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成果報告書

「走讀客家-浪漫台三線」通識課程執行計畫 

執行單位：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楊若萍 

聯絡人：楊若萍 

聯絡電話：

E-MAIL：yang88@cc.cust.edu.tw

日    期：107 年 11 月 01 日 



 

 

目  錄 

 

壹、前言…………………………………………………………………01 

 

貳、執行情形……………………………………………………………01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01 

二、預算支用情形…………………………………………………  08 

 

參、檢討與建議…………………………………………………………08 

一、成果效益…………………………………………………………08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09 

三、結論………………………………………………………………09 

 

肆、研究成果全文……………………………………………………10 

 

 

 

 

 

 

 

 

 

 

 

 



1 

 

壹、 前言 

 客家人在漢民族中是非常有特色且無法以省分等行政區劃分的 

一個族群，客家先民留下來的資產是族群發展的軌跡，我們可以透過

對客家生活地景空間的探索來感受體會客家先民一路走來，開山墾地

的甘苦心情及生活智慧。 

    本課程計畫名稱為「走讀客家-浪漫台三線」，即是希望藉著以客

家族群聚居縣市為主的相關地景來介紹背後的人文知識，以達到文化

傳承的功能，並使同學關懷保存鄉土文化，了解當地的發展背景和環

境特色。本校新竹校區位於橫山鄉，因此在課程的安排上便以學校所

在的橫山出發，輻射狀往西北走，18 周的課程涉及內灣、北埔、竹

東、芎林、竹北、新埔、楊梅、三義等台三線鄉鎮的人文地景，內容

含括藝術、音樂與文學，是一門能將人文與地景做有機組合的課程。

本課程也延請校外學者專家來授課，並以行動導向教學的實際操作，

來增強學生對本課程之興趣及落實學生之學習。 

 

貳、 執行情形： 

一、 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計畫於106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課，依據計劃書確實執行十八周

教學主題如下: 

 

106學年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走讀客家-浪漫台三線 

周次 課程內容 

第 1周 課程主題：導論「客家人文地景」的概念。 

本課程名為「走讀客家-浪漫台三線」，即是希望藉著以客家族群聚居縣市

為主的相關地景來介紹背後的人文知識，以達到文化傳承的功能，並使同

學關懷保存鄉土文化，了解當地的發展背景和環境特色。本校新竹校區位

於橫山鄉，因此在課程的安排上便以學校所在的橫山出發，輻射狀往西北

走台三線大竹塹段。18周的課程涉及內灣、北埔、竹東、芎林、竹北、

新埔、楊梅、三義等鄉鎮的人文地景，內容含括藝術、音樂與文學，是一

門能將人文與地景做有機組合的課程。 

課程活動:學生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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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周 地景主題:「竹東動漫園區」 

竹東舊稱為樹圮林。自日治時代開始就是林礦藏的產業集散地，光復後，

林礦業一樣受到重視，於是興建了火車內灣線，竹東就是最重要的一站。

2012年新竹縣政府利用竹東火車站附近的閒置空間，將歷史文化、動漫

創意與生活娛樂結合成「竹東動漫園區」，希望成為孕育台灣動漫產業的

核心基地。 

人文內涵:劉興欽的漫畫 

劉興欽是 60、70年代最為多產的台灣漫畫家，他的漫畫以美國漫畫家流

暢的技法，講述發生在他童年、求學、工作場所發生的大小事，幽默及無

法停止的故事，讓他成為最為多產的漫畫家，也是講述客家生活最為盡興

的漫畫家。 

 

專家演講 1:本周邀請研究劉興欽漫畫有成，自己也擅長漫畫的陳德馨教

授做專題演講。 

第 3周 地景主題: 竹東-蕭如松藝術園區 

蕭如松藝術園區位於新竹縣竹東鎮，是畫家蕭如松的故居，園區其實是舊

的日式建築宿舍群，依原貌整修後成為展示蕭如松生前的生活型態的博物

館，場景模擬應用蕭如松使用過的器具、文物等模擬出當時生活背景的歷

史文物空間，並有藝術作品的展示。同時園區也可以做為藝文活動交流的

地點、藝文研討講座舉辦、民眾的藝文休憩空間等，逐漸發展形成出一個

有系統規模的藝術園區。 

人文內涵: 蕭如松—竹東高中系列繪畫 

過世的蕭如松，已經成為竹東地區重要的藝術家，也是客籍藝術家的代表

性人物。雖然他沒有像同時期的畫家如楊三郎、李石樵般，快速的獲得台

灣美術史上的聲譽，但是透過近幾年的挖掘，他的重要性逐漸展現，尤其

是他在繪畫語彙上的自覺與演變，似乎建立出一種冷冽的特質。他一生執

教於竹東高中，因此以這個校園為主的畫作，幾乎可以被視為他作為客籍

藝術家的代表作品。 

專家演講 2: 本周邀請台灣美術史研究專家陳德馨教授做專題演講。 

第 4周 地景主題:芎林-「鄧雨賢音樂文化紀念園區」 

鄧雨賢紀念公園在新竹縣芎林鄉，原址為「陸軍八０七野戰醫院」，後來

醫院遷撤，部隊撤走之後原址荒蕪。芎林鄉公所於是爭取將原址闢建為「鄧

雨賢音樂文化紀念園區」，以紀念曾在附近芎林國小任教，有「台灣歌謠

之父」的音樂家鄧雨賢。 

人文內涵: 鄧雨賢的音樂 

鄧雨賢是台灣著名的作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流行音樂作者，被世人譽為

「台灣歌謠之父」。他於 1906年生於龍潭，1940年遷至芎林，1944年與

世長辭，得年 39歲。雖然他出身客家望族，但是在其短暫而豐富的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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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中，以客語進行創作的歌曲有限，絕大部分的樂章都是以閩南語及日

語為之，如「望春風」、「雨夜花」等名曲，至今仍傳唱不歇。目前所知可

能是針對客家主題作的歌曲，可能只有「客家魂（望春風）」及「芎林小

唄」這幾首歌曲。所以鄧雨賢短暫一生的豐富創作可看作是最佳的族群融

合劑，撫慰不同族群的心靈，是客籍藝術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課程活動:課堂討論及鄧雨賢音樂欣賞 

第 5周 地景主題: 北埔-金廣福公館、姜家天水堂、忠恕堂  

金廣福公館位於北埔鄉中正路六號，約創建於清道光十五年（1835），它

是清代墾拓大隘地區的一個據點，也是金廣福墾號的辦公室。北埔姜宅，

位於新竹縣北埔鄉中正路 1號，也就是在金廣福公館的左前方，因姜氏的

郡望堂號為天水郡，故名天水堂。是由金廣福開拓墾戶首姜秀鑾所建，是

北埔聚落內最大的民宅建築。 

人文內涵:北埔的拓墾開發史  

新竹北埔舊稱大隘，是在 19世紀因拓墾而建立的客家族群聚落，是擁有

台灣客家文化資產較為集中的聚落，更是反映台灣族群關係、客家文化的

社區。 

課程活動:課堂討論 

第 6周 地景主題: 北埔- 縣定古蹟「姜阿新洋樓」 

姜阿新故宅，建於民國 35 年，民國 38 年竣工，是由竹東本地建築師彭

玉理所設計，為仿歐式之巴洛克式建築，外表華麗壯觀，內部寬敞舒適，

是建築上難得的經典作品。其用材、作工均極為考究，形式特殊，被稱為

「姜阿新洋樓」。  

人文內涵:北埔茶文化與茶產業 

自日治初期直到 1980年，茶產業和許多北埔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曾經有

30年以上的時間，北埔鄉境內滿山遍野都是茶園，逢茶菁採收時節，大

街小巷到處都在披茶、製茶。北埔富商姜阿新出生於 1901年，曾任竹東

茶葉株式會社董事長，台灣光復後成立永光股份有限公司，他靠茶葉獲致

龐大利益而風光一時，鄉內也同時佈滿了多所的大、中、小型茶工廠。姜

阿新故宅於民國三十五年興建時，正值姜氏茶產事業如日中天之際，而興

建此一可接待外賓及居住的豪宅。 

課程活動:課堂討論 

第 7周 地景主題: 北埔-秀鑾山公園 

秀巒山位於北埔街東南隅(海拔約 230公尺)，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大隘居民

為了紀念金廣福開墾戶-姜秀巒，開闢百年紀念，命名為「秀巒山」，並立

開基百年石碑乙座，以頌揚姜秀巒之功績。秀鑾山公園有「開闢百年紀念

之碑」、「開拓大隘紀念碑」、 

 「烈士姜紹祖先生成仁紀念碑」、「復中興烈士紀念碑」等文 

物。 



4 

 

人文內涵: 1895姜紹祖的義勇軍抗日 

1895年臺灣被割為日本所有。面對更換主權的臺灣紳民採取激烈手段以

武力反抗，史稱「1895乙未之役」。「北埔天水堂」姜家由姜紹祖

(1876-1895)領兵投入戰事，其部隊的幹部多為北埔大隘地區人士，由過

去「金廣福」墾隘組織所延續的地方武力，由年僅十九歲的姜紹祖領軍下，

在抗日行動中發揮到極致。姜紹祖被捕後不願投降最後吞鴉片膏自盡而

亡，壯烈成仁。體現了客家人的忠義精神。 

課程活動:課堂討論 

第 8 周 地景主題: 北埔-鄧南光影像紀念館 

坐落於新竹縣北埔鄉的鄧南光影像紀念館，收錄了寫實攝影先驅鄧南光從

1930到 1960年代留下的彌足珍貴歷史影像。為感念鄧南光對臺灣攝影發

展的貢獻，由鄧氏後人提供北埔家族老宅作為鄧南光影像紀念館館舍用

地。紀念館前身為「鄧世源醫院」，興建於日治時期西元 1920年，是早年

地方罕見的兩層式洋樓建築，而因當時洋樓旁的果園種滿了柑橘，又被稱

為「柑園」。 

人文內涵:鄧南光的攝影—北埔姜家記事 

作為北埔姜家後代的鄧南光，相較於其他當代攝影師，他有更多的機會拍

攝客家文化的活動面向。留學日本的經驗，讓他得以親炙現代攝影技巧，

必以這門技藝記錄下北埔鄉間所發生的各種物事。作為台灣現代攝影積極

的推動者，他所涉獵的範圍相當廣泛，但是客家文化的紀錄，一直都是他

創作生命的重點，透過他的鏡頭，北埔客家先民的活動，縱使時隔數十年，

仍歷歷在目。 

專家演講 3:本周邀請研究鄧南光攝影作品的陳德馨教授做專題演講。 

第 9周 期中考 

第 10周 地景主題: 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 

竹北新瓦屋（忠孝堂）是在清嘉慶十年(西元 1805年)興建的。新瓦屋林

家，於芒頭埔一帶開基，聚落形成較六張犁林姓為晚，因較六張犁大夫第

為新，故稱為新瓦屋。新瓦屋聚落核心是為紀念林家來台祖的公廳「忠孝

堂」。周圍則是林家子孫的居住空間，隨著子孫的繁衍，聚落達到八橫的

規模。整個新瓦屋聚落是一個封閉型的村莊，前有圍牆及門樓，周圍有水

圳及竹圍圍繞，堂前的大禾埕是族人晒穀的場地。忠孝堂建築雖經過改

建，不過格局仍然完整，為一堂兩橫之合院建築。整體而言，新瓦屋這種

以祠堂為中心，所形成的核心式聚落，充分表現出客家人的家族觀念與居

住的文化內涵，是極具代表性的聚落環境。  

人文內涵:新瓦屋花鼓隊 

新瓦屋居民在民國三十八年，為響應政府號召參與慶祝台灣光復節的活

動，由新瓦屋林家族人自動自發扮丑角表演花鼓， 他們故意穿貣不合身

的奇裝異服、每位男性演出者在臉上畫貣誇張的臉譜、又以逗趣詼諧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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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沿街表演。最早是自然隨興的藝陣遊街，後來才逐漸有女性身穿花衫、

拿花傘、走花步參與表演，並在打花鼓的節奏中遊街帶給地方鄉親一貣歡

樂的氣氛。 

課程活動:課堂討論 

第 11周 地景主題: 竹北-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規劃基地原屬竹北民俗公園計畫用地，客家傳統建

築三級古蹟「問禮堂」即座落其中。客家文化學院的建築亦仿客家圓樓的

形式構築，保留聚落民居的開放空間特色。除了設置國際客家研究中心

外，亦提供客家文化學院各系所師生教學及研究使用。 

人文內涵:客家相關主題課程及客家相關研究進行。 

課程活動: 課堂討論。 

第 12周 地景主題:新埔旱坑里-柿餅的原鄉 

柿餅在新埔鎮的旱坑里已經有 160年的歷史了。新埔鎮由於是丘陵地且氣

候乾燥少雨，再加上旱坑里每年在 9~12月吹貣的乾燥風，也就是當地人

稱的九降風(具有天然烘乾的效果)，使得地理及天候條件十分符合柿餅制

作過程--曝曬、乾燥及脫水等要件，因此新埔鎮所生産的柿餅特別好吃，

遠近馳名。在新竹縣新埔鎮旱坑里味衛佳柿餅後山約三公頃的果園裡，有

二百餘棵的柿樹，柿子成熟時，滿山紅紅的一片。在柿子成熟及柿餅加工

的季節裡，非常適合攝影拍照。 

人文內涵:柿染藝術 

柿染料是從生柿果、柿皮、柿蒂、柿葉所提煉，能將作柿餅時產生的廢棄

物轉變成良好的資源，展現客家勤儉的精神和樸拙的美感。柿染不僅可以

煮染、冷染，柿汁還可以「繪染」，在布料上之效果展現，就像墨水於宣

紙上的國畫，是一般植物染難以達到的效果。透過柿染可以展現客家手工

藝術的深度。 

課程活動:課堂討論 

第 13周 地景主題:新埔-大茅埔「下吳屋」吳濁流故居 

新竹縣新埔鎮大茅埔「下吳屋」的「至德堂」是一棟三合院建築，「至德

堂」是吳家公廳，兩側橫屋及以過水廊連貫的多棟「外橫屋」集居著吳家

子孫，吳濁流生前即住於至德堂左側橫屋。由於至德堂保存完整，由此可

以看到客家家廟的建築特色，而且又經過新竹縣文化局及客委會的資助整

修，現在也成為吳濁流紀念館。 

人文內涵:作家身影—鐵血詩人吳濁流。 

有「鐵血詩人」之稱的客籍作家吳濁流(1900-1976)是戰後台灣文學發展

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有詩、散文隨筆、長篇小說等，重要著作有「亞細

亞的孤兒」、「台灣連翹」、「無花果」等等。吳濁流的作品強烈反映了日本

殖民時期，台灣人的無奈與悲情。吳濁流在 1964年創「台灣文藝」雜誌，

並於 1969年設立「吳濁流文學獎」，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巨大的貢獻。 



6 

 

課程活動:課堂討論 

第 14周 地景主題:新埔-雙堂屋 

清乾隆 20年（1755年），廣東人劉學悟隨母親渡海來台，移墾新竹香山

地區。1781年又從香山移居新埔上枋寮現址，並貣造新宅。1928年因子

孫眾多不敷居住，乃改建成今所見前後兩堂、左右各三棟橫屋的擴大型四

合院，稱「雙堂屋」。雙堂屋全盛時期共有 99間，其空間機能完全配合農

村生活的需求，譬如正廳前為了祭祖時能容納眾多子孫，設置了「大天井 」

及廂廊；護龍之間設置了小天井及「過水門」，每個住戶可以保有自己隱

私；前堂外為了農忙時期曬榖方便，設置了兩個廣場（禾埕）；為了日常

用水方便，宅前宅後設了數個水井。是新竹地區規模最龐大的傳統客家農

宅。 

人文內涵: 

1755年自廣東饒帄渡海來台的劉氏家族，可以說是來台開墾最具典型的

客家族裔之一。他們自大陸原鄉渡海，於新竹香山短暫落腳，便移居當時

稱為枋寮的新埔，並且在此地開基立業。相較於新竹其他地區，當時的新

埔地區，還是台灣帄埔族的獵鹿場，稱為「吧哩國」。劉家與其他十餘戶

漢人相結，形成商業聚落，並成功的在此建立據點。1781年，劉家建立

雙堂屋，以原鄉祖宅樣式興築，雖然都是茅草土牆，但卻是他們在台灣土

地穩定立足的表徵。1786年爆發林爽文事件。抗清風暴很快席捲全台，

直接迫近客民聚落。在保衛鄉土的意識下，劉氏家族與其它客民，組織一

千餘人的義軍，向南抗擊林爽文部隊，並順利剿滅叛亂，為朝廷封為義民。

死難其事的義軍屍骸，則歸葬於新埔奉祀至今，即今新埔義民廟。1862

年，台中戴潮春事變，亂軍雖未向北侵襲，但客民仍組義軍前往參戰，戰

死六十餘人，其後也歸葬義民廟。事實上，雖然台灣戰亂不斷，但此時新

埔已經成為蔗糖、茶葉、樟腦三大經濟作物集散地，經濟發展持續飛躍。

新埔雙堂屋是劉氏家族的祖廟，從其奠基至今數百年，展現出客家先民，

在此新天地中，越挫越勇的民族表徵。 

課程活動:課堂討論 

第 15周 地景主題: 楊梅-富岡老街「呂家聲洋樓」 

位於楊梅鎮富岡火車站前的富岡老街，早期只是一個偏遠的農村，一直到

昭和四年(1929年)時縱貫鐵路北移，並且在這裡設置伯公岡站，因此帶

動當年富岡老街的經濟繁榮。富岡老街上依舊保存著民國十八年的磚砌房

屋，分別散佈在中正路、信義路、新明街與成功路上，而在這之中最具有

特色的就是「呂家聲洋樓」。呂家聲，出生於新屋，為一方之富，並曾擔

任楊梅區、楊梅壢區區長等職務。建設呂宅時，呂家聲正好擔任楊梅壢區

區長，據稱當時聘請設計大溪老街街區內最豪華洋樓「建成商行」的建築

師郭福設計，五開間的豪華洋樓，中間以拜占庭式圓頂與羅馬列柱為特

色。這是一棟融合了拜占庭窿頂、希臘三角山牆以及羅馬對稱列柱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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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具有異國風情的房屋架構。 

人文內涵:攝影師吳金淼的楊梅印象 

相較於同一時期的其他台灣攝影師，畢生羈留於桃園楊梅的攝影師吳金

淼，呈現出不一樣的生命景觀。他未曾離開過故鄉，攝影的相關技法，也

是輾轉習得，憑藉其對這門藝術的熱愛與堅持，他與弟妹終生堅守的照像

事業，存留了楊梅鎮民的所有影像。生老病死，鎮民的一生被他定格在相

機裡，給我們今日觀覽這個客家小鎮的一個重要窗口。 

專家演講 4: 本周邀請吳金淼研究專家陳德馨教授做專題演講。 

第 16周 地景主題:三義-木雕街、木雕博物館 

三義木雕的歷史發展可追溯至大約在西元 1918年，當時的鄉民吳進寶撿

拾了許多枯木回家加工後當成家裡的擺飾，日人看到後十分喜愛，便和他

研究如何將這些枯木經過加工後成為藝術品，之後吳進寶之子吳羅松便向

日人學習雕刻藝術，在當地經營雕刻生意並教授鄉民雕刻技藝；同時李金

川先生也像日人學習雕刻藝術，鑽研人物雕刻，並在苗栗通霄等地蓬勃發

展，西元 1966年由於中國雕刻名師來台傳授，開始了苗栗木雕最興盛的

時刻，木雕業者甚至多達 100至 200多家，1995年更成立了三義木雕博

物館，讓台灣更多民眾了解三義木雕的藝術之美。 

人文內涵:吳羅松的木雕 

作為三義木雕事業的始祖，吳羅松的雕刻作品，不但建立了三義木雕的偉

大事業。同時也形塑了三義木雕的整個特色。吳羅松的雕刻代表著上一世

代的三義樣式，或許在新的世代會對他的創作，誤解為保守遲滯，缺乏創

意。但是這是忽略時空下的錯覺，我們要了解三義木雕的堅韌生命，以及

客家特色在三義木雕的發展，則絕不能忽略吳羅松的關鍵角色。 

第 17周 主題：小組報告。 

    在一學期的尾聲，課程即將結束前的一周，同學們以小組的方式分別

上台報告自己喜歡的客家人文地景勘查，作為對本課程的行動實踐。 

第 18周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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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算支用情形：  

(單位:元) 

計畫核定項目及金額 執行計畫使用項目及金額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講座鐘點費(校外專家) 12,800 講座鐘點費(校外專家) 12,800 

課程規劃費 10,000 課程規劃費 10,000 

資料影印費 15,000 資料影印費 15,000 

活動海報印製 4,000 活動海報印製 4,000 

空白光碟片 2,500 空白光碟片 2,500 

墨水夾(黑白及彩色) 7,200 墨水夾(黑白及彩色) 7,200 

紙張 3,000 紙張 3,000 

文具雜項 5,000 文具雜項 5,000 

郵資 500 郵資 500 

執行率:1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課程的開設是基於技職院校的課程著重點大部份都是以理工

或商科為主導課程，技職院校的學生也多半以學技術為主要需求，較

不受重視人文素養的建立與關懷，因此，對人或土地缺乏認識，對社

會同樣無法投入認同的情感而充滿許多的冷漠與疏離。開設客家文化

相關課程不是只在引導學生認識客家人食衣住行的古老傳統，提昇學

生的人文素養，瞭解人的價值，也是很重要的目的。因此這門課程乃

在希望達到這個目的之下而開設。希望可以透過這學期的課程，引導

學生了解學校所在附近之客家地景風貌及其後的人文背景內涵，並從

中領會欣賞客家文化及客家精神。因此在經過 18 周的課程後，達到

以下成果效益: 

1. 發揚客家精神。藉由本計畫的實施，將客家文化中勤勞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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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毅刻苦、愛人惜物的精神顯現出來，讓其它族群人士對客家

人有更多正面而深入的認識。 

2. 本計畫以多面向解釋客家的歷史文化、源流以及客家意識，幫

助學生學習並了解客家文化，讓學生有共鳴，讓學生深刻的體

會客家精神及意識。  

3. 在有計劃的教學下，幫助對客語有興趣及已經稍會客語的同學，

提高其說客語的能力，如此一來不但能夠促使客家子弟有更強

烈的族群認同，也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客語的優美及特色。 

4. 結合相關課程，如音樂、美術、服裝的課程及教學資源，針對

客家文化中的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從事相關的延伸探討，期

使客家文化在未來有新的發展並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由於事先規劃詳細，所有課程皆按照進度實施，所以並未出現與

原訂計畫落差之情況。 

 

   三、結論： 

    在經過一學期課程的安排和活動執行下，希望對於推廣客語和提

振客家文化有所助益，除喚醒新一代客家後裔對客家族群語言與文化

的重視外，另一方面也能在台灣重視各族群多元文化發展的情況下，

有效並迅速的恢復客家文化應有的自尊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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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106 學年第二學期--課程名稱：走讀客家-浪漫台三線 

 

週別 第一週 主題探索 
導論「走讀客家-浪漫台三

線」的概念 

本課程希望藉著以客家族群聚居縣市為主的相關地景來介紹背後的人文知識，以

達到文化傳承的功能，並使同學關懷保存鄉土文化，了解當地的發展背景和環境

特色。本校新竹校區位於橫山鄉，因此在課程的安排上便以學校所在的橫山出

發，輻射狀往外走，18周的課程涉及內灣、北埔、竹東、芎林、竹北、新埔、

楊梅、三義等鄉鎮的人文地景，內容含括藝術、音樂與文學，是一門能將人文與

地景做有機組合的課程。 

課程活動:學生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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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二週 主題探索 
「竹東動漫園區」與劉興欽的

漫畫 

竹東舊稱為樹圮林。自日治時代開始就是林礦藏的產業集散地，光復後，林礦業

一樣受到重視，於是興建了火車內灣線，竹東就是最重要的一站。2012年新竹

縣政府利用竹東火車站附近的閒置空間，將歷史文化、動漫創意與生活娛樂結合

成「竹東動漫園區」，希望成為孕育台灣動漫產業的核心基地。 

人文內涵:劉興欽的漫畫 

劉興欽是 60、70年代最為多產的台灣漫畫家，他的漫畫以美國漫畫家流暢的技

法，講述發生在他童年、求學、工作場所發生的大小事，幽默及無法停止的故事，

讓他成為最為多產的漫畫家，也是講述客家生活最為盡興的漫畫家。 

 

專家演講 1:本周邀請研究劉興欽漫畫有成，自己也擅長漫畫的陳德馨教授做專

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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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三週 主題探索 
竹東-蕭如松藝術園區與蕭

如松—竹東高中系列繪畫 

蕭如松藝術園區位於新竹縣竹東鎮，是畫家蕭如松的故居，園區其實是舊的日式

建築宿舍群，依原貌整修後成為展示蕭如松生前的生活型態的博物館，場景模擬

應用蕭如松使用過的器具、文物等模擬出當時生活背景的歷史文物空間，並有藝

術作品的展示。同時園區也可以做為藝文活動交流的地點、藝文研討講座舉辦、

民眾的藝文休憩空間等，逐漸發展形成出一個有系統規模的藝術園區。 

人文內涵:蕭如松—竹東高中系列繪畫 

過世的蕭如松，已經成為竹東地區重要的藝術家，也是客籍藝術家的代表性人

物。雖然他沒有像同時期的畫家如楊三郎、李石樵般，快速的獲得台灣美術史上

的聲譽，但是透過近幾年的挖掘，他的重要性逐漸展現，尤其是他在繪畫語彙上

的自覺與演變，似乎建立出一種冷冽的特質。他一生執教於竹東高中，因此以這

個校園為主的畫作，幾乎可以被視為他作為客籍藝術家的代表作品。 

專家演講 2: 本周邀請研究蕭如松畫作的藝術史專家陳德馨教授做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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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四週 主題探索 
芎林-「鄧雨賢音樂文化紀念園

區」與鄧雨賢的音樂 

鄧雨賢紀念公園在新竹縣芎林鄉，原址為「陸軍八０七野戰醫院」，後來醫院遷

撤，部隊撤走之後原址荒蕪。芎林鄉公所於是爭取將原址闢建為「鄧雨賢音樂文

化紀念園區」，以紀念曾在附近芎林國小任教，有「台灣歌謠之父」的音樂家鄧

雨賢。 

人文內涵: 鄧雨賢的音樂 

鄧雨賢是台灣著名的作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流行音樂作者，被世人譽為「台灣

歌謠之父」。他於 1906年生於龍潭，1940年遷至芎林，1944年與世長辭，得年

39歲。雖然他出身客家望族，但是在其短暫而豐富的作曲生涯中，以客語進行

創作的歌曲有限，絕大部分的樂章都是以閩南語及日語為之，如「望春風」、「雨

夜花」等名曲，至今仍傳唱不歇。目前所知可能是針對客家主題作的歌曲，可能

只有「客家魂（望春風）」及「芎林小唄」這幾首歌曲。所以鄧雨賢短暫一生的

豐富創作可看作是最佳的族群融合劑，撫慰不同族群的心靈，是客籍藝術家中最

具代表性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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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五週 主題探索 
北埔-金廣福公館、姜家天水堂、

忠恕堂與北埔的拓墾開發史 

金廣福公館位於北埔鄉中正路六號，約創建於清道光十五年（1835），它是清代

墾拓大隘地區的一個據點，也是金廣福墾號的辦公室。北埔姜宅，位於新竹縣北

埔鄉中正路 1號，也就是在金廣福公館的左前方，因姜氏的郡望堂號為天水郡，

故名天水堂。是由金廣福開拓墾戶首姜秀鑾所建，是北埔聚落內最大的民宅建築。 

人文內涵:北埔的拓墾開發史  

新竹北埔舊稱大隘，是在 19世紀因拓墾而建立的客家族群聚落，是擁有台灣客

家文化資產較為集中的聚落，更是反映台灣族群關係、客家文化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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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六週 主題探索 
北埔- 縣定古蹟「姜阿新洋樓」

與北埔茶文化與茶產業 

姜阿新故宅，建於民國 35 年，民國 38 年竣工，是由竹東本地建築師彭玉理所

設計，為仿歐式之巴洛克式建築，外表華麗壯觀，內部寬敞舒適，是建築上難得

的經典作品。其用材、作工均極為考究，形式特殊，被稱為「姜阿新洋樓」。  

人文內涵:北埔茶文化與茶產業 

自日治初期直到 1980年，茶產業和許多北埔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曾經有 30年以

上的時間，北埔鄉境內滿山遍野都是茶園，逢茶菁採收時節，大街小巷到處都在

披茶、製茶。北埔富商姜阿新出生於 1901年，曾任竹東茶葉株式會社董事長，

台灣光復後成立永光股份有限公司，他靠茶葉獲致龐大利益而風光一時，鄉內也

同時佈滿了多所的大、中、小型茶工廠。姜阿新故宅於民國三十五年興建時，正

值姜氏茶產事業如日中天之際，而興建此一可接待外賓及居住的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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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七週 主題探索 
北埔-秀鑾山公園與 1895姜紹祖

的義勇軍抗日 

秀巒山位於北埔街東南隅(海拔約 230公尺)，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大隘居民為了紀

念金廣福開墾戶-姜秀巒，開闢百年紀念，命名為「秀巒山」，並立開基百年石碑

乙座，以頌揚姜秀巒之功績。秀鑾山公園有「開闢百年紀念之碑」、「開拓大隘紀

念碑」、「烈士姜紹祖先生成仁紀念碑」、「復中興烈士紀念碑」等文物。 

人文內涵: 1895姜紹祖的義勇軍抗日 

1895年臺灣被割為日本所有。面對更換主權的臺灣紳民採取激烈手段以武力反

抗，史稱「1895乙未之役」。「北埔天水堂」姜家由姜紹祖(1876-1895)領兵投入

戰事，其部隊的幹部多為北埔大隘地區人士，由過去「金廣福」墾隘組織所延續

的地方武力，由年僅十九歲的姜紹祖領軍下，在抗日行動中發揮到極致。姜紹祖

被捕後不願投降最後吞鴉片膏自盡而亡，壯烈成仁。體現了客家人的忠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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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八週 主題探索 
北埔-鄧南光影像紀念館與

鄧南光的攝影—北埔姜家

記事 

坐落於新竹縣北埔鄉的鄧南光影像紀念館，收錄了寫實攝影先驅鄧南光從 1930

到 1960年代留下的彌足珍貴歷史影像。為感念鄧南光對臺灣攝影發展的貢獻，

由鄧氏後人提供北埔家族老宅作為鄧南光影像紀念館館舍用地。紀念館前身為

「鄧世源醫院」，興建於日治時期西元 1920年，是早年地方罕見的兩層式洋樓建

築，而因當時洋樓旁的果園種滿了柑橘，又被稱為「柑園」。 

人文內涵:鄧南光的攝影—北埔姜家記事 

作為北埔姜家後代的鄧南光，相較於其他當代攝影師，他有更多的機會拍攝客家

文化的活動面向。留學日本的經驗，讓他得以親炙現代攝影技巧，必以這門技藝

記錄下北埔鄉間所發生的各種物事。作為台灣現代攝影積極的推動者，他所涉獵

的範圍相當廣泛，但是客家文化的紀錄，一直都是他創作生命的重點，透過他的

鏡頭，北埔客家先民的活動，縱使時隔數十年，仍歷歷在目。 

 

專家演講 3: 

 

 

 

週別 第九週 主題探索 期中考試 

期中考試，紙本測驗。應試學生:60 名。考試成績:全班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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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十週 主題探索 
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 

新瓦屋花鼓隊 

竹北新瓦屋（忠孝堂）是在清嘉慶十年(西元 1805年)興建的。新瓦屋林家，於

芒頭埔一帶開基，聚落形成較六張犁林姓為晚，因較六張犁大夫第為新，故稱為

新瓦屋。新瓦屋聚落核心是為紀念林家來台祖的公廳「忠孝堂」。周圍則是林家

子孫的居住空間，隨著子孫的繁衍，聚落達到八橫的規模。整個新瓦屋聚落是一

個封閉型的村莊，前有圍牆及門樓，周圍有水圳及竹圍圍繞，堂前的大禾埕是族

人晒穀的場地。忠孝堂建築雖經過改建，不過格局仍然完整，為一堂兩橫之合院

建築。整體而言，新瓦屋這種以祠堂為中心，所形成的核心式聚落，充分表現出

客家人的家族觀念與居住的文化內涵，是極具代表性的聚落環境。  

人文內涵:新瓦屋花鼓隊 

新瓦屋居民在民國三十八年，為響應政府號召參與慶祝台灣光復節的活動，由新

瓦屋林家族人自動自發扮丑角表演花鼓， 他們故意穿貣不合身的奇裝異服、每

位男性演出者在臉上畫貣誇張的臉譜、又以逗趣詼諧的形象沿街表演。最早是自

然隨興的藝陣遊街，後來才逐漸有女性身穿花衫、拿花傘、走花步參與表演，並

在打花鼓的節奏中遊街帶給地方鄉親一貣歡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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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十一週 主題探索 
竹北-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

院 

地景主題: 竹北-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規劃基地原屬竹北民俗公園計畫用地，客家傳統建築三級

古蹟「問禮堂」即座落其中。客家文化學院的建築亦仿客家圓樓的形式構築，保

留聚落民居的開放空間特色。除了設置國際客家研究中心外，亦提供客家文化學

院各系所師生教學及研究使用。 

人文內涵:客家相關主題課程及客家相關研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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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十二週 主題探索 
新埔旱坑里-柿餅的原鄉與柿染

藝術 

柿餅在新埔鎮的旱坑里已經有 160年的歷史了。新埔鎮由於是丘陵地且氣候乾燥

少雨，再加上旱坑里每年在 9~12月吹貣的乾燥風，也就是當地人稱的九降風(具

有天然烘乾的效果)，使得地理及天候條件十分符合柿餅制作過程--曝曬、乾燥

及脫水等要件，因此新埔鎮所生産的柿餅特別好吃，遠近馳名。在新竹縣新埔鎮

旱坑里味衛佳柿餅後山約三公頃的果園裡，有二百餘棵的柿樹，柿子成熟時，滿

山紅紅的一片。在柿子成熟及柿餅加工的季節裡，非常適合攝影拍照。 

人文內涵:柿染藝術 

柿染料是從生柿果、柿皮、柿蒂、柿葉所提煉，能將作柿餅時產生的廢棄物轉變

成良好的資源，展現客家勤儉的精神和樸拙的美感。柿染不僅可以煮染、冷染，

柿汁還可以「繪染」，在布料上之效果展現，就像墨水於宣紙上的國畫，是一般

植物染難以達到的效果。透過柿染可以展現客家手工藝術的深度。 

 

 

 

 

 



21 

 

週別 第十三週 主題探索 
新埔-大茅埔「下吳屋」吳濁流故居

與作家身影—鐵血詩人吳濁流。 

新竹縣新埔鎮大茅埔「下吳屋」的「至德堂」是一棟三合院建築，「至德堂」是

吳家公廳，兩側橫屋及以過水廊連貫的多棟「外橫屋」集居著吳家子孫，吳濁流

生前即住於至德堂左側橫屋。由於至德堂保存完整，由此可以看到客家家廟的建

築特色，而且又經過新竹縣文化局及客委會的資助整修，現在也成為吳濁流紀念

館。 

人文內涵:作家身影—鐵血詩人吳濁流。 

有「鐵血詩人」之稱的客籍作家吳濁流(1900-1976)是戰後台灣文學發展的重要

人物，他的作品有詩、散文隨筆、長篇小說等，重要著作有「亞細亞的孤兒」、「台

灣連翹」、「無花果」等等。吳濁流的作品強烈反映了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的無

奈與悲情。吳濁流在 1964年創「台灣文藝」雜誌，並於 1969年設立「吳濁流文

學獎」，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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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十四週 主題探索 新埔-雙堂屋 

清乾隆 20年（1755年），廣東人劉學悟隨母親渡海來台，移墾新竹香山地區。

1781年又從香山移居新埔上枋寮現址，並貣造新宅。1928年因子孫眾多不敷居

住，乃改建成今所見前後兩堂、左右各三棟橫屋的擴大型四合院，稱「雙堂屋」。

雙堂屋全盛時期共有 99間，其空間機能完全配合農村生活的需求，譬如正廳前

為了祭祖時能容納眾多子孫，設置了「大天井 」及廂廊；護龍之間設置了小天

井及「過水門」，每個住戶可以保有自己隱私；前堂外為了農忙時期曬榖方便，

設置了兩個廣場（禾埕）；為了日常用水方便，宅前宅後設了數個水井。是新竹

地區規模最龐大的傳統客家農宅。 

人文內涵: 

1755年自廣東饒帄渡海來台的劉氏家族，可以說是來台開墾最具典型的客家族

裔之一。他們自大陸原鄉渡海，於新竹香山短暫落腳，便移居當時稱為枋寮的新

埔，並且在此地開基立業。相較於新竹其他地區，當時的新埔地區，還是台灣帄

埔族的獵鹿場，稱為「吧哩國」。劉家與其他十餘戶漢人相結，形成商業聚落，

並成功的在此建立據點。1781年，劉家建立雙堂屋，以原鄉祖宅樣式興築，雖

然都是茅草土牆，但卻是他們在台灣土地穩定立足的表徵。1786年爆發林爽文

事件。抗清風暴很快席捲全台，直接迫近客民聚落。在保衛鄉土的意識下，劉氏

家族與其它客民，組織一千餘人的義軍，向南抗擊林爽文部隊，並順利剿滅叛亂，

為朝廷封為義民。死難其事的義軍屍骸，則歸葬於新埔奉祀至今，即今新埔義民

廟。1862年，台中戴潮春事變，亂軍雖未向北侵襲，但客民仍組義軍前往參戰，

戰死六十餘人，其後也歸葬義民廟。事實上，雖然台灣戰亂不斷，但此時新埔已

經成為蔗糖、茶葉、樟腦三大經濟作物集散地，經濟發展持續飛躍。新埔雙堂屋

是劉氏家族的祖廟，從其奠基至今數百年，展現出客家先民，在此新天地中，越

挫越勇的民族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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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十五週 主題探索 
楊梅-富岡老街「呂家聲洋樓」&

攝影師吳金淼的楊梅印象 

位於楊梅鎮富岡火車站前的富岡老街，早期只是一個偏遠的農村，一直到昭和四

年(1929年)時縱貫鐵路北移，並且在這裡設置伯公岡站，因此帶動當年富岡老

街的經濟繁榮。富岡老街上依舊保存著民國十八年的磚砌房屋，分別散佈在中正

路、信義路、新明街與成功路上，而在這之中最具有特色的就是「呂家聲洋樓」。

呂家聲，出生於新屋，為一方之富，並曾擔任楊梅區、楊梅壢區區長等職務。建

設呂宅時，呂家聲正好擔任楊梅壢區區長，據稱當時聘請設計大溪老街街區內最

豪華洋樓「建成商行」的建築師郭福設計，五開間的豪華洋樓，中間以拜占庭式

圓頂與羅馬列柱為特色，兩旁四間則分別有三角形、圓形的山牆立面，以花草紋、

勳章紋裝飾，正身立面為磚造，騎樓正面帄直而非拱圈，是昭和時期混凝土使用

後才出現的工法。這是一棟融合了拜占庭窿頂、希臘三角山牆以及羅馬對稱列柱

的房屋，具有異國風情的房屋架構。 

人文內涵:攝影師吳金淼的楊梅印象 

相較於同一時期的其他台灣攝影師，畢生羈留於桃園楊梅的攝影師吳金淼，呈現

出不一樣的生命景觀。他未曾離開過故鄉，攝影的相關技法，也是輾轉習得，憑

藉其對這門藝術的熱愛與堅持，他與弟妹終生堅守的照像事業，存留了楊梅鎮民

的所有影像。生老病死，鎮民的一生被他定格在相機裡，給我們今日觀覽這個客

家小鎮的一個重要窗口。 

專家演講 4: 本周邀請研究吳金淼的藝術史專家陳德馨教授做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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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十六週 主題探索 
三義-木雕街、木雕博物館與

吳羅松的木雕 

三義木雕的歷史發展可追溯至大約在西元 1918年，當時的鄉民吳進寶撿拾了許

多枯木回家加工後當成家裡的擺飾，日人看到後十分喜愛，便和他研究如何將這

些枯木經過加工後成為藝術品，之後吳進寶之子吳羅松便向日人學習雕刻藝術，

在當地經營雕刻生意並教授鄉民雕刻技藝；同時李金川先生也像日人學習雕刻藝

術，鑽研人物雕刻，並在苗栗通霄等地蓬勃發展，西元 1966年由於中國雕刻名

師來台傳授，開始了苗栗木雕最興盛的時刻，木雕業者甚至多達 100至 200多家，

1995年更成立了三義木雕博物館，讓台灣更多民眾了解三義木雕的藝術之美。 

人文內涵:吳羅松的木雕 

作為三義木雕事業的始祖，吳羅松的雕刻作品，不但建立了三義木雕的偉大事

業。同時也形塑了三義木雕的整個特色。吳羅松的雕刻代表著上一世代的三義樣

式，或許在新的世代會對他的創作，誤解為保守遲滯，缺乏創意。但是這是忽略

時空下的錯覺，我們要了解三義木雕的堅韌生命，以及客家特色在三義木雕的發

展，則絕不能忽略吳羅松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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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別 第十七週 主題探索 小組報告。 

 

在一學期的尾聲，課程即將結束前的一周，同學們以小組的方式分別上台報告自

己喜歡的台三線客家人文地景勘查，作為對本課程的行動實踐。 

 

 

 

 

 

週別 第十八週 主題探索 期末考試 

期末考試，紙本測驗，應試學生:60 名 

考試成績:全班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