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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前言 

臺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惟透過認識、了解彼此文化差異，才能避免刻

板印象所產生之誤解，進而相互包容團結成一體，達到改進台灣族群分裂的現狀。

大專院校開設通識教育的目的之ㄧ，是培養學生理解、尊重文化的多元價值；因

此，本課程希望在現有的客家研究基礎上，突破學科或領域的限制，透過語言、

文化、信仰、文學、建築等各種題材的介紹，讓同學對台灣的客家族群有較全面

的認識。術業有專攻，個人研究範圍有限，因而本課程計畫以跨學科、跨領域的

方式，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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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特色呈現給學生，以達到通識教育的目的。 

本課程之另一目標即在於透過行動導向教學與田野踏查之行動研究，讓學生

親身體驗及認識學校鄰近的小客家庄的歷史人文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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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跳脫短視近利的功利思想，進而懂得欣賞與包容，尊重與合作，也可先

一步認知學校所在地區社會資源並可預先結合利用，更可印證課堂所學，及早發

揮學以致用之效果。同時透過邀請各界客家研究先進共同參與課程與講座，可建

立在地的客家研究網絡，作為培訓本校客家研究人才，進而提供中部地區客家研

究、教學與服務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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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課程於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與 107 年學度第一學期分二次實施，每學期 18

週。授課除期中、期末考外，課程共區分 16講次，在現有的客家研究基礎上，

以跨學科、跨領域方式，透過語言、族群認同、宗教、文學、建築等各種題材的

介紹，讓同學對台灣的客家族群有較全面的認識，以增進不同族群、不同文化之

間相互了解與關懷。除了由授課教師講解之外，另邀請客家學術研究學者專家及

各地之客家文史工作者、文化產業專家，共 18人次，以演講方式協同教學，讓

授課方式多元化。 

透過校外學者專家的講授，讓學習者能更能廣泛的認識台灣客家社會與文化，

再經過學習與探討後，期望培養學生理解、尊重文化的多元價值，學習欣賞不同

族群間的文化差異。 

二、組織及分工概述 

類別 姓名 服務系所/中心 職稱 
在本研究計畫擔任之具體工作

性質、項目及範圍  

主持人 呂小燕 

博雅通識教育中心

/人文藝術領域 

專任 

講師 

擬定計畫方向與執行策略計畫進度控

管，對外之聯繫，報告書架構之撰寫。 

共同 

主持人 

宋孟遠 

博雅通識教育中心

/社會科學領域 

專任副

教授 

課程籌畫與校內橫向行政聯繫、報告

書之撰寫。 

共同 

主持人 

田金昌 

博雅通識教育中心

/人文藝術領域 

兼任助

理教授 

課程籌畫與授課、師資聯繫、報告書

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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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教學安排 

106-2「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學進度表 

週次 上課日期 教學與作業進度 備註 

1 03/02 課程介紹；一頁滄桑史–客家過臺灣  

2 03/09 從「客庄12大節慶」認識客家文化  

3 03/16 臺灣客家武神信仰文化  

4 03/23 彰化地區的福佬客  

5 03/30 人與土地的對話---異鄉客的經驗分享與體認  

6 04/06 彈性放假  

7 04/13 台灣客家飲食文化與創新  

8 04/20 從祭祀活動談客家歲時禮俗  

9 04/27 期中考(報告與課程檢討)  

10 05/04 從龍泉驛客家聚落談中醫推拿發展  

11 05/11 客家通俗文學  

12 05/18 客家族群與樟腦產業  

13 05/25 客家文化的創意與創新  

14 06/01 臺灣客家的茶文化  

15 06/08 臺灣客家俗民信仰  

16 06/15 從擂茶、粢粑認識客家文化  

17 06/22 客家傳統建築空間與生活  

18 06/29 期末考；多元族群與客家文化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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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日期 教學與作業進度 備註 

1 09/21 課程介紹；一頁滄桑史–客家過臺灣  

2 09/28 從擂茶、粢粑認識客家文化  

3 10/05 台灣客家飲食文化與創新  

4 10/12 彰化地區的福佬客  

5 10/19 客家族群的產業變遷---從樟腦到茶業  

6 10/26 客家通俗文學  

7 11/02 人與土地的對話---異鄉客的經驗分享與體認  

8 11/09 客家文化的創意與創新  

9 11/16 從四川龍泉驛客家聚落談中醫推拿發展  

10 11/23 客家在台四百年的發展與變遷  

11 11/30 從「客庄12大節慶」認識客家文化  

12 12/07 臺三線客家庄的興起與變遷  

13 12/14 淺談客家音樂的傳統與現代  

14 12/21 台灣客家的傳統禮俗  

15 12/28 臺灣客家俗民信仰  

16 01/04 臺灣客家武神信仰文化  

17 01/11 客家傳統建築空間與生活  

18 01/18 期末考；多元族群與客家文化的未來  

107-1「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學進度表

102-2客家社會與文化外聘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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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客家社會與文化外聘講座 

講授主題 講座教師 備考 

彰化地區的福佬客 詹慶臨老師  

人與土地的對話─ 

異鄉客的經驗分享與體認 
李天正老師  

台灣客家飲食文化 何美珍老師  

從祭祀活動談客家歲時禮俗 田首富老師  

從龍泉驛客家聚落談中醫推拿發展 彭洪楷老師  

客家通俗文學 楊紫瑩老師  

客家族群與樟腦產業 范棋崴老師  

客家文化的創意與創新 溫景財老師  

臺灣客家的茶文化 蔡佩蓉老師  

從擂茶、粢粑認識客家文化 范良貞老師  

附註：106-2學期外聘講座總計 1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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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客家社會與文化外聘講座 

講授主題 講座教師 備考 

從擂茶、粢粑認識客家文化 范良貞老師  

台灣客家飲食文化與創新 何美珍老師  

彰化地區的福佬客 詹慶臨老師  

客家族群的產業變遷--- 

從樟腦到茶業 
蔡佩蓉老師  

客家通俗文學 楊紫瑩老師  

人與土地的對話--- 

異鄉客的經驗分享與體認 
李天正老師  

客家文化的創意與創新 陳本騰老師  

從四川龍泉驛客家聚 

落談中醫推拿發展 
彭洪楷老師  

附註：107-1學期外聘講座總計 8人次 

 

 

 

 

 

 

 

 

 

 



 

8 
 

四、預算支用情形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107年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開設客家通識課程「客家社會與文化」經費需求明細表 

(單位:元) 

經 費  單 價 數 量(單位) 總 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人事費小計 42,000  

兼任助理 6,000 7(月) 42,000 聘請一名，聘用 7個月 

     

業務費                    小計 94,500  

外聘講師演講鐘

點費 
1,600 36(小時) 57,600 

每小時1,600元，實施18人次，每

次2小時；總計36小時 

演講費二代健保 31 36(小時) 1,116 

二代健保雇主負擔費用 

每小時1600(元)*1.91%=31(元) 

總計40小時 

外聘講師交通費 300 18(人次) 5,400 演講講座往返交通費(實報實銷) 

主持人(含共同主

持人)課程規畫費 
10,000 1 10,000 

主持人(含共同主持人)課程規

劃、課程協調溝通、學員管理 

圖書影音資料費 10,000 1 10,000 採購圖書、影音光碟 

雜支  一批 10,384 

文具、印表紙、電池、碳粉匣、電

腦與印表機維修費、郵件通訊費、

資料收集費、成果報告書等(含校

配合款 6,500) 

總計 136,500 含勤益科大校配合款 6,500元 

（本格式得視計畫需要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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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論與檢討 

一、 成果效益 

本計劃達成的成果包括以下幾點： 

(1)本年度計邀請 18人次專家學者蒞校實施專題講座，總體內容涵蓋客家源流、

客家飲食文化、客家族群產業經濟、客家傳統建築、客家文學及小客家庄社

區發展與環境教育等等，在課程安排上著重於不同產業之文化與創新，寄望

除幫助學生認識客家相關資訊，建立對客家研究的興趣基礎外，並能讓本校

之技職體系學生，能對當前臺灣產業環境有所認識。 

(2) 本年度總計有 100位修課同學，選課學生除部分想認識客家文化的學生外，

相當多數是與客家有淵源，但完全不了解客家歷史、文化與社會，只能說幾

句簡單的客語，意味本課程除能吸引不同族群之同學選修外，更能引起對客

家語言及文化陌生的客籍學生興趣。見證客委會近年對大專院校客家文化的

戮力推廣，已讓年輕學子有想深入學習客家文化的意願。 

(3)授課教師提供基本知識及訓練，以培訓客家文化相關研究的人才，課後要求

學生整理演講資料，並於期末繳交各週次專題報告心得，做為學生未來進行

客家文化相關研究的基本訓練，以提供未來相關產業的需求。 

二、 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1) 原定計畫為每學期各實施 9次專題講座，但考量下學期結案時間與連續假期

因素，將一次專題講座提前至第一學期實施，導致第二學期比預定計畫少了

一次。 

(2) 執行計畫時間為 1月 1日至 11月 30日，但課程則區分分上、下兩個學期，

當下學期課程執行近半時，就面臨計畫必須結案的困境，造成教學課程與計

畫執行成果間有所落差。 

三、 建議事項： 

本計畫在客委會及校內行政與教學相關單位全力支持下，在執行上並未

有困難之處，目前執行上稍有不便之處，在於計畫時間為 1月 1日至 11月

30日，但課程則區分分上、下兩個學期，當下學期課程執行近半時，就面

臨計畫必須結案的困境，造成教學課程與計畫執行無法完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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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論： 

本校有幸獲得客家委員會的補助，開設博雅通識課程「客家社會與文化」，

除一般課程講授外，並邀請多位學者專家蒞臨本校作專題演講，除傳承客家文化

外，同時透過學校教育體系，有系統且全面的加以介紹或推廣，以引導更多客家

人或非客家人接觸客家文化，了解客家文化，進而尊重文化的多元價值。本課程

以跨學科、跨領域的方式，邀請對客家研究學有專精的專家學者及客家文化傳播

工作者，以深入淺出的演講或座談方式，將客家特色呈現給學生，以達到通識教

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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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附件一：107年勤益科大客委會獎助案採購圖書影音清冊 

序

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數

量 

1 六堆客家古典文學研究 邱春美 文津 1 

2 屏東六堆地區客家祠堂匾聯研究 鄧佳萍 文津 1 

3 客家映臺灣：族群文化與客家認同 
張維安 

劉大和 
桂冠 1 

4 
六堆傳統民宅匠師與建築文化：以

後堆為例 
張孟珠 文津 1 

5 
年輕世代與客家社會.文化之研

究：以雲林詔安客家族群為例 

陳逸君 

顏祁貞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1 

6 台灣北客南遷研究 林秀昭 文津 1 

7 在地、南向與全球客家 張維安 
國立交通大學出版

社 
1 

8 新竹客家民俗大觀[軟精裝] 姜義鎮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

館 
1 

9 
客家聚落的宇宙觀：以雲林縣三類

客家聚落為例 

黃衍明 

劉亞蘭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1 

10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7)教育

系列 5-日據時期實業教育史料選

編 

許錫慶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1 

11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9)戶政

系列 1-日據時期戶口調查史料選

編 

王學新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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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23)教

育系列 4：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史料

選編 

許錫慶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1 

13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28)教

育系列 6：日治時期師範教育史料

選編 

許錫慶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1 

14 

臺灣總督府檔案主題選編(10)律

令系列 2-臺灣總督府律令史料選

編(明治 33年) 

徐國章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1 

15 客家詞庫(注音符號版) 
行政院客

家委員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 

16 書寫客家生命-六堆鄉賢回憶錄 曾純純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 

17 
高屏地區客家話語彙集 (臺灣客

家族群史專題研究 4-2) 

張屏生、 

客家委 

員會、 

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1 

18 
客家地方典慶和文化觀光產業：中

心與邊陲的形質建構 

謝世忠 

劉瑞超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1 

19 
由雲林詔安客庄語言使用環境看

客家鄉土教學與文化傳承 

陳逸君 

顏祁貞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1 

20 
臺灣客家聚落信仰調查：變與不變

-義民爺信仰之擴張與演變 

吳學明 

林柔辰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1 

21 

臺灣客家之區域語言調查：高屏地

區客家話多樣化現象研究 (臺灣

客家族群史專題研究 4-1) 

張屏生、 

客家委 

員會、 

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1 

22 原鄉人：族群的故事 
王德威 

黃錦樹 
麥田 1 

23 
好客樂隊 / 好客戲 - 客庄繞境

篇(CD) 
好客樂隊 角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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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臺灣歷史上的移民與社會研究 陳小沖 崧燁文化 1 

25 
中心與邊緣︰客家民眾的生活世

界 
劉大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 
1 

26 
日本客家研究的視角與方法：百年

的軌跡 

(日)河合

洋尚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 
1 

27 
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

(1680 ~ 1790) 
李文良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 
1 

28 海外華人世界：族群、人物與政治 顏清湟 八方 1 

29 
尋找阿嬤的味緒：美濃客家飲食文

化與生活智慧 
邱國源 商周出版 1 

30 
近代中國的鄉土意識：清末民初江

南的地方精英與地域社會 

（日）佐藤

仁史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社 
1 

 

 

 

 

 

 

 

 

 

 

 

 



 

14 
 

附件二：「客家社會與文化」修課學生名單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博雅通識課程 106-2「客家社會與文化」選修學生名冊 

序號 學號 姓名 序號 學號 姓名 

01 3A318079 梁 0全 26 3A532039 鄭 0晏 

02 3A431051 葉 0吟 27 3A532041 陳 0佑 

03 3A431054 張 0沂 28 3A532049 游 0萱 

04 3A512013 謝 0哲 29 3A532050 李 0德 

05 3A512017 林 0傑 30 3A532055 林 0勳 

06 3A512018 黃 0澤 31 3A532056 陳 0羽 

07 3A512019 江 0儒 32 3A532059 陳 0婷 

08 3A512022 馮 0傑 33 3A532068 蕭 0晶 

09 3A512029 王 0威 34 3A532072 陳 0霖 

10 3A512060 林 0祥 35 3A532075 張 0富 

11 3A512070 陳 0緯 36 3A532076 楊 0舜 

12 3A512074 林 0傑 37 3A532077 賴 0妏 

13 3A512094 許 0禎 38 3A532078 吳 0安 

14 3A512097 蔡 0廷 39 3A532080 黃 0哲 

15 3A512130 鄭 0杰 40 3A532081 陳 0宇 

16 3A532005 徐 0婷 41 3A532082 王 0儀 

17 3A532007 黃 0芸 42 3A532084 黃 0瑄 

18 3A532014 黃 0佑 43 3A532087 方 0宏 

19 3A532016 陳 0憲 44 3A532088 白 0良 

20 3A532017 尤 0宜 45 3A532090 謝 0均 

21 3A532028 彭 0瑄 46 3A532092 高 0瀚 

22 3A532029 宋 0鈞 47 3A532095 黃 0綾 

23 3A532031 江 0宸 48 3A552014 洪 0茵 

24 3A532034 吳 0松 49 3A552023 謝 0穎 

25 3A532036 吳 0榮 50 3A552026 黃 0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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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博雅通識課程 107-1「客家社會與文化」選修學生名冊 

序號 學號 姓名 序號 學號 姓名 

1 3A016047 鄭 0民 26 3A532062 黃 0嘉 

2 3A412048 洪 0宗 27 3A532073 宋 0峰 

3 3A412055 楊 0晟 28 3A532086 林 0 

4 3A412137 鄭 0孝 29 3A612042 游 0崴 

5 3A412141 游 0元 30 3A612063 林 0恩 

6 3A515032 潘 0崧 31 3A612071 高 0昇 

7 3A516018 許 0驩 32 3A612073 孫 0耀 

8 3A516090 鄭 0廷 33 3A612074 黃 0韋 

9 3A518003 陳 0雯 34 3A612095 林 0軒 

10 3A518023 張 0邑 35 3A615110 葉 0妏 

11 3A531017 廖 0萱 36 3A615126 施 0誠 

12 3A531022 鄭 0襟 37 3A615183 簡 0謙 

13 3A531024 駱 0伶 38 3A616005 朱 0諭 

14 3A531027 黃 0軒 39 3A616018 宋 0群 

15 3A531067 呂 0瑄 40 3A616022 江 0享 

16 3A531075 毛 0喧 41 3A616023 楊 0安 

17 3A531076 徐 0芳 42 3A616024 林 0揚 

18 3A531079 盧 0琪 43 3A616034 彭 0翰 

19 3A531085 蔡 0砡 44 3A616038 羅 0凱 

20 3A532010 陳 0翰 45 3A616040 陳 0瑜 

21 3A532022 李 0翰 46 3A632057 陳 0榆 

22 3A532038 王 0琮 47 3A632061 謝 0庭 

23 3A532043 黃 0領 48 3A652012 李 0綺 

24 3A532044 林 0丞 49 3A652024 黃 0瀅 

25 3A532058 黃 0愿 50 9A518012 莊 0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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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生學習心得 

勤益科技大學通識課程「客家社會與文化」 

哈客網學習心得 

班級  姓名  

課程名稱： 

食在好客做點心-客家擂茶篇 

心得: 

在我的記憶中深處，記得那時候年紀還小，也因此是個記憶模糊的事情。在那一

天中，我記得是全家出去旅行，關於目的地以及發生遇到甚麼事情基本上都已經

忘了，唯一記得的是我在那天第一次品嚐到了所謂的「擂茶」，由於當時的我還

不懂事，會對擂茶有印象也是因為那獨特的味道，以及當時認為奇怪的名字，我

記得在那時候我品嚐的擂茶味道有那麼點像是抹茶，裡面還加了些許米粒，在小

時候的我覺得味道並不是想像中的好，不過現在回想起來那個味道，我認為是非

常美味的，我對於擂茶的認知就僅止於此了，直到上了此堂課後，我才對於擂茶

有著更深入的了解，我會選擇這堂課的原因大概也是因為以前品嚐過擂茶吧。小

時候我無知到甚至不知道擂茶是屬於客家文化的一種，經過課程之後才知道原來

擂茶又被稱為「三生湯」，起源是古代打仗時軍隊得了瘟疫，此時有位草藥大夫

用祖傳配方調配而成的藥流傳下來就變成所謂的擂茶，也進而得知客家人會把擂

茶當作正餐食用，還具有極高的營養價值，有機會真想再品嘗一次擂茶呢！ 

 

 

 

課程名稱： 

藍衫與花布的創新設計與應用 

心得: 

在上了這節課之前，我一直把藍衫想成是「藍染」，那是將白布透過一些飾品、

打結之類的方式再用藍色顏料染製而成的染布，因為小學的校外教學有實際做

過，因此以為藍衫只是藍染的替換詞而已，沒想到其實根本不一樣啊，原來所謂

的客家藍杉是指客家婦女傳統服飾的通稱，另藍杉分別又等於長衫、大襟衫、士

林杉，但各個詞與又都各有所指，藍杉指的是顏色，長衫則是因為衣服的唱度過

於膝蓋，大襟衫是指衣服開襟的方式，士林杉則是用「士林藍布」所做成的，這

裡的士林藍布又可以稱為陰丹士林布，其特色是不易褪色，這幾個名稱中最讓我

印象深刻的果然還是士林杉了，由於我本身是台北人，看到士林這兩個字都不禁

會讓人想到士林夜市的士林，使的我在剛看到這個詞的時候還以為有什麼關聯，

沒想到只是剛好字都一樣而已。藍杉跟花布這個組合搭配也讓我不禁想到所謂的

「旗袍」這服裝，還是其實旗袍真的就是從此延續下來的呢？這個問題我無從得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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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益科技大學通識課程「客家社會與文化」 

哈客網學習心得 

班級  姓名  

客家文化心得 

由於本身是文化創意事業系的學生，因此，這次我選擇了文創結合客家文化相關

的課程。隨著時代的演進，越來越多的舊有文化因受到文化衝擊而遭到同化，導

致許多在地文化已然消失，因此，保留舊有文化是一項很艱難的功課。我曾經一

直在思考，為甚麼台灣的文創產業如此的不受重視，後來想想，也許是我們對於

文化保存與創新並沒有真正的付諸行動吧。 

 

客家文化是台灣重要的文化之一，我認為政府該好好推動客家相關的活動與節

慶，讓客家文化能更深入民眾的生活中，而不只是存在於苗栗。聽完這些課程之

後，我開始明白了文化創新的重要性，不論是飲食、語言還是服裝方面都是非常

重要的。而我也明白了，想要推廣文化，就必須對這個文化有非常深的了解，才

能思考該如何創新並加強行銷，像是客家著名的藍衫與花布，在現代人眼哩，過

於花俏的服飾已經不流行，但課程裡卻教我們該如將舊有的服飾做創新，跳脫舊

有的框架，並且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另外，將客家服飾推向國際化也是一項很艱難的任務，客家璀員會為了讓客家服

飾與國際接軌，舉辦了客家創意服飾的推廣活動，目的是將客家服飾的創新設計

與新布料的開發推向國際，讓更多人看見。我覺得文創最大的意義就在於，能讓

舊有的文化，透過不同的創新方式，賦予它全新的面貌與價值，這方面也是我應

該好好研究與學習的。 

 

聽完相關的課程之後，也讓我開始思考，要怎麼保存舊有文化才能達到創新又不

失文化的本質?要如何推廣文化並引起他人注意?我覺得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思

考的。台灣是一個擁有豐富文化涵養的國家，因此，我們應該善用這個優勢，推

廣台灣的舊有文化，將其發揚光大，並且配合時代結合創新，讓世界看見不一樣

的台灣，也穰台灣有不一樣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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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益科技大學通識課程「客家社會與文化」 

哈客網學習心得 

班級  姓名  

客家創新「柿」 

心得: 

柿子是個我很愛吃的東西，可是我都不知道其來由，在經過這個課程的學習之

後，才了解到原來柿子是從大陸福建、廣東所傳來的，而且在經過這 250年之後，

台灣目前約有 1700多公頃柿園，分布在苗栗、台中、嘉義和新竹等縣市。而且

柿子也具有豐富的營養，柿子的皮擁有大量的多酚類與胡蘿蔔素，其膳食纖維含

量也很豐富，且在脆柿所含膳食纖維裡，果膠比率稍高，能夠軟化糞便，改善便

秘情形。維生素 A、C的含量多，也是另一大特色。所以食用柿子具有保養與養

生的效果。 

 

柿子也因為「事」這個諧音，在中國歷史中，象徵著吉祥之意，在廟宇、書畫與

陶瓷紀念品中見其蹤跡。柿子的蒂頭，常會用來作為紋飾，被稱為柿蒂紋，他是

柿子的抽象圖紋，大部分都已青花磚的形態出現在窗戶的造型中。 

 

新埔柿餅產業也從傳統加工轉型成遊憩觀光，政府為了讓吸引觀光客，制定柿餅

節，不但準備柿餅雞湯，還研發了各式各樣的創意產品，讓觀光客來到這不但能

體驗到柿子的創意產品，也能體驗一下柿餅的製造。 

傳統創新客家美食的奧秘 

心得: 

我家的餐桌上，鮮少會出現客家菜，對其印象就是鹹、肥，可是非常的下飯，可

是他的特色除了鹹、肥之外還有香，料理方法大多是煮、炒、煎、悶的作法，在

料理的時候，以簡單為原則，為了就是保持食材的原味，同時也強調菜餚的香味，

所以在這料理中很常使用辛香料，像是香菜、紫蘇、九層塔等等。 

至於他的飲食文化則是因為早期的居住地大多為山區，對外聯絡及運輸都不方

便，所以物資並不充足，因此對於食物的保存十分的重視，也就產生了以鹽醃製

食品或曬乾來保存食物的獨特文化。還有，客家族群因為長期遷徙，也使他們形

成了就地取材的特點，靠海就吃魚，靠山就吃山，不過居住在山區的居多，因此

客家菜中很少有海鮮類的料理。山區中稻米的產量有限，所以也種了五穀雜糧，

其中一些會被做成粄類、點心或糕類。所以基本上客家飲食文化，是因為其居住

環境的影響，而發展出特有的文化。 

創新的客家美食，也是因為客家人的適應力強，能夠融合其他種文化的料理，來

創新客家料理，也會因為地區的不同，而發展出不同的客家美食，實在是遍地都

有客家著名的創新料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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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益科技大學通識課程「客家社會與文化」 

哈客網學習心得 

班級  姓名  

藍衫與花布的創新設計與應用 

客家藍衫為台灣南部六堆客家婦女傳統服飾的統稱。除了稱為藍衫外，也有人稱

為長衫、大襟衫或士林衫。藍衫是指布料顏色，長衫是因為衣長過膝，與一般過

腰及臀的短衣有所差別。而大襟衫則是指衣服開襟的方式。在美濃地區老一輩的

客家人，常稱客家藍衫為士林衫，主要是指用士林藍布做成的藍衫。 

 

雖然閩、客婦女的服裝上衣，同樣是開右衽的大襟衫，不過在衣服的色彩與服飾

上，及服裝裁剪結構上等都有微妙的差異。閩南婦女馬面裙下之多層次穿著，客

家婦女著俐落褲裝。閩籍婦女纏足與三寸金蓮鞋，客家婦女自然天足與翹鞋。 

 

客家藍衫服飾有三大特色，闌干貼飾、鈕扣的運用、反袖口帶。客家藍衫衣物特

殊用途第一個:腰帶兼錢包、第二個:舊褲變身嬰兒襁褓。 

 

近年來，大花布續受到設計師們的青睞，不僅讓客家花布在國內外持續發光，也

深入我們的生活角落，尤其是林明宏、黃嘉祥、郭玿廷、吳清貴對花布推廣的貢

獻。 

 

在許多客家相關的文化活動中，都可以看到藍衫和花布等客家元素，不僅被用來

布置空間或裝置藝術、表演者的服裝、飾品等，也被製作成各種具有特色的手工

藝品，甚至是舉辦客家創意服飾設計得展覽或競賽活動。這些都是為了要延續與

創新客家文化，雖然還在起步階段，但期許未來能在政府單位及民間公益團體、

相關藝術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不僅達到文化傳承和發揚之目的，也能融入我們

的生活中。 

 

探索創新客家美食的奧秘 
鹹、香、肥是傳統客家菜最大的特色，鹹是指客家菜餚大多偏鹹，香是指希望每

一道佳餚都能烹調出香味，以增加食慾，肥是指客家人在烹煮食物時，通常會放

較多的油量，以增加飽足感。在處理這些客家菜餚時，多用煮、炒、煎、燜等料

理方法。客家人在料理食物時，以簡單為原則，重視食材原味的保存，為了要在

保存原味同時，也強調菜餚的香味，因此客家菜餚經常使用辛香料來搭配食材運

用，像是香菜、紫蘇、九層塔。客家飲食中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各類的醃製食物。

使用大量的調味料來醃製食物，可以延長食物的保存期限，代替現代冰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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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客家飲食文化最大原因，關係到族群的居住環境與背景。早期客家先民居住

地大多是山區，與外界聯絡、運輸都不方便，物質匱乏，所以對食物如何保存也

相對變得十分重要。因此舊產稱了以鹽醃製食品或曬乾來保存食物的獨特文化。

在眾多客家飲食中，可以歸納出幾種特色:一、重山珍、輕海味。二、重內容，

輕形式。三、重原味。 

 

 四炆四炒可以說是宴客菜的代表。炆就是用大鍋烹煮。炒則是以大鍋快炒。

四炆菜色包含:炆爌肉、菜頭炆排骨、肥常炆筍乾和酸菜炆豬肚。四炒則包含:

客家小炒、豬腸炒薑絲、鴨血炒韭菜、豬肺黃梨炒木耳。 

 

 早期客家族群散居於各地，需多飲食特性和菜餚與鄰近的族群相互交流融

合，而產生了另一種新的飲食風貌，有許多經典客家菜色及是因此創造出來的，

例如現代客家菜出現的樹豆排骨、南瓜粄、山苦瓜等料理。客家飲食文化也受到

西式飲食習慣的影響，以日本料理與西餐的料理原則結合客家菜，例如:大量使

用紅糟、粄條家紫米當成壽司皮。 

 

 雖然傳統客家飲食中鹹香肥的特色，與現代人講究健康養生的風潮不甚相

同，但在政府及民間的共同推廣下，現代的客家料理也朝向健康養生且精緻化的

方向發展，希望透客家料理的創新，能帶起一波客家美食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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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益科技大學通識課程「客家社會與文化」 

哈客網學習心得 

班級  姓名  

記得上星期的業師上課時，有說到客家的菜餚，主要是以鹹、香、肥為主，

重鹹重香重油也會加入一些辛香料，像是香菜、紫蘇、九層塔等等。 

 
 

客家人的飲食文化是因為以前他們住的地方較不方便，所以有了醃製品的產

生，也因為居住在山區而有了重山珍，輕海味的飲食文化。 

 

 

 

 

 

 

 

 

 

 

 

 

 

 

 

雖然都是客家人，但是每一個地區的特色菜餚都不太一樣，記得老師也跟我

們提到過每一個地區說的客家話都會有些微的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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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這一個課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到客家人的一些文化和特色菜餚，在課

程中有 4道客家菜烹煮的教學，感覺蠻新奇的，這個網頁也還有許多不一樣的課

程，可以讓我們更加的了解到客家的文化。在客家的美食中，我覺得客家小炒很

美味，而且也因為重鹹重香讓人不知不覺就會多吃好幾碗飯，而甜點的部分我最

喜歡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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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益科技大學通識課程「客家社會與文化」 

哈客網學習心得 

班級  姓名  

首先我選擇了四縣腔的影片 

因為我父親也是講四縣腔的 

雖然我不會講 

我選了籃球，因為我有時候會看籃球比賽的轉播 

 

 
第一次聽到用客家話的方法來敘述場上的狀態 

真的是超有趣的聽起來別有一般風味哈哈! 

接下來我選擇了 

客家話的趣味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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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了疊字構詞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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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分不同字數的疊字耶! 

客家話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我覺得哈客網真的很棒可以讓大家很方便又輕鬆的看一些短片就能學習到髂家

的文化，之後有空的話我會逛逛哈客網探索更多客家的奧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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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益科技大學通識課程「客家社會與文化」 

哈客網學習心得 

班級  姓名  

1. 茶鄉˙茶香-輕鬆認識客家茶 

茶葉、樟腦、蔗糖是台灣七十年代的所謂的三寶，也是台灣得經濟命脈，

而其中又以客家人在桃竹苗地區，為茶業與樟腦的主要輸出地。 

在課堂其中認識到客家茶，一直以來我認為客家茶只有擂茶，原來客家

茶的由來是多數客家人居住的地區都有種茶葉，也有很多由客家人研發成功

的獨特茶品，像是東方美人茶、酸柚茶、柚子茶…等等，客家人不僅種茶、

研究茶，也會以茶會友、以茶敬客、以茶敘情，在這總總茶業的活動中，也

衍生了採茶歌、茶燈舞、三腳戲…等等的文化。讓我知道原來茶與客家人的

關聯性是如此緊密。 

在所有茶品的認識中，最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東方美人茶”，因為它

有很多名稱，有些人叫他”東方美人茶”、”膨風茶”、”冰風茶”、”白

毫烏龍”，在市面上也有許多飲料大廠也有這些名稱，而我今天才知道原來

是來自台灣客家人的茶業。 

最後也認識台灣從北到南，客家人所種出來的茶葉的分布，我從來沒想

過有這麼多種的茶來自台灣各區域，光一個區域就有三到四種不同的茶葉。 

2. 從典故學客家俚諺 

甲、飯匙堵貓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有人拿出不合理的條件來對

你，你用原來的方法來對付他，這就叫”飯匙堵貓”。 

乙、屙屎嚇番 

屙屎嚇番就是用來比喻虛張聲勢的狀況，也就是鋪張、誇大，假裝

強大的氣勢，藉以嚇人。 

丙、人心節節高，有酒嫌無糟 

所謂的人心不足蛇吞象、人心比天高，講的就是人性的貪婪，像是

店老闆想不勞而獲，貪得無厭的人，最後反而甚麼都沒有。形容一個人

很貪心，就可以用”人心節節高，有酒嫌無糟”。 

丁、狗逕索，食毋退 

這個俚諺是指永無止盡，用不完或做不完。有些事就像狗逕索一樣

食毋退，事情接二連三、不斷地來，做不完。 

戊、講四句的由來 

講四句有祝賀為慰問的意思，例如:安床、上新娘轎、祝壽等不同

的關鍵時刻，都能發揮講四句的功效，講四具不只是講完就好，還要隨

著節奏講，周邊的人也要因應著氣氛，跟著吆喝，這樣才算是完美的講

四句。講四句還需要對於客語的音感和韻腳的掌握，才能掌握精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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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完這個課程後，我也認識到很多不同的客家俚諺，其中的講四句，我個

人認為大致上與現代的饒舌是一樣的，一樣講求音感與韻腳的運用，不能只是念

出來，要隨著節奏唱出來，周邊的人也要因應著氣氛，跟著吆喝。 

 

3. 客家醃漬好功夫 

因為客家先民遷移的落腳處大部分都是山區，與外界不容易聯絡、物資

缺乏，為了”有食當思無食之苦”，因此食物的保存也變得相當重要，進而

形成客家先民的生活智慧，醃製與曬乾，來長期保存食物，客家人對於能曬

乾保存的食物或是醃製保存的任何食物，都有發展出一種特殊的醃漬技巧，

其中醃漬類的蔬菜一直都是客家特產，也因此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料理。 

在芥菜這部分，因為本身家裡是務農，也有耕種稻田，在稻田休耕時都

會種”刈菜”，媽媽都會採收幾株來炒菜或醃漬成酸菜。在飯桌上不只會吃

到酸菜，有時媽媽也會去菜市場買一些醃漬的菜類，像是梅乾菜、高麗菜乾、

花椰菜乾、蘿蔔乾、筍乾、破布子等，現在市場很方便，不用自己醃漬就可

以吃到高營養又方便的醃漬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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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益科技大學通識課程「客家社會與文化」 

哈客網學習心得 

班級  姓名  

課程 1：蘭陽客庄風情 

因為自己本身是宜蘭人，所以看到這個課程名稱的時候，就立刻選了這個課

程，想要了解關於宜蘭的客家文化，在這個課程中，依照客家移民至宜蘭定居的

時間和來源，將客家移民分為清代、日本時代以及民國時期三個部分，他們各具

不同的特色，組成方式也不一樣。 

清代區分成從福建來的福建籍客家人以及從廣東來的廣東籍客家人，在台灣

一般最常見到的都是廣東籍客家人，但在宜蘭地區則是以福建籍客家人為主。福

建籍的客家人又分為漳州客家人以及汀洲客家人，宜蘭為最純粹的漳州祖籍居民

地區，在語言特色上，宜蘭的福佬話屬於漳州閩南語，帶了一些客家話色彩，具

有特殊口音，例如很好的說法就是勁～好，從這裡我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說宜

蘭人講閩南語會有宜蘭腔出現。在風俗習慣上，補天穿的風俗也不一樣，桃竹苗

的客家人會在天穿日當天比賽唱山歌，宜蘭的客家人則是吃菜頭糜。在姓氏宗族

上，姓氏內部彼此間會使用節日習俗來區分是不是客家人，例如李姓透過端午不

包粽子，或是包粽子不用祭祖、黃姓透過冬至不包湯圓，或是包湯圓但不用拜祖

先來辨別，此外，祖先牌位也是採用客家式的。而在宜蘭少數的廣東籍客家人，

分成潮州客家人、惠州客家人、嘉應客家人（四縣客家人），吳沙帶進宜蘭的廣

東籍移民僅有 140人，由於開墾時他們屬於防禦的職務，因此並未分得土地，後

來因進攻五圍，得一結至九結地，但經分類械鬥後，土地全部喪失，被趕至冬瓜

山，所以冬山為主要廣東籍客家人的聚落。 

日本時代的宜蘭因為製作樟腦油的勞動力需要而招募腦丁，由於當時腦長多

為客家籍，因此招募了許多客家人到宜蘭從事勞動，此為客家人從西台灣移民到

宜蘭邊區的最早原因，還有水利工程需要挖掘水道，因為宜蘭工資較新竹高，吸

引桃竹苗的客家人為了生存而移民。後來因為製作樟腦油沒落，林業興起，轉往

太平山工作，還有蘭陽溪治水工程，築堤工作。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中部地區發

生大地震，造成大舉遷徙至宜蘭地區，落居在築堤而產生的石埔地，日人稱為廣

東部落。隨著製腦、伐木走入歷史，有些回歸西部原居地，有些留在宜蘭，在天

送埤及三星，以種植銀柳、蔥、蒜、梨等農產維生，在大同鄉的玉蘭客家聚落，

重拾原居地產茶製茶的生涯，在大南澳地區，有一部份的人加入討海捕魚的工

作，成為全世界罕見的客家漁民。 

民國初年至今的宜蘭，以前的客家人職業最多為公務員，最少的為農民，大

部分客籍男性因工作來到宜蘭，女性則是因為婚姻，流動型的客家人，會往返宜

蘭及原居地，女性返回原居地最主要的原因為探望親人，但由於時間、路途等因

素，往返頻率下降，而男性則是基於對老家的責任，因此往返頻率較定期。在宜

蘭早期有很多客家人不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有可能是因為福佬人對於客家人的

刻板印象，也可能是受制於環境的自我保護，怕被排擠的心態，導致後來客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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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流失的危機，客家質性漸漸走向流失、隱形。因為上了這個課程，才發現我對

自己家鄉超級不了解，一直以為客家族群主要就是在桃竹苗一帶，沒想到其實宜

蘭也有客家聚落的存在，而且祖籍跟其他地區的客家人較不相同，因此對宜蘭地

區的客家文化歷史又更增添了不少知識，覺得收穫很多。 

課程 2：從俚諺語學客家話 

在這堂課程中，可以了解到包含人生哲理、時令氣象、親情倫理、婚姻愛情，

以及民俗傳說五種類型的俚諺語，課程透過動畫的表達，在人物與人物間的對話

中提到俚諺語，並清楚說明其中的含意，因為是使用動畫的方式，所以在學習上

就不會特別苦悶，也特別容易讓人記得俚諺語的意思，而且除了每個類型的動畫

會出現三個俚諺語之外，也有提供相關諺語賞析的部分，清楚說明了俚諺語的字

義、含意，甚至還有諺語的實際應用對話，所以不只清楚的知道了俚諺語的意思，

還可以學習怎麼在日常生活的對話中，實際應用。 

人生哲理，高山頂上捉鰗鰍，無影無跡講到有，是說高山上沒有河流、沒有

池塘，偏說有泥鰍可以捉，就是在形容誇大不實、無中生有。時令氣象，吂食五

月粽，襖婆毋入甕；食了五月粽，被骨正上棟，是說還不到端午節，所以天氣容

易忽冷忽熱，厚重的衣服棉被先不要收進去，也有居安思危的意思。親情倫理，

爺娘惜子長江水，子想爺娘擔竿長，是說父母無時無刻在關心子女，但是子女只

有在需要父母時，才會想到父母的重要。婚姻愛情，新打茶壺錫鎏鉛，總愛有惜

正有緣，是說茶壺的製作需要錫和鉛，愛情也需要惜和緣才能夠維持。民俗傳說，

挨礱披波，打粄唱歌，是說即使在辛苦勞動的過程中，也能藉由唱歌轉換心情，

有開朗的心態。 

因為學了這個課程，所以多知道了很多以前所沒聽過的俚諺語，也學會怎麼

去應用，而且在學習俚諺語的時候，就覺得俚諺語真的很有趣，除了表達了一些

客家人的特質之外，還蘊含了很多的智慧在其中，值得我們細細去思考跟體會。 

課程 3：福佬客庄承先啟後 

在這堂課程中，主要學習到形成福佬客的來由以及福佬客的移民來源，還有

福佬客的風俗習慣、建築特色等不同於其他族群的特色。 

福佬客是經過長年的族群融合後，所逐漸形成的一種族群型態，原本祖先為

客家人，在族群融合後，雖然生活中可能還是保留了一些客家文化，不過後代子

孫多數已經不會說客家話了。另外，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海陸豐人，他們辦喪事

會像辦喜慶般的歌唱，也無禁忌，大吃大喝好幾天，主要是希望過世的人能夠免

去塵世劫難的心態，也能減少喪家的悲痛，完全顛覆我以往所認知的辦喪事文

化，很特別。還有，雖然客家腔分成很多種，但也不是同一種腔就完全一樣，可

能會因為移民到台灣地區的不同而有差異，除了語音的差別之外，詞彙用法也有

不同，例如”可以”一詞，美濃客家人說”可以”、內埔客家人說”做得”、佳

冬客家人說”使得”，這個也是讓我覺得歷史文化演進很有趣的一部份。在了解

福佬客之後，我就在想現在很多人因為不會說客家話，就覺得自己應該不是客家

人，也許在了解祖籍之後，會發現原來自己其實也是客家人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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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客家社會與文化」活動剪影 

主題：彰化地區的福佬客 - 我也是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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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人與土地的對話---異鄉客的經驗分享與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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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台灣客家飲食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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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從祭祀活動談談客家歲時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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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川龍泉驛客家聚落與中醫推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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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客家通俗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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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客家族群與樟腦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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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客家文化的創意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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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臺灣客家的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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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客家族群的產業變遷---從樟腦到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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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從擂茶、粢粑認識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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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客家文化的創意與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