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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係接受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成果報告 

壹、前言 

    本計畫主要是在新生醫專通識教育中心開設「臺灣客家文化概論」之客家通識課程，而

本課程之教學設計除了授課教師的課程講授外，還另外聘請客家研究之學者專家、文史工作

者等，蒞臨課堂做專題演講與協同教學，讓課堂學習多元活潑且生動化，據以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同時擬在課堂中進行實際的客家文化體驗─包括客家擂茶體驗、客家脆梅製作、客

家福菜製作等，並鼓勵學生自行進行鄰近客庄地區的參訪體驗，進一步深化對客家文化的認

識與學習。 

    本課程本學期修習學生共計十九名，在族群分布方面，有十六名同學具有客家人身份，

佔比高達八成四，三名不是客家人的同學也對周邊客庄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同學在修課之前對本課程有一定的期待，例如想了解客家建築、客家族群特徵、客家美

食等，均已經在課程中進行安排。 

     而本課程之教學設計除了任課教師的課堂講授外，還另外邀請熟稔臺灣客家文化的學者

專家，蒞臨課堂做專題演講並協同教學，讓課堂的學習更加生動且多元活潑，據以提升學生

對客家文化的興趣。同時在課程中融入實際的客家文化體驗─包括客家米食品嘗以及客庄地

區的參訪體驗，誠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除了課堂講授外，亦鼓勵學生走入客庄，進一

步深化對客家文化的認識與體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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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申請表 
申請日期：107年 9月 20日 

計 畫 名 稱 「臺灣客家文化概論」通識課程計畫 

申請 

單位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代表人 

職稱姓名 
許秀月校長 

是否設置

校務基金 
否 

金融機構 

名稱帳號 

戶名：合作金庫中原分行 

 

聯絡人 

職稱姓名 

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陳昌宏 

電話 

傳真 

03-4117578轉 516 

03-4117600 

地 址 32544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高平段 418號 

實 施 期 程 107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1月 30日 

實 施 地 點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一般教室 

計 畫 內 容 

大 綱 

一、 本課程「臺灣客家文化概論」旨在介紹臺灣客家文化之多元面貌，讓修課的同

學了解臺灣客家文化的特質，與臺灣客家族群的現況以及所遭遇的歷史境遇。

本課程主要是認識臺灣客家文化的多元內涵，包括禮俗、文學、諺語、飲食、

音樂、文學、義民信仰、客家政策與基本法、客家文化產業，以及客家社區營

造等等。 

二、 本課程亦兼及臺灣客家移墾史、客家族群認同、客家名人、海外與東南亞客家

等相關議題，讓修課同學也能獲得一些基本的認識。 

三、 本計畫主要是在新生醫專通識教育中心開設「臺灣客家文化概論」之客家通識

課程，而本課程之教學設計除了授課教師的課程講授外，還另外聘請客家研究

之學者專家、文史工作者等，蒞臨課堂做專題演講與協同教學，讓課堂學習多

元活潑且生動化，據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在課堂中進行實際的客家文

化體驗─包括客家擂茶體驗、客家脆梅製作、客家福菜製作等，並鼓勵學生進

行鄰近客庄地區的參訪體驗，進一步深化對客家文化的認識與學習。 

四、 在通識教育多元化的趨勢下，這一門客家通識課程主要在介紹臺灣在地的客家

文化，讓客家或非客家出身的大專生，都能一同認識並欣賞台灣客家文化之

美，並讓修習課程的學生真正能對於臺灣客家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 

五、 本課程亦介紹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之宗旨與相關執掌，宣達客委會最新政策

訊息，同時引導修課學生進入客委會網站學習客語，並鼓勵參加客語能力認證

等考試。 

總預算 50,000 自籌經費 無 

申請本會 

補助經費 
50,000 

申請其他機關 

補助金額 
無 

檢附其他

證明文件 

 

申請單位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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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需求明細表： 

經 費 單  價 數  量 總  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一、人事費          小計 22,000  

兼任助理費 2,000 11月 22,000 兼任助理一人，工作期程計 11個月 

二、業務費          小計 23,800  

講師鐘點費 1,600 8時 12,800 
1600元/小時*2小時，共 4次 

每月未超過 5,000，不需扣補充保費 

講師交通費 250 4人次 1,000 講師交通費，核實支付 

課程規劃費 10,000 1案 10,000 主持人之課程規劃使用 

三、雜支           小計 4,200  

文具 1,200 一批 1,200 
印表紙及其他日常辦公用品等計畫

必要性支出 

雜支 3,000 一批 3,000 
郵資、電腦耗材、相關行政耗材等計

畫必要性支出 

 總計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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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人力： 

請依照「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

等類別之順序分別填寫。 

類 別 姓名 
服務系所/

中心 
職稱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

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 每週平均投入  

工作時數比率 (%) 

主持人 陳昌宏 
新生醫專通

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授課教師、規劃並統整計畫執

行、撰寫結案報告書 
15% 

 

      

      

四、研究人力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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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助理(含博士生、碩士生、大專學生、講師及助教)及臨時工等填寫。 

（二） 專任助理及兼任助理之每月工作酬金標準，不得超過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之規定。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一）專任助理、講師及助教級兼任助理、臨時工資 

類別/級別 人數 姓 名 
工  作 

月  數 

月支酬金 

（含勞健保費） 
小計 

請述明：1.最高學歷 2.曾擔任專題研

究計畫專任助理之經歷3.在本計畫內

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兼任助理 1 陳姿文 11 2,000 22,000 

1.副學士 

2.100-103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

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計畫

助理 

3.行政事項 合  計（一）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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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1）辦理三場專家學者演講。 

客家委員會補助「台灣客家文化概論」通識課程計畫 

學者專家第一次演講活動實施要點 

一、 演講活動主旨 

    本課程「台灣客家文化概論」旨在介紹台灣客家文化之多元面貌，

讓修課的同學了解台灣客家文化的特質，與台灣客家族群的現況以及所

遭遇的歷史境遇。同時，在通識教育多元化的趨勢下，本客家通識課程

主要在介紹台灣在地的客家文化，讓客家或非客家出身的大專生，都能

一同認識並欣賞台灣客家文化之美，並讓修習課程的學生真正對於台灣

客家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另外，本課程之教學設計，除了授課

教師的課程講授外，還另外聘請通曉客家文化議題之學者專家等，蒞臨

課堂做專題演講與協同教學，讓課堂學習多元活潑且生動化，以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 

二、 演講人：于惠如老師(前台灣大學公治中心研究員) 

三、 演講題目：客家族群的當代認同 

四、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五、 活動日期：107年 10月 8日(星期一)下午 2:40-4:35 

六、 活動地點：本校幼保大樓 D508教室 

七、 報名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



 7 

八、 活動照片 

  

  

說明：于惠如老師和上課同學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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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活動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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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二：客家風水與建築 

一、 演講活動與宗旨 

    本課程「台灣客家文化概論」旨在介紹台灣客家文化之多元面貌，

讓修課的同學了解台灣客家文化的特質，與台灣客家族群的現況以及所

遭遇的歷史境遇。同時，在通識教育多元化的趨勢下，本客家通識課程

主要在介紹台灣在地的客家文化，讓客家或非客家出身的大專生，都能

一同認識並欣賞台灣客家文化之美，並讓修習課程的學生真正對於台灣

客家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另外，本課程之教學設計，除了授課

教師的課程講授外，還另外聘請通曉客家文化議題之學者專家等，蒞臨

課堂做專題演講與協同教學，讓課堂學習多元活潑且生動化，以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 

二、 演講人：劉煥雲副教授(國立聯合大學文化產業與觀光學系) 

三、 演講題目：「客家風水與建築」 

四、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五、 活動日期：107年 11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2:40-4:35 

六、 活動地點：本校幼保大樓 D508教室 

七、 報名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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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照片 

  

  

 說明：劉教授與授課老師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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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活動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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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三：客家文化漫談 

一、 演講活動與宗旨 

    本課程「台灣客家文化概論」旨在介紹台灣客家文化之多元面貌，

讓修課的同學了解台灣客家文化的特質，與台灣客家族群的現況以及所

遭遇的歷史境遇。同時，在通識教育多元化的趨勢下，本客家通識課程

主要在介紹台灣在地的客家文化，讓客家或非客家出身的大專生，都能

一同認識並欣賞台灣客家文化之美，並讓修習課程的學生真正對於台灣

客家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另外，本課程之教學設計，除了授課

教師的課程講授外，還另外聘請通曉客家文化議題之學者專家等，蒞臨

課堂做專題演講與協同教學，讓課堂學習多元活潑且生動化，以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 

二、 演講人：鍾文博教授/國父紀念館研究員 

三、 演講題目：「客家歷史與文化漫談」 

四、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 

五、 活動日期：107年 11月 26日(星期二)下午 2:40-4:35 

六、 活動地點：本校幼保大樓 D508教室 

七、 報名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通識教育中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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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照片 

  

  

說明：鍾老師生動地上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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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活動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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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客家美食品嚐會。 

（3）辦理客家建築欣賞會。 

（4）辦理客家語言賞析活動。 

（5）辦理客家認同與特徵認識活動。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 費 單  價 數  量 總  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一、人事費          小計 22,000  

兼任助理費 2,000 11月 22,000 兼任助理一人，工作期程計 11個月 

二、業務費          小計 20,302  

講師鐘點費 1,600 8時 9,600  
1600元/小時*2小時，共 4次 

每月未超過 5,000，不需扣補充保費 

講師交通費 250 4人次 702  講師交通費，核實支付 

課程規劃費 10,000 1案 10,000 主持人之課程規劃使用 

三、雜支           小計 7,698  

文具 1,200 一批 1,314  
印表紙及其他日常辦公用品等計畫

必要性支出 

雜支 3,000 一批 6,384  
郵資、電腦耗材、相關行政耗材等計

畫必要性支出 

 總計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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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1）提升客家子弟對客家認同度。 

（2）教導同學認識客家先民的生活與習性。 

（3）讓同學瞭解有哪些客家先民傳承下來的客家文化特色。 

（4）認知當代客家美食與客家文化的關聯性。 

（5）認識客家族群重視風水的緣由。 

（6）重新體會客家歷史脈絡與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1）課程緊湊，兩節課能完成的活動有限。 

  （2）沒有校外參訪，只能教室內學習，少了實際體驗。 

 

三、建議事項： 

  （1）或可加入校外參訪安排，讓同學實際體驗。 

  （2）上課時間若能彈性安排，將教室拉到客家聚落會更容易融入情境。 

  （3）校園客家花布情境布置，展現客家樸實之美。 

  （4） 辦理客家生活營，從活動中體驗客家文化之美。 

  （5）母語日當天運用午餐時間播放客家歌謠，提升學生客家語美的鑑賞力。 

  （6）客家童玩教學與實作，推廣客家藝文活動。 

   ( 7 )辦理客家文化課程與宣導活動，增進師生多元文化視野。 

   ( 8 )整合社區資源與支援，共同深耕客家語言與文化。 

四、結論 

    本校客家語言及文化得以落實與扎根，歸功於學校行政整合教師、家長及社區

人士的資源與支援、規劃完善的推動策略與實施計畫，以及本校教育事務基金會挹

注客語生活學校活動。日後本校將繼續秉持此一模式，規劃更多元的客家藝文活動，

拓展師生客家語言及文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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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本次計畫的相關客家課程,除了經由老師講授的方式,更透過師生之間彼此互相

討論方式,使學生能夠不只獲得課本上的知識,而是能更生活化的學習客家 文化、歷

史、語言、音樂與產業等等。使得「人生處處皆文章」能內化成學生生活一部份。 其

次,選修該課程的學生們,不論本身是否具有客家血統,但都藉由本學期的課程, 激

發起對客家文化的喜好與興趣。學生們表示,會想去多認識與學習客家語言。同時, 

對於台灣現有客家文化園區,除了台北市、新北市與桃園市的園區以外,也會於安排

旅遊休閒景點時,將其他縣市的客家文化園區也納入行動景點。此外,學生也表示,

願意把所學到的客家相關知識,不論是透過日常閒聊或是一同出遊時,與身旁親友分

享。  

    另外,學生亦反應,本次計畫所安排的課程,讓其對過去傳統的客家文化有不同

面貌 的認識,使學生了解台灣為何為多元文化之地。這亦與本研究之目的相符合,

即:第一, 使學生對臺灣多元文化能有更深層的認識。第二,達成關懷鄉土之目標與

加深對族群融合的認識。  

    根據課程活動紀錄與修課學生之意見回饋表，歸納出以下要點： 

一、較修習前更了解與認識客家文化 

不管是對客語、客家族群遷移、客家音樂到現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所選修學

生以非客家族群為主。同學有閩南人、有僑生等等，客家人反而為少數。修課同學

皆反映，在修習此課程前對客家人留於刻板理解，如客家人勤勞、節省，僅此而已。

但在一學期的課程學習後，更了解這些名詞背後其產生這些性格的原因，進而更能

理解、認同客家人與客家文化。 

二、 對多元族群的認同 

同學們表示，由於更多了解了客家性格與文化的產生原因與背景，因此更能認

同客家文化。同學們這種回應，顯然已達成多元族群認同的目的。 

此外，於期中時播放〈1895〉。該片是以甲午戰爭後 1895年，台灣人抗日的歷

史為其故事主題。有別於過去閩客之間的緊張對立，當時台灣人不分族群紛紛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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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家園。特別是老師上課時有特別指出，雖然電影演出是中國官員都已經逃回內

地，不過當時黑旗軍仍留於台灣抗日。這種合作抵抗外族統治可看出對血統與土地

認同的形成。同學回應除了指出劇情精彩以外，也表示更珍惜自身文化，對於認同

也有更深入的了解。 

三、 對客語與客家文化的興趣 

整個學期下來，同學在選修之前僅有少數聽的懂客家語，甚至包括許多客家同

學也不會說與聽客家語。但不論是在〈客語入門〉、〈客家族群文化與社會變遷〉、〈客

家音樂劇賞析〉、還是〈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藍海策略〉，非客家族群的同學們皆反

映，願意尊重與傾聽客家語言，甚至有機會願意去學習客家語。而客家族群的同學，

也表示會更願意接觸、學習客家語言與文化，與傳承客家語言與文化。甚至有機會

願意向身旁朋友宣傳客家文化。 

其次，對於所邀請學者，其對客家族群運動、客家文化等等的熱情，同學們表

示十分感動。 

本次計劃的相關客家課程，除了透過老師講授的方式，更透過師生之間彼此互

相討論與實地參訪的方式，使學生能夠不只獲得課本上的知識，而是能更生活化的

學習客家文化、歷史、語言、音樂與產業等等。使得「人生處處皆文章」能內化成

學生生活一部份。 

另外，學生亦反應，本次計劃所安排課程，讓其對過去傳統的客家文化有不同

面貌的認識，使學生了解台灣為何為多元文化之地。這亦與本研究之目的相符合，

即：第一，使學生對臺灣多元文化能有更深層的認識。第二，達成關懷鄉土之目標

與加深對族群融合的認識。 

總言之，透過本次客家相關通識課程之開設，期能給與修課同學對台灣客家文

化有不一樣的認識，以期彼等對於客家文化與文化創意產業，能夠有更深的興趣，

進而使更多相關新血能投入客家相關領域。換言之，本中心所開設之客家相關課程，

能夠為培養更多客家人才，紮下基礎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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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透過本次客家相關通識課程之開設,期許能給與修課同學對台灣客家

文化有不一樣的認識,以期彼等對於客家文化與文化創意產業,能夠有更深的興趣,

進而 使更多相關新血能投入客家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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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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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概況】 

 
外聘講師交通費核定概況一覽表 

 

日期 姓名 起訖地點 公車/火車/捷運 小計 實際核撥 

107 年 10 月 08 日 于惠如 新生醫專  台北 

公車：新生醫專  中壢 

36*2=72 

台鐵：中壢  台北

57*2=114 

捷運：台北  南京復興站

20*2=40 

226 226 

107 年 11 月 19 日 劉煥雲 新生醫專  苗票 

公車：學校  新竹

=98*2=196 

火車：新竹  苗栗

60*2=120 

316 250 

107 年 11 月 26 日 鍾文博 新生醫專  台北 

新生醫專  新竹

98*2=196 

新竹  新埔 

43*2=86 

226 226 

 
【于惠如：新生醫專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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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煥雲：新生醫專 苗票】 

 

 

 
【鍾文博：新生醫專 台北】 

 
 

 
 

 
說明： 

1.起訖點主要依演講者戶籍地核算，有特殊情況者，依實際情況計。 

2.以票價係上網瀏覽搜尋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