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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計畫主要在東海大學日間學士班通識課程中開設「合境平安－臺灣在地客

家信仰與族群融合」之客家課程，讓學生有機會通過選修本課程，認識彰化與雲

嘉平原一帶的客家信仰與民俗文化，並透過信仰與民俗文化的角度，瞭解在地族

群融合的過程。 

  本課程藉由教師的講解，以循序漸進的課程設計，從地方的開發歷史起始，

讓學生知道早期先民的開墾過程之艱辛。進而介紹台灣地方廟宇間的互動邏輯，

使學生對於地方上的「頭人」運作，台灣本土民間廟宇的公共事務操作邏輯，有

基本的認識想像。再則以彰化福佬客的原鄉信仰以及與漳泉移民間的信仰互動交

融為例。讓學生對於瞭解福佬客如何在信仰之下，與漳泉的移民相互競爭與合作

中，求取共存共榮。在課程的最後，將綜合以上所介紹之要素，與學生探討民間

宗教與本土政治的圖像，以及地方社會的變遷和族群融合。希望學生能夠以福佬

客的族群融合與變遷過程為例，來探討台灣目前在民主化過程，如何良好處理族

群融合問題。此課程對於學生來說，除了會瞭解福佬客文化之外，也會對於台灣

本土的公共事務運作有更加在地的想像。 

 「福佬客」以客委會資訊網「認識福佬客」中，所界定是部份客族在台灣墾

殖與移民時，面對強勢團體而形成。其間有些物競天擇的無奈，或因通婚和居住

在福佬人強勢地區，語言和生活習慣，轉或遺忘了客家身分、文化。從台灣拓墾

史中分析，如今在閩南語系中被同化得了無痕跡的「福佬客」，是文化自然融合

的產物。此外，無論是客家或閩南的建築、生活習俗或是信仰，我們在在都可看

到，除了保存原民特色外，都有向所遷居土地認同的傾向。這種「新」、「舊」之

間的調合，正是「多元刺激文化發展」的不變定理。 

   信仰是福佬客地區遺留客家文化傳統很重要的一條線索，雖然可能因為搬遷

移居而造成對於某些地區是否為客家聚落的誤解，但大抵來說，因信仰而興的廟

宇或其建構的信仰圈仍不失為理解福佬客文化的重要方式。 

    本課程除了藉由教師親自講解福佬客的民間宗教信仰與民俗文化外，更帶領

學生進行實地體驗教學，深刻理解福佬客地區的族群在民間信仰上，漳、客移民

在相互競爭與合作過程中，如何運用民間信仰的力量來達到族群共和。並以彰化

平原福佬客區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南瑤宮為主體，從大烏龍地區(大肚區、烏日

區、龍井區)跨越至彰化平原為場域，安排福佬客與民間信仰之專家學者的講座，

加上幾堂的田野調查訓練，讓學生得以實地田野調查，體會客家信仰與族群融合

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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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本計畫之方法、步驟及進度 

「合境平安－臺灣在地客家信仰與族群融合」課程安排 

週別 進   度 

一 講解課程授課方式及簡介客家信仰與族群融合 

二 台灣廟會與政治社會的關係─福佬客與族群融合關係 

三 參訪彰化福佬客信仰中心─南瑤宮(建築導覽+笨港進香介紹)，元清

觀 

四 校外教學(南瑤宮笨港進香，埤頭鄉路口厝福安宮→西螺福興宮；雲

林詔安客家文化園區；崙背奉天宮) 

五 移地於第四週 2018/3/25(日)上課 

六 清明節放假一次 

七 田野調查訓練─議題松之設計思考訓練課程，(謝昆霖老師主持，蔡

舜淵老師短講) 

八 移地於第七週 2018/4/12(四)上課 

九 期中考週，繳交校外教學報告 

十 介紹「大肚下堡 20庄迎媽祖」相關資訊，及田調學習單說明(蔡舜淵

老師、林維彥老師) 

十一 移地於第十五週 2018/6/10(日)上課 

十二 學習單成果檢核，大肚下堡 20庄迎媽祖田調分組報告 

十三 學習單成果檢核，大肚下堡 20庄迎媽祖田調分組報告 

十四 學習單成果檢核，大肚下堡 20庄迎媽祖田調分組報告 

十五 校外教學(大肚頂街萬興宮-下街永和宮；龍井崙仔龍天宮；龍井茄投

尾保安宮；彰化永樂街天后宮-彰化南瑤宮) 

十六 福佬客信仰與廟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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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大甲鎮瀾宮媽祖信仰探索(雷養德講師) 

十八 期末考週，繳交大肚下堡 20庄迎媽祖分組成果 

 

二、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通識課程計畫於106學年第二學期實施，每學期18週，除期中、期末考之

外，課程共區分16周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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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業等各種題材的介紹，讓同學對臺灣的客家族群有較

全面的認識，以增進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間相互瞭解與關懷。 

    除了由授課講師講解之外，學期中另邀請客家民間信仰專家，以演講方式協

同教學，讓授課方式多元化，共計3場。並安排四次的校外參訪與戶外實地操作，

讓學習者能印證課堂中所學，更能廣泛的認識臺灣客家社會與文化，並增進學習

興趣。並經由學生分組實地調研大肚下堡二十庄迎媽祖，從大烏龍地區(大肚區、

烏日區、龍井區)的民間信仰活動中親身體驗，探討漳客族群如何運用民間信仰

力量促使族群融合，進而思考良好處理族群融合議題，另一方面，學習者可從民

間信仰活動中反省臺灣民主政治，對於本土公共事務運作有在地的想像。經過學

習與探討，期望培養學生理解、尊重文化的多元價值。 

 

三、外聘講座安排 

講授主題 講者 講者背景 

田野調查訓練─議題松之設

計思考訓練課程 

謝昆霖/蔡舜淵 享食做樂創辦人/彰化南

瑤宮金意承青年會會長 

介紹「大肚下堡 20庄迎媽祖」

相關資訊，及田調學習單說明 

林維彥/蔡舜淵 彰化南瑤宮金意承青年會

文史組長/彰化南瑤宮金

意承青年會會長 

大甲鎮瀾宮媽祖信仰探索 雷養德 前大甲圖書館館長 

 

  



6 
 

四、校外參訪成果 

 

校外參訪一 

106學年第二學期通識課程「合境平安－臺灣在地客家信仰與族群融合」課程校

外教學行程表 

出發時間：107年 3月 15日(四) 下午 1:10 

集合地點：東海大學中正紀念堂旁上籃球場及管理學院廣場 

帶隊老師：郭應哲 

13:00東海大學中正紀念堂旁的上籃球場 

13:10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廣場 

13:40-15:00彰化福佬客信仰中心-南瑤宮廟宇建築導覽(魏孝穆老師) 

15:00-16:00彰化福佬客信仰-南瑤宮三媽六至笨港進香(蔡舜淵會長) 

16:00-17:00彰化元清觀廟宇導覽(江學銘老師) 

17:00回東海大學 

 

 

 

參訪彰化平原福佬客區信仰中心─南瑤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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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孝穆講師向學生導覽彰化南瑤宮三川殿建築雕刻 

 

參訪彰化元清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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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學銘講師導覽彰化元清觀三川殿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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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參訪二 

106學年第二學期通識課程「合境平安－臺灣在地客家信仰與族群融合」課程實

地體驗教學行程表 

出發時間：107年 3月 25日(日) 早上 08:00 

集合地點：東海大學中正紀念堂旁的籃球場及管理學院 

帶隊老師：郭應哲 

07：50東海大學中正紀念堂旁的上籃球場集合 

08:00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平臺集合出發 

09：00-12:30埤頭鄉路口厝福安宮→西螺大橋→西螺遶街→西螺福興宮(全程實

地體驗教學:約 5.4公里) 

12:30-14:00西螺福興宮用餐、休息 

14:00-16:00雲林詔安客家文化館 

16:00-17:30崙背鄉奉天宮 

17:30回東海大學 

 

 

 

 

學生實地操作體驗(一)─扛旗徒步隨彰化南瑤宮媽祖至笨港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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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地操作體驗(二)─扛燈徒步隨彰化南瑤宮媽祖越過西螺大橋 

 
學生實地操作體驗(三)─隨彰化南瑤宮媽祖於西螺遶街至福興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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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雲林詔安客家文化館 

 

詔安客家文化館導覽志工介紹貓耳干社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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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雲林縣福佬客信仰中心─崙背鄉奉天宮 

 

崙背鄉奉天宮文書組長李福租向學生介紹崙背媽及當地福佬客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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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參訪三 

106學年第二學期通識課程「合境平安－臺灣在地客家信仰與族群融合」課程戶

外教學行程 

出發時間：107年 3月 29日(日) 下午 5:00 

集合地點：東海大學中正紀念堂旁的籃球場 

帶隊老師:郭應哲 

17:00東海大學中正紀念堂旁的上籃球場集合 

18:00溪州鄉北聖天宮搭接駁車 

18:30莿桐鄉廣興宮→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饒平天主堂休息→ 

19:00樹仔腳第一號堤防→濁水溪→朝陽厝堤防→民生路一段(右轉)→溪州鄉

北聖天宮 

24:00賦歸東海大學 

 

 

郭應哲老師帶領學生至莿桐鄉饒平村樹仔腳，準備隨南瑤宮媽祖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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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瑤宮媽祖信徒於莿桐鄉饒平天主堂用餐，呈現臺灣的宗教融合 

 

學生與南瑤宮媽祖信徒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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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參訪四 

106學年第二學期通識課程「合境平安－臺灣在地客家信仰與族群融合」課程校

外教學行程表 

出發時間：107年 6月 10日(日) 早上 08:00 

集合地點：東海大學中正紀念堂旁的籃球場及管理學院 

帶隊老師：郭應哲 

7:50 東海大學中正紀念堂旁邊籃球場集合 

8:00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集合出發 

8:30-9:30台中市大肚區頂街萬興宮→下街永和宮 

9:40-10:30 台中市龍井區崙仔龍天宮 

10:40-11:30台中市龍井區茄投尾保安宮 

11:30-14:00前往彰化吃午餐、八卦山休息 

14:00-17:00彰化永樂街天后宮→彰化慶安宮→彰化南瑤宮(全程實地體驗教

學) 

17:00返回東海大學 

 

 

學生實地體驗(一)─徒步隨大肚下堡二十庄送彰化南瑤宮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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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地體驗(二)─隨大肚下堡二十庄送媽祖，送下街永和宮媽祖回鑾 

 

 參訪彰化南瑤宮老四媽分靈廟─龍井區崙仔龍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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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大肚下堡二十庄廟宇─龍井區茄頭尾保安宮 

 

活動結束，圓滿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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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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點： 

(1) 本學期計邀請三次專家學者蒞校實施專題講座，內容涵蓋田野調查訓練基礎、

彰化福佬客信仰-南瑤宮媽祖介紹、漳客族群共融的大肚下堡二十庄迎媽祖等等，

幫助學生認識客家相關資訊，以及建立對客家研究的興趣與基礎。 

(2) 本學期實施四次校外教學與信仰實地操作活動(107年 3 月 29 日潦溪活動，

採自由報名參加)，透過實地近距離觀察與親自參與活動，讓每一位參與學生對

客家社會與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讓不同族群的學習者，引導學習欣賞臺灣

多元文化的特質，學習彼此相互尊重。 

(3) 在本學期的課程設計中，引領學生分組田野調查大肚下堡二十庄，使學生開

始熟悉田野調查基本要領，瞭解漳客族群融合與民間信仰關係，並思考民主政治

下，臺灣本土的公共事務運作方式。 

(4) 提供基本知識及訓練，以培訓客家文化相關研究的人才課程要求學生整理演

講資料，並繳交專題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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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開設本課程後，採購與客家研究相關書籍外，並經由校內程序推薦本校圖書

館購置客家文化相關參考文獻及書籍，提供學生進一步認識客家。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本學期計畫預定邀請本課程主要研究場域之宮廟前來校內舉辦武陣與文館表演，

但囿於學校本身規定與特性，遂更改計畫，安排學生至原教室上「福佬客信仰與

廟會文化」的課程。 

第十五週，本學期計畫預定 107年 6月 3日，大肚下堡二十庄迎媽祖之最後一日

至大肚頂街萬興宮上課，但為強化教學的品質，改至 107年 6月 10日大肚下堡

送媽祖當日進行教學。 

另，彰化福佬客信仰中心─南瑤宮笨港進香，107年 3月 29日有夜間潦溪活動，

為增加學習者對於客家傳統民間信仰興趣，依學習者意願，採自由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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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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論： 

本校有幸獲得客家委員會的補助，開設通識課程「合境平安－臺灣在地客家信仰

與族群融合」，除了計劃主持人的課程講授外，並在課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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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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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工作者，以深入淺出的演講或座談方式，並特別安排學

生親自參與在地活動，將客家特色呈現給學生，以達到通識教育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