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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背景與目的 

  文化是生活形式的累積，深藏在客庄角落的常民文化，是最珍貴的客家資產。

以「牽成客家、繁榮客庄」為目標，以「榮耀客家、藏富客庄」為願景，本計畫即

屬「客家知識體系」建構，在大專院校開設與客家相關之通識課程。 

   本校位於中部的政經中心，全台第二大都會台中市，且與苗栗、彰化、南投相

鄰，學生來源多元，並有多數來自桃、竹縣市及上述三縣市為主，此一廣泛區域內

涵蓋有高於全國客家人口數之平均值，約達 200 萬人佔全數客家人口數約達 50%以

上，也是浪漫臺三線主要途經路線。 

此次獲補助，於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及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客家文化創

意產業」通識課程，從整合性的觀點，完整且詳實地有系統地分析客家文化創意產

業的發展。經由產業個案經營管理實務的診斷與分析，歸納與淬取出許多轉型與升

級的發展策略與關鍵成功因素，對於客家庄多數屬於傳統經濟之極需轉型與升級的

產業，將能提供非常實用且可行的建議與參考，也有效地回應了客家研究的相關核

心議題。 

   一學期 18週的課程內容，包含客家文化源流、臺中客家文化、產業發展、飲

食、文創...等，使學生從源頭理解歷史發展走向，以及浪漫臺三線國家級政策、臺

中客家產業等整體趨勢。再進一步介紹客家文化議題，如：客庄的飲食、特色之商

品，像是客家花布設計製成衣服、杯袋、包包、雨傘等。透過這些文化介紹帶領同

學思考文化產業之意涵與發展，客家文化不再只侷限在傳統的框架中。 

   課程中邀請校外各領域講師蒞課，增加課程豐富度，如：自由作家涂月華介紹

客家文化美食；打幫你樂團團長劉榮昌介紹客家音樂；梨文化館館長葉泰竹說明客

家產業；隨禮客家小館老闆董于安介紹文創伴手禮。 

   目前開設兩學期以來，每學期修課學生人數皆達上限 50人，反應良好，課堂互

動討論興致高，課程進行與報告製作皆用心投入。客家主題之課程現已成為本校每

學期固定開課之博雅通識課程，希望能夠帶動校園學習客家文化風氣。 

本校開設跨領域之客家通識課程目的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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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人文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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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印證課堂學校，及早發揮學以致用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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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成員 

職稱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中心主任 

專長 數學、微積分 

職稱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講師 

專長 媒體與傳播、編輯出版、文化創意產業 

姓名 林枝樟 

最高學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班畢業 

專長 策略管理、策略性行銷、產業競爭分析、行銷研究、文化創意行

銷、社會企業、行銷管理、客家文化與經濟、客家產業行銷 

姓名 林書靖 

科系 企業管理系 

學、經歷 台中科技大學(二技) 企業管理系  107/09—在學中 

大華科技大學(五專) 商務暨觀光英語系  103/09—106/06 

負責工作 設備器材準備、課堂拍攝紀錄、撰寫課程觀察表、資料檔案彙

整、製作課堂教材、表單資料輸入、遞送資料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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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執行內容 

(一)106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大綱 

開課年度 106 學年度下學期 

課程中文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課程英文名稱 
Hakka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y 

任課教師 林枝樟 

課 程 助 教 科系：企業管理系              姓名：林書靖 

學分數 2 修課對象 皆可 修課人數 45-55 人 

上課時間 20:30-22:10 教室 中正大樓 3303   

教學成果 

(請詳列每週之

課程設計與內

容，如所進行之

教學活動、講義

等) 

週次 課程內容 
指定閱讀/教學活動安

排 

第 1 週 國定假日，停課 － 

第 2 週 課程簡介、認識客家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3 週 客家產業定義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4 週 客家產業範疇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5 週 客家文化產業轉型之路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6 週 國定假日，停課 － 

第 7 週 客庄飲食文化產業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8 週 客家經典醬菜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9 週 期中考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0週 客家特色商品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1週 台中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個案研究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2週 新竹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個案研究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3週 客家產業環境分析－浪漫臺三線簡介(1)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4週 客家產業環境分析－浪漫臺三線簡介(2)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5週 南投客家文化產業個案研究、 

苗栗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個案研究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6週 客家文學、影音及戲曲產業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7週 新竹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個案研究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8週 期末考(報告)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指定閱讀材料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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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理規劃 協助製作課程教材及閱讀客家相關影音或書籍。 

成績評量方式 

出席率及學習態度：      25 % 

小組（個人）討論與報告：25 % 

期中考：                25 % 

期末考：                25 % 

其他課程相關

活動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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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 學年度上學期課程大綱 

開課年度 107 學年度上學期 

課程中文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課程英文名稱 
Hakka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y 

任課教師 林枝樟 

課 程 助 教 科系：企業管理系              姓名：林書靖 

學分數 2 修課對象 皆可 修課人數 45-55 人 

上課時間 20:30-22:10 教室 中正大樓 3302   

教學成果 

(請詳列每週之

課程設計與內

容，如所進行之

教學活動、講義

等) 

週次 課程內容 
指定閱讀/教學活動安

排 

第 1 週 課程簡介、認識客家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2 週 客家產業定義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3 週 客家產業範疇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4 週 南投客家文化產業個案研究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5 週 國定假日，停課 － 

第 6 週 客家經典醬菜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7 週 客家文學、影音及戲曲產業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8 週 電影欣賞－「客家電影院 一八九五 乙未」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 9 週 期中考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0週 台中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個案研究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1週 客家文化產業轉型之路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2週 客家特色商品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3週 新竹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個案研究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4週 客家的花與藝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5週 苗栗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個案研究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6週 南投客家文化產業個案研究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7週 客家文化產業轉型之路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第18週 期末考(報告)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指定閱讀材料 客家影音或書籍皆可。 

教學助理規劃 協助製作課程教材及閱讀客家相關影音或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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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評量方式 

出席率及學習態度：      25 % 

小組（個人）討論與報告：25 % 

期中考：             25 % 

期末考：                25 % 

其他課程相關

活動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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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紀錄：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1.2018.03.28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3.28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3教室 

校外講師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客家文化產業介紹解說：枇杷、高接梨、漆器、木雕與瓦楞

紙。 

2. 新時代的客家展望，在多元與異質性的混搭下產生出不同面貌

的文化取向與風貌。 

3. 淺談專家學者座談會摘要－中部地區客家產業初期座談會（討

論客家產業之發展歷史並延伸到現代發展，傳統的客家文化為

什麼不吸引現代年輕一輩的人。時代在進步，推廣上應該往外

行銷發展至國際。） 

結論：未來發展－浪漫臺三線。 

4. 採訪高接梨、木雕、漆器、梅子、枇杷產業業者： 

甲、高接梨：林添發、陳碧鳳與宋國榮、葉泰竹（生態農場

－梨文化館）、林天賜。 

乙、木雕：鄭志雄（三義木雕博物館館長）。 

丙、漆器：黃成中（豐原漆藝館長）、張元彬。 

丁、梅子：陳恩堂（國姓大坪休閒農園百歲梅）、丘錢土（水

里新興大坪休閒農園百歲梅）。 

戊、枇杷：賴廷英（頭屋第一枇杷產銷班）、潘朝能（大湖新

開村村長）、詹德昌（東勢心禾園）。 

5. 專家學者訪談：國立客家文化學院院長－張維安先生、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副院長－林崇熙先生。 

6. 歌曲分享: 羅文裕－請說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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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狀況 

  

 

 

 

 

 

 

 

 

 

 

老師與學生互

動討論 

(Q&A問題紀

錄) 

Q1：客家產業是由客家人做出的所以稱作客家產業，還是一般的

人在客家土地所做出的所以稱作客家產業? 

A1：剛好在那片土地可以發展出那些產業(水梨、柿子等等)，因

地形優勢，而後因為客家人在那片土地發展出那些產業，所

以是剛好讓客家人做出來的。 

Q2：古坑咖啡是由客家人種出來的？ 

A2：不是。 

Q3：想到草莓會想到哪裡？ 

A3：苗栗縣大湖鄉。 

Q4：想到咖啡會想到？ 

A4：雲林古坑。 

 

 

 

講解客家座談會的內容。 

與同學分享客家音樂。 

與同學分享客家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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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04.11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4.11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3教室 

校外講師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文創商品規劃與設計的解說：導論、文獻探討、個

案研究與總結 Q&A。 

2. 如何創新：客家創意產業以客家文化為根，再來以

創意為法，最後衍伸到產業為用，提升經濟產業的

同時也把客家文化完整地保存下來。 

將面臨問題：許多結構性問題，一方面是產業實務

面，另一方面則為學術研究。 

3. 客家產業經營文化價值觀與特質：產業與族群是客

家人社會網路結構的互動模式、客家的飲食與生活

和生活環境息息相關。 

上課狀況 

 

 

 

 

 

 

 

 

 

老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Q1：台灣最早的紅茶在哪裡？ 

 

 

講解客家的文創商品規

劃與設計。 

講解客家的文創商品規

劃與設計。 

講解客家的文創商品規

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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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問題紀錄) A1：產於北部的關西一帶。. 

Q2：為什麼會逐漸沒落?(延續第一題) 

A2：因為戰亂且和日本有關。 

Q3：台灣的哪裡產烏龍茶最多? 

A3：龍潭、關西、桃園。 

3.2018.04.18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4.18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3教室 

校外講師 涂月華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演講主題：傳統客家新能源－淺談客家太陽能食材與德國酸白

菜。 

2. 德國酸白菜的由來，有各式各樣的種類、味道與口感，各家都

別有風味。 

3. 客家人的食材很多都是由太陽曝曬風乾製作而成也就是所謂的

太陽能食材。例如蘿蔔絲、菜脯、金針花等等。 

4. 客家傳統料理介紹，舉例：菜包、湯圓、豬血湯、過水粄、芋

頭粄還有月光餅等。 

5. 客家傳統飲食介紹，舉例：仙草和魚腥草。 

6. 客家人烹飪時常使用的油是豬油與雞油，還有現在新研發出的

茶油。 

7. 到培田古村，幫助社區營造與推動在地觀光的客家經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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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狀況 

 

 

 

 

 

 

 

 

 

 

 

 

 

 

 

老師與學生互

動討論 

(Q&A問題紀

錄) 

Q1：吃韓國的泡菜時的感覺為？ 

A1：口感不同。 

Q2：蒸蛋時會不會加蒜頭、蛋、米酒、醬油？ 

A2：(計算人數)。 

Q3：想到客家菜你們會想到什麼？ 

A3：薑絲炒大腸。 

 

 

 

 

開場白並介紹講師。 

講師演講。 

講述客家傳統佳餚。 

 

結束演講感謝講師蒞臨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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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05.02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5.02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3教室 

校外講師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客家族群的價值觀，食材、衣著到聚落建築等。客

家人有著刻苦拚搏堅持到底、自信心不足和執著容

忍等等的價值觀。 

2. 文化產業轉型與升級，從初級產業(農林漁牧)到二

級產業(附屬性食品加工再製品)到三級產業(觀光

導覽與休閒)到第四級產業（心靈體驗及特色工

藝、感性紀念藝品），一步接一步升級，但有點轉

變成缺乏核心知識、人力資源管理、專業技術不完

整性與觀光工廠博物館化等等。 

3. 文化真實性的管理，觀光情境與實際體驗兩者需要

兼具。 

4. 案例：客家桐花季 2014、2015、2017，用 SWOP與

4P來進行分析。 

5. 資源基礎理論強調有形與無形，無形的包含了品牌

商譽、專利權、企業文化與所累積的經驗等。關鍵

成功因素須根據企業組織所面臨到的內外部環境的

不同，關鍵成功因素也不同。（關鍵成功因素包含

了品質、核心技術、經營者的企圖心、產品屬性、

廣告效果） 

6. 影片分享。 

客委會桐花祭宣傳影片 2012、2015、2016、2017。 

   林鳳營，挫折使人強大。 

上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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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Q&A問題紀錄) 

Q1：去過那些觀光工廠？ 

A1：嘉義鳳梨酥觀光工廠（地點就是在鳳梨園內，讓

人很有臨場感。) 

    后里，薩克斯風觀光工廠。 

    日月潭，日月老茶場觀光工廠，出產阿薩姆紅茶 

    並開發出新的紅玉紅茶品種。 

5.2018.05.09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5.09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3教室 

校外講師 葉泰竹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客家農業轉型路－東勢梨文化館與擁葉生態農場。

因為父親早逝，所以回去接家業。本身對於農業等

等事務不熟悉，葉泰竹先生表示面對知識的不足就

是去學習上課，不會就學。 

 

 

影片分享。 

講解客家產業案

例。 

講解客家產業文化

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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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勢是台灣客家產業技術最進步最超群的地區。 

3. 東勢在 60、70年代，經濟很高，因為那個時候的

香蕉、梨子是屬高檔產物。 

4. 一開始，投資開設陶藝教室，後來遇到 921地震，

全部倒掉。經過東勢農會的輔導，開始了轉型。但

轉型時面臨到很多問題，像是資金問題、行銷與服

務等等的困難，面臨到很多不足。但是，一步一步

成就了現在，路途上還意外發掘到原始生態，並擴

展這一塊的市場（擁葉生態農場）。 

5. 除了梨的販售推廣外，還有結合了體驗的服務，像

是讓顧客種植認養或是採果活動。 

擁葉生態農場則是依靠著生態經濟（獨角仙、螢火

蟲、稀有動物等）。葉泰竹先生堅持不使用農藥汙

染環境，讓生態復活。 

生態結合產品促使成了經濟活動。 

6. 現今，台灣農業在未來可能逐漸沒落，可能需要依

賴進口或是機械式生產。政府政策需要借力使力，

讓農業更加進步並且可以吸引年青族群，讓青農可

以回鄉並發想文創推廣台灣的農產業。 

上課狀況 

 

 

 

 

 

 

 

  

介紹歡迎講師。 

講師分享自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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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Q&A問題紀錄) 

Q1：想到客家精神會想到甚麼? 

A1：硬頸、固執、節儉、堅持。 

6.2018.05.16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5.16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3教室 

校外講師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資源基礎理論，是由許多資源所組成。企業組織策略應著重內

部獨特資源作為企業的核心能力。分兩種形式一種是「有

形」，另一種則是「無形」。無形的形式包含了企業文化、商

譽、品牌、專利和所累積的經驗。 

例如：礦泉水廠商販售氣泡水，在礦泉水中置入二氧化碳，就

是企業累積經驗所研發出的商品。 

2. 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因為各有各不同的內外部環境，所需要

掌握的關鍵成功因素就會略有不同。（關鍵成功因素包含了品

質、核心技術、經營者的企圖心、產品屬性、廣告效果） 

3. 個案研究 1：北埔第一棧。介紹膨風茶文化的客家認證餐廳，

茶產業環境的變化和競爭隨著時代演進，歷經多年的轉型與升

級。北埔第一棧因應產業環境變化，不斷的進步以及創新，且

勇於面對產業環境變化的挑戰，並成為最佳的寫照。 

影片介紹北埔第一棧。 

北埔第一棧歷年的介紹，由彭合金先生於民國 57年正式登記

演講結束感謝講師

蒞臨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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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到民國 91年因為環境的變遷進行轉型升級，以複合式的

經營模式，轉型成服務業。 

複合式的經營結合了膨風茶文物館、餐廳區、農產中心以及茶

葉展售擂茶 DIY區。 

使用 SWOT與 4P分析北埔第一棧。 

現有的營運模式如何再更加漸進，提出未來可行性高的經營方

式。例如：針對自有品牌可以更加強化其獨特點。找出疑問點

並針對其疑問提出解決方式並可以具體執行的辦法。 

北埔第一棧的文化真實性管理的策略是由立基在傳統文化演化

策略為主，而文化創新為輔。 

上課狀況 

 

 

 

 

 

 

 

 

 

 

 

老師與學生互

動討論 

(Q&A問題紀

錄) 

Q1：星巴克咖啡真的好喝嗎? 

A1：企業(星巴克)是賣他們的企業文化。 

Q2：台中科技大學的關鍵成功因素是甚麼？ 

A2：『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藉由轉型的方式，從台中技術學院

 

講解個案 1-北埔第一棧。 

 

講解個案 1－北埔第一棧。 

 

個案 1－北埔第一棧影片介

紹（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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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升成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Q3：峨嵋茶行影片與北埔第一棧影片介紹，差別在哪裡? 

A3：峨嵋茶行的定位清楚，販售的商品就是茶，把茶的資訊都呈

現出來，市場的定位呈現明確清楚，就是販售茶業。 

 

7.2018.05.23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5.23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3教室 

校外講師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推動規劃，簡介介紹。 

2. 壹、緣起：總統客家政見，建構客家經濟政策新方

向，以文化加值的方式，並結合人文、生態與觀光

產業等，創造新生活型態。活化客庄文化與產業經

濟，讓年輕人回鄉發展(臺三線)。  

3. 貳、願景：啟動客家文藝復興，打造臺三線的人

文、生態和產業，帶動青年回流家鄉，再造客家庄

的新生命。 

4. 參、現況檢討：以德國浪漫大道成功要素舉例。使

用 SWOT分析客庄的現況。客家人對於自身種族自

信心不足為最大影響原因。 

5. 影片分享：浪漫臺三線 2018自由車環台影片。 

6. 肆、策略思維及特色：策略思維示意圖表。策略聯

盟的硬體及軟體連接到在地創(就)業發展到慢食、

慢遊和慢活，以上為所帶動的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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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狀況 

 

 

 

 

 

8.2018.05.30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5.30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3教室 

校外講師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本次課程成績比例提醒，以及期末報告繳交格式和

期限。 

2. 6/13演講分享，講者資訊預告。 

3. 臺三線新竹縣 3地，橫山鄉、關西鎮與新埔鎮。使

用影片分享，來探討臺三線。戀戀臺三線-新竹縣

橫山鄉、新竹縣關西鎮、新竹縣新埔鎮。 

4. 客家青年在地發展，探討何謂社會企業開始，使用

影片帶入分析。 

上課狀況 

 

 

 

上課情況。 

 

課程講解：客庄現

狀分析 SWOT。 

 

課程講解：策思維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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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Q&A問題紀錄) 

Q1：知道新竹縣裡有橫山鄉嗎? 

A1：不知道。也不知道內灣在橫山鄉。 

Q2：合興車站、九鑽頭車站與什麼有關? 

A2：都是與人文有相關。 

 

9.2018.06.06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6.06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3教室 

校外講師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個案探討-乾溝村，面臨到人口外移、社區老年化

等等社會問題。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漸漸沒落，導致

產業無法外銷因為知名度不夠，銷售方式為一大困

難並且在價格上也相對處在外部市場的劣勢。 

2. 老師號召學生（總共 3人）創立青年團隊並創造品

牌-愛枇客。目標分別有產業面與社區，與在地農

民合作（2人），結合打造社會企業。 

影片分享。 

 

課程講解，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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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年團隊-愛枇客的成果時間軸，總共有 4個月的

收穫。在販售時還有設計 LOGO貼紙與名片，供販

售使用。其他成果還有像是到乾峰國小舉辦育樂

營、受邀至寶島客家廣播電台專訪以及永信展售會

等。 

4. 執行上確實有不完善之處，像是農民無法身兼生產

與行銷兩者，無法兩者兼顧。建議可以分工來進行

改善，特過分工可以達到最終的目標。 

5. 青年團隊-愛枇客，所達到的效益對於乾溝村有提

高知名度並且也讓當地孩童對於自家地方產業更了

解。農民的部分則是提升自身文化的認同度與增加

銷售經濟的效益。而消費者的部分，可以透過設地

的 Facebook粉絲專業更了解到枇杷的知識並且可

以購買到最合理價格枇杷。我們所販售的枇杷擁有

品質安全認證。 

6. 浪漫臺三線根力篇，實務故事分享。苗栗南庄的邱

星崴先生，打造 Valai農創店和老寮 Hostel。 

老寮、南庄影片分享。官方網站、新聞內容分享。 

 

上課狀況 

 

 

 

 

 

 

 

 

 

課程講解－客庄

所面臨到的困

境。 

課程講解－個案

探討: 乾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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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Q&A問題紀錄) 

Q1：為什麼今年沒有再去舉辦活動？ 

A1：因為其實還是有虧損。 

 

10.2018.06.13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6.13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3教室 

校外講師 劉榮昌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影片分享-客家阿婆。 

講師講述自身曾經抵達紐約棒球場表演，在沒有人

知道客語的地方表演，所感受到的感覺。並且在今

年還有 3次出國表演的行程。 

2. 影片分享-客客客棧。會聽到客語的地區除了原本

的客家地區外，其他部分大部分都在公共場合，例

如:火車廣播。 

3. 影片分享-客語 VS韓語。 

在台灣的語言分有階級性，第一名英文，第二名華

語，第三名閩南語。客語占的部分較少，在未來客

語這個語言可能會漸漸地消失。 

4. 分享樂團經歷，曾經入圍金曲獎第 24屆最佳客語

男歌手並在金曲獎台上表演。 

5. 講者的歷程分享，是從大學時期因為玩樂團開始創

作之路，會想要寫客語歌是想要寫出讓阿婆也可以

影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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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得懂的歌。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必須面對理想和

現實的衝擊，曾經開過樂器行完成理想，但是並沒

有因此感到快樂，反而面對很多現實層面的種種問

題。後來退出樂器行與老師學習並到處走唱，並結

識團員而組成打幫你這個樂團。 

6. 分享印象深刻的回憶，當時後所寫的歌。解釋歌詞

內容然後現場分享彈奏。劉榮昌-沒路用的人。 

7. 主流音樂其實就是用非主流的方式來變成主流。而

通常主流音樂皆可在 Youtube主頁看到。選擇心中

所愛，不管是不是主流音樂都會認定是自己內心的

主流音樂。 

上課狀況 

 

 

 

 

 

 

 

 

 

 

 

 

 

 

老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Q1：想到客家就想到甚麼？ 

 

演講開始，介紹講

師。 

講述台灣的語言階

級層級。 

講師分享所經歷的

歷程與現況。 

講師彈奏自己寫的

歌－沒路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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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問題紀錄) A1：油桐花、藍染、藍衫。 

Q2：那裡聽得到客家話？ 

A2：霧峰、火車（大眾交通上較會聽到）。 

Q3：什麼是客家歌？ 

A3：包含客語與樂器。 

Q4：唱歌的時候要如何發聲？ 

A4：用誠懇的心來演繹歌曲，用故事的聲音來感動他    

人，技巧只是附屬。 

11.2018.06.20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6.20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3教室 

校外講師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浪漫臺三線「根力篇」故事分享，新竹關西的羅屋書院

以及桃園龍潭的晴耕雨讀小書院。 

2. 位於新竹關西的羅屋書院，目前是羅仕龍先生來維護並

推廣，現在推廣相當多活動讓書院歷史讓更多人了解，

以及結合當地老街或美食來促成當地發展不只是書院古

蹟這一處。目前首要為修繕老屋並且讓更多人可以體驗

到客家庄的生活。 

羅屋書院影片與官方網站分享。 

3. 位在桃園龍潭的晴耕雨讀小書院，是由洪毓穗和曾建富

兩夫妻所經營的，是一家由販售二手書起家的書店。希

望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讓作者可以願意寫更多好書可以

獲得不被中盤商剝削的收益。而他們認為喜歡書的人不

做那誰來做，所以才辭職返鄉開了這間書店，雖然賺不

多但是生活上很滿足。書店不只有販售書籍，還結合了

電影、音樂分享、外景拍攝、讀書會以及活動出借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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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甚至也出版自己的書籍。 

晴耕雨讀小書院華視新聞雜誌報導影片分享。 

 

上課狀況 

 

 

 

 

 

 

 

 

 

 

 

 

 

 

 

 

老師與學生互動討

論 

(Q&A問題紀錄) 

Q1：上了這門通識課學到什麼，或是對於課程的分享。 

A1：更了解到客家文化，並且在認知上也有所不同。 

A2：透過所邀請到的講師的演講中，更清楚知道客家事物與

我們所知道的客家有什麼樣的不同，希望可以邀請更多

的講者來演講分享故事。 

 

課程故事實務分享。 

課程故事實務分享。 

課程故事實務分享。 

老師與同學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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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紀錄：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 

1.2018.09.19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9.19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2教室 

校外講師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課程成績比例講解。 

2. 影動台灣。介紹客家鄉鎮，客家人聚集較多的鄉鎮位

於新埔鎮，並介紹新埔鎮客家文化。從影片可以發現

到客家人與閩南人過年節慶的習俗不同之處，擁有較

不同的習慣。 

3. 講述客家文化之歷史，客家人的五次歷史性大遷移。

並從遷移的過程中，也與客家二字名稱的由來大有關

係。一開始稱之為”客籍”、”客戶”，後續才稱之

為”客家”。 

上課狀況 

 

 

 

 

 

 

 

 

 

課程講解。 

課程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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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09.26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09.26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2教室 

校外講師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分享本學期演講資訊，10月份兩場演講（10/3、

10/17）。 

客家電台分享：客音空中來。隨進時代的進步，電台也跟

著改變原本的廣播方式，結合教學，國語配合客語的方式

增加廣播台的互動性，讓聽眾可以在聽的時候也是在學

習，不光是聆聽而已。 

2. 講述台中市的客家人的比例，有將近五分之一的客家人

居住於台中市。目前以宣揚大埔客家文化為主軸。 

3. 客家腔調的介紹，主要分別有四縣、海陸、大埔、詔安

腔…等。 

4. 客家人的習俗可以在節慶中發現與其他族群不同的地

方，像是拜拜的時候會使用雞來祭拜等。 

5. 客家創意文化的特點分享，像是客家花布結合使用在文

宣產品上、客家料理結合西式風格、桐花推廣出桐花祭

活動等。 

6. 客家產業介紹：枇杷。枇杷產業在中部地區的產量達到

78%，產量總數非常之高。 

上課狀況 

 

 

 

 

講解客家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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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學生互

動討論 

Q1：客家文化、創意、產業？這三個是同一件事情嗎？ 

A1：文化與創意是置入到產業中。三個事情的層面不同，

但彼此相連性甚高。 

3.2018.10.03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10.03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2教室 

校外講師 董于安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自我介紹並分享獲獎歷程。 

2. 講述因緣際會下，意外發現自己所居住的地區水里，

與客家文化有很大的關連性。從此開啟了走向發展客

家文化的歷程。為了發展客家文化，參與了客家青年

創新客庄產業班學習。 

3. 分享創業初期，是因為課程的啟發，當時為課程中區

代表。 

4. 分享第一期客家中興班成果報告書。對於上課之前的

想法看法、在上課時所學習的資訊、分享珍貴的資

源、交流等，因為此課程所結交的老師及同學們。 

 

講述客家族群分佈圖。 

老師與同學分享客家文

化、創意與產業之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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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後來將阿聰小吃發展至與好客晶片卡合作，出示卡片

即可享優惠。並陸續與各餐廳客家美食合作交流推

廣，將阿聰小吃部推廣出去。還有與捐血車合作推出

捐血車美食服務。再來，陸續到各個公眾場所或是園

遊會等做販售打出知名度。 

6. 分享客家中興班在畢業時所做的紀念物及老師對班級

的勉勵影片。 

7. 分享人客好市集，講述其由來，是從台中地區開始發

起的。 

8. 分享後期歷程，受邀參與「客家委會員第 2、3、4期

人才培訓課程聯合結業典禮」。從典範變成創業課程

的教科書，目前也與初期的創業同學還有互相合作。 

9. 影片分享：20151014 客家產業創新育成計畫鼓勵客青

返鄉。 

10.簡述以往的阿聰小吃店與現今的對比，像是店面外

觀、菜單、內部裝潢等。 

上課狀況 

 

 

 

 

 

 

 

 

 

 

分享初期創業所遇到

的事物。 

分享獲獎歷程，鼓勵

同學有比賽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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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學生互動

討論 

(Q&A問題紀錄) 

Q1：客家青年創新客庄產業班，來上課都什麼類型的同

學？ 

A1：想要學習的同學、想要發展的青年、正在發展的業者

等。 

Q2：台中市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鎮、市、區） ？ 

A2：東勢。 

Q3：課程總共開 5期北中南都會開，平均 1班 40人，所

以至少會有幾位同學？ 

A3：150位同學。 

Q4：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跟同學快速打成一片？ 

A4：聊天、請客等等。 

4.2018.10.17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10.17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511教室 

校外講師 涂月華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講述去往培田古村的路途與抵達當地的路程有多遙遠及

分享轉型時期的發展

樣貌。 

 

講師小刊物分享（文

宣小海報、茶葉、杯

墊、摺紙、明信片

等）。 



 

30 

 

發生之趣事。並分享在當地所看見的建築風景等山水樣

貌、當地人的傳統交通方式、婚禮和所食的料理。主要

目的是為了幫助當地社區營造與推動在地觀光，從中獲

取到與客家文化相像之生活文化。 

2. 講述自己老家苗栗，小時候在客家山村長大經歷的傳統

生活故事分享。當時，都與太陽一起起床早睡早起，水

池是那麼地清澈，周遭環境空氣那麼地乾淨。以前所吃

的食物，都是自己種、自己醃漬、自己製作，天然的陽

光日曬是最好的養分，讓菜聞起來與吃起來有獨特的味

道。 

3. 介紹客家傳統食物製作的過程，例：酸菜製程。（需要

先洗淨接著曝曬，再來使用大量的鹽使其脫水，並且腳

踩將空氣擠壓出來，醃漬一段時間後，就是好吃的酸

菜。） 

4. 介紹客家傳統佳餚與甜點：福菜肉丸、客家在來米水

粄、豬血湯、芋頭粄、月光餅、客家地瓜月餅、豬油

餅。 

5. 客家料理中，可以發現到吃花的藝術。像金針花、南瓜

花、野薑花等，製作成好吃的客家料理。 

6. 分享客家文化特有養生飲品，有仙草茶、山泉、釅茶、

膨風茶等。 

7. 講述客家節慶的料理以及香氣植物，像是使用蔥蒜先爆

香可以使其料理味道更強烈濃郁。客家節慶料理常見的

就是客家湯圓、菜包等，皆手工製作。 

8. 客家料理中用油的藝術，客家人烹飪時常使用的油是豬

油與雞油，現今還有新研發出的茶油，許多傳統客家家

庭依舊使用豬油。 

上課狀況 

 

 

 

 

林枝樟老師介紹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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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學生互

動討論 

Q1：同學有沒有人是客家人? 

A1：（同學以舉手方式回答） 

Q2：想到客家美食，同學想到什麼? 

A2：客家小炒、酸菜湯。 

5.2018.10.24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10.24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2教室 

校外講師 劉榮昌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分享曾經受邀演出大型活動表演，有在國慶大會、世

界音樂節、紐約棒球場等。相較於美國較不熟悉客家

語，講述在陌生環境演出的感觸。 

2. 客家文化給同學們的傳統印象，大部分同學都還停留

想到客家花布。 

3. 講述客家語目前在那些地方會聽到。除了客語地區

外，其他大部分都在公眾場所，像是火車站廣播、公

車等，公眾交通運輸上。 

4. 對客家歌的定義分享，舉例：鄧雨賢先生。 

分享小時候的回憶及現

今的感觸。 

分享客家傳統佳餚與甜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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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析語言分的階級性，第一是英文，第二為華語，第

三是閩南語。客語占的部分較少，在未來客語這個語

言可能會漸漸地消失。 

6. 分享自身經歷，講述啟發自己走向音樂這條路的心路

歷程。從大學開始因社團關係，所以開始玩樂團並且

參加創作比賽，後來考了研究所就讀表演藝術所，但

為了持續走音樂這條路，所以決定當樂器行的老闆繼

續追夢。後來遇到一些困難漸漸意識到夢想很難撐住

所有，有很多現實層面的問題。結束樂器行後，遇到

了陳達老師，進而開始投入學習並到處走唱，並結識

團員而組成打幫你這個樂團。 

7. 主流音樂其實就是用非主流的方式來變成主流。而通

常主流音樂皆可在 Youtube主頁看到。選擇心中所

愛，不管是不是主流音樂都會認定是自己內心的主流

音樂。 

8. 講述傳統客家歌曲的分類，有傳統山歌、傳統小調、

客家八音等。現今，還有發展出創新的歌曲。例如： 

吳盛智先生改編桃花開。分享獨立音樂人陳綺貞的小

故事。 

9. 分享打幫你樂團資訊，並播放分享打幫你樂團自創歌

曲：「客家阿婆」。 

上課狀況 

 

 

 

 

 

 

 

 

 

自我介紹，開始分享現

代客家的音樂以及想

法。 

分享自己的音樂之路，

走向世界各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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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學生互動

討論 

(Q&A問題紀錄) 

Q1：對於客家有什麼印象? 

A1：客家花布、勤儉…等。 

Q2：客家人寫的歌就是客家歌嗎? 

A2：是。 

Q3：通常同學都在哪裡會聽到客家話? 

A3：公車、火車上。 

6.2018.10.31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10.31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302教室 

校外講師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公告期中報告書之相關規範，提醒同學。 

2. 欣賞客家電視電影院之電影《一八九五 乙未》，此為

同學期中報告書所需要觀看的教學影片並且撰寫其成

期中報告。 

上課狀況 

 

 

 

 

 

欣賞電影 

《一八九五 乙未》。 

林枝樟老師分享心得

感想並總結感謝講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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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8.11.14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11.14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511教室 

校外講師 葉泰竹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客家農業轉型路－東勢梨文化館與擁葉生態農場。因為

家中因素，所以必須回家去接家業。 

2. 本身對於農業等事務不熟悉，葉泰竹先生表示面對知識

的不足就是去學習上課，不會就學。 

3. 東勢是台灣客家產業技術最進步最超群的地區。東勢在

60、70年代，經濟很高，因為那個時候的香蕉、梨子

是屬高檔產物。 

4. 一開始，投資開設陶藝教室，後來遇到 921地震，全部

倒掉。經過東勢農會的輔導，開始了轉型。但轉型時面

臨到很多問題，像是資金問題、行銷與服務等等的困

難，面臨到很多不足。但是，一步一步成就了現在，路

途上還意外發掘到原始生態，並擴展這一塊的市場（擁

葉生態農場）。 

5. 除了梨的販售推廣外，還有結合了體驗的服務，像是讓

顧客種植認養或是採果活動。擁葉生態農場則是依靠著

生態經濟（獨角仙、螢火蟲、稀有動物等）。葉泰竹先

生堅持不使用農藥汙染環境，讓生態復活。推廣出自有

特色，生態結合產品發展成新的經濟活動。 

6. 現今，台灣農業在未來可能逐漸沒落，可能需要依賴進

口或是機械式生產。政府政策需要借力使力，讓農業更

加進步並且可以吸引年青族群，讓青農可以回鄉並發想

文創推廣台灣的農產業。 

7. 詳細介紹擁葉生態農場旅遊目前正在推出的綠色旅遊活

動計畫。介紹園區動線、故事館、建築物、手作活動、

觀賞生態環境之路線、園區動物、內部住宿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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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狀況 

 

 

 

 

 

 

 

 

 

 

 

 

 

 

 

 

老師與學生互動討論 

(Q&A問題紀錄) 

Q1：請問園區是否接受個人的預約? 

A1：有，但是在吃飯訂位上沒有提供個人。餐點部分皆需

要預約，但目前只做團體的訂單。 

Q2：請問活動設計安排有沒有提供客製化服務? 

A2：有! 

 

林枝樟老師介紹本

次演講者葉泰竹先

生。 

分享在接下家業

後，為了發展事業

必須改變學習的歷

程。 

分享在發展時所遇

到的困難，講述現

今聘請工人不容

易。 

 

介紹擁葉生態農場

目前發展的綠色旅

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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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8.11.21課堂觀察紀錄 

課程名稱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紀錄日期 2018.11.21 

授課教師 林枝樟 上課地點 中正大樓 3511教室 

校外講師 張慧君 紀錄者 林書靖 

課程內容摘要 

1. 首先講者自我介紹，並介紹首頁的照片是講者的婚紗照。 

2. 分享隨禮客家小館現況發展，推至講述以前的樣貌模式。現

在已發展出自有品牌阿聰師什錦麵、伴手禮、規劃在地旅行

等不同的商業模式。在目前的規劃中，也有與設計師一同設

計產品包裝等，讓產品更貼近現今流行。 

3. 分享所榮獲的獎項，看出一步一步隨禮小館的逐步成長及發

展史。 

4. 講述什錦麵及其他料理菜色是如何與客家有所連結，及所擺

放設計的重要性。分享如何凸顯一個產品的重點給消費者，

使消費者因其吸引進而有興趣。分別針對內用及外帶來做設

計。並分享活動行程的設計也與客家文化有所關連。 

5. 分享在轉型時的歷程，在技術上及產品設計上都費盡心思就

是為了更貼近現代年輕化。並且努力曝光讓媒體訪問報導，

同時也努力爭取參展的機會，將隨禮小館打出更好的知名度

進而有更多商機。 

6. 講述隨禮小館在轉型時期，每一年所做的改變樣貌分享，可

以從中看出逐年的改變讓店家變得更好。像是店家的外觀、

室內空間位子的擺放、空間設計、入口處的設計等，甚至在

料理上的擺放也有特別設計。 

7. 攤位設計的擺放，也藉由逐年的經驗累積，商品位子以及海

報設計等都煥然一新。分享近年擺放位子的樣貌，以及位子

的重要性。 

8. 講解為什麼要販售茶葉蛋，及如何製作茶葉蛋，分享怎麼樣

可以做出好吃的茶葉蛋。並結合到前面所說的攤販販售，目

前也跟上團購風潮做團購的商機。展攤販售地點有茶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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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世貿、南港展覽館、東勢、南投體育場明華園攤販區域等

地點。也分享了在各展攤的期間所發生的趣聞。 

9. 在賺錢之餘也不忘回饋社會，講師認為有多少力就出多少

力，愛心是要做長久而不是短暫一時，分享給在座的同學

們。 

10.分享如何挑選煮茶葉蛋的優良蛋，透過影片方式解說。 

上課狀況 

 

 

 

 

 

 

 

 

 

 

 

 

 

 

 

老師與學生互

動討論 

(Q&A問題紀

錄) 

Q1：對於茶葉蛋的味道覺得如何? 

A1：好吃，味道很香，很入味。 

講師自製茶葉蛋，請同學

品嘗。 

講師分享被電視台訪問時

的影片。 

分享對選蛋的知識影片。 

 

進行補充說明及 QA 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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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使用情形 

經 費 項 

目 

原核定計畫經費 執行計畫經費 
差異數 變更說明 

單價 數量 總價 單價 數量 總價 

業務費  小計：   70,000   

兼任助理費 4,000 7 28,000 4,000 7 28,000 ─ 無變更 

兼任助理雇主

勞健保費 
2,094 7 14,658 1,173 7 8,211 ＋6,447 

餘 6,447元，勻支 

1. 6,400元至演講鐘

點費項目 

2. 47 元至二代健保

補充保險費項目 

勻支後實支8,211元。 

演講鐘點費 1,600 14 22,400 1,600 18 28,800 －6,400 

不足 6,400元，由兼

任助理雇主勞健保

費項目勻支 6,400

元 ， 勻 支 後 實 支

28,800元。 

二代健保補充

保險費 
428 1 428 549 1 549 －121 

不足 121元，由 

1. 兼任助理雇主勞

健保費項目勻支 47

元。 

2. 雜支項目勻支 74

元。 

勻支後實支 549元。 

雜支 4,514 1 4,514 4,440 1 4,440 ＋74 

餘 74元，勻支 74元

至二代健保補充保

險費項目，勻支後實

支 4,440元。 

以上共計 70,000   

總計：70,000    ─ 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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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成果分析與檢討 

(一)課程整體執行效益分析 

「牽成客家、繁榮客庄」為目標方面，我們在課程中，大量引入客家現代與傳

統的影視作品、餐飲特色文化、農業休閒轉型、客家文創會展行銷、客家後生返鄉

創業。從理論、文史與實務面引領學生了解客家進而親近客家，學生的客家認同度

提高！  

「榮耀客家、藏富客庄」為願景面，著眼於客庄目前所面臨的人口老化與年輕

世代外移，特別在課程中強調產業經營與行銷面的應用，並藉由實務與業界案例剖

析青年創業與經營的機會與挑戰，引發同學們之學習意願！  

提升學生人文素養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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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多元文化與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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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印證課堂學校，及早發揮學以致用之效果。 

(二)老師教學檢討與省思 

因為本次課程係首度開課於本校的通識課程，由於時段上的限制，讓學生參與

實作時間較緊湊，也因中部地區較缺乏客家文創人才、實務業界專家，因路程因素

稍有受限！ 

在教學上也嘗試多使用客語的融入，讓年輕學子增加更多與客語的接觸與學

習，畢竟客語是所有客家文化的根本！(林枝樟老師) 

(三)助教心得 

擔任了兩學期的助教，透過此課程我也收益良多。我本身是客家人，但是我卻

意外的跟同學們一樣對很多客家文化歷史的部分有所不知，也是透過上老師的課程

才知道的。透過老師的分析，也意識到客家文化正在慢慢的流失。從講師的經歷分

享，也發現現在的文化發展環境真的很艱辛，自己身為客家人卻眼睜睜的看著自己

的文化消失不見，透過此課程我要持續的學習客家文化及其他相關事務，未來才有

能力為自己的文化出一份力。(林書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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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反思與展望 

很感謝客委會與學校，在通識教育中心開設本課程，雖然因時段問題，一度擔

心修課人數，連續兩學期均引起滿班的同學選修，足見「客家」在中部地區擁有無

限潛力！ 

選修學生客家人比例約莫與台中客家人口比例相仿，在客家子弟中從此課程中

深切體認到身為客家人的前世今生與加深客家認同！ 

其他族群也更了解客家比他們想像的更豐富，進而認識到客庄的美與經濟，使

得大家更了解客庄的浪漫與客庄經濟的可能性，讓年輕人更願意走入客庄體驗，或

者看到客庄創業的可行性！ 

一學期 18週的課程內容，包含客家文化源流、臺中客家文化、產業發展、飲

食、文創...等，使學生從源頭理解歷史發展走向，以及浪漫臺三線國家級政策、臺

中客家產業等整體趨勢。再進一步介紹客家文化議題，如：客庄的飲食、特色之商

品，像是客家花布設計製成衣服、杯袋、包包、雨傘等。透過這些文化介紹帶領同

學思考文化產業之意涵與發展，客家文化不再只侷限在傳統的框架中。 

   課程中邀請校外各領域講師蒞課，增加課程豐富度，如：自由作家涂月華介紹

客家文化美食；打幫你樂團團長劉榮昌介紹客家音樂；梨文化館館長葉泰竹說明客

家產業；隨禮客家小館老闆董于安介紹文創伴手禮。 

   開設兩學期以來，每學期修課學生人數皆達上限 50人，反應良好，課堂互動討

論興致高，課程進行與報告製作皆用心投入。客家主題之課程現已成為本校每學期

固定開課之博雅通識課程，希望能夠帶動校園學習客家文化風氣。 

唯有走入現場，親近客庄，才能體會客庄的浪漫與機會！因此，本校擬於未來

調整開課時段與領域，吸引更多有志青年進入客庄，成為實現夢想的社會創新實踐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