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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電視在多言文化中的 

傳播功能與挑戰* 

彭 文 正 ** 

《摘要》 

台灣社會處於一個雙語又雙言的社會，意即是國語族群和閩南

語族群皆保留其完整的方言，並且此二種方言的使用者大部分都可

以使用彼此的方言而成為可以溝通的雙語。客家話則是無法跨族群

溝通且在族群內逐漸流失的一種方言。 

依 Markov 語言傳承模型推估，客家話在六至八代之後將陷入與

現今原住民各族方言一樣的困境中。將描述民意散佈的「沉默螺

旋」理論應用在客家話的傳播模式中，客家電視可以積極扮演塑造

「語言氣候」的功能，使客家話在台灣語言社會中，不是完全沒有

功能的弱勢方言。透過家庭教育的紮根、學校母語教育的參考團體

功能以及大眾傳播媒體的意見塑造，客家話得以減緩其落入「沉默

螺旋」的速率，如果客家電視推廣成效得宜，再加上客籍文化人士

及意見領袖的仲介，客家話亦有可能成為台灣未來「三語但非三

言」的語言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元素。 

關鍵詞：少數族群文化、母語教育、沉默螺旋、客家電視、語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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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2003 年 7 月 1 日開播的「客家電視」，於 2007 年 1 月 1 日納入公共廣播集

團，再度成為話題。 

客家電視的成立過程歷經了街頭抗爭和政治折衝，是以極大的社會成本換來的

稀有財，不同族群的人對這個文化財或有不同的評價，但是在客家族群中，它卻是

一個彌足珍貴的遲來公義。對客家人而言，客家電視不只是電視，它是一個屬於族

群的集體盼望；特別對面臨失傳危機的族群文化而言，它更像是汪洋中的一塊浮

木。 

以傳承客家語文文化、豐富台灣多元文化、加速客家族群重返公共領域以及提

振客家族群自信心及認同感為主要目標的客家電視（黃葳威、李佳玲，2005），在

客家人只剩三分之一以客家話為主要語言的現實情況下，被賦予極大的挽救語言文

化的期望。 

客家話是客家文化中最容易觀察到的一項流失指標，而因為具有附載聲音畫面

的功能，使得電視成為語言傳承最主要的大眾傳播工具，也因此間接成為客家族群

傳承文化希望之所託。 

從產製結構面觀之，公廣集團轄下的客家電視台是一個公共頻道，一年約 4 億

的預算來自政府補助，其經營模式不同於一般商業電視台；而它服務特定族群且主

要以客家話播出的形式，又與一般公共頻道不盡相同。這種兼具文化使命與傳播功

能的特殊媒體，不論在經營方針、節目呈現、觀眾定位甚或腔調平衡上，都是值得

研究的對象。從閱聽人的角度觀之，會在近百個頻道中，捨棄商業電視或主流文化

而選擇收視客家電視，其使用與滿足的過程亦值得聚焦觀察。 

從客家電視在台灣語言社會演變過程之定位中，去探索少數族群語言傳承之可

能性以及族群媒體的功能與挑戰，則是本研究之焦點。 

究竟這個台灣第一個成立的族群語言媒體，在語言保存的功能上扮演何種角

色？台灣語言社會演變過程中，自然力與政治力如何影響語言傳播的功能？在人口

上已是第二大族群，卻在語言結構中遠落後於兩大主流語言的客家族群，該如何在

既成的語言生態中找尋母語的定位？決定客家電視與客家語言發展的關鍵因素為

何？客家電視棲身於主流文化中的結構性宿命是否會削弱其主體性？這些牽動客家

電視發展與語言文化傳承的議題，是本研究欲嘗試探討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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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多言社會到多語社會的演變 

依雙向溝通的程度，語言可區分為「語」及「言」，「語」代表可以跨越族群

溝通的共同話，而「言」則意味著僅能在族群內流通無法跨越族群溝通的話；準

此，台灣的語言社會可以進一步區分為「雙語且雙言」、「雙言但非雙語」、「雙

語但非雙言」以及「既非雙言也非雙語」四種類型（typology），而台灣社會從

1940 年代北京話及閩南話使用者彼此不懂對方語言的「雙言但非雙語」的分裂性

社會，轉變成目前「雙言又雙語」的社會，而且逐漸走向「雙語但非雙言」的社會 

（黃宣範，1993: 14-16）。1 

從時間面分析，光復初期，台灣處於一個北京、日本、閩南、客家四種主要語

言共存的時代；當時說北京話的人不懂日語、閩南話、客家話，說閩南話的人部份

懂日本話，但不懂客家話，亦不懂北京話。說客家話的人，部分懂日本話，但不懂

閩南話，亦不懂北京話，台灣處於一個多言但非多語的社會（如圖一）（彭文正，

2005）。 

北京話               日本話               閩南話               客家話 

 

 

 

 

圖一：台灣光復初期多言非多語的關係 

註：虛線表無法溝通，實線表可溝通。 

 

經過 50 年的獨尊國語教育，日本話逐漸消失在台灣的主流語言社會中；由於

法令規定各機關學校限說國語、禁說方言，加上廣播電視方言節目的比例被嚴加限

制，導致台灣的本土語言文化喪失使用權、教育權與傳播權，也使得台灣人母語的

                                                   
1  原住民語言屬於僅能在族群內溝通的「言」，由於原住民語種類眾多，台灣語言社會嚴

格說起來應屬「雙語多言」，然而篇幅所限，本文僅侷限於探討客家話和台灣語言社會

中之前兩大主要語言—國語和閩南話間之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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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逐漸衰退（洪維仁，1992: 31；劉幼琍，1998）。在這五十年的國語教育環境

中，台灣社會大部分的人逐漸可以聽說國語，而閩南話和客家話在「野火燒不盡，

春風吹又生」的情境下，仍然斷續保存形成為一種次文化。近十年來，本土意識抬

頭，台灣第一大族群語閩南話得以積極推廣，在多種語言的自由流通下，大部分人

可以聽說國語和閩南話；至於客家話，則在三百年來歷經平埔話、閩南話、日本話

及北京話之影響，母語原音尚能勉為保留並傳承，直到近五十年來政治力介入，使

得 1970 年代以後出生的客家子弟，大多無法完整地說自己的母語（羅肇錦，1991: 

16-29）。近年來，客家意識逐漸抬頭，客家族群使用客家話的意願普遍提高，客

家話在客家庄中持續流通；台灣的語言社會伴隨民主發展，逐漸由一語獨大變成以

雙語單言為主的社會（如圖二）（彭文正，2005）。 

國語                          閩南語                          客家話 

 

 

 

 

 

圖二：雙語單言的溝通關係 

註：實線表示可溝通，虛線表無法溝通。 

 

從台灣語言社會發展的脈絡看來，台灣正朝向一個雙語但非雙言的社會發展

中，亦即在社會中大多數人都是國語、閩南話雙聲帶，只說國語或只說閩南話的人

逐漸稀少，大部分的人會不論場合自由混用兩種語言（黃宣範，1993: 15）。此

時，客家話成為邊陲化的方言趨勢將不可避免，亦即客家話既成為其他族群聽不懂

的方言，又無法像閩南話融入國語中成為雙語或新語言中的一部份，那麼客家話恐

將在幾個世代之後，逐漸失傳以至於凋零。 

依照語言間可跨族群間溝通的話為「語」，僅能在族群內流通無法跨越族群溝

通之話為「言」此一定義，台灣語言社會中國語、閩南話和客家話未來可能發展出

七種組合： 

一、 三語且三言：係指台灣絕大部分人都會說國、閩、客三種語言，而這三種語言

既會在族群內單獨使用，又會自然混用在不同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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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語但非三言：這種現象發生在社會中絕大多數人都是三聲帶，無論在任何場

合都會自然混合三種語言，而不會因地或因人單獨使用一種語言。 

三、 國、閩雙語又雙言，客為一言：係指社會上幾乎每個人都會說國語和閩南語，

且人們會選擇在不同的環境或和不同的人說其中一種語言，亦會視情況自然混

用兩種語言；但是客家話仍為一種族群內流通之方言，無法跨越族群或地域流

通。 

四、 國、閩雙語非雙言，客為一言：當國語和閩南語逐漸混合至幾乎每個人都會穿

插使用這兩種語言，且不會單獨完全使用其中一種語言；而客家話依舊是一種

僅在族群間流傳的方言。 

五、 國、客雙語又雙言，閩為一言：社會上幾乎每個人都會說國語和客家語，且人

們會選擇性的因地或因人只說其中一種語言，也可能會自然混用兩種語言；至

於閩南話則是一種只在閩南族群中流通的方言。 

六、 國、客雙語非雙言，閩為一言：人們自然地將國語和客家語混合使用，而不會

因人或因地單獨使用其中一種語言；至於閩南話，則是在閩南族群間流通的方

言。 

七、 閩、客為雙言非雙語，國為一語：係指社會上幾乎人人會說國語，但是閩南話

和客家話則只有在族群間流傳，其他人無法用這兩種語言相互溝通。 

在政策長期的介入下，台灣語言社會之主流語言已然定型，國語成為人人會說

聽的語言之趨勢，不易改變。然而，目前閩南話和客家話兩個方言，正在逐漸進行

質變和量變中。由於民主社會中的族群意識抬頭，閩南話的說聽人口正在跨越族群

持續增加中，而且有朝與國語混合形成雙語非雙言發展的趨勢；至於客家話則仍然

維持其方言化，並未跨出族群的藩籬，且亦面臨使用人口銳減的量變威脅。 

參、語言傳播的非媒體途徑分析 

人類學家認為，影響人類口語表達及反應的主要因素，來自於周遭文化環境之

影 響 ， 其 中 語 言 系 統 和 媒 介 使 用 、 社 會 文 化 、 教 育 及 生 長 背 景 息 息 相 關 

（Finnegan, 1998）；而教育學家則強調，學校教育環境對於語言表達能力及反應

具有決定性之影響力（Dewey, 1938）。除了媒體之外，家庭中使用的語言、學校

裡老師課堂上的語言、同學私底下溝通的語言以及在社交場合中的語言，都是語言

經驗形成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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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的語言傳播功能 

客家電視台於 2003 年所做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2父母親皆為客家人的受訪民

眾，只有 43.6% 在家主要語言為客家話，卻有高達 36.4% 主要使用語言為國語，

亦有 18.2% 使用閩南話為家中主要語言；在雙親皆為客家人的家庭中，尚且有過

半數家庭無法傳承客家話，客家話的傳承危機可見一斑。此外，父親為客家人，母

親為閩南人的家庭，僅有 15.8% 以客家話為家中主要語言，而母親為外省人的家

庭，則是完全以國語為家中主要語言。至於母親為客家人而父親為其他族群之家

庭，則完全沒有以客家話為家中主要語言者。從以上調查之數據觀之，希冀以客家

話作為「母語」在家中傳承的可能性，在當今國語和閩南話已逐漸形成雙語的大環

境中，更顯不易。 

根據洪鎌德（1997）的研究，台灣四大族群人口數約為：外省人（α）約 276

萬，閩南人（β）約 1610 萬，客家人（γ）約 368 萬，原住民（δ）約 46 萬。而

客家電視台 2003 年的「客家電視收視研究」調查資料顯示，3外省人主要使用國語

的人約佔 83%（ 11P ），使用閩南話的人佔 10.6%（ 12P ），使用客家話的人為 0%

（ 13P ），而使用原住民話及其他方言者的人約佔 6.4%（ 14P ）。閩南人使用國語

者為 33.7%（ 21P ），使用閩南話佔 65.8%（ 22P ），使用客家話佔 0.5%（ 23P ），

使用原住民話及其他方言者（ 24P ）為 0%。客家人使用國語者佔 51.2%（ 31P ），

使用閩南話者佔 16.3%（ 32P ），使用客家話佔 31.4%（ 33P ），使用原住民話及其

他方言者（ 34P ）者為 1.2%。原住民使用國語者佔 60%（ 41P ），使用閩南話者佔

20%（ 42P ），使用客家話者（ 43P ）為 0%，使用原住民話及其他方言或外國語者

20%（ 44P ）。 

假設未來台灣社會的語言發展沒有受到任何強制性的外力干預，則將以上調查

                                                   
2  客家電視台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3 年 7 月 15 日至 7 月 29 日，以分層

隨機抽樣方法，針對除了外島以外之全國十歲以上之民眾進行電話訪問，成功樣本共

1077 人，成功訪問率 67%。 
3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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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代入 Markov 的模型中4（轉引自黃宣範，1993：447-449），預估第二代即約

二十五年之後，台灣的語言人口將為國語人口佔 42.76%，閩南話人口佔 50.13%，

客家話人口佔 5.35%，原住民話或其他語言的使用人口佔 1.35%。5第三代，台灣語

言社會的分佈將呈現國語人口佔 56.18%，閩南話人口佔 38.94%，客家話人口佔

1.97%，原住民話或其他語言使用人口佔 2.90% 的局面。若其他因素皆不變，客家

話在第三代，亦即約五十年後，在台灣只有不到 2% 的人口會說客家話，其比例與

今天使用原住民話的總和人口比例（2%）相當。 

Markov 的模型中，係假設個人語言習慣及社會因素對個人使用語言的影響皆

不變的情況下，語言人口的分佈會依各語言使用之機率逐代呈等比級數發展，因此

可以據以推估若干世代後的語言分佈情形。然而，此模型中，忽略了影響力日益增

大的電子媒體語言使用對語言社會形成的影響力，並且忽略了雙語且雙言社會過渡

到雙語非雙言社會中第三種方言的角色，因此探討客家話的傳播模式應加入更多面

向的思考。 

筆者主張欲進一步探究台灣社會的語言結構發展趨勢，應從時間面及場域面分

析。其中大眾傳播媒體，特別是電視，做為一個反應社會文化即時層面的媒介，在

民主社會中扮演意見分佈的角色，應該成為研究語言演變的主要自變項，甚至成為

觀察單位（unit of observation）及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才是。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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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公式中第一代之人口數，係以 1997 年洪鎌德所調查之四大族群人口數為準，且假設四

大族群人口數之比例其後並無明顯變化；其後各世代 αβγδ 值，則是以使用該語言為主要

語言之人數帶入。 
5 問卷中將原住民語及其他語言歸為一類，因此此數據可能還包括中國各省份語言或其他

外國語言之使用者。 
6  欲 研 究 電 視 使 用 之 言 語 與 社 會 大 眾 使 用 語 言 習 慣 變 遷 之 關 連 性 ， 當 兼 顧 消 費 面

（consumption side）及產製面（production side）。換言之，客家電視節目產製過程及語

言使用之守門過程，都應該被視為重要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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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的語言傳播功能 

沒有政治力介入下的語言文化形成，通常是透過功能性決定語言使用的依據，

亦即人們會透過其觀察或直覺，在什麼場合、對什麼人或說什麼主題，而決定說何

種語言；而存在某種程度族群矛盾的台灣各族群間，彼此交流的語言選擇，更顯微

妙。沉默螺旋理論（ the spiral of silence）指出，人們因為害怕孤立（fear of 

isolation），會運用觀察週遭環境（monitor their social environment）和準統計

（quasi-statistics）的本能，觀察週遭的民意分佈，當發現自己的意見為主流意見 

(dominant) 或漸受歡迎（gaining ground）時，會更願意在公開場合表達意見；這種

趨勢會使那些認為自己意見為主流者更常公開表達，而自認為弱勢意見者則更為沉

默；這種沉默螺旋要在一些不畏懼主流表象的頑固份子（hardcore）發聲之後，才

有可能停止（e.g., Noelle-Neumann, 1974, 1984, 1985; Glynn & McLeod, 1984; Salmon 

& Neuwirth, 1990; Lasorsa, 1991; McDonald, Glynn, Kim & Ostman, 2003）。沉默螺

旋的現象，在牽涉到道德的議題或是爭議性高的議題，尤為明顯（Neolle-Neumann, 

1993）。 

主張媒體對於民意形成具有強大影響力的沉默螺旋理論在“Return to the 

Concept of Powerful Mass Media＂一文中將媒體的影響規模重新帶入強大效果模式

的論辯中。Noelle-Neumann（1974）主張在一個富爭議性的公共議題上，人們會對

於民意的分佈觀其風向；他們會試著去判定自己是否站在主流意見的一方，並且判

斷民意在未來發展中可能與他們所持意見一致的可能性。如果他們覺得自己是在少

數意見的這一邊，便會儘可能在公開場合中對於該議題保持沉默；或者是如果他們

覺得民意消長的方向正轉離他們的立場，他們也可能會漸漸緘默。這群人愈保持沉

默，愈會讓人覺得該種觀點不是主流，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也就愈發保持沉默，意見

的消長就像一個螺旋一樣，沉默一方的意見在公共場合中墜入旋渦漸漸式微。大眾

媒體在沉默螺旋中扮演的角色包括：（一）它形塑了哪一種是主流意見的印象；

（二）它形塑了哪一種意見正在增加的印象；（三）它形塑了哪一種意見可以在公

共場合說出而不會被孤立的印象。最後沉默螺旋造成的影響是，呈現在外的主流民

意其實只是較勇於表達的一方之意見，而多數人的民意也有可能在沉默螺旋中因為

緘默而被低估。 

在多語系的移民社會中，語言使用的選擇因素，除了使用語言的能力之外，還

會受到個人習性、階層位置、族群類屬以及宏觀社會的選擇與規範之影響，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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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了歷史發展、人口組成以及政治權力分配等結構因素的制約（蔡淑鈴，2001）。

宏觀社會的選擇與規範中牽涉到族群間社會權利的互動，而沉默螺旋理論中的個人

與群體互動關係或可類推至多語多言社會中語言選擇之微妙互動關係。 

以人口而論，客家人僅次於閩南人，為台灣社會之第二大族群，然而客家人在

公開場合，除了明確知道說話的對象也是熟諳客家話的人，否則不會主動說客家

話。客家人在一般場合中所感受到的「語言氣候」通常傾向於國語和閩南語，他們

會依本身對這兩種語言熟悉的程度以及揣度對方的語言習慣而擇其一開口，這其間

的心態除了語言實用性之外，亦存在著沉默螺旋理論中的害怕被孤立的因素，結果

往往導致兩個熟諳客家話的人捨棄了彼此熟悉的母語，而用第二語言交談的情境。

長此以往，客家話成了走不出家庭的方言，在公開場合中，客家話變成台灣目前逐

漸形成的雙語單言社會中的一種無法跨族群溝通的方言。 

無論是從 Markov 模型推估，或從台灣目前電視中呈現的語言趨勢觀之，客家

話想取代閩南話或國語成為雙語文化中的一種，幾乎是不可能的；欲成為三語又三

言的語言結構中的一環，也遙不可及；因為倘若無法成為一個族群內使用人口逐漸

增加的「言」，就不可能成為跨族群適用的「語」，依目前客家族群內使用客家話

比例不及 50% 的情形觀之，客家話使用人口呈現等比級數逐年遞減是可預測的趨

勢。 

三、學校的語言傳播功能 

從學校教育觀之，目前學校推行的母語教育對於客家話發展的意義，與其說是

教還不會說客家話的學童學會說客家話，不如說是讓已經在家中學會說客家話的學

童，有機會在特定的場合複習此一語言，對於開拓跨族群語言使用人口，將言變為

語之功能，助益有限。 

Moy, Domke & Stamn（2001）以牽涉到少數族裔的就學就業權究竟應立足點平

等或齊頭式平等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為測試議題，於 1998 年 10 月從

217 名問卷受測者中發現，年齡愈長，愈注意媒體的人，愈願意在公開場合表明他

們支持或反對平權法案的立場。此項研究亦發現，如果認為家人或同儕好友的立場

與自己一致時，會有愈強的意願公開表明自己的立場。其他研究亦指出，因為害怕

被孤立，人們選擇公開表達臆測的主流意見或選擇沉默，而其間的害怕被孤立意指

被圍繞在周圍的參考團體（reference groups）而非一般的泛泛大眾（Salmon & 

Kline, 1985; Kennamer, 1990; Glynn & Park, 1997）。同時用以做為公眾意見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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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見 氣 候 （ opinion climate ） 指 的 是 周 圍 的 參 考 團 體 而 未 必 是 社 會 民 意 

（Gonzenbach, 1992）。Noelle-Neumann（1995）將民意視為一種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民意能做為人們做決策或採取行動前獲得心理和諧狀態的一種參考指

標。 

對於國內學童而言，客家話在母語課堂上成為一個參考團體中的主流語言，相

較於在媒體和公共場合中幾乎無人使用的情形下，他們可能會因此較樂於說出在家

中學到的客家話，也使得客家話說得比國語或閩南話流利的學童們，彼此得以互相

視為參考團體，在私下溝通時，增加選擇使用客家話的可能，也因此使這些在家中

以客家話為主的學童，不再視客家話為除了在家中以外毫無用途的語言或者是代表

極弱勢者的少數語言，如此，客家話在沉默螺旋中下沉的速率有機會得以減緩。 

肆、客家電視的傳播功能 

在提及客家電視功能時，最容易被期待的是文化的形塑、保存及復興，然而媒

體的功能，當遠不止於此。Husband（2000）認為即使是肥皂劇或動畫等娛樂媒

體，也都隱含可能形塑信仰、價值與身份，且足以反映意識形態的要素；至於媒體

的新聞內容更是積極扮演著「再現」（representation）現實世界，框架世界大事，

反映利益與價值的特性。在主流語言已成型的台灣社會中，避免客家話的進一步被

邊緣化，有賴強勢媒體透過新聞、音樂、戲劇甚至廣告，去活化語言活力並增加其

曝光機會，以爭取位階之提昇，並且透過爭取詮釋權去確立文化主體性；另一方

面，從客家話在台灣的發展歷程中，透過政治力去建立客家公共論壇以及政治傳播

的參與，亦是不可或缺的手段。 

一、提昇語言位階 

透過政治力和傳播效應，無論是語或言皆會因使用的場域而被賦予代表不同正

式性、重要性或階段性的位階，例如法律制定的官方語言會使該語言在眾多語言中

地位被突顯，亦使得其他語言流為方言。此外，在多語或多言社會中，某些語言會

被形塑為代表高雅、邏輯、正式、嚴肅的「高階語言」，而某些則被認為是較非正

式、難登大雅之堂，甚至是粗俗的「低階語言」；如五四運動前，文言文是高階語

言，而白話文則是低階語言；在台灣，國語是高階語言，而客家話、閩南話是低階

語言（黃宣範，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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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因其同時兼具傳播影像及聲音之功能，成為媒體中最具語言影響力的載

具。於電視新聞中，各種語言出現於聲刺（sound bite）中之場域，標示出該等語言

之使用「常規」，如國語聲刺大量出現於政治場域之中，閩南語則多出自於市井小

民之口，客家話則偶爾出現在極少數的場合中，且必須配上文字字幕作輔助。這樣

的傳播慣性，即向雙語單言（或多言）之台灣社會，宣告國語為官方且高階之語

言，而閩南話為低階語言，客家話或原住民話為更低階之方言。 

此外，客家話常被視為是農業社會之語言，7乃因其語言創新性未獲普遍之共

識。即隨時代改變而產生的新詞彙，因未在大眾傳播媒體中流通而造成其「各自表

述」之扞格，其中科技名詞之說法未標準化，外來語究竟應音譯或意譯更是經常爭

議不休，此現象乃媒體語言功能缺乏之後遺症。 

客家電視做為台灣唯一客家話發音之電視頻道，可以藉由新聞中大量「創造」

或「統一」的新詞彙，使得該方言得以科學化與現代化。因為一個沒有與時俱進的

語言，將因其經不起時代考驗而語彙枯竭，終至消滅，或因其語彙未跟上時代而停

留在舊時代中，被視為是特定場域中使用之低階語言。 

客家電視透過報導新事物大量創造或更新語彙，得以使此方言能像國語、閩南

語一樣被廣泛應用於科技、時尚及國際的文化場域中，使其位階得以維持甚或提

昇。而客家電視在語言位階中的新使命則是藉由大量曝光之客家話節目，使其能由

難登大雅之堂之非正式語言，進階至具親和力、鄉土性之語言，進而有機會提昇至

具邏輯性、高雅而正式之高階語言。 

二、活化弱勢語言 

電子媒體，特別是電視，在文化形成過程中，扮演愈來愈重要的角色。電視中

經常使用的語言，除了有被形塑為比較高雅、正式的「高階語言」之外，也有族群

勢力消長的指標意涵。媒體在描述公共意見形成的沉默螺旋理論中，扮演三個角

色：（一）決定公共討論的議題；（二）提供觀眾議題的意見分佈；（三）提供意

見論述的依據和題材（Moy, Domke & Stamm, 2001）。電視中的主流語言易使觀眾

形成使用該語言者為強勢族群的認知，亦可能會根據電視中各語言使用的比例，自

                                                   
7  客家話分布的區域在桃、竹、苗及高、屏縣，係農業縣份。由於客家話並無文字，純粹

係日常生活之對話，因此與農業生活息息相關。至於新的工商社會語言詞彙，確實沒有

客家話的版本，因此行政院客委會及客家電視為此曾召開多次會議，正式將新詞彙統一

定義，以期跟上時代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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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推估各語言人口甚至各族裔人口的比例分佈。在行動上，亦有可能影響觀眾學習

或使用電視中普及的語言以追求較大的認同感。因此透過電視的傳播，不但可以創

造客家話的學習機會，亦可使客家話的使用者有更多的信心使用該語言，因而提昇

客家話的族群語言活力（ethno linguistic vitality），增進族群文化之認同，激發捍

衛母語的決心和行動，對弱勢文化的復興具有關鍵性的影響力（張學謙，2003）。 

客家電視可以扮演的另外一個積極功能，是在沉默螺旋中扮演修正意見氣候的

角色，亦即雖然客家話發音的電視節目只佔所有頻道總節目數的 1%，但是如果家

中的選台器經常定頻在客家頻道，可以在閱聽人，特別是初學語言的幼童之認知

中，塑造客家話亦為主流語言的印象。如此，除了可以加速其學習效果外，亦可強

化其學習動機，使客家話至少在新一代的學齡前成為基礎紮實的「言」，俟其在成

長過程中置身以國語、閩南語為主體的雙語社會中時，仍有機會與參考團體以客家

話對話。 

客語傳承在客觀條件上的困難，在於早期政治力的禁錮及通婚遷徙造成的文化

弱化，主觀條件上的不利因素則是腔調分歧造成傳播力量分散。目前在臺灣使用的

客家腔調依其使用人口多寡依序為：四縣、海陸、大埔、詔安、饒平。這五種腔調

間彼此溝通上尚且存在若干障礙，遑論初學者的無所適從了。客家電視【圓桌五士

打嘴鼓】節目刻意以五位與談人分持五種腔調的方式，讓五種言成為可以交流的

語。透過大眾傳播的力量，除了可以單獨強化各別方言的學習性與傳承性，亦可以

增加不同腔調使用者化「言」為「語」的可能性。 

台灣光復初期至今，北京話與閩南話互相交流，從雙言非雙語到雙語又雙言的

階段，而今有逐漸發展為雙語但非雙言的情境。其發展之途徑，如下圖三所示： 

 

雙語又雙言                雙語但非雙言 

 

 

 

 

 

雙言但非雙語 

圖三：北京話與閩南話間言語轉化關係（黃宣範，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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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話身處在逐漸形成雙語又雙言或雙語非雙言的社會中，其未來的發展勢必

難成為三語又三言的環境。可能性之一是透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媒體教育，在

有心傳承客家文化的客家人中完整保存為「言」，減緩語言流失的速率，並透過強

勢的電視媒體，讓部分客家話融入主流語言結構中成為「三語但非三言」的語言文

化中之一環（如圖四）。然而客家話在未來是否能成為主流新語言的部分元素，還

得視電視媒體中是否具有引進客家話的橋樑，諸如主持人、編劇、演員或意見領袖

而定。 

 

三語又三言                       三語但非三言 

 

 

 

 

雙語單言 

    

圖四：客家話在多言文化中的發展模式 

註：客家話刻正處於雙語單言中的單言角色，虛線箭頭表示不易形成的趨勢， 

        實線箭頭表示可能形成的趨勢，方框內代表影響因素。 

 

客家話在無特殊政治力或社會力的介入下，比較有可能的發展是透過客家電視

強化「語言氣候」，使客家話淪入沉默螺旋的速率減緩，並且透過政府或民間的力

量，使客家文化的保存得以系統化、機制化，使客家話成為保存完整的一個方言，

並伺機融入主流語言中成為一個語言要素。 

三、確立客家主體 

客家族群在台灣號稱第二大族群，其實卻是「虛像」（李喬，1993）。客家人

在中國歷史上從魏晉南北朝起有過五次大規模的遷徙，於明末清初第四次大遷徙之

際來到台灣，成為台灣大部分客家人的來台祖（王東，1998: 92-93）。在台灣的客

家人由南而北遷徙，部分再向東部發展，其中因為丘陵地謀生不易，轉向都會發展

的客家人迅速融入當地社群，以閩南語和國語為日常經商工作之主要語言，經過世

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 

客家電視 



‧廣播與電視‧  第二十八期  民97年6月 

‧14‧ 

代更迭，客家話逐漸失傳（羅肇錦，1993）。 

在 1993 年 7 月立法院通過廢除廣電法中限制方言的條例以前，台灣的媒體有

近四十年幾乎聽不見客家話，加上學校禁止說方言，大部分客籍父母親又未堅持在

家中保有母語，致使客家話嚴重失傳（梁榮茂，1993；羅肇錦，1994）。 

台灣客家母語運動的語藝歷程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以「開放合理與平

等的語言政策」為訴求，第二時期則是以「台灣話應包含客家話」為論述重點，第

三時期則以走上街頭呼籲政府「保育及傳承客家話及客家文化」，第四階段則是全

力推動客家話「公領域化」及積極建立「母語使用的主體性意識」（姜如珮，

2003）。 

直到 1988 年大規模的「還我母語」街頭運動，首度匯集台灣客家社會的各股

勢力，以社會運動模式，串連客家菁英進行實質抗爭。這個運動挑戰了國家控制體

制及被扭曲的社會規範，讓台灣社會開始面對多元族群及社會文化的多元化，更以

直接訴求換來了 1989 年 1 月 1 日上午 8 時開播的台視每週 30 分鐘以客家話發音的

節目【鄉親鄉情】（邱榮舉，1994）。1991 年 9 月 2 日起客家新聞在三台開播，

而到 2002 年 3 月 4 日公視推出了有史以來第一齣客家話連續劇【寒夜】，更進一

步確立客家發聲權的則是 2003 年 7 月 1 日，全頻道客家話發聲的「客家電視」誕

生。 

語言是體現一個族群特有的文化思維及維繫族群架構的主要表徵，從族群語言

與族群文化興衰之關聯性觀之，語言是文化最基礎之元素，而電視作為當前最具影

響力的傳播形式，自然也就成為傳承語言及文化最重要的工具（薛雲峰，2000: 

9）。透過全頻道客語播出，具有在電子媒體中界訂客家主體的功能，除了語言的

主體性之外，亦藉由客籍專業人才的主導，確立了客家文化及意象的「詮釋權」。

客語傳播與教學除了有文化延續及溝通的意義之外，亦有族群表徵確認的功能（羅

肇錦，1994）。在情感上，客家認同、族群危機意識、文化傳承使命則在部分客家

人心中形成了一種糾結而複雜的意識形態。客家族群對於文化與語言的斷層至為敏

感，亦對於長期被壓抑為一隱性族群懷有不滿情緒（蕭新煌，1999）。客家電視在

這樣的一個時空環境下誕生，被賦予肩負客家主體再現，傳承客家文化，滿足鄉親

期望以及重塑客家形象的多重使命（彭文正，2005）。陳清河與林佩君（2004）指

出客家電視台有別於一般商業及公共頻道之處，在於它扮演著「傳承推廣客家母

語，發揚客家文化，凝聚族群共識」等獨特角色。客家電視台的開播，亦被視為是

「弱勢族群獲得台灣主流社會支持，並建立其呈現集體情感、記憶、意志及文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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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機制的具體實踐」（巴蘇亞‧博伊哲努，2003）。 

四、詮釋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的面向包含了飲食、服飾、建築、信仰、音樂、歌謠、戲劇、美術及

禮俗等（曾喜城，1999）。客家菜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存留的印象大概僅止於「客家

小炒」和「薑絲大腸」，除此之外，不易區隔出客家菜的特色。其實客家飲食文化

與生活型態密切關聯，客家菜因此具有其「肥、鹹、酸」的特殊口味（姜如珮，

2003），經過客家電視 3 年多來播出的節目如【養生食堂】、【吃過客家庄】、

【鄉親逕鬧熱】、【客味食足】、【開心看客家】及【客家灶下】等有系統地介紹

客家美食，實有其「定義」、「整理」、及「宣傳」客家飲食文化之功能。 

台灣客家服飾中可以看到客家人儉省的民族性，衣服設計著重「需要性」而非

「裝飾性」，故大抵以藍色或黑色為主，並繼承中國漢族衣服特色，以「大襟衫鈕

扣在右邊，兩肩飾以白、黃（未婚）或黑色（已婚）」為特色（曾喜城，1999）。

客家電視中之【六堆客家風情】、【南方客家】、【庄頭庄尾客家情】節目中，不

時以服飾為主題，主持人及來賓入鏡時亦著傳統藍衫為主，實具有客家服飾推廣及

傳承之功能。 

台灣客家民宅承襲中國客家原鄉民宅「聚族而居」、「講究風水」、「設施齊

全」、「防禦性強」及「因勢建築」的特色（姜如珮，2003）。建築風格和生活形

態息息相關，其中也因遷徙來台之先後及形成區域之不同而有其差異。例如南部客

家盛行削竹為垣穿鑿屋，經濟情況較佳的北部則以磚石屋為流行。北部客家聚落多

散村，南部多集村圍籠屋，其中「夥房」文化又為研究客家生活飲食的一樣重要觀

察標的（曾喜城，1999）。客家電視中【我的故鄉】以介紹客家鄰里聚落生活為

主，【庄頭庄尾客家情】則是逐一介紹客家庄的生活型態；【六堆客家風情】及

【南方客家】，則為介紹台灣南部客家的代表。 

農業社會中的客家人平日辛勤農忙，如小調、平板、山歌仔、老山歌等，大都

是在田間工作時的即興創作及表演。而主要的娛樂活動大多與祭祀有關，包含布馬

陣、跑旱船、高蹺陣、打糌粑、殺豬公比賽等（曾逸昌，2003）。客家電視中【鬧

熱打擂臺】、【展寶逗鬧熱】以傳統山歌為主，【搖滾 High 客秀】、【Fun 客新

聲帶】以客家流行創作為主，結合傳統和現代的【台灣情客家歌】首創以主題為單

元之帶狀節目之先河，並為客家電視贏得 2005 年金鐘獎歌唱節目之入圍。客家傳

統戲曲從野台戲進到國家音樂廳，亦是客家文化近年來發揚光大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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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中面臨失傳危機的不只是語言，風俗亦是其一，包含敬祖、祭祀、典

章、文物在內的客家風俗，透過客家電視【六堆客家風情】、【南方客家】、【庄

頭庄尾客家情】、【我的故鄉】及【圓桌五士打嘴鼓】等節目，找來民俗專家和客

家耆老，有系統地論辯及整理民俗、典故，是維繫文化傳承的重要支柱。 

以客家為主題的劇情以往經常只是影集中的一個角色所發展出來的橋段而已。

2002 年公視推出史上第一齣客家話發音的連續劇【寒夜】，除了一集 200 萬的製

作費令業界刮目相看之外，跨越族群的收視觀眾群也使客家戲劇的影響力跨出重要

的一大步。2006 年客家電視更入圍 10 項金鐘獎，勝過絕大多數主流頻道，也確立

了客家電視在近百個頻道中的優質地位。其中單元劇【肉身蛾】更勇奪最佳迷你劇

集、迷你劇集最佳女配角及迷你劇集最佳編劇 3 座金鐘獎，對於成立只有 3 年的客

家電視不啻是一項極大的肯定，也讓客籍演員更願意現身投入客家劇的演出。目

前，以客家文化為主體的客家電視，更努力推出精緻大戲如【魯冰花】、【乙未戰

爭】等大手筆製作之客家戲劇，這個趨勢使得客家電視在語言傳承的功能上添增了

幾分樂觀的因素。 

五、化解語言衝突 

多族群社會的原始生態應為多元的語言、文化和風俗的綜合體，而外力的介入

則往往使該等生態之自然平衡遭到破壞，受到打壓或排擠的文化常成為社會衝突的

導火線，例如錫蘭在 1956 年通過《新哈利斯語言法案》（Sinhalese Language 

Act）引起塔米耳人與新哈利斯人間的暴亂，以及 1986 年比利時魯汶大學發生的

「語言暴動」等（黃宣範，1993: 51）。 

1972 年第一屆國大代表提議政府制定《國語推行法》，至 1983 年 4 月組成語

文法起草七人小組，以「切實推行國語，保持固有國字，以防簡防濫」為宗旨，著

手草擬《語文法》。其間，於 1975 年通過的《廣電法》更明訂北京話為唯一國

語，其他語言使用須逐年減少；1985 年 10 月，教育部《語文法》草案初稿明訂在

會議、公務、三人以上場合、各級學校以及大眾傳媒中，應以我國標準語文行之，

違反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易科 3 千元以上、1 萬元以下罰鍰，連續違反者得連續

處罰。1985 年 12 月，《語文法》正式公布，引起民意強大反彈，在省議會及立法

院中遭到黨外民代強烈抗爭，時任行政院長俞國華在強大的民意反對聲浪中決定中

止制定《語文法》，方平息了一場山雨欲來風滿樓的語文衝突風暴。1987 年 10 月

《客家風雲》雜誌創刊，揭櫫「發揚母語」之社會運動目標，促成第二年大規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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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我母語」街頭運動，運動中提出三項訴求：（一）立即每日推出客語電視新聞

及農漁業氣象；（二）修改廣電法對方言之限制條款為保障條款；（三）建立多元

化的新語言政策（黃宣範，1993: 53-56）。 

在客籍社會運動人士的持續抗爭下，1989 年 1 月台視首次播出純以客家話發

音的電視節目【鄉親鄉情】，每週一次，每次半小時。1991 年 9 月 2 日，3 家無線

電視台在每天中午增播 20 分鐘的客語新聞。2002 年 9 月公共電視播出【客家新聞

雜誌】，並於隔年 3 月推出第一部客家話發音的連續劇【寒夜】，將客家話帶入了

主流的連續劇時段。更進一步確立了客家發聲權的則是 2003 年 7 月 1 日，全頻道

客家話發聲的「客家電視」誕生。在台灣的多元文化中，得以搶佔一席文化的詮釋

權，亦在近百個電視頻道中，掙出一個專屬的語言頻道。這對長期遭到打壓的客家

語言文化而言，不啻是一個遲來的公義，也大大消弭了台灣社會中語言衝突的可能

性。 

六、建立公共論壇 

客家電視目前是台灣唯一可以覆蓋全國的客家公共媒體，因此其客家公共事務

論壇、參與客家政策制定、動員客家群眾，以及參與傳播機制等功能，成為客家族

群透過政治傳播參與政治，進而復興文化的最主要資源。 

在界定並形成公共議題上，客家相關之事件較難見諸於主流媒體，無法形成公

共論壇，因此，客家電視的一項重要政治傳播功能，在於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與議題建構（agenda building）。議題設定係指大眾傳播媒體在眾多國內外

發生的新聞事件中，篩選並形成特定的議題，因而影響了閱聽人對新聞議題重要性

的認知（McCombs & Shaw, 1972）。此外，Lang & Lang（1983）發現媒體的作用

不僅止於議題設定，還具有議題建構的功能，包括了（一）強調或突顯特定事件或

活動以形成話題；（二）塑造或賦予新聞多件特定意義以影響閱聽人；以及（三）

運用詞彙或次級符號的連結影響閱聽人的認知。 

在台灣的 12 個提供新聞報導的主流電視頻道中，客家事務相關的新聞或內容

在層層守門人機制中，要被篩選、採訪、製作、播出，已屬相當不易，遑論被突顯

或塑造成為一個議題在主流媒體中公開討論。客家電視因為具有客家議題的主導

性，不需要刻意遷就收視率去迎合主流媒體所關心的一般議題，因此，可以在新聞

中強調客家族群所關心的事物，包括族群的、地方性的、特殊產業的、與特定地理

環境相關之事件或話題，使這些話題被突顯進而形成議題。另一方面，客家電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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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運用談話性節目，專門探討客家公共事務，例如立委選區重新劃分對客家族群政

治參與生態變化之影響等，此類一向不被主流媒體重視卻左右客家族群政治參與的

重大議題，因此得以透過意見領袖在客家電視論壇中的討論而聚焦。 

七、參與傳播機制 

參與大眾傳播機制，對於弱勢族群得以將族群的特殊利益安插在社會體制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Mbaye 認為公民權和政治權是「本來就有的權利」（rights 

of），而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卻是「需要爭取的權利」（rights to）（Mbaye, 

1988）。 

客家電視的成立，即是弱勢族群爭取經濟權、社會權及文化權的一個例子。它

得以形成一個以族群利益為出發點的傳播平台，透過這個平台，弱勢族群得以結合

「需要爭取的權利」與「本來就有的權利」，對內凝聚族群共識並動員族群力量，

對外影響公權力之運作及公共利益之分配。雖然擁有媒體即可擁有發聲權，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要積極參與大眾傳播機制，仍然需要更努力地爭取才能達成。如果

只是強調多元存在，容易造成「齊頭式」的假平等，多元文化主義強調公領域中容

忍差異的重要性及給予弱勢社群合理的優惠參與權，包括政治參與、經濟參與及媒

體參與等（張錦華，1998）。 

主流媒體的形成，係經由收視率、營收狀況及影響力而被民意所認定。雖然它

的形成並非透過正式管道，但是卻具有一定程度的影響力，例如：官方的記者會邀

請對象、重大事件轉播及參與權、社會資源的分配及公會等類似組織的參與和主導

等。通常弱勢族群媒體雖具有法律或政府資助的保障，但仍無法躋身主流媒體之

列，常被政府、企業或社團有意無意地排除在邀請之列。 

因此，爭取到專屬的頻道，並不代表躋身主流頻道，可以享有完全的傳播參與

權。弱勢族群媒體仍需不斷地在人事權、資源分配權，及公共參與權上積極參與和

發聲。此外，弱勢族群必須積極爭取特殊代表權，使弱勢族群的利益得以被安插在

社會體制中，例如：在公共廣播的系統中，弱勢族群得以在管理高層及政策制定層

面擁有代表權，即是在多族群社會中保障弱勢族群而彰顯族群需求的一個途徑

（Husban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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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客家電視的轉機與危機 

由於缺乏建台的法源根據，客家電視從 2003 年 7 月 1 日開播以來，一直是以

「電視內容與勞務」為標的的政府採購案。換言之，「客家電視台」其實並不存

在。從 2003 年開播到 2005 年底，客家電視的內容是由得標廠商台灣電視公司及台

視文化公司負責提供，而 2006 年的客家電視則是由東森電視得標負責營運。這種

一年一標的架構，使得客家電視的經營層、中高階主管、政策方向、節目型態，甚

至基層人才都呈現高度的變動性（李旺台，2004），也留下了經驗無法傳承、政策

無法延續、品質難以管控、缺乏前瞻佈局，以及資源難以整合的難題。除此之外，

經費來源不穩定，必須經過客委會、行政院及立法院審查，往往節目開播在即，預

算卻遲遲未定，更因此造成沒有業者願意承接或契約到期新舊東家交接不順等種種

窘境（范振乾，2004）。 

這樣的困境直到 2007 年 1 月 1 日，公共電視、華視、客家電視、原住民電視

及宏觀電視合併成公共廣播集團，才出現結構性的轉機。這個結構性的轉機解決了

員工及製播單位變動帶來的斷層危機，也切斷了客家電視和行政院客委會的臍帶，

使媒體脫離政治桎梏，爭回自主權。 

然而從語言文化傳承的角度觀之，剛歷經轉機的客家電視卻在社會大眾對媒體

公共化期待大過於監督的縫隙下，出現了危機。 

就結構面觀之，由於少數族群媒體的存在勢必造成金錢、時間及頻道等資源的

支出，因此毫無條件或所圖的給予少數族裔充份的媒體近用權，不論在社會主義或

資本主義社會中，向來即非政府之必然（Riggins, 1992: 8）。雖然公共廣播集團的

前身－公共電視近年來逐漸走出行政體系，獨立於政府公部門外，然而在權力結構

中，仍然可視為是由主流族群文化主控的主體。 

衡諸世界各國的少數族群媒體其與政府或主流族群間的合作或共生關係，大致

上可分為五種模式（Riggins, 1992: 8-11）： 

（一） 整合模式（the integrationist model）：政府認知到補助少數媒體不會造成國

家的分裂，反倒可以將少數族群整合到主流社會中；而政府也可以扮演一個

行公益的角色，除了一方面有效掌控少數族群的動向，以免分離主義的發

生，進一步也可將少數族群文化整合至主流社會中，例如國營媒體以兩種以

上語言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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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模式（the economic model）：在許多國家中，少數族群除了文化弱勢之

外，大都面臨經濟上的問題。政府透過教育或經濟的補貼或保障，促使少數

族群得以提高社經地位。然而在強調經濟與教育的同時，往往忽略了少數族

群文化的復興，反倒是透過主流教育和社經模式，使少數族裔愈融入主流社

會，少數族群媒體相對起不了太大作用，結果其族群語言文化愈加速流失，

與多元的初衷背道而馳。 

（三） 區隔模式（the divisive model）：有些政府會巧妙地運用族群議題去維持或

製造某種程度的族群緊張甚或對立，以進一步施行其社會控制，遂行殖民主

義或地域政治。 

（四） 優先讓渡模式（the preemptive model）：先由國家出資設立電台再由少數民

族優先購買，建立專屬自己語言文化的族群媒體。然而並非所有少數族群媒

體都經得起商業化模式的考驗，因此是否能夠成功地民營化，最後還是得由

自由經濟的供需關係決定。 

（五） 馴化模式（the proselytism model）：政府或社團基於特殊目的設立少數族群

媒體，雖然語言上使用少數族群語言，然而媒介內容卻是以負載特殊之價值

或理念為目標。這樣的媒體固然可以達到語言傳承的目標，然而以長期的眼

光觀之，反倒會造成對少數文化保存的傷害。 

客家電視在台灣微妙的族群與政治關係中誕生，依循的是區隔模式與整合模式

的混合體，一方面掌握客家在選戰中關鍵少數的影響力，一方面也具有安撫客家族

群，避免語言衝突發生之雙重考量。然而這樣功能性的動機和任務，也將隨著客家

電視脫離行政院客委會管轄後淡出。 

從管理階層之位階角度觀之，客家電視目前處於被「納入」公廣集團，成為現

有結構之附屬單位的處境。這個跡象從最表面的編制職掌中，公共電視和華視為

「總經理制」，而客家、原住民和宏觀為「台長制」，可一窺端倪。曾經主管客家

電視業務的行政院客委會官員指出：「現今的公共電視法中，並未針對族群媒體有

架構性的規劃，客家電視納入公廣集團運作，在客家文化推廣的主體性上，似乎有

被稀釋和弱化之虞」（徐佳鈴，2007）。 

結構上的隸屬往往會逐漸演變成人事權和決策權的從屬關係，而由國語文化主

導的公共電視節目製作理念與本由草根性與地域性出發的客家文化是否能相容，不

無疑問。節目製作的方向將傳遞客家人的客家觀點？抑或是主流文化眼中的刻板印

象？還是主流文化欲「馴化」的價值觀？值得觀察。就主流媒體處理少數族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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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採取的銷聲匿跡（absence）、低度呈現（under-representation）或錯誤呈現

（misrepresentation）而言（Ter Wal, 2002；轉引自陳彥龍、劉幼琍，2006），前二

者尚可以量化方式評量監督；較令人憂心的是，棲身於主流文化架構下的客家文化

被「錯誤呈現」的可能性。 

在現實面上，少數族群媒體大都囿於經費資源短缺，鮮有媒體得以完全自製內

容，因此其中諸多節目委外製作。委外的節目製作群，經常由僅具有電視專長卻缺

乏文化專業或文化認同之一般電視人才擔綱，所製作的節目往往徒具客家話的形

式，卻缺乏客家文化的精神與意涵。因為經費限制，大量採用重製配音節目是另外

一個少數族群媒體面臨的隱憂，如【芝麻街】以格陵蘭語播出，客家電視台以客家

話配音播出連續劇【流氓教授】等。Riggins（1992）認為這種將主流文化中受歡迎

節目以少數族群語言配音播出的多文化混合（multicultural mix）現象，常會因為缺

乏自己觀點及文化經驗，讓少數媒體徒具形式而失去文化精髓。 

Riggins（1992: 3）的觀點是如果少數族群媒體無法有效實現族群凝聚及文化延

續的功能，則除了還能扮演社會控制及市場行銷的工具之外，並無多大意義。因此

他主張唯有使用自己的語言，透過自己的媒體，詮釋自己的觀點，三者缺一不可，

才是少數文化得以復興或存續的方法。 

陸、結語 

全世界一共有約 3 千至 4 千種語言，分布在 180 多個國家內，然而近半的語言

將在一個世紀內消失（Srivastava, 1990; Ross, 1991）。而台灣社會則正走在語言整

合的十字路口上，大部分人皆能聽得懂國語和閩南語，而且姑不論是否標準，大部

分人也都可以說國語和閩南語。國語和閩南語的整合，使得台灣語言社會傾向於因

對象而擇國、閩語其一使用的「雙語雙言」模式；同時因為政治場域和電視媒體的

大量混用國、閩二語，也使得閩南語已嵌入國語中形成許多不易替代的語彙，這種

現象亦使得不分對象混用國、閩語的「雙語非雙言」模式逐漸成形。在這個語言模

式的轉型期中，台灣第二大族群的語言─客家話在台灣語言社會中的定位，尤其值

得觀察。 

客家話可能發展的途徑，包括：（一）繼續其方言的性質且逐漸被邊緣化。按

Markov 的公式推估，50 年後台灣剩下不到 2% 的人口會說客家話；（二）以立法

保障，並透過媒體和教育強勢推廣母語教育，使客家話得以在族群內保留傳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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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雙語之外的一言；（三）透過媒體有計畫地系統性置入性行銷，將客家語彙植入

主流電視節目中，形成三語合一的元素。 

電視媒體作為當前傳播語言最具影響力的載具，扮演著少數族群語言活化不可

取代的關鍵角色。客家話在主流媒體中兼顧質與量的持續露出，將具有提昇其語言

位階的功能，也因此得以提昇客家族群的信心，凝聚客家族群的認同，並進而激發

挽救母語的行動與決心。 

在家庭教育中，孩童得以在學習語言的階段，經由電視認同母語的實用性，提

高其在家中使用母語的動機。父母親亦可由電視中學習客家新語彙，使客家話走出

農業社會語言模式，跟上時代的腳步。 

電視中的客家話呈現，具有協助客家話在台灣語言社會中標示其「主流地位」

之功能，亦可藉此提昇客家族群的信心，使客家人長期因為政治與族群間微妙關係

形成的隱形面貌得以顯化。透過電視無遠弗屆的傳播影響力，客家電視可以積極扮

演塑造「語言氣候」的功能，使客家話脫離弱勢方言的刻板印象，並且讓客家族群

願意在公共場合中自在地使用母語，也讓其他族群願意欣賞或學習該語言。透過家

庭教育的紮根、學校母語教育的參考團體功能以及大眾傳播媒體的氣候塑造，客家

話期能減緩「沉默螺旋」的速率，鞏固其「雙語一言」的地位，甚至有可能成為

「三語三言」或「三語非三言」的模式。 

客家電視雖然目前由獨立於行政體系的公共廣播集團負責營運，但由於經費來

自政府預算，且公廣集團畢竟仍然是以主流族群文化為主體所組成，經濟上的依附

和結構上的依附恐造成文化上的依附，此乃其面臨的一項重大隱憂。從自主性的角

度觀之，「優先讓渡模式」不失為客家電視保有獨立發展、挽救語言文化的一個途

徑，即由政府資助、公廣集團負責營運，協助客家電視度過過渡期之後，由客家族

群優先購買，轉型為商業化經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弱勢族群通常因為人數太少

或是分佈太過分散，無法吸引商業上需要的足夠觀眾群。衡諸世界各國的例子，經

濟規模太小導致的財源窘迫，常是弱勢族群普遍面臨的困境（Husband, 2000）。因

此，是否能夠成功地民營化，最後還是得由自由經濟的供需關係決定。 

此外，客家電視應當扮演更積極的角色，透過發聲權創造自主權及自治權，方

能抵抗被弱化或邊緣化的危機。客家電視可以從傳播議題中，特別區隔出客家公共

事務，並著重客家族群權利，及建立以客家為中心的政治經濟觀。Kymlicka 認為大

眾傳播媒體可以促進團體區別權（group-differentiated rights），其中包括自治權

（self-government right）、族群權利（polyethnic right）以及特殊代表權（special 



客家電視在多言文化中的傳播功能與挑戰 

‧23‧ 
 

representation right）（Kymlicka, 1995: 6-7）。Browne（1996）認為透過自治權方

能使弱勢族群在文化上得以抵抗強勢族群的價值與習俗，而這些行動得以落實，則

需要部分仰賴媒體政策，確保少數族群的媒體近用權。Husband（2000）更進一步

認為，少數族群迫切需要的，不僅是一個擁有自主權或自治權的傳播、政治和經濟

權力，更需要道德和法律的認同以及合法的機制去承認弱勢族群的「特別處境」與

「特別定位」。Downunt（1993）亦主張主流媒體因為具有強大的傳播功能，更應

透過立法，規範其對弱勢族群語言文化應擔負的責任。在台灣，客家族群的訴求與

原住民自治的訴求，在基本立場固有不同，但是在語言文化的傳播權上，包含使用

語言、詮釋文化及經營媒體在內的自治權，均是必須且迫切的。唯有如此，方能與

政治權力相輔相成，透過傳播權力，守望族群利益。 

在語言傳播與行銷的策略上，將客家話置入主流媒體節目中，是推廣少數語言

文化必須持續努力的途徑。唯有如此，方能跨越族群行銷客家語言及文化。非透過

此途徑，「三語三言」或「三語非三言」模式實不易達成。目前客家語言文化所面

臨的，是自 1960 年代以降，近四十年的政治力所造成的語言斷層與文化失傳危

機。倘若不透過系統性的刻意保留與復興，客家語言文化勢必在自然競爭中被淘

汰。其中，如何在多元文化中，藉由媒體的力量，在公共領域中掌握發聲權與政治

資源，將決定客家這樣的少數族群之語言與文化發展命運。Riggins（1992: 276）認

為少數族群媒體是文化復興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絕非萬靈丹，要挽救失傳的文化，

尚需關鍵性的人口、持續存在的機構以及政治影響力；在社會結構上，則需要能夠

認同多元文化主義的主流意識形態。一個語言的復興，絕非單一因素可成。本文雖

以客家電視為出發，但並未忽略其他結構因素對語言復興的關鍵性角色。如何在現

有的語言社會結構、意識形態和族群關係中，探討少數語言和結構性因素的互動關

係，是後續研究值得補強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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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agating Functions of Hakka TV  

in a Multi-Dialectical Culture 

Dennis Weng-Jeng Peng* 

ABSTRACT 

Taiwan has been in a society of bilingual and bi-dialectical, which 

means the group of Mandarin spoken and the group of Helo spoken both 

completely kept their complete dialects, and both users coul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either dialects. Hakka is a dialect which other groups can 

not use to communicate and is gradually waning. 

According to the speculation of Markov model for Language-

inheritance, it is estimated that Hakka language will get into scrapes as the 

Taiwanese aborigines nowadays after six to eight generations. Applying the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distribution, “Spiral of silence” to the patterns of 

Hakka language, Hakka TV can actively build a “language climate” to 

prevent Hakka from becoming a dialect of malfunction. Hakka can retard its 

speed of sinking into “Silent Spiral” with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reference groups in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opinion building of mass 

media. If Hakka TV popularizes well and the agency of Hakka cultural 

people and opinion leaders elaborates, Hakka can possibly prove to be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tri-lingual but not tri-dialectical” language cultur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minority culture, mother-tongue education, spiral of silence, 

Hakka TV, languag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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