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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計畫旨在於課堂裡推廣客家文化，課程及教學內容與圖片之參考來源，詳述於「八、參考文獻」。 

摘要 

本計畫「六堆慢食文化體驗」通識課程的開設，在客家

委員會裡雖不是首次，但却是計畫主持人(客家 APP 教學名

師郭勝煌老師)及協同主持人(美鳯有約節目名廚劉仁華老

師)數十年來的第一次。本課程之目的在藉由動手實作方式，

帶領學生由認知面、技能面、情意面逐一認識、了解、親身

體驗六堆慢食文化，並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 2 門通識

課程(近 2000 人次體驗)，課程內容以多元化樣式呈現(如圖

所示)，包括「用手機 APP 認識六堆慢食文化」及「六堆慢

食文化『輕』體驗」，課程以 follow me(跟我做)及 do it 

yourself(動手做)的教學策略，藉由親手實作六堆慢食料理的

銜接，從認知到體悟做出色香味俱全的慢食及手機 APP，將

客家文化紮根於 19 到 22 歲的年輕人心坎裡，體會客家文化

之美及享受客家美食。 

整個「六堆慢食文化體驗」通識課程分別產出(1)認識六

堆客家文化 APP、認識客家慢食 APP、客家慢食拼圖 APP、

客家慢食趣 APP、客家慢食樂透猜 APP、客家慢食限時搶答

APP 等 6 個六堆慢食文化 APP，(2)客家粄條、客家油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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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炒米粉、薑絲大腸、客家小炒、客家封肉、竹筍燜肉、

紅糟肉、醃客家酸菜、福菜肉片湯、客家晶鑽芋棵、艾草稞

與米苔目等 12 道客家美食。並於期中考實施滿意度問卷調

查，結果分別為：第 1 門課程「用手機 APP 認識六堆慢食

文化」滿意度為 4.6；第 2 門課程「六堆慢食文化『輕』體

驗」滿意度為 4.7，表示 2 門課程學生非常滿意課程的課程

內容的安排、教師教學的投入及同儕之間的學習。 

 

關鍵詞：六堆、客家文化、客家美食、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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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係依據客家委員會 107 年 3 月 13 日客會綜字第

1070003918K 號函辦理「六堆慢食文化體驗」通識課程規劃。

本課程之開設，對象為全校同學，開設期間為 107 學年上學

期，每門課為二學分，課程開設基本資料、課程目標、課程

特色、課程進度、課程大綱、結案成果，說明如下： 

 

一、課程開設基本資料 

1、課程名稱： 

第 1 門課程：「用手機 APP 認識六堆慢食文化」 

第 2 門課程：「六堆慢食文化『輕』體驗」 

2、預定授課對象：本校學生 

3、預估修課學生人數：每 1 門課程為 30 人 

本計畫「六堆慢食文化體驗」通識課程的開設，為永續

發展及由內而外發揚客家文化，定於 106 學年下學期開

設 2 門兩學分通識課程，包括「用手機 APP 認識六堆慢

食文化」及「六堆慢食文化『輕』體驗」，課程從六堆源

由、客家文化、客家美食、慢食文化與六堆客家小吃實

作等面項的探討中，讓學生體認到身邊的客家美食及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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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客家的文化。課程規劃分為： 

(1).六堆聚落、客家慢食課程內容 

(2).專題講座的深度探討 

(3).實作 

二、課程目標 

課程將以 follow me(跟我做)及 do it yourself(動手做)的方

式，帶領學生認識六堆文化、體驗客家慢食，並由資深且具

有實務經驗學者專家講座的深入探討，再藉由親手實作六堆

慢食料理的銜接，讓年輕族群可以透過親身體驗，從認知客

家美食文化，到體悟做出色香味俱全的慢食，以深入人心的

方式，將客家文化紮根於年輕族群裡。 

「六堆慢食文化體驗」通識課程的開設，主要是讓更

多的年輕人，能從「客家人是誰?」進而欣賞「客家文

化與傳統美食有何特色?」，再到認同「六堆慢食文化之

美」，使在台灣社會之中，並隱形在我們生長的這片土

地多年的客家人，能夠以亮眼的文化意涵，獲得其應有

目光，進而帶領生活在資訊科技底下的年輕族群學子

們，深入與徹底了解客家文化，讓客家文化永續發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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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塊土地上。  

 三、課程特色 

在課程規劃方面，著重在三項重點，包括多元化的課程

內容、專題講座的深度探討、親手實作的專題報告，再搭配

兼任助理的全面協助，範圍涵蓋課程資料蒐集分析與整理、

老師實作講解、學生分組實作及專題討論與報告，到最後的

「六堆慢食文化體驗」課程滿意度問卷回收與分析，讓本課

程充滿著青春活力與熱情四散，茲將課程規劃重點內容敍述

如后： 

(1) 多元化的課程內容：為使修課學生能對客家有一完整的

認識，因此本課程開宗明義地說明客家人的由來與客家

文化，再從地理環境說明台三線客家族群分佈情形，進

而讓學生使用 APP 逐一瞭解客家美食、六堆源由、慢食

文化、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網站導覽與應用，如圖1所

示。 

(2) 專題講座的深度探討：為讓學生對課程內容有更深入的

瞭解與探討，本課程將邀請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進行專

題演講、導覽或實作。邀請對象包括在第1門課程「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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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APP 認識六堆慢食文化」的專題演講包括邀請具有

APP 知識與技能的學者專家，以 APP 實作方式來讓學生

認識六堆慢食文化；在第2門課程「六堆慢食文化『輕』

體驗」專題演講，則邀請具有客家六堆慢食實務工作經

驗的學者專家，以實作方式讓學生體驗客家六堆慢食，

著實地讓時下年輕族群在資訊科技社會裡，與客家文化、

客家美食、六堆慢食產生互動關係，進而碰撞出具有情

愫因子的創意發想。 

(3) 親手實作的專題報告：教學與學習之間，需要學生的回饋

才能了解其學習成效，因此本計畫將以 follow me(跟我做)

及 do it yourself(動手做)的方式，以學生上一學期的通識

課程平均分數，依照 S 型常態編組，每組以3-5人為主，

帶領學生認識六堆文化、體驗客家慢食，各組並輪流上台

口頭簡報，讓學生的學習更加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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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多元化的課程內容 

 

四、 課程進度 

1、 第1門課程為「用手機 APP 認識六堆慢食文化」，各週課

程進度與教學內容如后說明：  

第一週：單元一：智慧財產權宣導、課程簡介(含上課規

則與評分標準)及學習地圖說明  

第二週：單元二：何謂客家文化？客家人從那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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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單元三：認識台三線客家風情 

第四週：專題演講（一）：廣為人知的台三線客家風情 

第五週：單元四：認識客家六堆的故事 

第六週：專題演講（二）：話說客家六堆的故事 

第七週：單元五： 飽覽客家美食特色 

第八週：專題演講（三）：用手機 APP 認識客家慢食 

第九週：期中考 

第十週：專題演講（四）：如何將客家美食圖片嵌入到手

機 APP 

第十一週：單元六：體悟慢食文化 

第十二週：單元七：用手機 APP 認識客家慢食(一)(實作) 

第十三週：單元八：用手機 APP 認識客家慢食(二)(實作) 

第十四週：單元九：用手機 APP 認識客家慢食(三)(實作) 

第十五週：單元十：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網站導覽與

應用 

第十六週：期末分組實作(上) 

第十七週：期末分組實作(中) 

第十八週：期末分組實作(下)及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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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2門課程為「六堆慢食文化『輕』體驗」，各週課程進

度與教學內容如后說明： 

第一週：單元一：智慧財產權宣導、課程簡介(含上課規

則與評分標準)及學習地圖說明 

第二週：專題演講（一）：體認慢食文化的重要性 

第三週：單元二：動手跟我做「客家粄條」(實作) 

第四週：單元三：「客家粄條」分組實作 

第五週：專題演講（二）：六堆慢食料理分享(一) 

第六週：單元四：動手跟我做「客家鹹湯圓」(實作) 

第七週：單元五：「客家鹹湯圓」分組實作 

第八週：專題演講（三）：六堆慢食料理分享(二) 

第九週：期中考 

第十週：單元六：動手跟我做「客家炒米粉」(實作) 

第十一週：單元七：「客家炒米粉」分組實作 

第十二週：專題演講（四）：再說客家六堆慢食文化 

第十三週：單元八：動手跟我做「客家豬血湯」(實作) 

第十四週：單元九：「客家豬血湯」分組實作 

第十五週：單元十：動手跟我做「客家小炒」(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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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單元十一：「客家小炒」分組實作 

第十七週：單元十二：師生反思「六堆慢食文化『輕』體

驗」 

第十八週：期末考 

五、課程大綱 

1、 第1門課程「用手機 APP 認識六堆慢食文化」大綱，各

週課程大綱內容包括(1)智慧財產權宣導、課程簡介(含

上課規則與評分標準)及學習地圖說明；(2)何謂客家文

化？客家人從那裡來？(3)認識台三線客家風情；(4)認識

客家六堆的故事；(5)體悟慢食文化；(6)動手跟我做系列

實作；(7)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網站導覽與應用，茲將

各單元重點敍述如后： 

第一單元：智慧財產權宣導、課程簡介(含上課規則

與評分標準)及學習地圖說明 

宣導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並藉由學習地圖讓

學生了解課程、上課規則及評分標準，尤其在課

程的大綱與上課進度，並搭配學者專家的專題

演講，讓課程內容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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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何謂客家文化？客家人從那裡來？ 

「客家」，其說法開始於廣東四邑地區，不論客

家祖輩從那裡而來，從高層到低層，從都市到鄉

村，你我都可以碰到這群人，這些聲音，說這種

話的人其名字就稱為「客家」。他們似乎跟別人

沒有什麼不同，平常隱形在你身邊，然而一開口

發聲就是不同，客家常常被稱為「團結」與「硬

頸」。客家人的文化是跟隨自中國大陸一路遷徙

來台，為了生存與生活的環境自然形成。 

第三單元：認識台三線客家風情  

使學生了解台三線客家美食的特色，特以林淑

玲(2015)所言：客家人善於適應環境、長期近山

而居，飲食方面求吃飽為主，而非吃巧，飲食特

色則以強調「鹹、香、肥」，易言之，客家飲食

結構為「吃素、吃野、吃粗、吃雜」，據以強調

早年客家人對於生態環境適應的策略，適應過

程及結果，全反映在食材的來源、食物的烹調、

食物的口味，以及呈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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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認識客家六堆的故事 

「六堆」係指右堆(高雄市美濃區、六龜區、杉

林區)、左堆(屏東縣新埤鄉、佳冬鄉)、前堆(屏

東縣長治鄉、麟洛鄉、屏東市田寮、九如鄉圳寮)、

後堆(屏東縣內埔鄉)、中堆(屏東縣竹田鄉、鹽埔

鄉七份仔)、先鋒堆(屏東縣萬巒鄉)。透過多媒體

方式讓學生打從心裡頭深入了解六堆的故事。 

第六單元：體悟慢食文化 

在認識完六堆故事之後，緊接著帶領學生體悟

「慢食文化」。其源自於 1980 年代中期，尤其是

在義大利發起推動後得到相當的迴響並迅速擴

及全世界，其主要是致力於地方食物與傳統烹

調的保存，也是永續維持的農鄉發展新模式(賴

守誠，2008)。 

第七單元〜第九單元：動手跟我做系列實作課程 

由郭勝煌老師(計畫主持人)親自教導學生以手

機 APP 實作，首先實做示範一遍，再由學生親

自動手實作，透過此方式讓學生深刻體驗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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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食文化。 

第十單元：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網站導覽與應用 

帶領學生進入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網站，逐

一導覽解說，從加入會員開始，再導覽客家主題

館，包括客家美食、哈客語言、文史天地、空間

聚落....到社群專區，由實際動手體驗來體悟客

家文化之真、善、美。 

2、 第2門課程「六堆慢食文化『輕』體驗」大綱，各週課程

大綱內容包括(1)智慧財產權宣導、課程簡介(含上課規

則與評分標準)及學習地圖說明；(2)動手跟我做系列實

作課程(3)動手跟我做系列之分組實作；(4)師生反思「六

堆慢食文化『輕』體驗」，茲將各單元重點敍述如后： 

第一單元：智慧財產權宣導、課程簡介(含上課規則

與評分標準)及學習地圖說明 

首先以「溫故知新」的方式，喚醒學生對上一學

期所學的課程內容，再進行智慧財產權的宣導、

並藉由學習地圖讓學生了解課程、上課規則及

評分標準，尤其在本學期的課程多以動手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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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進而親身體驗到六堆慢食的意義與價值。 

第二、四、六、八、十單元：動手跟我做系列實作課

程 

由劉仁華老師(簡稱阿華師)親自教導學生實作，

並加重課程的困難度，一開始先實做一遍，再以

實物講解方式，有條理地說明慢食料理實作的

秘訣，為發揮學習效果及養成團隊合作精神，最

後再將學生以分組方式進行動手跟我實作，包

括「客家粄條」、「客家鹹湯圓」、「客家炒米粉」、

「客家豬血湯」及「客家小炒」。 

第三、五、七、九、十一單元：動手跟我做系列之分

組實作 

搭配劉仁華老師在第二、四、六、八、十單元的

動手跟我做系列裡課程，將學生以分組方式進

行分組實作，再由劉老師親自指導與講評，著實

地讓學生在體驗分組實作過程中，培養學校與

系院所需的核心能力。 

第十二單元：師生反思「六堆慢食文化『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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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專家演講、親手實作、老師講解之後，在學

期末舉行師生反思「六堆慢食文化『輕』體驗」，

讓學生跟著老師一起反思在整個學期裡學習了

什麼？需自我改進什麼？以及深思為何客家慢

食文化受到國人的喜愛。 

六、專題演講 

本計畫配二門通識課程，分別為第 1 門課程「用手機 APP

認識六堆慢食文化」以字母 A 表示，第 2 門課程「六堆慢食

文化『輕』體驗」以字母 B 表示，每一門課程規劃 4 位具有

客家文化或客家美食或六堆慢食或手機 APP 專長領域的學

者或專家演講，詳述如后： 

1、 第1門課程「用手機 APP 認識六堆慢食文化」專題演講 

(1)專題演講（一）：廣為人知的台三線客家風情 

臺三線不是三條線，而是沿線有豐富客家地景的一

條公路，所謂的台三線，係指台灣桃竹苗有一條客家

風情的客家浪漫大道(Hakka Romantic Avanue)台三

線，亦稱為台三線客家漫遊走廊，北端接新北市，南

端且連接大台中市，媲美德國中世紀風情的浪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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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Romantische Strasse)。尤其，客委會自 106 年至

109 年匡列 20 億元中央特別預算，建構「台三線客

庄浪漫大道」，第一階段主要為進行以客庄三慢（慢

食、慢遊、慢活）為特色的軟硬體基礎建設，包含台

三線客庄文史資料調查整理及叢書出版，音樂、文學

及藝術村打造，自然與人文景觀、空間環境優化改

造，及便捷的複合式交通路網串連，配套推動文創、

新農業、青創、產業聚落及文化生態旅遊等產業計畫

(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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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面向與具體措施包括從「人文形塑」、「環境整

備」、「產業發展」三大面向(如圖所示)，帶動客庄人

文歷史傳承發揚，優化自然環境與生活空間、完備交

通運輸基礎建設，以及促進在地產業深耕轉型，具體

措施涵括： 

「人文形塑」面向： 

➢ 客庄人文地景調查研究。  

➢ 客庄慢活理念建構及宣揚。  

➢ 推動客家新工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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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三線客家藝文創作聚落/平臺打造。  

➢ 臺三線浪漫大道之意象形塑及區域行

銷。  

環境整備面向： 

➢ 重現臺三線景觀軸帶。  

➢ 建置客家文教、產業基地。  

➢ 建設客庄傳統聚落人文風貌。  

➢ 整備低碳旅遊運具路網。  

產業發展面向： 

➢ 產業人才培育訓練。  

➢ 客家文化產業聚落開發及輔導。  

➢ 客庄特色主題遊程開發及行銷。  

➢ 青年回鄉創業支持體系。  

➢ 科技加值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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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題演講（二）：話說客家六堆的故事 

「六堆」之名從何而來？必須從 1721 年(清康熙 60

年)開始考究，話說朱一貴起事時，客家發跡地濫濫

庄大受威脅，他們趕緊向其他客家庄求救，此時，朱

一貴黨與右威脅濫濫庄加入反清行列，這些純樸的

客家庄民，既不願參加，又不敢反抗，進退維谷之際，

只好請求清政府派兵保護。但臺灣府隨即被朱一貴

攻陷，客家庄民只好自行派遣代表在內埔媽祖商討

因應之道，進而決定組織義勇民團。義勇民團為了落

實作戰指揮，設立不同的任務編組，將義勇民團分為

中堆、先鋒堆、左營、右營、前營、後營，此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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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的前身。因此，六堆是臺灣南部高雄和屏東客家

聚落的統稱。六堆不是行政區域的名稱，所以從古到

今的臺灣行政區域圖都沒有「六堆」這兩個字，可是

六堆卻是臺灣歷史上光榮的民間戰鬪組織。在臺灣 

300 餘年漢人的開發史上，絕對不能刪除「六堆」這

兩個字。在課程中講師親自指導學生六堆地理位置。 

   

 

進而，六隊(堆)以西勢忠義祠為中心，範圍包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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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兩縣所有客家村庄，即屏東縣萬巒（先鋒堆），竹

田（中堆），內埔（後堆），長治、麟洛（前堆），新

埤、佳冬（左堆），高樹、美濃（右堆），其中美濃屬

高雄縣。客委會為紀念此一具有歷史文化的典故，於

屏東縣內埔鄉建立「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並在 100

年 10 月 22 日正式開園，園區位於內埔、長治及麟

洛三鄉交界處，佔地約 30 公頃，定位以展示臺灣客

家文化、常民生活體驗為主軸，具備語言文化傳習、

展演行銷及休閒遊憩功能，空間規劃有自然草原區、

田園地景區、傘架客家聚落區及九香花園伯公區四

大區域。(如圖所示) 

 

園區地標以「為大地打傘遮蔭」的設計概念，打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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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座傘架聚落式建築，結合客家元素笠嬤(斗笠)與紙

傘意象，傘架上的太陽能光電系統，利用南臺灣豐富

的陽光資源，提供了園區環保的綠色能源，響應節能

減碳概念，開園後展示主題以六堆聚落歷史及在地

人文資產為主軸發想(如圖所示)。   

  

  

(3)專題演講（三）：用手機 APP 認識客家慢食 

尤如學者廖純瑜(2013)在台灣客家飲食文學的研究

中指出：客家飲食文化在近年來的發展，特別是在國

際化與在地化兩股勢力的角力之下，已產生明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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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變化，使得具有特色的地域飲食文化，漸漸邁向

普及化的飲食形貌，進而失去其獨特性，尤其現代客

家人的飲食觀念，日益重視並朝向養生及保健，並以

健康的導向下，少油、少鹽、少糖的輕食概念，逐漸

使原來的飲食形態，產生質與量的流變。 

在學者彭庭芸(2016)在客家飲食文化的成因與特色

的研究中亦指出：因為客家先民遷移的落腳地大部

分是山區，與外界聯絡不易，特別是在物質匱疺，以

及食物的保存變得十分重要，於是，以鹽醃製食品來

保存食物的獨特文化，再加上客家人居住之地多為

貧脊，許多客家族群以勞力換取生存與改善經濟，而

粗重的工作往往流許多汗，特別需要吃鹹的食物來

補充體力，以及為了飽足感不易餓，並製作菜餚時油

量多放一些，例如以豬油拌飯在客家庒裡是常有的

飲食方式，再加上客家人對食物的香味也很重視而

產生出煎鹹魚，煎豆腐，煎得香香的如此說來客家人

的「鹹」、「肥」、「香」可說是完全順應環境發展出來

的客家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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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客家人對晒乾和醃漬食品亦是拿手絕活，例如

梅干扣肉、福菜肚片湯、客家粄條、蒸粉腸、高麗菜

封、冬瓜封，更是客家佳餚代表之一。 

  

從文獻資料顯示，客委會在近年來舉辦一連串的客

家美食嘉年華活動，主要目的在提升客家美食中的

慢食文化，利用客家菜原有的元素(即基本食材)發揮

創意，激發人們對客家食材的運用，創造出許多好看

又好吃的客家食材料理，導引人民認知客家食材不

是只有以往的烹調方法，使客家美食提昇到更高的

層次，除保留客家飲食文化的特質外，亦能夠彰顯客

家族群特色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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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家美食當中，以「四炆四炒」最具代表性，因為

這是客家人在節慶宴客時，特別要準備的 8 道「標

準菜色」；所謂「炆」指的是用大鍋加水或雞湯，長

時間小火慢慢烹煮，湯汁維持不滾，保持在冒一點點

泡的狀態，可讓肉類軟化、滑嫩，營養不流失，而「四

炆」多採用「炆爌肉」、「炆雞肉筍乾」、「鹹菜炆豬肚」、

「排骨炆菜頭」等 4 道佳餚， 

   

在「炒」的部分，則以熱油炒的菜餚，客家人為了不

浪費食材，宰殺牲畜之後，取用內臟加入「芹菜」快

炒，突顯「勤儉持家」意涵，包含「客家小炒」、「薑



26 
 

註：本計畫旨在於課堂裡推廣客家文化，課程及教學內容與圖片之參考來源，詳述於「八、參考文獻」。 

絲炒大腸」、「鴨血炒韭菜」、「豬肺黃梨炒木耳」等「四

炒」；隨著產業型態的轉變，現代人為了養生保健，

避免吃重油、重鹹的菜餚，因此，在客家庄的餐廳也

逐漸變更口味，但仍保留「四炆四炒」的元素和材料

(梁森明，2016)。 

如何使用手機上網查詢客家慢食，其步驟首先點入

手機專用的 Google 或 Chrome 瀏覽器，再輸入「客

家美食」(如圖所示) 

 

     

第 3 個步驟則是選擇「圖片」按鈕，此時可看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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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家美食的圖片，如圖所示。 

     

(4)專題演講（四）：如何將客家美食圖片嵌入到手機

APP 

當您網搜到客家慢食後，下載圖片並存在同一個資

料夾「客家慢食」裡，以做為嵌入到手機 APP 裡。 

本課程係使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 App Inventor 第

二代版本的程式語言來撰寫 APP 手機軟體。 

App Inventor 2 是 App Inventor 的第二代，第一代是

Google 實驗室（Google Lab）一個子計畫所研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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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係由一群 Google 工程師與勇於挑戰的 Google 使

用者共同參與，Google App Inventor 是一個完全線上

開發的 Android 程式環境，不採用並拋棄複雜的程

式碼，而是使用樂高積木式的堆疊法，逐一來完成您

的 Android 程式；此外，它也支援樂高 NXT 機器人，

對想要用手機控制機器人的使用者而言，是一個具

有親和力的設計介面，只要使用基本元件例如按鈕、

文字輸入輸出即可(App Inventor TW, 2018)。在演講

過程中程教授親自指導學生撰寫 APP，用 APP 來認

識客家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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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 APP INVENTOR 2 設計手機 APP 軟體前，必

須先有 Google 帳號，並使用 Chrome 瀏覽器進入 AI2

網站，第一次進入後，電腦會詢問此帳號是否做為後

續進出的帳號，建議使用者按 yes。進入後即看到英

文的操作主畫面，可在右上角處選擇繁體中文來顯

示。在主操作畫面分為左中右等三個區域，左邊區域

為元件區，可以讓使用者將其拉入到中間的手機外

觀設計區；右邊則顯示在中間手機外觀設計區裡的

元件的屬性，其屬性一般為字型或元件的大小、顏

色、位置…等物理特性的性質屬性。 



30 
 

註：本計畫旨在於課堂裡推廣客家文化，課程及教學內容與圖片之參考來源，詳述於「八、參考文獻」。 

 

使用者在設計 APP 軟體前須開創新的專案，專案名

稱必須為英文字母開頭並以英數字來命名，不可以

用中文命名，否則無法開創成功或無法繼續設計。 

當使用者要設計一個以手機 APP 來呈現客家慢食

時，首先將圖片存檔於指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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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左邊拉一個桌布或圖像元件進入手機外觀設計

區裡，再匯入該圖片。 

 

然後再點入右上邊的程式設計區(Blocks)，繼續以拼

圖方式設計程式，進入後在左邊有以不同顏色呈現

的拼圖塊區及已拉入到手機外觀區裡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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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拼圖塊有四項功能： 

(1)事件：顏色為土黃色，代表是一種事件程式，亦

即當發生某一事件時才會執行指令，例如：當(when)

發生「滑鼠在按鈕(Button1)元件上按一下(Clink)」事

件時就執行(do)後面其他置放的程式拼圖塊。  

(2)方法：顏色為紫色，代表是一種呼叫函數程式，

呼叫此函示會處理一些指定的工作。例如，對此拼圖

塊的呼叫(call)，會處理「隱藏螢幕鍵盤」的工作，此

工作通常是在文字盒(TextBox1)元件輸入資料完畢

後， 用於隱藏螢幕上的鍵盤(Hide Keyboard)。  

(3)設定屬性值：顏色為綠色，代表是一種設定屬性

值程式。例如，此拼圖塊設定(set)「標籤(Label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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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文字(Text)屬性」 值為(to)後面其他待置放之屬

性值程式拼圖塊。  

(4)取得屬性值：顏色為淺綠色，代表是一種要取得

屬性值程式。例如，此拼圖塊直接取得「標籤(Label1)

元件之文字(Text)屬性」值。 

 

當完成程式拼圖塊的設計之後，再按右上邊的

Designer 回到手機外觀設計區，此時即可到 Build 功

能，選擇執行編譯成 QR 碼的工作，讓電腦可以將您

所設計的 APP 軟體轉化成為二維碼，此時需要一些

時間來做轉換，因為 AI2 會將您所設計的軟體，一

步一步地編寫成人類可以使用的 APP，當呈現二維

碼時，您就可以用手機來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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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您的手機在下載後，進行安裝在您手機

的工作，安裝完成後再執行，若您的手機有安全上的

設定，必須暫時解除，才能安裝成功。如圖顯示在手

機上執行的成果，可以使用手機右邊的垂直軸來查

看客家慢食圖片。 

 

    

若您要離開 AI2 程式語言時，請點按右上邊自己的

Email 帳號，當出現 Sign out 時，點取它即可退出

A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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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2門課程「六堆慢食文化『輕』體驗」專題演講 

本課程係由客家美食名廚劉仁華老師親自教授，教室在

本校的中餐教室，先由劉老師親自示範講解，再以分組

方式進行實作，本課程的專題演講包括(1)第二週：專題

演講（一）：體認慢食文化的重要性、(2)第五週：專題演

講（二）：六堆慢食料理分享(一)、(3)第八週：專題演講

（三）：六堆慢食料理分享(二)、(4)第十二週：專題演講

（四）：再說客家六堆慢食文化，其客家慢食則包括下列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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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果 

在第一門「用手機 APP 認識六堆慢食文化」課程裡，預

期成果，學生將學會 6 個客家慢食 APP 設計，包括： 

1.認識六堆客家文化 APP 

2.認識客家慢食 APP 

3.客家慢食拼圖 APP 

4.客家慢食趣 APP 

5.客家慢食樂透猜 APP 

6.客家慢食限時搶答 APP  

在第二門「六堆慢食文化『輕』體驗」課程裡，預期成

果，學生將學會 12 道客家美食，包括： 

1.客家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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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家油飯 

3.客家炒米粉 

4.薑絲大腸 

5.客家小炒 

6.客家封肉 

7.竹筍燜肉 

8.紅糟肉 

9.醃客家酸菜 

10.福菜肉片湯 

11.客家晶鑽芋棵 

12.艾草稞與米苔目 

在本通識課程裡，在期中考及期末考進行學習成效的問

卷調查，本問卷內容由 3 位客家美食專家及 2 位 APP 程式

設計專家，以焦點團體座談的方式建構問卷，並經預試、項

目分析、因素分析而產生具有信度(0.86)及效度的問卷，在期

中考施測結果分別為：第 1 門課程「用手機 APP 認識六堆

慢食文化」滿意度為 4.6；第 2 門課程「六堆慢食文化『輕』

體驗」滿意度為 4.7，表示 2 門課程學生非常滿意課程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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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的安排、教師教學的投入及同儕之間的學習，問卷內

容如附錄所示。 

八、參考文獻(僅用於本計畫之課程及教學內容) 

六堆客家：www.taconet.com.tw  

台灣客家文學館：lit.hakka.gov.tw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www.hakka.gov.tw  

吳佳穎、鄭至勤(2014)。保存食、真滋味：客家美食的實用

精神。台北：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林淑玲(2015)。建構「客家美食」與消費客家文化。中國飲

食文化，11(1)， 6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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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http://140.115.170.1/Hakkapolieco/ba_gua/TaiwanHakka.htm
http://140.115.170.1/Hakkapolieco/ba_gua/TaiwanHakk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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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客家學苑：http://www.ihakka.url.tw/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http://chakcg.kcg.gov.tw/ 

張屏生、呂茗芬(2012)。台灣客家族群史。台北：客家委員

會/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梁純(2016)。客家媳婦的私房美食。台北：雅事文化。 

彭俊傑(2017)。客家好味：傳承媽媽的好味道。台北：帕斯

頓數位多媒體有限公司。 

黃春慧(2016)。客家媽媽的客家味：米粄‧糕餅‧小吃‧家常菜，

樸實無華的客家庄美食。台北：邦聯文化。 

新 北 市 客 家 數 位 館 ： http://www.hakka-

http://www.mlc.gov.tw/
http://www.hakka.tycg.gov.tw/
http://www.ihakka.url.tw/
http://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3-1003-423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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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ntpc.gov.tw/files/13-1003-4239.php 

新 竹 縣 政 府 民 政 處 國 際 客 家 事 務 科 ：

http://web.hsinchu.gov.tw/civil/ 

廖純瑜，2013，台灣客家飲食文學的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語文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劉仁華(2012)。客家菜最下飯。台北：楊桃文化。 

劉錦雲(1998)。客家民俗文化漫談。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

司。 

賴守誠(2006)。現代消費文化動力下族群飲食文化的重構：

以台灣「客家菜」當代的休閒消費轉型為例。國家與社

會，1(1)，167-213。 

鍾鳳招(2009)。「『重返原鄉』-探索美濃」開設通識課程計畫

成果報告。台北：客家委員會。 

http://140.115.103.89/ta_manage/speechreport/GS3705_730_2_

20150503014148.pdf 

http://ai2.appinventor.mit.edu/?locale=en#4521696875905024 

http://ai2.appinventor.mit.edu/?locale=en#5705809855119360 

http://ai2.appinventor.mit.edu/?locale=en#6203796512047104 

http://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3-1003-4239.php
http://web.hsinchu.gov.tw/civil/
http://140.115.103.89/ta_manage/speechreport/GS3705_730_2_20150503014148.pdf
http://140.115.103.89/ta_manage/speechreport/GS3705_730_2_20150503014148.pdf
http://ai2.appinventor.mit.edu/?locale=en
http://ai2.appinventor.mit.edu/?locale=en
http://ai2.appinventor.mit.edu/?loca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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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oud.hakka.gov.tw/details?p=%20254 

http://webc.hakka.gov.tw/Hakka-Romantic/ 

http://www.appinventor.tw/wh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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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oud.hakka.gov.tw/details?p=%20254
http://webc.hakka.gov.tw/Hakka-Romantic/
http://www.appinventor.tw/whatis/
http://www.fb.vnu.edu.tw/DOC/fb/665/b5865dcd-26cb-45f4-8715-f72bb8ab726d.pptx
http://www.fb.vnu.edu.tw/DOC/fb/665/b5865dcd-26cb-45f4-8715-f72bb8ab726d.pptx
http://www.hakkadelicacy.tw/localization.htm
http://www.hakkaworld.com.tw/Romantic/Romantic.html
http://www.td-school.org.cn/itec/2011/web_kejialiuduiwenhua/b1.htm
http://www.td-school.org.cn/itec/2011/web_kejialiuduiwenhua/b1.htm
https://archives.hakka.gov.tw/topic_detail.php?i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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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news.yahoo.com/%E5%AE%A2%E5%AE%B6%E5%B9%B4%E8%8F%9C%E5%9B%9B%E7%82%86%E5%9B%9B%E7%82%92-%E7%95%B6%E6%9C%89%E6%84%8F%E6%80%9D-06555206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E%A2%E5%AE%B6%E5%B9%B4%E8%8F%9C%E5%9B%9B%E7%82%86%E5%9B%9B%E7%82%92-%E7%95%B6%E6%9C%89%E6%84%8F%E6%80%9D-06555206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E%A2%E5%AE%B6%E5%B9%B4%E8%8F%9C%E5%9B%9B%E7%82%86%E5%9B%9B%E7%82%92-%E7%95%B6%E6%9C%89%E6%84%8F%E6%80%9D-06555206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E%A2%E5%AE%B6%E5%B9%B4%E8%8F%9C%E5%9B%9B%E7%82%86%E5%9B%9B%E7%82%92-%E7%95%B6%E6%9C%89%E6%84%8F%E6%80%9D-065552061.html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427003926-260415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427003926-260415
https://www.facebook.com/HakkaSlow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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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8E%E9%A3%9F&sa=X&ved=0ahUKEwiRi9DH2u

DeAhWDe7wKHZw_BYYQ3VYIIygA&biw=923&bih=5

20&dpr=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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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Q_AUIECgD&biw=1154&bih=619#imgrc=p-lB-

znwqxV1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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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PP&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

ltcyWwIneAhWBw7wKHdfABWwQ_AUIDigB&biw=95

0&bih=495#imgrc=rGt4U6o7gpn9m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CUMsUvy48Y 

https://www.facebook.com/pg/HakkaRomanticAvenue/about/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m=isch&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backchip=g_1:%E5%BB%9A%E6%88%BF&chips=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sa=X&ved=0ahUKEwiRi9DH2uDeAhWDe7wKHZw_BYYQ3VYIIygA&biw=923&bih=520&dpr=1.88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m=isch&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backchip=g_1:%E5%BB%9A%E6%88%BF&chips=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sa=X&ved=0ahUKEwiRi9DH2uDeAhWDe7wKHZw_BYYQ3VYIIygA&biw=923&bih=520&dpr=1.88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m=isch&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backchip=g_1:%E5%BB%9A%E6%88%BF&chips=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sa=X&ved=0ahUKEwiRi9DH2uDeAhWDe7wKHZw_BYYQ3VYIIygA&biw=923&bih=520&dpr=1.88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m=isch&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backchip=g_1:%E5%BB%9A%E6%88%BF&chips=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sa=X&ved=0ahUKEwiRi9DH2uDeAhWDe7wKHZw_BYYQ3VYIIygA&biw=923&bih=520&dpr=1.88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m=isch&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backchip=g_1:%E5%BB%9A%E6%88%BF&chips=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sa=X&ved=0ahUKEwiRi9DH2uDeAhWDe7wKHZw_BYYQ3VYIIygA&biw=923&bih=520&dpr=1.88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m=isch&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backchip=g_1:%E5%BB%9A%E6%88%BF&chips=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sa=X&ved=0ahUKEwiRi9DH2uDeAhWDe7wKHZw_BYYQ3VYIIygA&biw=923&bih=520&dpr=1.88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m=isch&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backchip=g_1:%E5%BB%9A%E6%88%BF&chips=q:%E5%AE%A2%E5%AE%B6%E7%BE%8E%E9%A3%9F&sa=X&ved=0ahUKEwiRi9DH2uDeAhWDe7wKHZw_BYYQ3VYIIygA&biw=923&bih=520&dpr=1.8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A2%E5%AE%B6%E5%85%AD%E5%A0%86&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U9tXazODeAhUKbbwKHVfdB1AQ_AUIECgD&biw=1154&bih=619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A2%E5%AE%B6%E5%85%AD%E5%A0%86&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U9tXazODeAhUKbbwKHVfdB1AQ_AUIECgD&biw=1154&bih=619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A2%E5%AE%B6%E5%85%AD%E5%A0%86&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U9tXazODeAhUKbbwKHVfdB1AQ_AUIECgD&biw=1154&bih=619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A2%E5%AE%B6%E5%85%AD%E5%A0%86&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U9tXazODeAhUKbbwKHVfdB1AQ_AUIECgD&biw=1154&bih=619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A2%E5%AE%B6%E5%85%AD%E5%A0%86&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U9tXazODeAhUKbbwKHVfdB1AQ_AUIECgD&biw=1154&bih=619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89%8B%E6%A9%9F+APP&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ltcyWwIneAhWBw7wKHdfABWwQ_AUIDigB&biw=950&bih=495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89%8B%E6%A9%9F+APP&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ltcyWwIneAhWBw7wKHdfABWwQ_AUIDigB&biw=950&bih=495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89%8B%E6%A9%9F+APP&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ltcyWwIneAhWBw7wKHdfABWwQ_AUIDigB&biw=950&bih=495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89%8B%E6%A9%9F+APP&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ltcyWwIneAhWBw7wKHdfABWwQ_AUIDigB&biw=950&bih=49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CUMsUvy4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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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計畫旨在於課堂裡推廣客家文化，課程及教學內容與圖片之參考來源，詳述於「八、參考文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elDQ7gBKe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6mAYxGcqJQ 

https://yingtingshih.pixnet.net/album/photo/133871813 

https://yingtingshih.pixnet.net/album/photo/133871819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5%AD%E5%A0%8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elDQ7gBKe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6mAYxGcqJQ
https://yingtingshih.pixnet.net/album/photo/133871813
https://yingtingshih.pixnet.net/album/photo/1338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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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計畫旨在於課堂裡推廣客家文化，課程及教學內容與圖片之參考來源，詳述於「八、參考文獻」。 

附錄：「六堆慢食文化『輕』體驗」課程學習成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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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計畫旨在於課堂裡推廣客家文化，課程及教學內容與圖片之參考來源，詳述於「八、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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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計畫旨在於課堂裡推廣客家文化，課程及教學內容與圖片之參考來源，詳述於「八、參考文獻」。 

附錄：「用手機 APP 認識六堆慢食文化」課程學習成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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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計畫旨在於課堂裡推廣客家文化，課程及教學內容與圖片之參考來源，詳述於「八、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