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六堆地區客家性別刻板印象之研究 

  



屏東縣六堆地區客家性別刻板印象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探究六堆地區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研究採立意取樣的方式，以兩位老年客家

人、四位中生代客家人，以及校內客語班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參與者。本研究方法採訪談與文

件資料收集的方式，探尋其對於客家文化男女性別之觀點，最後以主題概念的方式呈現研究 

結果的觀念、角色行為及感受等，並經過三角校正檢閱信實度。 

本研究經資料收集、分析歸納後，其研究結論如下： 

一、客家文化男女有別的傳統觀念呼應著當時的時空背景，然而少子化的趨勢促成男女平等

的契機。 

二、個人的生長環境會影響其性別角色的觀念，勿以單一的價值觀對待相異的族群。 

三、老、中、少三代對於客家傳統性別角色的觀念相異，其中以少年人的性平觀念最淡薄。 

 

關鍵字：性別刻板印象、性別角色、族群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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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一、普羅大眾對於客家人的性別角色之迷思 

某次健康老師（C 老師）分享了一則新聞是關於客家人的刻板印象，新聞內容提及「某

位女網友和客家籍的男友交往超過一年半，她的家人卻堅持反對這門婚姻，理由之一竟然是

『他是客家人』」（神拉一筆，2017）。我們覺得這則新聞感到十分有趣，因為小均的爸爸就

是客家人，而她的媽媽是閩南人，但是她在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下長大。老師將我們班上的

同學分組討論這則新聞內容，我們發現班上的爸爸有些是客家籍，而有些媽媽是閩南籍，這

樣的家庭組合關係是和諧融洽的，於是我們將疑問保留並向客語老師（J 老師）請教，客語

老師也對這個議題感到十分有趣，直說：「現在什麼時代了？！還存在這樣不友善的性別迷

思啊！」另一位班導師（P 老師）說到：「我未來的兒媳婦是客家人喔。一般來說，客家籍

的女生是好的，例如勤奮、賢慧等；如果是男生的話，有些人不太能夠接受的。」P 老師的

說法呼應著一句諺語：「可以取客家媳婦，不要嫁作客家媳婦」。 

我們聽完 J 老師與 P 老師的想法之後，深感如果我是客家籍的男生，還真是被誤解的機

率很大耶！同時我們也對於一起上客語課的同學—小均、小紋、小甄、小芩、小棠、小茜，

他們對於男女生的看法感到好奇的，於是我們將這個性別議題一起團體討論，我們大多數沒

有聽過，但是都覺得深入了解挺有意思的。 

二、探究客家男女文化，洞察社會現象 

在上客語課的時候，J 老師娓娓道來客家人習俗「拜新丁」，「丁」這個字指的就是「男

丁」，源起於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之外，還有早期的社會是農業時代，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

來從事耕種。J 老師是長治鄉人，她提供身邊擁有的文史資料及豐沛的人脈資源，再加上我

們學校距離長治鄉不遠，以及長治鄉屬於六堆當中的前堆。適逢六堆三百年的慶典，長治鄉

亦舉辦相關的客家文化活動，讓大家更認識客家文化的內涵。另一方面，高樹鄉屬於六堆當

中的右堆，我們學校距離高樹鄉也不遠，有一些老師是客家人；另有一些學生的父親或母親

是客家人，所以 C 老師建議我們可以利用周遭的人脈資源進行更深入的性別研究，說不一

定將出現有趣的研究結果。我們聽完 J 老師與 C 老師的一番話之後，規劃先上網瞭解長治鄉

與高樹鄉的人口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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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網路上找尋到相關的資料為，長治鄉人口 29,410 人（屏東市戶政事務所，

2021）；大約 65.43%是客家人（屏東縣長治鄉公所，2021），而高樹鄉人口則為 23,681（屏東

市戶政事務所，2021）；大約 56%是客家人（屏東縣高樹鄉公所，2021），因此我們組成了一

個研究小隊決定深入訪談六堆地區之長治鄉與高樹鄉的客家人。 

C 老師則是憂心地提醒我們除了瞭解客家人口比例之外，鄉鎮的新生兒出生率數據亦值

得留意，她說：「屏東縣的客家鄉鎮新生兒出生率偏低，會是普羅大眾對於客家人的刻板印

象還存在著嗎？會不會導致不同的族群之間結婚意願不高呢？」我們聽完 C 老師的提問之

後，我們找到長治鄉與高樹鄉於 109 年的出生率分別為—長治鄉出生率為 4.14%；高樹鄉出

生率為 6.53%（屏東縣政府民政處，2021）。 

C 老師鼓勵我們對這個社會現象保持著好奇心與探索求知的態度，所以我們先從蒐集報

章雜誌開始，我們找到屏東縣政府於 2021 年 3 月 8 日婦女節特地結合六堆 300 年慶典，活

動內容是邀請婦女朋友走入客庄，從客家女性「四頭四尾」看見女力轉變，此活動目的是跳

脫客家婦女傳統框架與性別侷限，以促進提倡婦女權益和福利。此外，客家委員會亦重視性

別平等之推動，施行期程為 108~111 年，再加上聯合國推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之第五條（簡稱 CEDAW§5）：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

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承上述國際節日、國際公約、中央政府機關組織等，說明著客家文化中「性別議題」研

究之重要性，性別平等之精神為國際與國家之趨勢與政策，說明著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對於傳

統文化造成某些程度的衝擊。在未來少子化的浪潮之下，客家拜新丁活動勢必會面臨質疑和

挑戰。 

三、不同世代之間對於客家文化男女有別觀念之探尋 

我們預計訪問六堆地區老年（65 歲以上）、中年（45 歲~64 歲）、少年（12~19 歲）三代

對於客家文化男女有別的觀念存在著差異與否進行研究。我們上客語課的同學—小均、小

紋、小甄、小芩、小棠、小茜將進行團體討論，其他的訪談者採個別訪談。我們介紹團體討

論的訪談者背景資料為：校內客語班六年級學生共 5 女 1 男，其中 3 女是生長在閩客家庭；

另外 2 女 1 男是閩南家庭但是從二年級開始選修客語，追問其選修客語的原因係家長覺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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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客語是多一項能力，況且平常家裡會說閩南語，不必刻意在校內學習台語。 

 

貳、研究目的 

早期的客家女性有明顯的性別角色與定型任務：家務勞動（養育子女、伺奉公婆）、生

產勞動（耕田種地）等雙重任務，如同諺語所說：「耕田又耕埔，做到兩頭鳥（又要耕田又

要耕埔地，從早工作到晚上）」。於是我們提出三個研究目的分別如下所述： 

一、探究客家文化禮俗中男女有別所蘊含的文化意涵。 

二、探尋現在的客家人對於性別角色的觀念。 

三、探索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對於客家文化的性別角色之想法。 

 

參、研究過程 

    C 老師、P 老師、J 老師指導我們採文件分析與訪談法來完成研究，以下分別敘述文件

分析與訪談法的含意，並以表 1-1 呈現出訪談對象的基本資料；表 1-2 整理出訪談對象之訪

談日期、訪談方式及訪談地點，最後以圖 1-1 表示出研究流程。 

一、文件分析 

文件分析是透過組織的會議紀錄、出版品、公文、影片、大眾傳播媒體等各種與研究目

的相關的資料蒐集，謹慎鑑定資料之真實性與精確性後進行研究分析，以瞭解所欲探究的人

類思想、活動行為、社會變遷與發展的現象，而獲得結論的一種研究方法（鈕文英，

2014）。本研究藉由蒐集客家文化之相關資料，再以研究目的為主軸做系統性的整理及歸

納，進而瞭解及分析訪談對象對於客家文化性別觀念之想法。 

二、訪談法 

訪談法是能夠深入瞭解被研究者對事物的看法與認知的一種研究方法，並能釐清事件發

生的經歷與轉折之緣由，在雙向言語交流互動的方式下，探究研究主題發展的來龍去脈，並

還原與建構出事實的真相（鈕文英，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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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獲得文件資料外的深層思考性資訊，故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研究法來充實研究資

料的充足度，並補充文件資訊所未能完整表達的深刻觀點。透過訪談大綱（見附錄）的設

計，靈活應對訪談間的程序與過程，維持訪談的開放性與深度性。 

本研究藉由訪談曾經歷客家文化之相關人士，深入掌握其對於性別議題之心路歷程，以

及了解當前性別觀念之現況。 

表 1-1 列出受訪者相關的基本資料；表 1-2 標示出受訪的相關資訊。 

表 1-1               

訪談對象之基本資料一覽表 

代號  受訪者身分  性別    族籍    家庭背景 

A 

Y   

W 

GPA 

GPM 

SPA 

GD 

58 歲工友阿姨 

45 歲小學老師 

47 歲小學行政助理 

76 歲小茜阿公 

75 歲小茜阿嬤 

46 歲小茜父親 

校內客語班六年級學生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5 女 1 男 

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 

閩客家庭長

大、閩南人 

生於客家村莊 

生於客家村莊，配偶是閩南人 

生於客家村莊，獨子 

生於客家村莊 

生於客家村莊 

生於客家村莊，配偶是閩南人 

3 女是閩客家庭；2 女是閩南

家庭但是二年級選修客語；1

男是閩南家庭 

 

表 1-2                           

訪談對象之訪談日期、訪談方式及訪談地點整理表 

代號 訪談日期 訪談方式 訪談地點 

A1 20210310 親自面訪 視聽教室 

Y1 20210312 親自面訪 備課室 

WD2-20181020 20210312 親自面訪 備課室 

GPAT1-

20181027 

20210313 親自面訪 小茜長輩家 

GPMT1-

20181027 

20210313 親自面訪 小茜長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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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 20210312 親自面訪 小茜家 

GD 20210318 親自面訪 會議室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肆、研究結果 

一、客家文化禮俗中男女有別所蘊含的文化意涵 

早期六堆地區經濟條件普遍不佳，生活困頓，又從事勞動的農耕，必須加倍努力耕種才

足以維生，所以養成勤勞節儉的性格，培養出客家人最主要的精神即是「勤勞」。客家先民

其本身固執保守的天性，再加上其所居住的地方，大多聚集於山區，由於交通不便等種種因

素，使臺灣的客家族群漸漸趨向於孤立狀態，因而產生一種特殊的特性。 

以下將文獻資料整理分類成三大類，探究男女性別隱含著不對等的關係如下： 

  （一）婚姻 

      1.祈子，生子的祭祖：生男孩才依倫序命名；女嬰不能在祠堂貼名、生女嬰不請客。

對於女嬰的命名，除了以「妹」字命名之外，還要肩負著招引下一胎生男的命名，是故常以

「招娣、順娣、來娣」為女嬰命名，希望第二胎生個男嬰。 

受訪者 A 說道其母親有傳宗接代的壓力，如果是女孩子也會取名隱含著下一胎是男嬰的期

屏東縣六堆地區客家性別刻板印象之研究 

擬定研究計畫 

資料蒐集 

綜合分析 

撰寫論文 

訪談與文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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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否則最後丈夫是可以一夫多妻。 

 

我們家前面五個女生，第六個才是兒子，全部都是命名男孩子的名字，例如：朝

陽、照明……像我阿公就跟我媽說：「如果你再不生兒子，就要準備娶小老婆。

（20210310A） 

校內客語班訪談者言語中透露出，早期重男輕女的觀念很強勢，差點因為弱勢的性別而

被迫骨肉分離，所幸其母親將她辛苦養育成人。 

某一位大人的婆婆很重男輕女，所以她小時候差點被送走，結果她的媽媽堅持將她

養育成人。（20210318GD） 

     2.有句客家諺語：「轉妹家，害自家。」由此得知，舊時的客家社會是極不贊成媳婦回

娘家的。 

     3.「新丁」客家語指新添的男丁，而「新丁粄（龜粄，烏龜造型的粄食）」即為慶賀新

添男丁的糯米糕點。其中歷史最悠久，規模最盛大、典儀最完整、文物保存最好的則屬於佳

冬鄉的新春集福拜新丁了。六堆人在「新春作福」時順便拜新丁，除了感謝神明庇佑也藉此

稟告祖先一番，同時祈求上天賜福家中每年都添新丁。 

訪談者 A 述說著，拜新丁活動是給男孩子的儀式，每年十月舉行，稱之為還福。 

生兒子才有〜每年十月有拜新丁的活動會做「粄子」—新丁粄，類似米糕的形狀，

我們這裡稱之為「還福」。（20210310A） 

俗話說：「正月十三日，開燈添丁日」，因此農曆正月十三稱為「添丁日」、「開丁日」、

「另燈日」。以前凡是在這一年家中生了男丁的人家，必須買一對新的燈籠懸掛於祖堂第二

個樑（燈樑）上並叫做「添燈」、「慶燈」，點燈則表示燈火旺，希望來年依然多生貴子。 

從以上生子的節慶開始，我們不難發現客家人渴望男丁、金孫滿堂的期待，女生似乎比

較不能夠迎合當時的社會氛圍，亦常不允許探望娘家的親人。女性從出生、婚姻到生子有著

重重的枷鎖與限制是當時女性的真實寫照。 

（二）喪葬 

 1.女孩不能上石碑，例如父母的墓碑上，下款只刻「子」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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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1.六堆客家地區流傳著婆婆不可幫媳婦洗月事內衣物的習俗；先生平時也是忌諱清潔

女人的衣物，更何況是污穢的月事內衣。 

    2.加上客家人生性保守的個性，對懷孕之事自然低調不敢張揚—婦女在懷孕時都以寬大

的衣飾來掩飾其微隆的腹部，對於女人生產之事更是羞於啟齒，並穿上黑色的生子裙來遮

羞。 

3.家頭教尾、灶頭鍋尾、針頭線尾、田頭地尾，總稱為「四頭四尾」道盡客家婦女經典

的角色形象—負擔家計的角色、傳宗接代的角色、張羅家務事的角色、教養持家的角色。 

二、現在的客家人對於性別角色的觀念 

「客家人家庭長大，老一輩重男輕女超級誇張，女兒不是人啊！」、「客家人非常重男輕

女，兒子可以當家裡的寶，甚至家族的寶，女兒是負責打掃家務事就好，講話的分量比男生

還不如，我爸媽皆是客家人，重男輕女在我爸媽家族中都有。」（神拉一筆，2017）。我們對

上則新聞感到好奇並提出我們的疑問—現在的客家人還很看重男女有別嗎？於是我們訪談了

兩位七十多歲的老一輩客家人、四位中生代客家人，瞭解當下客家人對於性別角色的看法。 

受訪者客家籍阿公說，很難將男女生該做的事情劃清界線，因為以他的家庭經濟能力來

說，年長的姊姊們都必須外出賺錢養家，所以家裡只剩下他一個人只好他負責煮飯。 

有些東西呀要怎麼說呢，很難說，不是男孩子有的可以做有的不能做，因家境不一

樣，就以我們家來說，你們的姑姑早早就出去賺錢了，啊只剩我在家裡，那煮三餐

只有我一個人煮。（20210313GPA） 

受訪者客家籍阿嬤說，以前的女生若是家境不好也是必須外出工作的。 

以前的女性也可以在外工作，可以啊怎麼會不可以。（20210313GPM） 

 另一位中生代的客家女性受訪者表示，她的阿嬤因為曾經留學日本，所以觀念比較

開放，她覺得男女生都一樣好，主要是妳有沒有把孩子教好。 

我阿嬤覺得生男生女生一樣好，阿嬤也是客家人，但是有到日本留學 ，所以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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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她的觀念會比較新，她覺得男生女生ㄧ樣好，那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把他教好。

（20210312Y） 

她繼續表示著，現在的老一輩對於重男輕女的觀念漸漸地改變中，原因是他們和年輕人

互動，不像早期再堅持重男輕女的念頭了，再加上新聞媒體的報導，多少也對他們洗腦觀

念，以致於目前在家裡我很少聽聞男女有別的說法了。 

我覺得老一輩也有在慢慢更改重男輕女的觀念，以前可能對這個議題他們會很堅

持，可是現在年輕人多了，他也跟年輕人有互動，然後還有一些電視、媒體的報

導，我覺得他們也會受影響，所以我身邊比我爸爸還要再老一輩的、長一輩的，他

們不會再去堅持之前，這種觀念已經很少在我們家族裡面聽到了。（20210312Y） 

後來一位中生代的客家男性補充說明，他的媽媽前面兩胎都是女嬰，後來是受到身邊的

人鼓勵再拚一下男嬰，於是才有了他的誕生。他感受到家庭氣氛因為他的性別而有了不一

樣，他的上一代還是有重男輕女的想法，然而到了他這一代男女有別逐漸淡化。 

我家是生了兩個女生之後，第三個是男生，就是我，所以我媽媽的地位很像有有提高一

點，本來就是她生了兩個女生之後，就說不想再生了，旁邊的人就是鼓勵再生一個、再

拼拼看，不一定是男生，所以又再拼了，結果成功了，成功了之後，整個家族的氣氛就

有不太一樣，所以重男輕女的觀念還是有，就是我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比較重，然後

到我們中生代以後，重男輕女的觀念也越來越少了。（20210312W） 

中生代的客家女性受訪者緊接著表示，如果女性是外省人，她原本就比較不受到客家傳

統觀念的影響，嫁入客家家庭影響就會比較少，那倘若女生能夠經濟自給自足的話，對於公

婆的服從性就會比較低，勇於做自己。 

女生是外省人嫁給客家人，比較不會有客家傳統文化的束縛，如果女生的經濟能力

好，就不太會理睬公婆的規定，做自己。（20210310A） 

 綜合上述，現在的客家人之男女有別的觀念是不一樣的，中生代以後很少還抱持著此觀

念，那老一輩人家還有鄰居街坊或多或少還會有重男輕女的想法，但是他們是會受到整體大

環境與新聞媒體影響的，改變的風氣形成中。 

三、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對於客家文化的性別角色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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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接受訪談的中生代客家男女性均認為，客家男生比較節儉；客家女生表達的意見比

較不會受到重視，乃致於現在重男輕女的觀念也比較淡化了。 

重男輕女的觀念比較淡薄了，我也會認同客家男孩子比較節儉，女生要表達的意見

都不會被接受被忽略。（20210312W）我也是這麼覺得。（20210312Y） 

 另一位中生代客家男性則說，女生在傳統客家文化裡是比較辛苦的，外加另一半比較懶

散的話，那麼男生會顯出大男人的感覺，女生遵從男生的指令。 

粗壯的工作當然是男生來做，然後一些對外的工作是男生來發號司令。可是女孩子

就是要接受男性的指揮叫他做什麼就做什麼，所以女生在傳統客家裡面是比較困苦

的，就是從早到晚都有事做。那男生假如他本身比較懶一點，他就可以像大男人一

樣，他不需要去做事。（20210312SPA） 

校內客語班兩位高年級客家女學生說到，她們感受到阿公對她們很好，沒有差別待遇，

不會因為她們有哥哥或弟弟就偏心。提到家事也是男女分工。 

阿公不會重男輕女，因為我們家都是女生，我姑姑和伯父、我爸爸是最小的，我姑姑的

小孩全部都是女生，阿公也對我們很好。（20210318GD）我阿嬤對我跟弟弟也很好都沒有差

別待遇。（20210318GD）家事是我和哥哥分擔一半。（20210318GD） 

 接下來，校內客語班兩位高年級客家女學生表示，未來認識客家籍異性時，她們會抱持

開放先認識再說的態度，不會抱持先入為主的觀念。 

我會抱持著開放的態度，先認識看看再說，像我媽就是挺自由的。（20210318GD） 

老師講關於客家男性的特質當然會擔心啊，不過會想先去認識看一看再做決定。

（20210318GD） 

 校內客語班一位高年級客家女學生提到，她看到比較多的客家女生是負責處理抹擂茶和

搗麻糬的。 

我看過很多影片，基本上我看到的都是女生在用客家擂茶和麻糬比較多。

（20210318GD） 

綜合以上，校內客語班高年級學生感受到老年人、中年人給予他們的疼愛、祖孫情、親

情是好的經驗，未來的新生兒在性別上的尊卑越來越式微，倒是中年人仍然感受到家庭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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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還是傾向男性有較多的話語權。 

 

 

伍、討論 

一、應該破除客家傳統習俗中隱含重男輕女的觀念嗎？ 

曾彩金（2015）指出，少子化使得新丁人數銳減，地方耆老最擔心的是「作福」活動不

曉得什麼時候會中斷，是故有些人建議新生的女孩稱之為「新葉」、「新枝」亦可參加此活

動，唯因耆老們反對變革此傳統而作罷。 

近年來女權受重視，有些地區生女兒可參加拜新丁活動，例如臺中東勢拜新丁的祭

祀活動，不限於男丁，更多了女娃粉紅色的千金粄，這個趨勢潮流和我們訪談所得到的

結果相似，如訪談資料佳冬有擺女孩子的新丁，是用桃子做的。（20210312W）  

    受訪者表示，少子化之下，誕生的新生兒就是喜事，大家很少區分是男的抑或是女的。 

之前有生男生要做新丁粄，女孩子以前比較少，甚至都沒有，現在不管生男的生女

的，大家都很高興，只要有生就很高興了，生幾個都很高興，現在的社會要生三個

已經很少了， 大家也沒有那麼執著一定要男的了。（20210312W） 

長治鄉德協村只剩一位新丁，為了使新丁祭數百年的傳統一直延續，所以佳冬鄉已經開

始嘗試著於傳承一百四十四年的拜新丁習俗中，讓新生的女嬰加入新丁祭活動並取名為「新

枝燈」，男嬰以新丁粄祭祀，女嬰則是放置新枝粄，製作的原料或許相同，但是意義卻大不

同，從傳統重男觀念中突破，踏出落實男女平權重要的一步（潘成旺，2021）；內埔鄉則是

兩年讓女嬰參加新丁粄活動。 

受訪者表示，現在有蠻多新時代的客家人，講究事情男女平等，彼此互相，沒有一定是

誰應該做或不做。 

其實男生女生要互相，不是說該誰要做該誰要做，所以現在還是有蠻多的新時代客

家人，就是說有事都要先交易講求男女平等。（20210312SPA） 

他接著表示，客家人在宣傳性別平等進步很大，從以前男性為天到現在男女平等，算是

有重大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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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客家人在宣傳上算是進步蠻大的，為什麼呢？因為以前是男為天嘛，啊現在

是大家互相平等所以是進步蠻大的。（20210312SPA） 

以上說明著，客家傳統文化新丁祭活動受到少子化影響，男性參加的比例逐年降低，為

了不讓此項傳統習俗失傳，有越來越多讓女嬰參加的開放性對話與討論出現，固然在變革的

過程中可能遭遇來自老一輩傳統觀念的阻力，但是我們可以借助媒體宣導以及其他鄉鎮成功

的案例，化阻力為助力，傳統文化習俗依然在時代變遷之下得以保存。 

 

 

陸、結論 

一、客家文化男女有別的傳統觀念呼應著當時的時空背景，然而少子化的趨勢促成男女平等

的契機。 

     首要是少子化的洪流促成檢視新丁祭活動的機會，因而發想出新燈或新枝來表示女

嬰，創造出另外的粉紅商機；另一方面則是客家女生的經濟能力提升，促進社會階級的流

動，亦促進女性自我實現的願望。此兩項因素讓我們重新省思客家文化中男女平權的開頭，

以符合未來的時代趨勢。 

二、個人的生長環境會影響其性別角色的觀念，勿以單一的價值觀對待相異的族群。 

    個人的因素起源於和家境、族群別等有關，我們在和客家人相處時，盡量抱持開放樂觀

的心胸，瞭解其過去的生長環境、時空背景等，切勿帶著先入為主的觀念歧視不同的族群。 

三、老、中、少三代對於客家傳統性別角色的觀念相異，其中以少年人的性平觀念最淡薄。 

    老一輩因為有接受教育、和年輕人人際互動、新聞報導等，其實老年人的觀念在改變

中；中生代自身沒有太多男女有別的觀念，但是自身曾遭遇過或見聞過重男輕女的經歷；少

年人幾乎沒有重男輕女的念頭，得到來自長輩的關愛是男女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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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錄 

屏東縣六堆地區客家性別刻板印象之研究 

訪談大綱---校內客語班高年級學生（少年人） 

 看完以下的新聞報導，說一說你的想法是什麼呢？ 

 分享一下你經歷過或聽過的客家文化性別角色有哪些呢？ 

 回憶一下曾經參與過的客家文化活動有關性別角色的嗎？ 

 

訪縣談大綱---客家老年人、中年人 

 您以傳統客家女性的身份，分享對客家文化中認識的性別角色是什麼呢？ 

 您以傳統客家男性的身份，分享對客家文化中認識的性別角色是什麼呢？ 

 您以新時代客家女性的身份，分享跳脫客家文化中傳統的性別角色是什麼呢？ 

 您以新時代客家男性的身份，分享跳脫客家文化中傳統的性別角色是什麼呢？ 

 您對於未來逐漸推廣具有性別平等精神之客家文化禮俗儀典的看法是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