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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通識教育中心客家主題課程開設計畫之執行在期望有效結合學

校與地方資源，推動客家歷史文化及相關社會科學的研究。藉由聘請

客家學研究領域中卓俊之士加入工作團隊，藉由開設客家人文講座及

課程開設，提供客家研究領域的多元觀點呈現、人文知識的全貌，以

擴大學生視野，促進多元思考，由欣賞而激起興趣，啟發認識客家人

文的熱忱，使客家研究發展成為本校通識、人文暨社會研究的特色。 

107 年度開南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客家主題課程開設計畫預算計

450,000 元，校方配合補助計畫之執行提供金額項目計 300,000 元，

申請客委會補助 150,000 元，內容有二。 

1. 客家研究相關課程開設，計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設「客家產業

行銷」、「客家飲食與文化」2 門課程，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

「客家文化資產導論」、「桃竹苗生態教育」2 門課程，合計開設

2 門課程。全年度合計開設 4 門課程。 

2. 結合客家相關課程舉辦講座，計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舉辦 6 場次

之客家講座、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舉辦 6 場次之客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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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行情形 

一、計畫之執行概況： 

1. 延聘諮詢委員： 

中心為整合研究資源，促進客家文化研究水準提昇，本 107 年度

邀請元智大學謝登旺教授、台北市立大學圖書館長張弘毅教授、客家

文史工作者黃卓權先生、台北市前客家文化基金會董事長彭啟源先生

等專家學者擔任諮詢委員提供建言。 

2. 開設課程： 

    開設課程 4 門均列入正式修習學分，計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設

課程 2 門：業已完成開課。 

(1) 「客家產業行銷」由許家謙副教授開設。修課人數 117

人。 

(2) 「客家飲食與文化」由林慧貞助理教授開設。修課人數

107 人。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設課程 2 門：業已完成開課。 

(1) 「客家文化資產導論」由李汾陽副教授開設。修習人數

116 人。 

(2) 「桃竹苗生態教育」由劉良力助理教授開設。修習人數

1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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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舉辦 12 場次客家文化專題講座： 

編號 時  間 演 講 者 題     目 

1 107.03.22 
山宛然客家布袋戲劇劇團 

黃武山團長 
帶著客家戲偶 PAPAGO！ 

2 107.04.12 
新百王客式海鮮料理餐廳 

簡境宏主廚 

客家精神和現在的客家餐

廳 

3 107.05.10 
三角湧文化協進會 

王淑宜理事長 

三峽染：傳統工藝的轉型與

傳承 

4 107.05.17 

楊梅「人與地學會」常務理事

與編輯委員 

謝煥文 

楊梅壢的客家信仰 

5 107.05.31 
民報主編兼採訪主任 

唐詩 
媒體人看客家政策之推廣 

6 107.06.28 
陶藝家 

蔡堃生 

四季擂-客家擂茶器具創作

論述 

7 107.09.25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倪仲俊副教授 
吳濁流與台灣大河文學 

8 107.09.27 
桃園市野鳥學會 

張永福老師 
天空羽緣 飛羽探索 

9 107.10.18 

台大歷史系、玉山國家公園塔

塔加遊客中心約聘研究員 

印莉敏 

高海拔生態教育-以玉山生

物多樣性為例 

10 107.10.18 
八德社區大學主任秘書 

宋法南 
客家文化與節慶 

11 107.10.25 
基隆市野鳥學會理事長 

沈錦豐 
遊隼的故事 

12 107.11.01 
我尚網策略長 

曾德宜 

客家人的起源與原鄉 -從

「渤海堂」談起 

4. 參與客家委員會主辦之工作坊： 

時間 內容 主題 

107.09.14(五) 

14:00-16:30 

客家知識體系發展管理計畫通

識課程工作坊 

客家通識核心課程探討與

課程模組建置精進 

地點 台北市中正區紹興北街 3 號地下 1 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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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典藏之客家相關圖書開放閱覽： 

    圖書館設置客家相關圖書典藏專區，開放閱覽提供教職員生服

務。 

(1) 圖書：包含專門客家文化及台灣客家地圖、文獻相關圖書、

博碩士論文等已近 2,000 冊，其中客語文學及客家籍作家作

品 400 種以上，可做為研究客家文化或對客家文化具興趣者

之參考依據。 

(2) 期刊：校內期刊訂有客家文化季刊、客家文化研究通訊、客

家雜誌等數種相關期刊及雜誌。 

(3) 視聽資料：包括專門客家語言教學錄音、錄影帶 30 餘種，

客語發音之戲劇包括優質戲劇「寒夜」、「後山日先照」等影

音光碟，及探討客家風情文化禮俗之視聽教材。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 費  

項 目 
單  價 

數  

量 

總  

價 
計算方式及說明 

人事費          小計 364,334  

計畫專任助理費 25,000 1 人 300,000

大學級專任助理 1 人 12 個月計算

協助中心行政事務費用由本校相

關配合款支出 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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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兼任助理費 

3 月份 5,926 

4 至 11 月份

5,928 

1 人 53,350

計畫兼任助理 1 人（4 門校內課程

及校外教學課程）9 個月計算，協

助行政與教學聯絡 

計畫兼任助理補

充保費 
1,019 1 人 1,019

計畫兼任助理 1 人 1.91%補充保

費($53,350 元*1.91%) 

計畫兼任助理勞

保與勞退費 9,965 1 人 9,965

計畫兼任助理勞工保險及勞工退

休金費用：9 個月計算 

業務費            小計 84,903  

講座演講費 3,200 12 場 38,400
12 場 次 講 座 每 場 3,200 元

($1,600*2 節)計算 

資料蒐集費 7,250 4 門 29,000
開設 4 門課程相關資料蒐集支出

費用 

耗材費 12,680 1 批 12,680 碳粉匣、紙張支出經費 

雜支 4,823 1 式 4,823 文具、郵資等其他雜項費用 

總計 449,237 元
學校配合款 300,000 元 

客委會補助 149,237 元 

已依計畫進度完成助理聘用及經費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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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益： 

1. 帶動校園客家人文風潮，以利營造新的校園文化，提升本校學生

人文素養。 

2. 為本校觀光系、休閒事業管理學系、通識課程學程之多元化奠定

良好基礎，加強同學認識客家文化內涵。 

3. 提升本校學生對客家人文領域的了解，激發學習人文領域知識的

興趣，彰顯人的主體性與價值性。 

二、與原訂計畫之落差及原因分析： 

本中心推動開設客家文化相關專題課程，加強同學認識客家文

化內涵。依本校教務處提供中心開設課程選課人數結果分析： 

1. 由修習人數比較：顯示對各課程的喜好度相當 

106 年度 客家飲食與文化 107 人 

106 年度 客家產業行銷 117 人 

107 年度 桃竹苗生態教育 115 人 

107 年度 客家文化資產導論 116 人 

合        計 455 人 

2. 參與教師跨系與專長領域雖然越呈多元化，參與課程開設教師經

驗傳承有待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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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對於私立大學推動客家相關研究工作能給予更多輔導與幫助，共 

同帶動校園客家人文風潮，以利營造新的校園文化，提升本校學生人 

文素養。 

四、結論： 

本中心致力於客家相關研究、課程之開設、講座之建置，希望進

一步結合學校與地方資源，推動客家歷史文化及相關社會科學的研究 

。達成提供客家研究領域的多元觀點呈現、人文知識的全貌，並透過

開放討論以收啟迪之效，擴大學生視野，促進多元思考。多年來客家

研究中心與通識教育中心在客家相關研究、課程之開設、講座之建置、

跨校合作、文化資產研究及保存方面已有所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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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講座照片 

講  座  照  片  

 

107.03.22-帶著客家戲偶 PAPAGO！ 

 

107.04.12-客家精神和現在的客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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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照  片  

 

107.05.10-三峽染：傳統工藝的轉型與傳承 

 

107.05.17-楊梅壢的客家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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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照  片  

 

107.05.31-媒體人看客家政策之推廣 

 

107.06.28-四季擂-客家擂茶器具創作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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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講座照片 

講  座  照  片  

 

107.09.25-吳濁流與台灣大河文學 

 

107.09.27-天空羽緣 飛羽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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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照  片  

 

107.10.18-高海拔生態教育-以玉山生物多樣性為例 

 

107.10.18-客家文化與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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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照  片  

 

107.10.25-遊隼的故事 

 

107.11.01-客家人的起源與原鄉-從「渤海堂」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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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課程大綱 

客家文化資產導論 
(Culture Heritage of Taiwanese Hakka) 

  授課老師:李汾陽 
一、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培養同學對於客家族群在台灣文化資產的認識。文化資產

計有：古蹟、歷史建築、聚落、遺址；文化景觀；傳統藝術；

民俗及有關文物；古物；自然地景。以聽、讀、看、寫四種教

學方法，讓學生從課程口述、多媒體教學中吸收到文化資產的

相關知識，並於討論時間，提出自己的意見及看法，養成學生

獨立思考及多元角度觀看事物之精神。 

二、課程要求 

平常成績 30﹪；期中測驗 30﹪、期末考試 40﹪。 

三、課程時間: 

每週兩小時(兩節)；以講授為主，並進行討論 

四、教學進度 

第一周:課程簡介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 

◎必讀教材：鍾肇政編《台灣臺灣客家族群史－總論》，2004 國史館

台灣文獻館出版 

第二周:台灣客家古蹟、歷史建築、聚落、遺址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 

◎必讀教材：邱彥貴編《台灣客家地圖》，2001 貓頭鷹出版社出版 

第三周::台灣客家古蹟、歷史建築、聚落、遺址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 

◎必讀教材：邱彥貴編《台灣客家地圖》，2001 貓頭鷹出版社出版 

第四周: 台灣客家古蹟、歷史建築、聚落、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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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教學講解法 

◎必讀教材：邱彥貴編《台灣客家地圖》，2001 貓頭鷹出版社出版 

第五周: 台灣客家族羣的民俗與信仰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 

◎必讀教材：劉還月編《台灣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2001 台灣

省文獻委員會出版 

第六周: 台灣客家族羣的民俗與信仰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 

◎必讀教材：劉還月編《台灣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2001 台灣

省文獻委員會出版 

第七周: 台灣客家文化景觀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必讀教材：劉還月編《台灣客家風土誌》，2000 常民文化公司出版             

第八周: 台灣客家文化景觀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必讀教材：劉還月編《台灣客家風土誌》，2000 常民文化公司出版             

第九周期中考試            

第十周: 台灣客家傳統藝術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必讀教材：王怡芳編《傳統藝術在台灣》，2002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

出版                    

第十一周: 台灣客家傳統藝術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必讀教材：王怡芳編《傳統藝術在台灣》，2002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

出版 

第十二周: 台灣客家傳統藝術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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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讀教材：王怡芳編《傳統藝術在台灣》，2002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

出版                  

第十三周: 台灣客家古物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必讀教材：台灣客家音像記錄學會編《台灣客家音像之旅》，2004 客
家委員會出版 

第十四周: 台灣客家古物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必讀教材：台灣客家音像記錄學會編《台灣客家音像之旅》，2004 客
家委員會出版 

第十五周: 客家自然地景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必讀教材：台灣客家音像記錄學會編《台灣客家音像之旅》，2004 客
家委員會出版 

第十六周: 客家自然地景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必讀教材：台灣客家音像記錄學會編《台灣客家音像之旅》，2004 客
家委員會出版 

第十七周: 客家自然地景 

◎教學法：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必讀教材：台灣客家音像記錄學會編《台灣客家音像之旅》，2004 客
家委員會出版 

第十八周：期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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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地區生態教育 
            授課老師:劉良力 
一、課程名稱：桃竹苗地區生態教育 

二、課程摘要 

桃竹苗地區為客家族群人口比例分布較高的地帶，具有獨特的台地地

形、溪流與埤塘環境，本課程將依照區域特色，從埤塘溼地、

季節活動、溪流護魚、巨木生態、節能減碳、水資源保護等方

向來介紹本區域之客家自然環境及生態保育，期望學生親近、

了解桃竹苗地區的環境生態。 

三、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培養同學對於桃竹苗地區自然環境及生態保育的認識。以

聽、讀、看、寫四種教學方法，讓學生從課程口述、多媒體教

學中吸收到相關知識，並於討論時間，提出自己的意見及看法，

養成學生獨立思考及多元角度觀看事物之精神。 

四、課程要求 

平常成績 30﹪；期中測驗 30﹪、期末考試 40﹪。 

五、課程時間: 

每週兩小時(兩節)；以講授為主，並進行討論 

六、預定每週教學進度及內容 

周次 課程進度 教學方法 

第一周 課程簡介 教學講解法 

第二周 桃竹苗地區生態特色 教學講解法 

第三周 桃園埤塘沿革及功能 教學講解法 

第四周 埤塘生態及季節變化 教學講解法 

第五周 與自然環境相關的客家歌謠 教學講解法 

第六周 螢火蟲與客家桐花季活動 教學講解法 

第七周 蓮花季與濕地生態 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第八周 苗栗地區台地及溪流生態 教學講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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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周 期中考試  

第十周 新竹地區巨木生態 教學講解法 

第十一周 節能減碳的休閒與綠色觀光 教學講解法 

第十二周 三坑老街及自行車生態 教學講解法 

第十三周 新屋濱海生態與綠色自行車道 教學講解法 

第十四周 水資源保護～水庫功能及生態 教學講解法 

第十五周 水資源保護～石門水庫沿革 教學講解法 

第十六周 桃竹苗地區海濱生態影片欣賞 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第十七周 桃竹苗地區山區生態影片欣賞 教學講解法、多媒體教學 

第十八周 期末考周  

 

 
 

 

 

 

 

 

 

 

 

 

 

 

 

 



22 

客家飲食與文化 
                  授課教師：林慧貞 

一、 課程名稱：客家飲食與文化 

二、 授課教師：林慧貞 

三、 課程目標： 

飲食，蘊含了人類生活的文化特色，飲食與文化緊密相關。本課

程旨在介紹客家飲食文化與生活關連的課題，期望藉由客家菜餚

簡介，透視台灣客家飲食文化特色，讓學生認識客家飲食與文化

的意義與變遷，進而瞭解、體悟與欣賞客家飲食文化的精神與豐

富內涵。 

四、 授課方式：講解法、討論法。 

五、 參考書目： 

張玉欣、楊秀萍（2011）。飲食文化概論(第二版)。台北：揚智

文化。 

莊英章（2003）。客家社會文化與飲食特性。客家飲食文化輯，

10-17。台北：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張典婉（2003）。來吃客家菜來聽客家事。客家飲食文化輯，18-23。

台北：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楊昭景（2003）。看見客家飲食文化的實用精神。客家飲食文化

輯，34-37。台北：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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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江東（2003）。客家飲食文化。客家飲食文化輯，24-33。台

北：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劉還月（1996）。客家飲食與客家人。第四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

研討會論文集，399。台北：中國飲食文化基金會。 

楊彥杰（2000）。客家菜與飲食文化。第六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

研討會論文集，363-380。台北：中國飲食文化基金會。 

楊彥杰（2003）。客家人的飲食禁忌。中國飲食文化基金會會訊，

9（2），10-16。台北：中國飲食文化基金會。 

六、 課程大綱： 

1. 課程介紹 

2. 飲食與文化 

3. 台灣飲食文化 

4. 客家飲食文化：道地客家味～談客家社會文化與飲食特色 

5. 客家飲文化與客家食文化 

6. 客家飲文化：飲茶方式～膨風茶（東方美人茶）、擂茶文化

與柚子茶 

7. 客家食文化 I：節慶打粄文化～米飯、粄類 

8. 客家食文化 II：儉約實用的飲食文化～肉類、小炒、醃漬類 

9. 客家食文化 III：趨吉避凶的飲食文化～食材的諧音、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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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型與顏色、飲食行為的特殊禁忌 

10. 客家經典民俗植物 

11. 客家美食印記 

12. 客家產業發展 

13. 客家美食政策：以客家飲食文化帶動台灣休閒產業風潮 

14. 客家風情節慶活動 

（介紹客家美食節慶，如北縣客家美食節、客庄十二大節慶

2012 台東好米收冬祭—台東好米便當節，HAKKA 便當王甄

選等活動，藉由感受客家飲食文化魅力，進而更了解與欣賞

客家文化之美。） 

15. 客家風情休閒之旅 

（介紹北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親水新客庄，都會哈客族遊

憩好所在、休閒客家庄、及以客家庄為主題的休閒園等，藉

由感受客家風情魅力，進而更了解與欣賞客家文化之美。） 

16. 經驗分享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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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產業行銷 
               授課教師：許家謙 

一、教學目標：本課程著重於行銷理論與客家相關產業產品相連結，

探討客家產品的特點及行銷策略。以客家產品為主軸，課程涵蓋個案

研究及實務探討。為提昇同學應用的能力，本課程鼓勵同學以行銷人

員的角度去思考、計畫、與推廣客家產品，冀能加強理論與實務之結

合。 

二、評量方式 

期中測驗 30﹪   期末企劃案 40﹪   課堂參與出席 30﹪ 

三、參考書籍 

1.廖淑伶編譯，《行銷管理》，普林斯頓國際有限公司，2012。 

參考書目： 

2.曾光華，《消費者行為》，前程文化，2011。 

3.曾光華、陳貞吟、饒怡雲，《觀光與餐旅行銷:體驗、人文、美感》，

前程文化、2011。 

四、授課進度 

一、 課程介紹  

二、 界定行銷觀念與行銷過程 

三、 分析行銷環境 (案例: 桃園龍潭三坑老街) 

四、 案例分析、消費者市場與購買行為 

五、 消費者市場與購買行為、顧客導向行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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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專題演講 (客家產品的市場導向) 

七、 產品、服務與品牌 

八、 產品發展與產品生命週期 

九、 期中考  

十、 定價策略 

十一、 行銷通路 (案例: 客家產品的供應鏈與價值傳遞網路)  

十二、 零售與批發 

十三、 溝通顧客價值 

十四、 廣告與公共關係 (案例: 客家產品的廣告型態) 

十五、 人員銷售與促銷 

十六、 直效行銷與網路行銷 

十七、期末企劃案報告 

十八、期末企劃案報告 

期末報告格式 

一、行銷環境 

1.總體環境狀況 

2.產品狀況 

3.競爭狀況 

二、產品與公司的優勢、劣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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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WOT 分析 

2.報告所知的狀況 

三、市場區隔與目標市場 

四、行銷策略 

1.產品策略 

2.價格策略 

3.通路策略 

4.推廣策略 

五、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