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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記憶、傳統與歷史 

科大衛* 

摘 要 

此篇短文意在思考個人如何可以講述關於家鄉的記憶、傳統和歷史。關

係到個人對記憶享有的特權、挪用傳統的權利與參與建構歷史的需要等問

題。提出了為何一個對「家鄉」有特權的人，能夠讓他人也可以知道他/她對

「家鄉」的認識。本文認為，讓局外人了解局內人對家鄉的感情，能夠擴大

局內人對「家鄉」的視野，因此，也將他/她們的地方史融合到更廣闊的歷史

之內。即使家鄉的景觀隨時間而改變，更加廣闊的觀點有助對家鄉的見地和

記憶的持續。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偉倫歷史學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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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home: memory, tradition and history 

David Faure* 

ABSTRACT 

This short paper reflects on how one might speak about memories, traditions 
and the history of one’s hometown or village. I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privilege 
of memory, the right of appropriating tradition and the need for participation in 
constructing history. It asks how a person who has privileged access to “home” 
might be able to convey his or her knowledge of it to other persons. It argues that 
the ability to convey the sense of home to outsiders expands the insider’s vista of 
“home”, thereby blending his or her local history into more extensive histories. 
The broader view allows insights into one’s hometown or village that will allow 
memories to persist even as the visible landscape changes with time. 

 
 
 
 

 
  

                                                 
* Wei Lun Research Professor of History,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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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記憶、傳統與歷史 

非常感謝李明仁教授給我這個機會，跟大家討論地方社會的幾個概念。

我剛才一進來的時候，黃英哲先生恰好在講嘉義人說嘉義事。他講到了「家

鄉」，令我想到，我們很多人都會對「家鄉」有概念。如黃先生一樣，我們

會說，「這是我自己的家鄉」。這不一定是你出生的地方。尤其當你上了年   

紀，「家鄉」很多時候是在你生命裡面有重要事情發生過、聯繫到你的記憶

的那個地方。剛才黃先生就想到以前的書店，以前嘉義的樣子。「家鄉」根

植在我們的記憶中，聯繫到感情的自我。 

但是不止記憶。我們談到「家鄉」，很多時候談到傳統。學過歷史的人

都知道，傳統不是不變的東西。但是好像你和你家鄉的傳統總是有一種比較

密切的關係。因為家鄉的傳統，是你的傳統，你可以改變它。作為外面的人，

包括置身于田野的學者，都沒有這個權利。他們不能代替你去認定你的傳統

是什麼樣子，但是，你卻可以認為和選擇哪個傳統對你的家鄉有什麼意義和

要怎樣將它改變。你是家鄉的人，有這個權利去改變傳統，所以那才是你的

傳統。 

但是，還有第三回事，就是「我的歷史」。我談到我的家鄉會浮現的那

段記憶，我想到我的傳統所聯繫到我要怎麼幹的問題，我還是多少會受到這

個歷史的影響。 

我家鄉的歷史，恐怕就不只包括我一個人的記憶，而是我們某一群人認

為我們經歷過什麼事。當然，有一部份是想像的，它不一定是真的發生過。

到這一步就開始有一些麻煩了。因為我們大家都在一個相信或不相信的層面

來建構歷史，我們大概會在我的傳統還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另外一個大的傳統

裡面的傳統來建構。我們會想到我們是不是一個國家的一部分這一類的問

題。於是，歷史已經不只是我的傳統，於是，我的發言權就不只是我一個人

的，也不只我家鄉那一群人。當我需要聯想到別人的時候，這個範圍就變得

更大了。黃先生一邊講，我一邊強烈地感覺到這一點。非常感謝黃先生精彩

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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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研究者，我們需要明白大家對家鄉的興趣。大概大家都會接受這一

句好像很自然的話。但是，我需要說清楚歷史學者為什麼需要明白大家對家

鄉的興趣。理由是，因為我們做歷史研究的人，要面對研究家鄉歷史的人。

歷史研究這個專業傳統裡面有幾條是與我們剛才講的研究家鄉歷史的目的

相違背的。我們課本裡面講的歷史，都是從國家、大傳統出發的。「國家控

制」，大家都聽過的：為什麼地方沒有動亂，因為國家有控制，為什麼會有

動亂，因為國家不能控制。要找一本書來代表的話，就是蕭公權先生那本書

1
把它規範化了。這個表述不理會你有沒有對家鄉的記憶、傳統和歷史描述的

參與。在「國家控制」歷史觀下，我們都是被動者。當然，這是個不能接受

的結論。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剛才談那個與個人想像、生命體驗相關的

家鄉概念，跟國家控制是兩碼事。 

另外一點，剛才森正夫先生也說的非常清楚，我們六十幾歲的人都有一

段時期相當嚮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解釋。要瞭解，不管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都受到它的影響。馬克思的階級社會理論，可以很靈活地把階級連到地

域思想、人的概念，也可以連到我們剛才講的那一類的家鄉的概念。但是也

有很多粗略的階級概念，以一個機械性的，單純從控制財產、生產關係出發

的角度，把社會進行機械性的分化。如此，就好像森正夫先生所說，地域都

沒有了，遑論家鄉。我們也需要跳出機械性的對階級的概念，然後才可以講

到家鄉。 

我再把事情複雜化一點。正如，剛才黃先生是嘉義人跟嘉義人在講家鄉

一樣，我的家鄉是怎麼樣，因為包括很多感情和很多記憶，可以引起我家鄉

其他人的共鳴。但是我們很多時候要跟不是我家鄉的人講到我的家鄉，可能

就有一點問題了。假如，我跟大家講我的家鄉--香港，在座大概只有陳繼堯

先生會跟我有共鳴。如何向外人講家鄉，就有這個問題。所以，我想借這個

機會談談，長期以來，我讀臺灣歷史面對的困難。 

                                                 
1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張皓, 張升譯, 《中國鄉村 : 論 19 世紀紀的帝國控制》,台北

市: 聯經,  2014. 



我的家鄉：記憶、傳統與歷史 

23 

臺灣學者寫的文章，我真的是很用功去讀了，但是感覺非常難讀。原因

在哪裡呢？不是文章寫得不好，而是寫得太好。他們都非常用功，寫得很細

緻。但是沒讀兩句話，就有一個地點——我不知道在哪裡。這樣的文章很難

讀下去，你不能緊黏著每句話都找找地圖。我們假如要跟一個不是我家鄉的

人去講我的家鄉，我就要想到既然他/她不瞭解我家鄉，我總需要說一點話

令他/她比較容易掌握我家鄉的情況。我對我很多研究臺灣史的好朋友說，

臺灣史是太重要了，不應該就是只留在臺灣。臺灣之外，很多人都對臺灣史

有興趣，但是都感覺臺灣史很難讀懂。臺灣史寫給臺灣人讀，沒有不對，只

是對於我們這些不是來自臺灣的人就辛苦了。我們求求你們，有空的時候寫

一點外人也明白的可以不可以？ 

在這裡，我想提議思考我們要怎樣跟家鄉以外的人去討論我的家鄉。起

碼有一個切入點：他/她們也有家鄉，那還是能跟你有共鳴。但是，你要連繫

到他/她的家鄉，也需要明白，他們/她們怎麼思考家鄉。比如，我若要跟大

家講香港的傳統，我也需要明白，在臺灣你們也有你們的傳統，然後考慮，

在這個自己可以控制的傳統裡面，我們有哪些角度是有共鳴的，哪些地方是

相通的。其實我們做的研究，很大部分是從這個角度進入。我跟一群有共同

研究興趣的朋友現在掛了一個叫歷史人類學的招牌，基本上還是做地方上的

研究。但是地方上的研究不是停留在地方層面，而是要利用地方上的研究去

面對其他問題。然後會發現，我，作為一個外面的人，當我跑到中國大陸，

或臺灣，或者其它我不認識的地方，怎樣才能進入研究。 

我們讀書人，有一個壞習慣，就是我們都通過讀書看世界，以致忘記了

歷史上大部分時間、大部分人不是寫書的。當你跑去農村，你可能會要求當

地人寫個歷史給你。哪裡有這一回事！就是沒有，他們以前就是不懂得寫。

假如你跑去農村，堅持要村民拿一份文本出來，根據文本你講到的都是懂得

寫字的那一群人的歷史，不是大部分人的歷史。但是，若學者可以拋開只聚

焦文字文本的局限，會發現，很多人卻都非常習慣把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傳

統表演出來。表演很多時候連到宗教的活動，比如，拜神的時候怎麼跟神建

立一個關係。這個過程中，我就可以按照我認為是我傳統的方式來做。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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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我們有某一套做這一回事的辦法，平常我們就簡單地將它歸類為「禮

儀」。禮儀就是這個事情是應該怎麼做的。「應該怎麼做」這個概念對研究者

有一個好處，因為這個東西應該這樣做你就不要改，既然不要改，你就盡量

一直做下去。當然，不等於實際上它沒有改。所以你去看一個禮儀的時候是

甚麼樣子的呢？某一個時候用了這一套，到某一個時候，需要改，它沒有删

除舊的一層，而是把新的疊加在上面。 

我們香港現在結婚很奇怪的，先跑去教堂那邊做了儀式，然後回家換下

婚紗，再穿了個一身紅去吃晚飯。幹嘛要做兩次呢？不是結了兩次婚？你明

白嗎，以前就只做一次，但是教堂婚禮引入後，新人不會因為做了教堂的儀

式就缺了那個紅的，於是多做一次。假如有機會慢慢討論，那兩個儀式裡面

也不止一次，其實，我們每一次婚禮若細細拆分來看是結了很多次的。為什

麼現在那麼多離婚，大概就是這一套禮儀沒做好。禮儀做得好，神才保佑我

們，保佑了以後才可以白頭到老。但是，我們現在都是按照中西合璧的結婚

進行的，這個儀式要加上去，那個儀式也要加上去，這個手續都沒有做好，

難怪離婚多了！可是，這樣做婚禮的行為對於我們這些研究歷史的人就很有

用了，我們的訓練就是去注意某一套的禮儀，在哪個地方它是重疊了，每一

次疊加都有一個歷史的過程。當地人沒有把這個東西用文字寫出來給我看，

但是卻做了出來給我看。我們去看儀式的時候，就好像讀一本書一樣，我們

都是這樣去瞭解沒有文字的人的世界，這是我們其中一個辦法。 

現在可以回去討論怎麼樣跟我家鄉以外的人講我的家鄉了。一、我瞭解

他/她們也有家鄉，也有傳統，也會修改傳統，禮儀也會重疊的。二、我們的

共同經歷為我們提供一個共同的語言，然後我也可以用這個語言與他/她們

討論我家鄉的記憶、傳統和歷史。三、我知道我的歷史不只是我的傳統和記

憶。與你討論我的歷史就是邀請你參與和我共同建構一個比我家鄉更大的歷

史。需要你瞭解我家鄉的歷史，我也需要瞭解你也有你的歷史，歷史人類學

的出發點，就是建基在這個互相尊重的概念上。 

我 怕的一個問題就是當我們做了某一個地方的歷史研究，做報告的時

候，人家舉手問，請問你這個東西有沒有代表性？這個問題 難回答。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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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了這一個地點，我哪裡知道它有沒有代表性，我要研究多很多其他的

例子我才知道它有沒有代表性。我們的出發點，不是考慮我研究過的那個地

方是否能代表我沒有研究過的地方，而是從我研究過的地方，產生一些概念，

一些問題，可以在我沒有研究過的地方提出來。我家鄉給我的靈感，不是把

我困在家鄉內，而是應該幫助我理解其他人的家鄉。理解其他人的家鄉後，

回頭看我的家鄉，世界變得更大。我們在家鄉出發的時候，還是農村社會，

傳統還是從農村過來。從大城市回來，可以看到香港、臺灣都經歷過類似的

殖民地、工業發展的經驗。從這一方面，我的家鄉香港，和你的家鄉臺灣有

很多共同話語，我可以介紹我家鄉。 

我稍作歸納。我懂得怎麼去跟別人講我家鄉的經驗，對我有甚麼好處？

我相信，我們過了幾十年回到家鄉，你說不變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歷史時

期，幾十年之間沒有變化。家鄉一直在改變，但是我還可以一方面用我內心

的情感瞭解家鄉，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我外面的眼光來觀察我的家鄉。你以為

那個地方變了嗎，我今天還是能看到幾十年前曾見到過的家鄉情景。所以，

我不是很支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的事情。沒有保存遺產這一回事，沒有不

把它改變的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另外一回事，它有它的道理，它的好壞，

但它不會替我保存我的家鄉。我的家鄉 後是在這裡，在我的腦海裡面的。

謝謝大家。 

對談： 

我們在香港， 近有些朋友也常提出來我們要保存非遺那一類的事。我

都跟他們開玩笑，我說，好像有一樣非遺非常值得保存，但大家都沒去保存，

就是讀書。現在大學裡面學生都不讀書了，所以我們應該找一些讀書的非遺

傳承人，讓傳下去的歷史裏起碼還有一些懂得讀書的學生。但是大家不能接

受讀書作為非遺，所以我就非常肯定，討論非遺的朋友，早就有個大家也沒

這好好討論過的框框。但是，不以非遺去保存讀書起碼有一個好處，去保存

它一定會改變它。文化需要發展，不是保存，我的道理是這個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