而未結婚卻過世的未婚妻，而是用稻草束札一個很像姑娘的草

人，然後遵禮迎娶，與殤男合葬，因此才有「茅娘」之稱。此舉有點類似為

殤男找到一種陪伴之人。  

肆、台灣的冥婚 

早期農村社會，長輩會再三囑咐：在外面時，如果地上有紅包不可以撿。 

至今在臺灣民間仍然流行有冥婚儀式，但與前面提到的合葬類型不太一樣，

大都為男的生人娶女的亡魂，俗稱「娶神主」、「娶孤娘仔」。在台灣，冥婚

被稱為「娶神主」，由陽世男子迎娶已逝未婚女子，如此做的用意在於為未

婚就死亡之女魂尋找依靠的夫家，讓女魂能受到永遠的供奉。由於臺灣民間

習俗的規定，未婚女姓不得列入原生家庭祖先牌位接受奉祀，因為「桌頂沒

勒采姑婆」，只能用一個小紅布袋書寫「閨女某某之靈位」，單獨奉祀在家庭

側廳角落，等到適婚年齡再為她尋找夫家或佛寺，以免因無人奉祀成為孤魂

野鬼，為死去的未婚女性找夫家就是所謂的冥婚。 

一. 背景研究 

臺灣民間的冥婚例子，在過去時有所聞。根據林茂賢（1999）提出臺灣

冥婚的習俗，主要來自於： 

 （一）民眾對死者的畏懼和同情，當女鬼托夢「討嫁」或尋找伴侶的傳說

出現，顯靈的方式向父母「討嫁」，或乾脆自己主動尋找，被相中的男士只

好上門提親。還有男士路過「姑娘廟」時被女鬼看上，或因見到女屍或遺照

時讚美幾句，就被女鬼纏身的傳聞。不論是真是假，為求心中安穩，或害怕

惹禍上身，臺灣男子基於信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多會同意冥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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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當父母的為了滿足過逝女兒的需求，家長通常會照辦無誤。臺灣社

會的父母都承擔著一種義務，希望兒女能有圓滿的姻緣，活著如此，死了亦

然，冥婚並非只是未婚早夭女姓的專利，也有替過世愛子冥婚的例子，只是

在傳統「男有分、女有歸」的束縛下，替女兒冥婚的比例又高於兒子。其實，

這也可以說是，在陽間的父母不忍愛女在陰間受苦，希望她能接受香火供

奉，藉著與一般婚俗大體相同的冥婚儀式過程，讓愛女得到一個好歸宿，以

稍稍抒解喪女之痛。冥婚習俗的出現，表現的其實是父母疼愛女兒的心情，

從陽間一直延續到陰間，這份倫理親情，才是這個習俗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三）男子聽信相士之言，說他命中有雙妻命，或可能會重婚或納妾，於

是娶個鬼妻充數；有因為事業不順、時運不濟、家庭不合、兒女「歹搖飼」

等因素，娶個鬼妻來庇蔭；也有未婚妻或女朋友亡故，男方基於道義而娶其

靈位。 

除了上述關於台灣民間的冥婚因素外，從文化背景去探究，可根源於中

國文化「女有所歸」的集體心理結構意義。據謝聰輝研究指出，女有所歸的

第一層意義，重在生命與文化的延續，就是女子於適婚年齡透過婚姻儀式與

男子結合而得到歸宿。經由夫婦之結合，建立了倫理體制，使「男女有別，

女有所歸」，男女的地位與關係處在一種穩定、恒常、有序的狀態，因此所

有的文明、制度和禮儀得以產生與建立。
7
女有所歸的第二層意義，重在秩

序的建立，就是歸於他姓之婦女享受生前、死後的子女奉養與奉祀，特別是

後者，強調靈魂的憑依與安頓的禮制。 

在中國漢族宗法社會以父子為主軸的制度下，女子死後不能列入家譜，

無法憑依象徵的宗祠，女子一定要于歸於他姓、成為人母，才能生前安享奉

養、死後接受奉祀。因而「女有所歸」就成為傳統文化心理結構下所表現的

對女子的深層關懷，因為女子生時有歸宿、死後命籍有歸依，在生命認知上

才兼具生存與秩序的功能，因此使其死後魂魄能憑依神主成為先妣，才算是

穩定地納入秩序化的歸依。《周易‧雜卦》說：「歸妹，女之終也。」正意涵

                                                 
7
 謝聰輝，〈女有所歸-台灣冥婚儀式的文化意義〉，《台灣人文》，第 2 期，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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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歸妹」的「女有所歸」才是女子終極與合乎天地大義之常道目標，女子

應該歸於他姓為人母才是女子一生之所終，女子要終於夫家為子所奉祀，也

才是中國父母、中國人對女子的期盼與最真摯之終極關懷，這也正是韓愈於

〈祭周式姪女文〉中所說「嫁而有子，女子之慶」的深義。
8
 

然而，另一項文化背景因素來自於《禮記‧中庸》首章言天下之達道是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中和是邁向「道」的方法與過程，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是達道後的境界：「位」是建立正常秩序，使天地萬物各

安其所，各得其位；「育」是保障生存延續，使天地萬物各成其生，各化其

育。天地萬物永遠處於變動的狀態，也一直努力驅向平衡穩定，因此求生存

繁延、秩序規律，以適應、認識這個宇宙世界，創造建構文明，成為人類最

關心的問題，這也是李亦園在從民間文化看文化中國一文中，所特別強調的

中華文化的基本運作法則乃在求整體的均衡與和諧的「致中和」之道。
9
 

早么的女子，既屬非自然死亡，又未婚，往往多未正常處理，故此積累

既冤又怨之氣，普遍被民間相信容易導致作祟的情形產生，所以在台灣社會

上，雖然固有文化背景的因素，但大多之冥婚，多為人民基於同情與懼怕的

心理下，透過非常態的手段、方法和儀式予以補救、安頓，使「鬼有所歸」，

使不安定、不穩定的狀況或現象得以解除，使社會重新恢復穩定、安定、有

序的正常運作。 

二. 臺灣冥婚做法 

就婚禮的程序來看，台灣地區冥婚娶神主的儀式大致與正常婚禮差異不

大，但婚禮儀式較為簡化，所需費用一般來說，都由女方支付，選擇吉日良

辰，由男方前往女方家中，先拜女方祖先，再將神主牌迎娶回家中供奉，沿

路與上下車皆須呼喊其名，請她跟隨。而在妻室順位，會採用「死者為大」

的模式，也就是該男子家中若已娶妻，亡妻會變成大老婆，而陽間的妻子要

與亡妻以姊妹相稱，所生之長子以下的兒子也會擇一，過繼給亡妻傳嗣香

                                                 
8 陳其南，《家族與社會》，臺北市：聯經，1990。 
9 李亦園，〈從民間文化看文化中國〉《文化中國：理念與實踐》，臺北市：允晨，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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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冥婚舉行當晚，男方都會單獨睡；遇到年節或全家聚餐時，要多擺放一

副碗筷，用餐前會稱呼亡妻一起用餐，以示尊重；還有大年初二的時候，男

方會依照中國人傳統，回亡妻家中作客。過程的習俗，依照正常媳婦回娘家

女子相同。 

就喪禮的角度來看，在台灣傳統的喪葬儀禮中，「填庫」和「點主」儀

式是不可或缺的最為關鍵的二項儀式；因此在整個冥婚儀式的前半段，特別

重新安排此二項救濟儀式，先燒庫錢，為早夭女子償還出生時欠出生的

「債」，然後再點主，使其魂魄有所憑依，這是象徵式的重新幫其完成以前

未曾享有的正常喪葬禮儀，相當於傳統喪儀「奠」的部份，使其魂能有所安

歸，以解除其生命終結時未正常處理、無法穩定憑依的冤氣與怨念。  

此外，完成冥婚儀式，事實上就是從「奠」進入「祭」的階段，也就是

要解除早夭女子沒有完成「婚歸」，以致無子嗣按時祭拜、永享香火的遺憾。

既然存有未婚、命籍沒有歸宿的怨念，於是不管是孤娘的主動要求，或是由

家人透過鬼媒為其尋覓，總是要幫其完成婚歸願望，一則是親屬基於同情其

不幸之遭遇，使其孤苦無依之狀態得以解除；一則是害怕其未竟之志積累為

怨念之煞氣，危害到家族之平安。因此整個儀式的精神強調緣分與圓滿，而

其功用則使人鬼共同參預通過儀禮，使破壞的秩序重新建立，家族得到合家

平安，鬼魂得依靠能上昇為神。如此使原先處於又冤又怨的孤娘靈魂，不僅

得到憑依，而且完成中國人對女子「婚歸有子」最深摯的文化關懷，使不幸

孤魂經由儀式性的冥婚，取得家庭之地位，不論其夫已婚或未婚，經過冥婚

孤娘都是「正房」的地位，而且夫家不論已有子女，抑或冥婚後與實際的妻

子再生兒女，總要過繼一子於其名下，使其享祀祭祀香火，列入家譜、神主

入籍於家族神聖代表之祖先牌位，成為先妣而精神不朽，進入夫家家族成為

生命共同體。整個冥婚過程，經由諸多禁忌的嚴格執行，等到順利完成「婚

歸」後「魂歸」，重新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中，並且在明確定義的婚姻結構

型態裡，具有各自的權利和義務。 

以下根據謝聰輝〈女有所歸-台灣冥婚儀式的文化意義〉中提到的冥婚

儀式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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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夭女魂：謝○○，女，二歲因病早夭，1996 年冥歲二十六。  

 （二）非常處理：草葬，未立墓碑，未用棺木，隨便挖個洞埋，今已找不

到。  

 （三）作祟顯靈：使其姐胃一直不舒服，投醫用藥皆未見效。  

 （四）牽亡降誥：經尪姨李女士通靈後告之亡妹作祟，要跟隨其姐姐，請

其姐夫娶其神主。  

 （五）打城請靈：其母與其姐等人隨尪姨至臺南縣西港鄉慶安宮地藏王處，

由宮內法師為其打城，牽亡魂，亡魂附身於尪姨降誥要求嫁妝項目與「庫錢」

數量，以及冥婚注意之事項。  

 （六）點主奠奉：俗稱「調路位」即由法師於良辰吉時為家屬書寫亡女生

辰八字及姓名（未命名者則當場由父母或法師命名）於木主靈位，並為其點

主，使亡魂憑依於木主，由母家請回設香案暫時安奉於「廕間」（非廳堂房

間，大都為雜物間或倉庫房），並由其家中晚輩奉祀香火。  

 （七）請期訂婚： 由法師擇日，男主角準備禮物和一金一銀戒指，由媒人

尪姨陪同前往女家，先由其親人代替女主角奉上甜茶後，再由其家人上香向

其神主說明後，男主人翁在鬼媒的協助下，以紅線將一雙戒指掛於從「廕間」

移來暫時安奉於廳堂之神主前香爐耳上。  

（八）婚前準備：冥婚前一日主要是祭拜，祭拜對象有三：祖先：向祖先

說明「嫁女」事宜；地府媒人：感謝其幫亡女媒介對象；孤娘：希望其靈魂

能安定，並護祐兩家人。祭拜時間是黃昏，除祖先向內拜外，後二者方位是

拜出，拜完後是燒化事前準備紙糊嫁妝和配帶飾物：十二套衣服及傘、胭脂、

水粉、鏡、表、梳妝臺、電器、沙發、房子、（以上皆可燒化），金鍊，戒指，

珠鍊（前三項掛於如真人般大的紙糊偶人身上）等十二樣。尪姨於此日送來

紙糊新娘，將祭拜後的神主安放於木製圓米斗中，斗之底鋪以紅紙、周圍圈

上紅紙，再以紅絲巾蓋於紙新娘頭上，紙新娘著類似生人之新娘禮服，穿紅

皮鞋，以坐姿置於圓凳上，一直到「上轎」時刻都要有家人於廳堂陪伴守護，

其爐前香火不可中斷。  

（九）迎娶儀式：迎娶時間是凌晨丑時，新郎由司禮陪伴上香，先拜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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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後拜孤娘（神主所在），然後安放孤娘香爐於「謝籃」中，左手提謝

籃，右手抱米斗於吉時「上轎（車）」；沿途不鳴炮，快到新郎家前要叫孤娘

名字，告之其家將至。車於門庭停下，尪姨於前帶領，邊走邊灑「鉛粉」（染

成紅色，閩南語同「緣分」），到正廳門口先燒二捆刈金請門丞戶尉笑納，進

入廳堂則再灑鉛粉，此時尪姨口中並念好話，其詞三對句（閩南音）：  

鉛粉灑入廳，錢銀滿大廳。 鉛粉彭彭飛，錢銀滿廳間。 鉛粉往上灑，

生子生孫中狀元。  

然後等預定的時辰一到，新郎將新娘偶人迎進房間，此時房間已預置兩張

椅子，偶人置於椅上，接著由其丈夫協助作出「吃頭尾茶」的象徵動作，

新郎再拜奉「二碗圓仔」，最後由尪姨協助掀起新娘紅頭紗，讓兩者共處

一室。當晚入睡時，其夫原有之妻，則另處別室。  

（十）安座入廳：隔天早上六時，尪姨主持火化紙糊偶人，並將其神主牌

位置於夫家祖先神主之右側，尪姨代娘家為孤娘仔準備六杯酒、六雙筷

子、六個紅圓、六個發糕，然後以祭物將祖先與孤娘仔兩者神主圍繞於圓

心。十時左右夫家再作菜飯供奉二者，並燒銀紙給祖先及孤娘，其夫擲筊

得到祖先應允後，將新娘神主安座於祖先右側神桌上，並接受新郎原有妻

室禮拜：活妻踏在椅子上拜，口念：「腳踏椅，小妹拜大姐。」鬼妻身分

升格為正房，活妻成為偏房，並「過繼」活妻之子給鬼妻，向神主奉祀。
10
 

伍、結論 

現實生活出現的情節：某天一位男子在路上散步時，不小心撿到一個紅

包，在旁邊埋伏已久的眾人立刻一擁而上，叫姐夫或姑丈，在男方還不明所

以的時候，硬要男方娶紅包內生辰八字的女性為妻，這個人通常是已經香消

玉殞的女子。小時候也曾經看過村里中出現男子嫁娶新娘但是身旁無人，僅

由男子手持牌位迎娶的畫面。臺灣冥婚的習俗已久，除了民間的流傳外，許

                                                 
10
 謝聰輝，〈女有所歸-台灣冥婚儀式的文化意義〉，《台灣人文》，第 2 期，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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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橋段透過電視劇的演出，或可略窺一二。 

在過去傳統社會，長輩對子女的教誨觀念，對於冥婚都存有一絲的恐

懼，認為其具備非良善的行為，或是一種強人所難的習俗，但是透過這次研

究初探，發現這項習俗帶著濃濃的親情與生命關懷的意味，呈現陽間父母期

望給予過往的女兒的關懷，期待其死後有所依歸的撫慰。  

    筆者認為，這次因研究時間與篇幅的關係，僅就冥婚的習俗背景、做法

等探究，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台灣各地區做細部的說明分析，甚至是訪問，

另外也可針對台灣戲劇呈現冥婚的角度進行真實性的分析歸納，以利民眾對

冥婚的認知保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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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習俗與鄉土文化的關聯 

李翰林 1  張榮昌 2  黃棟銘 a 

摘要 

殯葬儀式習俗除與民間習俗息息相關之外，亦往往與宗

教意旨為導向，隨著近年來社會族群日趨多元化，也因應宗

教信仰與居住地區差異，逐漸發展出不同殯葬文化。本文研

究目的是為使人們更加了解台灣喪禮習俗起源與文化意義，

並釐清台灣喪禮習俗代表鄉土文化意涵，希望能更加了解台

灣殯葬習俗之禮俗演變，同時也知曉現今喪禮儀式的情形。

本研究運用文獻探討與編輯方式，彙整研究台灣的喪禮與鄉

土文化歷史演變文獻，並釐清殯葬禮儀與習俗，了解其演變

過程與脈絡。 

 

 

 

 

關鍵字：殯葬習俗、殯葬禮儀、殯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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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eral Customs and Local Culture 
Lee, Han-Lin1  Chang, Jung-Chang 2  Huang,Tung-Minga  

Abstract 

  Funeral ritual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folk customs, and they 
tend to be guided by religious intent. With the increasing 
diversity of social groups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different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make people more aware of the origin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funeral customs of Taiwan, and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aiwan's funeral customs on behalf of 
the local culture, hoping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rituals of 
Taiwan's funeral customs and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rituals. 
This study uses the literature to explore and edit the way, the 
study of Taiwan's funeral and local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 and to clarify the funeral rituals and customs, to 
understand its evolution process and context. 
 
 
 
 
Keywords：Funeral customs, Funeral etiquette, Funer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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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喪葬習俗歷史悠久，其並非僅為喪禮儀式，在民間更是演變成

相當重要的民俗文化。即使隨著社會發展與都市化，導致臺灣各大城市

之喪葬殯儀有所簡化，但其仍備受人們重視。近年來生死學與生命教育

思想與概念逐漸興起，促使臺灣喪葬習俗在命教育課程中佔有重要的一

席之地。由於臺灣喪葬民俗，受到多元化民族之影響，除了衍生自中國

漢人傳承之佛教、道教與儒學影響外，尚有部分儀式或祭典同時亦遭受

原住民巫術文化影響，此讓台灣殯葬民俗衍生出諸多相當具特色之儀

式。另一方面，因應不同地區產生的臺灣喪葬習俗與禁忌，如，牽亡、

入殮、封釘、撿骨、對年、合爐、觀落陰、電子花車、五子哭墓以及孝

女白琴等習俗都為其他地區少見之儀式
1
。 

隨著社會現代化發展，不僅帶動工商業流通，同時也提升了經濟活

動，並促使現代人生活步調緊湊而繁忙。目前我國的殯葬習俗因應社會

與經濟快速發展，大多數皆由原稱葬儀社的禮儀公司包辦，鮮少人有意

願了解傳統葬禮行為代表之意義，甚至喪禮的進行流程與步驟，也成了

人云亦云的有樣學樣，只是依照不同建議行禮如儀，導致一般人對於喪

禮往往產生不合時代之感受。另一方面，也因為葬禮儀式繁瑣費時，在

大多數人皆無法了解儀式意涵的情況之下，自然會因自認為可能不必要

的形式而感到無奈，在此雙重思緒夾擊下，讓人容易對葬禮儀式產生排

斥抗拒心態，故而希望簡化與改革。有鑑於此，了解台灣殯葬習俗的緣

起與演變，是有其必要性的。 

貳、台灣殯葬習俗緣起 

台灣與中國歷史淵源由來已久，往上追溯至《易經•繫辭下》，即

有：「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
2
而《後漢書•趙

咨傳》記載：「《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

                                                 
1 黃有志：《我國傳統喪葬禮俗與當前臺灣喪葬問題研究：以北部區域喪葬問題為例之探

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2 語出《易經•繫辭下》，摘自游志誠：《「易經」原本原解》，台北：麗文文化，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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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棺槨」。
3
至《禮記•檀弓上》則有：「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

人棺槨」。
4
由此可知，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人們對於死者的安頓，會

產生不同行為與處理方式。喪葬活動的演化與歷程，是涵蓋文化、心理

以及社會等不同層面的，其透過殯葬行為，逐漸將行為發展引領進入精

神與社會層面，讓個人與群體應由精神應對，再邁向心靈，是一種個人

社會化之行為表現與協調作用。 

簡單的說，社會上的人們因對死亡後的世界，無法了解與接觸，因

此對其產生恐懼與憂慮，為降低這些恐懼感受，於是延伸出諸多趨吉避

凶之禁忌行為，並從中發展出喪葬禮俗，再加以儒家思想中一脈傳承得

倫理思想，導致了喪禮的起源，從殯喪儀式、殯喪服飾，甚至是殯喪儀

式與禮制等逐漸彙整成完整的繁複殯喪儀式。又因世人普遍相信鬼魂具

有超凡能力與神奇力量，能夠庇佑子孫，因而滋長了畏懼與崇拜心理。

從而在靈魂觀與生死觀重疊影響之下，埋葬死者習俗中涵蓋的孝道倫

理、輪迴報應、家族主義以及社會關係調整等，漸漸共同彙集而形成一

套祭祀儀式，此即為殯葬習俗之來源。 

根據林素英轉述的《古代生命禮儀中的生死觀─以《禮記》為主的

現代詮釋》一書中提出： 

「喪葬儀式原是促進人們將「失去的」實際化，讓喪親者表達真正

的情感，並感受其他親友給予的支持。透過一道道儀式的安排，從

切身的承受痛苦、忍受悲傷，而後才能到超離悲痛、恢復生機」。5 

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之《臺灣婚喪習俗口述歷史輯錄》中亦記

載：人一旦進入彌留狀態，就必須將其移至正廳，待其嚥氣。因此被移

至正廳者，便知死期將至，會留下遺言，甚至將自己心愛之物或財物分

給家人做為紀念，此在福建、台灣漢人喪葬習俗中尤為常見，即所謂的

手尾物或稱手尾錢，即是死者瀕死前手上遺留物品、金錢以及平日常用

                                                 
3
 語出《後漢書•趙咨傳》，摘自[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北京：岳麓書社，2009。 

4
 語出《禮記•檀弓上》，摘自[漢] 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8。  
5
 摘自林素英：《古代生命禮儀中的生死觀──以《禮記》為主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

出版，1997，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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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傳統民俗相信享有高壽而逝世者遺物會為親人帶來福氣，因此在

世親屬樂於使用。同時此也象徵死者愛護子孫，且子孫具傳承之責任。

而人往生之後，則需豎魂帛，供腳尾飯，燒腳尾錢，然後乞水、張穿、

辭生、入殮、問喪、報白、居喪、打桶、停柩、出殯、入葬、做旬，最

後要除靈，這喪禮才算完成。
6
 

參、台灣殯葬禮俗程序 

目前台灣殯葬流程可約略細分為二十九項，茲將其簡述如下： 

一、遺體的安置 

按照台灣地區傳承之習俗，親人亡故後，應於大廳打水舖安置遺

體，並依男左女右，頭內腳外安置後，擇日入殮。同時在親人往生死亡

時，須於門口燒一紙製魂轎，以供往生親人的靈魂搭乘前往陰間，此儀

式名為「燒魂轎」。但也有人往生後 8 小時內不能移動遺體的做法，堅

持八小時的停置，主要的認知是，亡者的神識尚未完全脫離肉體，可能

還有知覺。 為了避免亡者因其遺體被觸動而嚴重 影響其往生之提起，

所以要等八小時之後，才為亡者進行沐浴、化妝和換壽衣等動作，接著

才讓親友瞻仰遺容。  

二、舉哀與變服 

家人亡故時，婦孺家眷應傷心痛哭，全體遺族換穿白或黑色等素色

衣服，此即為「舉哀」與「變服」。 

三、豎靈 

「豎靈」，的意思為死者設立靈位，台灣一般習俗認為：人死後因

身體毀壞，導致靈魂無所依憑，古禮中亦有以亡者衣物登高招魂，為「復」

禮，此與現今「招魂幡」作用相似。同時須另立一牌位，提供亡魂依附，

為古之設「重」之禮，也就是現在的「魂帛」或「神主牌位」。 

                                                 
6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臺灣婚喪習俗口述歷史輯錄》，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8， 

 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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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腳尾燈、腳尾錢 (腳尾紙)、腳尾飯 

此為道教儀式中認為，人死後需赴陰間報到，為讓亡者在黃泉路道

上有指引的方向與照明，因此需準備「腳尾燈」。「腳尾錢」則是亡魂往

地府通關過橋所需路資。另一方面，因擔心亡者肌餓或體力不濟，而有

拜「腳尾飯」的禮俗。 

五、誦腳尾經 (俗稱開魂路) 

道教儀式中需念誦「過路關科儀」，主要是為引領亡魂到陰間，有

「開魂路」一說，也隱含拔度亡魂之意。佛教儀式中則大多念誦「彌陀

經」，目的是希望亡靈一心向佛，從而往生淨土。 

六、帷堂、闔扉、示喪 

根據台灣習俗，家有喪者，應半掩門扉 (闔扉)，以白布圍水舖周圍，

形成一個安靜空間 (帷堂)，且在大門貼白紙示喪，常見有依性別、年齡

差異，製作「嚴制」、「慈制」、「喪中」等不同的模式。 

七、拜飯、奉飯、捧飯 

依台灣地區習俗，死者於大殮入棺後，以事死如事生的孝道，早晚

各準備一份飯菜祭祀，俗稱奉飯。現在很多人選擇在殯儀館治喪，到出

殯前夕或出殯當天早上才入殮，一般就會在死亡的隔天早上開始拜飯。 

八、報白 

 若是母喪，長子或長孫應親赴母舅家中報喪，稱為「報白」。假使

為父喪，則應向家族宗長、伯、叔等長輩報喪，現代大都以電話聯繫告

知的模式。 

九、居喪成服、喪服 (孝服)、孝章 (孝誌) 

依照台灣習俗，亡者大殮之後，遺族日常生活等行為，皆須改變，

舉例來說，穿著須依照與亡者關係，改穿喪服 (五服制度)，行「成服禮」，

此為「居喪成服」。現今為亡者初著喪服 (孝服)，即是「成服」。除喪服

之外，另有「孝章」或「孝誌」，依往者的性別男左或女右佩帶於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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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髮際，稱為「帶孝」，表示家中有喪事。 

十、治喪協調 

 家族成員與相關人士等，共同商討喪禮中各項宗教、儀式細節、治

喪物品與負責執行者的選定，並與業者議定價錢與執行儀式的時間地

點。 

十一、擇日、擇地 

 自古以來，中國人篤信方位風水與行事時辰的優劣可主宰子孫吉

凶，甚至是家族命運的興衰，故而喪事過程中各項重要儀式與禮節，包

括：入殮、 移柩、發引等，都須請地理師來選擇良辰吉日，製作日課

表並公告在明顯處。而擇地，則是選擇埋葬之吉地與方向，目前雖多行

火化，但骨灰安置於靈骨塔，也須依亡者生辰、當年的吉向、塔位建築

坐向來選擇吉位。 

十二、訃聞 

 依循古禮，大殮與成服後，停靈在堂待葬時，應提供訃聞給親友。

「訃」意為報喪；「聞」則是與聞的意思。 

十三、做七 (做旬) 

 「做七 (做旬)」之習俗是傳統殯葬喪禮因受到佛教「輪迴」與「十

殿閻王」等影響。此即是自死亡之日起，每七天需祭拜超度亡魂，直至

七七四十九日滿七為止。「做七 (做旬)」習俗已流傳千年之久，市佛教

影響中國喪禮最深遠的行為。 

十四、禮堂佈置 

 出殯前一日搭棚佈置祭拜與奠禮儀式的禮廳，以供舉行各項出殯奠

祭儀式與出殯宗教法事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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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法事與功德 

 殯儀的傳統習俗，必須在出殯葬前作功德法事，即於固定日子，延

請僧人或道士誦經禮懺，主要目的為超渡亡魂，往生西方庇佑子孫，舉

行大型法會則需普渡孤魂野鬼。 

十六、小殮 

 「小殮」，是指為亡者沐浴穿衣，根據禮俗，首先要行「乞水」儀

式，為亡者「沐浴」，然後進行「更衣 (襲)」、「化妝」、「飯含」、「辭生」

以及「放手尾錢」等傳統儀式。 

十七、大殮 

 「大殮」為亡者進行入棺與蓋棺密封的儀式，即「入木」。「大殮」

後為「殯」，即亡者已成賓客之意，出殯即為送出此賓客的意思。 

十八、移柩 (轉柩) 

 亡者遺體入殮後，棺木稱「柩」，未入殮時。稱為棺。「移柩」為出

殯前，將靈柩移出庭外，亦作「轉柩」，為出殯告別儀式之拉開了序幕。 

十九、家奠、公奠、拈香 

 出殯前舉行之奠祭儀式，首先由子孫開始，並依照與亡者親疏關係

之外戚，族人先後奠祭，為家奠。家奠完成後，進行機關團體的公奠，

最後則由死者陽世朋友故舊拈香奠祭。 

二十、瞻仰遺容與封釘 

 遺族瞻仰亡者最後遺容之後，進行蓋棺，並執「封釘」禮。若是父

喪，需由伯、叔進行封釘；假使為母喪，則由母舅封釘。封釘在古代隱

含驗屍之意，即是亡者手足親族來檢視，有無遭受配偶或子女凌虐或陷

害冤死，北部地區會於奠禮完成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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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發引與辭客 (謝客) 

 發引為引導出發之意，簡單的說，就是出殯。將靈柩運送至墓地埋

葬或火化場進行火化。喪家則於出門後，回首停棺辭謝送葬的親友，又

稱「辭客 (送客) 」女性亡者則需先辭外加親族再辭客。 

二十二、火化與安葬 

 火葬為在火化場火化；土葬則是於墓地中掩埋。 

二十三、晉塔 

 此是因現代人多行火葬。遺體火化之後，必須將骨灰置入骨灰罈貯

存，陳放至靈骨塔。晉塔時，除了準備祭品祭祀亡者之外，同時也要祭

拜土地公，此與土葬需祭墓，拜后土之意相同。 

二十四、返主與安靈 

 亡者埋葬完畢，奉神主 (魂帛) 歸來，在古代有「送形而往，迎精

而反」意涵，即「反主」。為神主 (魂帛) 安位祭祀，則稱「安靈」。 

二十五、巡山與完墳 

亡者葬後數日，子孫需親自到墳前巡視，檢查一切是否妥當，即「巡

山」。墳墓建造完成時，須擇吉日至墓地祭拜，為「完墳」。現今因火葬

者居多，因此巡山與完墳禮常隱去不作。 

二十六、百日 

 死亡後第一百日須舉行之祭祀儀式。 

二十七、對年 

 死亡後一周年舉行祭祀儀式，此為古喪禮「小祥」；兩周年則為「大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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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三年 

 依循古禮，若是父母喪，需守喪三年 (27 個月)，現今僅於喪滿周年

後，擇期舉行「三年」祭祀，即古「禫」禮，表明遵守「三年之喪」禮

俗。 

二十九、除靈與合爐 

 「三年」禮舉行後，表服喪期滿，喪禮至此結束，一切生活作息恢

復如常。須擇吉日將亡者靈位除去 (除靈)，並將神主 (魂帛) 燒化，亡

者名字寫入祖先牌位，將香灰放入祖先香爐，從此與歷代祖先合祀，為

「合爐」，即古代「祔」禮。而根據各地習俗差異，「除靈」有百日後行

者，如泉州；有三年後始行者，如漳州。 

肆、台灣鄉土文化與殯葬習俗關聯與演進 

根據內政部編輯《禮儀民俗論述專輯─喪葬禮儀篇》提及，清代末

期，即有文獻記載職業陣頭出現，其不僅見於廟會，亦在喪禮中可發現。明、

清時期因大量中國移民進入臺灣，亦將漢人喪葬禮儀順勢傳入台灣。另一方

面，也因台灣地理環境特殊，多元民族色彩濃郁，再加以經濟富庶造成人民

更為注重儀式華麗性格，導致往昔只在廟會出現的「陣頭」，被置入葬禮行

列，形成臺灣獨特葬禮文化
7
。舉例而言，「招妓送殯」的現象在清末即於

台灣文獻中記載： 

「臺南郡城好尚鬼神。遇有神佛誕期，斂費費用。當賽會之時，往往

招攜妓女，裝扮雜劇，斗豔爭妍，迎春大典也。而府縣各書差亦或

招妓裝劇，騎而前驅，殊屬不成事體。他如民間出殯，亦喪禮也；

正喪主哀痛迫切之時，而親友轍有招妓為之送殯者。種種冶容誨淫，

敗壞風俗」。8
 

 

                                                 
7 許晴茹：《淚水一甲子─台灣眼淚的歷史》，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8
 唐贊袞：〈風俗〉《臺陽見聞錄卷下》，南投：省文獻會，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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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頭中代哭孝女即因此被認為是民間哭泣文化淪喪，衍生的就是「笑貧

不笑娼」現象 
9
。台灣自1970 年後，因經濟起飛，造成社會變遷，於是帶

動職業陣頭趁勢興起，開啟了表演黃金時期，此是長久以來的大眾文化認同

產生的局勢變化，並非短暫時間可達成。這些大眾文化認同，包括：接受職

業陣頭與接受喪禮陣頭表演。陣頭職業化的興盛肇因於傳統戲劇，如，歌仔

戲受政治打壓，故而演員只好另尋發展，加入為陣頭，促使陣頭文化注入新

活力與表演元素。另一方面，陣頭的職業，亦需要尋找更廣大的文化表演場

合，僅仰賴一年一度的廟會慶典已無法滿足陣頭團體維持生存，造成喪葬場

合，成為另一新興文化演出場合。一般民眾接受喪禮陣頭表演，事實上，廟

會與喪禮陣頭並未有明顯區別，常人認為喪葬場合專屬牽亡歌陣，也曾有田

野記錄被應用於廟會慶典、娶新娘的前一天晚上「拜地府」場合 (龔萬侯，

2005)。而傳統廟會上最受民眾喜愛的車鼓陣，再1970年代初期，常見受邀於

喬遷、婚禮或喪事場合演出，職業車鼓團甚至只接受喪事場合演出，陣頭表

演以〈車鼓陣〉、〈牛犁歌〉、〈桃花過渡陣〉為主，然現今此類演出多為

電子歌舞秀取代，再不復見 (蔡奇燁，2006)。 

由於台灣喪葬禮俗講求隆重熱鬧，親人亡故後，家屬尤為重視「哭

靈」與「守喪」，此本意是讓出嫁女兒回娘家奔喪時，須從路口一路爬

跪，進入家門，並哭唸押韻辭句以示哀働，即俗稱「哭路頭」。哭喪在

傳統喪禮中被視為「盡孝道」表現，亦為喪葬禮俗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禮

儀程序。而在喪禮與做功德時，哭喪又被視為「作孝」，喪葬儀式中，

子女均須哭喪以作為「孝思」表現。中國自古即有「代哭者」一職，如，

《周禮‧夏官》與《禮記、喪大記》等，均記載「代哭者」
10
，然古代

之代哭者，為代替官員弔祭哭喪，或與喪家輪替哭靈，讓「哭不絕聲」

之哭喪者，主要目的是避免家屬因哭泣過甚或過度悲傷。而民間代哭

者，則為「代孝子」(哭婆)、「喊口婆」等專門替代喪家哭喪者。根據陳

勤建 (2008) 撰述〈人生禮儀、喪葬禮俗〉中指出，民間葬禮代哭者是

因「有些喪家因為親屬不多，為表示哀榮，壯大出殯行列，可出錢雇人

代哭。出殯時也穿戴孝服參加，並一路大哭」。而喊口婆則是「多為年

                                                 
9 邱坤良：《民俗台灣雜誌》，台北：武陵出版社，1991。 
10
《周禮‧夏官‧挈壺氏》：「凡喪，懸壺以代哭者」。《禮記、喪大記‧第二十二》：「大夫， 
官代哭，不懸壺，士代哭，不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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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無依的姑孀棄婦，為生活所迫，賣哭為聲。受雇之後必須從事陪靈與

侍奉死者香燈工作。每天照例哭靈三次，遇人弔喪時亦披麻帶孝，處於

家屬中呼天搶地，涕淚縱橫」。喊口婆受雇於喪家時間長短，則需視治

喪規模大小而定  (陳勤建，2008)。台灣代哭風俗早於日治時期就已出

現，根據日治時期出版《民俗台灣雜誌》，〈台灣人對死亡及魂魄的觀念〉

言及： 

 「本省人認為死者哭泣的人越多就越有面子，因此有錢人家會聘雇

很多人哭祭死者，即所謂空泣。僅家人才會真的涕泣。 11 

1970年代因布袋戲〈雲州大儒俠史艷文〉中孝女白瓊，詮釋孝女哭

親，深入人心，其形成背景詳實反映台灣民間對喪葬的基本觀念，再加

以演員、樂師均僅一位，且服裝道具簡潔，成本較低，聘請費用亦低。

演出內容「參考」歌仔戲哭靈橋段，需在舞台上演出近一個小時，演出

橋段分為告靈、哭路頭、遷棺哭祭、出殯、入壙 (火葬) 等階段展演，

故而取代其它陣頭，成為台灣最普遍之哭喪陣頭 (蔡金鼎，2009)。另一

方面，台灣民間早有「五子哭墓」、「三藏取經」、「牽亡歌陣」等喪葬陣

頭，五子哭墓是源自歌仔戲〈五子哭墓〉(台灣民俗文化研究室，2014)。

成員大多為歌仔戲班兼差擔任，藉由五位演員扮演五子，且後場至少需

配胡琴與鑼鼓兩位以上樂師，演唱曲調多是歌仔戲哭調。不僅在靈前哭

墓演出，也需隨出殯隊伍沿途演唱，最後在墳前表演哭墓。「三藏取經」

則源自《西遊記》，屬小戲，常於告別式現場演出，劇情演出唐三藏取

經回程，孫悟空以火眼金睛知曉，某戶善人亡故，因此以取得真經為亡

者超渡。「三藏取經」未有哭喪表演，出殯時亦隨送葬隊伍遊行，主要

目的是帶領亡靈前往西天極樂世界。而「牽亡歌陣」，則為法師、娘媽、

尪姨、小旦等組成，需環繞轎亭，表演內容是請神降臨護送亡靈啟程，

沿途中，法師引領亡魂「遊十殿」，並述說各殿刑罰，藉此勸世教化，

最終抵達西天極樂世界過程。牽亡歌陣亦為歌舞小戲，原無哭喪行為。 

 

 

                                                 
11
 林川夫：《民俗台灣雜誌》，台北：武陵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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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彙整上述資料並加入現今常見之葬禮電子花車陣頭，將鄉土文化

融入其中，如表 1 所示： 

表 1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電子琴花車 裝飾俗豔華麗的花車，大聲

播放歌曲。或搭載一名打扮

華麗女子，高聲唱歌。電子

琴花車由喪家親友出資僱

請，目的是讓喪禮比較「熱

鬧」。 

臺灣喪葬習俗被與「熱鬧」連

結，導致原本在迎神賽會才有

電子琴花車，被用與喪禮結

合，構成臺灣特有的喪葬習

俗。 

五子哭墓 五子哭墓雖有民間宗教傳說

典故，孝女白瓊 (琴) 則為布

袋戲裡虛構的劇情故事。 

僱請人員假裝傷心哭號送葬。 

孝女白瓊 

(孝女白琴) 

由亡者女兒出資聘請五子哭

墓與孝女白琴等 

目的是讓喪禮場面看來「孝眷

多」、「有人哭」與「很熱鬧」。 

燒庫錢（庫銀） 庫錢或庫銀的意思是財庫裡

的錢，每個人都有其財庫。

為讓亡者死後是個富有的

人，所以要燒許多庫錢（庫

銀）給亡者。 

庫銀或庫錢是冥紙的一種。在

臺灣南部地區，庫錢（庫銀）

是用幾仟萬或幾億元計算。一

般一場喪事大約要燒掉一小貨

車的庫錢（庫銀） 

資料來源：修正自台灣殯葬資訊網(2015)。民間殯葬活動。 

參閱網址：http://www.funeralinformation.com.tw/Detail.php?LevelNo=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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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殯葬禮俗沿襲佛、道教與儒家思想，而儒家喪葬禮俗對喪葬與祭

禮，相當注重合乎禮節。其透過「慎終」與「厚葬」思想，讓為父母臨

終，子女須「隨侍在側」，並需盛大舉辦葬禮儀式，在如此的觀念之下，

聘請代哭人員哭喪，以表達對亡者「慎終」之意，成為有關陣頭形成背

景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台灣民間普遍認同，親人死後子孫需哭靈、哭

路頭。若未達成就彷彿是人死後無人哀悼、哭喪，此為最悲哀者，因此

若亡者無家屬可哭喪，僅能聘請代哭者代為哭靈。同時台灣喪葬禮俗講

求熱鬧，親人亡故需以子女哭喪表示孝思。 

    出殯時聘請陣頭送葬，讓亡者風風光光走完人間最後一程，好前往

西方極樂世界，葬後繼續為死者作滿七、百日、對年、合爐以及三年，

以顯示隆重以待。因此無論是告別式、做功德，均以擴音器廣播儀式進

行，告別式時則廣邀親友、地方官員，甚至是民意代表參加，葬禮後尚

須請親友鄰居參與宴席，此間葬禮講求之熱鬧，代表子孫孝順與家族財

勢，故而台灣喪葬典禮，大多是藉此場合表現子孫孝行所致。從實際層

面而言，禮俗原就為人所約定成俗，因地而異，因此會隨時代改變而修

改過去各種儀式，特別是近年來，大眾期望葬禮表現以莊重、簡潔為主，

因此導致某些地區喪禮習俗可能發展出精簡的儀式，甚至是仿效日本與

歐美國家喪禮儀式，但無論在外環境如何變遷，葬禮儀式皆是希望表達

對亡者的哀思，因此人們對待與進行殯葬禮俗的基本宗旨與觀念，仍遵

循傳統固有的一些理念，喪葬禮俗融合地方文化走過時空，為的是表達

對於亡者之哀思與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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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乙未事件桌遊文創設計認識六堆客家之地理空間 

張重金 1、吳連賞 a 

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將文創概念，透過設計，運用於教育學習之商品開發。以

一八九五年乙未戰爭中六堆抗日故事為內容主題，發生地點為場域，設計成

寓教於樂之桌遊形式，藉以認識六堆客家的文化地理空間，作為文創的加值

實現。設計不僅置入乙未事件中六堆客家地區主要的人、事、地、景，也藉

由遊戲機制、道具的設計帶入六堆地區的特色產、物，置入教育性與文化性，

豐富其遊戲內涵，設計出能吸引學生了解六堆客家歷史文化與地理空間的文

創教具，其產出的成果可提供中小學校、社區，成為親子、師生、學生間聚

會聯誼的工具或教材，從潛移默化的遊戲裡將「地方感」傳達到遊戲者中，

完成傳承客家文化之目的。 

 

 

 

 

關鍵詞：乙未事件、桌遊、文創、六堆、地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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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通訊作者：iamptach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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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the Geographic Space of Liu Dwei Hakka By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n the board game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Chong-Jin Jhang1  Lian-Sang Wua 

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applies to education and learning of commodity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cept of culture through the design. There is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which, happened since 1895. Those are designed in 

the form of Board gam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akka culture and geography, 

these games can achieve the spirit of culture and creativity. This design is not 

only placed the main people, culture, places and the proudest things which are 

from the event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but also added Hakka’s 

products into education and culture by game system and props designed. It can 

reach the game content to attract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Liudui of Hakka 

history, culture and geography by a series of designs, The results can use these 

products design to provid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ommunities, 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Buy this game, it can make people know the knowledge 

"sense of place " to complete the purpose of inheriting Hakka culture. 

Keywords: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Board game, Culture and creative. 

Liudui , Geographic space. 

                                                 
1 Doctoral student of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 Professor of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Corrspondence: 

iamptach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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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桌遊的價值，除了美術設計隱含藝術性與題材設定蘊含人文價值外；遊

戲的機制和象徵的道具、配件等更是令人玩味十足，甚至成為限量發行的玩

家收藏品，但桌遊的最大魅力還是在於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是經由體驗→思

考判斷→樂趣的感官享受，也正是這種特殊的社交功能使得桌遊如此風靡，

比起 Web 或行動載器那種孤單面對電腦螢幕與虛擬的對手、同伴，如此近

距離的互動，帶給人們的是無比真實、親切與溫暖的感受。 

如今透過桌遊的這種直接、零距離、有溫度的社交功能，當今已有許多

以寓教於樂的文創概念所設計開發出的相關教具，達成文化推廣與教育目的

成效卓著。 

故；研究者希望能透過研究方法與施行步驟，設計一套藉由桌遊的教育

功能性來推廣六堆客家文史與了解六堆的地理場域空間，於寓教於樂的氣氛

下，達成上述之文化教育目標。 

二、研究目的 

「好創意」是文創產業的核心元素；依其產業特色以影視、動漫、遊戲

等數位內容最具影響也最具經濟產值，而遊戲除商業價值外，也是被公認為

運用在創新教學上效果最具成效的工具之一。桌上遊戲簡稱「桌遊」，如前

言；是當今繼 Web 線上遊戲、行動載器遊戲外，發展潛力最大的創意遊戲

設計之一，世界各國許多愛好者也都將其作為人與人之間交誼的最好社交工

具之一。在快速變遷的時代下，傳統教學模式早已不符當代學子們求新求變

與多元之學習方式，故；在大力倡導「翻轉教育」的今日，以遊戲式教學所

獲得的學習成效有目共睹，這在國內教育相關之碩博士論文、期刊的研究成

果發表搜尋下，篇幅不少便得知。這些成功地案例經驗為他山之石，研究者

認為除語言外；尤其適用於學習文化、歷史或地理，如何藉用遊戲方式吸引

原本對客家文化或史地淡漠的後生學習，進而了解客家、發揚客家，得以成

功扭轉今日客家文化在年輕學子中的斷層迫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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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記載；一八九五年發生的乙未戰爭中，六堆地區

最具代表的戰役為「步月樓戰役」與「火燒庄之役」，尤其是「火燒庄之役」，

被列為全台抗日最後一役，戰後日軍更以「火燒庄」記錄其戰事地點列入史

冊，可知其重要性不言而諭。 

所以本研究的目的為：透過代表性的歷史事件為主題，設計出具有教育

與文化創意的桌遊商品，於寓教於樂中吸引後生，接觸與認識六堆的地理空

間與歷史文化，建立後生對地方的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如政治地理學家阿

格紐(John Agnew，1987)，所說的勾勒出場所、地方感等有意義的區位(徐苔

玲.王志宏，2006)，進而得以傳承六堆客家文化為目的。 

貳、文獻探討 

一、乙未戰爭的歷史背景與六堆的地理空間 

(一)、乙未戰爭的歷史背景 

以公元一八九四年第一次中日戰爭，大清帝國戰敗，史稱「甲午戰爭」，

清國大臣李鴻章於日本下關春帆樓，代表清政府與日本帝國簽訂喪權辱國的

「馬關條約」，將臺灣無條件割讓予日本，臺灣人民不甘屈於日本統治，隨

即成立臺灣民主國，組建抗日軍隊。隔年；一八九五年歲次乙未，三月二十

三日，日軍由基隆登陸開始，民主國官紳竟聞風不戰而逃，留下來的臺灣同

胞面對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窮無所之、憤無所泄，那種被遺棄的強烈孤憤

感，激起全台抗日，其中尤以客家族群為最，位處南部高屏地區的客家六堆

義民也義無反顧，共同投入抗日保台聖戰行列(薛雲峰，2008)。 

同年十月，日軍派有戰神之稱的乃木希典將軍，十一日清晨率領第二師

團由枋寮登陸(圖 1)，欲以南北夾擊之勢威逼死守台南的黑旗軍劉永福投

降。登陸後；沿海岸線北上向東港前進，且分派部隊攻向佳冬，在茄苳腳附

近遇到庄民激烈的反抗。 

六堆義民在第一時間得知消息後集結忠義亭(現今屏東西勢忠義祠)共

同商討抗日大計，一致推舉世居長興庄的邱鳳揚為第十任大總理，佳冬商賈

蕭光明為副總理，軍師鍾發春為總參謀，擔負起組織抗日義勇軍之大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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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展開六推抗日戰役序幕。首戰蕭光明率上千名六堆義勇軍鎮守佳冬，以蕭

家大宅步月樓作為抗日基地，義勇軍雖然奮戰不懈，甚至以肉身相搏，仍不

敵擁有新式精良武器的日軍，慷慨將碧血黃花盡灑步月樓，蕭光明也因此役

犧牲兩名愛子，蕭宅更是殘破不堪、死屍遍野、血流成河，史稱「步月樓之

役」或「茄苳腳之役」，可謂乙未抗日中最大規模犧牲之戰役。 

步月樓戰敗後，邱鳳揚集結佳冬殘軍及六堆各地義民，迅速組織軍隊退

守長興庄(屏東縣長治鄉長興村)，日軍因步月樓戰役後敬畏驍勇的客家軍，

多次派人談和，皆遭邱鳳揚等人斥回。同年十一月，日軍以強力火砲與六堆

軍展開殊死決戰，連續砲擊與刻意放火燒庄，造成長興庄大火蔓延，整整延

燒三天三夜，全庄盡焚為白地，日軍即以此役將「火燒庄」列入史冊，可見

狀況之慘烈，此驚天地泣鬼神之戰，以全台抗日最後一役告終，而此戰役後，

六堆義勇軍亦宣告瓦解(曾彩金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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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日軍攻台戰鬥地圖之第二師團枋寮附近上陸當夜之位置圖 

(台灣百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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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堆的地理空間 

“空間”(space）一詞是人文地理學中使用有絕對的、相對的空間概念

(柴彥威等譯，2004)。地理空間（Geographic space）從地理學上的角度來說

是指物質、能量、信息的存在形式與在形態、結構過程、功能關係上的分佈

方式和格局及其在時間上的延續，但由人或物占據的部分地理空間，可稱為

地方或場所。地方(place)；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人本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
1
為區別於實證主義地理學家的主要概念之一，六堆人的生活場所

(地方)，是由社會關係所構成的環境，也是非正式的或組織化的，它幾乎包

含了社會與文化相同的環境地理區域，這種相互作用由大尺度下運行的社會

和文化、經濟進程所確定，是一種「地方感」，一種地方的感覺結構，也是

一種文化區(cultural area)、文化地景與文化生態概念，屬於文化地理學的核

心主題(徐苔玲.王志宏，2006)。 

“六堆”之名源於清初臺灣南部高屏地區客家人的軍事組織稱呼，即

「前、後、左、右、中、先鋒堆」之合稱。屏東平原上客家先民的開墾，目

前主流的說法都以清康熙三十年(1691)開始入墾屏東平原，起初的聚居據點

位於萬丹鄉境內的濫濫庄附近，之後再向外拓展（鍾壬壽，1973）。另一說

法則是康熙二十五、二十六年(1689-1687)間，有廣東嘉應州之先民渡海來

臺，因屯墾之地所剩無幾，往南發展在下淡水河東岸流域發現有未經拓墾之

土地，相率移至此區域，其間閩籍移民亦聞之接踵移入，田園日漸擴大（伊

能嘉矩，1991）(圖 2)。 

                                                 
1
 據約翰斯頓於《人文地理學詞典》：人本主義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強調

發揮人類認知和人類能動性、人類意識和人類創造性之積極、重要的角色(柴彥威等譯，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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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屏東平原地形圖（施添福，1998） 

另外據施雅軒研究(2011)；清代六堆開發歷史範圍，若依清代文獻作為

時序定位的推論，其空間擴散主要分為前六堆時期（康熙 31 年［1692］至

乾隆 50 年［1785］）、組織觀的六堆（乾隆 51 年［1786］至咸豐 3 年［1853］）、

區域觀的六堆（咸豐 11 年［1861］到現今）等三個階段。在「前六堆時期」，

於（1694）高拱乾所編的《臺灣府志》當中所附的鳳山縣圖即有「萬丹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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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錄，成為最早登陸地點的證據。而後來發生於 1721 年的「朱一貴事件」，

六堆軍(當時稱為七營)由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所招募的民兵，就是在萬丹

（民）社集結，與朱一貴率領的閩軍相隔於下淡水溪(高屏溪)，防守來襲，

可得知屏東平原粵人的活動在此之前獲得有力的佐證(圖 3)。 

 
 

圖 3 七營與傳統六堆聚落的空間關係(施雅軒，2017) 

「組織觀的六堆」是發生於 1786 年的「林爽文事件」後，有文獻記載；

客家先民才正式首次以「六堆」為名出征，當時由大總理曾中立所領導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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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出征範圍擴大到屏東平原以外，甚至到達嘉南平原的南端與恆春半島

北端，但此時期六堆乃是以戰時才編列的「組織」為主，並沒有明確的地理

空間配置(圖 4)。 

 

圖 4 曾中立的布陣空間與光緒 11 年的六堆聚落比較(施雅軒，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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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觀的六堆」指的是「堆屬」與「區域」的連結，即前堆是屏東縣

長治鄉、麟洛鄉與一部分九如鄉、屏東市，後堆是屏東縣內埔鄉，左堆包括

屏東縣地佳冬鄉與新埤鄉，右堆由高雄市美濃區、甲仙區、六龜區、杉林區

與屏東縣高樹鄉等所組成，中堆是屏東縣竹田鄉，先鋒堆則是屏東縣萬巒鄉

(圖 5) 。 

因此六堆雖非屬共同之行政區域，但卻是具有社會的、空間的、生態的

文化生活共同體，稱之為「六堆聚落」(蔡淑臻，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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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六堆地區地理位置圖（曾彩金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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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桌遊的教育功能與文創設計 

「桌遊」的英文為”Board Game”或者”Tabletop Game”，意指利用桌

面或平面所進行的遊戲，桌遊可以說是伴隨了人類的整個歷史文明，在各種

古文明的文獻記載和遺跡中都有著桌遊的蹤影。據聞這個詞的最早提出是在

德國，於歐美等國家已風行了數十年，最早的桌面遊戲是通過將一些指示物

或棋類等物件藉由特定的圖板上放置或者移動來進行，桌遊最早也用來區別

必須藉由「插電」並使用電子儀器才能玩的遊戲。廣義的桌遊包含各式棋類、

牌類等益智遊戲，大家最熟悉的麻將、象棋、圍棋、橋牌、紙筆遊戲等都符

合定義。 

以乙未事件為主題的桌遊設計，透過當今知識產權產業 (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 IP 產業)於文化消費與地方產業發展關係愈密切的觀念趨勢

下，文化資產蘊含地方發展與歷史文化價值，而歷史文化資產更透過大眾文

化的娛樂與教育活動發展，帶動創造出地方產值並刺激地方文資意識的關

注，不僅成為商品帶動經濟，其教育的附加價值更具意義。 

教育方面早在古希臘時期類似桌遊的遊戲就受到普羅大眾的歡迎，柏拉

圖及亞里斯多德就已經相信適當的遊戲能在正規的教育之外帶來更多的附

加價值。近年來，不少學者也確認了遊戲同樣能帶來正向的教育效果，並透

過遊戲的概念融入在教育體制中。桌遊遊戲中常帶有「競合」的情況，是孩

童在遊戲中漸漸學習到成人世界的規則，而在遊戲中表現出與參與者合作的

態度，甚至可以類化到其他的社會互動行為，另外遊戲中需要運用策略、邏

輯推理能力，或是空間能力、數字概念等，讓遊戲變得如此趣味，不管孩童

或是成人都可從中除了獲得玩遊戲的娛樂，也增強了上述能力。 

世界知名的捷克教育家約翰·阿摩司·康米紐斯（John Amos Comenius）認

為教學中一定要使兒童學得愉快、學得迅速、學得牢固，如果能將遊戲和教

育結合，就能從遊戲的過程中學習到更多的知識(林咏欣，2005)。 

「六堆」是南部高屏人共享的文化空間，是構成臺灣南部客家人的基本

座標，在面對當代工商快速變遷的社會，「地方感」的依附逐漸流失，故希

望透過乙未事件的桌遊文創設計，進行文化地理教育，喚起六堆人與六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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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心中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的地方精神，進而達到傳承客家文化的

教育目的。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成果 

一、研究進行方法 

研究進行的方法採「文獻分析法」、「文本分析法」與「訪談法」。包含

從歷史文獻出發，將「乙未事件」中六堆地區客家先民抗日所發生衝突的區

域、空間、地理等文獻資料化作設計圖面，從地圖化的區域空間中，教育國

小學童對六堆客家的地理空間認識。再透過坊間相關桌遊商品、遊戲設計等

文本與研究資料，經分析與歸納後，參考擷取適合達成研究與設計目的之遊

戲形式，與透過訪談了解適合少年兒童易於理解的遊戲規則與接受的美術風

格等作為視覺與遊戲設定機制架構，並做修正與測試。內容則置入乙未戰爭

中六堆客家地區代表的人、文、地、產、景，幫助傳達了解六堆客家生活的

區域、空間，同時讓後生藉由當中的道具，認識蘊藏其中的客家文化菁華，

使六堆客家文化得到教育、傳承與創新之加值應用。 

設計創作方法則以「文創加值應用法」、「商品設計法」於桌遊商品設計

製作等。「文創加值應用法」乃將有形與無形之文化資產予以蒐錄並加以創

意設計包裝，依循一定的設計模式與程序，透過故事行銷引起消費者的共

鳴，達到滿足消費者情感的需求，最終促成經濟效益，是屬於一種刺激性需

求。 

「商品設計法」主要是將客家文化從感動的「情境設計」到生動的「敘

說故事」再到互動的「產品設計」的三動企劃過程，藉此設計步驟，將歷史、

地理文獻轉化成具體圖像，再依其原型設計生產，導出成文創設計品，最後

以屏東縣長興國小適齡兒童測試本遊戲，其產品未來可提供學校、社區做為

鄉土教育輔助教具，使六堆客家文化得到創新推廣與傳承，達成本研究目的。 

 

 



                        以乙未事件桌遊文創設計認識六堆客家之地理空間      51
 

 

 

二、設計步驟 

設計步驟進行流程圖: 

 

遊戲企劃         遊戲美術         遊戲設計           遊戲測試                  遊戲印製 

 

(一)、遊戲企劃: 

本遊戲參考知名桌遊”大富翁”（Monopoly）為構想藍本，以一八

九五年日清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了日本帝國後，日本大軍由屏

東枋寮登陸直至火燒庄的六堆義軍抵抗過程為遊戲主題。故；遊戲地圖

繪製參考《台灣百年地圖》之日軍攻台戰鬥地圖之日軍第二師團枋寮附

近登陸位置圖已標示之行軍路線，劃界出六堆的空間場域地圖(圖 6)，以

逆時針方向進行，玩家自行選擇扮演由當時的六堆大總理邱鳳揚、副總

理蕭光明、總參謀鍾發春等率領的客家軍抵禦日軍，透過合作殲敵的方

式，了解這段歷史與學習六堆在地理上的空間位置，達成文化教育學習

目的。 



   52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八期                                                            
 

 

圖6 桌遊地圖設計(張重金繪) 

 

(二)、遊戲方式: 

玩家各自選定扮演當年六堆義勇軍的領袖，彼此合作，帶領六堆知名將

領與民兵，參與這場保衛家園的聖戰，共同協力阻止日軍攻佔六堆版圖。 

每位領袖都設計有擅長的特殊能力，運用這些能力，配合策略以及團隊合

作，將日本帝國正規軍驅逐或被日軍殲滅，完成遊戲。 

(三)、遊戲規格與配件設計說明: 

遊戲類型 合作型策略遊戲 

遊戲平台 桌遊 

遊戲人數 4 人 

遊戲時間 20 ~ 40 分鐘 

適合年齡 10 歲(含)以上 

遊戲目的 抵擋並阻止日軍攻佔火燒庄 



                        以乙未事件桌遊文創設計認識六堆客家之地理空間      53
 

 

 

遊戲玩法 (1)、4 名玩家各自扮演一名義軍領袖，彼此合作。 

(2)、指揮行動或施展策略在日軍前進的路線上設防。 

(3)、25 回合內殲滅日軍或日軍未佔領火燒庄，玩家獲勝。 

 

(四)、遊戲配件美術設計與說明: 

配件與數量 美術設計與說明 

包裝設計1式 遊戲名稱:六堆保衛戰-1895 

 
遊戲說明書1

張 

 
遊戲地圖 1張

(圖6) 

遊戲地圖將南北向路線以環狀設計。日軍由起點「枋

寮」順時針行進；義軍則由終點「火燒庄」逆時針行

進，中央的六堆版塊地圖，供玩家認識六堆區域真實

位置，除日軍起點枋寮外，其餘據點分為兩種類型： 

1、村落：可駐兵、可築工事。 

2、戰略據點：不可建築工事、義軍戰力加倍長興為

村落兼戰略據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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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六面骰 2

顆行動對象骰 

行動計量骰 

1、行動對象骰：用以決定行動對象是義軍或日軍。 

2、行動計量骰：用以決定行進步數或建築工事類型。 

 
玩家指示牌4

張 

玩家共分邱鳳揚、李宜三、蕭光明、鍾發春四名義軍

領袖，各自擁有特殊技能。 

正面為人物資訊，背面為人物列傳。 

 
 

兵力指示旗 

 2種8款總計

32面 

用以標示及計算兵力的小旗幟。分作日軍與義軍兩

色；日軍紅色、義軍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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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工事指示

牌各10張 

用以標示所建築的防禦工事(壕溝)。 

 

事件牌20張 用以表明玩家所觸發之事件內容。 

  

錢幣4種 遊戲中徵兵、建築必須使用的資源，分為10元、20元、

50元、100元(圖為10元與50元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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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遊戲玩法設計說明:  

1 賽前準備 將依1895乙未戰爭台灣百年地圖記載日軍南部登陸

行軍路線地圖，置於所有玩家正中央，正面朝上。將

所有事件牌成疊洗淨、背面朝上放置於地圖中的桌牌

堆框中。所有玩家輪流值一次行動計量骰，決定日軍

兵力總數為 [所擲點數和x1000 ]將相等兵力的小旗

與太陽旗卡放置在部隊指示底座，並將日軍部隊放置

於起點 [枋寮]。 

2 開局 參與玩家為4人；回合牌25張，協助計算回合與確保

遊戲依照規則進行。(由李向榮控制回合數)玩家決定

各自要扮演的角色，並拿取該角色之玩家指示牌。 

安排一處作為棄牌區。由後勤總管李向榮領取100

金；各人並將200兵插置在黃色旗座在各自徵兵據點

上。 

邱鳳陽：長興 

鍾發春：西勢 

李向榮：內埔 

蕭光明：下六根 

依大總理→總參謀→後勤總管→先鋒大將的順序開

始進行遊戲。 

3 勝負判定 日軍由枋寮往前推進，而玩家合作阻擋日軍推進。日

軍行進至無兵力據點即可佔領，若遇有兵力或工事據

點即進行攻防計算。攻防後若日軍仍有兵力，則佔領

該地點。 

勝利條件：25回合內殲滅日軍全部兵力，或25回合內

日軍未能攻佔長興，日軍撤退，玩家獲勝。 

失敗條件：25回合內日軍攻佔長興庄。 

 

4 回合計算 (1)、每回合僅後勤總管李向榮可領取20金並翻回合牌

（其他玩家不得領取金錢，所有玩家執行花費均由李

向榮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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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擲行動對象骰決定是由六堆軍或是日軍行動，

若是六堆軍行動，每個玩家均可依策略選擇下列任一

項執行。 

(3)、徵兵：花費20金，擲行動計量骰決定徵得兵力。

1點=100兵、2點=200兵、3點=300兵、事件=抽取事件

卡1張。徵兵點依玩家扮演角色而不同： 

邱鳳陽=長興、鍾發春=西勢、李向榮=內埔、蕭光明=

步月樓。 

(4)、建築防禦工事(壕溝)：花費30金，可在尚未被日

軍攻占的任意地點建築防禦工事。 

(5)、部隊移動：選擇尚未被日軍攻占的任意地點且有

兵力駐守的據點移動部隊，擲行動計量骰決定行進步

數。1點=1步、2點=2步、3點=3步、事件=抽取事件卡

1張。 

(6)、若是日軍行動，則擲行動計量骰決定日軍推進步

數， 1點=1步、2點=2步、3點=3步、事件=抽取事件

卡1張。 

5 防禦工事 可在尚未被日軍攻占的任意地點進行付費30金建築

壕溝工事。日軍擲骰步數若大於設防點，則日軍行進

至設防點，若遭遇的是防禦工事，則計算完工事效果

後，該工事即遭破壞，日軍可繼續前進至消耗完所擲

步數為止。若遭遇的是一般部隊，則計算完兵力攻防

後，日軍則停留在該據點。 

6 行動規則 (1)、事件牌 

抽取後的事件牌，即置於棄牌區。若事件牌堆抽完而

遊戲尚未結束，則將棄牌區所有事件牌重新洗牌後，

再置於事件牌框中繼續使用。 

(2)、部隊攻防計算 

義軍與日軍戰鬥時抵消為1:1。即100名義軍可抵消100

名日軍。戰略據點與長興庄之戰鬥抵消為1:2。即100

名義軍可抵消200名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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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徵兵起點 當玩家的徵兵起點被攻佔，則該玩家往後徵兵需

退至下一個徵兵點。 

下六根→內埔→西勢→長興(火燒庄) 

8 防禦工事-壕溝 每一地點僅能設置一個防禦工事。除鍾發春花費

20金外，其他三人皆為30金。若防禦工事(壕溝)與部

隊在同一地點，則日軍行進至此遭遇義軍觸發攻防戰

鬥，須先計算壕溝之殺敵效果，再計算部隊之戰鬥抵

銷。 

9 玩家特殊技能 (1)、邱鳳揚特有技能： 

每回合只需花費10金(由李向榮付費)可在任何未

遭日軍攻佔點地點徵兵，且徵兵效果加倍(X2)。 

可另選擇付10金募100兵，最高為50金募500兵。 

(2)、鍾發春特有技能： 

每回合只需花費20金(由李向榮付費)可在任何未

遭日軍攻佔區地點建防禦工事。若抽中事件牌之工事

損毀則破壞無效。 

(3)、蕭光明特有技能： 

每回合可指定未遭日軍攻佔區之任何部隊前

進，且最大推進步數 +1步。可另選擇付10金前進1

步，最高付20金前進2步。 

(4)、李向榮特有技能： 

每回合皆領一次20金，另外可選擇募資擲骰，1

點=10金、2點=20金、3點=30金，若抽到事件之募資

牌可多得該內容1倍資金。 

肆、成果與結論 

「文化」是一種生活形態，在考古學上「文化」則指同一或某一歷史時

期的遺蹟、遺物的綜合體。「創意」是經由感動的一種認同，「設計」則是

一種生活品味…(林榮泰，2009)。以客家文化為背景設計的創意商品，需立

足於認同客家文化之基礎上，若能藉由創意加值，設計出能喚起由生活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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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的人們的敬地情節(geopiety)
2
，譜出共同歷史記憶的遊戲商品，相

信其所交織的情感，是最能被認同，得以讓客家文化之內涵透過當代的符號

與思維轉譯，既能兼顧傳統又能獲得大眾的接受與普及。當年在六堆所發生

的乙未戰爭空間場域，經時空的流轉，身居六堆的客家子弟多以不復記憶，

更何況是他者。透過文創的加值設計，重新將當年那段歷史事件經由文創加

值，成為教具與商品，再度認識與回顧這塊生我育我的土地，意義格外特別。  

六堆的地理空間可以說是對六堆客家人一個獨有的地方情感及記憶場

域，它是建立在社會、文化、歷史、環境的結構，透過遊戲認識地方的意義，

可以延伸到客家文化的各種事物與景觀，由原本因求學、謀生、經濟等各種

出走外移，與工商社會逐漸淡薄疏離的客觀空間感，如同外人對六堆的意

象，只是個地理或區域的想像名詞，經由遊戲認識的人、事、地、景、產、

物所感到的自我定位歸屬感後，可產生「主觀空間」
3
，得知先人的付出與

珍惜我們現今的生活，進而發揚與傳承文化。 

本研究成果於106年10月17日於研究內容故事的發生地點—屏東縣長治

鄉長興國小首度發表，隨即吸引各大媒體採訪報導。透過發表前經由試玩的

學童親身操作與參與師生的訪談與建議修正後，無論在娛樂性與對地方的認

識等，評價甚佳，是場成功的文創行銷(相關媒體報導詳見附錄)。 

經由上述研究與設計成果，得出以下幾點結論與心得: 

一、學童對六堆客家的地理空間認識可透過遊戲設計達成其預設目的。也由

此可驗證桌遊本身是一種以創意為主的表現形式，且具有互動性的娛樂

型態，對於學習有極大的成果效益。 

二、本研究設計出桌遊商品，藉由其還原乙未事件六堆抗日過程的人、文、

地、產、景與合作殲敵的模式，無論是美術風格上、地圖場域上、或是

遊戲中類似機會、命運事件的機制設計上，都帶有族群的鮮明特色與與

客家文化意涵，得以增強學童對六堆地理環境的認識。 

三、開發與利用桌遊工具作為文化教育載具，除娛樂性、教育功能與文化意

義外，若能出版，更可為地方注入新的創意元素與增添文創商品。 

                                                 
2
 賴特(J.Wright,1966)首創 geopiety (敬地情結)一詞,用於表示人對自然界和地理空間產生的

深切敬重之情。段義孚(Yi-Fu Tuan,1974)把 Topophilia(戀地情節)引入地理學中用於表示人對

地方的愛戀之情(李燕，2015)。 
3
 「主觀空間」意指身處的空間環境不是抽象的，是身處那裏的實際情感，是經驗而來，

非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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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桌遊的設計，其成果不僅只是一個功能性教具，更是一個創意商

品，期待它能受到歡迎、重視，達成多元的經濟價值與文化傳承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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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階段中宗教自由之界限芻議 

高賜忠 1 

摘要 

宗教，不僅能夠提昇個人的精神層次，同時亦能豐富文化的內涵。然而

教育（特別是道德教育）與宗教間往往有著交互重疊的關係。面臨這樣的議

題，一般經常以「政教分離」或「學術中立」的保護傘，強調宗教必須完全

獨立於各種類型的校園之外（亦包含國民教育階段的學校）。然而，所謂的

政教分離及學術中立，是否為國民教育中學術倫理的唯一命題？而宗教教育

的界線於國民教育的校園之中，是否亦會隨著教學場域的不同而有著迥異的

界限？其與外國立法例之間又有何歧義？本文試圖藉由探討我國目前現行

制度，研析當前法制的不足之處，並進而提出相關建議；期能減緩國內當前

國民教育實務運作上名實不符的窘境，並切實保障與調和受教者及施教者的

基本權利。 

 

 

 

 

關鍵字：宗教教育、國民教育、學術自由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管理學系文教法律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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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Religious Education Freedom 

and its Limitation in Nat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t 

Taiwan 

Ssu-Chung Kao1 

Abstract 

Religion, while transforming a person's spirituality and nurturing the fullness 

of a culture, much often intertwines and overlaps with education, particularly 

moral education in many aspect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the prevailing view 

was to rely upon the umbrella prote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education" or "the principle of academic neutrality," either of which 

underlines the idea that religion must shun away from any campuses and at all 

levels of schools, including nat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owever, among all 

possible research hypothesis with respect to the academic ethics and integrity at 

national education level, is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education" 

or "the principle of academic neutrality" the only question? Would the restriction 

upon religious education essentially change when it comes to a different 

education circumstance? What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legislative patterns of 

the Taiwan laws and those of foreign laws? This thesis, in exploring the Taiwan 

legal regime, contextualized and analyzed the weakness and strengths in our 

current situation, bringing out proposals, in the hopes of better reconcil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t educational scenes, especially in 

nat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much effectively balancing the 

opposing forces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fundamental rights. 
                                                 
1 Master Degre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Nation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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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類文化或個人生命中，宗教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不但可以提昇個

人的精神層次，也能豐富了文化的內涵。然而不容否認的是，教育（特別是

道德教育）與宗教間往往有重疊的關係。面臨這樣的議題，一般往往以「政

教分離」形式上的保護傘，強調宗教必須完全獨立於各種類型的校園之外；

但以校園中學生實際的學習環境觀之，仍是不免接觸到「實質上」的宗教教

育課程。相對於一般外界所認為此等情形可能潛存個人信仰受到挑戰與質

疑，抑或是影響個人價值判斷等隱憂；惟以過往的學習經驗觀之，本人於接

觸此等課程的過程中，其實並未產生任何不愉快的經驗或其他負面影響。是

以，政教分離是否將成為學術倫理的唯一命題？而一般人的信仰與價值觀，

是否亦可能僅因宗教的進入校園而受到撼動？其實仍是頗為值得探討的問

題。事實上，本文以為，如果學生的獨特文化認同不能在主流教育體制中受

到尊重與接納，連帶的也會影響其社會化的過程，並影響學習上的成功機

會；故除了政教分離之外，多元文化與民主原則同時亦為國民教育階段所必

須一併重視的重要課題之一。 

貳、文獻回顧 

本文主要所欲討論者，係國民教育階段中有無主張宗教自由之境地？以

及國民教育階段中所得主張宗教自由之界限為何？以下茲就國民教育與宗

教自由之梗概範圍，分述如次： 

一、 國民教育 

所謂的國民教育，即指國家依法律規定所設立的義務教育。只要法律明

文規定人民應接受一定年限的國民教育，則不管其所規定之年限為何，人民

即有接受此種教育的權利。換言之，此種權利應屬於是一種「人民教育上的

受益權」，並且同時也具有「國家給付分享權」之功能；人民得據此請求分

享國家所提供之教育上的給付（周志宏，1996）。雖其性質與憲法所要求國

家所必須提供最低年限的基本義務教育是否一致仍不無疑義，惟現階段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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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法尚未完成修法，是以按該法第 3 條第 1 項：「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

前六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可知，國民教育年限仍

與基本義務教育相同，均為九年。 

二、 宗教自由 

我國憲法第 7 條係明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

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同法第 13 條亦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

之自由。」，在在均為我國宗教自由保障之體現。按釋字第 490 號所示：「…

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

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

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是以，宗教

信仰之自由為我國人民之基本權利，應受憲法之保障。 

然而，除憲法的上開規定外，一般仍將憲法第 11 條所規定之：「人民有

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以及同法第 14 條所規定之：「人民有

集會及結社之自由。」，視為宗教自由行諸於外之活動自由體現；是以，有

關宗教自由之內涵，尚可再析述為「內在信仰自由」、「表達信仰自由」、「從

事宗教活動自由」等範疇（許育典，2013）。 

參、國民教育階段得否主張宗教自由 

本文以為，即便在國民教育階段，仍得主張適度程度之宗教自由，茲就

相關理由，分述如次： 

一、政教分離原則下的現制窘境 

由歷史經驗可知，不論是以宗教領導政治或是政治領導宗教，宗教與國家

的過從甚密，不是造成宗教迫害就是引起政教衝突。隨之因運而生的便是政

教分離原則，主張國家與宗教事物保持適當的距離，乃是保障人民之宗教自

由的根本前提（尤伯祥，1998）。承上，我國教育基本法第 6 條規定：「教育

應本中立原則。學校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及學校亦不得強迫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任何政治團體或宗

教活動。」；復私立學校法第 7 條亦規定：「私立學校不得強制學生參加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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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儀式或修習宗教課程。但宗教研修學院不在此限。」，即屬我國教育制

度政教分離之現制體現。但此等立法體制，在教學實務上仍不免發生扞格之

處。例如：雖然國小的社會課中已經有與宗教直接相關的主題，但老師們對

於宗教內容的題材應該出現在課程裡的什麼地方，仍然印象不深（洪筱淋，

2009）。甚至因為缺乏對宗教信仰及儀式意涵的理解，是以在課堂上介紹各

種宗教之際，既不完整也不準確，甚至偶有出現對於弱勢宗教的歧視的情形

（洪筱淋，2009）。或有論者以為，對於宗教的忽略，也許是為了在教育領

域中維護宗教中立的必要之惡（李國偉，1996；瞿海源，1995）。但從另一

個方面來說，此等刻意忽略或貶抑的情形，無疑將有害於具有特定信仰學生

的自我認同，並影響到其學習上的自信心。 

再者，為了迎合此一「中立原則」，現行教科書於審定制之下所呈現出

的多元化僅係一種「假象」，事實上教科書內容仍舊相當一元化。因為在審

定制之下，教科書若是無法通過審查，則業者多年來在教科書編輯上所投入

的成本可能難以回收，加以審定程序中送審教科書不通過或是重編的比例相

當高，無形中也給業者相當大的壓力。在此一情形下，過去的「統編本」便

成為各家教科書編輯時仿效及參考的對象，並希望藉此提高審查通過之機

會；然而各家教科書競相參考統編本，也使得「一綱多本」的制度失去其原

初追求多元與開放的立意，而使教科書內容仍陷於一元化的窘境（許育典、

凌赫，2007）。 

除此之外，各國民教育階段學校雖現階段於形式上均未施行宗教教育課

程，然而實際上卻經常於課間進行靜思語、讀經班等德育課程（陳建榮、黃

榮民，2008），甚或校方會利用週會等演講活動，邀請宗教界人士演講情事；

因其性質未必均為自由參加，且多為學生無選擇權而必須參與的課程，是否

真正落實政教分離原則，仍有待商榷。是以，本文以為與其無法全然禁止，

倒不如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前段所揭示之「國家肯定多元文

化」作為緩衝，對於宗教自由適度鬆綁，以求名實相符與落實基本權的實質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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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權理論 

我國學說於探討憲法上教育權利之性質與內涵時，多數學者均嘗試引介

日本學習權理論，以體系性的建構我國憲法上教育權利的基本架構（周志

宏，2002；許慶雄，2000；秦夢群，2006）。學者周志宏認為，學習權的保

障目的是為了實現自我的人格，以使人格有充分且健全的發展：「既然現代

人權保障之目的在於維護每個人的人性尊嚴，每個人作為人的尊嚴，與其人

格之健全發展、能力之充分發揮有密切之關係，而人格之健全發展與能力之

充分發揮則有賴於學習。因此，透過學習使得人格與能力獲得充分之發展與

發揮，基本上便是每一個人最重要的基本人權之一。」（周志宏，2002）。就

此一觀點而言，學習權的確保與人性尊嚴的維護與實現有緊密關聯，既然宗

教信仰（或無宗教信仰及無神論等中心思想）是一個人的內在核心價值，何

以在最基礎的國民教育階段不允許適度開放？畢竟無論是主動學習的「學習

自由」，抑或是在他人協助之下進行學習的「受教育權」，均為憲法所保障

的權利（周志宏，2002）。 

申言之，學習權的保障目的是為了實現受教者的自我人格，使學生的人

格有充分且健全的發展機會，正如多元文化教育理論所論述的，要確保學生

在學習的過程中建立健全的人格，重要的關鍵就在於確保學生文化身份認

同，以及得以接受文化傳承。學校原本即是社會的縮影（尤其是公立學校），

國家的教育政策本即不應僅是單純給予智識的成長，而宜因應社會現實情

狀，協助學生認識世界、瞭解差異，並做社會化的預備，正如同生命教育或

性別教育一般；申言之，所謂宗教教育，所指涉者應為藉由教育的過程認識

與體會宗教（鄭志明，1997），而與單純之介紹宗教有別。至於本文建議應

由國家進行宗教教育的原因，其原因有三： 

1、基於多元文化原則，國家本即應藉由教育進行文化傳承，並依社會

現實情狀，協助學生認識世界、瞭解並尊重差異，俾利前期的社會化。 

2、 除了認同與尊重他人之外，學生的自我認同亦是十分重要；因為學

校往往是建立在主流社會的文化價值觀之上，而不利於弱勢文化學生建立並

開展其自我認同。若此，則不僅違反多元文化價值，亦有違反教育機會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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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之虞。 

3、 換句話說，單由家長或其他宗教團體進行宗教教育，或許可以滿足

學生個人對於學習個人宗教教義的需求。不過由於此等教育方式往往僅侷限

於單一宗教，將無助於上述第一項所述的依社會現實情狀，協助學生認識世

界、瞭解並尊重差異，俾利前期的社會化；同時學生仍可能亦因自身信仰未

見於學校（主流文化場域），而陷入自我認同的風險。 

三、多元文化原則 

一言以蔽之，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真正的平等應該是要確保每一個公

民有在其文化傳統的世界中生長的機會，並且不會因此受到任何的歧視。此

一概念係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3 條第 1 款、第 13 條第 3 款與聯

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 18 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8 條等國際規範

中，所明白揭示傳教自由與文化多元原則；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4 條第 1 款亦明白揭示，所有兒童與未成年人並不因其宗教信仰不同而受

到歧視。至其於我國法制之體現，則分別析述如次： 

（一）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的各項規定，其實已經為「以群體身分為區別」

的基本權利保護，劃定了開展的空間。李震山教授即表示，「在每項基本權

利中，都隱含著自治自決之要素，人性尊嚴則是提煉出來的概括性原則」（李

震山，2011）。申言之，本條文即以國家目標條款之形式肯認多元文化之意

義，而在憲法第 171 條第 1 項關於「憲法最高性」的要求之下，前開增修條

文之規定並不僅是一方針條款，更是一具有強制拘束力的憲法規範，因此，

所有國家權力在運作時，接有積極促進與維護多元文化之義務（許育典，

2013）。 

（二）釋字第 573 號 

本號解釋係涉及監督寺廟條例就特定寺廟處分或變更其不動產及法

物，須經所屬教會之決議，並承請該管官署許可之規定，是否牴觸憲法上對

於宗教自由之保障。解釋理由書指出：「憲法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係為維護人民精神領域之自我發展與自我實踐，及社會多元文化之充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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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宗教應謹守中立及寬容原則，不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勵或禁制，或

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不利益」。業首次論及多元文化之憲法解釋，並

明確宣示應將「多元文化之充實」作為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之目標，並須實踐

「國家中立」與「國家寬容」原則。 

（三）釋字第 617 號 

本號解涉及性言論與性資訊流通的憲法保障，以及刑法第 235 條之規定

是否牴觸憲法對言論自由之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本號解釋已認識到「少數

性文化族群」的存在，並承認不同社群可能有「不同的文化認知」，而不再

將每個人都簡單的視為抽象、去脈絡化的個體。按該號理由書內容所示：「惟

性言論與性資訊，因閱聽人不同之性認知而可能產生不同之效應，舉凡不同

社群之不同文化認知、不同之生理及心理發展程度，對於不同種類及內容之

性言論與性資訊，均可能產生不同之反應。故為貫徹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

言論及出版自由之本旨…仍應對少數性文化族群依其性道德感情與對社會

風化之認知而形諸為性言論表現或性資訊流通者，予以保障。」 

此外，於外國法制中，亦有著名之「莫札特(Mozert v. Hawkins)案」足

資說明。1983 年美國田納西州部分教徒希望教育委員能免除其子女參加宗

教閱讀課程，但是法院判決的結果是這些宗教父母敗訴。其理由分別為：1、

讓兒童暴露在差異想法之中，並不會干擾宗教信仰的自由，因為暴露在某一

個觀點之下，並不等於教導、灌輸、反對或鼓勵該觀點；2、公立學校可以

合法教導學生民主社會重要的價值，包括容忍。兼顧容納為多元文化原則之

體現，對此學者林火旺亦主張，讓兒童暴露在不同的價值觀點之中，係為培

養學生容忍精神的不二法門（林火旺，2002）。在一個追求多元文化的社會

中，學校所提供給學生的，應該是個能夠培養每個人在其文化脈絡中成長而

不被歧視的學習環境。 

四、實質教育機會均等 

過度的保護，往往只是流於變相歧視的表徵。而既有的分配正義理論，

對於弱勢族群、社經不利學生給予特殊的教育資源或不同的教學策略，往往

予人一個相當負面的印象，誤以為以強者之姿施惠於弱勢者。按羅爾斯（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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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ls）正義理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建構一個各種不同道德、哲

學、宗教主張的人，都可以共同接受的公共體制，而且使生活在其中的任何

成員，都是以自由、平等公民的身分和其他人形成一個公平合作的體系。是

以，特殊資源的挹注必須建立在對弱勢者的「肯認」與「尊重」，從而尤其

中啟發既有弱勢其的批判意識與自我意識，並增強其能力，俾利跳脫社會再

製及階級複製的歷史命運；若此，才是公義社會應有的積極作為（楊深坑，

2008）。正所謂給魚吃不如教他釣魚，唯有強化自我認同與增加文化歸屬感

（林火旺，2002），並以平等身分與其他社會構成員互惠互重，方能協助衡

平落差並促進實質平等。 

肆、國民教育階段中之宗教自由 

誠如先前所述，本文主要所欲探討的主題，係於國民教育階段主張宗教

自由的可行性，是故大抵上將涉及宗教自由與學習權等基本權的衝突。而就

其本質而論，此二者均兼具積極面及消極面之性質；亦即各該學生都可能主

張自身之宗教自由與學習權得以伸張或不受侵害。對此，本文以為不妨以憲

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前段所揭示之「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作為緩

衝，於宗教不違背公序良俗、不違背國家法令之際（翁城都，2012），試圖

針對國民教育宗教自由之界限提出若干芻議，並析述如次： 

一、宗教自由核心價值不容侵犯 

按憲法第 23 係明定，各種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

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復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 18 條第 3 款亦規範，人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

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此款限制以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或

他人之基本權利之自由所必要者為限。然而誠如上述所言，宗教自由尚可區

分為「內在信仰自由」、「表達信仰自由」與「從事宗教活動自由」等範疇。

其中，由於「內在信仰自由」是宗教自由的核心，其所涉及者係對於內在信

仰的純粹思想活動，即對於不同宗教信仰的認知、選擇與歸屬（或放棄），

係包含信仰與不信仰的自由。鑑於國家對於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內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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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其中立之義務，而內在信仰自由又是宗教自由最核心的價值（許育典，

2013）；是以有關宗教自由，內在的信仰自由是絕對性的而不能受到任何的

限制，只有外部的宗教行為（即表達信仰自由、從事宗教活動自由）是可以

受到法律的管制。換句話說，如果國家在管制學校進行宗教教育的過程中，

針對某一宗教的教義或宗旨加以禁止或限制，或以其它方式否定特定宗教內

涵，並可能導致鉗制學生心理等負面效果，此種管制措施就有違憲之虞。亦

即，有關宗教教育與宗教自由的管制，有關內在宗教信仰的限制必須受到較

嚴格的審查（不容侵犯），而外在的宗教行為雖可能因為管制措施而附帶影

響或限制宗教自由，但其審查密度卻可以降低。（法律限制） 

二、國家平等對待原則 

在公領域中，國家必須持平，將每個人視為擁有相同權利和義務的平等

個體；而在私領域中，個人則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發展差異性（江

宜樺，1998）。現代社會中，公立學校教育屬於國家職能的重要環節，自然

也屬於公領域的一部分。我國教育基本第 4 條前段規定：「人民無分性別、

年齡、能力、地域、族群、宗教信仰、政治理念、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

受教育之機會一律平等」；同法第 6 條前段亦規定：「教育應本中立原則」。

此二條文即明白揭櫫，教育作為公領域之一環，亦須恪遵國家中立與平等對

待之要求。或有論者以為，將宗教元素導入正式的教育體制中，使宗教教育

成為正規課程的一部分，是否已經違反了「教育中立」的原則（李國偉，

1996）？但本文所欲表達的是，真正的中立不是教育與宗教截然二分、教育

完全與宗教沒有任何牽連；真正的中立乃是確保各種價值觀在教育過程中的

公平參與。易言之，於實行宗教教育之際，應如何讓各種宗教融入課程，並

使之公平參與，才是國民教育階段所應關注的問題。 

三、兼顧容納原則 

即宗教寬容原則（許育典，2013），釋字第 490 號指出：「宗教信仰之

自由與其他之基本權利，雖同受憲法之保障，亦同受憲法之規範，除內在信

仰之自由應受絕對保障，不得加以侵犯或剝奪外，宗教行為之自由與宗教結

社之自由，在必要之最小限度內，仍應受國家相關法律之約束，非可以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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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為由而否定國家及法律之存在。因此，宗教之信仰者，既亦係國家之人

民，其所應負對國家之基本義務與責任，並不得僅因宗教信仰之關係而免

除。」，亦即認為內在信仰自由應受絕對保障，而表達信仰自由與從事宗教

活動之自由縱然僅受相對之保障，但是政府如欲以法律限制之，仍必須是要

在最小必要限度範圍內」。是以，國家基本上不得以任何形式使信徒放棄信

仰，也不得迫使信徒放棄按照信仰所命定或影響宗教自我認同的方式來生活

行動；因宗教教育是基於多元文化原則而生，而多元文化原以宗教自由的方

式實踐於宗教教育之中，即是為了協助學生瞭解社會、尊重落差，故有兼顧

容納原則界限。是以，如果各宗教信仰間若有差異的情形，為協助學生兼顧

並容納落差，則宜以介紹性、敘述性的方式予以說明（如一神論或多神論），

但倘若是涉及攻訐、批評，抑或是否定特定族群的教義，則不宜在學校的場

域進行，否則即有違國民教育階段實施宗教教育的目的。申言之，如果學生

對於特定宗教信仰與教義有興趣的話，可以藉由家庭教育或其他外部機構

（如宗教團體）等方式進行，以滿足個人需求。 

四、基本民主公民教育 

從多元文化的觀點來探討國民教育中的宗教自由，係著重在學生與父母

的宗教信徒身分，以及對此一身分認同的維繫、開展與傳承。然而學生作為

未來的公民，自然需要與其他公民保持良好的交往與互動；並且任何宗教背

景的學生也需要秉持開放的胸襟，在公領域中與其他不同文化群體的公民進

行溝通與對話，始能於成年之後充分維護自身團體的利益，並為整體社會作

出更為積極的貢獻。就此一觀點而言，本文仍認為國民教育須以基本民主教

育作為公民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且民主教育也應構成在兼容宗教自由的界

限之內。亦即，宗教信徒在追求開展其宗教自我認同的同時，原則上也不應

揚棄民主的重要公民教育精神，並進一步以非壓迫、非歧視的舉體化方式予

以落實。畢竟即使是強調差異性原則的自由主義，仍應以允許非自由主義團

體存在的條件作為前提；易言之，國家應確保其內部構成員進出的自由（林

火旺，2002）。一言以蔽之，倘若一個人選擇留在非自由主義團體，其所需

要的公民教育最主要的即是容忍原則，因為他必須容忍其子女將來可能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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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不同的生活方式；如果缺乏這樣的容忍態度，則其將來可能會侵犯子女未

來成為一般公民的自由選擇權。 

五、宗教教育的實施範圍 

承上，宗教教育即藉由教育的過程認識與體會宗教。惟現階段國民教育

階段之課程及教材均僅限於宗教介紹的層次，而僅於施教之際讓學生接觸到

「實質上」的宗教教育課程內容（且通常為單一特定宗教）。事實上，宗教

與教育並非兩個互斥的概念，而交集之處，就是「宗教教育」；另《教育百

科辭典》將宗教教育簡單地定義為：「以宗教教義、教規為內容的教育」（釋

恆清，2002）。「宗教教育」會因其實施者、實施對象、實施內容、實施方式

等，可分成傳教性宗教教育、專業性宗教教育、學術性宗教教育、通識性宗

教教育。教育學者胡爾（John M. Hull）曾表示：「宗教教育可以說是幫助學

生自身追尋個人意義的宗教活動。在宗教教育中包括了許多主題，例如感受

性訓練（sensitivity）、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人際關係（personal 

relation）、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及非宗教的生活型式（non-religious life 

styles）及宗教研究（religious studies）等，都是宗教教育的領域」（釋恆清，

2002）。 

是以，教育活動是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影響作用。根據教育哲學觀念分

析學派學者皮德思（R. S. Peters）的見解，教育活動可以藉由「有價值的活

動」、「有認知的意義」、「自願的歷程」三項規準用以檢驗。而在校園之中，

教育通常係藉由下列三種途徑發揮其應有的功能（盧沛均，2002）： 

1.課程教學：包括必修課程、專業課程、通識教育課程等等。 

2.生活教育：包括日常生活教育、師生互動教育、師生互動關係、社團

活動輔導。 

3.學校文化：即學生的次級文化，包括生活習慣、行為表現、社會態度

與價值觀念。 

承上，本文以為公立學校因為單純國家所設立，所以施教者與受教育者

間的在學關係應屬公法關係無訛。是以有關國民教育的教學課程內容，應按

課程需求與學習目的等指標綜合研判，並藉由適度容許宗教教育之方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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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宗教自由與學術自由間的基本權衝突。事實上，關於宗教，本文以為其不

過是文化的另一種面向，實行宗教教育亦不過是實踐文化瞭解的一種手段；

是以有關宗教教育的審查，僅需以通常的檢驗標準審查即可，而無需限於神

聖化與污名化的迷思之中。畢竟誠如學者林美容於其研究文章前言所述，宗

教不只是神聖的、超越的、群體的，宗教終究脫離不了人，所以人的自身的

慾念與意識對於宗教來說，是尤其重要（林美容，1997）。 

按德國法相關規定，德國基本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除無宗教信仰的學

校，宗教課程是學校教育計畫且屬必修課程。但該項課程仍有一致的限制及

規範，亦即課程本身必須與受教育者的信仰相符（許育典，2013）；是以德

國法肯認學校進行宗教教育，但必須以不侵害受教者的宗教自由為前提。另

英國於 1988 年英國國會通過一項教育改革方案，這個法案的目的在於提升

「學生在心靈、道德、文化、心理和生理上的發展」。在這個法案中明確規

定了宗教教育的適法性，同時也肯認必須要考慮在英國境內仍有其他各種主

要宗教的存在。此外，英國不僅肯定各種學校的宗教教育課程，同時也鼓勵

基於文化多元性進行不同種類的宗教教育。而美國經由國會通過「機會均等」

的法案，說明在非教學性的時段，學校不可拒絕提供學校設備供學生主導有

關宗教、政治、哲學的活動或其他的活動使用。另有關憲法第一增修條文的

規定，1995 年前柯林頓總統亦明白指出：「憲法第一增修條文容許並保障在

公立學校中範圍廣泛的宗教活動，而許多美國人卻誤以為禁止」，亦即，美

國憲法第一增修條文之真正意旨係在於強調不可藉由修憲而允許公開的宗

教活動進入公立學校，而不是全然禁止在公立學校內進行任何的宗教活動，

私下的禱告或在作業中表達個人的宗教觀點，則不在政教分離所限制的範圍

（瞿海源，1995）；易言之，即便在嚴格要求政教分離的美國，法制上仍是

允許公立學校有限度的進行宗教活動，而並非全然禁止，或可為我國所參採。 

綜上，衡諸各國立法例，足見我國現行法制仍有所不足，且亦有落後之

處；雖對於政教分離原則，我國法制已有相關明文規定，但仍建議適度鬆綁

並予以補充規定，以確立校園中就學者之宗教自由及學習權。本文以為，倘

過於限制宗教教育制度，反而將有造成受教者基本權受到侵害之虞。因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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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過程中有賴學校能夠提供一個維繫並展開自我認同的空間，倘若國民

教育階段未進行宗教教育，具信仰的學生可能因為其他學生的不瞭解或不認

同，而遭受到負面態度與歧視的威脅；甚至更因其信仰不容見於主流場域（學

校），而產生自我認同的危機。再者，不論是有無既定信仰，各該學生仍應

有其權利認識整體社會的多元文化與價值，其不僅是為了讓學生尊重彼此間

的差異，更是為了讓學生能夠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既定信仰，也尊重自己

的選擇權（選擇其他信仰的機會）。是以，不妨適度開放宗教教育制度，並

參照德國、義大利之「折衷體制」，承認宗教團體公法人之地位，並以訂定

政教協定（Konkordat）之方式保障宗教教育、宗教課程與宗教學校機構等

宗教自由表徵事項（翁城都，2012），並參採美國適度開放公立學校內宗教

活動之精神，俾利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前段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第 13 條第 1 款所揭示之：教育應使人人均能參加自由社會積極

貢獻，應促進各民族間及各種族、人種或宗教團體間之了解、寬恕與友好關

係的「多元文化原則」。 

伍、結論 

按多元文化原則，文化身份與個人的認同息息相關，文化形塑了我們的

世界觀和生活方式，並影響我們與他人和外界互動的模式，文化可以說就是

自我認同的一部分。然而，國家許多的政策決定，卻往往涉及對於主流文化

的背書與支持，甚至將主流文化觀點制度化，使得少數群體的價值觀與生活

方式在主流制度中成為異類、不正常、偏差的因素。事實上，國民教育本質

上就是一種文化形塑的過程。而由於學校教育所傳遞的價值觀是以社會中的

主流文化為基礎，弱勢文化群體學生的觀點與行為模式就容易在教育的過程

中受到貶抑與排斥。而當學生的文化認同受到貶抑時，連帶的也會影響其身

為學生的自我認同。為了解決弱勢群體學生所面臨之困境，本文主張憲法教

育基本權利體系的建構上不應忽視憲法第 159 條的教育機會均等條款精神。 

綜上，信徒的宗教認同與國家的教育目的在權益衡量的天秤上，都具有

不容輕忽的重要分量。本文主要所欲探討部分，係政教分離是否為學術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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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命題，綜合受教者的其他基本權，相信答案是否定的；而一般人的信

仰觀，亦不可能僅因宗教教育進入校園而受到撼動。是以本文認為，有關國

民教育階段的校園，仍可按教學課程需求與教學目的，適度容許宗教教育之

宗教自由與學習權，以保障與調和受教者的基本權並以國家平等對待、基本

民主公民教育及具選擇權的宗教教育做為國家兼顧容納宗教自由之界限，以

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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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社造化之探討-以屏東縣長治鄉為例 

張詠斯 1、黃鼎倫 a 

摘要 

本研究以位於長治鄉的公所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從文獻回顧中探討公私

協力在推動地區營造計畫的瓶頸；另一方面自 2015 年 1 月開始進駐社區陪

伴，與社區組織、居民、進行交流互動，共同參與協力社區環境改善議題，

由實質進駐參與的過程中，將駐地過程記錄成為分析的資料，討論對社區環

境營造協力與媒合在地團體交流的推動，並就推動的內容與過程進行記錄與

分析。在 2018 年回顧與檢視過去執行成果時，除了關切公民社會的營造與

在地化的發展，進而規劃社區營造下一個階段之目標與執行架構。透過以互

補關係共同治理的組織再造，來促使民眾與非政府組織參與政府的政策推動

與相關計畫的運作，並藉由外部專業組織協力，建構社區民眾、學校組織、

行政部門「三角互補」的網絡關係。 

在政策引導下，縣市耕耘在地社區營造，發展出不同於傳統的文化特

色，推動社區故事繪本、輔導公所為區域社造中心，持續推動的社區永續發

展。屏東縣在行政社造化、社區文化深耕及社區創新實驗三大面向的執行成

果，推行「一鄉一特色、一村一故事」，公所參與社區營造工作，逐漸發展

出各社區的文化活動。組織沒有文化相關課室，參與社區營造工作的課室很

多元，公所透過做中學，在與社區協力的同時，公所做整合者，使鄉內的社

區或學校成為好夥伴；思考輔導公所依社區特色及社造推動現況，整合圖書

館、古蹟、宗教及社區團體等資源，提出社造推動構想，鼓勵進行公所社造

藍圖規劃，推動社區營造的資源整合。「行政社造化」工作在輔導與培訓行

政人員社造知識，以社區需求為導向公所行政人員提升社區相關業務，並協

                                                 
1
大仁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碩士 

a
大仁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教授，通訊作者：eric@taje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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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社區永續發展。 

 

 

 

 

關鍵字: 公私協力、社區營造、社區陪伴、組織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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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Making of Administrative Club: A 

Case Study of Changzhi Town, Pingtung County 

Yung-Szu Chang1  Ting-lun Huang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ownship office located in Changzhi Township. On the 

one hand, it discusses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from literature review. To 

create bottlenecks in promoting regional planning;  On the other hand, 

researchers have been stationed in community company and have been interacted 

wit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residents, since January 2015, jointly participate 

in the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in the cooperative community. 

Through the essen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process, team members record the 

resident process as analysis data, discuss how to push the cooperation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cre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of local groups; besides, 

record and analyze the content and process of the promotion. While reviewing 

the past achievements in 2018 , researchers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ation, but also plan 

the next goal and the structure of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creation.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joint governance by mutual complement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government policies, promote the operation of related programs, 

and through external expertise organizations cooperate to construct the network 

relation of " triangular complementation" among community citizens, school 
                                                 
1 Master of Graduate Institu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ajen University 
a Professor, Institu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ajen University(Corrspondence: 
hwasheng@taje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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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olicy, 

the county and city cultivates the local community to create and develop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promoting the 

community  story picture books and counseling offices become the regional 

centers of social cre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that 

are constantly promoted. The achievement of Pingdong county carried out the 

three pla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ocial creation, deep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novation experiment, pushing "one township, one 

feature" “one village, one story ", township office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work,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cultural activities groups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ere are no culture-related rooms, classrooms of social creation 

are divers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operation of township office and 

communities through learning by doing, township office be the integrator, to 

make communities or schools become good partners. Thinking about counseling 

township office depends on the condition of community features and social 

creation pushing, to integrate the resources of libraries, monuments, religions 

and community groups. This study suggests social creation pushing ideas, and 

encourage the social creation blueprint planning of township office, an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created by communities. "The work of 

administrative social creation is to coach and train administrative staff’s 

knowledge of social creation, and to guide the administrative staff of township 

office by taking the community demand as the guide.Promoting 

community-related businesses and assisting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Keywords：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community to create, community 

company,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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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長治鄉鄉長 2016 年提出要成立「鄉鎮型的社造中心」來全面推展「長

治久安」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
1
，而鄉鎮地方治理的目標是打造一個嶄新氣

象的「長住久安-908 新亮點」。打造 908 新亮點未來發展願景就是希望打造

一個最適合安居樂業之鄉村型城市空間，它有書香、有慢活、有宜居的方針，

希望透過執行計畫，將長治鄉立圖書館成果暨展現社造 3.0 執行成果，帶動

社區據點落實「社區再造」，帶動在地國小學校認識社區營造主題內容並出

版在地文化繪本。透過公私協力分享交流社造的執行成果，讓社區幹部、學

校幹部、公部門主管更能深入社區學校紮根基層，看見社造成果。 

計畫內容與大仁科技大學、學校、社區合作推動老幼共學社造專案，提

供銀髮族未來有機會傳承文化脈絡，並鼓勵讓有心的師生能透過繪畫，留住

長治鄉文史故事，將文化資產、宗教文化、食農教育整理作為繪本主題。具

體執行項目：(1)召開社造委員會(2)工作坊研習(3)績優社區觀摩，推動將民

政課客家業務與社役課社區業務合作，行政室製作嶄新頁面對外公開網站新

增行政社造化專區連結，圖書館配合公所輔導社區成果呈現。  

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推動鄉公所課室的社造能量，公所是未來社區營造工作持續發

展的關鍵，藉此研究增進公所對社區各類議題及福利社區化的參與力，落實

社政及民政人員權能合作，鼓勵鄉內社區及學校彼此合作，透過地方政府文

化處的計畫，使得鄉公所在社造工作的推動上具有影響力，鄉公所與社區組

織的夥伴關係也更加密切(如圖 1-1)(1)為第 1 年、(2)為第 2 年。 

                                                 
1
鄉長於會議中提出願景打造書香、慢活、宜居的城市，發展長治久安新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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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長治鄉行政社造化執行內容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良繪製 

三、研究目的 

當社造人才青黃不接與參與社區活動居民年齡層偏高，加上人力物力資

源都普遍不足困境，要如何創造社造佳績，研究者選定長治鄉公所以「社區

繪本」
2
、「書香閱讀」、「食農教育」

3
三大類為主軸，本研究之目的如下所述： 

一、探討並記錄社區組織參與各項公私協力社區發展活動情形。 

二、探討社區發展協會持續參與社造課程的未來影響與產出契機。 

三、探討計畫結果提出具體建議與對策，提供社區發展協會及鄉公所未來經

營社區營造工作活動設計及資源整合運用參考，有助於村落文化之發展。 

貳、文獻探討 
                                                 
2
 敘事能力運用於社區故事，歷經多次社區踏查、圖文創作，兒童將家鄉故事收錄於繪本，

對家鄉社區的人文、地景成為書本的題材。 
3
 讓孩子體驗生命的豐富是來自知足感恩，培養出尊重土地與自然的態度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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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自主與社區培力 

王本壯（2005）台灣社區營造行動的主體大致區分為:一、社區民眾:與

社區改造捨我其誰的心情進行社造的行動；二、政府部門:基於國家永續發

展的理念政策方案及計畫執行推動社造；三、研究機關與私人組織:以地方

文化保存的理念為基礎進行實際行動，需此三行動主體互相合作形成理想的

三角互補關係，才能使社造工作獲得良好成效。 

發現近年來屏東縣社區由於當前老化及青年外流，以及日漸嚴重的議員

經費或補助款資源分配不均，新住民多元文化注入社區現象，公所凝聚公私

協力，結合各部會、民間團體及學術界投入社區營造工作，致力於推動社區

發展與村落文化，已逐步引發社區組織共同關注公共事務之氛圍，因應發展

重點及階段性執行策略，來共同面對與解決各項社福問題。（黃鼎倫，2015） 

二、公私協力與地方治理 

公所普遍受收到限制而無法發揮基本的治理功能，從社區協力政策的發

展經驗，對於公所的行政社造化，透過公共建設引導公私部門針對社區投入

更多提升生活機能的作為，鼓勵更多社區營造動能讓鄉民投入公共事務。透

過鄉公所的社區營造委員會確立行政社造化的目標，首長指示由公所社役課

擔任召集啟動培訓機制，促成跨課室的社區營造工作小組，啟動公所與社區

的學習工作坊課程，促成公所與在地社區學校的互動，挖掘各社區的社區營

造永續經營方向。 

社區營造推動主要在為公所之行政社造化注入一股活水，培力社區透過

參與過程，聯繫會報意見回饋，透過辦理研習課程與觀摩活動，協助社區執

行社區發展計畫，辦理成果發表會，借重專業輔導團隊力量，開創社區多元

發展，形成公私協力伙伴關係。行政社造化意義，行政部門清楚掌握社區需

求，適時提供行政協助，透過資源整合、輔導及陪伴，讓社區主導的需求，

鼓勵社區組織永續發展
4
。 

                                                 
4
 2017 屏東縣社區營造中心社區共學行動講堂，九如鄉公所社會課長，分享工作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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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陪伴輔導與外部資源 

研究者長期參與觀察及行動研究，在社區跨域連結，一般社區營造政策

的價值理念，往往期待盼經由行動研究分析，將城鄉轉型及永續發展的社造

案例，提供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可行途徑，社區營造與跨域治理的學理探

討，名詞解釋社群指的是一群具有利他精神、公民精神的個人、組織團體，

彼此間在某個共同價值引領下，共同關心某項議題，甚至轉化為集體行動，

參與社群行動的個人團體或組織並不會受到任何區域形式的影響。 

研究者從以上文獻探討，提出個人觀察與分析，社區自主在於人，如何

讓人才培力?可以借力使力，透過外部輔導團隊陪伴與培力，找出青年人才

讓社區永續經營。公私協力過公民參與，當外部資源與公部門合作，帶領社

區進行行政社造化，結合社區文創加值思維，推動社區產業亦須要有品牌與

基金管理，發展文化意象，透過資源聯結學校共同參與社造，陪伴在地組織

共同推動社會企業。 

四、行政社造化 

由公所層級社區營造工作，讓公所成為小型的衛星社造中心，在地輔導

各社區社團，進而讓各公所藉由行政社造化機制，立即反映居民需求，透過

在地策略及社區特性，實行不同的輔導方式，有助建構更鮮明的地方特色。

為能擴大全面引動社區社團，行政社造化的推動，配合推動地方政府層級的

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應延伸至與民眾第一線接觸的公所層級，透讓公所依

其在地屬性與需要，提出和在地居民息息相關的各項社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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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研究者或公部門對「行政社造化」的定義 

研究者 年代 行政社造化定義 

黃世暉 2002     公所乃行政體系最基層單位，。 

高松根(中

華大學工業

產品開發設

計與習作/ 

講師) 

2008    「行政社造化」是透過由上而下的指導原則，使社區

總體 

  營造工作成為地方自治事項，並提升地方政府社區總

體營 

  造工作整合層級，發展區域競合策略及資源配置等原

則的 

  發想，最後形成由下而上的「社造知識化」。 

曾旭正 2014     行政社造化，顧名思義即是政府部門的行政措施能

具有社 

  區營造的內涵，這可從兩個角度切入。 

周美吟(國

立台南藝術大

學建築藝術研

究所碩士) 

2015     公所乃行政體系最基層單位，上承縣市政府、下接

社區與   

  民眾，在社造推動上有其特殊的角色值得探討。 

洪育慧(大

仁科技大學文

化創意產業研

究所碩士) 

2016     行政社造化有利於社區繪本的製作，社區繪本的製

作讓社 

  區意識更加凝聚。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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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表所整理國內學者專家對行政社造化之見解，公部門執行行政社

造化的熱潮在 2015 年，研究者將行政社造化定義為：由公部門橫向行政人

員（鄉長、課室主管、承辦人等）、及輔導團隊（大學教授、社區人士、外

聘委員）組成，依據在地國小學校及其社區特色、資源、在地文化等，配合

社區的需求以及鄉公所的願景，公私協力的社區營造。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主軸為先探討公所如何推展社區營造，架構是公私協力應該是

夥伴關係，在長治鄉公所以社福為基礎，透過鄉立圖書館進行社區關懷據

點的互動，配合社役課的社區業務輔導，結合清潔隊的環保工作進行，有

效強化社區與公所結合之社區營造經驗，積極建立其相互配搭與整合發展

之夥伴關係。 

本研究先探討公所如何推展社區營造與資源盤點後進行綜合彙整分

析，進一步結合在地國小、社區組織及公部門的計畫成效，以公民參與、

社區營造、公私協力等三角構面以利永續發展機制，將長治鄉的資源整

合，佐以 SWOT 分析相關資料，研究變項為相關因果的研究與變相間的關

係，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事項。 

在既定研究的中介變相關係與之下，本研究架構是領導方式和公所員工性

格，影響了組織氣氛。以社區議題與社區自主性關聯探討，兩者之間相輔相

成建構永續經營關係之可能性；研究假設以由下而上社區自主的執行為基

礎上，使社區居民參與凝聚共識，共同打造社區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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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工具 

(一)焦點團體法 

本研究的主軸是社區營造，牽涉層面涵蓋公部門與私部門，雖有公私

協力在長治鄉在地的社區營造，研究嘗試引導社區組織潛在威脅點上思

考，以公私協力角度對公所角色功能看法；社區組織對於社造有何功能；

以書香慢活宜居的全鄉願景社區能配合的方向為何，在舊有的社區營造基

礎上激盪出創意的思維，形塑社區營造在地需求，透過社區自主管理，資

源連結外部人才，運用世界咖啡館的論壇舉行，來討論長治鄉願景藍圖。 

(二)參與式觀察法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進入社區去了解社區現狀或參與社區會議及活

動，以特定社區和研究範圍，研究時間為 20 個月，從 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5 月。以居民生活的情境和環境，作為研究本身和研究方法的基礎，參

與者角色的表現，包括在田野觀察研究中，建立並維繫與當地居民的關

係，直接觀察及其他資訊蒐集。 

(三)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運用，因此採用半結構性的深度訪談，對公部門、

學校與社區組織為訪談對象，彼此針對社區的定位與印象符號關聯。訪談

前先擬定訪談大綱，並篩選過適合的訪談對象，提供受訪者了解訪談內容

題目，訪談過程中以錄影，配合筆記等紀錄受訪者的意見，於訪談結束

後，將對話錄音繕打成逐字稿，以便進行後續分析。     

三、研究對象與參與者 

經與指導教授先就本研究相關領域探討，並經由田野調查了解脈絡，

預計與公所的單位主管與課室主管都是可以提供研究面向相當資訊的公部

門；其次為非營利組織的幹部，社區發展協會、人民團體；再者為有關的

學校及宗教團體或個人，可以提供相當寶貴的意見。  

本研究訪談流程可分為確認訪談對象、準備前置作業、安排訪談時間

地點、進行訪談、訪談資料整理與綜合分析、結論與建議等，為讓訪談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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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依序完成相關步驟。 

四、訪談進度與大綱 

分別對公部門人員、學校及社團代表、宗教團體幹部、社區組織幹

部、居民等不同類型的受訪者，施行訪談。如前所述：訪談重點在於社區

經營過程，從公私部門以及民眾參與對於社區發展所連結的關係，因此將

以「受訪者與社區發展之關係」、「社區活動與社區發展之關係」、「目前

社造政策對社區影響」三大面向做為訪談大綱之構面。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長治鄉的推動經驗 

在長治鄉公所的整體課室，絕非一個社役課能改變成事，行政機關與

社區業務有關係還有民政課之村里業務，圖書館辦理社區活動，行政室公

所網站行銷，短期內社區工作想法與方法，提供相關行政支援，在公所組

織結構上應改變，使公所成為一個社區營造的戰鬥群，若能促成村幹事具

備社造能力，構思未來的願景藍圖，提昇各社區發展推動，中期目標規劃

全鄉治理發展，長期打造 908 新亮點，書香、慢活、宜居，長住久安宜居

城市大邁進 (如圖 4-1) 。 

 

圖 4-1：長治鄉行政社造化設計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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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長治鄉公所  

本研究以位於長治鄉的公所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從文獻回顧中探討公

私部門在推動地區營造計畫的瓶頸；另一方面自 2015 年 1 月開始進駐社

區，與社區組織、居民、進行交流互動，共同參與協力社區環境改善議

題，由實質進駐參與的過程中，將駐地過程記錄成為分析的資料，討論對

社區環境營造協力與媒合在地 

團體交流的推動，並就推動的內容與過程進行記錄與分析所示。        

研究者透過社區組織幹部一起學習進行研習，進而激發彼此的學習效果，

這樣的效果與提昇社區能力有相當的距離，提昇社區能力部分未有效果，或許

一些結構層面的因素，與社區理事長的觀念、執行方案有關，研究者行動投入

的實地社區輔導，受到正面的肯定，轉換為具體計畫方案的社區行動。 

長治鄉行政社造化行動方案受限於時程，在輔導策略上並不完全以社區

組織的特性為主要考量，對社區能力評估的基礎，社區組織能力的轉變，

未就社區問題或需求而構思輔導的策略，行動計畫在進入社區後即選定一

個可行的主題來操作。社區的能力而進行輔導需先進行社區能力評估，再

發展輔導行動計畫，組織輔導團隊、建立資源平台、決定優先議題及發展繪

本策略。這次的經驗提醒在時程不受限制的情況下，輔導策略必須對社區

能力評估及社區議題發展，對社區組織會有較好的協助。 

公所統籌負責規劃辦理整體計畫工作，社區營造人才培育工作坊以社

區主要業務為主，在各別社區輔導部分，外聘委員負責檢討調整現有計畫

內容，具體推動各項計畫，落實社區為主體之推動模式，進行專業諮詢及

專家資源連結。公所成立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統合各課室行政資源及協

調工作，並依縣級局處的社區特色進行藍圖規劃，建立在各級政府內部橫

向及外部縱向之夥伴關係。在幾次的社區聯繫會議請各自說明對計畫案的

想法，藉此釐清各社區的需求，同時評估公所的能力，社區間達到彼此觀

摩的功能。 

公所扮演協調聯繫社區的平台，召開社區聯繫會議，由大學的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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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給予知識與技術協助，召開人才培力工作坊、社區繪本與社區地圖培

力，社區一起投入老人與志工人力，對家鄉繪本故事有一致努力的目標。

行動導向一邊做一邊學習，一邊磨合繪本指導師資，朝共同目標前進，聯

合社區可以共同完成繪本發行工作。在社區附屬組織運作方面，在計畫的

執行過程，對社區、輔導團隊與公所三者之間均是彼此學習的歷程。 

長興地區（今長治鄉、麟洛鄉）為客家移民邱永鎬與邱仁山子孫所開

墾，藉由火燒圳、竹葉圳等水圳的開鑿，粵籍村落共組祭祀公業與神明

會，組織較為嚴密。在多年的社造基礎下，社區營造計畫以行政社造化、

社區文化深耕及社區創新實驗三大方向，透過理念培育、資源整合、藝文

社造、跨域合作等方式，增進地方政府及社區自治永續發展的能量。 

「長治鄉打造 908 新亮點」升級 2.0，邀請社區、宗教的幹部帶領志工

參與行政社造化「書香、慢活、宜居」的願景。舉辦台 24 線論壇與 1895 活

動只是開端，希望這些討論互動在未來可以被實踐，繪本的出版也是希望圖

書館的理念可以持續發酵。 

結合跨域資源發展人文風情特色，推動大學相關科系產學合作鼓勵青

年參與，鄉鎮市區公所的比縣市政府更貼近社區，發揮陪伴的功能相互扶

持，公所也能做到其他上層單位不易做到的動員作用，特別是要聚合一個

以上的社區時，往往有賴於公所扮演居間的角色，充分掌握社區營造精神

的公所應該發揮在地特色為目標。   

二、執行成效 

公所普遍受收到限制而無法發揮基本的治理功能，從社區協力政策的

發展經驗，對於公所的行政社造化，透過公共建設引導公私部門針對社區

投入更多提升生活機能的作為，鼓勵更多社區營造動能讓鄉民投入公共事

務。透過鄉公所的社區營造委員會確立行政社造化的目標，首長指示由公

所社役課擔任召集啟動培訓機制，促成跨課室的社區營造工作小組，啟動

公所與社區的學習工作坊課程，促成公所與在地社區學校的互動，挖掘各

社區的社區營造永續經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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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發掘行政社造化在公所執行白皮書裡，如何透過相關政府部會

經費補助，找出屬於長治鄉的文化特色，公私協力組成團隊，透過雁行理

論帶領產業發展，六堆客家文化發展需仰賴在地學校、社團等資源共同協

助發展，未來將結合客庄特色，作為帶動地方發展之平台形塑客家六堆精

神，將客家傳統工藝、文學、音樂讓民眾動手創作過程中，認識客家文化

其中蘊含敬天、惜字、勤勉、愛家的精神。 

社區營造推動主要在為公所之行政社造化注入一股活水，培力社區透

過參與過程，聯繫會報意見回饋，透過辦理研習課程與觀摩活動，協助社

區執行社區發展計畫，辦理成果發表會，借重專業輔導團隊力量，開創社

區多元發展，形成公私協力伙伴關係。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建議對於社區營造相關計畫的效益評估與公私協力應該要有新

的思維跟更細緻的做法，透過社區結盟形成輔導團隊的方式，具有以下的優

勢：1、能夠延續並傳承績優社區寶貴的實務經驗。2、社區組織間建立的結

盟關係，有利於「大手牽小手」方式的推動。3、有助於未來「聯合社區」

提案的產生。4、外部輔導團的「駐地工作站」陪伴，有助於社造互動的平

台。 

「行政社造化」工作即在輔導與培訓行政人員社造理念，具文化思維及視

野，以社區需求為導向，整合社區相關業務，協助社區永續發展（資料來源：

文化部官方網站）。 

目標（一）提升區公所人員瞭解社區營造相關「知識」；    （二）增進區

公所人員推動社區營造業務「能力」；    （三）培養區公所人員具備適當社區

營造「態度」。 

看見長治鄉社區正精彩，鄉公所致力於行政社造化是引進專業團隊協助

社區工作的推展，更是聯合社區常見的推動方式，專業團隊主要成員包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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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相關科系的教師及社區實務工作者，外聘委員可以在發想、規劃、執行與

評估階段進入社區，給予建議或提供諮詢，可以讓聯合社區不會陷入團體思

考的迷失中，而有更多元發展的可能。 

透過社區結盟形成輔導團隊的方式，具有以下的優勢： 1.能夠延續並

傳承績優社區寶貴的實務經驗。 2.社區組織間建立的結盟(collaboration)關

係，有利於「母雞帶小雞」 方式的推動。 3.有助於未來「跨社區」提案(如：

內政部旗艦計畫)的產生。 4.社區輔導團的「蹲點」輔導，有助於社區資訊

的流通及互信基礎的建立。 

二、建議 

研究者在回顧與檢視過去執行成果時，除了關切長治鄉的營造與在地化

的發展，還有省思歷年政策引導的影響，進而規劃社區營造下一個階段之目

標與執行架構。思考透過以互補關係共同治理的「網絡模式」，來促使民眾

與非政府組織參與政府的政策推動與相關計畫的運作。在民眾參與政策執行

的必要前提下，公部門應有效的「授權」與「使能」，並藉由非政府組織的

平台與協力，建構一個社區民眾、非政府組織、行政部門「三角互補」的網

絡關係。 

從過往各類計畫推動執行的經驗看來，各補助計畫項目經費核定前若能

有更深度的審查及輔導調整機制，將可提升獲補助計畫的後續執行成效，即

所謂「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尤其可以適當參考民間企業的思維及運作模

式，畢竟現今社會不同以往，公部門應當適時進行調整與創新。 

三、後續研究建議 

參考台南歷史區域中社區駐地工作站的建構與運作過程經驗，歸納以下

三點結論，期望對後續以駐地工作站協助社區組織與居民參與社區環境營造

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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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區駐地工作站運作模式之工作內容：以社區環境營造的角度，建構在

地資訊平台，協助加深居民公共意識，並促進在地店家與社區的交流互

動。 

2. 社區環境營造計畫的參與式規劃生成特性與成效：社區工作站能協助社

區組織對社區營造點的後續管理能力，累積經驗促成帶動歷史環境再生

之契機。 

3. 社區環境營造計畫之整合：社區組織雖能致力於社區內環境營造點的改

造，但在這改造點與社區環境發展的整體性的關連較不易呈現，此是需

有對該社區環境發展熟悉的環境規劃者的協助，駐地工作站可期待有此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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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模式之探究-以 K 市 W區為例 

滿春梅 1、黃曉薇 a 

摘要 

身心障礙者因障別、程度及資源不同，而有多元的問題及需求，需要跨

專業、跨機構的服務輸送，在身心障礙的服務中，個案管理即是常運用的工

作模式，台灣社會工作者也經常擔任個案管理者的角色。由於個案管理者會

因所處的團隊結構、機構和案主的關係，以及機構間的互動不同，而採取不

同的個案管理模式；也會因個案管理者所運用社會工作實務理論不同而影響

其所提供的服務。 

本研究以 K 市 W 區個管中心結案個案相關紀錄進行內容分析，並對 K

市 W 區身心障礙生涯轉銜暨個案管理服務中心個案管理社工進行深度訪

談，兩者相輔作為主要分析資料來源。 

本研究顯示社工會以案主取向為主或服務供給者取向為主，取決於個人

的特質與價值判斷，當機構沒有特定的工作模式時，社工的個人特質、專業

程度、工作經驗與生命歷程等因素都會影響社工的服務模式。因此，如何定

期加強個管社工的專業知能，以及強化個管社工的自信心是當務之急。 

此外，我們也可以看出，此中心個管社工目前的困境在於個案量過多、

資源不足，導致經常只能做問題或任務的處理，無法深入陪伴與引導案主與

案家看見自身的優勢，擬定完整的處遇計畫，必須從制度面重新思考，回歸

個案管理的初衷是處理多元且複雜的個案，必須要控制案量以維持服務的完

整性與品質。 

 

關鍵詞：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服務模式、社會工作理論 

                                                 
1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博士候選人 

a
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通訊：hswhuang@taje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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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e Management Service for the Disability in K 

city W area 

Chun-Mei Man1  Hsiao-Wei Huanga 

Abstract 

Th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belong to different barriers have multiple 

problems and needs, they need trans-disciplinary service delivery. The Case 

management is often used as the work mode in supplying services and the social 

worke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e social workers use different model of the 

case management due to the different situation such as the team structu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rvice users and the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the 

interactions of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conduct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records of the 

closed cases and conduct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case management social 

workers of the Kaohsiung West District Physical and Mental Care Career and 

Case Management Service Center, both of which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n the case management model, mainly in the mode of 

supplier orientation, in the reflection of service providers, including the lack of 

clarity of their own service model, too many cases, can not balanc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e case of the owner and the case to truthfully account for the 

resources currently enjoy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work,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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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focuses on the system theory, including the emphasis on the assessment 

of living environment, the social worker is the media, mediator, coordinator and 

advocate, the resource link as the main work service and th 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pathological attribution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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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個案管理服務對於同時面臨多重問題且又缺乏資源運用能力的案主而

言，是相當有幫助的模式，主要以強化或發展資源網絡及強化案主取得資源

與運用資源網絡的能力(王玠、李開敏、陳雪貞譯，1998)。身心障礙者因障

別、程度及資源不同，而有多元的問題及需求，身心障礙服務常運用個案管

理模式，來滿足其需求及處理多元的問題。然而，個案管理模式可能因為理

論觀點、個案的問題、環境或機構間的互動差異，而有所不同 (黃源協、陳

伶珠、童伊迪，2017)。個案管理的有效性也會因組織規模及結構、個案管

理者對“整合”服務提供的權力水準、員工的專業和技能構成及目標人群的

特徵等因素而受影響 (引自 Partridge,2004；Ross, S., Goodwin, N., & Curry, 

N.,2011) 。此外，隨著各種個案管理模式的出現，個案管理者的服務也從協

調服務轉向提供服務，其服務規劃和輸送的方法則因個案管理模式而異 

( Guarino,2011)。 

K市W區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個案管理服務中心由同一單位(T校)承接

辦理已進入第 4 年，單位名稱雖為個案管理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個管中

心」)，但機構並未清楚明訂或規定個管社工要運用何種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各個管社工以自己所熟知的方式提供服務，卻無法清楚說明自己所運用的模

式。當同一個機構中的個管社工，用各自的個管模式，未有統一的個案管理

模式，機構在服務上的一致性就值得再商榷。援此，本研究期以了解 W 區

個管中心社工採取何種個案管理模式，以及影響其在服務過程模式運用的其

他因素，以釐清 W 區的身障個管服務模式。  

貳、文獻探討 

(一)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 

個案管理是一種助人的過程，用於協助因遭遇多重問題、生活不順意且

同時需要多位助人者幫助的個人或家庭(Ballew & Mink,1996;Farley,Smith & 

Boyle,2010;DuBois &Miley,2014；王玠等人譯，1998；黃源協、陳伶珠、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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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迪，2017)，常運用在有多元需求的身心障礙者上。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

服務（以下簡稱身障個管）是由服務提供單位透過監督與管控方式，協助身

心障礙者在服務過程當中獲得各項需求之滿足。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以下簡

稱身保法）於民國86年將「個案管理」納入法規，在政策與實務操作上，成

人身障個案管理以個案管理實務為架構，整合醫療、衛生、社政、教育、勞

政與民間相關資源，滿足障礙者及家庭多元化需求，提供完整及持續性的服

務（內政部，2002）。自民國86年各縣市陸續開辦以來，各縣市因政策、地

域特性、民間機構資源的豐沛程度不同，延伸出不同的服務辦理模式，大致

可分為公辦模式（社會處/局自行辦理）、委辦模式（委託民間單位辦理）。

目前國內所推行的身心障礙者成人個案管理服務，並未有統一的標準化服務

流程與內容，依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2014）編製的『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多

元支持暨生涯轉銜服務工作手冊』，將身心障礙者成人個案管理服務之服務

流程分為接案、需求評估、擬定服務計畫、服務處遇、定期評估、結案等階

段。 

(二)個案管理模式 

個案管理模式皆是根據臨床經驗及結果發展而來(Guarino,2011)，根據

Rose 與 Moore(1995)以案主、個案管理師(供給者)與服務提供方式的關係，

將個案管理區分為案主取向模式(client-driven model)與供給者取向模式

(provider-driven model)。案主取向模式重視案主表達不同意見，鼓勵案主發

聲，促進其選擇權，以激發案主潛能及信心，發掘案主優勢及充權案主，以

面對自己的問題。而供給者模式則考量的是效率，統整資源及監控案主行

為，以廉價服務代替昂貴服務，此模式核心即為體系控制。 

Summers(2016)以個案管理師介入服務輸送程度的深淺，將個管分為三

個層次：行政(administrative)、資源協調(resource coordination)、密集(intensive)

三種模式。行政模式適用少量協助之功能較佳的案主，個案管理師的涉入程

度較低，且不一定要有固定的個案管理師。資源協調模式則是對於處遇自己

的計畫上有困難的案主，需要更多協助來因應其長期困難，個案管理師需要

協調其他資源服務案主，其涉入程度也較深。而密集模式是指案主自己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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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存在有較高的危險，需要較密集的照顧，要較多的監管及協助。 

最後，以服務對象來區分，則可分為「服務使用者為焦點模式」與「以

家庭為中心焦點模式」兩種個管模式。服務使用者為焦點模式以障礙者為主

要服務對象，問題聚焦在複雜多重的個人權益議題，工作者需針對個人給予

支持，發展障礙者的資源網絡，最終使服務使用者可以與社會連結而解決自

身問題；而以家庭為中心焦點模式服務對象以主要照顧者及服務使用者雙

方，或是以家庭為單位提供各種資源連結服務，處理議題多是照顧與照顧壓

力的處理，因此工作者除了資源連結外還需要使用家庭處遇的技術(姚奮

志，2016)。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以深度訪談法蒐集資料，並以四位社工之個案記錄

進行內容分析，檢視社工在服務過程會使用何種工作模式，以及使用不同工

作模式的判斷因素為何，藉此釐清 K 市 W 區的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一)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使用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是質性研究中經常使用的方

法之一，透過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交談，釐清與形塑對主題的潛在動機、

信念與態度。社會工作者以專業知能加上個人的經驗，形成自己的工作模

式，因此透過對社工的深度訪談，釐清社工在個案管理的工作中，主要是以

何種工作模式。訪談採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擬定訪談方向與預設的議題，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引導互動讓受訪者能自我檢視工作過程經常使用的模

式，以及自我反思回饋工作方法的適切性，以期能重新檢討工作模式是否需

要再調整。四位受訪者訪談時間為以 1 至 1.5 小時為主，其中一位因時間臨

時要處理個案，分為 2 次進行訪談。完成訪談後，研究者將受訪者錄音檔轉

謄為逐字稿，並以文獻中個案管理模式的類別作為內容分析的架構。 

(二)個案記錄分析 

透過四位社工的個案記錄分析，試圖檢視社工個別對個案的看見，以及

社工在記錄既定表單之外，是否有各自重視的個案資訊記錄，藉此可看到社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8A%A8%E6%9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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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如何看待個案，以及規劃提供服務的脈絡為何。個案記錄的分析是以文獻

中個案管理模式的類別作為分析的架構，將個案記錄內容進行確認、分類，

再進一步進行詮釋。 

(三)研究對象 

W 區有 5 位社工，由於其中一位新到任，故本研究以 W 區 4 位個管社

工為研究對象，表 1 為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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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及結果 

(一)個案記錄的分析 

以 W 區社工個案紀錄進行內容分析，其結果如下： 

1.以生活環境做評估的重點 

W 區個管社工接案後，會對案主進行生理及心理及社會進行評估，瞭

解個案、家庭及社區網絡狀況。例如：案主的疾病狀況、家人互動情形、社

區支持網絡及使用社會福利資源的經驗及情形、機構團體相互之間的互動狀

況。 

雖然生態圖為個管系統中必要之資料，但以 W 區個管中心個案紀錄所

呈現之內容，對於案主的重大生活壓力事件及個人與環境間的交流與調和程

度未見紀錄，與生態系統觀點之生態評量有差異。而系統理論認為案主問題

的形成，不僅是個人內在認知偏差或行為問題，也考量案主外在環境社會支

持網絡，含概個案主生理、心理及行為的特徵，以及案主微視、居間及鉅視

各層次，與 W 區個案紀錄所呈現之內容較為符合。 

2.個管社工是媒介者、調解者、協調者及倡導者。 

W 區社工在服務過程中，常連結相關機構以滿足需求及解決問題，為

媒介者/中介者(broker)角色。例如：轉介慈善會以解決案主安置費用問題或

連結養護中心以滿足安置需求。另外，由於服務對象的特質及問題，個管社

工經常扮演調解者(mediator)，調解案主及其親友之間的人際衝突或權益糾

紛或者其社會福利身分。例如：家屬協調會、身心障礙手冊、低收入戶資格

等。再者，個管社工常因案主所獲得權益與應得權益之間的落差，為案主辯

護及協助舉證，倡導案主權益；亦需擔任協調者(coordinator)因應案主的需

求及問題，協調網絡間的機構或工作者提供完整和連續的服務，建立其服務

網絡。例如：協調醫務社工協助案主就醫問題；協調居家服務協助案主居家

照顧問題。 

在社會工作理論中，系統理論的專業人員角色，在微視層次，社工員的

角色包括媒介者、臨床治療者、教育者及調解者；在居間層次的角色，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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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擔任倡導者、社會行動者、協調者及監督者；而在鉅視層次，社會工作者

是倡導者及規劃者。而在生態系統觀點，社會工作員扮演的角色

(Pardeck,1988)則扮演：與會者(conferee)、使能者(enabler)、媒介者/中介者

(broker)、調解者(mediator)，倡導者(advocate)及監護者(guardian)等六個專業

角色。 

3.資源連結為主要的工作服務 

W 區個管社工在服務過程中，雖對個案進行生、心理及社會等面向進

行評估，然在服務提供上較少或幾乎沒有對案主內在心理及案主個人直接提

供治療。主要以運用或改善案主本身的資源解決問題(如改善親子關係)；或

者連結相關資源系統(如就業服務)；協助改善、增進和協調案主與資源間的

互動(如處理案主與安置機構間的衝突事件或失控行為)以及隨時提供案主

生活所需的各種實質協助和心理支持(如請生活補助或住宿式補助)。 

4.多以病理歸因取向的實務取向 

W 區個管社工期待以優勢觀點作為處遇的原則，也嘗試運用優勢觀點

進行處遇。然，在實務的場域中，較多數社工傾向以病理歸因取向，例如：

將服務對象視為「個案」而非被視為有個性；處遇是以問題為焦點而非以可

能性為焦點；探索個人問題成因是為了讓診斷有所依據而非是為了解及欣賞

個人；處遇計畫由主責社工員設計而非由個人及家庭來啟發；社工員是問題

解決專家而非個人或家庭；資源的動員主要是由社工員的知識及技巧而非個

人或家庭的長處、能力等。 

(二)深度訪談記錄的分析 

個案管理模式至少包括「以案主、個案管理者與服務提供方式的關係」、

「以個案管理者介入服務輸送程度的深淺」及「以服務對象來區分」等來分

類。由於個案管理者對於服務輸送的介入的深淺，與個案的功能有關，而 W

區的個管社工所負責的個案，功能強弱皆有。因此，每位個管社工在行政

(administrative)、資源協調(resource coordination)、密集(intensive)三個層次的

介入皆有。另，服務對象來區分，每位個管社工亦會協助案家屬解決問題，

但仍以案主最佳利益為目的，即以案主為中心的服務。據此，本研究在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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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主要以「以案主、個案管理者與服務提供方式的關係」來進行內容

分析。並提出個管社工在服務過程中所遭遇困境。 

1.案主取向模式與供給者取向模式 

(1)與案主共同討論：案主自決 

會跟他先從他的需求問，像譬如說他一開始跟我說安置，那我就會跟他

媽媽談安置，…，安置的優點跟缺點這些我通通都會跟他們分析…還是會比

較針對他們想要的來做討論…(C) 

工作的模式是我比較不會屬於主導性的，跟他說應該做甚麼，我會先問他你

希望、期望我們能做甚麼，你想要的是甚麼…(A) 

Moore(1995)的案主取向模式重視案主的發聲，不同意見，發掘其潛力。

A 與 C 社工會與案主共同討論，尊重案主的意見，A 與 C 的工作模式較偏

向案主取向，重視個案及其家庭成員的需求，針對需求提供優劣勢的分析，

讓案主與家人自行選擇適合的方案。 

A.優勢觀點 

我會用比較優勢的來看，…我不會只看他個人，我還會看他的生命歷程、

生命經驗。我會先去跟他聊現在遇到甚麼問題，之前是發生甚麼事情，然後

接下來你打算怎麼做。我不會跟他說你應該要怎麼做，是你打算怎麼做。…

我會先把他的生命經歷、過程聽完，稍微去整理一下。那我再去跟他討論我

們當前可以一起接下來要做的事可能是什麼，你認為最重要的。…(A) 

A 社工以優勢觀點看待案主既有的能力，並且與案主一起討論釐清接下

來最想完成的事情，並共同擬訂計畫。 

(2)供給者取向模式 

A.以服務提供者的個人經驗 

印象最深刻就是第一年年底的時候,我曾經把個案就是,想說他就照著我

的模式這樣走,對他的狀態是好的,想不到個案卻去陳情抗議，其實他自己,

他想要，回歸他自己,那他自己怎麼樣他願意自己去承擔。…(B) 

服務提供者偏向以專業角度考量案主的需要，並會努力說服案主同意社

工的方案，比較可能產生服務供給者與接受者間的拉扯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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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機構的成本考量 

我會被那個體制設的很緊。因為我覺得畢竟我們的資金來源全部都來自

政府的，有一定的規定和標準，然後我們沒有達成會變成扣我們什麼之類

的。那我會覺得我們已經想要做好但又被剝奪之後，可能會讓你更沒有力量

去堅持下去。所以我現在必須要在框架的要求下又做出我想要做的，我就是

只能解決問題，他當初進來的問題我把它解決了，但是深一點的就要看跟案

家或是個案本身有沒有想要跟我做到那一塊。…(B) 

目前大概就是資源的部分吧！雖然我們是在媒合資源，可是如果沒有資源我

們也沒辦法媒合，但他們會說我們是個管社工。…(D) 

Moore(1995)的供給者取向模式考量的是資源及效率，以體制作為優先

考量，與 B 和 D 提供服務時考量是以機構、資源為優先，較傾向於供給者

取向。社工必須兼顧個管中心的既有資源與成本，多餘的部分必須靠社工平

時累積的社會資源去補足。 

W 區的個管社工雖各有傾向案主取向或供給者取向，但有些社工在服

務過中，也不確定自己的服務模式。 

我還沒有辦法去跟家屬講到一個我們可以有的共識，我對於這一塊目前

比較困難去跟家屬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溝通的模式，通常是很容易被講到掛電

話，然後再講就是講不通了，…(D) 

姐姐說他沒有辦法出門，無力，然後只剩下衣物的部分，然後妹妹沒有乾淨

的衣服可以洗可以穿可以怎麼樣，然後希望我去家裡幫她送，然後我就會覺

得，好像真的是有點過頭…(B) 

由此可知，社工對自己的工作模式沒有自信，也不確定自己的工作是否

有一定的脈絡，當遇到較難互動的案主，就會退縮不前。此外，社工與案主

的專業界線若不明確，很可能被案主拖著走，並讓案主期待社工能提供超出

專業服務以外的服務。 

2.遭遇之困境 

個管社工不論運用何者個案管理模式，在服務過程中皆會遇到的問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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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量過多，無法兼顧服務品質 

其實在求量的情況下，有時候他們想要深入，深化一些服務的話，那個

質的部分其實是，很不容易，因為時間就很有限，很不容易做到那個質的部

分…(C) 

社工的工作量是台灣現況經常被討論的議題，個案管理的工作模式就是

為了處理多元且複雜問題的個案，案量若太多會降低服務品質，同時也顯示

專業人力嚴重不足的現象。也因為案量過多，也使得個管社工在處遇時，常

以任務為導向： 

我覺得這個在制度面上需要改變的，所以跟我自己之後在自己學校碩士

論文裡寫跟這方面有關係的。因為我想談的是個管的困境，因為我們賦予太

多的任務而且大家對個管有太多的想像了。但在我們的能量、能力其實是有

限的。…(A) 

社工遇到個案多元而複雜的問題，若缺乏適度的支持，容易產生只把表

象的任務完成，無法針對個案的問題做深入的評估和處遇。 

(2)案主與案家是否如實交代目前所享有的資源 

現在家屬，讓我覺得很感慨的就是倫理概念越來越不好。他們也可能接

收外部資訊很發達，就會覺得怎麼樣社會局處理就好、社工你處理就好

了…(B) 

其實說真的家屬對於現在的社工跟外面的資源他們也都掌握得很清

楚，…社會歷練都比我們更清楚，…只是有時候是他們自己做一些隱瞞啦，

我們希望說他們拿出誠意，那我們也會說，…我們確實有那麼大的問題，你

能夠協助多少，其餘的部分我們才有可能幫忙…(B) 

社工與案家工作會反覆澄清，主要因為部分服務接受者希望得到更多的

資源，會隱藏自身擁有的資源，可能會造成社工需求評估的偏誤，以及社會

資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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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討論 

根據 Rose 與 Moore(1995)以案主、個案管理師(供給者)與服務提供方式

的關係，將個案管理區分為案主取向模式(client-driven model)與供給者取向

模式(provider-driven model)。個案管理包含兩組相對的目標：一組以案主的

利益為出發，強調服務品質、效能、及服務協調；另一組則以機構的利益為

關注，強調資源的責信與成本效益。這兩組在實務上常無法兼顧的目標，造

成個案管理模式在實務取向上的二元化。以案主為中心的模式較強調倡導的

技巧，謀求服務體制的改變；以機構為中心的模式則強調評估與協調的技

巧，尋求案主個人對既有體制的調整與適應。個案管理的兩極化反映了社工

所處的基本社會矛盾，在服務案主的日常工作中時常要面對的抉擇：以案主

或機構的利益為中心？作案主利益的倡導者，或是機構資源的守門者？是照

顧案主，或是控制案主？社工員的功能是工具性取向，或是人際取向？是個

案「服務」，或是個案「管理」？ 

就個案管理模式而言，本研究顯示社工會以案主取向為主或服務供給者

取向為主，取決於個人的特質與價值判斷，當機構沒有特定的工作模式時，

社工的個人特質、專業程度、工作經驗與生命歷程等因素都會影響社工的服

務模式。因此，可依照中心個管社工的需求，透過定期團督或者舉辦專題工

作坊的方式，定期加強個管社工的專業知能，以及強化個管社工的自信心是

當務之急。再者，部分社工在深度訪談採取案主取向模式，在個案紀錄所呈

現則是以病理歸因的實務取向，可看見個管社工對自己所採取的個案管理模

式的不確定；抑或因案量太多，個管社工雖然期待發掘案主潛能及能力，但

實務上仍得「任務」為導向，先處理急迫性的問題。 

此外，我們也可以看出，此中心的個管社工目前的困境在於個案量過

多、資源不足，導致經常只能做問題或任務的處理，無法深入陪伴與引導案

主與案家看見自身的優勢，擬定完整的處遇計畫，必須從制度面重，新思考，

回歸個案管理的初衷是處理多元且複雜的個案，必須要控制案量以維持服務

的完整性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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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大學學員行為意圖模式的建構 

黃志強1、李依璇2、黃韻莼3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採用計劃行為理論（TPB）探討樂齡大學學員的行為意圖。

本研究利用其核心構面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知覺，試圖預測參與樂齡

大學課程的行為意圖。問卷收集屏東樂齡大學學員學習的觀點和看法，總共

發出200份問卷，回收後篩選有效問卷為154份，並根據結構方程模型來分析

資料。 

整體而言，本研究整體模式配適度是可接受的，亦即本研究理論模型符

合配適度測試標準。主要研究結果如下：（a）自變數主觀規範對受訪者的

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但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b）在0.01的顯著性

水準上，自變數行為控制知覺對受訪者的行為意圖有正向的影響，且達到統

計上之顯著。（c）在0.01的顯著性水準上，中介變數態度對受訪者的行為意

圖有正向的影響，且達到統計上之顯著。（d）就總影響效果而言(包括直接

和間接影響效果)，行為控制知覺對受訪者的行為意圖影響最大。這些研究

結果的涵義是，樂齡大學的管理者應該在課程設計和規劃方面考慮老年人的

時間、體力、經濟狀況與資訊。 

 

 

 

 

關鍵字:計劃行為理論，樂齡大學，行為意圖，態度，主觀規範，行為控制 

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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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Model of 

the Senior University Students 

Chih-Chiang Hwang1  Yi-Hsuan Lee2  Yun-Chun Huang3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senior 

university students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Based on its core 

facets,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predict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ourse of senior 

university for elderly.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opinions and 

perceptions from the senior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ing in Pingtung. 20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154 effective ones were collected after 

screening, and data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Generally speaking, the overall model fit is acceptable, which means the 

theory model of this study complies with the standard of the fit test.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subjective norm,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sponde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but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sponde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reach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1. (c) The mediator variable, 

attitude,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sponde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reached 
                                                 
1 Assistant Professor,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of Elderly Creative Industry Management, Tajen 

University(correspondence: huangcc@tajen.edu.tw @tajen.edu.tw ) 
2 Nursing Director, Show Chwan Memorial Hospital 
3 Student, Bachelor’s program in Mass Communi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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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1. (d) As to total influence 

effect, including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effect,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s the greatest effect on responde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The implication of 

these research results is that supervisors of the senior university should take time, 

energy, economic situation and information for elderly into consideration 

regarding to course designing and planning. 

 

 

 

 

Keyword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senior university, behavioral intention,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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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資料，台灣1993年老年人口（65歲以上）占

總人口比率超過7%，成為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推計將於2018年超

過14%，使我國成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2025年將再超過20%，邁入

成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而自高齡社會(14％)轉變至超高齡社

會(20％)，預計費時7年（2018~2025年），時程之短與新加坡並列全球第一，

其重要性與相關影響將會牽連到我們社會的所有層面，不得不令政府重視老

化議題。而先進國家為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提出高齡化社會的對策，包括

保健、醫療、福利、就業、安養、教育等各層面的政策，而教育為其中關鍵

的一環，其可提供老人再充實、再教育機會，並擴大其生活層面；爰此，教

育部於2006年公布「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以終身學習、健康

快樂、自主與尊嚴及社會參與為四大政策願景，積極規劃推動老人教育活

動，擴充老人學習場所。2010年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擴大設置樂齡大

學與樂齡學習中心，提供年長進入大學校園體驗學習的機會;在經費上大幅

增加高齡教育經費，以實際行動宣示政府對高齡教育的重視。就老人教育而

言，在社政體系下開設有「長青學苑」，而在教育體系下則開設有「樂齡大

學」和「樂齡學習中心」。多元制度的並進，使老人能有更多選擇與參與社

會學習的機會，其非僅老人單方面受教而已，老人亦可擔任指導的角色，使

其寶貴的專業經驗及工作歷練能夠成功傳承。 

老化對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影響，包括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領

域。如果經濟安定、健康維護及生活照顧無法達到個人的基本期望，其所衍

生的社會問題和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是難以估計的。因此老人在健康狀態與

經濟條件的組合下，如何在黃金歲月中持續地學習，不僅可接受有關預防健

康風險的資訊，且透過身心靈安適而有助於活躍老化、提升生活品質與幸褔

感(Boulton-Lewis, Buys and Lovie-Kitchin, 2006; Lennox, 2003；Boulton-Lewis, 

2010; Warburton, Cowan, Winterton and Hodgkins, 2014)。Boulton-Lewis (2010) 在

健康、參與和安全最適當的機會基礎上，提出了活躍老化的模式，以提高人

們隨著年齡增長的生活品質，其特別強調隨著人們年齡的增長，教育與參與

學習是活躍老化的關鍵因素。Warburton et al. (2014)也主張增強年長者學習的

能力，採用多元專業方法與小組教育是實現知識交流的成功模式，其給予他

們互相學習的機會與分享問題的感覺。Tzeng and Lee (2017)研究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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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衰老的背景下，適應力似乎是提高生活質量和保持後期獨立的關鍵；尤其

是，積極參與日常生活活動與宗教活動者，其擁有較高的生活品質與壽命。

因此，樂齡大學恰好可以提供活躍老化、適應老化的場所，也減少對國家社

會的負荷及衝擊。 

近年來臺灣許多大專院校紛紛開設樂齡大學的課程，讓更多年長者可以

體驗學生的生活，甚至完成年輕時想讀書的心願。因此，國內相關文獻陸續

探討樂齡大學的學習狀況、參與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例如課程規劃者對於活

躍老化學習課題的認知與規劃情形(楊千霈，2012)、探索高齡學習者學習之

需求性(陳嘉彌、魏惠娟，2015)、探討樂齡大學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

之狀況(陳英豪，2011)與探討樂齡大學學員其社會支持、參與動機與學習滿

意度(黃湘、黃國光、林明哲，2013)。 

上述這些文獻研究結果顯示這些課程設計非常適合活躍老化、也得到社

會支持、提升生活品質滿意度與滿足學習需求，但這些文獻並未探討現今社

會的年長者是否每位都會無條件參與或是有多方面的限制與負荷，例如時

間、經濟、體力與資訊是否足夠否? 若年長者行為控制知覺差，亦即，年長

者若覺得這些課程時間上沒有彈性、內容太深澀、花費太多、耗費體力與缺

乏相關的資訊，就不會有意圖參加樂齡大學這些課程。此外，周遭親友或重

要意見領袖若支持或推薦參與樂齡大學的課程，也會正向影響行為意圖；反

之，年長者就不會有意圖參加樂齡大學這些課程。影響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

與否的相關因素是值得重視的課題，也是樂齡大學經營者關注的焦點，因

此，本研究嘗試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年長者參與樂齡大學的學習意圖，因為

年長者的態度、主觀規範、行為控制知覺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的行

為意圖愈正向，本文利用結構式問卷的手法來收集資料，並以線性結構模式

來建構較完整的因果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相關因素的因果關係。  

2.建構年長者在態度、主觀規範、行為控制知覺與行為意圖等構面模式。  

貳、文獻探討 

根據 「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Fishbein and 

Ajzen, 1975) ，Ajzen(1988)將代表其他非理性因素的行為控制知覺(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變項加入原有的理論架構中，形成「計畫行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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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Ajzen(1988)主張個人想要採取某特定行為

前，必須有行為的意圖，才會付諸實現。而影響行為意圖的前置變數為個人

對從事某特定行為所抱持的態度、受到重要人士或週遭環境是否認同其行為

所影響的主觀規範及個人是否能夠擁有時間、體力、資源去從事行為的控制

知覺能力。亦即，計畫行為理論中 的「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控

制知覺」等變項將可直接或間接影響民眾的行為意圖(Ajzen, 2001)。如果個

人對某項特定行為所採取的態度愈正向、週遭重要人士愈鼓勵或推薦、並知

覺行為不受到阻礙可以控制自如，則從事某特定行為的機率愈大。因此，TPB

曾被應用在許多消費、社會心理相關、休閒旅遊與運動等行為的研究

(Ajzen,1991; Taylor and Todd, 1997；Alam and Sayuti, 2011；Jalilvand and Samiei, 

2012；Awa, Ojiabo and Emecheta, 2015)，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知覺等三

個變項顯著影響行為意圖，其解釋力均優於理性行為理論，因此與理性行動

理論相較，計劃行為理論的解釋力確實較佳。 

根據計劃行為理論，主觀規範係指個人對於是否採行某項行為時所感受

到外在社會或周圍意見領袖的壓力(Ajzen, 1991)，亦即一個人是否採取某特

定行為會受到重要人士或週遭環境是否認同其行為所影響，重要人士包括長

輩、父母、同儕朋友等。但部份實證結果發現主觀規範對於行為意圖並無直

接效果，它係經由態度對行為意圖產生間接效果(Dishaw and Strong, 1999; 

Rhodes, Lee, and Courneya, 2002；Sas-Nowosielski and Nowicka, 2018)。態度即

個人對於參與特定行為的正向或負向評價(Ajzen, 1991)，當個人對於行為的

態度愈正向，其行為意圖愈高；反之，當個人對於行為的態度愈負向，則行

為意圖愈低(Fishbein and Ajzen, 1975; Ajzen and Fishbein, 1980；Sas-Nowosielski 

and Nowicka, 2018)。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將態度視為中介變項，主觀規範

對行為意圖較具有間接效果而非直接效果。 

其次，行為控制知覺係指個體對從事特定行為時所感受難易程度的認知

(Ajzen,1991)，當個人認為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時間、體力與機會越多，所預

期的阻礙越小，對行為的控制知覺也就越強，進而正向影響個人對於從事特

定行為的態度。實證結果顯示行為控制知覺愈正向，則對於參與特定行為的

態度愈正向(Jalilvand and Samiei, 2012；Awa, Ojiabo and Emecheta, 2015；

Sas-Nowosielski and Nowicka, 2018)。但行為控制知覺變項在影響行為意圖方

面則出現分歧，亦即有些研究顯示正向影響行為意圖，有些研究則顯示負向

影響行為意圖。例如林明瑞、謝有誌（2005）、汪明生、陳正料、林錦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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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山、王佳惠、郭乃文 (2007)、黃坤祥、游皓瑋（2006）、林明瑞、陳柏

言 (2007)、羅希哲、劉一慧、孟祥仁(2007)、 De Vivo, Hulbert, Mills, and Uphill 

(2016)等行為意圖的相關研究顯示行為控制知覺正向影響行為意圖。但根據

吳忠宏、蘇珮玲（2005）、李柏慧、劉淑燕（2005）、張志銘、賴永僚（2007）、

詹淑清、俞佩君（2008）等休閒旅遊行為意向的相關研究，得知大部分受訪

者對休閒旅遊行為控制知覺則顯示負向影響行為意圖，原因為人們皆嚮往進

行休閒旅遊，但是由於受限於本身的經濟因素、時間、體力等條件導致無法

前往。因此，年長者是否每位都會無條件參與或是有多方面的考量，若年長

者行為控制知覺差，也就無法參加樂齡大學這些課程，因為年長者的態度、

主觀規範、行為控制知覺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的行為意圖愈正向。 

參、研究方法 

    包含研究架構與假說、研究工具、抽樣方法與樣本、信度與效度分析、

整體模式衡量分析等五部分。 

一、研究架構與假說 

    行為意圖為主要依變項，並以參加樂齡大學學員的觀點切入研究，探討

態度、主觀規範、行為控制知覺與行為意圖行為之間的關係。依據文獻探討，

本研究提出影響學員參加樂齡大學行為之研究架構(圖 1)。 

 

 

 

 

 

 

 

 

 

 

      圖 1 研究架構 

主觀規範 

態度 

行為控制知覺 

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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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述文獻探討、研究目的、及架構，本研究擬定以下假設： 

假設 1:年長者「主觀規範」意見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態度 

愈正向。  

假設 2:年長者「主觀規範」意見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行為意圖」

愈正向。  

假設 3:年長者的「態度」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的「行為意圖 

愈正向。  

假設 4:年長者的「行為控制知覺」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的「行為

意圖」愈正向。  

假設 5:年長者的「行為控制知覺」愈正向，則對於參加樂齡大學的「態度」

愈正向。  

二、研究工具 

（一）問卷設計 

    的章節發展出問卷內容，其問項都是參考專家學者之研究問項所建立

的，並進行前測與專家效度，而後分析修正成為正式問卷。本研究之問卷內

容共分五個部分，一到四部份，採用李科特七點尺度(7-point Likert Scale)計

分並量化之，第五部分則為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二）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問卷先經人工檢查，將資料予以編碼登錄，其資料分析主要可分

為基本分析與整體模式分析。而以 SPSS 12.0 統計軟體進行分析，整體模式

分析則以線性結構模式來分析資料。本研究之分析方法是根據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 所提出的二步驟程序，第一個步驟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發展

出一個配適度佳的測量模式，第二個步驟則再進一步分析理論之模式。 

三、抽樣方法與樣本 

本研究針對樂齡大學的學員，其多屬於年長，探討其參與行為意圖之模

式，故鎖定前往樂齡大學之學員為本研究調查對象。其次，本研究以便利抽

樣法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發放地點為屏東大仁科技大學所開設樂齡大學的教

室，經過預測 50 份問卷並以信度分析與項目分析後，修改不適當、語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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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引導作答等類型的問題後，共發放 200 份，有效問卷 154 份，回收問卷

有效率 77 %，問卷發放日期為 2017 年 3~6 月期間。 

四、信度與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各構面量表信度 Cronbach α= 0.76~0.95 之間，各衡量題

項之內部一致性達到要求的。 

（二）效度分析–收斂效度分析：根據 Fornell and Larcker（1981）評估收斂

效度的標準，本研究各構面之組合信度均超過 0.7，且平均萃取變異量也都

超過 0.5 的水準，各指標的內部一致性均符合標準。 

五、整體模式衡量分析 

本研究將分成理論模式的評估與假說關係的驗證二部份加以敘述分析

結果。 

  (一) 理論模式評估 

基本的適配標準(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與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等。茲分述如下： 

1.基本的適配標準：在此部分有三項標準必須檢驗，(1)誤差變異數不能有負

值；(2)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不能超過0.95 或太接近1，且須達顯著水準；(3)

有太大的標準誤。 

2.整體模式適配度：此指標是用來評量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分

為三種類型：絕對適合度衡量(Absolute Fit Measures)、增量適合度衡量

(Incremental Fit Measures) 、及簡要適合度衡量(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以

下分別說明各類型之內涵： 

(1)絕對適合度衡量：是用來確定整體模式可以預測共變數或相關矩陣的程

度，衡量指標如卡方統計值、適合度指標(GFI)、平均殘差平方根(RMSR)、

平均近似值誤差平方根(RMSEA)、調整的適合度指標(AGFI)等。 

(2)增量適合度衡量：係比較所發展的理論模式與虛無模式，衡量指標如基準

的配合指標(NFI)、和比較配合指標(CFI)等。 

(3)簡要適合度衡量：係要調整適合度衡量，俾能比較含有不同估計係數數目

的模式，以決定每一估計係數所能獲致的適合程度，衡量指標如簡要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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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指標(PNFI)與簡要的適合度指標(PGFI)，可受範圍(>0.5)。 

(4)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此標準是在評量模式內估計參數的顯著程度、各指

標及潛在變項的信度等，這可從個別項目的信度(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是

否在 0.7 以上、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是否在 0.7 以上、

及潛在變項的萃取變異量(Variance Extracted)是否在 0.5 以上的可接受水準來

加以評估。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結構之分析  

本研究對象以年長參加樂齡大學行為意圖之研究，回收問卷經整理篩選

後，總計 154 份有效問卷。本研究受測樣本結構，在性別方面，男性及女性

所佔比例分別為 61％及 93％。在年齡方面，40-45 歲、46-50 歲、51-55 歲、

56-60 歲、61-65 歲及 65 歲以上所佔比例分別為 31.2％、20.8%、26%、15.6

％、5.2％及 1.3％，樣本集中在 40-60 歲間，顯示學員在尚未老化前積極參

與學習以提升生活品質。教育程度方面，高中職以下、專科、大學及研究所

以上比例分別為 55.2％、21.4％、18.8％及 4.5％，此顯示教育程度不高者參

與者居多。在職業方面，金融服務業、軍公教、傳統產業及其他所佔比例分

別為 5.8％、21.4％、37.7％、35.1％。在婚姻狀態方面，未婚、已婚所佔比

例分別為 24.7％、72.1％。在每月平均所得方面，25,000 元以下、25,001~40,000

元、40,001~55,000 元、55,001~70,000 元、70,001~85,000 元及 85,000 元以上所

佔比例分別為 50％、44.2％、2.6％、2.6％、0％及 0.6％，此顯示低所得者居

多。茲將上述整理於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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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樣本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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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來檢測本研究問卷之信度。態度整體

量表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 0.969。主觀規範整體量表信度分

析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 0.928。行為控制知覺整體量表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信 度 係 數 為 0.909 。 行 為 意 圖 整 體 量 表 量 信 度 分 析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 0.947。故整體而言，本研究問卷各量表衡量題

項之內部一致性是可被接受的。茲將上述資料整理於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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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構念量表的信度分析  

 

三、整體模式衡量分析 

本研究將分成理論模式的評估與假說關係的驗證二部份加以敘述分析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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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論模式評估 

有關模式配適度的評估，本研究依據Bagozzi and Yi (1988)的看法，從三

方面來加以評量，分別為：基本的適配標準(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

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與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等。茲分述如下： 

1. 基本的適配標準：在此部分有三項標準必須檢驗，(1)誤差變異數不能有

負值；(2)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不能超過 0.95 或太接近 1，且須達顯著水準；

(3)有太大的標準誤。整體理論模式的衡量模式分析如表三所示，顯示各

個因素負荷量均達顯著水準(0.75~0.98)，而且衡量誤差也沒有負值，整體

而言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2. 整體模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用來衡量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配適

程度，表三得知各項指標判斷，本研究的整體模式適配度良好。  

 (1)絕對適合度衡量：雖卡方值未達標準，但是統計值通常受到估計參數

及樣本數很大影響。而 GFI=0.899 和 RMR=0.50，都在可接受範圍，RMSEA

則達標準(<0.1)。  

   (2)增量適合度衡量：AGFI=0.848、NFI=0.944、CFI=0.972，其中 AGFI 略

低於 0.9 的標準，但為可接受範圍。  

   (3)簡要適合度衡量：PNFI=0.726、PGFI=0.599，均大於標準 0.5。  

3.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表三可看出，組合

信度 (>0.7) 和萃取變異量 (>0.5) 皆已超過標準，且在之前個別項目的

信度也都達到標準，所以本模式應具有良好的內在結構適配度。  

4. 影響構面的因素  

從表三顯示，在主觀規範上，以報紙、雜誌會影響我參加樂齡大學 (0.96)

和網路、電子報等媒體的報導 (0.92)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廣播、電視等媒

體的報導的影響最小(0.81)。在態度的構面上，高齡者認為參加樂齡大學的

課程是非常值得的(0.93)，很有成就感的(0.93)其次參加樂齡大學的課程是明

智的選擇(0.92) 和是新奇的(0.92)。在行為控制知覺構面上，高齡者認為只要

我想要，參加樂齡大學是一件容易的事(0.84)，其次是我有足夠的體力(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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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要有這些條件，參加樂齡大學意願就高。在行為意圖構面上，我會跟

他人敘述樂齡大學的好處(0.98)，和我會推薦他人(0.95)在行為意圖構面上是

很重要的。所以要吸引更多人參加樂齡大學，需要有好的口碑和人們的口耳

相傳，這樣才會對年長者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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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整體理論式衡量分析 

 

2χ =137.098、d.f.=70、GFI=0.899、CFI=0.972、NFI=0.944、RMSEA=0.79、

AGFI=0.848、TLI=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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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論結構模式路徑係數與假說驗證  

表四顯示本研究理論結構模式之路徑係數與假設驗證，圖二則顯示本研

究修正後模型，根據表四與圖二，其整體模式對假設 H1、H3、H4 與 H5 皆

成立。由整體理論模式發現，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沒有直接影響效果，其路

徑係數值為 0.11 且未達顯著性，所以 H2 不成立，此結果顯示年長學員不會

因為身邊重要人士，如家人親友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而直接影響其參加樂齡大

學的課程。其次，H1 與 H3 成立，因其路徑係數值分別為 0.39 與 0.43 且達

顯著性，此結果顯示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有間接的影響效果，其主要透過中

介變數態度影響行為意圖，亦即，年長學員會因為媒體推薦或身邊重要人士

支持而對樂齡大學課程產生正面的態度評價，進而增加參與樂齡大學課程的

行為意圖。而 H4 與 H5 成立，因其路徑係數值分別為 0.43 與 0.38 且達顯著

性，此結果顯示行為控制知覺直接影響參與樂齡大學課程的行為意圖，亦即

年長學員自覺有足夠體力、時間與資訊，即會產生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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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路徑係數與假說驗證 

 

*表 p<0.1， ** 表 p<0.05，***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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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修正後模型 

（三）構念間的影響效果分析 

表五顯示根據圖二所得到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總效果，顯示整體而

言對行為意圖的總效果大小依序為行為控制知覺(0.5934)、主觀規範(0.497)

與態度(0.43)。此結果說明：行為控制知覺對行為意圖的關係、主觀規範對

行為意圖的關係、態度對行為意圖的關係，都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中，行為

控制知覺正向影響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的行為意圖是最重要構面，其總效果

最大(0.5934)，在在顯示年長者需要有足夠時間、體力、與資訊參加樂齡大

學的課程，才會產生行為意圖，否則不會參加。而主觀規範間接正向影響行

為意圖，其總影響效果為 0.497 而居次，顯示廣播、電視、報紙、雜誌與網

路所報導樂齡大學的內容，或者身邊重要人士的推薦，會正向影響對樂齡大

學的態度。  

 

 

 

 

主觀規範 

態度 

行為控制知覺 

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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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各構念對行為意圖效果分析 

 

伍、結論與建議 

因應台灣人口高齡化，教育部推動樂齡大學「快樂學習、忘記年齡」之

精神，提倡多元發展與終生學習，活到老學到老的概念，營造成功老化的正

面社會形象與態度，落實年長長者追求健康自主、快樂學習及提升自我實現

之理想。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以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為樣本，提

出「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行為意圖模式」，經結構化方程式模型之建構與實

證，得到下列研究結果：  

(一)行為控制知覺影響行為意圖的總效果最大，因此在管理上意涵是，經營

樂齡大學的大專院校所開設的課程，在時間上要有彈性，例如提供年長學員

的遠距網路教學。在費用上，配合開課做一些促銷活動，例如免費體驗課程、

三人同行打 85 折優惠或是針對家境清寒或弱勢團體者提供補助。在資訊

上，增加媒體的宣傳廣告，例如可以在社區公園的公告欄張貼開課資訊。最

重要是，所開設課程需考量年長學員的體力負荷，讓學員覺得這些課程內容

是容易學習的。 

(二)「態度」設為中介構面，得到「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知覺」存在間

接效果，用來解釋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的行為意圖，驗證了 Chang(1998)、

Ajzen and Driver(1992)、李能慧(2004)態度對行為意圖存在間接效果，亦即「態

度」為重要中介變數。而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的「行為意圖」，主要受其「態

度」、「行為控制知覺」正向影響，但「主觀規範」無法直接影響參加樂齡大

學的「行為意圖」，僅部分驗證了(Ajzen,1985,1991,)的計畫行為理論。 

建議事項是，在研究時間、人力及經費限制之下，本研究在設計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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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雖力求客觀、嚴謹，然而仍會受限現實環境外在影響，有些細節部分仍有

不足之處。首先是，訪談者與受訪者在專業能力與問題認知上的差異，可能

會產生資訊上的偏誤，會形成資料蒐集與分析上的限制。其次，本研究是以

年長者參加樂齡大學課程者為研究對象，採取人員訪問方式發放問卷，因符

合受訪人員遍及台灣全省，親自發放問卷有其困難，故僅選擇在屏東進行問

卷調查，不足以代表整個全台灣地區消費者之看法，故樣本無法外推。建議

未來研究可以跨區域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探討各變數間之關係，相信研究結

果更具一般性與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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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承蒙志鴻兄推薦擔任主編，在鼎倫院長的支持下，第八期終於完成所有

編輯流程，並獲得審查委員們的同意進行出版作業。審查流程以匿名處理為

原則，所收錄的 7 篇論文皆經由兩位校內外學者專家提供審核意見，作為論

文修改的依據，為求嚴謹，修正稿皆送複審通過始同意刊登。 

    本刊將持續秉持創刊精神服務讀者及作者，以公平、公正、客觀之審查

原則與謹慎的態度處理每篇文章，嚴格把關刊登論文之品質也期許以更有效

率之方式出版人文、社會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們之研究成果，分享高品質的

學術論文給廣大之讀者。盼各位先進能繼續踴躍投稿，您的來稿，是對我們

最大的鼓勵與認同。也歡迎讀者和作者們隨時來函提供建議，以為本刊改善

及進步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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