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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台灣經濟的發展與社會變遷迅速，年輕人需有多項技能，在校期

間若能參與客家社團，不僅從中學習組織運用、人際關係、處事態度

等，對客家文化的認識會更深刻。 

    由於客家常受其它強勢文化的排擠、同化，已喪失傳承的生態環

境，逐漸產生隱形、萎縮現象，發生了 「意義的危機」， 引發現代

客家人族群認同的危機。可喜的是︰政府近年來施行政策來積極保存、

傳承與發展客家語言與文化。本校客家中心除了負責客家相關議題之

研究之外，也負責本校進行客家文化之推廣，因此透過本計畫，結合

校內學生社團，安排客家文化學習活動，包括講座、研習、實作與參

訪等活動，讓客家文化在校園能持續深耕發展，也讓校內非客家族群，

能夠認識、體驗與認同客家文化。 

二、 計畫目標 

從講座、實作與參訪等活動中，希望達到的目標有︰ 

(一) 客籍與非客籍同學齊聚一堂，一起認識、體驗客家文化，彼

此拓展人際關係。 

(二) 從講座中，老師深入淺出的介紹，讓學生更深刻了解客家文

化。 

(三) 從實作中，引導同學對傳統技藝的認識，體會技藝與生活的

關係，進而從中發想創造出現代客家文化的產業。 

(四) 從參訪中，認識課堂外的實體展現，文化與生活的密切結合，

啟發對客家生活的聯想，進而主動接觸、認識客家文化。 

(五) 藉由課程安排帶領同學領略客家文化之美，進而產生族群自

信心，說客語與表明自己是客家身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三、 計畫內容 

為了達成計畫目標，執行的計畫內容有︰ 

(一)講座 

    1.張寶心老師〈客家宗廟故事－九如王 

      爺奶奶回娘家〉 



2 
 

講述內容大要︰ 

    這是一個神明與凡間女子結為夫妻的美麗傳說，發生在麟

洛和九如這兩個閩客鄉鎮，嘉慶 24 年(1819)，九如三山國王

出巡繞境經過麟洛庄，到麟洛溪橋時，徐秀桃(王爺奶奶)與幾

位婦女正在溪邊洗衣服，繞境隊伍鑼鼓喧天，徐秀桃抬頭向上

看，正好看見有一位身穿黃袍騎著白馬相貌美挺魁梧的男士經

過，內心愛慕之餘，脫口說出「如果能夠嫁給他，一定非常幸

福」的話，結果展開一段人神戀，有了一個美滿的結局。這個

故事關係著兩個鄉鎮---九如和麟洛，九如是閩南人村莊、麟

洛是客家人村莊，聯婚之時正值閩南人和客家人爭鬥最嚴重的

時候，但這兩個村莊在每年王爺奶奶生日時，九如人會來麟洛

慶壽。當時的交通不方便，需搭竹筏過河，遇到九如人經營的

渡河口，只要表明是麟洛人就可以免費搭乘；而麟洛人在過年

之時也會去九如替王爺奶奶上香，這樁婚姻讓這兩個村莊了有

互動與瞭解，因這樁神人婚姻而化解了族群上的紛爭。 

  

三山國王大王爺與王爺奶奶 講座綱要 

 
 

張寶心老師上課的風采 同學專心聆聽 



3 
 

     

 2.陳麗萍處長〈屏東縣客家文化之推動 

      －分享文化推動之方向與成果〉 

講述內容大要︰ 

    介紹客家好料、米食、生活物品、人文地景之外，最主要是介紹

客家處的業務及未來方向。有關產業輔導︰1.發展客家新興產業 2.

打造六堆客家產業品牌 3.推廣客家常民美食 4.整合地方特色產業 5.

地方節慶活動 6.傳承常民文化活動。 

  

講座綱要 陳麗萍處長上課的風采 

  

處長用客語教唱生日快樂歌 同學專心聆聽 

(二)參訪 

    1.林秀玟老師－認識被遺忘的客家聚落︰參訪鹽埔鄉七份子客

家聚落 

參訪內容介紹︰ 

一百年前七份子的先輩從六堆客家庄，搬到附近的鹽埔福佬聚落

定居開墾，落地生根；一百年後，他們的子孫要守著祖先辛勤建立的

家園，還要在這福佬人較多的地方，極力保留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白

色的磚牆加上紅色的屋瓦，古樸的三合院與樓房並陳在七份路兩旁，

這裡是七份子聚落，隸屬屏東縣鹽埔鄉洛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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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玟老師行前說明 七份子生態公園 

 
 

與耆老們請益有關七份仔的歷史 在惠安宮前與耆老合照 

2.陳金月老師－客家聚落走讀︰內埔鄉陽濟院老街參訪，認識傳

統客家生活方式。 

參訪內容介紹︰ 

    關於陽濟院這個名稱的典故由來，經地方耆老美和中學前校長劉

德明先生口述:「是先民以此為羊圈聚集地，兼具買賣功能，如此才

逐漸形成聚集或定居而成社區部落。」再加上前有媽祖廟及昌黎祠為

客族所祭拜之神祇，也是六堆戰役當時軍隊誓師之地，進而形成一條

典型特殊的客家廟街，為六堆重要之宗教文化首善之區，此為關於陽

濟院之名由來。 

    沿路客式紅瓦建築綿延路旁，保留著老戲院、酒廠、柑仔店、打

鐵店、大宅院〈夥房〉等舊式建築古色古香，再再證明 以前曾是車

水馬龍繁華的最佳註解。經過老街您會感受著老建築之美，懷舊古早

味重溫兒時情，緬懷先人的智慧人文氣息及藝術之氛圍，來個懷舊之

旅是個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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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欣賞老街壁上的詩 聆聽老師講解三合院的建築 

  

品嚐源順堂客家酒釀湯圓 在內埔媽祖廟合影 

3.彭素枝老師－參訪客家文化園區及參加傳統工藝實作。 

參訪內容介紹︰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作為六堆的入口平臺，以活化地 

方鄉鎮聚落為目標，協助地方呈顯、保存、加值及行銷 

客庄風貌與文化產業設置目標及預期效益。 

1.研究交流促進六堆文史研究、學術交流及教育推廣。 

2.藝文民俗保存傳統曲劇，傳承工藝及民俗節慶活動。 

3.產業育成扶植地方特色產業，提高加值及行銷效益。 

4.觀光導覽：提供區域、休憩旅遊資訊及服務，促進觀光產業發展。 

5.文化保存展示歷史文資典藏、營造與保存聚落文化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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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聆聽解說員講解 聆聽老師講解客家婦女除草的情

形 

  

欣賞美濃紙傘 在大廳合影 

4.曾貴乙老師－客家宗廟建築美學與文化︰參訪屏東市宗聖公

祠，認識客家宗廟建築美學與意涵。 

參訪內容介紹︰ 

     宗聖公祠座落於屏東市勝豐里謙仁巷內，創建於民國 18年，是

一棟揉合客家傳統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巴洛克華美風格的建築，佔地

約 1100 坪。宗聖公祠祀奉的，是終其一生以孝聞名後世，著書「大

學」倡導修齊治平之道，獲歷代君王敕封為「宗聖公」的孔門嫡傳弟

子曾參。每年農曆 12月 11日宗祠落成紀念日，曾氏後代均在此舉行 

宗族祭祀大典，成為宗氏盛事。 

     曾家宗聖公祠是一棟二堂二橫式四合院建築，前面有一個廣大

的廣場，最外面的高大門樓塑有動物雕像，氣派非凡，其中第一堂閒

廳西側，裝有鐘、鼓各一，另外在正廳內部的柱子上，有用竹葉寫成

的「竹葉字」，是罕見的書法藝術。宗聖公祠見證了台灣深刻的移民

史，舉凡先人的價值觀念、社會組織、經濟活動、子女，無不精彫細

琢的反映在這座古老的建築中；宏偉的客家傳統，融合歐洲巴洛克式

建築風格的新風貌，屋脊燕尾剪黏、火型、水型馬背、山牆通書懸宇、

鳥踏交趾燒等建築藝術，只能以美不勝收來形容。忠恕堂上令人震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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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學門風、古聖先賢垂教的名門對聯，如暮鼓晨鐘的提醒子孫守身

養志。 

  

同學欣賞巴洛克建築 聆聽老師講解交趾燒作品 

  

大家欣賞樑柱上的木雕 在大門口合影 

(三)研習實作︰ 
      1.郭東源老師－客家兒時回憶︰童玩製作—竹蜻蜓、竹筷槍。 

實作內容︰這些自古流傳的玩具和遊戲，隨著時代變遷，有的以模仿

為主，也有受社會生活方式改變，而推陳出新的玩具。這些童玩滋養

了我們上一代客家祖先的童年，孩提時代的溫馨永遠而難忘，我們也

希望現代人，接近、體驗童玩。古早的童玩，帶給了長輩許多美好的

回憶。希望大家重新認識這些急速消失中的鄉土童年文化與童玩，帶

領大家重溫台灣早期精采的童年生活，一同動眼、動心、動手體驗昔

日的童年趣味。 

  

同學認真學習的神情 同學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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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作品童玩 1 完成作品童玩 2 

   2.邱玉雲老師－客家生活藝術︰剪紙--以先折後剪的手法，剪出不

同的圖案傳達祈求。 

實作內容︰過去客家先民到台灣，日子苦，逢年過節時，婦女會用剪

刀在紅紙上剪出對天地的崇敬，將心中的期盼用紙隨風上達天聽，客

家剪紙裡最常見的是五福圖，用在年節、廟會、嫁娶和殤喪，添丁時

剪新丁花圖，年節時也剪一些春花和窗花貼在窗戶上。但隨著時代演

進，五福圖變成印刷品，客家剪紙逐漸沒落。非客籍的邱玉雲老師，

憑藉敏銳的觀察力，向老師傅習得客家剪紙的絕活，成為六堆地區唯

一推廣客家剪紙的工藝師。 

  

老師教學身影 老師耐心指導同學 

  

大家互相切磋琢磨 同學作品展示 
 

3.彭素珍老師－客家生活美學︰以客家花布為材料，拼接出客家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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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錢包。 

實作內容︰客家花布紅紅綠綠和大朵大朵的牡丹花，代表著富貴和喜

氣；近年來更成為客家之代表。關於客家花布的起源還有另外兩種說

法：一是客家人以前很窮，只能撿一些別人家剩下的布來拼湊成衣物、

背包……等等，而從各家聚集而來的布料自然成了花花綠綠的用品形

成客家花布；另一種說法是花仙娘娘為了感謝客家人的辛勞，便利用

許多花的色汁來染成花花綠綠的頭巾、笠巾等飾品來裝飾客家人，因

此客家才會有花布的文化。 

  

同學專心聆聽 同學認真學習 

 

 

大家互相切磋琢磨 同學作品展示 
 

 4.林木影老師－客家美學運用︰藍染--用藍靛草把棉布染出玉白色

和不同層次的藍色。 

實作內容︰南部的客家人，以藍染技術著稱，客家服飾以「客家藍衫」

為主。藍染的染液則是由植物馬藍<俗稱大菁>所製。我們體驗的藍染

則是紮染，運用不同的工具：竹筷、木棒及橡皮筋做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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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準備材料 大家互相學習 

  

很開心作品快完成了 大功告成 
 

5.藍群傑主任－客家米食︰打糍粑，表達客家人團結友好的精神。 

實作內容︰客家人在婚喪喜慶活動，或廟會拜拜聚會時，經常用糍粑

招待賓客。作法是將糯米磨漿蒸熟後，放入舂臼裡以杵大力搥擊增加

黏度，此稱為打糍粑。早期農業社會裡的客家庄，常見一群鄉親聚在

一起共蒸共搥打糍粑，表示客家人久存的團結友好精神。將黏稠的糍

粑用手捏成小塊狀，可沾花生粉、芝麻粉或糖粉食用。 

  

老師說明作法 糯米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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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大展手藝 令人垂涎三尺的糍粑 
 

四、 計畫效益 

   經由計畫執行，最後以量化及質化的方式呈現計畫的效益。 

  (一)量化呈現 

執行項目 人數 備註 

講座︰(1)張寶心老師〈客家宗廟故事－九

如王爺奶奶回娘家〉 7人次  

講座︰(2)陳麗萍處長〈屏東縣客家文化之

推動－分享文化推動之方向與成果〉 75人次 
安排平常上課時

間，不是社團時間 

研習實作︰(1)郭東源老師－客家兒時回

憶︰童玩製作—竹蜻蜓、竹筷槍。 3人次 
學生臨時要開會 

參訪︰(1)林秀玟老師－認識被遺忘的客

家聚落︰參訪鹽埔鄉七份子客家聚落 7人次 
學生臨時要開會 

參訪︰(2)陳金月老師－客家聚落走讀︰

內埔鄉陽濟院老街參訪，認識傳統客家生

活方式。 

19人次  

參訪︰(3)彭素枝老師－參訪客家文化園

區及參加傳統工藝實作。 19人次  

參訪︰( (4)曾貴乙老師－客家宗廟建築

美學與文化︰參訪屏東市宗聖公祠，認識

客家宗廟建築美學與意涵。 

20人次  

研習實作︰(2)邱玉雲老師－客家生活藝

術︰剪紙--以先折後剪的手法，剪出不同

的圖案傳達祈求。 

8人次 
學生臨時要開會 

研習實作︰(3)彭素珍老師－客家生活美

學︰以客家花布為材料，拼接出客家風情 2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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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錢包。 
研習實作︰(4)林木影老師－客家美學運

用︰藍染--用藍靛草把棉布染出玉白色和

不同層次的藍色。 

15人次  

研習實作︰(5)藍群傑主任－客家米食︰

打糍粑，表達客家人團結友好的精神。 20人次  

 

說明量化的呈現︰社團活動的計畫書是在學期一開學就已擬定，原

則上是按計劃時間進行活動，但是活動前一、二天有可能學員系上

要開會或是個人臨時有事不能參加，於是造成參加人數的落差，這

也是執行社團計畫大不易的地方。 

  (二)質化呈現  

  1.同學接觸客家文化，讓客籍同學回顧昔日傳統生活，回憶

起在阿婆身邊的日子，非客籍同學好奇於客家文化種種而驚嘆

連連，認識到客家文化有別於自己的文化傳統，進而拓展視

野。 

  2.認識客家傳統技藝與文化的結合，引發同學思考在自己專

業領域中如何加入客家元素，既符合現代需求又可以保存文

化。 

  3.在校園中要遇到客籍同學不容易，但在社團中可以跟客籍

同學一起學習一起用客語交談，找到校園中的歸屬感，非客籍

的同學也在客家氛圍中學習客家話。 

  4.老師上課一邊用客語說明，一邊用國語補充，雙聲帶進行

課程教學，無形中增強學生說客語的意願，讓學生感受到說客

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會說客語的客籍同學興起要學、要說

客語的必要性。 

     謝誌︰感謝客委會用心、認真在客家文化的保存與推廣，讓客

家文化綿延流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