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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107 年「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 

執行計畫結案報告 

壹、前言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作業要點」第三-(三)點「從事國內外與客家學術有關之調查、研究、

保存事項，或開設客家相關課程」之規定提出申請。 

本計畫旨於經由課程的安排，解析客家文化藝術之美與其在臺灣

文化藝術中的重要性，多角度討論客家文化藝術，期使學生對客家文

化藝術有總體性之瞭解，啟發對客家文化藝術的興趣，以利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研究」，建構「客家學」。故在計畫中擬邀請校內外有

關「客家文化藝術研究」之學者專家進行議題探討與專題演講，期盼

希望透過本課程之講授，引發學生對客家文化的好奇與了解，對於傳

承客家文化藝術能有多所貢獻，啟迪學生對於客家文化、藝術的風雅

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對客家文化藝術的保存與重視。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107 年全學年共 36 週，外聘學者專家講授客庄文化，分別從各角

度深入淺出談論，吸引學生踴躍提問，開發學生學習興趣，成效良好。 

講座時間 講師姓名 講座主題 授課時數 



 2

107.03.09 廖利凱老師 客家小點 2 

103.03.16 古石明老師 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 2 

107.03.23 古石明老師 客家創新曲 2 

107.03.30 王國泰老師 客家源流美學 2 

107.04.13 林保文老師 客家童趣 2 

107.04.20 廖田心老師 客家采風與色彩 2 

107.05.04 范明煥老師 新竹客庄開發史 2 

107.05.11 陳鵬洲老師 客家風情 2 

107.05.18 羅元宏老師 體驗藝術與創新活動設計 2 

107.05.25 蔡柏旻老師 客家飲調體驗 2 

107.06.01 何美和老師 客家飲食藝術 2 

107.06.08 黃運喜老師 
台灣早期農村物質文化及在

生活上的運用 
2 

107.06.15 林保文老師 客家古蹟旅遊導覽 2 

107.06.22 張嘉晏老師 客家食藝 2 

107.09.11 陳鵬洲老師 客家藍衫美 2 

107.09.18 范明煥老師 新竹客庄開發史 2 

107.09.25 范明煥老師 
客家史-海盜守備都司游擊鄭

統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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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2 林保文老師 客家童趣 2 

107.10.09 王國泰老師 客家源流美學 2 

107.10.16 陳鵬洲老師 客家風情 2 

107.10.23 林保文老師 客家古蹟旅遊導覽 2 

107.10.30 蔡柏旻老師 客家飲調體驗 2 

107.11.06 古石明老師 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 2 

107.11.13 羅元宏老師 客庄茶藝美學-品茶與人生 2 

107.11.20 古石明老師 客家創新曲 2 

107.11.27 黃運喜老師 台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2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名稱 
預算 

支用 備註 
單價 數量 總價 

業務費 85,000 

講座鐘點費 1,600 46 73,600 73,600  

講座交通費 1,400 1 1,400 1,400  

課程規劃費 5,000 2 10,000 10,000  

雜支 5,000 

文具 2,100 1 2,100 2,100 
 

光碟片 400 1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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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粉夾 2,500 2 5,000 5,000  

總計（客委會補助）   90,000 90,000  

1.第一期款已匯入本校共計補助新台幣 63,000 元整，剩餘新臺幣 0 元整； 
2.補助款無匯入本校共計新台幣 26,716 元整，期末請領新臺幣 26,716 元整。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技職院校大部份以理工或商科掛帥，學生人文素養、藝術體驗與

生命關懷諸面向較為欠缺，同時學生雖然住在學校宿舍或在校外租屋

而居，但是對於學校所在地的在地鄰里關係顯然較不用心理解亦缺乏

認識，故而難有真實的在地認同。以本校同學為例，外來學生對於融

入客家社群的意識相對薄弱，此舉使得在地社區對學校或學生亦較難

理解。本課程即在提昇學生人文素養及藝術涵養，瞭解人的價值與藝

術之美，試圖引導學生主動親近社區，認識鄰里，進而懂得欣賞與包

容，尊重與合作，以為生活美學的實踐而努力。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只有透過了解、溝通、認知，才能

避免誤會，產生包容，進而團結成一體，改進台灣族群分裂的現狀，

本課程之另一目標即在於透過文化藝術的傳承、配合體驗的趣味活動

營造學生親身體驗及客家文化藝術的瑰麗。進而認識客家、了解客

家，關愛客家或尊重客家，帶動族群和諧，這也是在提昇學生人文素

養，瞭解人的價值，形成生活美學的意涵，進而懂得欣賞與包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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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與合作。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大致相符。課程講師聘任上常有臨時狀況需調整，故遴聘講師需

多次協調，與原規劃大致相符；預算方面大致按照原規劃進行，均能

在正式執行計畫中配合課程教學內容與提供學生之有效學習效能。 

三、建議事項： 

（一） 建議補助款能一次匯入或分期匯入，避免計畫主持人墊用過

高比例。 

（二） 建議計畫執行期滿後，方規定一定期程（如計畫當年 12 月底

前完成等）進行核銷作業與成果報告書之填報，以免壓縮計

畫執行期間。 

四、結論 

本校位於新豐鄉客家莊，開設客家課程，既有歷史淵源與地利之

便，推行客家文化更有義不容辭之使命感。 

課程規劃上設計八大面向，進而架構出以客家藝術風情為主軸的

藝術通識課程，深受本校學生喜愛與歡迎。本課程所聘請之講座教師

皆為對客家長期深入研究，或學有專精及具豐富教學經驗者，借重學

者專家之介紹，讓學子對客家能有正確與深入的瞭解，讓學子實際與

更深層感受客家藝術文化，認知客家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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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一、課程規劃大綱 

1. 客家源流（兩岸區域發展進程） 

2. 新竹縣客家風情（學校地理區域客家歷史、風土民情、習俗

簡介） 

3. 客家信仰藝術（三官大帝、義民爺信仰、伯公信仰（150 餘

座伯公廟）） 

4. 客家生活藝術（飲食、茶業、工藝、童玩） 

5. 客家語言、文學藝術（客語之美、龍瑛宗與吳濁流） 

6. 客家戲曲藝術（三腳採茶戲、客家大戲） 

7. 客家音樂藝術（客家八音、山歌仔、平板、創新曲） 

8. 客家建築藝術（客家土樓、圍屋） 

二、課程規劃子題 

1. 臺灣客家源流 

2. 新竹縣的客家 

3. 天穿日 

4. 宗教寺廟與信仰文化 

5. 節慶習俗與飲食文化 

6. 茶業與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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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手工藝術 

8. 客家話的語言之美 

9. 龍瑛宗與吳濁流 

10. 三腳採茶戲 

11. 客家大戲 

12. 客家改良戲 

13. 客家八音 

14. 山歌仔、平板 

15. 客家小調 

16. 從圓樓到圍龍屋、伙房屋－談客家建築之美 

三、計畫執行狀況 

1.目標達成狀況 

本課程兩學期共計有 128 位同學選修，本課程極受歡迎，選修、

出席踴躍，上課認真，對受邀來上課之學者專家亦回饋熱烈，深受各

專家學者讚許。透過課程內容讓同學了解客家藝術地的源流與發展，

並透過豐富的影像，體驗藝術，並且討論海峽兩岸客庄之藝術發展比

較，使學習同學瞭解本地民間信仰文化、客家語言與音樂、客家產業

等、客家戲曲等文化以及在各層面的貢獻。亦即，本課程期待通過大

尺度的圖像式介紹，提供學生對客家族群與文化、藝術特色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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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了解、溝通、認知，產生認知與欣賞態度，已有甚佳成效。故提

昇學生藝術與人文素養，瞭解人的價值，懂得欣賞與包容。 

2.資源使用情形： 

（一）所請來校演講之專家學者皆各領域學有專精或對客家藝術

文化有深入研究者，使學生不但很快就能進入狀況，對於認識客家、

與客家藝術之美亦有所瞭解。 

（二）善用本地在地客家建築藝術資源，如新竹縣最古老廟宇─

溪南三元宮、散處各村的伯公廟及義民廟祭典、本校校園中的客家范

家名穴─錦被蓋孩兒-蜘蛛結網型。 

（三）獲得社區社團如新豐鄉禮俗協進會等的諸多協助。 

（四）體驗好食客家，透過講解客家食的藝術，讓學子能明瞭客

家種種美食，更融合學子的深刻印象。 

（五）體驗客家茶、食藝術，透過講解客家茶、食的藝術，讓學

子能明瞭客家人對於茶藝、食藝與生活的關聯性，進行茶藝、食藝體

驗時更能讓學子明白茶、食藝術與客家的深刻關係。 

（五）體驗客家工藝，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孩子

們這時候只好自力救濟，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

玩。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竹子、木頭、紙張等，透過講解客家工藝的藝術，讓學子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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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客家人對於生活藝術之實用性與趣味性之兼容並蓄的關聯性，進行

童玩製作，讓學子明白客家生活藝術之美。 

（六）蒐集已出版之各種客家藝術及文化相關光碟及資料，以為

上課或研究輔助之用。 

3.主要執行成果（課程部分） 

◎107 年度上半年 

（一）3 月 2 日首週上課介紹本課程及上課之專家學者及上課注意事

項。 

（二）3 月 9 日廖利凱老師講解「客家小點」課程。 

文化多元的客家美食，融有各種特色風俗，而其中的「客家小點」

更將客家勤儉美德發揚光大，帶有濃厚「客情」。好「客」氣息首先

反映在飲食上，用運取之大多為聖菜餚而製成的食材變化而來，烹飪

出一道道好客美味！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傳統點心文化淵源更加

了解。 

 
 
 
 
 
 
 
 

 
3 月 9 日廖利凱老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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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 月 16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課程。 

客家小調大概有幾百首之多，不過現今最常用的有平板調、山歌

仔調、老山歌調、思戀歌調、病子歌調、十八摸歌、剪剪花調、初一

朝調、桃花開調、上山採茶調、瓜子仁調、鬧五更調、送金釵調、打

海棠調、苦力娘調、洗手巾調、賣酒調（亦稱糶酒）、桃花過渡調（亦

稱撐船歌調）、繡香包調等調子。它的音調與詞句都是由「心譜」出

來而永不改變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歌譜歌詞，比較容易用現代的五線

譜或簡譜來記載。課程介紹傳統客家歌謠，獲得好評。 

 
 
 
 
 
 
 
 
 

3 月 16 日古石明老師演講 

（四）3 月 23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創新曲」課程。 

古老師創作多首客家創新曲，亦獲得多次客家創新曲比賽獎項，

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家音樂，並屢屢榮獲各項殊榮，冀望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全方位歌曲研究」，建構「客家音樂美學」。課程講述

客家創新曲的變化之處，啟迪學生對客家傳統音樂刻板的印象，讓樂

音的風雅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學生對客家文化音樂藝術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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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與重視，深受學生歡迎。 

 
 
 
 
 
 
 
 
 

3 月 23 日古石明老師演講 

（五）3 月 30 日王國泰老師講授「客家源流美學」課程。 

清康熙廿四年（1685）張進菉修纂的《永安縣次志》一書最早記

錄了「客家」一詞，該書說：「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

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清嘉慶十三年（1808）

徐旭曾的《豐湖雜記》則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客家源流討論，徐旭曾從

族譜中歸納出，客家人原本祖居中原，但在幾次華北的動亂中來到南

方，這可視為客家源流的最初看法。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歷史文化

淵源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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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王國泰老師演講 

（六）4 月 13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童趣」課程。 

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大人們忙著開墾務農，小孩

就要幫忙家務，很少有多餘的錢為孩子們準備玩具。孩子們這時候只

好自力動手，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玩。 

一般而言，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竹子、木頭、塑膠、罐頭以及植物最常見。除此之

外，大地遊戲(跳房子)也是客家小朋友常常呼朋引伴一起進行的遊

戲。課程讓學生實際操作童玩，學生反應熱烈。 

 
                               4 月 13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七）4 月 20 日廖田心老師講解「客家采風與色彩」課程。 

廖老師以創作陶藝作品多獲展演，對於客家色彩藝術有非常多的

研究與發展，於美術創作上亦獲得許多肯定，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

家藝術發展，課程講述客家藝術色彩的搭配與運作變化之處，啟迪學

生對客家傳統色彩、配色之印象，深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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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日廖田心老師講演 

（八）5 月 4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新竹客庄開發史」課程。 

乾隆 14 年（1749）竹塹社人由土目衛開業、通事錢子白率領由

舊社遷新社以為最後遷社定居之地；社人即在此引水墾田，後漸向番

仔埤、北勢、麻園、荳仔埔、鳳山崎、頂員山仔、霧崙毛毛…等處發

展。課程介紹新竹區客家，學生反應良好。 

 
                       5 月 4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九）5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授「客家風情」課程。 

秉持客家文化，承傳客家精神，服務客家社會，客家文化風情以

促進客家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以成為客家地區為發展目標。

分為講述客家要聞，客家風情，客家地理，客家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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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十）5 月 18 日羅元宏老師講解「體驗藝術與創新活動設計」課程。 

直接使用感官(視、聽、嗅、觸、味)進行觀察和知覺者，都屬一

種體驗活動。課程以應用感官直接與實際事務接觸，而獲得直接經驗

為原則，讓學生體驗創新設計與藝術的關聯性，並帶動產業的行銷概

念，養成自我繼續學習的能力，學生興趣甚高，績效良好。 

 
                         5 月 18 日羅元宏老師講演 

（十一）5 月 25 日蔡柏旻老師講解「客家飲調體驗」體驗課程。 

蔡柏旻老師介紹客家人之柑桔，製作各式飲品，包含柑桔果汁、

柑桔拿鐵、柑桔雞尾酒等，融入客家議題，充滿年輕人時尚元素，吸



 15

引學子更能深入客家飲食文化之美，學生反應熱烈。 

 
5 月 25 日蔡柏旻老師講演 

（十二）6 月 1 日何美和老師講演「客家飲食藝術」體驗課程。 

客家菜與其他地方菜相比時，客家菜仍有自己的特色，特色在於

食材的取得、口味的獨特性及烹方法等諸多不同。客家人的吃食與他

們的族群性一樣，與其追求料理精雕細琢的視覺呈現，他們更關心的

是如何取用身邊的食材，如何可以把這些食材保存起來，經過醃漬的

食材，如何發揮運用等等實際面的問題，所以有人說客家人其實是『吃

野、吃粗、吃雜』。課程介紹客家吃食藝術，深受學生歡迎。 

 
       6 月 1 日何美和老師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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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6 月 8 日黃運喜老師講解「台灣早期農村物質文化及在生活

上的運用」課程。 

客家先民從大陸原鄉移民到台灣，不斷的創新與繁衍，今日我們

所看到的一切實物，無一不是前人留下的知識，與經驗不斷重組改造

而成的。身為現代人，除了前瞻未來，對於過去也須有緬懷與不忘本

之心。過去的一切生活用品，如鍋碗瓢盆，犁耙碌碡，也涵蓋了種種

生活藝術之美。 

 
   6 月 8 日黃運喜老師講演 

（十四）6 月 15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古蹟旅遊導覽」課程。 

新竹北埔、苗栗西湖鄉、通霄、銅鑼等鄉鎮，為清初客家移民的

墾拓地區。由於地處偏遠，較未受到商業土地開發的破壞，保有傳統

純樸農村風貌，迄今仍存有許多老屋、古廟、舊街、祖堂、聖蹟亭等

文化資產，其中不乏名匠經典作品，分享其中美妙處，學生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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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十五）6 月 22 日張嘉晏老師講解「客家食藝」課程。 

稻米的豐收象徵了台灣農村百姓們生活的安定和希望，也代表了

農人勤奮的結果。傳統的客家人都對稻米有著一分濃厚的情感，終日

辛勤的期望，只為求得一家大小三餐的溫飽，香香的白米飯就是基本

的需求，而客家米食文化的建立是在敬天地、祭鬼神和拜祖先這樣崇

敬慎重和感恩的態度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把平常捨不得享用的美食，

獻給天地、祖先，希望獲得庇祐，每當歲末、節慶，家家戶戶興高采

烈的舂米、磨米再配上各種的佐料，製成形形色色精緻可口的糕餅點

心，除了奉獻心意之外，也讓全家人享受一下那份滿足的滋味和喜

悅。這些米食的製作和耕種作物的經驗，代代相傳，綿延不斷，匯成

了動人而豐富的客家農村文化。學生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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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張嘉晏老師講演 

（十六）4 月 27 日、6 月 29 日分別舉行期中及期末考，圓滿結束。 

（十七）107 年上半年全學期共 18 週，除期中及期末考外共上課 16

週，其中聘請學者專家 15 週次，餘由授課教師授課完畢，本學期客

家藝術采風課程圓滿結束，學生學習績效良好。 

（十八）完成上半年課程資料建置及期中報告書等事務。 

◎107 年度下半年 

（一）「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準備工作，已於 8 月 31 日前完成。 

（二）9 月 11 日介紹本課程及上課專家學者及上課注意事項；陳鵬

洲老師講解「客家藍衫美」課程。 

客家藍衫是客家人的傳統服裝，與漢服有所不同。有四特性：1.

經濟性：所用布料耐洗、耐穿，所用染料以丘陵地常見植物大菁為藍

色染劑。衣服上隱蔽之處，採用粗布剪接替代。2.便利性：結構簡單、

富機能性，便於操作勞動。大襟上直扣的配置止於腰線上，便於婦女

哺乳；工作時，又可將前身摺短塞於腰帶。寬大且翻摺之袖口，和貫

通之腰帶，可用以放置物品或錢幣，隨身而不累贅。3.長久性：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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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可自早到晚，自春至冬，可自少年時期至老年，適用期長，課

程介紹傳統客家傳統服飾，獲得好評。 

 
9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三）9 月 18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新竹客庄開發史」課程。 

乾隆 14 年（1749）竹塹社人由土目衛開業、通事錢子白率領由舊社

遷新社以為最後遷社定居之地；社人即在此引水墾田，後漸向番仔

埤、北勢、麻園、荳仔埔、鳳山崎、頂員山仔、霧崙毛毛…等處發展。

課程介紹新竹區客家，學生反應良好。 

 
                            9 月 18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四）9 月 25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客家史-海盜守備都司游擊鄭統領」

課程。 

鄭統領本名鄭有勤，史上確有其人，但此人好似天外飛來，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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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北臺邊區，年籍資料又完全空白，因作戰英勇，短短 5 年之間

從土勇營的營官跳升游擊，劉爵帥兩次向清廷保舉為將才，卻又突然

殞落﹔關西民間傳說鄭統領並非真正的鄭有勤，當初來臺任官之鄭有

勤在渡海途中，遭海盜劫殺，再冒名頂替其來臺任官，之後鄭妻來臺

尋夫，發現真相向巡撫劉銘傳舉發，劉因苦無實據，才以該員「大兵

進勦時，該軍遷延不進…侵吞糧餉…」兩罪奏請朝廷將其革職正法，

到底孰真孰假，故以相關史料比對，找出較接近事實之真相。 

 

                     9 月 25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五）10 月 6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童趣」課程。 

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大人們忙著開墾務農，小孩

就要幫忙家務，很少有多餘的錢為孩子們準備玩具。孩子們這時候只

好自力動手，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玩。 

一般而言，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日常

生活中常見的竹子、木頭、塑膠、罐頭以及植物最常見。除此之外，

大地遊戲(跳房子)也是客家小朋友常常呼朋引伴一起進行的遊戲。課

程讓學生實際操作童玩，學生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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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六）10 月 9 日王國泰老師老師講解「客家源流美學」課程。 

清康熙廿四年（1685）張進菉修纂的《永安縣次志》一書最早記

錄了「客家」一詞，該書說：「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

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清嘉慶十三年（1808）

徐旭曾的《豐湖雜記》則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客家源流討論，徐旭曾從

族譜中歸納出，客家人原本祖居中原，但在幾次華北的動亂中來到南

方，這可視為客家源流的最初看法。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歷史文化

淵源更加了解。 

 
                           10 月 9 日王國泰老師講演 

（七）10 月 16 日陳鵬洲老師講授「客家風情」課程。 

秉持客家文化，承傳客家精神，服務客家社會，客家文化風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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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客家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以成為客家地區為發展目標。

分為講述客家要聞，客家風情，客家地理，客家文化等，學生反應良

好。 

 
10 月 16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八）10 月 23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古蹟旅遊導覽」課程。 

新竹北埔、苗栗西湖鄉、通霄、銅鑼等鄉鎮，為清初客家移民的

墾拓地區。由於地處偏遠，較未受到商業土地開發的破壞，保有傳統

純樸農村風貌，迄今仍存有許多老屋、古廟、舊街、祖堂、聖蹟亭等

文化資產，其中不乏名匠經典作品，分享其中美妙處，學生反應良好。 

 
10 月 23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九）10 月 30 日蔡柏旻老師講解「客家飲調體驗」體驗課程。 

蔡柏旻老師介紹客家人之柑桔，製作各式飲品，包含柑桔果汁、



 23

柑桔拿鐵、柑桔雞尾酒等，融入客家議題，充滿年輕人時尚元素，吸

引學子更能深入客家飲食文化之美，學生反應熱烈。 

 
10 月 30 日蔡柏旻老師講演 

（十）11 月 6 日古石明老師講解「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課程。 

客家小調大概有幾百首之多，不過現今最常用的有平板調、山歌

仔調、老山歌調、思戀歌調、病子歌調、十八摸歌、剪剪花調、初一

朝調、桃花開調、上山採茶調、瓜子仁調、鬧五更調、送金釵調、打

海棠調、苦力娘調、洗手巾調、賣酒調（亦稱糶酒）、桃花過渡調（亦

稱撐船歌調）、繡香包調等調子。它的音調與詞句都是由「心譜」出

來而永不改變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歌譜歌詞，比較容易用現代的五線

譜或簡譜來記載。課程介紹傳統客家歌謠，獲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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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古石明講演 

（十一）11 月 13 日羅元宏老師講解「客庄茶藝美學-品茶與人生」課

程。 

泡好茶需要好茶，好水，好壺。水為茶之母，精茗蘊香，藉水而

發。器為茶之父，品質好的茶具可以滋潤茶味、襯托茶色、提升品茗

樂趣。藉由品茗、茶食的介紹與體驗讓本校學子認識客家茶藝文化，

成效良好。 

 

11 月 13 日羅元宏老師講演 

（十二）11 月 20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創新曲」課程。 

古老師創作多首客家創新曲，亦獲得多次客家創新曲比賽獎項，

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家音樂，並屢屢榮獲各項殊榮，冀望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全方位歌曲研究」，建構「客家音樂美學」。課程講述

客家創新曲的變化之處，啟迪學生對客家傳統音樂刻板的印象，讓樂

音的風雅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學生對客家文化音樂藝術的保

存與重視，深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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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古石明老師講演 

（十三）11 月 27 日黃運喜老師講解「台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2003 年客委會之《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推動客家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協助客家地區文化與產

業相 結合，發展具有客家特色之文化創意產業、綠色休閒產業及其

他地方產業，並協助傳統產業 之轉型與創新，以創造就業機會，帶

動地方經濟發展，發揚客家文化」課程解說種種文創的思想藝術，學

生反應良好。 

 

11 月 27 日黃運喜老師講演 

（十四）107 年下半年計畫執行期間共 12 週，其中聘請學者專家 12

週次，本計畫「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圓滿結束，學生學習績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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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並完成相關成果報告書撰寫。 

4.主要執行成果 

（一） 計畫主持人古旻陞老師-客家藝術美學論文：茶藝之哲思（節

錄） 

一、前言 

中國人的民族特性是崇尚自然，樸實謙和，不重形式，飲茶也是

這樣，不像日本茶道具有嚴格的儀式和濃厚的宗教色彩。但茶道畢竟

不同於一般飲茶。在中國飲茶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混飲」：即在茶中加鹽、加糖、加奶或加蔥、拈皮、薄

荷、桂園、紅棗，根據各人的口味嗜好，興之所至愛怎麼喝就怎麼喝。

例如：「客家擂茶」是客家人招待貴賓的一種茶點，擂既研磨之意，

以陶製擂缽將茶葉、芝麻、花生等多種原料研磨成粉，加入冷熱開水

沖泡調勻後飲用。擂茶能充飢解渴，也能當保健飲料飲用。又別名「三

生湯」在台灣地區則以新竹、桃園、台北、花蓮、美濃....等地區的

客家庄仍然保留這種美味文化。 

另一類是「清飲」：即不在茶中加任何有損茶本味與真香的配料．

單單用開水泡茶來喝。｢清飲」又可分為四個層次。將茶當飲料解渴，

大碗海飲．稱之為「喝茶」。如果注重茶的色香味，講究水質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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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的時候叉能細細品味，可稱之為「品茶」。如果再講究環境、氣氛、

音樂、沖泡技巧及人際關係等等，可稱為「茶藝」。而在茶事活動中

融入哲理、倫理、道德，通過品茗而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

參禪悟道，達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操守，這才是中國飲茶的最

高境界——茶藝（道）。 

二、茶藝文化的哲學概念 

結合我國傳統茶藝和茶文化的內涵。茶藝指的是一種以生活化導

向為發展方向的制茶之技、泡茶之術、品茶之能、享受茶和對茶審美

的茶文化藝術。它的內涵可以歸結為「泡好一壺茶的技巧和享受一杯

茶的藝術」。茶藝文化有其自己的內部結構，這些結構的延伸就構成

了一種茶藝文化的基本內涵。以下我們談談茶藝核心概念。 

茶藝作為茶文化的部分組成成分，在根本性的文化內核上受制於

茶文化。有學者認為茶藝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提倡的諸如：

中庸、和諧、自省、謙和、明哲等，其實這僅僅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

方面。從我國茶藝文化產生的淵源來看，茶藝本身是我國多元民族文

化、多元思想文化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產物，在這種文化交融中，

儒家的「中庸、和諧、仁政、尊禮」與道家的「道法自然」、禪家的

「思辨」等互相耦合揉成共構於茶文化之中，並互相交織形成了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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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內核。因此，茶藝文化無論是表現為一種可見的行為藝術和飲茶

藝術，本質上遵循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包容」、「尚德中和」和道德文

化的基本內涵。 

(一)「和」——中國茶道哲學思想的中心 

「和」便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學思想理念。茶道所追求的

「和」源於《周易》中的「保合太和」。《易》開篇即云：乾，元亨利

貞。《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反觀於陸羽〈茶經〉，對此論述得很明白。惜墨如金的陸羽不惜

用近二百五十個字來描寫他設計的風爐。並指出風爐用鐵鑄從「金」：

放置在地上從「土」；爐中燒的木炭，從「水」；木炭燃燒從「火」；

風爐上煮著茶湯從「水」。煮茶的過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

並達到和諧平衡的過程。因此．陸羽在風爐的一足上刻有：「體均五

行去百疾」七個字。可見保合太和；陰陽調和；五行調和等理念是茶

道的哲學基礎。 

(二)「靜」——中國茶道學習的必經途徑 

中國茶道是修身養性之道。靜是中國茶道修習的必經途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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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小的茶壺中去體悟宇宙的奧秘?如何從淡淡的茶湯中去品味人生?

如何在茶事活動中明心見性?如何通過茶道的學習來操練精神．鍛煉

人格，超越自我?其答案本有一個字——靜。 

古往今來。無論是學士還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歸地把「靜」

做為榮道修習的必經大道。因為靜則明．靜則虛，靜可虛懷若谷，靜

可內斂含藏，靜可洞察明澈．體道入微。可以說：「欲達茶道通玄境．

除卻靜字無妙法」。 

(三)「怡」——中國茶道中茶人的身心享受 

「怡」者和悅、愉快之意。在中國茶遭中，「怡」是茶人在從事

茶事過程中的身心享受。 

茶藝乃是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從長期的飲茶實踐過程中，根據茶

的特性，以及與飲茶緊密相關的飲茶環境、茶具配製、沖沏技能、品

飲藝術入手，再結合地方風俗、文化特點，總結出來的一套飲茶禮法。

它代表了主人對茶基本精神的理解或者是主人、客人的一種親和與敬

重。自唐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茶藝慢慢走向社會，為人類交往和

經濟發展服務。茶藝在中國古代，如唐代宮廷的「清明宴」茶會、宋

代的「鬥茶」、明清文人的「茶宴」、寺院的「普茶」。以及現代百姓

招待客人的「客來敬茶」、廣東、福建的「客家功夫茶」，還有少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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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形形色色的飲茶習俗，裡面都蘊含著茶的「道」和「藝」，但與生

活緊密結合，所以比較接近實際。 

(四)「真」——中國荼道的終攝追求 

不管社會公案如何？楊朱所言之「全性保真」的真，是指生命。

以及「道之真，以治身。」(<莊子-讓王>)都是講一切「道」的真諦

也是要「貴生」、「重生」、「保生」。愛護生命、珍惜生命，讓自己的

身心都更健康，更暢適，讓自己的一生過得更真實，做到「日日是好

日」，這才是中國茶道的最高追求。 

三、茶藝文化的行為取向 

(一)禮與仁的關係--「仁」體「禮」用之理 

孔子思想中，「禮」為道德之準繩，「仁」乃為道德之本源，因為

「禮」為「仁」之用，而「仁」為「禮」之體。「仁」為孔子中心思

想，亦是道德的最高指標。仁是眾德所合構而成的，是眾德的種稱。

而屈萬里先生則更一步說明：『「仁」是孔子理想中作仁的最高準則，

對自己來說，要能謹厚、誠樸、訒訥、剛毅；對國家來說，要能忠君

和敬事；對人類來說，要能博施濟眾，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仁。

由於仁是一種普遍的原則，孔子所著重者在於踐仁履仁。 

(二)禮與義互為表裡--禮以義為質，以義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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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義者，宜也，乃人內在之德行，孔子認人應「喻於義」《論

語‧里仁》、「義以為上」《論語‧陽貨》「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

氏》、「見得思義」、「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尤須做到「無適也，

無莫也，義與之比」《論語‧里仁》。即一切言行莫不合於義，以義為

判斷準則，則禮為義之外在表現，而禮之實踐亦以合宜為要。總言而

之，「禮」與「義」並存，義即在禮中，禮即在義中。 

(三)禮與仁義為一--仁為精神，義為準則 

孔子最重視的是禮的內容（「禮之本」）而非其外在的形式。「仁、

義、禮」三者的關係：禮以仁義為本（根本或即基礎），君子義以為

質，禮以行之。（《論語·衛靈公》）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

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論

語·顏淵》）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 

(四)禮學的具體運用原則--敬、讓、儉 

禮乃依切之行為準則，一切文化發展的憑藉，一切人文要有意義

有價值，都因於禮之精神而顯。禮不僅具有外在之規範性，亦為內在

道德之創發，故禮為成就仁、德之重要憑藉。因而其在教育、倫理及

政治上的運用，孔子一方面強調禮與道德情感之契合，一方面欲藉禮

來成就道德，作為一種以制茶、飲茶為直接目標的行為藝術，茶藝呈



 32

現出來的是一種「儀式化、人格表現、情趣與意象、大眾性」的審美

禮儀特徵，這種行為藝術不僅僅是滿足人們修身養性的需要，還致力

於引導人們在社會交往中實現互尊互愛、互相包容、互相體諒，在人

們的心靈上形成一種反省和深思，用這種內涵式的引導和啟發，使人

們朝著「幸福」的取向而進步。 

四、結語 

總之，茶藝文化的本質是以道德實踐為內核的生活化體驗。無論

是茶藝師還是一般的社會大眾，在茶藝文化的行為中體驗茶文化的魅

力，實際上是一種對人們以茶作為大自然向人類召喚的使者，讓寧靜

安詳又有情致的傳統美感意識在小小的環境中復甦。無論是消費者基

於一種物質性、功利性的消費心理，還是基於一種審美式的、文化體

驗式的文化體驗心理，本質上都是為了在體驗茶藝文化中實現修身養

性、緩解壓力、尋求心靈救贖、愉悅自我心靈等功能，而實現這些目

的都是需要「情感參與和體驗」來完成的。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

茶藝文化可分為「表演型茶藝、待客型茶藝、行銷型茶藝、養生型茶

藝」四種典型的茶藝類型，實際上是對茶藝文化的不同體驗類型進行

了總結，這些不同類型的茶禮承擔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可以給予人們

不同的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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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107 年「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 

執行計畫結案報告 

壹、前言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作業要點」第三-(三)點「從事國內外與客家學術有關之調查、研究、

保存事項，或開設客家相關課程」之規定提出申請。 

本計畫旨於經由課程的安排，解析客家文化藝術之美與其在臺灣

文化藝術中的重要性，多角度討論客家文化藝術，期使學生對客家文

化藝術有總體性之瞭解，啟發對客家文化藝術的興趣，以利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研究」，建構「客家學」。故在計畫中擬邀請校內外有

關「客家文化藝術研究」之學者專家進行議題探討與專題演講，期盼

希望透過本課程之講授，引發學生對客家文化的好奇與了解，對於傳

承客家文化藝術能有多所貢獻，啟迪學生對於客家文化、藝術的風雅

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對客家文化藝術的保存與重視。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107 年全學年共 36 週，外聘學者專家講授客庄文化，分別從各角

度深入淺出談論，吸引學生踴躍提問，開發學生學習興趣，成效良好。 

講座時間 講師姓名 講座主題 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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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9 廖利凱老師 客家小點 2 

103.03.16 古石明老師 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 2 

107.03.23 古石明老師 客家創新曲 2 

107.03.30 王國泰老師 客家源流美學 2 

107.04.13 林保文老師 客家童趣 2 

107.04.20 廖田心老師 客家采風與色彩 2 

107.05.04 范明煥老師 新竹客庄開發史 2 

107.05.11 陳鵬洲老師 客家風情 2 

107.05.18 羅元宏老師 體驗藝術與創新活動設計 2 

107.05.25 蔡柏旻老師 客家飲調體驗 2 

107.06.01 何美和老師 客家飲食藝術 2 

107.06.08 黃運喜老師 
台灣早期農村物質文化及在

生活上的運用 
2 

107.06.15 林保文老師 客家古蹟旅遊導覽 2 

107.06.22 張嘉晏老師 客家食藝 2 

107.09.11 陳鵬洲老師 客家藍衫美 2 

107.09.18 范明煥老師 新竹客庄開發史 2 

107.09.25 范明煥老師 
客家史-海盜守備都司游擊鄭

統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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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2 林保文老師 客家童趣 2 

107.10.09 王國泰老師 客家源流美學 2 

107.10.16 陳鵬洲老師 客家風情 2 

107.10.23 林保文老師 客家古蹟旅遊導覽 2 

107.10.30 蔡柏旻老師 客家飲調體驗 2 

107.11.06 古石明老師 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 2 

107.11.13 羅元宏老師 客庄茶藝美學-品茶與人生 2 

107.11.20 古石明老師 客家創新曲 2 

107.11.27 黃運喜老師 台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2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名稱 
預算 

支用 備註 
單價 數量 總價 

業務費 85,000 

講座鐘點費 1,600 46 73,600 73,600  

講座交通費 1,400 1 1,400 1,400  

課程規劃費 5,000 2 10,000 10,000  

雜支 5,000 

文具 2,100 1 2,100 2,100 
 

光碟片 400 1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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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粉夾 2,500 2 5,000 5,000  

總計（客委會補助）   90,000 90,000  

1.第一期款已匯入本校共計補助新台幣 63,000 元整，剩餘新臺幣 0 元整； 
2.補助款無匯入本校共計新台幣 26,716 元整，期末請領新臺幣 26,716 元整。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技職院校大部份以理工或商科掛帥，學生人文素養、藝術體驗與

生命關懷諸面向較為欠缺，同時學生雖然住在學校宿舍或在校外租屋

而居，但是對於學校所在地的在地鄰里關係顯然較不用心理解亦缺乏

認識，故而難有真實的在地認同。以本校同學為例，外來學生對於融

入客家社群的意識相對薄弱，此舉使得在地社區對學校或學生亦較難

理解。本課程即在提昇學生人文素養及藝術涵養，瞭解人的價值與藝

術之美，試圖引導學生主動親近社區，認識鄰里，進而懂得欣賞與包

容，尊重與合作，以為生活美學的實踐而努力。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只有透過了解、溝通、認知，才能

避免誤會，產生包容，進而團結成一體，改進台灣族群分裂的現狀，

本課程之另一目標即在於透過文化藝術的傳承、配合體驗的趣味活動

營造學生親身體驗及客家文化藝術的瑰麗。進而認識客家、了解客

家，關愛客家或尊重客家，帶動族群和諧，這也是在提昇學生人文素

養，瞭解人的價值，形成生活美學的意涵，進而懂得欣賞與包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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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與合作。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大致相符。課程講師聘任上常有臨時狀況需調整，故遴聘講師需

多次協調，與原規劃大致相符；預算方面大致按照原規劃進行，均能

在正式執行計畫中配合課程教學內容與提供學生之有效學習效能。 

三、建議事項： 

（一） 建議補助款能一次匯入或分期匯入，避免計畫主持人墊用過

高比例。 

（二） 建議計畫執行期滿後，方規定一定期程（如計畫當年 12 月底

前完成等）進行核銷作業與成果報告書之填報，以免壓縮計

畫執行期間。 

四、結論 

本校位於新豐鄉客家莊，開設客家課程，既有歷史淵源與地利之

便，推行客家文化更有義不容辭之使命感。 

課程規劃上設計八大面向，進而架構出以客家藝術風情為主軸的

藝術通識課程，深受本校學生喜愛與歡迎。本課程所聘請之講座教師

皆為對客家長期深入研究，或學有專精及具豐富教學經驗者，借重學

者專家之介紹，讓學子對客家能有正確與深入的瞭解，讓學子實際與

更深層感受客家藝術文化，認知客家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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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一、課程規劃大綱 

1. 客家源流（兩岸區域發展進程） 

2. 新竹縣客家風情（學校地理區域客家歷史、風土民情、習俗

簡介） 

3. 客家信仰藝術（三官大帝、義民爺信仰、伯公信仰（150 餘

座伯公廟）） 

4. 客家生活藝術（飲食、茶業、工藝、童玩） 

5. 客家語言、文學藝術（客語之美、龍瑛宗與吳濁流） 

6. 客家戲曲藝術（三腳採茶戲、客家大戲） 

7. 客家音樂藝術（客家八音、山歌仔、平板、創新曲） 

8. 客家建築藝術（客家土樓、圍屋） 

二、課程規劃子題 

1. 臺灣客家源流 

2. 新竹縣的客家 

3. 天穿日 

4. 宗教寺廟與信仰文化 

5. 節慶習俗與飲食文化 

6. 茶業與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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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手工藝術 

8. 客家話的語言之美 

9. 龍瑛宗與吳濁流 

10. 三腳採茶戲 

11. 客家大戲 

12. 客家改良戲 

13. 客家八音 

14. 山歌仔、平板 

15. 客家小調 

16. 從圓樓到圍龍屋、伙房屋－談客家建築之美 

三、計畫執行狀況 

1.目標達成狀況 

本課程兩學期共計有 128 位同學選修，本課程極受歡迎，選修、

出席踴躍，上課認真，對受邀來上課之學者專家亦回饋熱烈，深受各

專家學者讚許。透過課程內容讓同學了解客家藝術地的源流與發展，

並透過豐富的影像，體驗藝術，並且討論海峽兩岸客庄之藝術發展比

較，使學習同學瞭解本地民間信仰文化、客家語言與音樂、客家產業

等、客家戲曲等文化以及在各層面的貢獻。亦即，本課程期待通過大

尺度的圖像式介紹，提供學生對客家族群與文化、藝術特色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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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了解、溝通、認知，產生認知與欣賞態度，已有甚佳成效。故提

昇學生藝術與人文素養，瞭解人的價值，懂得欣賞與包容。 

2.資源使用情形： 

（一）所請來校演講之專家學者皆各領域學有專精或對客家藝術

文化有深入研究者，使學生不但很快就能進入狀況，對於認識客家、

與客家藝術之美亦有所瞭解。 

（二）善用本地在地客家建築藝術資源，如新竹縣最古老廟宇─

溪南三元宮、散處各村的伯公廟及義民廟祭典、本校校園中的客家范

家名穴─錦被蓋孩兒-蜘蛛結網型。 

（三）獲得社區社團如新豐鄉禮俗協進會等的諸多協助。 

（四）體驗好食客家，透過講解客家食的藝術，讓學子能明瞭客

家種種美食，更融合學子的深刻印象。 

（五）體驗客家茶、食藝術，透過講解客家茶、食的藝術，讓學

子能明瞭客家人對於茶藝、食藝與生活的關聯性，進行茶藝、食藝體

驗時更能讓學子明白茶、食藝術與客家的深刻關係。 

（五）體驗客家工藝，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孩子

們這時候只好自力救濟，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

玩。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竹子、木頭、紙張等，透過講解客家工藝的藝術，讓學子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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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客家人對於生活藝術之實用性與趣味性之兼容並蓄的關聯性，進行

童玩製作，讓學子明白客家生活藝術之美。 

（六）蒐集已出版之各種客家藝術及文化相關光碟及資料，以為

上課或研究輔助之用。 

3.主要執行成果（課程部分） 

◎107 年度上半年 

（一）3 月 2 日首週上課介紹本課程及上課之專家學者及上課注意事

項。 

（二）3 月 9 日廖利凱老師講解「客家小點」課程。 

文化多元的客家美食，融有各種特色風俗，而其中的「客家小點」

更將客家勤儉美德發揚光大，帶有濃厚「客情」。好「客」氣息首先

反映在飲食上，用運取之大多為聖菜餚而製成的食材變化而來，烹飪

出一道道好客美味！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傳統點心文化淵源更加

了解。 

 
 
 
 
 
 
 
 

 
3 月 9 日廖利凱老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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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 月 16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課程。 

客家小調大概有幾百首之多，不過現今最常用的有平板調、山歌

仔調、老山歌調、思戀歌調、病子歌調、十八摸歌、剪剪花調、初一

朝調、桃花開調、上山採茶調、瓜子仁調、鬧五更調、送金釵調、打

海棠調、苦力娘調、洗手巾調、賣酒調（亦稱糶酒）、桃花過渡調（亦

稱撐船歌調）、繡香包調等調子。它的音調與詞句都是由「心譜」出

來而永不改變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歌譜歌詞，比較容易用現代的五線

譜或簡譜來記載。課程介紹傳統客家歌謠，獲得好評。 

 
 
 
 
 
 
 
 
 

3 月 16 日古石明老師演講 

（四）3 月 23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創新曲」課程。 

古老師創作多首客家創新曲，亦獲得多次客家創新曲比賽獎項，

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家音樂，並屢屢榮獲各項殊榮，冀望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全方位歌曲研究」，建構「客家音樂美學」。課程講述

客家創新曲的變化之處，啟迪學生對客家傳統音樂刻板的印象，讓樂

音的風雅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學生對客家文化音樂藝術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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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與重視，深受學生歡迎。 

 
 
 
 
 
 
 
 
 

3 月 23 日古石明老師演講 

（五）3 月 30 日王國泰老師講授「客家源流美學」課程。 

清康熙廿四年（1685）張進菉修纂的《永安縣次志》一書最早記

錄了「客家」一詞，該書說：「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

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清嘉慶十三年（1808）

徐旭曾的《豐湖雜記》則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客家源流討論，徐旭曾從

族譜中歸納出，客家人原本祖居中原，但在幾次華北的動亂中來到南

方，這可視為客家源流的最初看法。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歷史文化

淵源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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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王國泰老師演講 

（六）4 月 13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童趣」課程。 

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大人們忙著開墾務農，小孩

就要幫忙家務，很少有多餘的錢為孩子們準備玩具。孩子們這時候只

好自力動手，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玩。 

一般而言，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竹子、木頭、塑膠、罐頭以及植物最常見。除此之

外，大地遊戲(跳房子)也是客家小朋友常常呼朋引伴一起進行的遊

戲。課程讓學生實際操作童玩，學生反應熱烈。 

 
                               4 月 13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七）4 月 20 日廖田心老師講解「客家采風與色彩」課程。 

廖老師以創作陶藝作品多獲展演，對於客家色彩藝術有非常多的

研究與發展，於美術創作上亦獲得許多肯定，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

家藝術發展，課程講述客家藝術色彩的搭配與運作變化之處，啟迪學

生對客家傳統色彩、配色之印象，深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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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日廖田心老師講演 

（八）5 月 4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新竹客庄開發史」課程。 

乾隆 14 年（1749）竹塹社人由土目衛開業、通事錢子白率領由

舊社遷新社以為最後遷社定居之地；社人即在此引水墾田，後漸向番

仔埤、北勢、麻園、荳仔埔、鳳山崎、頂員山仔、霧崙毛毛…等處發

展。課程介紹新竹區客家，學生反應良好。 

 
                       5 月 4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九）5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授「客家風情」課程。 

秉持客家文化，承傳客家精神，服務客家社會，客家文化風情以

促進客家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以成為客家地區為發展目標。

分為講述客家要聞，客家風情，客家地理，客家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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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十）5 月 18 日羅元宏老師講解「體驗藝術與創新活動設計」課程。 

直接使用感官(視、聽、嗅、觸、味)進行觀察和知覺者，都屬一

種體驗活動。課程以應用感官直接與實際事務接觸，而獲得直接經驗

為原則，讓學生體驗創新設計與藝術的關聯性，並帶動產業的行銷概

念，養成自我繼續學習的能力，學生興趣甚高，績效良好。 

 
                         5 月 18 日羅元宏老師講演 

（十一）5 月 25 日蔡柏旻老師講解「客家飲調體驗」體驗課程。 

蔡柏旻老師介紹客家人之柑桔，製作各式飲品，包含柑桔果汁、

柑桔拿鐵、柑桔雞尾酒等，融入客家議題，充滿年輕人時尚元素，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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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學子更能深入客家飲食文化之美，學生反應熱烈。 

 
5 月 25 日蔡柏旻老師講演 

（十二）6 月 1 日何美和老師講演「客家飲食藝術」體驗課程。 

客家菜與其他地方菜相比時，客家菜仍有自己的特色，特色在於

食材的取得、口味的獨特性及烹方法等諸多不同。客家人的吃食與他

們的族群性一樣，與其追求料理精雕細琢的視覺呈現，他們更關心的

是如何取用身邊的食材，如何可以把這些食材保存起來，經過醃漬的

食材，如何發揮運用等等實際面的問題，所以有人說客家人其實是『吃

野、吃粗、吃雜』。課程介紹客家吃食藝術，深受學生歡迎。 

 
       6 月 1 日何美和老師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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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6 月 8 日黃運喜老師講解「台灣早期農村物質文化及在生活

上的運用」課程。 

客家先民從大陸原鄉移民到台灣，不斷的創新與繁衍，今日我們

所看到的一切實物，無一不是前人留下的知識，與經驗不斷重組改造

而成的。身為現代人，除了前瞻未來，對於過去也須有緬懷與不忘本

之心。過去的一切生活用品，如鍋碗瓢盆，犁耙碌碡，也涵蓋了種種

生活藝術之美。 

 
   6 月 8 日黃運喜老師講演 

（十四）6 月 15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古蹟旅遊導覽」課程。 

新竹北埔、苗栗西湖鄉、通霄、銅鑼等鄉鎮，為清初客家移民的

墾拓地區。由於地處偏遠，較未受到商業土地開發的破壞，保有傳統

純樸農村風貌，迄今仍存有許多老屋、古廟、舊街、祖堂、聖蹟亭等

文化資產，其中不乏名匠經典作品，分享其中美妙處，學生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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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十五）6 月 22 日張嘉晏老師講解「客家食藝」課程。 

稻米的豐收象徵了台灣農村百姓們生活的安定和希望，也代表了

農人勤奮的結果。傳統的客家人都對稻米有著一分濃厚的情感，終日

辛勤的期望，只為求得一家大小三餐的溫飽，香香的白米飯就是基本

的需求，而客家米食文化的建立是在敬天地、祭鬼神和拜祖先這樣崇

敬慎重和感恩的態度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把平常捨不得享用的美食，

獻給天地、祖先，希望獲得庇祐，每當歲末、節慶，家家戶戶興高采

烈的舂米、磨米再配上各種的佐料，製成形形色色精緻可口的糕餅點

心，除了奉獻心意之外，也讓全家人享受一下那份滿足的滋味和喜

悅。這些米食的製作和耕種作物的經驗，代代相傳，綿延不斷，匯成

了動人而豐富的客家農村文化。學生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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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張嘉晏老師講演 

（十六）4 月 27 日、6 月 29 日分別舉行期中及期末考，圓滿結束。 

（十七）107 年上半年全學期共 18 週，除期中及期末考外共上課 16

週，其中聘請學者專家 15 週次，餘由授課教師授課完畢，本學期客

家藝術采風課程圓滿結束，學生學習績效良好。 

（十八）完成上半年課程資料建置及期中報告書等事務。 

◎107 年度下半年 

（一）「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準備工作，已於 8 月 31 日前完成。 

（二）9 月 11 日介紹本課程及上課專家學者及上課注意事項；陳鵬

洲老師講解「客家藍衫美」課程。 

客家藍衫是客家人的傳統服裝，與漢服有所不同。有四特性：1.

經濟性：所用布料耐洗、耐穿，所用染料以丘陵地常見植物大菁為藍

色染劑。衣服上隱蔽之處，採用粗布剪接替代。2.便利性：結構簡單、

富機能性，便於操作勞動。大襟上直扣的配置止於腰線上，便於婦女

哺乳；工作時，又可將前身摺短塞於腰帶。寬大且翻摺之袖口，和貫

通之腰帶，可用以放置物品或錢幣，隨身而不累贅。3.長久性：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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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可自早到晚，自春至冬，可自少年時期至老年，適用期長，課

程介紹傳統客家傳統服飾，獲得好評。 

 
9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三）9 月 18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新竹客庄開發史」課程。 

乾隆 14 年（1749）竹塹社人由土目衛開業、通事錢子白率領由舊社

遷新社以為最後遷社定居之地；社人即在此引水墾田，後漸向番仔

埤、北勢、麻園、荳仔埔、鳳山崎、頂員山仔、霧崙毛毛…等處發展。

課程介紹新竹區客家，學生反應良好。 

 
                            9 月 18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四）9 月 25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客家史-海盜守備都司游擊鄭統領」

課程。 

鄭統領本名鄭有勤，史上確有其人，但此人好似天外飛來，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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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北臺邊區，年籍資料又完全空白，因作戰英勇，短短 5 年之間

從土勇營的營官跳升游擊，劉爵帥兩次向清廷保舉為將才，卻又突然

殞落﹔關西民間傳說鄭統領並非真正的鄭有勤，當初來臺任官之鄭有

勤在渡海途中，遭海盜劫殺，再冒名頂替其來臺任官，之後鄭妻來臺

尋夫，發現真相向巡撫劉銘傳舉發，劉因苦無實據，才以該員「大兵

進勦時，該軍遷延不進…侵吞糧餉…」兩罪奏請朝廷將其革職正法，

到底孰真孰假，故以相關史料比對，找出較接近事實之真相。 

 

                     9 月 25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五）10 月 6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童趣」課程。 

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大人們忙著開墾務農，小孩

就要幫忙家務，很少有多餘的錢為孩子們準備玩具。孩子們這時候只

好自力動手，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玩。 

一般而言，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日常

生活中常見的竹子、木頭、塑膠、罐頭以及植物最常見。除此之外，

大地遊戲(跳房子)也是客家小朋友常常呼朋引伴一起進行的遊戲。課

程讓學生實際操作童玩，學生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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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六）10 月 9 日王國泰老師老師講解「客家源流美學」課程。 

清康熙廿四年（1685）張進菉修纂的《永安縣次志》一書最早記

錄了「客家」一詞，該書說：「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

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清嘉慶十三年（1808）

徐旭曾的《豐湖雜記》則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客家源流討論，徐旭曾從

族譜中歸納出，客家人原本祖居中原，但在幾次華北的動亂中來到南

方，這可視為客家源流的最初看法。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歷史文化

淵源更加了解。 

 
                           10 月 9 日王國泰老師講演 

（七）10 月 16 日陳鵬洲老師講授「客家風情」課程。 

秉持客家文化，承傳客家精神，服務客家社會，客家文化風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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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客家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以成為客家地區為發展目標。

分為講述客家要聞，客家風情，客家地理，客家文化等，學生反應良

好。 

 
10 月 16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八）10 月 23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古蹟旅遊導覽」課程。 

新竹北埔、苗栗西湖鄉、通霄、銅鑼等鄉鎮，為清初客家移民的

墾拓地區。由於地處偏遠，較未受到商業土地開發的破壞，保有傳統

純樸農村風貌，迄今仍存有許多老屋、古廟、舊街、祖堂、聖蹟亭等

文化資產，其中不乏名匠經典作品，分享其中美妙處，學生反應良好。 

 
10 月 23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九）10 月 30 日蔡柏旻老師講解「客家飲調體驗」體驗課程。 

蔡柏旻老師介紹客家人之柑桔，製作各式飲品，包含柑桔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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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拿鐵、柑桔雞尾酒等，融入客家議題，充滿年輕人時尚元素，吸

引學子更能深入客家飲食文化之美，學生反應熱烈。 

 
10 月 30 日蔡柏旻老師講演 

（十）11 月 6 日古石明老師講解「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課程。 

客家小調大概有幾百首之多，不過現今最常用的有平板調、山歌

仔調、老山歌調、思戀歌調、病子歌調、十八摸歌、剪剪花調、初一

朝調、桃花開調、上山採茶調、瓜子仁調、鬧五更調、送金釵調、打

海棠調、苦力娘調、洗手巾調、賣酒調（亦稱糶酒）、桃花過渡調（亦

稱撐船歌調）、繡香包調等調子。它的音調與詞句都是由「心譜」出

來而永不改變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歌譜歌詞，比較容易用現代的五線

譜或簡譜來記載。課程介紹傳統客家歌謠，獲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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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古石明講演 

（十一）11 月 13 日羅元宏老師講解「客庄茶藝美學-品茶與人生」課

程。 

泡好茶需要好茶，好水，好壺。水為茶之母，精茗蘊香，藉水而

發。器為茶之父，品質好的茶具可以滋潤茶味、襯托茶色、提升品茗

樂趣。藉由品茗、茶食的介紹與體驗讓本校學子認識客家茶藝文化，

成效良好。 

 

11 月 13 日羅元宏老師講演 

（十二）11 月 20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創新曲」課程。 

古老師創作多首客家創新曲，亦獲得多次客家創新曲比賽獎項，

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家音樂，並屢屢榮獲各項殊榮，冀望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全方位歌曲研究」，建構「客家音樂美學」。課程講述

客家創新曲的變化之處，啟迪學生對客家傳統音樂刻板的印象，讓樂

音的風雅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學生對客家文化音樂藝術的保

存與重視，深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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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古石明老師講演 

（十三）11 月 27 日黃運喜老師講解「台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2003 年客委會之《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推動客家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協助客家地區文化與產

業相 結合，發展具有客家特色之文化創意產業、綠色休閒產業及其

他地方產業，並協助傳統產業 之轉型與創新，以創造就業機會，帶

動地方經濟發展，發揚客家文化」課程解說種種文創的思想藝術，學

生反應良好。 

 

11 月 27 日黃運喜老師講演 

（十四）107 年下半年計畫執行期間共 12 週，其中聘請學者專家 12

週次，本計畫「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圓滿結束，學生學習績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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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並完成相關成果報告書撰寫。 

4.主要執行成果 

（一） 計畫主持人古旻陞老師-客家藝術美學論文：茶藝之哲思（節

錄） 

一、前言 

中國人的民族特性是崇尚自然，樸實謙和，不重形式，飲茶也是

這樣，不像日本茶道具有嚴格的儀式和濃厚的宗教色彩。但茶道畢竟

不同於一般飲茶。在中國飲茶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混飲」：即在茶中加鹽、加糖、加奶或加蔥、拈皮、薄

荷、桂園、紅棗，根據各人的口味嗜好，興之所至愛怎麼喝就怎麼喝。

例如：「客家擂茶」是客家人招待貴賓的一種茶點，擂既研磨之意，

以陶製擂缽將茶葉、芝麻、花生等多種原料研磨成粉，加入冷熱開水

沖泡調勻後飲用。擂茶能充飢解渴，也能當保健飲料飲用。又別名「三

生湯」在台灣地區則以新竹、桃園、台北、花蓮、美濃....等地區的

客家庄仍然保留這種美味文化。 

另一類是「清飲」：即不在茶中加任何有損茶本味與真香的配料．

單單用開水泡茶來喝。｢清飲」又可分為四個層次。將茶當飲料解渴，

大碗海飲．稱之為「喝茶」。如果注重茶的色香味，講究水質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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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的時候叉能細細品味，可稱之為「品茶」。如果再講究環境、氣氛、

音樂、沖泡技巧及人際關係等等，可稱為「茶藝」。而在茶事活動中

融入哲理、倫理、道德，通過品茗而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

參禪悟道，達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操守，這才是中國飲茶的最

高境界——茶藝（道）。 

二、茶藝文化的哲學概念 

結合我國傳統茶藝和茶文化的內涵。茶藝指的是一種以生活化導

向為發展方向的制茶之技、泡茶之術、品茶之能、享受茶和對茶審美

的茶文化藝術。它的內涵可以歸結為「泡好一壺茶的技巧和享受一杯

茶的藝術」。茶藝文化有其自己的內部結構，這些結構的延伸就構成

了一種茶藝文化的基本內涵。以下我們談談茶藝核心概念。 

茶藝作為茶文化的部分組成成分，在根本性的文化內核上受制於

茶文化。有學者認為茶藝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提倡的諸如：

中庸、和諧、自省、謙和、明哲等，其實這僅僅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

方面。從我國茶藝文化產生的淵源來看，茶藝本身是我國多元民族文

化、多元思想文化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產物，在這種文化交融中，

儒家的「中庸、和諧、仁政、尊禮」與道家的「道法自然」、禪家的

「思辨」等互相耦合揉成共構於茶文化之中，並互相交織形成了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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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內核。因此，茶藝文化無論是表現為一種可見的行為藝術和飲茶

藝術，本質上遵循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包容」、「尚德中和」和道德文

化的基本內涵。 

(一)「和」——中國茶道哲學思想的中心 

「和」便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學思想理念。茶道所追求的

「和」源於《周易》中的「保合太和」。《易》開篇即云：乾，元亨利

貞。《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反觀於陸羽〈茶經〉，對此論述得很明白。惜墨如金的陸羽不惜

用近二百五十個字來描寫他設計的風爐。並指出風爐用鐵鑄從「金」：

放置在地上從「土」；爐中燒的木炭，從「水」；木炭燃燒從「火」；

風爐上煮著茶湯從「水」。煮茶的過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

並達到和諧平衡的過程。因此．陸羽在風爐的一足上刻有：「體均五

行去百疾」七個字。可見保合太和；陰陽調和；五行調和等理念是茶

道的哲學基礎。 

(二)「靜」——中國茶道學習的必經途徑 

中國茶道是修身養性之道。靜是中國茶道修習的必經途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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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小的茶壺中去體悟宇宙的奧秘?如何從淡淡的茶湯中去品味人生?

如何在茶事活動中明心見性?如何通過茶道的學習來操練精神．鍛煉

人格，超越自我?其答案本有一個字——靜。 

古往今來。無論是學士還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歸地把「靜」

做為榮道修習的必經大道。因為靜則明．靜則虛，靜可虛懷若谷，靜

可內斂含藏，靜可洞察明澈．體道入微。可以說：「欲達茶道通玄境．

除卻靜字無妙法」。 

(三)「怡」——中國茶道中茶人的身心享受 

「怡」者和悅、愉快之意。在中國茶遭中，「怡」是茶人在從事

茶事過程中的身心享受。 

茶藝乃是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從長期的飲茶實踐過程中，根據茶

的特性，以及與飲茶緊密相關的飲茶環境、茶具配製、沖沏技能、品

飲藝術入手，再結合地方風俗、文化特點，總結出來的一套飲茶禮法。

它代表了主人對茶基本精神的理解或者是主人、客人的一種親和與敬

重。自唐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茶藝慢慢走向社會，為人類交往和

經濟發展服務。茶藝在中國古代，如唐代宮廷的「清明宴」茶會、宋

代的「鬥茶」、明清文人的「茶宴」、寺院的「普茶」。以及現代百姓

招待客人的「客來敬茶」、廣東、福建的「客家功夫茶」，還有少數民



 30

族形形色色的飲茶習俗，裡面都蘊含著茶的「道」和「藝」，但與生

活緊密結合，所以比較接近實際。 

(四)「真」——中國荼道的終攝追求 

不管社會公案如何？楊朱所言之「全性保真」的真，是指生命。

以及「道之真，以治身。」(<莊子-讓王>)都是講一切「道」的真諦

也是要「貴生」、「重生」、「保生」。愛護生命、珍惜生命，讓自己的

身心都更健康，更暢適，讓自己的一生過得更真實，做到「日日是好

日」，這才是中國茶道的最高追求。 

三、茶藝文化的行為取向 

(一)禮與仁的關係--「仁」體「禮」用之理 

孔子思想中，「禮」為道德之準繩，「仁」乃為道德之本源，因為

「禮」為「仁」之用，而「仁」為「禮」之體。「仁」為孔子中心思

想，亦是道德的最高指標。仁是眾德所合構而成的，是眾德的種稱。

而屈萬里先生則更一步說明：『「仁」是孔子理想中作仁的最高準則，

對自己來說，要能謹厚、誠樸、訒訥、剛毅；對國家來說，要能忠君

和敬事；對人類來說，要能博施濟眾，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仁。

由於仁是一種普遍的原則，孔子所著重者在於踐仁履仁。 

(二)禮與義互為表裡--禮以義為質，以義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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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義者，宜也，乃人內在之德行，孔子認人應「喻於義」《論

語‧里仁》、「義以為上」《論語‧陽貨》「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

氏》、「見得思義」、「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尤須做到「無適也，

無莫也，義與之比」《論語‧里仁》。即一切言行莫不合於義，以義為

判斷準則，則禮為義之外在表現，而禮之實踐亦以合宜為要。總言而

之，「禮」與「義」並存，義即在禮中，禮即在義中。 

(三)禮與仁義為一--仁為精神，義為準則 

孔子最重視的是禮的內容（「禮之本」）而非其外在的形式。「仁、

義、禮」三者的關係：禮以仁義為本（根本或即基礎），君子義以為

質，禮以行之。（《論語·衛靈公》）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

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論

語·顏淵》）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 

(四)禮學的具體運用原則--敬、讓、儉 

禮乃依切之行為準則，一切文化發展的憑藉，一切人文要有意義

有價值，都因於禮之精神而顯。禮不僅具有外在之規範性，亦為內在

道德之創發，故禮為成就仁、德之重要憑藉。因而其在教育、倫理及

政治上的運用，孔子一方面強調禮與道德情感之契合，一方面欲藉禮

來成就道德，作為一種以制茶、飲茶為直接目標的行為藝術，茶藝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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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來的是一種「儀式化、人格表現、情趣與意象、大眾性」的審美

禮儀特徵，這種行為藝術不僅僅是滿足人們修身養性的需要，還致力

於引導人們在社會交往中實現互尊互愛、互相包容、互相體諒，在人

們的心靈上形成一種反省和深思，用這種內涵式的引導和啟發，使人

們朝著「幸福」的取向而進步。 

四、結語 

總之，茶藝文化的本質是以道德實踐為內核的生活化體驗。無論

是茶藝師還是一般的社會大眾，在茶藝文化的行為中體驗茶文化的魅

力，實際上是一種對人們以茶作為大自然向人類召喚的使者，讓寧靜

安詳又有情致的傳統美感意識在小小的環境中復甦。無論是消費者基

於一種物質性、功利性的消費心理，還是基於一種審美式的、文化體

驗式的文化體驗心理，本質上都是為了在體驗茶藝文化中實現修身養

性、緩解壓力、尋求心靈救贖、愉悅自我心靈等功能，而實現這些目

的都是需要「情感參與和體驗」來完成的。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

茶藝文化可分為「表演型茶藝、待客型茶藝、行銷型茶藝、養生型茶

藝」四種典型的茶藝類型，實際上是對茶藝文化的不同體驗類型進行

了總結，這些不同類型的茶禮承擔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可以給予人們

不同的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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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107 年「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 

執行計畫結案報告 

壹、前言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作業要點」第三-(三)點「從事國內外與客家學術有關之調查、研究、

保存事項，或開設客家相關課程」之規定提出申請。 

本計畫旨於經由課程的安排，解析客家文化藝術之美與其在臺灣

文化藝術中的重要性，多角度討論客家文化藝術，期使學生對客家文

化藝術有總體性之瞭解，啟發對客家文化藝術的興趣，以利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研究」，建構「客家學」。故在計畫中擬邀請校內外有

關「客家文化藝術研究」之學者專家進行議題探討與專題演講，期盼

希望透過本課程之講授，引發學生對客家文化的好奇與了解，對於傳

承客家文化藝術能有多所貢獻，啟迪學生對於客家文化、藝術的風雅

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對客家文化藝術的保存與重視。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107 年全學年共 36 週，外聘學者專家講授客庄文化，分別從各角

度深入淺出談論，吸引學生踴躍提問，開發學生學習興趣，成效良好。 

講座時間 講師姓名 講座主題 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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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9 廖利凱老師 客家小點 2 

103.03.16 古石明老師 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 2 

107.03.23 古石明老師 客家創新曲 2 

107.03.30 王國泰老師 客家源流美學 2 

107.04.13 林保文老師 客家童趣 2 

107.04.20 廖田心老師 客家采風與色彩 2 

107.05.04 范明煥老師 新竹客庄開發史 2 

107.05.11 陳鵬洲老師 客家風情 2 

107.05.18 羅元宏老師 體驗藝術與創新活動設計 2 

107.05.25 蔡柏旻老師 客家飲調體驗 2 

107.06.01 何美和老師 客家飲食藝術 2 

107.06.08 黃運喜老師 
台灣早期農村物質文化及在

生活上的運用 
2 

107.06.15 林保文老師 客家古蹟旅遊導覽 2 

107.06.22 張嘉晏老師 客家食藝 2 

107.09.11 陳鵬洲老師 客家藍衫美 2 

107.09.18 范明煥老師 新竹客庄開發史 2 

107.09.25 范明煥老師 
客家史-海盜守備都司游擊鄭

統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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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2 林保文老師 客家童趣 2 

107.10.09 王國泰老師 客家源流美學 2 

107.10.16 陳鵬洲老師 客家風情 2 

107.10.23 林保文老師 客家古蹟旅遊導覽 2 

107.10.30 蔡柏旻老師 客家飲調體驗 2 

107.11.06 古石明老師 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 2 

107.11.13 羅元宏老師 客庄茶藝美學-品茶與人生 2 

107.11.20 古石明老師 客家創新曲 2 

107.11.27 黃運喜老師 台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2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名稱 
預算 

支用 備註 
單價 數量 總價 

業務費 85,000 

講座鐘點費 1,600 46 73,600 73,600  

講座交通費 1,400 1 1,400 1,400  

課程規劃費 5,000 2 10,000 10,000  

雜支 5,000 

文具 2,100 1 2,100 2,100 
 

光碟片 400 1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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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粉夾 2,500 2 5,000 5,000  

總計（客委會補助）   90,000 90,000  

1.第一期款已匯入本校共計補助新台幣 63,000 元整，剩餘新臺幣 0 元整； 
2.補助款無匯入本校共計新台幣 26,716 元整，期末請領新臺幣 26,716 元整。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技職院校大部份以理工或商科掛帥，學生人文素養、藝術體驗與

生命關懷諸面向較為欠缺，同時學生雖然住在學校宿舍或在校外租屋

而居，但是對於學校所在地的在地鄰里關係顯然較不用心理解亦缺乏

認識，故而難有真實的在地認同。以本校同學為例，外來學生對於融

入客家社群的意識相對薄弱，此舉使得在地社區對學校或學生亦較難

理解。本課程即在提昇學生人文素養及藝術涵養，瞭解人的價值與藝

術之美，試圖引導學生主動親近社區，認識鄰里，進而懂得欣賞與包

容，尊重與合作，以為生活美學的實踐而努力。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只有透過了解、溝通、認知，才能

避免誤會，產生包容，進而團結成一體，改進台灣族群分裂的現狀，

本課程之另一目標即在於透過文化藝術的傳承、配合體驗的趣味活動

營造學生親身體驗及客家文化藝術的瑰麗。進而認識客家、了解客

家，關愛客家或尊重客家，帶動族群和諧，這也是在提昇學生人文素

養，瞭解人的價值，形成生活美學的意涵，進而懂得欣賞與包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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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與合作。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大致相符。課程講師聘任上常有臨時狀況需調整，故遴聘講師需

多次協調，與原規劃大致相符；預算方面大致按照原規劃進行，均能

在正式執行計畫中配合課程教學內容與提供學生之有效學習效能。 

三、建議事項： 

（一） 建議補助款能一次匯入或分期匯入，避免計畫主持人墊用過

高比例。 

（二） 建議計畫執行期滿後，方規定一定期程（如計畫當年 12 月底

前完成等）進行核銷作業與成果報告書之填報，以免壓縮計

畫執行期間。 

四、結論 

本校位於新豐鄉客家莊，開設客家課程，既有歷史淵源與地利之

便，推行客家文化更有義不容辭之使命感。 

課程規劃上設計八大面向，進而架構出以客家藝術風情為主軸的

藝術通識課程，深受本校學生喜愛與歡迎。本課程所聘請之講座教師

皆為對客家長期深入研究，或學有專精及具豐富教學經驗者，借重學

者專家之介紹，讓學子對客家能有正確與深入的瞭解，讓學子實際與

更深層感受客家藝術文化，認知客家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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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一、課程規劃大綱 

1. 客家源流（兩岸區域發展進程） 

2. 新竹縣客家風情（學校地理區域客家歷史、風土民情、習俗

簡介） 

3. 客家信仰藝術（三官大帝、義民爺信仰、伯公信仰（150 餘

座伯公廟）） 

4. 客家生活藝術（飲食、茶業、工藝、童玩） 

5. 客家語言、文學藝術（客語之美、龍瑛宗與吳濁流） 

6. 客家戲曲藝術（三腳採茶戲、客家大戲） 

7. 客家音樂藝術（客家八音、山歌仔、平板、創新曲） 

8. 客家建築藝術（客家土樓、圍屋） 

二、課程規劃子題 

1. 臺灣客家源流 

2. 新竹縣的客家 

3. 天穿日 

4. 宗教寺廟與信仰文化 

5. 節慶習俗與飲食文化 

6. 茶業與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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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手工藝術 

8. 客家話的語言之美 

9. 龍瑛宗與吳濁流 

10. 三腳採茶戲 

11. 客家大戲 

12. 客家改良戲 

13. 客家八音 

14. 山歌仔、平板 

15. 客家小調 

16. 從圓樓到圍龍屋、伙房屋－談客家建築之美 

三、計畫執行狀況 

1.目標達成狀況 

本課程兩學期共計有 128 位同學選修，本課程極受歡迎，選修、

出席踴躍，上課認真，對受邀來上課之學者專家亦回饋熱烈，深受各

專家學者讚許。透過課程內容讓同學了解客家藝術地的源流與發展，

並透過豐富的影像，體驗藝術，並且討論海峽兩岸客庄之藝術發展比

較，使學習同學瞭解本地民間信仰文化、客家語言與音樂、客家產業

等、客家戲曲等文化以及在各層面的貢獻。亦即，本課程期待通過大

尺度的圖像式介紹，提供學生對客家族群與文化、藝術特色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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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了解、溝通、認知，產生認知與欣賞態度，已有甚佳成效。故提

昇學生藝術與人文素養，瞭解人的價值，懂得欣賞與包容。 

2.資源使用情形： 

（一）所請來校演講之專家學者皆各領域學有專精或對客家藝術

文化有深入研究者，使學生不但很快就能進入狀況，對於認識客家、

與客家藝術之美亦有所瞭解。 

（二）善用本地在地客家建築藝術資源，如新竹縣最古老廟宇─

溪南三元宮、散處各村的伯公廟及義民廟祭典、本校校園中的客家范

家名穴─錦被蓋孩兒-蜘蛛結網型。 

（三）獲得社區社團如新豐鄉禮俗協進會等的諸多協助。 

（四）體驗好食客家，透過講解客家食的藝術，讓學子能明瞭客

家種種美食，更融合學子的深刻印象。 

（五）體驗客家茶、食藝術，透過講解客家茶、食的藝術，讓學

子能明瞭客家人對於茶藝、食藝與生活的關聯性，進行茶藝、食藝體

驗時更能讓學子明白茶、食藝術與客家的深刻關係。 

（五）體驗客家工藝，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孩子

們這時候只好自力救濟，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

玩。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竹子、木頭、紙張等，透過講解客家工藝的藝術，讓學子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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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客家人對於生活藝術之實用性與趣味性之兼容並蓄的關聯性，進行

童玩製作，讓學子明白客家生活藝術之美。 

（六）蒐集已出版之各種客家藝術及文化相關光碟及資料，以為

上課或研究輔助之用。 

3.主要執行成果（課程部分） 

◎107 年度上半年 

（一）3 月 2 日首週上課介紹本課程及上課之專家學者及上課注意事

項。 

（二）3 月 9 日廖利凱老師講解「客家小點」課程。 

文化多元的客家美食，融有各種特色風俗，而其中的「客家小點」

更將客家勤儉美德發揚光大，帶有濃厚「客情」。好「客」氣息首先

反映在飲食上，用運取之大多為聖菜餚而製成的食材變化而來，烹飪

出一道道好客美味！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傳統點心文化淵源更加

了解。 

 
 
 
 
 
 
 
 

 
3 月 9 日廖利凱老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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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 月 16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課程。 

客家小調大概有幾百首之多，不過現今最常用的有平板調、山歌

仔調、老山歌調、思戀歌調、病子歌調、十八摸歌、剪剪花調、初一

朝調、桃花開調、上山採茶調、瓜子仁調、鬧五更調、送金釵調、打

海棠調、苦力娘調、洗手巾調、賣酒調（亦稱糶酒）、桃花過渡調（亦

稱撐船歌調）、繡香包調等調子。它的音調與詞句都是由「心譜」出

來而永不改變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歌譜歌詞，比較容易用現代的五線

譜或簡譜來記載。課程介紹傳統客家歌謠，獲得好評。 

 
 
 
 
 
 
 
 
 

3 月 16 日古石明老師演講 

（四）3 月 23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創新曲」課程。 

古老師創作多首客家創新曲，亦獲得多次客家創新曲比賽獎項，

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家音樂，並屢屢榮獲各項殊榮，冀望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全方位歌曲研究」，建構「客家音樂美學」。課程講述

客家創新曲的變化之處，啟迪學生對客家傳統音樂刻板的印象，讓樂

音的風雅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學生對客家文化音樂藝術的保

 



 11

存與重視，深受學生歡迎。 

 
 
 
 
 
 
 
 
 

3 月 23 日古石明老師演講 

（五）3 月 30 日王國泰老師講授「客家源流美學」課程。 

清康熙廿四年（1685）張進菉修纂的《永安縣次志》一書最早記

錄了「客家」一詞，該書說：「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

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清嘉慶十三年（1808）

徐旭曾的《豐湖雜記》則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客家源流討論，徐旭曾從

族譜中歸納出，客家人原本祖居中原，但在幾次華北的動亂中來到南

方，這可視為客家源流的最初看法。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歷史文化

淵源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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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王國泰老師演講 

（六）4 月 13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童趣」課程。 

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大人們忙著開墾務農，小孩

就要幫忙家務，很少有多餘的錢為孩子們準備玩具。孩子們這時候只

好自力動手，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玩。 

一般而言，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竹子、木頭、塑膠、罐頭以及植物最常見。除此之

外，大地遊戲(跳房子)也是客家小朋友常常呼朋引伴一起進行的遊

戲。課程讓學生實際操作童玩，學生反應熱烈。 

 
                               4 月 13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七）4 月 20 日廖田心老師講解「客家采風與色彩」課程。 

廖老師以創作陶藝作品多獲展演，對於客家色彩藝術有非常多的

研究與發展，於美術創作上亦獲得許多肯定，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

家藝術發展，課程講述客家藝術色彩的搭配與運作變化之處，啟迪學

生對客家傳統色彩、配色之印象，深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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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日廖田心老師講演 

（八）5 月 4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新竹客庄開發史」課程。 

乾隆 14 年（1749）竹塹社人由土目衛開業、通事錢子白率領由

舊社遷新社以為最後遷社定居之地；社人即在此引水墾田，後漸向番

仔埤、北勢、麻園、荳仔埔、鳳山崎、頂員山仔、霧崙毛毛…等處發

展。課程介紹新竹區客家，學生反應良好。 

 
                       5 月 4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九）5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授「客家風情」課程。 

秉持客家文化，承傳客家精神，服務客家社會，客家文化風情以

促進客家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以成為客家地區為發展目標。

分為講述客家要聞，客家風情，客家地理，客家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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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十）5 月 18 日羅元宏老師講解「體驗藝術與創新活動設計」課程。 

直接使用感官(視、聽、嗅、觸、味)進行觀察和知覺者，都屬一

種體驗活動。課程以應用感官直接與實際事務接觸，而獲得直接經驗

為原則，讓學生體驗創新設計與藝術的關聯性，並帶動產業的行銷概

念，養成自我繼續學習的能力，學生興趣甚高，績效良好。 

 
                         5 月 18 日羅元宏老師講演 

（十一）5 月 25 日蔡柏旻老師講解「客家飲調體驗」體驗課程。 

蔡柏旻老師介紹客家人之柑桔，製作各式飲品，包含柑桔果汁、

柑桔拿鐵、柑桔雞尾酒等，融入客家議題，充滿年輕人時尚元素，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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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學子更能深入客家飲食文化之美，學生反應熱烈。 

 
5 月 25 日蔡柏旻老師講演 

（十二）6 月 1 日何美和老師講演「客家飲食藝術」體驗課程。 

客家菜與其他地方菜相比時，客家菜仍有自己的特色，特色在於

食材的取得、口味的獨特性及烹方法等諸多不同。客家人的吃食與他

們的族群性一樣，與其追求料理精雕細琢的視覺呈現，他們更關心的

是如何取用身邊的食材，如何可以把這些食材保存起來，經過醃漬的

食材，如何發揮運用等等實際面的問題，所以有人說客家人其實是『吃

野、吃粗、吃雜』。課程介紹客家吃食藝術，深受學生歡迎。 

 
       6 月 1 日何美和老師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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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6 月 8 日黃運喜老師講解「台灣早期農村物質文化及在生活

上的運用」課程。 

客家先民從大陸原鄉移民到台灣，不斷的創新與繁衍，今日我們

所看到的一切實物，無一不是前人留下的知識，與經驗不斷重組改造

而成的。身為現代人，除了前瞻未來，對於過去也須有緬懷與不忘本

之心。過去的一切生活用品，如鍋碗瓢盆，犁耙碌碡，也涵蓋了種種

生活藝術之美。 

 
   6 月 8 日黃運喜老師講演 

（十四）6 月 15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古蹟旅遊導覽」課程。 

新竹北埔、苗栗西湖鄉、通霄、銅鑼等鄉鎮，為清初客家移民的

墾拓地區。由於地處偏遠，較未受到商業土地開發的破壞，保有傳統

純樸農村風貌，迄今仍存有許多老屋、古廟、舊街、祖堂、聖蹟亭等

文化資產，其中不乏名匠經典作品，分享其中美妙處，學生反應良好。 



 17

 
6 月 15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十五）6 月 22 日張嘉晏老師講解「客家食藝」課程。 

稻米的豐收象徵了台灣農村百姓們生活的安定和希望，也代表了

農人勤奮的結果。傳統的客家人都對稻米有著一分濃厚的情感，終日

辛勤的期望，只為求得一家大小三餐的溫飽，香香的白米飯就是基本

的需求，而客家米食文化的建立是在敬天地、祭鬼神和拜祖先這樣崇

敬慎重和感恩的態度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把平常捨不得享用的美食，

獻給天地、祖先，希望獲得庇祐，每當歲末、節慶，家家戶戶興高采

烈的舂米、磨米再配上各種的佐料，製成形形色色精緻可口的糕餅點

心，除了奉獻心意之外，也讓全家人享受一下那份滿足的滋味和喜

悅。這些米食的製作和耕種作物的經驗，代代相傳，綿延不斷，匯成

了動人而豐富的客家農村文化。學生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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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張嘉晏老師講演 

（十六）4 月 27 日、6 月 29 日分別舉行期中及期末考，圓滿結束。 

（十七）107 年上半年全學期共 18 週，除期中及期末考外共上課 16

週，其中聘請學者專家 15 週次，餘由授課教師授課完畢，本學期客

家藝術采風課程圓滿結束，學生學習績效良好。 

（十八）完成上半年課程資料建置及期中報告書等事務。 

◎107 年度下半年 

（一）「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準備工作，已於 8 月 31 日前完成。 

（二）9 月 11 日介紹本課程及上課專家學者及上課注意事項；陳鵬

洲老師講解「客家藍衫美」課程。 

客家藍衫是客家人的傳統服裝，與漢服有所不同。有四特性：1.

經濟性：所用布料耐洗、耐穿，所用染料以丘陵地常見植物大菁為藍

色染劑。衣服上隱蔽之處，採用粗布剪接替代。2.便利性：結構簡單、

富機能性，便於操作勞動。大襟上直扣的配置止於腰線上，便於婦女

哺乳；工作時，又可將前身摺短塞於腰帶。寬大且翻摺之袖口，和貫

通之腰帶，可用以放置物品或錢幣，隨身而不累贅。3.長久性：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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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可自早到晚，自春至冬，可自少年時期至老年，適用期長，課

程介紹傳統客家傳統服飾，獲得好評。 

 
9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三）9 月 18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新竹客庄開發史」課程。 

乾隆 14 年（1749）竹塹社人由土目衛開業、通事錢子白率領由舊社

遷新社以為最後遷社定居之地；社人即在此引水墾田，後漸向番仔

埤、北勢、麻園、荳仔埔、鳳山崎、頂員山仔、霧崙毛毛…等處發展。

課程介紹新竹區客家，學生反應良好。 

 
                            9 月 18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四）9 月 25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客家史-海盜守備都司游擊鄭統領」

課程。 

鄭統領本名鄭有勤，史上確有其人，但此人好似天外飛來，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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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北臺邊區，年籍資料又完全空白，因作戰英勇，短短 5 年之間

從土勇營的營官跳升游擊，劉爵帥兩次向清廷保舉為將才，卻又突然

殞落﹔關西民間傳說鄭統領並非真正的鄭有勤，當初來臺任官之鄭有

勤在渡海途中，遭海盜劫殺，再冒名頂替其來臺任官，之後鄭妻來臺

尋夫，發現真相向巡撫劉銘傳舉發，劉因苦無實據，才以該員「大兵

進勦時，該軍遷延不進…侵吞糧餉…」兩罪奏請朝廷將其革職正法，

到底孰真孰假，故以相關史料比對，找出較接近事實之真相。 

 

                     9 月 25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五）10 月 6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童趣」課程。 

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大人們忙著開墾務農，小孩

就要幫忙家務，很少有多餘的錢為孩子們準備玩具。孩子們這時候只

好自力動手，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玩。 

一般而言，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日常

生活中常見的竹子、木頭、塑膠、罐頭以及植物最常見。除此之外，

大地遊戲(跳房子)也是客家小朋友常常呼朋引伴一起進行的遊戲。課

程讓學生實際操作童玩，學生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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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六）10 月 9 日王國泰老師老師講解「客家源流美學」課程。 

清康熙廿四年（1685）張進菉修纂的《永安縣次志》一書最早記

錄了「客家」一詞，該書說：「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

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清嘉慶十三年（1808）

徐旭曾的《豐湖雜記》則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客家源流討論，徐旭曾從

族譜中歸納出，客家人原本祖居中原，但在幾次華北的動亂中來到南

方，這可視為客家源流的最初看法。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歷史文化

淵源更加了解。 

 
                           10 月 9 日王國泰老師講演 

（七）10 月 16 日陳鵬洲老師講授「客家風情」課程。 

秉持客家文化，承傳客家精神，服務客家社會，客家文化風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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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客家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以成為客家地區為發展目標。

分為講述客家要聞，客家風情，客家地理，客家文化等，學生反應良

好。 

 
10 月 16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八）10 月 23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古蹟旅遊導覽」課程。 

新竹北埔、苗栗西湖鄉、通霄、銅鑼等鄉鎮，為清初客家移民的

墾拓地區。由於地處偏遠，較未受到商業土地開發的破壞，保有傳統

純樸農村風貌，迄今仍存有許多老屋、古廟、舊街、祖堂、聖蹟亭等

文化資產，其中不乏名匠經典作品，分享其中美妙處，學生反應良好。 

 
10 月 23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九）10 月 30 日蔡柏旻老師講解「客家飲調體驗」體驗課程。 

蔡柏旻老師介紹客家人之柑桔，製作各式飲品，包含柑桔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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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拿鐵、柑桔雞尾酒等，融入客家議題，充滿年輕人時尚元素，吸

引學子更能深入客家飲食文化之美，學生反應熱烈。 

 
10 月 30 日蔡柏旻老師講演 

（十）11 月 6 日古石明老師講解「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課程。 

客家小調大概有幾百首之多，不過現今最常用的有平板調、山歌

仔調、老山歌調、思戀歌調、病子歌調、十八摸歌、剪剪花調、初一

朝調、桃花開調、上山採茶調、瓜子仁調、鬧五更調、送金釵調、打

海棠調、苦力娘調、洗手巾調、賣酒調（亦稱糶酒）、桃花過渡調（亦

稱撐船歌調）、繡香包調等調子。它的音調與詞句都是由「心譜」出

來而永不改變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歌譜歌詞，比較容易用現代的五線

譜或簡譜來記載。課程介紹傳統客家歌謠，獲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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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古石明講演 

（十一）11 月 13 日羅元宏老師講解「客庄茶藝美學-品茶與人生」課

程。 

泡好茶需要好茶，好水，好壺。水為茶之母，精茗蘊香，藉水而

發。器為茶之父，品質好的茶具可以滋潤茶味、襯托茶色、提升品茗

樂趣。藉由品茗、茶食的介紹與體驗讓本校學子認識客家茶藝文化，

成效良好。 

 

11 月 13 日羅元宏老師講演 

（十二）11 月 20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創新曲」課程。 

古老師創作多首客家創新曲，亦獲得多次客家創新曲比賽獎項，

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家音樂，並屢屢榮獲各項殊榮，冀望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全方位歌曲研究」，建構「客家音樂美學」。課程講述

客家創新曲的變化之處，啟迪學生對客家傳統音樂刻板的印象，讓樂

音的風雅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學生對客家文化音樂藝術的保

存與重視，深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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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古石明老師講演 

（十三）11 月 27 日黃運喜老師講解「台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2003 年客委會之《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推動客家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協助客家地區文化與產

業相 結合，發展具有客家特色之文化創意產業、綠色休閒產業及其

他地方產業，並協助傳統產業 之轉型與創新，以創造就業機會，帶

動地方經濟發展，發揚客家文化」課程解說種種文創的思想藝術，學

生反應良好。 

 

11 月 27 日黃運喜老師講演 

（十四）107 年下半年計畫執行期間共 12 週，其中聘請學者專家 12

週次，本計畫「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圓滿結束，學生學習績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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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並完成相關成果報告書撰寫。 

4.主要執行成果 

（一） 計畫主持人古旻陞老師-客家藝術美學論文：茶藝之哲思（節

錄） 

一、前言 

中國人的民族特性是崇尚自然，樸實謙和，不重形式，飲茶也是

這樣，不像日本茶道具有嚴格的儀式和濃厚的宗教色彩。但茶道畢竟

不同於一般飲茶。在中國飲茶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混飲」：即在茶中加鹽、加糖、加奶或加蔥、拈皮、薄

荷、桂園、紅棗，根據各人的口味嗜好，興之所至愛怎麼喝就怎麼喝。

例如：「客家擂茶」是客家人招待貴賓的一種茶點，擂既研磨之意，

以陶製擂缽將茶葉、芝麻、花生等多種原料研磨成粉，加入冷熱開水

沖泡調勻後飲用。擂茶能充飢解渴，也能當保健飲料飲用。又別名「三

生湯」在台灣地區則以新竹、桃園、台北、花蓮、美濃....等地區的

客家庄仍然保留這種美味文化。 

另一類是「清飲」：即不在茶中加任何有損茶本味與真香的配料．

單單用開水泡茶來喝。｢清飲」又可分為四個層次。將茶當飲料解渴，

大碗海飲．稱之為「喝茶」。如果注重茶的色香味，講究水質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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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的時候叉能細細品味，可稱之為「品茶」。如果再講究環境、氣氛、

音樂、沖泡技巧及人際關係等等，可稱為「茶藝」。而在茶事活動中

融入哲理、倫理、道德，通過品茗而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

參禪悟道，達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操守，這才是中國飲茶的最

高境界——茶藝（道）。 

二、茶藝文化的哲學概念 

結合我國傳統茶藝和茶文化的內涵。茶藝指的是一種以生活化導

向為發展方向的制茶之技、泡茶之術、品茶之能、享受茶和對茶審美

的茶文化藝術。它的內涵可以歸結為「泡好一壺茶的技巧和享受一杯

茶的藝術」。茶藝文化有其自己的內部結構，這些結構的延伸就構成

了一種茶藝文化的基本內涵。以下我們談談茶藝核心概念。 

茶藝作為茶文化的部分組成成分，在根本性的文化內核上受制於

茶文化。有學者認為茶藝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提倡的諸如：

中庸、和諧、自省、謙和、明哲等，其實這僅僅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

方面。從我國茶藝文化產生的淵源來看，茶藝本身是我國多元民族文

化、多元思想文化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產物，在這種文化交融中，

儒家的「中庸、和諧、仁政、尊禮」與道家的「道法自然」、禪家的

「思辨」等互相耦合揉成共構於茶文化之中，並互相交織形成了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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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內核。因此，茶藝文化無論是表現為一種可見的行為藝術和飲茶

藝術，本質上遵循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包容」、「尚德中和」和道德文

化的基本內涵。 

(一)「和」——中國茶道哲學思想的中心 

「和」便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學思想理念。茶道所追求的

「和」源於《周易》中的「保合太和」。《易》開篇即云：乾，元亨利

貞。《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反觀於陸羽〈茶經〉，對此論述得很明白。惜墨如金的陸羽不惜

用近二百五十個字來描寫他設計的風爐。並指出風爐用鐵鑄從「金」：

放置在地上從「土」；爐中燒的木炭，從「水」；木炭燃燒從「火」；

風爐上煮著茶湯從「水」。煮茶的過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

並達到和諧平衡的過程。因此．陸羽在風爐的一足上刻有：「體均五

行去百疾」七個字。可見保合太和；陰陽調和；五行調和等理念是茶

道的哲學基礎。 

(二)「靜」——中國茶道學習的必經途徑 

中國茶道是修身養性之道。靜是中國茶道修習的必經途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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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小的茶壺中去體悟宇宙的奧秘?如何從淡淡的茶湯中去品味人生?

如何在茶事活動中明心見性?如何通過茶道的學習來操練精神．鍛煉

人格，超越自我?其答案本有一個字——靜。 

古往今來。無論是學士還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歸地把「靜」

做為榮道修習的必經大道。因為靜則明．靜則虛，靜可虛懷若谷，靜

可內斂含藏，靜可洞察明澈．體道入微。可以說：「欲達茶道通玄境．

除卻靜字無妙法」。 

(三)「怡」——中國茶道中茶人的身心享受 

「怡」者和悅、愉快之意。在中國茶遭中，「怡」是茶人在從事

茶事過程中的身心享受。 

茶藝乃是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從長期的飲茶實踐過程中，根據茶

的特性，以及與飲茶緊密相關的飲茶環境、茶具配製、沖沏技能、品

飲藝術入手，再結合地方風俗、文化特點，總結出來的一套飲茶禮法。

它代表了主人對茶基本精神的理解或者是主人、客人的一種親和與敬

重。自唐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茶藝慢慢走向社會，為人類交往和

經濟發展服務。茶藝在中國古代，如唐代宮廷的「清明宴」茶會、宋

代的「鬥茶」、明清文人的「茶宴」、寺院的「普茶」。以及現代百姓

招待客人的「客來敬茶」、廣東、福建的「客家功夫茶」，還有少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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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形形色色的飲茶習俗，裡面都蘊含著茶的「道」和「藝」，但與生

活緊密結合，所以比較接近實際。 

(四)「真」——中國荼道的終攝追求 

不管社會公案如何？楊朱所言之「全性保真」的真，是指生命。

以及「道之真，以治身。」(<莊子-讓王>)都是講一切「道」的真諦

也是要「貴生」、「重生」、「保生」。愛護生命、珍惜生命，讓自己的

身心都更健康，更暢適，讓自己的一生過得更真實，做到「日日是好

日」，這才是中國茶道的最高追求。 

三、茶藝文化的行為取向 

(一)禮與仁的關係--「仁」體「禮」用之理 

孔子思想中，「禮」為道德之準繩，「仁」乃為道德之本源，因為

「禮」為「仁」之用，而「仁」為「禮」之體。「仁」為孔子中心思

想，亦是道德的最高指標。仁是眾德所合構而成的，是眾德的種稱。

而屈萬里先生則更一步說明：『「仁」是孔子理想中作仁的最高準則，

對自己來說，要能謹厚、誠樸、訒訥、剛毅；對國家來說，要能忠君

和敬事；對人類來說，要能博施濟眾，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仁。

由於仁是一種普遍的原則，孔子所著重者在於踐仁履仁。 

(二)禮與義互為表裡--禮以義為質，以義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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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義者，宜也，乃人內在之德行，孔子認人應「喻於義」《論

語‧里仁》、「義以為上」《論語‧陽貨》「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

氏》、「見得思義」、「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尤須做到「無適也，

無莫也，義與之比」《論語‧里仁》。即一切言行莫不合於義，以義為

判斷準則，則禮為義之外在表現，而禮之實踐亦以合宜為要。總言而

之，「禮」與「義」並存，義即在禮中，禮即在義中。 

(三)禮與仁義為一--仁為精神，義為準則 

孔子最重視的是禮的內容（「禮之本」）而非其外在的形式。「仁、

義、禮」三者的關係：禮以仁義為本（根本或即基礎），君子義以為

質，禮以行之。（《論語·衛靈公》）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

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論

語·顏淵》）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 

(四)禮學的具體運用原則--敬、讓、儉 

禮乃依切之行為準則，一切文化發展的憑藉，一切人文要有意義

有價值，都因於禮之精神而顯。禮不僅具有外在之規範性，亦為內在

道德之創發，故禮為成就仁、德之重要憑藉。因而其在教育、倫理及

政治上的運用，孔子一方面強調禮與道德情感之契合，一方面欲藉禮

來成就道德，作為一種以制茶、飲茶為直接目標的行為藝術，茶藝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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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來的是一種「儀式化、人格表現、情趣與意象、大眾性」的審美

禮儀特徵，這種行為藝術不僅僅是滿足人們修身養性的需要，還致力

於引導人們在社會交往中實現互尊互愛、互相包容、互相體諒，在人

們的心靈上形成一種反省和深思，用這種內涵式的引導和啟發，使人

們朝著「幸福」的取向而進步。 

四、結語 

總之，茶藝文化的本質是以道德實踐為內核的生活化體驗。無論

是茶藝師還是一般的社會大眾，在茶藝文化的行為中體驗茶文化的魅

力，實際上是一種對人們以茶作為大自然向人類召喚的使者，讓寧靜

安詳又有情致的傳統美感意識在小小的環境中復甦。無論是消費者基

於一種物質性、功利性的消費心理，還是基於一種審美式的、文化體

驗式的文化體驗心理，本質上都是為了在體驗茶藝文化中實現修身養

性、緩解壓力、尋求心靈救贖、愉悅自我心靈等功能，而實現這些目

的都是需要「情感參與和體驗」來完成的。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

茶藝文化可分為「表演型茶藝、待客型茶藝、行銷型茶藝、養生型茶

藝」四種典型的茶藝類型，實際上是對茶藝文化的不同體驗類型進行

了總結，這些不同類型的茶禮承擔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可以給予人們

不同的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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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107 年「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 

執行計畫結案報告 

壹、前言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作業要點」第三-(三)點「從事國內外與客家學術有關之調查、研究、

保存事項，或開設客家相關課程」之規定提出申請。 

本計畫旨於經由課程的安排，解析客家文化藝術之美與其在臺灣

文化藝術中的重要性，多角度討論客家文化藝術，期使學生對客家文

化藝術有總體性之瞭解，啟發對客家文化藝術的興趣，以利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研究」，建構「客家學」。故在計畫中擬邀請校內外有

關「客家文化藝術研究」之學者專家進行議題探討與專題演講，期盼

希望透過本課程之講授，引發學生對客家文化的好奇與了解，對於傳

承客家文化藝術能有多所貢獻，啟迪學生對於客家文化、藝術的風雅

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對客家文化藝術的保存與重視。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107 年全學年共 36 週，外聘學者專家講授客庄文化，分別從各角

度深入淺出談論，吸引學生踴躍提問，開發學生學習興趣，成效良好。 

講座時間 講師姓名 講座主題 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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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9 廖利凱老師 客家小點 2 

103.03.16 古石明老師 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 2 

107.03.23 古石明老師 客家創新曲 2 

107.03.30 王國泰老師 客家源流美學 2 

107.04.13 林保文老師 客家童趣 2 

107.04.20 廖田心老師 客家采風與色彩 2 

107.05.04 范明煥老師 新竹客庄開發史 2 

107.05.11 陳鵬洲老師 客家風情 2 

107.05.18 羅元宏老師 體驗藝術與創新活動設計 2 

107.05.25 蔡柏旻老師 客家飲調體驗 2 

107.06.01 何美和老師 客家飲食藝術 2 

107.06.08 黃運喜老師 
台灣早期農村物質文化及在

生活上的運用 
2 

107.06.15 林保文老師 客家古蹟旅遊導覽 2 

107.06.22 張嘉晏老師 客家食藝 2 

107.09.11 陳鵬洲老師 客家藍衫美 2 

107.09.18 范明煥老師 新竹客庄開發史 2 

107.09.25 范明煥老師 
客家史-海盜守備都司游擊鄭

統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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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2 林保文老師 客家童趣 2 

107.10.09 王國泰老師 客家源流美學 2 

107.10.16 陳鵬洲老師 客家風情 2 

107.10.23 林保文老師 客家古蹟旅遊導覽 2 

107.10.30 蔡柏旻老師 客家飲調體驗 2 

107.11.06 古石明老師 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 2 

107.11.13 羅元宏老師 客庄茶藝美學-品茶與人生 2 

107.11.20 古石明老師 客家創新曲 2 

107.11.27 黃運喜老師 台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2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名稱 
預算 

支用 備註 
單價 數量 總價 

業務費 85,000 

講座鐘點費 1,600 46 73,600 73,600  

講座交通費 1,400 1 1,400 1,400  

課程規劃費 5,000 2 10,000 10,000  

雜支 5,000 

文具 2,100 1 2,100 2,100 
 

光碟片 400 1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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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粉夾 2,500 2 5,000 5,000  

總計（客委會補助）   90,000 90,000  

1.第一期款已匯入本校共計補助新台幣 63,000 元整，剩餘新臺幣 0 元整； 
2.補助款無匯入本校共計新台幣 26,716 元整，期末請領新臺幣 26,716 元整。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技職院校大部份以理工或商科掛帥，學生人文素養、藝術體驗與

生命關懷諸面向較為欠缺，同時學生雖然住在學校宿舍或在校外租屋

而居，但是對於學校所在地的在地鄰里關係顯然較不用心理解亦缺乏

認識，故而難有真實的在地認同。以本校同學為例，外來學生對於融

入客家社群的意識相對薄弱，此舉使得在地社區對學校或學生亦較難

理解。本課程即在提昇學生人文素養及藝術涵養，瞭解人的價值與藝

術之美，試圖引導學生主動親近社區，認識鄰里，進而懂得欣賞與包

容，尊重與合作，以為生活美學的實踐而努力。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只有透過了解、溝通、認知，才能

避免誤會，產生包容，進而團結成一體，改進台灣族群分裂的現狀，

本課程之另一目標即在於透過文化藝術的傳承、配合體驗的趣味活動

營造學生親身體驗及客家文化藝術的瑰麗。進而認識客家、了解客

家，關愛客家或尊重客家，帶動族群和諧，這也是在提昇學生人文素

養，瞭解人的價值，形成生活美學的意涵，進而懂得欣賞與包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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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與合作。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大致相符。課程講師聘任上常有臨時狀況需調整，故遴聘講師需

多次協調，與原規劃大致相符；預算方面大致按照原規劃進行，均能

在正式執行計畫中配合課程教學內容與提供學生之有效學習效能。 

三、建議事項： 

（一） 建議補助款能一次匯入或分期匯入，避免計畫主持人墊用過

高比例。 

（二） 建議計畫執行期滿後，方規定一定期程（如計畫當年 12 月底

前完成等）進行核銷作業與成果報告書之填報，以免壓縮計

畫執行期間。 

四、結論 

本校位於新豐鄉客家莊，開設客家課程，既有歷史淵源與地利之

便，推行客家文化更有義不容辭之使命感。 

課程規劃上設計八大面向，進而架構出以客家藝術風情為主軸的

藝術通識課程，深受本校學生喜愛與歡迎。本課程所聘請之講座教師

皆為對客家長期深入研究，或學有專精及具豐富教學經驗者，借重學

者專家之介紹，讓學子對客家能有正確與深入的瞭解，讓學子實際與

更深層感受客家藝術文化，認知客家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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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一、課程規劃大綱 

1. 客家源流（兩岸區域發展進程） 

2. 新竹縣客家風情（學校地理區域客家歷史、風土民情、習俗

簡介） 

3. 客家信仰藝術（三官大帝、義民爺信仰、伯公信仰（150 餘

座伯公廟）） 

4. 客家生活藝術（飲食、茶業、工藝、童玩） 

5. 客家語言、文學藝術（客語之美、龍瑛宗與吳濁流） 

6. 客家戲曲藝術（三腳採茶戲、客家大戲） 

7. 客家音樂藝術（客家八音、山歌仔、平板、創新曲） 

8. 客家建築藝術（客家土樓、圍屋） 

二、課程規劃子題 

1. 臺灣客家源流 

2. 新竹縣的客家 

3. 天穿日 

4. 宗教寺廟與信仰文化 

5. 節慶習俗與飲食文化 

6. 茶業與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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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手工藝術 

8. 客家話的語言之美 

9. 龍瑛宗與吳濁流 

10. 三腳採茶戲 

11. 客家大戲 

12. 客家改良戲 

13. 客家八音 

14. 山歌仔、平板 

15. 客家小調 

16. 從圓樓到圍龍屋、伙房屋－談客家建築之美 

三、計畫執行狀況 

1.目標達成狀況 

本課程兩學期共計有 128 位同學選修，本課程極受歡迎，選修、

出席踴躍，上課認真，對受邀來上課之學者專家亦回饋熱烈，深受各

專家學者讚許。透過課程內容讓同學了解客家藝術地的源流與發展，

並透過豐富的影像，體驗藝術，並且討論海峽兩岸客庄之藝術發展比

較，使學習同學瞭解本地民間信仰文化、客家語言與音樂、客家產業

等、客家戲曲等文化以及在各層面的貢獻。亦即，本課程期待通過大

尺度的圖像式介紹，提供學生對客家族群與文化、藝術特色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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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了解、溝通、認知，產生認知與欣賞態度，已有甚佳成效。故提

昇學生藝術與人文素養，瞭解人的價值，懂得欣賞與包容。 

2.資源使用情形： 

（一）所請來校演講之專家學者皆各領域學有專精或對客家藝術

文化有深入研究者，使學生不但很快就能進入狀況，對於認識客家、

與客家藝術之美亦有所瞭解。 

（二）善用本地在地客家建築藝術資源，如新竹縣最古老廟宇─

溪南三元宮、散處各村的伯公廟及義民廟祭典、本校校園中的客家范

家名穴─錦被蓋孩兒-蜘蛛結網型。 

（三）獲得社區社團如新豐鄉禮俗協進會等的諸多協助。 

（四）體驗好食客家，透過講解客家食的藝術，讓學子能明瞭客

家種種美食，更融合學子的深刻印象。 

（五）體驗客家茶、食藝術，透過講解客家茶、食的藝術，讓學

子能明瞭客家人對於茶藝、食藝與生活的關聯性，進行茶藝、食藝體

驗時更能讓學子明白茶、食藝術與客家的深刻關係。 

（五）體驗客家工藝，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孩子

們這時候只好自力救濟，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

玩。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竹子、木頭、紙張等，透過講解客家工藝的藝術，讓學子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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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客家人對於生活藝術之實用性與趣味性之兼容並蓄的關聯性，進行

童玩製作，讓學子明白客家生活藝術之美。 

（六）蒐集已出版之各種客家藝術及文化相關光碟及資料，以為

上課或研究輔助之用。 

3.主要執行成果（課程部分） 

◎107 年度上半年 

（一）3 月 2 日首週上課介紹本課程及上課之專家學者及上課注意事

項。 

（二）3 月 9 日廖利凱老師講解「客家小點」課程。 

文化多元的客家美食，融有各種特色風俗，而其中的「客家小點」

更將客家勤儉美德發揚光大，帶有濃厚「客情」。好「客」氣息首先

反映在飲食上，用運取之大多為聖菜餚而製成的食材變化而來，烹飪

出一道道好客美味！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傳統點心文化淵源更加

了解。 

 
 
 
 
 
 
 
 

 
3 月 9 日廖利凱老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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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 月 16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課程。 

客家小調大概有幾百首之多，不過現今最常用的有平板調、山歌

仔調、老山歌調、思戀歌調、病子歌調、十八摸歌、剪剪花調、初一

朝調、桃花開調、上山採茶調、瓜子仁調、鬧五更調、送金釵調、打

海棠調、苦力娘調、洗手巾調、賣酒調（亦稱糶酒）、桃花過渡調（亦

稱撐船歌調）、繡香包調等調子。它的音調與詞句都是由「心譜」出

來而永不改變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歌譜歌詞，比較容易用現代的五線

譜或簡譜來記載。課程介紹傳統客家歌謠，獲得好評。 

 
 
 
 
 
 
 
 
 

3 月 16 日古石明老師演講 

（四）3 月 23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創新曲」課程。 

古老師創作多首客家創新曲，亦獲得多次客家創新曲比賽獎項，

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家音樂，並屢屢榮獲各項殊榮，冀望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全方位歌曲研究」，建構「客家音樂美學」。課程講述

客家創新曲的變化之處，啟迪學生對客家傳統音樂刻板的印象，讓樂

音的風雅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學生對客家文化音樂藝術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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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與重視，深受學生歡迎。 

 
 
 
 
 
 
 
 
 

3 月 23 日古石明老師演講 

（五）3 月 30 日王國泰老師講授「客家源流美學」課程。 

清康熙廿四年（1685）張進菉修纂的《永安縣次志》一書最早記

錄了「客家」一詞，該書說：「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

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清嘉慶十三年（1808）

徐旭曾的《豐湖雜記》則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客家源流討論，徐旭曾從

族譜中歸納出，客家人原本祖居中原，但在幾次華北的動亂中來到南

方，這可視為客家源流的最初看法。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歷史文化

淵源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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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王國泰老師演講 

（六）4 月 13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童趣」課程。 

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大人們忙著開墾務農，小孩

就要幫忙家務，很少有多餘的錢為孩子們準備玩具。孩子們這時候只

好自力動手，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玩。 

一般而言，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竹子、木頭、塑膠、罐頭以及植物最常見。除此之

外，大地遊戲(跳房子)也是客家小朋友常常呼朋引伴一起進行的遊

戲。課程讓學生實際操作童玩，學生反應熱烈。 

 
                               4 月 13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七）4 月 20 日廖田心老師講解「客家采風與色彩」課程。 

廖老師以創作陶藝作品多獲展演，對於客家色彩藝術有非常多的

研究與發展，於美術創作上亦獲得許多肯定，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

家藝術發展，課程講述客家藝術色彩的搭配與運作變化之處，啟迪學

生對客家傳統色彩、配色之印象，深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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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日廖田心老師講演 

（八）5 月 4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新竹客庄開發史」課程。 

乾隆 14 年（1749）竹塹社人由土目衛開業、通事錢子白率領由

舊社遷新社以為最後遷社定居之地；社人即在此引水墾田，後漸向番

仔埤、北勢、麻園、荳仔埔、鳳山崎、頂員山仔、霧崙毛毛…等處發

展。課程介紹新竹區客家，學生反應良好。 

 
                       5 月 4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九）5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授「客家風情」課程。 

秉持客家文化，承傳客家精神，服務客家社會，客家文化風情以

促進客家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以成為客家地區為發展目標。

分為講述客家要聞，客家風情，客家地理，客家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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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十）5 月 18 日羅元宏老師講解「體驗藝術與創新活動設計」課程。 

直接使用感官(視、聽、嗅、觸、味)進行觀察和知覺者，都屬一

種體驗活動。課程以應用感官直接與實際事務接觸，而獲得直接經驗

為原則，讓學生體驗創新設計與藝術的關聯性，並帶動產業的行銷概

念，養成自我繼續學習的能力，學生興趣甚高，績效良好。 

 
                         5 月 18 日羅元宏老師講演 

（十一）5 月 25 日蔡柏旻老師講解「客家飲調體驗」體驗課程。 

蔡柏旻老師介紹客家人之柑桔，製作各式飲品，包含柑桔果汁、

柑桔拿鐵、柑桔雞尾酒等，融入客家議題，充滿年輕人時尚元素，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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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學子更能深入客家飲食文化之美，學生反應熱烈。 

 
5 月 25 日蔡柏旻老師講演 

（十二）6 月 1 日何美和老師講演「客家飲食藝術」體驗課程。 

客家菜與其他地方菜相比時，客家菜仍有自己的特色，特色在於

食材的取得、口味的獨特性及烹方法等諸多不同。客家人的吃食與他

們的族群性一樣，與其追求料理精雕細琢的視覺呈現，他們更關心的

是如何取用身邊的食材，如何可以把這些食材保存起來，經過醃漬的

食材，如何發揮運用等等實際面的問題，所以有人說客家人其實是『吃

野、吃粗、吃雜』。課程介紹客家吃食藝術，深受學生歡迎。 

 
       6 月 1 日何美和老師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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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6 月 8 日黃運喜老師講解「台灣早期農村物質文化及在生活

上的運用」課程。 

客家先民從大陸原鄉移民到台灣，不斷的創新與繁衍，今日我們

所看到的一切實物，無一不是前人留下的知識，與經驗不斷重組改造

而成的。身為現代人，除了前瞻未來，對於過去也須有緬懷與不忘本

之心。過去的一切生活用品，如鍋碗瓢盆，犁耙碌碡，也涵蓋了種種

生活藝術之美。 

 
   6 月 8 日黃運喜老師講演 

（十四）6 月 15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古蹟旅遊導覽」課程。 

新竹北埔、苗栗西湖鄉、通霄、銅鑼等鄉鎮，為清初客家移民的

墾拓地區。由於地處偏遠，較未受到商業土地開發的破壞，保有傳統

純樸農村風貌，迄今仍存有許多老屋、古廟、舊街、祖堂、聖蹟亭等

文化資產，其中不乏名匠經典作品，分享其中美妙處，學生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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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十五）6 月 22 日張嘉晏老師講解「客家食藝」課程。 

稻米的豐收象徵了台灣農村百姓們生活的安定和希望，也代表了

農人勤奮的結果。傳統的客家人都對稻米有著一分濃厚的情感，終日

辛勤的期望，只為求得一家大小三餐的溫飽，香香的白米飯就是基本

的需求，而客家米食文化的建立是在敬天地、祭鬼神和拜祖先這樣崇

敬慎重和感恩的態度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把平常捨不得享用的美食，

獻給天地、祖先，希望獲得庇祐，每當歲末、節慶，家家戶戶興高采

烈的舂米、磨米再配上各種的佐料，製成形形色色精緻可口的糕餅點

心，除了奉獻心意之外，也讓全家人享受一下那份滿足的滋味和喜

悅。這些米食的製作和耕種作物的經驗，代代相傳，綿延不斷，匯成

了動人而豐富的客家農村文化。學生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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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張嘉晏老師講演 

（十六）4 月 27 日、6 月 29 日分別舉行期中及期末考，圓滿結束。 

（十七）107 年上半年全學期共 18 週，除期中及期末考外共上課 16

週，其中聘請學者專家 15 週次，餘由授課教師授課完畢，本學期客

家藝術采風課程圓滿結束，學生學習績效良好。 

（十八）完成上半年課程資料建置及期中報告書等事務。 

◎107 年度下半年 

（一）「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準備工作，已於 8 月 31 日前完成。 

（二）9 月 11 日介紹本課程及上課專家學者及上課注意事項；陳鵬

洲老師講解「客家藍衫美」課程。 

客家藍衫是客家人的傳統服裝，與漢服有所不同。有四特性：1.

經濟性：所用布料耐洗、耐穿，所用染料以丘陵地常見植物大菁為藍

色染劑。衣服上隱蔽之處，採用粗布剪接替代。2.便利性：結構簡單、

富機能性，便於操作勞動。大襟上直扣的配置止於腰線上，便於婦女

哺乳；工作時，又可將前身摺短塞於腰帶。寬大且翻摺之袖口，和貫

通之腰帶，可用以放置物品或錢幣，隨身而不累贅。3.長久性：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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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可自早到晚，自春至冬，可自少年時期至老年，適用期長，課

程介紹傳統客家傳統服飾，獲得好評。 

 
9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三）9 月 18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新竹客庄開發史」課程。 

乾隆 14 年（1749）竹塹社人由土目衛開業、通事錢子白率領由舊社

遷新社以為最後遷社定居之地；社人即在此引水墾田，後漸向番仔

埤、北勢、麻園、荳仔埔、鳳山崎、頂員山仔、霧崙毛毛…等處發展。

課程介紹新竹區客家，學生反應良好。 

 
                            9 月 18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四）9 月 25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客家史-海盜守備都司游擊鄭統領」

課程。 

鄭統領本名鄭有勤，史上確有其人，但此人好似天外飛來，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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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北臺邊區，年籍資料又完全空白，因作戰英勇，短短 5 年之間

從土勇營的營官跳升游擊，劉爵帥兩次向清廷保舉為將才，卻又突然

殞落﹔關西民間傳說鄭統領並非真正的鄭有勤，當初來臺任官之鄭有

勤在渡海途中，遭海盜劫殺，再冒名頂替其來臺任官，之後鄭妻來臺

尋夫，發現真相向巡撫劉銘傳舉發，劉因苦無實據，才以該員「大兵

進勦時，該軍遷延不進…侵吞糧餉…」兩罪奏請朝廷將其革職正法，

到底孰真孰假，故以相關史料比對，找出較接近事實之真相。 

 

                     9 月 25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五）10 月 6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童趣」課程。 

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大人們忙著開墾務農，小孩

就要幫忙家務，很少有多餘的錢為孩子們準備玩具。孩子們這時候只

好自力動手，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玩。 

一般而言，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日常

生活中常見的竹子、木頭、塑膠、罐頭以及植物最常見。除此之外，

大地遊戲(跳房子)也是客家小朋友常常呼朋引伴一起進行的遊戲。課

程讓學生實際操作童玩，學生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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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六）10 月 9 日王國泰老師老師講解「客家源流美學」課程。 

清康熙廿四年（1685）張進菉修纂的《永安縣次志》一書最早記

錄了「客家」一詞，該書說：「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

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清嘉慶十三年（1808）

徐旭曾的《豐湖雜記》則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客家源流討論，徐旭曾從

族譜中歸納出，客家人原本祖居中原，但在幾次華北的動亂中來到南

方，這可視為客家源流的最初看法。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歷史文化

淵源更加了解。 

 
                           10 月 9 日王國泰老師講演 

（七）10 月 16 日陳鵬洲老師講授「客家風情」課程。 

秉持客家文化，承傳客家精神，服務客家社會，客家文化風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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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客家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以成為客家地區為發展目標。

分為講述客家要聞，客家風情，客家地理，客家文化等，學生反應良

好。 

 
10 月 16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八）10 月 23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古蹟旅遊導覽」課程。 

新竹北埔、苗栗西湖鄉、通霄、銅鑼等鄉鎮，為清初客家移民的

墾拓地區。由於地處偏遠，較未受到商業土地開發的破壞，保有傳統

純樸農村風貌，迄今仍存有許多老屋、古廟、舊街、祖堂、聖蹟亭等

文化資產，其中不乏名匠經典作品，分享其中美妙處，學生反應良好。 

 
10 月 23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九）10 月 30 日蔡柏旻老師講解「客家飲調體驗」體驗課程。 

蔡柏旻老師介紹客家人之柑桔，製作各式飲品，包含柑桔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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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拿鐵、柑桔雞尾酒等，融入客家議題，充滿年輕人時尚元素，吸

引學子更能深入客家飲食文化之美，學生反應熱烈。 

 
10 月 30 日蔡柏旻老師講演 

（十）11 月 6 日古石明老師講解「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課程。 

客家小調大概有幾百首之多，不過現今最常用的有平板調、山歌

仔調、老山歌調、思戀歌調、病子歌調、十八摸歌、剪剪花調、初一

朝調、桃花開調、上山採茶調、瓜子仁調、鬧五更調、送金釵調、打

海棠調、苦力娘調、洗手巾調、賣酒調（亦稱糶酒）、桃花過渡調（亦

稱撐船歌調）、繡香包調等調子。它的音調與詞句都是由「心譜」出

來而永不改變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歌譜歌詞，比較容易用現代的五線

譜或簡譜來記載。課程介紹傳統客家歌謠，獲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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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古石明講演 

（十一）11 月 13 日羅元宏老師講解「客庄茶藝美學-品茶與人生」課

程。 

泡好茶需要好茶，好水，好壺。水為茶之母，精茗蘊香，藉水而

發。器為茶之父，品質好的茶具可以滋潤茶味、襯托茶色、提升品茗

樂趣。藉由品茗、茶食的介紹與體驗讓本校學子認識客家茶藝文化，

成效良好。 

 

11 月 13 日羅元宏老師講演 

（十二）11 月 20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創新曲」課程。 

古老師創作多首客家創新曲，亦獲得多次客家創新曲比賽獎項，

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家音樂，並屢屢榮獲各項殊榮，冀望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全方位歌曲研究」，建構「客家音樂美學」。課程講述

客家創新曲的變化之處，啟迪學生對客家傳統音樂刻板的印象，讓樂

音的風雅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學生對客家文化音樂藝術的保

存與重視，深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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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古石明老師講演 

（十三）11 月 27 日黃運喜老師講解「台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2003 年客委會之《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推動客家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協助客家地區文化與產

業相 結合，發展具有客家特色之文化創意產業、綠色休閒產業及其

他地方產業，並協助傳統產業 之轉型與創新，以創造就業機會，帶

動地方經濟發展，發揚客家文化」課程解說種種文創的思想藝術，學

生反應良好。 

 

11 月 27 日黃運喜老師講演 

（十四）107 年下半年計畫執行期間共 12 週，其中聘請學者專家 12

週次，本計畫「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圓滿結束，學生學習績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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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並完成相關成果報告書撰寫。 

4.主要執行成果 

（一） 計畫主持人古旻陞老師-客家藝術美學論文：茶藝之哲思（節

錄） 

一、前言 

中國人的民族特性是崇尚自然，樸實謙和，不重形式，飲茶也是

這樣，不像日本茶道具有嚴格的儀式和濃厚的宗教色彩。但茶道畢竟

不同於一般飲茶。在中國飲茶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混飲」：即在茶中加鹽、加糖、加奶或加蔥、拈皮、薄

荷、桂園、紅棗，根據各人的口味嗜好，興之所至愛怎麼喝就怎麼喝。

例如：「客家擂茶」是客家人招待貴賓的一種茶點，擂既研磨之意，

以陶製擂缽將茶葉、芝麻、花生等多種原料研磨成粉，加入冷熱開水

沖泡調勻後飲用。擂茶能充飢解渴，也能當保健飲料飲用。又別名「三

生湯」在台灣地區則以新竹、桃園、台北、花蓮、美濃....等地區的

客家庄仍然保留這種美味文化。 

另一類是「清飲」：即不在茶中加任何有損茶本味與真香的配料．

單單用開水泡茶來喝。｢清飲」又可分為四個層次。將茶當飲料解渴，

大碗海飲．稱之為「喝茶」。如果注重茶的色香味，講究水質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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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的時候叉能細細品味，可稱之為「品茶」。如果再講究環境、氣氛、

音樂、沖泡技巧及人際關係等等，可稱為「茶藝」。而在茶事活動中

融入哲理、倫理、道德，通過品茗而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

參禪悟道，達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操守，這才是中國飲茶的最

高境界——茶藝（道）。 

二、茶藝文化的哲學概念 

結合我國傳統茶藝和茶文化的內涵。茶藝指的是一種以生活化導

向為發展方向的制茶之技、泡茶之術、品茶之能、享受茶和對茶審美

的茶文化藝術。它的內涵可以歸結為「泡好一壺茶的技巧和享受一杯

茶的藝術」。茶藝文化有其自己的內部結構，這些結構的延伸就構成

了一種茶藝文化的基本內涵。以下我們談談茶藝核心概念。 

茶藝作為茶文化的部分組成成分，在根本性的文化內核上受制於

茶文化。有學者認為茶藝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提倡的諸如：

中庸、和諧、自省、謙和、明哲等，其實這僅僅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

方面。從我國茶藝文化產生的淵源來看，茶藝本身是我國多元民族文

化、多元思想文化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產物，在這種文化交融中，

儒家的「中庸、和諧、仁政、尊禮」與道家的「道法自然」、禪家的

「思辨」等互相耦合揉成共構於茶文化之中，並互相交織形成了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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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內核。因此，茶藝文化無論是表現為一種可見的行為藝術和飲茶

藝術，本質上遵循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包容」、「尚德中和」和道德文

化的基本內涵。 

(一)「和」——中國茶道哲學思想的中心 

「和」便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學思想理念。茶道所追求的

「和」源於《周易》中的「保合太和」。《易》開篇即云：乾，元亨利

貞。《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反觀於陸羽〈茶經〉，對此論述得很明白。惜墨如金的陸羽不惜

用近二百五十個字來描寫他設計的風爐。並指出風爐用鐵鑄從「金」：

放置在地上從「土」；爐中燒的木炭，從「水」；木炭燃燒從「火」；

風爐上煮著茶湯從「水」。煮茶的過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

並達到和諧平衡的過程。因此．陸羽在風爐的一足上刻有：「體均五

行去百疾」七個字。可見保合太和；陰陽調和；五行調和等理念是茶

道的哲學基礎。 

(二)「靜」——中國茶道學習的必經途徑 

中國茶道是修身養性之道。靜是中國茶道修習的必經途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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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小的茶壺中去體悟宇宙的奧秘?如何從淡淡的茶湯中去品味人生?

如何在茶事活動中明心見性?如何通過茶道的學習來操練精神．鍛煉

人格，超越自我?其答案本有一個字——靜。 

古往今來。無論是學士還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歸地把「靜」

做為榮道修習的必經大道。因為靜則明．靜則虛，靜可虛懷若谷，靜

可內斂含藏，靜可洞察明澈．體道入微。可以說：「欲達茶道通玄境．

除卻靜字無妙法」。 

(三)「怡」——中國茶道中茶人的身心享受 

「怡」者和悅、愉快之意。在中國茶遭中，「怡」是茶人在從事

茶事過程中的身心享受。 

茶藝乃是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從長期的飲茶實踐過程中，根據茶

的特性，以及與飲茶緊密相關的飲茶環境、茶具配製、沖沏技能、品

飲藝術入手，再結合地方風俗、文化特點，總結出來的一套飲茶禮法。

它代表了主人對茶基本精神的理解或者是主人、客人的一種親和與敬

重。自唐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茶藝慢慢走向社會，為人類交往和

經濟發展服務。茶藝在中國古代，如唐代宮廷的「清明宴」茶會、宋

代的「鬥茶」、明清文人的「茶宴」、寺院的「普茶」。以及現代百姓

招待客人的「客來敬茶」、廣東、福建的「客家功夫茶」，還有少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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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形形色色的飲茶習俗，裡面都蘊含著茶的「道」和「藝」，但與生

活緊密結合，所以比較接近實際。 

(四)「真」——中國荼道的終攝追求 

不管社會公案如何？楊朱所言之「全性保真」的真，是指生命。

以及「道之真，以治身。」(<莊子-讓王>)都是講一切「道」的真諦

也是要「貴生」、「重生」、「保生」。愛護生命、珍惜生命，讓自己的

身心都更健康，更暢適，讓自己的一生過得更真實，做到「日日是好

日」，這才是中國茶道的最高追求。 

三、茶藝文化的行為取向 

(一)禮與仁的關係--「仁」體「禮」用之理 

孔子思想中，「禮」為道德之準繩，「仁」乃為道德之本源，因為

「禮」為「仁」之用，而「仁」為「禮」之體。「仁」為孔子中心思

想，亦是道德的最高指標。仁是眾德所合構而成的，是眾德的種稱。

而屈萬里先生則更一步說明：『「仁」是孔子理想中作仁的最高準則，

對自己來說，要能謹厚、誠樸、訒訥、剛毅；對國家來說，要能忠君

和敬事；對人類來說，要能博施濟眾，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仁。

由於仁是一種普遍的原則，孔子所著重者在於踐仁履仁。 

(二)禮與義互為表裡--禮以義為質，以義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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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義者，宜也，乃人內在之德行，孔子認人應「喻於義」《論

語‧里仁》、「義以為上」《論語‧陽貨》「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

氏》、「見得思義」、「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尤須做到「無適也，

無莫也，義與之比」《論語‧里仁》。即一切言行莫不合於義，以義為

判斷準則，則禮為義之外在表現，而禮之實踐亦以合宜為要。總言而

之，「禮」與「義」並存，義即在禮中，禮即在義中。 

(三)禮與仁義為一--仁為精神，義為準則 

孔子最重視的是禮的內容（「禮之本」）而非其外在的形式。「仁、

義、禮」三者的關係：禮以仁義為本（根本或即基礎），君子義以為

質，禮以行之。（《論語·衛靈公》）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

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論

語·顏淵》）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 

(四)禮學的具體運用原則--敬、讓、儉 

禮乃依切之行為準則，一切文化發展的憑藉，一切人文要有意義

有價值，都因於禮之精神而顯。禮不僅具有外在之規範性，亦為內在

道德之創發，故禮為成就仁、德之重要憑藉。因而其在教育、倫理及

政治上的運用，孔子一方面強調禮與道德情感之契合，一方面欲藉禮

來成就道德，作為一種以制茶、飲茶為直接目標的行為藝術，茶藝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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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來的是一種「儀式化、人格表現、情趣與意象、大眾性」的審美

禮儀特徵，這種行為藝術不僅僅是滿足人們修身養性的需要，還致力

於引導人們在社會交往中實現互尊互愛、互相包容、互相體諒，在人

們的心靈上形成一種反省和深思，用這種內涵式的引導和啟發，使人

們朝著「幸福」的取向而進步。 

四、結語 

總之，茶藝文化的本質是以道德實踐為內核的生活化體驗。無論

是茶藝師還是一般的社會大眾，在茶藝文化的行為中體驗茶文化的魅

力，實際上是一種對人們以茶作為大自然向人類召喚的使者，讓寧靜

安詳又有情致的傳統美感意識在小小的環境中復甦。無論是消費者基

於一種物質性、功利性的消費心理，還是基於一種審美式的、文化體

驗式的文化體驗心理，本質上都是為了在體驗茶藝文化中實現修身養

性、緩解壓力、尋求心靈救贖、愉悅自我心靈等功能，而實現這些目

的都是需要「情感參與和體驗」來完成的。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

茶藝文化可分為「表演型茶藝、待客型茶藝、行銷型茶藝、養生型茶

藝」四種典型的茶藝類型，實際上是對茶藝文化的不同體驗類型進行

了總結，這些不同類型的茶禮承擔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可以給予人們

不同的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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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科技大學 107 年「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 

執行計畫結案報告 

壹、前言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作業要點」第三-(三)點「從事國內外與客家學術有關之調查、研究、

保存事項，或開設客家相關課程」之規定提出申請。 

本計畫旨於經由課程的安排，解析客家文化藝術之美與其在臺灣

文化藝術中的重要性，多角度討論客家文化藝術，期使學生對客家文

化藝術有總體性之瞭解，啟發對客家文化藝術的興趣，以利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研究」，建構「客家學」。故在計畫中擬邀請校內外有

關「客家文化藝術研究」之學者專家進行議題探討與專題演講，期盼

希望透過本課程之講授，引發學生對客家文化的好奇與了解，對於傳

承客家文化藝術能有多所貢獻，啟迪學生對於客家文化、藝術的風雅

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對客家文化藝術的保存與重視。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107 年全學年共 36 週，外聘學者專家講授客庄文化，分別從各角

度深入淺出談論，吸引學生踴躍提問，開發學生學習興趣，成效良好。 

講座時間 講師姓名 講座主題 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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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09 廖利凱老師 客家小點 2 

103.03.16 古石明老師 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 2 

107.03.23 古石明老師 客家創新曲 2 

107.03.30 王國泰老師 客家源流美學 2 

107.04.13 林保文老師 客家童趣 2 

107.04.20 廖田心老師 客家采風與色彩 2 

107.05.04 范明煥老師 新竹客庄開發史 2 

107.05.11 陳鵬洲老師 客家風情 2 

107.05.18 羅元宏老師 體驗藝術與創新活動設計 2 

107.05.25 蔡柏旻老師 客家飲調體驗 2 

107.06.01 何美和老師 客家飲食藝術 2 

107.06.08 黃運喜老師 
台灣早期農村物質文化及在

生活上的運用 
2 

107.06.15 林保文老師 客家古蹟旅遊導覽 2 

107.06.22 張嘉晏老師 客家食藝 2 

107.09.11 陳鵬洲老師 客家藍衫美 2 

107.09.18 范明煥老師 新竹客庄開發史 2 

107.09.25 范明煥老師 
客家史-海盜守備都司游擊鄭

統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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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2 林保文老師 客家童趣 2 

107.10.09 王國泰老師 客家源流美學 2 

107.10.16 陳鵬洲老師 客家風情 2 

107.10.23 林保文老師 客家古蹟旅遊導覽 2 

107.10.30 蔡柏旻老師 客家飲調體驗 2 

107.11.06 古石明老師 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 2 

107.11.13 羅元宏老師 客庄茶藝美學-品茶與人生 2 

107.11.20 古石明老師 客家創新曲 2 

107.11.27 黃運喜老師 台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2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名稱 
預算 

支用 備註 
單價 數量 總價 

業務費 85,000 

講座鐘點費 1,600 46 73,600 73,600  

講座交通費 1,400 1 1,400 1,400  

課程規劃費 5,000 2 10,000 10,000  

雜支 5,000 

文具 2,100 1 2,100 2,100 
 

光碟片 400 1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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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粉夾 2,500 2 5,000 5,000  

總計（客委會補助）   90,000 90,000  

1.第一期款已匯入本校共計補助新台幣 63,000 元整，剩餘新臺幣 0 元整； 
2.補助款無匯入本校共計新台幣 26,716 元整，期末請領新臺幣 26,716 元整。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技職院校大部份以理工或商科掛帥，學生人文素養、藝術體驗與

生命關懷諸面向較為欠缺，同時學生雖然住在學校宿舍或在校外租屋

而居，但是對於學校所在地的在地鄰里關係顯然較不用心理解亦缺乏

認識，故而難有真實的在地認同。以本校同學為例，外來學生對於融

入客家社群的意識相對薄弱，此舉使得在地社區對學校或學生亦較難

理解。本課程即在提昇學生人文素養及藝術涵養，瞭解人的價值與藝

術之美，試圖引導學生主動親近社區，認識鄰里，進而懂得欣賞與包

容，尊重與合作，以為生活美學的實踐而努力。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只有透過了解、溝通、認知，才能

避免誤會，產生包容，進而團結成一體，改進台灣族群分裂的現狀，

本課程之另一目標即在於透過文化藝術的傳承、配合體驗的趣味活動

營造學生親身體驗及客家文化藝術的瑰麗。進而認識客家、了解客

家，關愛客家或尊重客家，帶動族群和諧，這也是在提昇學生人文素

養，瞭解人的價值，形成生活美學的意涵，進而懂得欣賞與包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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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與合作。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大致相符。課程講師聘任上常有臨時狀況需調整，故遴聘講師需

多次協調，與原規劃大致相符；預算方面大致按照原規劃進行，均能

在正式執行計畫中配合課程教學內容與提供學生之有效學習效能。 

三、建議事項： 

（一） 建議補助款能一次匯入或分期匯入，避免計畫主持人墊用過

高比例。 

（二） 建議計畫執行期滿後，方規定一定期程（如計畫當年 12 月底

前完成等）進行核銷作業與成果報告書之填報，以免壓縮計

畫執行期間。 

四、結論 

本校位於新豐鄉客家莊，開設客家課程，既有歷史淵源與地利之

便，推行客家文化更有義不容辭之使命感。 

課程規劃上設計八大面向，進而架構出以客家藝術風情為主軸的

藝術通識課程，深受本校學生喜愛與歡迎。本課程所聘請之講座教師

皆為對客家長期深入研究，或學有專精及具豐富教學經驗者，借重學

者專家之介紹，讓學子對客家能有正確與深入的瞭解，讓學子實際與

更深層感受客家藝術文化，認知客家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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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一、課程規劃大綱 

1. 客家源流（兩岸區域發展進程） 

2. 新竹縣客家風情（學校地理區域客家歷史、風土民情、習俗

簡介） 

3. 客家信仰藝術（三官大帝、義民爺信仰、伯公信仰（150 餘

座伯公廟）） 

4. 客家生活藝術（飲食、茶業、工藝、童玩） 

5. 客家語言、文學藝術（客語之美、龍瑛宗與吳濁流） 

6. 客家戲曲藝術（三腳採茶戲、客家大戲） 

7. 客家音樂藝術（客家八音、山歌仔、平板、創新曲） 

8. 客家建築藝術（客家土樓、圍屋） 

二、課程規劃子題 

1. 臺灣客家源流 

2. 新竹縣的客家 

3. 天穿日 

4. 宗教寺廟與信仰文化 

5. 節慶習俗與飲食文化 

6. 茶業與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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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手工藝術 

8. 客家話的語言之美 

9. 龍瑛宗與吳濁流 

10. 三腳採茶戲 

11. 客家大戲 

12. 客家改良戲 

13. 客家八音 

14. 山歌仔、平板 

15. 客家小調 

16. 從圓樓到圍龍屋、伙房屋－談客家建築之美 

三、計畫執行狀況 

1.目標達成狀況 

本課程兩學期共計有 128 位同學選修，本課程極受歡迎，選修、

出席踴躍，上課認真，對受邀來上課之學者專家亦回饋熱烈，深受各

專家學者讚許。透過課程內容讓同學了解客家藝術地的源流與發展，

並透過豐富的影像，體驗藝術，並且討論海峽兩岸客庄之藝術發展比

較，使學習同學瞭解本地民間信仰文化、客家語言與音樂、客家產業

等、客家戲曲等文化以及在各層面的貢獻。亦即，本課程期待通過大

尺度的圖像式介紹，提供學生對客家族群與文化、藝術特色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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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了解、溝通、認知，產生認知與欣賞態度，已有甚佳成效。故提

昇學生藝術與人文素養，瞭解人的價值，懂得欣賞與包容。 

2.資源使用情形： 

（一）所請來校演講之專家學者皆各領域學有專精或對客家藝術

文化有深入研究者，使學生不但很快就能進入狀況，對於認識客家、

與客家藝術之美亦有所瞭解。 

（二）善用本地在地客家建築藝術資源，如新竹縣最古老廟宇─

溪南三元宮、散處各村的伯公廟及義民廟祭典、本校校園中的客家范

家名穴─錦被蓋孩兒-蜘蛛結網型。 

（三）獲得社區社團如新豐鄉禮俗協進會等的諸多協助。 

（四）體驗好食客家，透過講解客家食的藝術，讓學子能明瞭客

家種種美食，更融合學子的深刻印象。 

（五）體驗客家茶、食藝術，透過講解客家茶、食的藝術，讓學

子能明瞭客家人對於茶藝、食藝與生活的關聯性，進行茶藝、食藝體

驗時更能讓學子明白茶、食藝術與客家的深刻關係。 

（五）體驗客家工藝，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孩子

們這時候只好自力救濟，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

玩。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竹子、木頭、紙張等，透過講解客家工藝的藝術，讓學子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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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客家人對於生活藝術之實用性與趣味性之兼容並蓄的關聯性，進行

童玩製作，讓學子明白客家生活藝術之美。 

（六）蒐集已出版之各種客家藝術及文化相關光碟及資料，以為

上課或研究輔助之用。 

3.主要執行成果（課程部分） 

◎107 年度上半年 

（一）3 月 2 日首週上課介紹本課程及上課之專家學者及上課注意事

項。 

（二）3 月 9 日廖利凱老師講解「客家小點」課程。 

文化多元的客家美食，融有各種特色風俗，而其中的「客家小點」

更將客家勤儉美德發揚光大，帶有濃厚「客情」。好「客」氣息首先

反映在飲食上，用運取之大多為聖菜餚而製成的食材變化而來，烹飪

出一道道好客美味！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傳統點心文化淵源更加

了解。 

 
 
 
 
 
 
 
 

 
3 月 9 日廖利凱老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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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 月 16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課程。 

客家小調大概有幾百首之多，不過現今最常用的有平板調、山歌

仔調、老山歌調、思戀歌調、病子歌調、十八摸歌、剪剪花調、初一

朝調、桃花開調、上山採茶調、瓜子仁調、鬧五更調、送金釵調、打

海棠調、苦力娘調、洗手巾調、賣酒調（亦稱糶酒）、桃花過渡調（亦

稱撐船歌調）、繡香包調等調子。它的音調與詞句都是由「心譜」出

來而永不改變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歌譜歌詞，比較容易用現代的五線

譜或簡譜來記載。課程介紹傳統客家歌謠，獲得好評。 

 
 
 
 
 
 
 
 
 

3 月 16 日古石明老師演講 

（四）3 月 23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創新曲」課程。 

古老師創作多首客家創新曲，亦獲得多次客家創新曲比賽獎項，

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家音樂，並屢屢榮獲各項殊榮，冀望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全方位歌曲研究」，建構「客家音樂美學」。課程講述

客家創新曲的變化之處，啟迪學生對客家傳統音樂刻板的印象，讓樂

音的風雅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學生對客家文化音樂藝術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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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與重視，深受學生歡迎。 

 
 
 
 
 
 
 
 
 

3 月 23 日古石明老師演講 

（五）3 月 30 日王國泰老師講授「客家源流美學」課程。 

清康熙廿四年（1685）張進菉修纂的《永安縣次志》一書最早記

錄了「客家」一詞，該書說：「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

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清嘉慶十三年（1808）

徐旭曾的《豐湖雜記》則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客家源流討論，徐旭曾從

族譜中歸納出，客家人原本祖居中原，但在幾次華北的動亂中來到南

方，這可視為客家源流的最初看法。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歷史文化

淵源更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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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王國泰老師演講 

（六）4 月 13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童趣」課程。 

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大人們忙著開墾務農，小孩

就要幫忙家務，很少有多餘的錢為孩子們準備玩具。孩子們這時候只

好自力動手，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玩。 

一般而言，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竹子、木頭、塑膠、罐頭以及植物最常見。除此之

外，大地遊戲(跳房子)也是客家小朋友常常呼朋引伴一起進行的遊

戲。課程讓學生實際操作童玩，學生反應熱烈。 

 
                               4 月 13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七）4 月 20 日廖田心老師講解「客家采風與色彩」課程。 

廖老師以創作陶藝作品多獲展演，對於客家色彩藝術有非常多的

研究與發展，於美術創作上亦獲得許多肯定，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

家藝術發展，課程講述客家藝術色彩的搭配與運作變化之處，啟迪學

生對客家傳統色彩、配色之印象，深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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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日廖田心老師講演 

（八）5 月 4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新竹客庄開發史」課程。 

乾隆 14 年（1749）竹塹社人由土目衛開業、通事錢子白率領由

舊社遷新社以為最後遷社定居之地；社人即在此引水墾田，後漸向番

仔埤、北勢、麻園、荳仔埔、鳳山崎、頂員山仔、霧崙毛毛…等處發

展。課程介紹新竹區客家，學生反應良好。 

 
                       5 月 4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九）5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授「客家風情」課程。 

秉持客家文化，承傳客家精神，服務客家社會，客家文化風情以

促進客家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以成為客家地區為發展目標。

分為講述客家要聞，客家風情，客家地理，客家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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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十）5 月 18 日羅元宏老師講解「體驗藝術與創新活動設計」課程。 

直接使用感官(視、聽、嗅、觸、味)進行觀察和知覺者，都屬一

種體驗活動。課程以應用感官直接與實際事務接觸，而獲得直接經驗

為原則，讓學生體驗創新設計與藝術的關聯性，並帶動產業的行銷概

念，養成自我繼續學習的能力，學生興趣甚高，績效良好。 

 
                         5 月 18 日羅元宏老師講演 

（十一）5 月 25 日蔡柏旻老師講解「客家飲調體驗」體驗課程。 

蔡柏旻老師介紹客家人之柑桔，製作各式飲品，包含柑桔果汁、

柑桔拿鐵、柑桔雞尾酒等，融入客家議題，充滿年輕人時尚元素，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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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學子更能深入客家飲食文化之美，學生反應熱烈。 

 
5 月 25 日蔡柏旻老師講演 

（十二）6 月 1 日何美和老師講演「客家飲食藝術」體驗課程。 

客家菜與其他地方菜相比時，客家菜仍有自己的特色，特色在於

食材的取得、口味的獨特性及烹方法等諸多不同。客家人的吃食與他

們的族群性一樣，與其追求料理精雕細琢的視覺呈現，他們更關心的

是如何取用身邊的食材，如何可以把這些食材保存起來，經過醃漬的

食材，如何發揮運用等等實際面的問題，所以有人說客家人其實是『吃

野、吃粗、吃雜』。課程介紹客家吃食藝術，深受學生歡迎。 

 
       6 月 1 日何美和老師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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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6 月 8 日黃運喜老師講解「台灣早期農村物質文化及在生活

上的運用」課程。 

客家先民從大陸原鄉移民到台灣，不斷的創新與繁衍，今日我們

所看到的一切實物，無一不是前人留下的知識，與經驗不斷重組改造

而成的。身為現代人，除了前瞻未來，對於過去也須有緬懷與不忘本

之心。過去的一切生活用品，如鍋碗瓢盆，犁耙碌碡，也涵蓋了種種

生活藝術之美。 

 
   6 月 8 日黃運喜老師講演 

（十四）6 月 15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古蹟旅遊導覽」課程。 

新竹北埔、苗栗西湖鄉、通霄、銅鑼等鄉鎮，為清初客家移民的

墾拓地區。由於地處偏遠，較未受到商業土地開發的破壞，保有傳統

純樸農村風貌，迄今仍存有許多老屋、古廟、舊街、祖堂、聖蹟亭等

文化資產，其中不乏名匠經典作品，分享其中美妙處，學生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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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十五）6 月 22 日張嘉晏老師講解「客家食藝」課程。 

稻米的豐收象徵了台灣農村百姓們生活的安定和希望，也代表了

農人勤奮的結果。傳統的客家人都對稻米有著一分濃厚的情感，終日

辛勤的期望，只為求得一家大小三餐的溫飽，香香的白米飯就是基本

的需求，而客家米食文化的建立是在敬天地、祭鬼神和拜祖先這樣崇

敬慎重和感恩的態度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把平常捨不得享用的美食，

獻給天地、祖先，希望獲得庇祐，每當歲末、節慶，家家戶戶興高采

烈的舂米、磨米再配上各種的佐料，製成形形色色精緻可口的糕餅點

心，除了奉獻心意之外，也讓全家人享受一下那份滿足的滋味和喜

悅。這些米食的製作和耕種作物的經驗，代代相傳，綿延不斷，匯成

了動人而豐富的客家農村文化。學生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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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張嘉晏老師講演 

（十六）4 月 27 日、6 月 29 日分別舉行期中及期末考，圓滿結束。 

（十七）107 年上半年全學期共 18 週，除期中及期末考外共上課 16

週，其中聘請學者專家 15 週次，餘由授課教師授課完畢，本學期客

家藝術采風課程圓滿結束，學生學習績效良好。 

（十八）完成上半年課程資料建置及期中報告書等事務。 

◎107 年度下半年 

（一）「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準備工作，已於 8 月 31 日前完成。 

（二）9 月 11 日介紹本課程及上課專家學者及上課注意事項；陳鵬

洲老師講解「客家藍衫美」課程。 

客家藍衫是客家人的傳統服裝，與漢服有所不同。有四特性：1.

經濟性：所用布料耐洗、耐穿，所用染料以丘陵地常見植物大菁為藍

色染劑。衣服上隱蔽之處，採用粗布剪接替代。2.便利性：結構簡單、

富機能性，便於操作勞動。大襟上直扣的配置止於腰線上，便於婦女

哺乳；工作時，又可將前身摺短塞於腰帶。寬大且翻摺之袖口，和貫

通之腰帶，可用以放置物品或錢幣，隨身而不累贅。3.長久性：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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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可自早到晚，自春至冬，可自少年時期至老年，適用期長，課

程介紹傳統客家傳統服飾，獲得好評。 

 
9 月 11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三）9 月 18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新竹客庄開發史」課程。 

乾隆 14 年（1749）竹塹社人由土目衛開業、通事錢子白率領由舊社

遷新社以為最後遷社定居之地；社人即在此引水墾田，後漸向番仔

埤、北勢、麻園、荳仔埔、鳳山崎、頂員山仔、霧崙毛毛…等處發展。

課程介紹新竹區客家，學生反應良好。 

 
                            9 月 18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四）9 月 25 日范明煥老師講授「客家史-海盜守備都司游擊鄭統領」

課程。 

鄭統領本名鄭有勤，史上確有其人，但此人好似天外飛來，突然



 20

出現在北臺邊區，年籍資料又完全空白，因作戰英勇，短短 5 年之間

從土勇營的營官跳升游擊，劉爵帥兩次向清廷保舉為將才，卻又突然

殞落﹔關西民間傳說鄭統領並非真正的鄭有勤，當初來臺任官之鄭有

勤在渡海途中，遭海盜劫殺，再冒名頂替其來臺任官，之後鄭妻來臺

尋夫，發現真相向巡撫劉銘傳舉發，劉因苦無實據，才以該員「大兵

進勦時，該軍遷延不進…侵吞糧餉…」兩罪奏請朝廷將其革職正法，

到底孰真孰假，故以相關史料比對，找出較接近事實之真相。 

 

                     9 月 25 日范明煥老師講演 

（五）10 月 6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童趣」課程。 

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物質較為缺乏，大人們忙著開墾務農，小孩

就要幫忙家務，很少有多餘的錢為孩子們準備玩具。孩子們這時候只

好自力動手，利用環境中隨手可得的資源來製作簡單的童玩。 

一般而言，客家童玩以就地取材，並可以自己動手做為主，例如日常

生活中常見的竹子、木頭、塑膠、罐頭以及植物最常見。除此之外，

大地遊戲(跳房子)也是客家小朋友常常呼朋引伴一起進行的遊戲。課

程讓學生實際操作童玩，學生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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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六）10 月 9 日王國泰老師老師講解「客家源流美學」課程。 

清康熙廿四年（1685）張進菉修纂的《永安縣次志》一書最早記

錄了「客家」一詞，該書說：「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

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清嘉慶十三年（1808）

徐旭曾的《豐湖雜記》則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客家源流討論，徐旭曾從

族譜中歸納出，客家人原本祖居中原，但在幾次華北的動亂中來到南

方，這可視為客家源流的最初看法。經由課程讓學生對客家歷史文化

淵源更加了解。 

 
                           10 月 9 日王國泰老師講演 

（七）10 月 16 日陳鵬洲老師講授「客家風情」課程。 

秉持客家文化，承傳客家精神，服務客家社會，客家文化風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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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客家地區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以成為客家地區為發展目標。

分為講述客家要聞，客家風情，客家地理，客家文化等，學生反應良

好。 

 
10 月 16 日陳鵬洲老師講演 

（八）10 月 23 日林保文老師講解「客家古蹟旅遊導覽」課程。 

新竹北埔、苗栗西湖鄉、通霄、銅鑼等鄉鎮，為清初客家移民的

墾拓地區。由於地處偏遠，較未受到商業土地開發的破壞，保有傳統

純樸農村風貌，迄今仍存有許多老屋、古廟、舊街、祖堂、聖蹟亭等

文化資產，其中不乏名匠經典作品，分享其中美妙處，學生反應良好。 

 
10 月 23 日林保文老師講演 

（九）10 月 30 日蔡柏旻老師講解「客家飲調體驗」體驗課程。 

蔡柏旻老師介紹客家人之柑桔，製作各式飲品，包含柑桔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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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拿鐵、柑桔雞尾酒等，融入客家議題，充滿年輕人時尚元素，吸

引學子更能深入客家飲食文化之美，學生反應熱烈。 

 
10 月 30 日蔡柏旻老師講演 

（十）11 月 6 日古石明老師講解「客家音樂九腔十八調」課程。 

客家小調大概有幾百首之多，不過現今最常用的有平板調、山歌

仔調、老山歌調、思戀歌調、病子歌調、十八摸歌、剪剪花調、初一

朝調、桃花開調、上山採茶調、瓜子仁調、鬧五更調、送金釵調、打

海棠調、苦力娘調、洗手巾調、賣酒調（亦稱糶酒）、桃花過渡調（亦

稱撐船歌調）、繡香包調等調子。它的音調與詞句都是由「心譜」出

來而永不改變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歌譜歌詞，比較容易用現代的五線

譜或簡譜來記載。課程介紹傳統客家歌謠，獲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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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古石明講演 

（十一）11 月 13 日羅元宏老師講解「客庄茶藝美學-品茶與人生」課

程。 

泡好茶需要好茶，好水，好壺。水為茶之母，精茗蘊香，藉水而

發。器為茶之父，品質好的茶具可以滋潤茶味、襯托茶色、提升品茗

樂趣。藉由品茗、茶食的介紹與體驗讓本校學子認識客家茶藝文化，

成效良好。 

 

11 月 13 日羅元宏老師講演 

（十二）11 月 20 日古石明老師講授「客家創新曲」課程。 

古老師創作多首客家創新曲，亦獲得多次客家創新曲比賽獎項，

長年致力發展及促進客家音樂，並屢屢榮獲各項殊榮，冀望未來能進

一步從事「客家全方位歌曲研究」，建構「客家音樂美學」。課程講述

客家創新曲的變化之處，啟迪學生對客家傳統音樂刻板的印象，讓樂

音的風雅情趣，永續學習與傳承，增進學生對客家文化音樂藝術的保

存與重視，深受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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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古石明老師講演 

（十三）11 月 27 日黃運喜老師講解「台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2003 年客委會之《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推動客家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協助客家地區文化與產

業相 結合，發展具有客家特色之文化創意產業、綠色休閒產業及其

他地方產業，並協助傳統產業 之轉型與創新，以創造就業機會，帶

動地方經濟發展，發揚客家文化」課程解說種種文創的思想藝術，學

生反應良好。 

 

11 月 27 日黃運喜老師講演 

（十四）107 年下半年計畫執行期間共 12 週，其中聘請學者專家 12

週次，本計畫「客家藝術采風通識課程」圓滿結束，學生學習績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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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並完成相關成果報告書撰寫。 

4.主要執行成果 

（一） 計畫主持人古旻陞老師-客家藝術美學論文：茶藝之哲思（節

錄） 

一、前言 

中國人的民族特性是崇尚自然，樸實謙和，不重形式，飲茶也是

這樣，不像日本茶道具有嚴格的儀式和濃厚的宗教色彩。但茶道畢竟

不同於一般飲茶。在中國飲茶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混飲」：即在茶中加鹽、加糖、加奶或加蔥、拈皮、薄

荷、桂園、紅棗，根據各人的口味嗜好，興之所至愛怎麼喝就怎麼喝。

例如：「客家擂茶」是客家人招待貴賓的一種茶點，擂既研磨之意，

以陶製擂缽將茶葉、芝麻、花生等多種原料研磨成粉，加入冷熱開水

沖泡調勻後飲用。擂茶能充飢解渴，也能當保健飲料飲用。又別名「三

生湯」在台灣地區則以新竹、桃園、台北、花蓮、美濃....等地區的

客家庄仍然保留這種美味文化。 

另一類是「清飲」：即不在茶中加任何有損茶本味與真香的配料．

單單用開水泡茶來喝。｢清飲」又可分為四個層次。將茶當飲料解渴，

大碗海飲．稱之為「喝茶」。如果注重茶的色香味，講究水質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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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的時候叉能細細品味，可稱之為「品茶」。如果再講究環境、氣氛、

音樂、沖泡技巧及人際關係等等，可稱為「茶藝」。而在茶事活動中

融入哲理、倫理、道德，通過品茗而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

參禪悟道，達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操守，這才是中國飲茶的最

高境界——茶藝（道）。 

二、茶藝文化的哲學概念 

結合我國傳統茶藝和茶文化的內涵。茶藝指的是一種以生活化導

向為發展方向的制茶之技、泡茶之術、品茶之能、享受茶和對茶審美

的茶文化藝術。它的內涵可以歸結為「泡好一壺茶的技巧和享受一杯

茶的藝術」。茶藝文化有其自己的內部結構，這些結構的延伸就構成

了一種茶藝文化的基本內涵。以下我們談談茶藝核心概念。 

茶藝作為茶文化的部分組成成分，在根本性的文化內核上受制於

茶文化。有學者認為茶藝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提倡的諸如：

中庸、和諧、自省、謙和、明哲等，其實這僅僅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

方面。從我國茶藝文化產生的淵源來看，茶藝本身是我國多元民族文

化、多元思想文化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產物，在這種文化交融中，

儒家的「中庸、和諧、仁政、尊禮」與道家的「道法自然」、禪家的

「思辨」等互相耦合揉成共構於茶文化之中，並互相交織形成了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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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內核。因此，茶藝文化無論是表現為一種可見的行為藝術和飲茶

藝術，本質上遵循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包容」、「尚德中和」和道德文

化的基本內涵。 

(一)「和」——中國茶道哲學思想的中心 

「和」便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學思想理念。茶道所追求的

「和」源於《周易》中的「保合太和」。《易》開篇即云：乾，元亨利

貞。《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反觀於陸羽〈茶經〉，對此論述得很明白。惜墨如金的陸羽不惜

用近二百五十個字來描寫他設計的風爐。並指出風爐用鐵鑄從「金」：

放置在地上從「土」；爐中燒的木炭，從「水」；木炭燃燒從「火」；

風爐上煮著茶湯從「水」。煮茶的過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

並達到和諧平衡的過程。因此．陸羽在風爐的一足上刻有：「體均五

行去百疾」七個字。可見保合太和；陰陽調和；五行調和等理念是茶

道的哲學基礎。 

(二)「靜」——中國茶道學習的必經途徑 

中國茶道是修身養性之道。靜是中國茶道修習的必經途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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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小的茶壺中去體悟宇宙的奧秘?如何從淡淡的茶湯中去品味人生?

如何在茶事活動中明心見性?如何通過茶道的學習來操練精神．鍛煉

人格，超越自我?其答案本有一個字——靜。 

古往今來。無論是學士還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歸地把「靜」

做為榮道修習的必經大道。因為靜則明．靜則虛，靜可虛懷若谷，靜

可內斂含藏，靜可洞察明澈．體道入微。可以說：「欲達茶道通玄境．

除卻靜字無妙法」。 

(三)「怡」——中國茶道中茶人的身心享受 

「怡」者和悅、愉快之意。在中國茶遭中，「怡」是茶人在從事

茶事過程中的身心享受。 

茶藝乃是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從長期的飲茶實踐過程中，根據茶

的特性，以及與飲茶緊密相關的飲茶環境、茶具配製、沖沏技能、品

飲藝術入手，再結合地方風俗、文化特點，總結出來的一套飲茶禮法。

它代表了主人對茶基本精神的理解或者是主人、客人的一種親和與敬

重。自唐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茶藝慢慢走向社會，為人類交往和

經濟發展服務。茶藝在中國古代，如唐代宮廷的「清明宴」茶會、宋

代的「鬥茶」、明清文人的「茶宴」、寺院的「普茶」。以及現代百姓

招待客人的「客來敬茶」、廣東、福建的「客家功夫茶」，還有少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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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形形色色的飲茶習俗，裡面都蘊含著茶的「道」和「藝」，但與生

活緊密結合，所以比較接近實際。 

(四)「真」——中國荼道的終攝追求 

不管社會公案如何？楊朱所言之「全性保真」的真，是指生命。

以及「道之真，以治身。」(<莊子-讓王>)都是講一切「道」的真諦

也是要「貴生」、「重生」、「保生」。愛護生命、珍惜生命，讓自己的

身心都更健康，更暢適，讓自己的一生過得更真實，做到「日日是好

日」，這才是中國茶道的最高追求。 

三、茶藝文化的行為取向 

(一)禮與仁的關係--「仁」體「禮」用之理 

孔子思想中，「禮」為道德之準繩，「仁」乃為道德之本源，因為

「禮」為「仁」之用，而「仁」為「禮」之體。「仁」為孔子中心思

想，亦是道德的最高指標。仁是眾德所合構而成的，是眾德的種稱。

而屈萬里先生則更一步說明：『「仁」是孔子理想中作仁的最高準則，

對自己來說，要能謹厚、誠樸、訒訥、剛毅；對國家來說，要能忠君

和敬事；對人類來說，要能博施濟眾，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仁。

由於仁是一種普遍的原則，孔子所著重者在於踐仁履仁。 

(二)禮與義互為表裡--禮以義為質，以義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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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義者，宜也，乃人內在之德行，孔子認人應「喻於義」《論

語‧里仁》、「義以為上」《論語‧陽貨》「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

氏》、「見得思義」、「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尤須做到「無適也，

無莫也，義與之比」《論語‧里仁》。即一切言行莫不合於義，以義為

判斷準則，則禮為義之外在表現，而禮之實踐亦以合宜為要。總言而

之，「禮」與「義」並存，義即在禮中，禮即在義中。 

(三)禮與仁義為一--仁為精神，義為準則 

孔子最重視的是禮的內容（「禮之本」）而非其外在的形式。「仁、

義、禮」三者的關係：禮以仁義為本（根本或即基礎），君子義以為

質，禮以行之。（《論語·衛靈公》）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

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論

語·顏淵》）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 

(四)禮學的具體運用原則--敬、讓、儉 

禮乃依切之行為準則，一切文化發展的憑藉，一切人文要有意義

有價值，都因於禮之精神而顯。禮不僅具有外在之規範性，亦為內在

道德之創發，故禮為成就仁、德之重要憑藉。因而其在教育、倫理及

政治上的運用，孔子一方面強調禮與道德情感之契合，一方面欲藉禮

來成就道德，作為一種以制茶、飲茶為直接目標的行為藝術，茶藝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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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來的是一種「儀式化、人格表現、情趣與意象、大眾性」的審美

禮儀特徵，這種行為藝術不僅僅是滿足人們修身養性的需要，還致力

於引導人們在社會交往中實現互尊互愛、互相包容、互相體諒，在人

們的心靈上形成一種反省和深思，用這種內涵式的引導和啟發，使人

們朝著「幸福」的取向而進步。 

四、結語 

總之，茶藝文化的本質是以道德實踐為內核的生活化體驗。無論

是茶藝師還是一般的社會大眾，在茶藝文化的行為中體驗茶文化的魅

力，實際上是一種對人們以茶作為大自然向人類召喚的使者，讓寧靜

安詳又有情致的傳統美感意識在小小的環境中復甦。無論是消費者基

於一種物質性、功利性的消費心理，還是基於一種審美式的、文化體

驗式的文化體驗心理，本質上都是為了在體驗茶藝文化中實現修身養

性、緩解壓力、尋求心靈救贖、愉悅自我心靈等功能，而實現這些目

的都是需要「情感參與和體驗」來完成的。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

茶藝文化可分為「表演型茶藝、待客型茶藝、行銷型茶藝、養生型茶

藝」四種典型的茶藝類型，實際上是對茶藝文化的不同體驗類型進行

了總結，這些不同類型的茶禮承擔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可以給予人們

不同的情感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