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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通識課程類計畫—客家社會與文化> 

 

 

 

 

 

 

 

 

計畫主持人：羅慎平  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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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成果報告書 

－「客家社會與文化」通識課程 

開課教師：羅慎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本課程感謝客家委員會的經費補助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3 日，客會綜字第 1060001804K 號函核定） 

壹、前言： 

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的社會。「多元」指的是尊重差異，讓各種不同的聲音、

看法與價值觀得以展現。而「文化」一詞則意涵廣泛，包括抱持不同的世界觀、

操持不同的語言、以及擁有不同的生活風格等。多元文化的理念，陸續引發了各

種不同文化群體，試圖爭取歷史的詮釋權，並爭取各自文化的生存權。愈來愈多

人肯認差異並存的必要性。藉由對異文化的比較和體驗，才能更認識自己本身的

文化，進而得以不斷超越與創新。  

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在於： 

第一、提昇不同文化的強度和價值； 

第二、促進人權並尊重與自己不同的他人； 

第三、增進人類對生活的選擇； 

第四、提倡社會正義與全民的機會均等；第五、促進不同族群權力分配的均等。 

在古希臘時代，通識教育之精神乃是一種自由的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而多元文化教育正是一種自由的教育，是免於種族中心的偏見的自

由，也是能夠探索其他文化和不同視角，並從中學習的自由。這兩種自由是不能

分割的，因為除非我們能夠學習別的文化，否則我們就不能逃離種族中心主義的

觀點；如果我們一直深陷在我們自己的觀點的侷限之中時，我們也不可能去學習

認識別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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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識教育中開授多元文化的課程，有其重要性。我們期望學生對台灣社會中多

元文化的存在，能夠有所認識。他們一方面從本身文化之外，去學習、體會、理

解、尊重、和欣賞其他的文化；另一方面，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透過與其他文

化的對話，認識到自己文化的位置、優點、和局限。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是台灣客家六堆地區的重要高等教育學府之一，多年來推

動通識教育頗多建樹。本課程的目的是向選修通識課程的年輕學子（他們大多數

並不是客家後生）介紹客家族群的社會與文化內涵，希望讓學生們對客家文化能

有所了解和欣賞，討論如何讓各大族群之間，能確實各有其平等的文化發展空

間，及如何改善特定族群的相對弱勢的處境，唯有如此，才得以使各族群的文化

之美，成為台灣社會的資產，而非衝突的來源。  

本課程的教學目標在於： 

一、探討客家移民在台灣各地移墾之歷史及其所面臨的問題。 

二、瞭解客家移墾與客家宗族和社會之形成。 

三、瞭解家社會的信仰與生命禮儀。 

四、瞭解客家的飲食文化與建築美學。 

五、瞭解客家的文學與藝術。 

六、探討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之間的關係。 

貳、執行情形： 

一、課程計畫之背景、目的、重要性 

台灣客家運動如果自 1987 年客家風雲雜誌創刊開始，並經 1988 年 12 月 28

日在台北市舉行「還我母語」萬人大遊行的客家族群文化，迄今已有二十餘年。

其後，客家研究日興月盛，格外受到海內外學界的重視，有關客家研究機構如客

家學院、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學會等亦相繼成立；做為客家族群意象與發聲

管道的客家電視台，各種客家文物館、客家文化園區以及總管客家政策計畫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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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客家委員會亦相繼成立，多次客家學術國內及國際研討會的召開、專書與研

究論文的發表和出版，更突顯客家研究的蓬勃發展。但是一般人卻未必對台灣四

大族群之ㄧ的客家社會與文化有深入的認識。「客家人是誰？」、「台灣有多少客

家人？他們的歷史是怎樣的？」、「客家社會與文化的特色是什麼？」、「客家族群

與其他族群之間的關係如何？」…等問題，不僅是客家人面對自我的問題，同時

也是其他族群想要理解的問題。我們期望學生對台灣社會中多元文化的存在，能

夠有所認識。他們一方面從本身文化之外，去學習、體會、理解、尊重、和欣賞

其他的文化；另一方面，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透過與其他文化的對話，認識到

自己文化的位置、優點、和局限。本人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授「客家社會與文

化」通識課程已有數年，目的是向選修通識課程的年輕學子（他們絕大多數並不

是客家後生）介紹客家族群的社會與文化內涵，希望讓學生們對客家的社會與文

化能有所了解和欣賞，培養學生理解、尊重文化的多元價值。 

歷年之教學經驗指出，學生普遍認為本課程對他們了解客家族群的社會與文

化，具有相當大的幫助，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比較缺乏到客家社區實地探訪和親身

體驗的機會，以及能夠聽聞客家人士的現身說法，這種缺憾實在是因為所獲資源

有限的緣故。因而本課程除了由本人主講某些主題之外，還邀請了對客家研究學

有專精的專家學者，以深入淺出的演講或座談方式，將客家社會與文化的特色介

紹給學生，同時也安排到客家地區探訪參觀，讓學生有第一手的親身體驗，以達

到通識教育的目的。 

二、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課程每週進度如下： 

第一週：課程簡介（包含課程內容、進行方式、評量標準、主要教材及參考 

        書目介紹…等）。 

第二週：台灣六堆客家源流與移墾(一：右堆、前堆、中堆) 

       第三週：台灣六堆客家源流與移墾(二：後堆、左堆、先鋒堆) 

 第四週：台灣客家族群的信仰---「義民爺」與「三山國王」。  

       第五週：客家飲食文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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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週：客家族群的建築空間與美學。  

       第七週：安排「原鄉人」電影欣賞。  

       第八週：邀請客家文學家鍾理和先生令嬡鍾鐵英女士至課堂與學生 

               演講座談，講題為《客家文學家鍾理和先生的身影》。 

       第九週：106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實施客家鄉鎮（屏東竹田與高雄美濃） 

               校外教學參訪活動，參加學生暨帶隊老師約 280 人參加。  

第十週：學生報告校外教學參訪活動心得與建議。  

       第十一週：客家服飾介紹。 

       第十二週：邀請美濃錦興行藍衫店鍾鳳嬌老師、謝國耀老師至課堂與學 

                 生演講座談並課堂實物展示、試穿與學習盤扣製作，講題為 

                 《客家傳統服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第十三週：台灣客家族群保衛家園的歷史故事暨電影「一八九五乙未」 

                 簡介與欣賞。         

       第十四週：繼續電影「一八九五乙未」欣賞與討論；課程學習紀錄單寫 

                 作。  

       第十五週：客家族群的生命禮儀。 

       第十六週：邀請屏東縣客家事務處陳麗萍處長至課堂與學生演講座談， 

                 講題為《享受客家》。 

       第十七週：電影「戀戀木瓜香」欣賞與討論。  

第十八週：課程總結，期末考試。 

二、成績考核： 

（一）出席狀況與上課表現：20% 

（二）作業成績（如影片/演講心得寫作…）： 20％ 

（三）期中作業（客家鄉鎮參訪報告）：30% 

（四）期末作業（與本課程有關之主題之書面研究報告）：3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一）本學期課程修課學生達到 127 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為非客家後生，

並有數位僑生與原住民學生，從介紹客家社會與文化的角度而

言，可以達到原訂的開課目的。 

     （二）每次上課及學者專家演講座談之出席率均達九成以上，參訪客家

鄉鎮的學生人數(包含選修其他課程，但是想要了解客家文化的學

生在內)也約達到 280 人。 



 207 

（三）本課程計畫透過教師課堂講授、電影欣賞、討論及心得寫作活動，

引導學生使用包括圖書館及網路的資料，深化對臺灣客家社會與

文化的認識。 

（四）透過學者或實務工作者的演講和討論，對各項相關主題有更深入

的理解。 

（五） 經由實地參訪活動，使學生對客家族群的生活能有更親切的體會。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由於不少學生家境較為清寒，常須打工以維持學習及日常生活費用，故  

     雖於週六舉辦校外參訪活動，仍有若干學生不克參加，然事後均要      

     求他們於課餘之時，自行至屏東縣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屏東縣竹田鄉客 

     家文物館、或其他客家鄉鎮參觀並撰寫報告。 

 

三、建議事項： 

（一）根據本課程的教學經驗，在各種教學方式當中，以邀請專家學者

演講座談、校外教學參訪活動、及多媒體影音教學，最能得到學

生接受，效果也最好，但是適合的影音教材有限，公播版的價格

也頗為昂貴。如果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與客家電視台，能站在向學

生推廣介紹客家社會與文化的立場，免費（或以極低的價格）將

各種戲曲、電影、電視劇、典禮儀式、客家傳統和現代流行歌曲、

新聞談話性節目…等等，提供給學校無償使用，定能增進教學效

果。 

四、結論： 

       本課程得以順利進行，必須感謝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在極為有限的資源下

提供經費補助，除了有能力聘請產、官、學界的專家學者，蒞臨本課程

與學生舉行演講座談外，更有機會至客家鄉鎮（屏東竹田與高雄美濃）

實地走訪參觀，使學生不論是否為客家後生，都能對客家文化或產業有

親身的接觸和了解，從而欣賞和喜愛客家文化。 

 

 

 

 

 

file:///G:/105年度客委會成果報告/103年度客家委員會計畫成果報告/102-2「客家社會與文化」六堆客家鄉鎮探訪舉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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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客家社會與文化』通識課程教學網站 

 

 

 

附件二    電影「一八九五」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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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電影「原鄉人」海報 

    

 

附件四     電影「戀戀木瓜香」海報 

 

 



 210 

附件五 

106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校外參訪活動閱讀參考資料 

1. 除原已公布之有關「錦興藍衫店」、「美濃客家文物館」、「鍾理和紀念館」、「美

濃窯」、「美濃民俗村」等外，以下有關美濃之風土人情等介紹亦值得參閱： 

2. 劉還月：台灣的客家人，台北市：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美意

濃情客家風＞，第 131 頁－136 頁；＜尊古聖賢的民族＞，第 137 頁－144

頁。 

3. 劉還月：台灣客家風土誌，台北市：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美

濃風華藏不盡－高雄的美濃客家小鎮特寫＞，第 65 頁－81 頁；＜團圓意下

話紙傘－美濃著名的油紙傘傳奇＞，第 82 頁－86 頁；＜敬聖蹟，重文化－

客家人的敬惜字紙與美濃的敬字亭＞，第 87 頁－91 頁。 

附件六 

 
 

105-2「客家社會與文化」通識課程校外教學行程表 

實施日期：106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 

 

通識課程校外教學行程表 

實施日期：106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方式 備註 

07:30~08:00 學校報到、點名、 
登車 

於本校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綜合
大樓廣場前 

08:50~10:10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

客家文物館、忠義祠 

於 2001 年開館服務，屬於台灣

早期興設的客家館舍，典藏了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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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屏東縣竹田鄉

西勢村龍門路97號  

電話：08-7789395、

08-7788116（學院辦

公室）、08-7694722

（文物館服務台） 

 

東六堆地區從清季至民國後

600 多件文物，文物豐富而多

樣，展現客家先民從書香世家到

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為全台灣

典藏客家文物最豐富、數量最多

之客家館舍，典藏眾多木質、織

品、竹編等家具、農具、書籍典

契等相關文物。 

客家文物館仿客家原鄉的圓樓

造型，是台灣第一個仿圓樓造型

的館舍建築，十分具有特色。館

內設有接待大廳、展覽室、典藏

室、視聽室、圖書室、教室等空

間，提供客家文化與文物的研

究、典藏、保存和展示、推廣等

功能。籌設之初，以闡揚客家族

群褒忠節義、榮祖尊賢、刻苦勤

儉、良俗教化的傳統文化內涵，

並藉由典藏、展示、推廣客家文

化，凝聚地方意識，達成交流與

推廣教育的建館目的。  

六堆忠義祠原名「忠義亭」建於

清康熙六十年(1721)，於康熙六

十一年落成，當時主要供奉在朱

一貴事件中為保家衛國而犧牲

的六堆先民。雍正十年(1732)，

六堆先民協助清廷平息吳福生

之亂，雍正皇帝下旨重修忠義

亭；乾隆五十一年(1786)又逢林

爽文之亂，六堆軍協助平亂，又

獲頒「襃忠」匾額，光緒二十一

年(1895)，因台灣在馬關條約中

被清廷割讓予日本，因而爆發台

灣史上最嚴重的戰爭，而六堆居

民也不惶多讓，在當時的大總理

邱鳳揚率領之下投入此役。在日

據時期，雖然忠義亭並未大幅整

修，但在當時，由於日軍急於攏

絡六堆軍民的人心，並期盼能將

六堆居民的忠義精神轉化為對

天皇的效忠精神，因而並未禁止

六堆地區的對義民以及祖先的

祭祀活動，甚至在祭典上也曾數

次派高階官員參加，甚至在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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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年(1901)時期，由日本派

任的台灣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

也曾到場參拜。然而此舉非但無

法奏效，反而更使的六堆地區的

抗日情緒日益高漲，於是日方下

令封閉忠義亭，禁止鄉民祭拜，

也使得忠義亭日溢傾頹。 

雖然在日方的皇民化政策下，讓

六堆鄉民無法任意提起過去慘

遭日軍屠殺的慘痛歷史，但是這

些史實卻在六堆鄉民中口耳相

傳下來，而六堆鄉民更心繫忠義

亭的重建計畫，終於在台灣光復

之後，在地方人士的汲汲奔波之

下，終於讓忠義亭於民國四十七

年(1958)完成重建，並改名為

「忠義祠」，更於每年的春、秋

兩季舉行祭典，同時主辦六堆運

動大會，藉此讓六堆的「保鄉衛

土」的精神得以延續。 

11:00~12:20 
美濃客家文物館 

843 高雄市美濃區

民族路 49 之 3 號 

（07）681 8338 

  

極具美濃傳統菸樓造型的建

築，館內也透過了各種實物、模

型、音樂、圖像，以動態的影片

和靜態的文字敘述，來介紹美濃

的生態環境，以及歷史、建築、

農業和手工藝品，豐富的解說，

讓遊客對於客家文物有更深一

層的認識。 

12:40~13:40 
午餐(團體合菜，自

費) 

 

美濃好客庄餐廳 

高雄市美濃區祿興里三鄰中興

路一段 47 號 

電話：(07)685-1666 

14:00~15:00 美濃老街-永安街 
錦興藍衫店、夥房、庄頭伯公、

東門樓、敬字亭 

 

15:30~16:30 
鍾理和紀念館 

高雄市美濃區朝元

95 號 

（07）681 4080 

鍾理和紀念館特別收藏了許多

鍾理和生前的手稿和資料，來到

紀念館可以透過他的日記、書信

和文稿等資料，了解他的創作和

奮鬥歷程。館內也同時收藏了台

灣其他作家的一些手稿。紀念館

旁邊有一條文學步道，有一些鐫

刻著台灣本土文學作家詞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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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頭，路旁花草樹木彷彿都透

露出文學的意味。 

17:00~18:00 
美濃原鄉緣紙傘文

化村 

843 高雄市美濃區

中興路一段 147 號 

TEL:(07)681-0888  

為創辦人李鴻鈞先生於民國 77

年有感於本土文化之沒落，及客

家文物之流失，毅然從音樂的領

域出走，致力於傳承本土文化藝

術油紙傘之保存與推廣。李鴻鈞

夫婦是油紙傘製造第三代傳承

者，師承林享鴻、劉運招老師父

為師，致力於提倡紙傘藝術生

命，成立合灣第一座 客家美濃

紙傘文化村。『原鄉緣紙傘文化

村』，帶動家族成員投注許多之

心力，成為美濃鎮第一紙傘之

家，來開拓美濃客家紙傘文化的

新領域。「原鄉繫情意、傘緣傳

千里」是原鄉緣秉持原鄉客家的

傳統精神，賦予傳統手工藝「油

紙傘」文化的一股現代使命感之

最佳寫照。本村附設了 客家擂

茶、美濃粄條、農特產展示區 ，

歡迎闔家光臨。 

18:00~ 返回學校、解散 
於本校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綜合

大樓廣場前 

 

附件七 

106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校外教學活動注意事項 

1. 請準時於當日上午 7:30 於綜合大樓廣場前報到登車，切勿遲到，逾時不候。 

2. 每 10 人編為 1 個互助小組，每組編號第 1 名為小組長。小組長負責每次上下

車清點人數，隨時向各車領隊老師或教學助理反應狀況，並聽從領隊老師的

指導。 

3. 1~4 小組搭乘第一車，5~8 小組搭乘第二車，其餘小組以此類推。每車有領

隊老師一名，有問題隨時向小組長及領隊老師反映尋求解決。午餐時，各小

組按桌次編號入座用餐。 

4. 各景點參訪完畢後，請依指示時間準時登車，待全部人數清點無誤後始行開

車。 

5. 請攜帶身分證、學生證、健保卡、常用藥品。如有暈車可能的同學，請至少

在開車前半小時服用暈車藥為妥，暈車藥可在藥房購買（有關用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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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詢問藥師，並詳閱藥品用藥說明），或請醫院、診所醫師開藥。最近天氣炎

熱，南台灣陽光熾熱，應注意防曬措施，如預備防曬油、太陽眼鏡、帽子或

陽傘等。因經費有限，無法供應飲水，請自行準備，唯不得攜帶含有酒精性

的飲料，進餐時亦不得飲酒。 

6. 隨時注意安全，勿亂丟垃圾，並遵守各參訪地點之相關規定。 

7. 為使此次參訪發揮最大效益，請事先閱讀載入教學網誌之相關資料，先行了

解，並攜帶筆記本、照相機等，以便隨時記錄，做為回校後撰寫參訪報告之

基礎。 

8. 這次參加活動的同學，人數眾多，各小組應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並注意自

身安全，遇有安全顧慮的狀況，應立即向小組長及帶隊老師反映以便馬上處

理。 

9. 如有未盡事宜，當隨時宣布，並請同學們聽從領隊老師之指導。 

 

附件八 

105-2「客家社會與文化」心得寫作 

（參加 106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校外教學的同學） 

 

探訪的對象： 

人物、建築、史蹟、飲食、產業、藝文、信仰、風俗、禮儀…等等。 

應該記錄的基本資料： 

人（who）、事/物（what）、時（when）、地（where）、為何（why）、如何

（how） 

 

※ 注意事項 

1. 全文不得少於 2,000 字。並且須附上作者本人與所探訪對象之照片至少一

張。 

2. 不可抄襲、剽竊或虛構，如有此等情事，一律以零分計算。如有使用參考

資料（書籍、雜誌、報紙、影片…等等）應在報告末尾詳細註明，參考資

料的字數則不列入作業字數計算。 

3. 必須於 106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上課時繳交，逾期不收。 

4. 可用電腦打字列印，但須裝訂，以免散失，並寫上科系學號和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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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105-2「客家社會與文化」六堆客家鄉鎮探訪舉例 

（未參加 106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校外教學的同學） 

探訪的對象： 

人物、建築、史蹟、飲食、產業、藝文、信仰、風俗、禮儀…等等。 

應該記錄的基本資料： 

人（who）、事/物（what）、時（when）、地（where）、為何（why）、如何

（how） 

探訪地區舉例 

內埔鄉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昌黎祠；興南開庄伯公；敬聖亭；平埔、河洛、客家三族群

伯公共聚；杜君英衣冠塚；萬家香醬油廠參訪；東勢穿著屋；竹門簾手藝、李屋

祠堂；陽濟路老街造訪。 

 

美濃鎮 

客家文物館、敬字亭、菸樓、伯公、鍾理和紀念館、美濃窯、油紙傘、錦興藍衫

店、義民廟、客家美食 

 

其他六堆鄉鎮或其他縣市的客家鄉鎮均可。 

 

※ 注意事項 

5. 全文不得少於 2,000 字。並且須附上作者本人與所探訪對象之照片至少一

張。 

6. 不可抄襲、剽竊或虛構，如有此等情事，一律以零分計算。如有使用參考

資料（書籍、雜誌、報紙、影片…等等）應在報告末尾詳細註明，參考資

料的字數則不列入作業字數計算。 

7. 必須於 105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上課時繳交，逾期不收。 

8. 可用電腦打字列印，但須裝訂，以免散失，並寫上科系學號和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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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106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校外教學午餐菜單 

 

附件十一   106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校外教學照片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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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產官學界講師演講教學照片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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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圓餅圖 

（修課總人數為 129 人，填答人數 107 人） 

基本資料 

1. 性別比 

 

 

 

2. 所屬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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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級 

 

 

 

 

 

 

 

 

4. 自我認同是否為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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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調查 

1. 授課內容豐富，資料適當。 

 
 

 

 

 

 

2. 教學進度與活動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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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教材有組織、有系統，便於學習。 

 

 

 

 

 

4. 能善用各種教學媒體，引起我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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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依照學生學習需要，適時補充相關資料。 

 

 

 

 

 

 

6.能夠啟發學生思考，解答學生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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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老師講課深入淺出，層次分明，容易理解。 

 

 

 

 

 

             8. 老師上課態度和悅，會鼓勵學生發問並且樂於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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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喜歡外聘講師到課堂演講。 

 

 

 

 

 

          10. 外聘講師的專業和演講技巧，令我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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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多元化的教學方式，令我感到滿意。 

 

 

 

 

          12.整體來說，本課程的內容和教學方式，讓我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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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整體來說，本課程能夠滿足本校通識教育核心素養的需求。 

 

 

 

 

    14.我會推薦其他同學來選修這門通識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