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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讀日誌



本報告係接受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壹、前言： 

本校為醫護專科學校，以博雅涵養、關懷感恩的教學理念，培育

莘莘學子。因此本校學生除了具備專業智能之外，也應具有人文素養

、仁愛精神，學習發揮所長，，並關懷弱勢，以求日後能服務、回饋

社會。並且為了增進就業優勢，本校課程亦重視學生多元語文能力。

因此，醫護客語及有關客語課程是本校發展的重要特色課程之一。 

本校位於龍潭地區，傍山踞陵，風景優美，毗鄰之中壢、平鎮、

龍潭、楊梅、關西、新埔、芎林等地皆為客家方言區。更有不少學生

來自桃、竹、苗等客家地區，往後在地就業發展，客語能力必是增加

學生自我條件的利器。在標榜多元文化學習的今日，醫護專業如能通

過地方人文知識結合社區語言文化，加強學生的鄉土語言能力，當能

適應學生未來就業的需求。本校從醫護客語課程開設以來，積極推動

客家文化之傳承與發揚，並將發展客家文化列入中長程發展計畫，作

為本校特色，以充實多元文化的學習。 

 

 

 

 

 

 

 

 

 



貳、105 年醫護客語計劃書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申請計畫書 

一、基本資料： 

二、經費需求明細表： 

三、主要研究人力： 

請依照「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等類別

之順序分別填寫。 

類 別 姓名 
服務系所/

中心 
職稱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

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 每週平均投入  

工作時數比率 (%)  

主持人 劉醇鑫 
新生醫專 

通識中心 副教授 授課教師 20% 

協同主持人 劉勝權 
新生醫專 

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授課教師 20% 

協同主持人 何石松 
新生醫專 

通識中心 

兼任 

副教授 
授課教師 20% 

※註：每週平均投入工作時數比率係填寫每人每週平均投入本計畫工作時數占

其每週全部工作時間之比率，以百分比表示（例如：50%即表示該研究人員每

週投入本計畫研究工作之時數占其每週全部工時之百分五十）。 

 

四、研究人力費： 

（一） 類別/級別欄請依專任助理(含碩士、學士、三專、五(二)專及高中職)、

兼任助理(含博士生、碩士生、大專學生、講師及助教)及臨時工等填

寫。 

（二） 專任助理及兼任助理之每月工作酬金標準，不得超過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之規定。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五、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 

（一）凡執行研究計畫所需之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均可填入本表內。 

（二）說明欄請就該項目之規格、用途等相關資料詳細填寫，以利審查。 

（三）若申請單位有配合款，請於備註欄註明。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六、整合型研究計畫項目及重點說明：（總計畫及子計畫之主持人均需填入） 

無 

 

七、研究計畫摘要：(請就本計畫要點作一概述，並依本計畫性質自訂關鍵詞。) 

對生長的土地及人事物有基本的了解，是教育及學習最根本也是重要的課程。

台灣雖分四大族群，但其實是一體的，不論閩客，都有「有唐山公，無唐山婆」的

諺語，即有來自大陸的男人，而沒有來自大陸的女人，說明先人渡海來台之艱辛和

困難。各族群彼此通婚的現象非常普通，可謂一家人。加以新住民人口不斷增加，

各族群交流、溝通是日復一日不斷進行著。客家族群是本國人口第二多的族群，認

識客家之重要性自不待言。本計畫即本著認識多元文化，從醫護的角度出發來推廣

客家話，落實客語無障礙政策，期使客語活化與復甦，期能讓多元族群的孩子從客

家語言、習俗、歷史等文化來了解客家，並學習客語，作為良性的互動，以助於語

言文化的傳承及族群的和諧，其教學目標如下： 

1、 學習客家語言與文化，了解語言與社會文化的互動，尤其是醫院護理師、醫生

及病人的簡易看病；食衣住行等的對話。 

2、 能拼讀客語音標，且對基本之客語語法與詞彙有所認識。 

3、 能用客語表達醫護有關之詞彙及簡單之會話，促進醫病溝通以培養良好的醫病

關係，減少病患的恐懼與擔憂，提升醫護的品質。 

4、 希望透過本課程的啟發，鼓勵學生參與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以取得證照，進而

增強學生的職場競爭力。 

5、 透過客家地區參訪，實地了解客家族群的民情風俗及特色。 

八、研究計畫內容： 

（一）醫護客語課程計畫之背景、目的、重要性  

還我母語運動自 1988 年以降，已然超過二十五年，客家研究也隨之蓬勃展

開。各大學在重視客家母語、振興客家文化之時代氛圍下都已紛紛廣設客家學系

所、開設客家研究課程。然內容雖包羅萬象，但對於瀕臨消失的客家話課程似乎

著墨不多。因此，對客委會所揭示客語無障礙空間的推展，還有許多可努力的空

間。要知道，客家語言為客家文化之靈魂，讓客語生活化，促進族群平等，和諧

溝通，並落實在各個生活層面上，客家文化之推廣才深具意義。面對我國社會的

高齡化、少子化，許多新的醫學技術不斷進步，提供了民眾高品質服務，但對於

語言上的溝通，似乎付之闕如，本校為培養護理師的專校之一，又地處客家庄，

對於行政院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新客家運動――活力客家庄，再現客家」中

的「客家語言復甦及傳播」有責無旁貸的義務。因此，培養醫護人員的客語能力

，使其能與病患作無障礙的溝通，不只造福病人，也傳承語言文化，是本校開設

醫護客語的目的。同時，自 103學年度起，本校護理科醫護客語改為必修科目。



104 年上下學期共開 14 班醫護客語課，105 年上下學期亦開設 15 班醫護客語課

程。 

 

（二）進行步驟 

工作項目 105.01 105.02 105.03 105.04 105.05 105.06 105.07 105.08 105.09 105.10 105.11 

1.預備工

作—聯繫

講師、考

察參訪地

點 

           

        

2.課程 
           

        

3.結案報

告 

           

  

 

（三）詳細執行進度  

因為本課程為醫護與客語的結合，進而了解客家文化，所以從生活醫護出發

，舉凡日常應對、醫護相關用語，例如人體五官、診療病史等詞彙與會話希望都

能有基本的介紹，以能做無障礙溝通，傳承文化、復甦客語為目標。除了醫護相

關的基本知識介紹以外，對於客家族群之語言、文學、民俗、歌謠、建築的各種

內涵，若時間允許將循序安插於課堂介紹之。另外，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為

求豐富本計畫課程，讓學生能親炙客家文化的魅力，上下學期分別會安排一次客

庄參訪，並請專家學者導覽。各週上課進度如下表： 

 

週 次 單 元 主 題 備 註 

一 
醫護客語課程簡介 

1.客語音韻與拼音練習（一） 

 

二 
2.客語音韻與拼音練習（二） 

常用問候語的詞彙 

 

三 
3.客語音韻與拼音練習（三） 

常用問候語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四 
4.客語音韻與拼音練習（四） 

常用問候語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五 
5.客語音韻與拼音練習（五） 

常用問候語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六 
6.客語音韻與拼音練習（六） 

人體器官詞彙 

 

七 
7.客語音韻與拼音練習（七） 

門診常用語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客庄參訪 

八 8.門診常用語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九 9.期中考  

十 10.門診常用語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十一 11.病人基本資料詢問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十二 12.病人基本資料詢問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十三 13.病人基本資料詢問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十四 14.現在、過去病史詢問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十五 15.現在、過去病史詢問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十六 16.現在、過去病史詢問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十七 17.家族史的詞彙與會話練習  

十八 18.期末考  

 

（四）預期成效 

1、提升醫護客語以至於客語生活的認識，結合家庭、社會、學校，提供學習

客語的環境空間，對於落實客委會客語生活化，客語無障礙空間的政策，

將會有初步的成效。 

2、本課程計畫透過授課討論、影片欣賞、客庄參訪等活動，使學生樂意親近

客家，講客家話，讓學生對客家語言及文化有深刻的認識。 

3、鼓勵學生參加客語認證考試。利用哈客網路學院，參加闖關活動，欣賞客

家歌謠、戲劇，蒐集網路客家資料等方式，學習客語，使客語復甦。並增

加學生就業之競爭力。 

 

（五）重要參考文獻 

本醫護客語課程即將邁入第三年實施，至今仍為初步嘗試、建構基本背景知

識的階段，故除以醫護常用之客語自編為教材之外，另外參考有關客家研究有利

於客語學習的教材，如古國順等所編的《客語發音學》為參考教科書。每年檢討

更新，俾利授課教師自我成長。 

1.《客語發音學》為古國順、何石松、劉醇鑫三人合編學習客語發音之最佳教科

書之一，內容有緒論、聲母、韻母、聲調、語音變化、多音字及綜合練習，

包含 25課的內容、練習，並附有四縣、海陸的光碟，便於初學者學習。除此

之外，還有古國順主編的《臺灣客語概論》，可以參考學習。 

2.《醫護客語》劉醇鑫、林淑貞合編。本書特為本校新研發之新課程，有助於醫

護同學學習醫護客語及文化，以提升醫護照護品質。正符合本計畫實施所需

。 



3.《初級客語講義》賴文英著，該書作者從事客語研究暨教學多年，有相當深厚

的客語教研經歷。本書係作者融合多元單元設計並結合傳統與現代概念所設

計之客家語文教科書。方便客語入門者學習。 

 

九、近三年內執行本會補助之研究計畫 

參、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一） 正式醫護客語課程： 

總共十八週，分別有教學大綱及教學進度，著重學生醫護客語語

言能力之培養及對醫療文化的重視。 

正式課程雖名之曰醫護客語，但學生大多不是客家人，即使是客

家人，亦多不會客語，故仍須從生活基本詞彙、醫護醫病相關之基本

詞彙、簡單會話等敎起，如「恁會早！」、「承蒙你，恁仔細」、「肚屎

還會痛無？」、「氣色當好，當有精神。、「正來尞」等敎起，並著重

常用的會話。 

為了使客語教育能後續發展，下課後也能自學，因此，在課程方

面也敎授音標，採用客委會所舉辦認證考試使用的台灣客語音標，可

以用最簡易、有效的方式學習客語。 

除了傳授醫護醫病關係常用的詞彙、對話以外，也介紹客家語

文、歷史民俗、童謠歌曲、飲食等各方面的文化，充實授課內容。所

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除了課堂講授，亦鼓勵學生走進客庄，期末



可進行分組報告。 

為了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課堂上也會挑選適當的以客語發音為主

的電影或單元劇播放，藉由影音的聲光以及戲劇效果，吸引學生從中

學習客家話。 

期中期末考試，除了筆試以外也都考口試，使學生能實際的從口

中說出客話，達到能粗通客語的能力，在與病人溝通時，能夠聽懂病

患、家屬的問題，本身也能基本清楚的表達。（二）客庄參訪 

新生醫專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悅讀青山綠水 領略客家風情】 

苗栗一日遊活動實施要點 

 

一、 活動宗旨： 

為了增進本校學生對多元文化的重視，以及對弱勢族群語言文化

的尊重與關懷，特辦理苗栗一日文化知性參訪活動。希望透過對客家

族群之飲食、生活習慣及居住環境，有實際之接觸經驗與體認，以培

養師生的人文素養，提升其欣賞與溝通能力，進而服務社會，顯現出

新生人特有的「關懷、感恩、智慧」的特質。 

 

二、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以護理科 5N309-314班為主)。 

 

三、 活動日期：105年 5月 28日（星期六）上午 8:00~下午 16:00。 

 

四、活動地點：苗栗獅頭山、獅潭老街。 

 



五、活動特色： 

獅山地區擁有豐富人文風情，在如今的古蹟古物古廟中都留下不

可磨滅的見證，獅頭山原廟群為人文遊憩據點的主軸，獅頭至獅尾總

共有十一座寺廟，由前山至後山依序為饒益院、輔天宮、勸化堂、舍

利洞、開善寺、元光寺(獅巖洞)、海會庵、靈霞洞、金剛寺、萬佛庵

、水濂洞(梵音寺)，形成一個環山步道，步道隨著山勢高低起伏，沿

途古木蒼蔭、青山綠林，在那青石板的步道上，是禮佛觀景與登山的

好去處，獅頭至獅尾全長單趟約 5公里。 

獅潭老街又稱新店老街，位於獅潭鄉新店村、獅潭市區，省道台

3線、縣道 124線終點旁。早期的新店街的精華區不是現在的「市中

心」，而是從獅潭國小前的廖屋，南行到大東勢口兩側最熱鬧，當年

的店面仍是木造為主，是日本制式建築。民房則以土确牆（泥磚壁）

、編筴泥牆（屏仔壁）為多，屋頂蓋竹片。光復後除了鄉公所之外，

農會、衛生所、民眾服務站，分駐所先後興建，雜貨店也應運而生，

新店市中心才轉移到現址，而成為獅潭鄉唯一有街道最熱鬧的地方。

獅潭老街毗鄰仙山風景區、鳴鳳古道及錫隘古道等風景遊憩區，是踏

青尋幽訪勝的好去處，也是客家先民開發山區，構成客家聚落的代表

。 

 

四、 報名地點：行政大樓二樓通識中心。 

 

五、 活動行程： 

07：40 ― 07：50  中壢後火車站集合出發 

08：30 ― 08：40  學校行政大樓集合出發 

08：40 ― 09：30  桃園—苗栗田美獅頭山車程 

09：30 ― 11：00  獅頭山勸化堂 

11：00 ― 12：00  蓬萊溪護魚步道 



12：00 ― 13：00  午餐〈仙山自由用餐〉 

13：00 ― 14：00  仙山登高望遠 

14：00 ― 16：00  獅潭老街巡禮〈義民廟、馬偕傳教遺址、賞魚步

道〉   

16：00 ―         賦歸 

 

導覽解說：姜信淇校長   0928602571 

 

 

 

 

 

 

 

 

 

 

 

 

 

 

 

 

  

 

 

 

 

 

 

 

圖一 

【參訪活動-蓬萊溪護漁步道】 

 

圖二 

【客家參訪活動-獅潭老街】 

 

圖三 

【參訪活動-馬偕問診處】 

 

圖四 

【參訪活動-獅頭山】 

 



 
 

新生醫專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悅讀青山綠水 領略客家風情】 

新埔、關西一日遊活動實施要點 

 

一、活動宗旨： 

為了增進本校學生對多元文化的重視，以及對弱勢族群語言文化

的尊重與關懷，特辦理新埔、關西一日文化知性參訪活動。希望透過

對客家族群之生活飲食、宗教信仰及建築居住環境等，有實際之接觸

經驗與體認，以培養師生的人文素養，提升其欣賞與溝通能力，進而

服務社會，顯現出新生人特有的「關懷、感恩、智慧」的特質。 

二、參加對象：本校學生(以護理科 5N301-7班為主)。 

三、活動日期：105年 10月 12日（星期三）上午 8:00~下午 16:00。 

四、活動地點：新埔、關西。 

五、報名地點：行政大樓二樓通識教育中心。 

六、活動行程：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內容特色 

07:50~08:20 集合出發  

08:20~08:50 龍潭→新埔  
08:50~09:50 新埔味衛佳柿餅加工廠 客家特色產業 

10:00~10:50 新埔劉氏雙堂屋 客家傳統民宅建築 

11:00~11:40 
新埔褒忠亭（義民廟） 義民廟歷史背景與建

築特色 

12:00~13:00 午餐〈客家美食粄條套餐〉  

13:20~14:20 
關西農會仙草加工廠 客家特色產業.仙草凍

DIY 

14:30~14:50 關西東安古橋 傳統拱橋建築技術 

15:00~16:00 關西錦泰觀光茶廠 傳統製茶設備與技術 

16:00~ 賦歸  
導覽解說：姜信淇   0928602571 

    



 

 

 

 

 

 

 

 

 

 

 

 

 

 

 

 

 

 

 

 

圖五 

【客家參訪活動-柿餅工廠】 

 

圖六 

【客家參訪活動-雙堂屋後】 

 

圖七 

【客家參訪活動-義民廟前】 

 

圖八 

【客家參訪活動-仙草 DIY】 

 



 
 

 

 



 

二、預算支用情形 

肆、檢討與建議： 

一、 成果效益： 

1、 本計畫自執行以來，許多未諳客語學生，均能從簡單的客語

如「大家好」、「恁會早」、「正來尞」等基本生活用語，再漸

進入醫護詞彙及簡易對話，對已諳客語學生來說，則更具親

切感，而能愉快學習，效果良好。 

2、 透過醫護客語課程的內容，可以學習到醫病之間基本的醫療

對話，做簡單的客語溝通，對只諳客語的病患，不僅可增進

醫病關係，更將有心理上的醫療效果。 

3、 由於醫護客語課程的開設，並進而加強客家文化的推廣，並

與本校其他單位配合，推廣中心亦辦理客語能力認證班，電

梯亦增加客語播音，增進客語及多元文化的氛圍，使師生漸

漸認識客家文化，同時鼓勵同學參加客語認證。 

4、 為了傳承與推廣客家文化，本校自九十八年八月一日起，正

式成立客家研究中心，並購置客家書籍，以提供師生閱讀、

研究之用，頗獲好評。 

5、 透過本課程將使學生了解多元語文的價值，學習博雅、關懷

、感恩、尊重的精神，以及飲水思源傳承文化，並使本校成

為具有醫護客語特色的學校。 



 
 

6、 醫護客語課程，本年度維持必修科目 15 班。該課程已在本校

生根，並影響其他科系。目前視光科已開設有視光客語，口

腔衛生科、醫護保健行銷科亦即將開設。客語不時充滿校園

，經常可聽聞學生以客語向老師問好。對客語活化校園、客

語生活化等目標，已取得初步成果。 

7、 為配合客語推動，學校並舉辦班際台灣歌謠比賽，以客語為

指定歌曲，共計 25 班參加。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1、經費部分因參訪保險費有調整，所以未將預算之金額核銷完。 

2、校外參訪預期能有 60 人以上學生參與，然礙於辦理時間訂於週

六假日，學生多有外務而報名不夠踴躍。105 學年第一學期嘗試

於週三辦理，參加學生可請公假，已初見成效，參加者較踴躍。 

 

三、建議事項： 

1、希望繼續提供補助下一年度之醫護客語課程之實施計畫。 

2、請  貴會贈送影音書籍出版品，以充實教材及閱讀內容。特別

是配合課堂放映電影或單元劇之需，希望  貴會能提供適宜之

補助出版品，或者有相關出版品之訊息能夠不吝提供。 

3、為增強客語能見度，宜透過戲劇音樂廣為傳承，建議  貴會能



 
 

拍攝系列客家微電影，行銷客家流行音樂、傳統建築、精緻飲

食、民俗活動、語言文學等，必有風行之效。 

 

伍、結論： 

1、本校因地緣關係，是全國所有大專護理學校中少數開設醫護客

語課程者。目前課程正在進行，修課學生無論是否為客籍子弟

，都能從課堂中習得一些有關醫護的會話和詞彙，對於日後醫

護專業的發揮定能有所幫助。 

2、根據許多從醫院實習回來的師生發現，在醫院第一線能與病患

用客語溝通的護理師不多，需加強基本客語能力，且極為迫切

。若能加強第一線護理師之客語能力，對醫病關係之增進，在

地子弟之就業及長期發展，皆有正面之助益。 

3、影片欣賞課程的安排，在於增進本校同學對於客家的音樂、文

學、飲食、信仰文化等多面向的了解，增進同學對多元文化的

尊重，對促進族群的和諧有極大的助益。 

4、透過客庄的參訪，使同學深入的了解客家的傳統建築、美食、

民俗等風土民情，以拓寬視野，充實通識教育的內涵。總之，

語文課程重在長時間的潛移默化，日積月累漸漸呈現效果。醫

護客語課程若能長期實施，使本校學子在校期間皆有機會接觸

、聽聞客家語言，就客語傳承而言必有正面效益。



 

陸、附件 

【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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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參與名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