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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想像與客家建構： 

客家通識課程的開設與學習成效之敘事探究 

李文玫 

龍華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副教授 

摘要： 

    大學客家通識課程的開設，從早期的通論性課程，到近幾年轉向在地性、

專業性與特色性的多元化課程，讓學生可以從不同專業領域、地域來了解客家

文化，同時在課堂參與中也共同建構了客家樣貌。本研究採用社會建構論的觀

點，以文件資料蒐集法、深度訪談法與族群想像敘事書寫，訪談 10 位大學客家

通識課程之授課教師，以了解授課教師們有著怎樣的族群想像？又如何理解與

連結個人經驗至社會議題中？在族群想像中透過課程的設計與教授傳遞，教師

與學生們會相互建構著怎樣的客家樣貌？在開課的機緣與發想上，有(1)客家意

識與推動客家文化的使命感；(2)在地客家庄的需求與覺醒；(3)學校課程的延續

開設；(4)客家研究的興趣與課程開設。而客家通識課程的課程設計與族群的多

元樣貌想像，分別是「從使命感導向到族群共融」、「原來客家文化很新潮」、

「在地客家樣貌的探索與建構」、「營造客語友善環境」、「跨越邊界—從客家音

樂到台灣音樂與文化」等。在政策建議上則包括：固定辦理客家通識課程教師

社群成長活動、客家通識課程設計與規劃工作坊、客家通識課程的教學實踐研

究學術研討會、跨領域課程教學策略工作坊等。  

 

關鍵詞：族群想像、社會建構論、敘事分析、客家樣貌、客家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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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計畫之背景 

（一）大學客家通識課程—從通論性到在地性、專業性與特色性 

    大學客家通識課程的開設脈絡與發展不是一種偶然，而是受到台灣推展客

家社會文化運動的影響，從 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開始，除了對抗國語政策所

引發的母語迫害之外，1994 年正式成立寶島客家電台，直到 2001 年行政院客

委會的成立，透過中央層級的經費預算與政策制定來推廣與傳承客家文化，其

中「建構客家知識體系」一直為其施政重點之一。客家委員會從 2003 年開始補

助設置有客家學院的學校，包括中央大學、聯合大學以及交通大學，進行客家

學術研究、辦理學術研討會與課程設計；從 2005 年開始補助各大專校院開設客

家通識課程，這期間也鼓勵各校成立客家研究中心，期待透過高等教育學校研

究單位的設置以及客家通識課程的開設，推廣客家文化的傳承。 

    關於客家通識課程的開設，早期各校的名稱大部分以「客家文化導論」或

是「客家文化講座」（如 2006 年成功大學、2006 年育達技術學院、2006 年玄奘

大學）「客家生活與文化」（如 2006 年開南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如 2007

年龍華科技大學）等較為通論性或是導論性的課程。 

    近幾年來因為客家委員會對於各大專校院開設通識課家課程的持續補助與

積極鼓勵，再加上部分開課老師透過長期投入客家研究所積累的人脈開展與知

識建構，開設的課程名稱轉變為具有多樣性、在地性、專業性以及特色性的課

程名稱與內容，如：「走讀客家—浪漫台三線」（2018 中華科技大學開設）、「苗

栗客家傳統工藝巡巡禮」（2017 育達科技大學開設）、「苗栗客家文化與人文關

懷」（2018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開設）、「合境平安－臺灣在地客家信仰與族

群融合」（2018 東海大學開設）、「客家文化采風與電影」（2018 亞洲大學開

設）、「六堆慢食文化體驗」（2018 和春技術學院開設）、「客家文化融入敘事

力」（2018 大仁科技大學開設）、「客家藝術采風」（2018 明新科技大學開設）、

「客家藝術與文化」（2018 台北醫學大學開設）、「客家影像與社會敘事」（2018

龍華科技大學開設）、「哈客新戲劇賞析」（2018 嘉南藥理大學開設）、「客家通

論-客家風情」（2018 清華大學開設）、六堆客家文物與美食饗宴（2018 慈惠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開設）以及「醫護客語」（2009 年迄今由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開設）……等等。 

    以上這些朝向多樣性、在地性、專業性以及特色性的課程，開課教師們以

其資源與專業，與學生們共同建構多元而豐富的客家樣貌，同時也逐漸脫離傳

統客家的刻版樣貌，積累客家知識的多元性，以下僅就三門課程來說明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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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安排，「走讀客家—浪漫台三線」1課程內容以該校橫山地區作為課程開

展的起點，是一門能結合在地台三線鄉鎮人文與地景的課程，包括內灣、北

埔、竹 東、芎林、竹北、新埔、楊梅、三義等地的藝術、音樂與文學人文地景

的介紹與參訪；「客家音樂戲劇賞析」2課程針對各種客家的腔調、客家山歌、

客家小調、客家戲劇（三腳採茶戲、採茶大戲、棚頭、搓把戲）、客家八音樂器

與曲目、客家現代流行音樂等進行探討與賞析，同時搭配客家樂團校園巡迴演

唱的方式，讓學生從音樂體驗客家文化之美。「苗栗客家傳統工藝巡巡禮」3通

識課程，內容共規劃八項工藝包括：傳統客家花布工藝美學、苑裡藺草工藝編

作示範、客家傳統造紙工藝、客家傳統竹編工藝、苗栗木炭產業與工藝、三義

木雕工藝、竹南「蛇窯」的柴燒藝術、苗栗客家藍染的創新藝術，讓學生從傳

統工藝進入客家之美。 

（二）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 

    為了提供客家通識課程的「核心」內容，台灣客家研究學會於 2019 年邀請

跨領域的專家學者編著《認識台灣客家》，提供任課教師們參考。然而，除了客

家歷史源流、族群分布、台灣客家語言的腔調以及臺灣客家社會文化運動等核

心課程之外，客家通識課程的內容隨著開課教師們的研究領域與專業、以及人

脈資源，在族群（客家）想像中，進行課程的規劃設計並提供不同的教學素

材，在教學過程中，建構著多元而豐富的客家樣貌。     

    本研究的主題為「族群想像與客家樣貌的建構」，關於「族群想像」一詞，

來自於王甫昌（2003）在《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所提出的，他認為在當

代台灣社會中，「族群」無疑是最具爭議性的話題之一，尤其在 1990 年代以

來，台灣社會經歷了國家定位與走向之轉型，在不同族群想像之下，人們對於

台灣這塊土地與其人民的過去與未來，有著非常不同的記憶與主張。而無論是

「將族群當作團體」或是「政治人物挑撥論」，都對於族群現象有某種的迷思與

價值判斷，因此他提出以「族群想像」的角度去理解族群現象，希望提供讀者

一個新觀點。 

    而本研究亦參照美國社會學家 Mills 所提出的「社會學的想像」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的概念，他認為社會學的想像，就是讓我們有能力，去

                                                      
1 「走讀客家—浪漫台三線」課程為中華科技大學楊若萍老師開設，資料來源：

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60&PageID=40851 
2 「客家音樂戲劇賞析」課程由台北大學音樂藝術博士林子晴老師開設。資料來源：

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60&PageID=40823 
3 「苗栗客家傳統工藝巡巡禮」課程由育達科技大學王遠嘉老師開設，資料來源：

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60&PageID=4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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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及連結個人私人的事務（private matters）與以及社會歷史的情況

（historical condition）。在此參照下，本研究將族群想像作為一種能力，一種試

圖將個人經驗或者個人事務，連結到社會歷史議題的能力。因此授課教師要有

能耐可以分辨並且理解自身/他者的族群經驗，並將此放置在社會歷史議題中進

行探究。因此，本研究的研究主題在於，意欲探究大學客家通識課程的授課教

師們有著怎樣的族群想像？又如何理解與連結個人經驗至社會議題中？在族群

想像中透過課程的設計與教授傳遞，教師與學生們會相互建構著怎樣的客家樣

貌？ 

（三）研究的重要性 

    客家語言與文化的傳承，在學校教育方面，除了在幼兒園以及小學階段提

供客語的學習環境之外，在大學開設客家通識課程是同等重要，以讓更多學生

認識客家文化的種種，對認同客家身分的學生來說，有機會回頭看見自身族群

之美；對非客家族群的學生而言，則是透過族群邊界的跨越與流動，認識他者

文化與自身文化的異同。 

    本研究的重要性陳述如下：目前關於大學客家通識課程的研究極少，本研

究從社會建構論以及心理學的敘事觀點進入，探究在師生互動的參與過程中，

如何共同建構多樣性與流動性的族群想像與客家樣貌，足以豐富目前以社會

學、語言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學以及傳播學為主的客家研究，共同

建構客家知識；同時可以作為大學客家通識課程開課教師們的參考，以提供更

多樣化與專業化的課程開設，達到客家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成效。 

 

二、社會建構論的探究視角 

（一）「我們一起建構了我們的世界」—從社會建構論的視角談起 

「我們所認知的世界，主要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它，而我們看待世界

的方式則又取決於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關係。」(Gergen，2014/2009) 

    「客家」究竟是什麼？有著怎樣的社會文化樣貌？本質論者強調真實與客

觀的存在，認為有著客觀的實體存在等待我們去發掘；建構論者則挑戰著「事

實」、「客觀」、「理性」和「知識」這些長久以來為人所崇尚的字詞，主張社會

實體是被建構出來的(Gergen，2014/2009；Berger & Luckmann 1991/1966)。本

研究以社會建構論作為探究視角場，相信客家的社會文化樣貌並不是客觀地實

體存在，等待著社會科學家進行挖掘與發現，而是在社會文化處境中所建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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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 

    社會建構論的源起之一是，1970 年代英國愛丁堡大學的一些科學社會學家

（如 Bloor 與 Barnes 等人），提出「科學知識社會學」之「強方案」（strong 

programme in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主張科學知識的形構，必然受

到利益、權力、意識型態等種種社會因素的影響；社會建構論逐漸形成一個顯

赫的觀點學派，並且掀起了人文學者研究科學活動的熱潮（陳瑞麟，2001）。 

    社會建構論屬於後現代思潮，其基本假設與世界觀說明如下：（Freedman & 

Combs2000/1999）：一為現實是社會建構出來的，在臺灣很明顯地「客家花

布」、「客家桐花祭」、「浪漫台三線」都是經由客委會所發想、媒體強化報導所

建構出來的客家意象。美國社會學家 Berger & Luckmann（1991/1966）認為任

何社會團體在建構並維持其「真實」知識，有三個歷程，即典型化

（typification）、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與正當化（legitimation），人們透

過典型化的過程把認識的觀念分門別類，族群的分類就是其中之一；制度化是

指環繞各種典型而出現制度的過程，如大學客家通識課程的制定；正當化則是

指特殊社會群體把制度和典型合理化的過程，當有足夠的正當性時，人們就會

把制度當成是事實來看待。最後以物化（refication）來總括前面三個歷程，人

們忘記了自己所創造的產物，而當成自然的事實或是宇宙的定律來看待，也就

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務，當我們忽略去檢視它的理所當然

時，就成為某種真實。 

    二是現實是經由語言構成的，「語言是我們所處世界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構

成社會生活的本身」（Gergen，1999：11）。語言組成人們生活的世界和信念，

世界是在語言中建構出來的真實，眾人唯一能認識的世界是語言分享的世界，

語言是一種互動的過程，語言並非被動接受既存真理的容器（黃素菲，2018）。

語言之於人的重要性，我們甚至可以說人的主體性存在於語言之中，而宋文里

（2017）更認為話語作為主體策略。因此客家的樣貌是要透過語言來創造、分

享與再創造的，大學客家通識課堂中的互動也是透過語言才得以完成的，所有

共同參與者建構了課堂的實體。 

    三為現實是藉著敘事組成，並得以維持的，亦即人活在敘說中，人透過敘

說建構自我、認識世界；人也透過敘說主動建構世界，我們就活在自己講的故

事和別人講的故事裡 （Sarbin，1986；Bruner，1987； Polkinghorne，1988）。

大學客家通識課堂中發生的事情，透過文字的書寫與照片的拍攝記載下來，以

成果報告方式呈現，讓人得以在文字敘事中了解課堂中所發生的事情。四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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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絕對的真理，大學客家通識的多元設計、多重課程規劃，尤其近幾年來多樣

性的開展，正展現了這樣的精神。 

    Gergen（2014/2009）認為我們一般稱之為「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並不專

屬於某個人。社會建構論並不是由單一的著作或哲學學派來定義，而是來自於

對話的過程；這是一連串尚在進行中的對話，每個人，包括讀者都可能參與其

中。吳熙娟（2014）也認為社會建構不是一個固定的理論，它比較是一種如何

理解、探索生活的思維與態度。它重視的不是要告訴大家唯一的真理，而是一

個邀請大家來增加選擇、帶進多重觀點的過程。 

    依此觀點而言，在大學的客家通識課堂中，對於客家族群的想像與客家樣

貌的建構，是在師生互動與教學過程中，透過對話與探索，大家一起建構出來

的。尤其在近幾年具有在地性、專業性與特色性的課程設計中，教師與學生帶

著各自的多態存有（Gergen，2016/2009），即雙方都帶著社會處境中的族群經

驗與生命記憶，投入於課堂的關係互動中，建構出多重觀點的客家樣貌。在此

以「客家樣貌」作為一種指稱，是要區辨於本質論所強調的客觀實體存在，樣

貌可以說是一種圖像與形貌，當從不同角度進入時，總會建構出不同的圖像與

形貌。 

（二）教學場域中的實踐知識 

    教師在教學場域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一種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亦

即不是透過理論的方式獲得，而是從行動者的角度透過反思而得的知識，而在

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中，實踐知識是重要的。教師們如何因應政府的政策與學校

的規定，開設出相符應的課程名稱與規劃；而學生們則透過紙筆測驗、文字的

書寫或是專題報告的呈現，達到一定的學習成效。 

    關於客家課程的研究，除了教育現場客語沉浸式教學的成效探究（張瑞

菊，2018；徐美玲，2017；宋文琳，2012）以及以社區大學為例的客家課程研

究（盧政宏，2014；鍾淑萍，2010）之外，針對大學客家通識課程的研究並不

多，蕭景祥等人（2010）以該校開設的「臺灣客家文化」通識課程為例，透過

行動研究法、網路平台的問卷與心得進行分析，發現以台灣客家的來源與生活

（涵蓋食、衣、住、行、育、樂層面）為主軸的課程設計，大部分學生對課程

的接受度高，評價也傾向於「滿意」或「很滿意」；各式課程主題中以「客家話

－日常用語」、「客家食物」與「客家童謠」三項接受度較高；學生除在選修

「客家文化」的課程期間較常瀏覽客家相關網站外，平時很少瀏覽客家網站。

這樣的研究比較屬於課程滿意度的說明分析，雖然該研究以「總體而言，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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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可增加學生對客家文化的認識與進一步學習的動機，並激發客籍背景的

師生其對族群文化的認同與向心力」作為總結，但是卻缺乏足夠的研究論述，

甚為可惜。 

    至於學習成效，黃淑玲（2013）認為評估學習的方式需要融入課程規劃，

是一個不斷蒐集、了解學生學習進展的過程，而不是某一時間點測試學生的知

識深淺、記憶強弱的作法。本研究計畫所強調的「學習成效」並不是以期中考

試或是期末考試的分數高低作為評量成效，而是放置在客家通識課程學習過程

中，學生一方面如何習得客家的相關知識，一方面如何在其自身的族群與生命

經驗中與客家相遇，並相互建構出客家的多元樣貌，屬於年輕世代的客家圖像

與形貌，誠如(Gergen，2014/2009)所言，我們不要把自己禁錮於任何歷史或傳

統的鎖鏈，當我們一起議論、聆聽新觀點、提出問題、轉換思考角度、在常識

之外探索時，我們就越過了邊界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關於學習成效的探究方

式將在研究設計部分說明。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參與者/建構者 

    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建構者為：近年來投入於客家通識課程開設的教師

們。訪談時間為 109 年 12 月至 110 年 7 月，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後來的訪談

以線上方式進行，進行深度訪談的教師們以申請客家委員會補助的教師們為

主，包括：台北醫學大學、台北大學、育達科技大學、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東海大學、嘉南藥理大學、真理大學、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及本校的

客家通識課程開設教師，共訪談邀約 10 位教師。 

（二）資料的蒐集方法—文件資料蒐集法、深度訪談法以及族群想像敘事書寫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法為文件資料蒐集法、深度訪談法以及族群想像敘事

書寫。文件資料蒐集法以客委會近幾年來關於「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

構」各校的成果報告，將其進行內容的整理與分析，尤其是授課教師們的課程

規劃理念以及學生們的課程心得書寫，將作為重要的資料來源之一。 

    除了文件資料蒐集法之外，將進行授課教師們的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法是

質性研究蒐集資料的重要方法（Mishler,1986；Denzin & Lincoln,2000；

Berg,2001），黃淑清（2008）認為深度訪談的會話過程，是個不斷建構意義的

過程，透過傾聽，鼓勵受訪者以自然的態度毫無掩飾地盡量敘說。F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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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提出訪談的兩個基本元素：對照不同的觀點、以及語言可以建構一個

特殊的世界觀，語言並不是中立的（引自 Bauer, M. W. & Gaskell, J. S.，2000）。

也就是說，在訪談過程中「語言」是重要的，在訪談上包括： 

「請你說說在什麼樣的機緣下想要開設客家通識課程？課程的規劃與

設計的發想是？」、「開課過程中經歷了哪些歷程與遭遇的困難」、「你

的客家經驗與對客家的族群想像是？」、「你認為客家的樣貌與圖像為

何？你在與學生雙向互動的過程中，建構了怎樣的客家樣貌？」以及

「這樣一路走來如何回看這一段歷程？」 

等等訪談題綱的設計，依照敘說者所說的內容再提出相關的提問來蒐集相關的

資料；並於訪談結束後轉錄成逐字稿，以進行分析詮釋。 

    （三）文本分析與詮釋方法—敘事分析法 

    Lieblich & Tuval-Mashiach & Zilber（1998）認為「詮釋」會在研究的每個

階段發生，從尋找研究的場域、生命故事的訪談、文本的轉譯與閱讀過程中，

都隱含了研究者的詮釋，而故事的書寫本身就是詮釋的表現。Atkinson

（1998）認為故事與生命故事本身就隱含了解釋，而個人的故事呈現出他的自

我理解與世界觀，因此，研究者的工作就是要找出敘說者隱含在故事中的意義

和理解；而他也認為詮釋的工作涉及理論的選取與研究者主觀的解釋

（Atkinson 1998：62-71）。 

    很多的敘說研究者都提出分析與詮釋的方法，Lieblich & Tuval-Mashiach & 

Zilber（1998）以兩個獨立向度，整體與類別、內容與形式，而提出閱讀、分析

與詮釋敘事的四個模式，分別是：整體—內容模式、整體—形式模式、類別—

內容模式、類別—形式模式等。 

    Crossley（2000）認為資料分析的重要關鍵就是要去瞭解自傳訪談情境中所

產生的意義內容，以及意義的複雜性，要瞭解這些意義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

必須仰賴「詮釋」，以及研究者投入與逐字稿之間的「詮釋關係」，也就是說，

研究者必須「持續不懈地和文本奮戰，投入於詮釋的歷程」。他參考了

McAdams（2006）對於個人敘事所提出的理論與方法，而研擬出分析的藍圖：

第一步，閱讀與熟悉，反覆閱讀並熟悉文本資料，對於逐漸顯現出的重要主

題，能掌握大致要義；第二步，找出待探尋的重要概念，包括敘事基調、表徵

意象以及主題；第三步，區辨出敘事基調（narrative tone），係透過故事的內容

與形式來傳遞；第四步，區辨表徵意象（imagery）和主題（themes），表徵意

象要從語言著手，它能提供線索以探尋對個人有意義的形象、符號或隱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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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意象和主題最好一起分析，因為特定的表徵意象會帶出特定的主題；第五

步，交織成一篇脈絡連貫的故事；第六步，撰寫研究報告（Crossley, 2000/ 

2004：164-194）。 

  在參考這些相關的步驟，以及筆者多年來實際進行訪談稿的分析與詮釋之

後，產生相關的步驟說明如下（李文玫，2019）： 

  第一階段為訪談之前的關係建立：透過網路上相關資料的蒐集與閱讀，與

研究參與者以及團隊建立「心理上」的連結與相互理解，而訪談的邀約則啟動

了實質關係的建立。雖然此階段尚未涉及分析詮釋與書寫，但是保持一種好奇

與想要理解的態度是重要的，這時期所有的閱讀資料以及相關訊息，都作為未

來理解研究參與者的重要參考。 

  第二階段為親身經歷訪談的過程：在筆者進行的所有訪談中，我一定會親

自帶領研究助理參與整個訪談的過程，對於一個心理學研究者而言，親自的訪

談與接觸，可以對訪談者形成初步而較為完整的認識，任何在接觸過程中對於

他者的初步判斷或是直覺，都會影響研究者的分析詮釋立場，需要進一步地反

思，以讓自己與研究參與者有個真誠的交流與相會。 

  第三階段則進入文本的世界中：逐字稿的謄寫是個費時費心的工作，我的

助理們擔負這項工作，每一份逐字稿都需要精心地閱讀，並和助理們進行討

論，文本的世界是豐厚迷人的。通常，先進行初步而完整的閱讀是第一步；接

下來，依照事件或是敘說段落進行分段落與命名（主題）是第二步；第三步則

是討論每一個主題的內容，像是文本如何說，而我們又是如何詮釋，這個步驟

需要來來回回好幾趟才得以完成，而且必須緊扣生命主體所在的社會處境脈

絡；第四步進行主要軸線的討論，回到我們的研究問題以及文本所呈現的，究

竟生命主體的重要議題為何？第五步則為連貫性的個別故事書寫；最後一步才

是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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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家通識課程的開課緣起與發想 

    客家通識課程的開設，需要有某種的內外在機緣的觸發才有可能，而每個

學校所座落的區域也成為促發因素，當然客家委員會的經費補助也直接影響開

課的可能性，以下將逐一說明不同授課教師的開課機緣： 

1.台北醫學大學「客家藝術與文化」的課程開設 

(1) 開課這件事情是急迫的 

    瑞玲老師是桃園客家人，到台北讀大學後便以台北為主要的生活中心，假

日時才會回桃園。這幾年在台北的生活讓瑞玲老師隱隱的覺得身邊幾乎沒有客

家族群的存在，大家幾乎都是講國語為主，再不然就是閩南語，英語也可以聽

到，但就是沒有感受到有客家人生活的痕跡。有一次搭乘計程車的經驗讓她感

受到客家語言的生存危機— 

「有次搭乘計程車與司機談話時，發現對方的口音有很重的客家腔，

我就用客家話跟他溝通，然後和那個司機開心的聊了很久。然後那個

客家司機就問我說現在還住在客家庄嗎？我說沒有，我已經嫁到閩南

人家裡頭去了，所以其實我閩南語也講得不錯……我在跟計程車司機

聊天的過程中，我就很深刻的體會到，其實客家語言的存在是好危險

的，我這真的不是高調，是我那時候很急迫的感受。」(14-25) 

    有時候，生命機緣的開啟是在生活的不經意間，對瑞玲老師來說，就是這

樣一次搭乘計程車的經驗，就讓她深刻感受到客家語言的存在具有某些的急迫

性；而回到她的工作領域，能夠做的事情就是開設課程。 

(2)同事的鼓勵與哥哥的支持 

    這個時候，瑞玲老師剛好在校內進行通識課程的互審工作，她看到校內的

體育教授張老師開設「醫用客家語言」課程，大概有九成的內容都是以客家語

言以及客家文化為主，這開啟了兩個人共同合作的機緣，透過客家文化的介

紹、客家藝術家以及專業的醫用客語等內容來架構第一次的課程開設。 

「張老師是對推動客家文化很有使命感的人，所以我在他的勸說之下

我就來了。加上我的哥哥也在那個時候加入客家研究，他拿了一些研

究計畫，我哥哥也是在做客家研究，所以我也跟我哥哥談，我哥覺得

我沒有這麼多年客家研究的背景，要開的確是會有難度。他也提供了

我一些相關的書目，所以其實我跟學生是一起學著開的。講實話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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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點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況，可能跟很多老師已經都準備好才開不

太一樣。」(58-64) 

    雖然瑞玲老師很清楚知道自己在開課上的難度，但是透過校內對於客家文

化極為熱衷的前輩之導引，以及同時也進入客家研究的哥哥的實際支持，讓她

是跟著學生一起學習，她用「摸著石頭過河」來形容自己當時開設課程的狀

況。瑞玲老師一方面感受到了客家文化傳承的急迫性，一方面也讓自己在邊學

習的過程中走入了客家通識課程的領域中。 

2.台南嘉南藥理大學「客家新戲劇賞析」的課程開設 

    勻萱老師在台南嘉南藥理大學任教，會開設客家通識課程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校內來自高雄美濃的老師開設客家文化通識課程，讓她知道客委會的經費

補助；再加上長期身處在以閩南語為主的台南地區，深深體會到客家族群在南

部不被重視的程度，帶著清晰的客家意識，讓她想開立一堂不同於以往的客家

課程。 

    因為客家電視台近年來推出許多優質好戲，像是「出境事務所」就是劇本

很好的單元劇，不僅有別於傳統的客家戲劇，同時也有多位明星參與演出，比

較能夠吸引年輕人的觀賞，「所以我開的話，第一個我想要自己可以自由開，我

要開我自己有興趣的，所以我就開了一個客家課程，名稱叫《客家新戲劇賞

析》。」(17-30)本身是語言學習背景出身的勻萱老師，平時就愛欣賞客家戲

劇，因此在開課的思考上，她希望是自己有興趣的；而關於課名的思考，本來

使用「電視劇」，但是擔心太過於娛樂，而如果使用「客家戲劇」，又會顯得太

傳統，因此選擇「客家新戲劇賞析」作為課名，以讓學生有機會可以欣賞有別

於傳統印象的客家戲劇。 

3.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客家通識課程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覺得說，在學校能夠透過課程的部分，讓客家文

化能夠被看見這樣。」 (鄧明宇：41-42) 

                          

    仁德醫專早期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主要是由明宇老師、慧芬老師以

及絢昱老師所組成，他們為了要推廣客家文化教育、透過課程的方式讓學生看

見客家文化，因此三位老師都同時開設許多客家相關課程，其中明宇老師開過

兩次客家文化概論，另外也開設過兩次「客家文化與生命禮俗」。他們想開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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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課程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位於苗栗縣，是一個客家大

縣，照理說客家文化在苗栗應該要是主流文化，但在仁德工作的這段期間，卻

感受到客家文化呈現出日漸式微的狀態，學校的教職員很多都是客家人，卻只

有少部份的教職員會用客家話溝通，亦即客家話已經慢慢被其他語言所取代，

在這樣的趨勢下，苗栗的客家文化也並非是在地的主流文化，而變成所謂的

「次文化」，這樣奇怪的現象成了開設客家通識課程的緣由，希望能夠透過通識

課程的開立，以最輕鬆的方式來介紹客家文化，讓年輕學生能夠了解客家的傳

統習俗以及歷史淵源，用更貼近生活的方式去體會，進一步使客家文化在學校

中能夠被重視與看見。 

4. 育達科技大學「苗栗客家傳統工藝巡禮」的課程開設 

「這裡是客庄，那你不開客家課程？而且我們當時有全球化……當時

很紅，全球化的反面就是在地化，那怕大家失去這個特色，所以我們

就開這個課程。」(王遠嘉：87-90) 

    客家人有二元性格，分別是保守性和革命性，當時王遠嘉老師在通識中心

的時候，有一門歷史通論課程就有提到近代中國最有名的革命世家，他們都與

客家人很有很大的關係，就以太平天國來說，裡頭的重要幹部都是客家人，因

為這個原因使他對客家產生了好奇心；再加上後來擔任通識中心主任，在國際

事務中接觸來自印尼學校的客家學生，這使他對客家有更深刻的印象。一方面

他個人對於苗栗在地傳統工藝以及文創產業的研究興趣，再加上育達科技大學

位處於苗栗縣客家庄，為了凸顯在全球化趨勢中「在地化」的特色，或者說擔

心失去這種在地化的特色，讓他起心動念開設了客家通識課程。 

5.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醫護客語」的課程開設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在權勝老師到校服務之前，就已經有前輩何石松、

劉醇鑫老師開設「醫護客語」的課程，因此他就從 103 年開始跟著前輩的步伐

在客家課程這條路上持續的耕耘： 

「新生會開這門課的想法其實很單純，因為我們很多客家地區的鄉

親，特別是老一輩的，他可能只會使用客家話，但是醫師、護理師他

不見得能夠使用客家話，這會造成醫病之間在溝通上的障礙。我們新

生位處在客家庄裡，而且我們的學生有很高的比例是客家子弟，既然

第一線的醫療院所有這樣的需求，我們為什麼不來開一門這樣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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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站在這樣子的一個角度去開設這個課程。」(13-21) 

    位處於桃園龍潭客家地區的新生醫專，學生所服務的醫療院所，來就醫的

老一輩鄉親幾乎都是講客家話，但是醫護人員不見得會說客語；再加上很多學

生也都是客家子弟；此外，新生醫專的董事長家族也是客家人，對於這樣的想

法非常贊同與支持，除了可以增加學校的特色之外，也能讓從新生畢業的學

生，比起其他的護專學校更多了一些本土語言的能力。 

6. 台北大學「客家音樂戲劇賞析」的課程開設 

    子晴老師 101 年到台北大學任教時，學校就已經有客家音樂的課程，當時

的上課是以講座的方式來上課，邀請客家音樂方面的專家來演講；而她在應聘

時，學校就希望她可以延續客家課程的開設： 

「我自己其實有四分之一的客家的血統，……我外公他是北部的客家

人，然後他到屏東去去開墾，他是海陸腔，跟周圍美濃六堆那邊的腔

不一樣，所以他就不會特別想要跟那邊的客家人聯繫。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就只有我們那一村的那個姓氏的人講這個話？然後再過來就是

都閩南的聚落。我們那個年代其實是不能講方言的，我覺得如果開這

個客家音樂的課，我可以順便了解一下客家，那也不錯。」(19-28) 

    同時也因著自己有 1/4 的客家血統，在生命的過往也僅止於把這樣的生活

經驗當成日常之一，即便對於外公的村落以及與周邊的互動有小小的疑惑，卻

也沒有足夠的機緣，讓自己得以了解更多的客家文化，因此透過開課的機會、

同時透過自己的音樂專長，進入了客家山歌的世界中，並帶領學生一同領略客

家文化與客家音樂的美好。 

7. 龍華科技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的課程開設 

「莫老師說這門客家社會與文化課程，在他退休後希望我可以接著

上，不要讓這門課就沒了。我想了一下，這讓我有機會可以透過這門

課程，讓我們龍華的學生可以多了解一些客家族群的文化，也是實現

我自己在原本的本國歷史課程中的小小缺憾，就是可以透過這門課來

講我們客家族群文化方面的東西，這算是一個機緣吧。」(63-70) 

    「客家社會與文化」這門課程在龍華科技大學一直都有開設，因為開課的

老師即將退休之際，希望文琪老師能夠繼續開這堂課，文琪老師原先主要開設

的課程是本國歷史，授課內容以台灣史為主，而他一直苦於無法將台灣的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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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在本國歷史的課程中詳細的向學生介紹，這堂課正好讓他有這個機會可以

補足本國歷史的缺口，同時也讓學校的學生多了解一些客家文化。 

8. 東海大學「合境平安－臺灣在地客家信仰與族群融合」的課程開設 

    這門課程的開設主題和內容，和其他通識課程顯得不同，一方面是從信仰

的角度切入，另一方面則是從「族群融合」的觀點來看待台灣的在地客家信

仰，這和開課教師所處的學校位置和其出生背景有著密切關連。應哲老師祖籍

是饒平，小時候因為對家人的稱呼與旁人不同而引起他的研究興趣，才發現原

來他是福佬客，或者應該說是被福佬化的饒平客： 

「為什麼開這個課，其實我就是福佬客。我祖籍是饒平，我是嘉義溪

口人，嘉義溪口就一大部分都是饒平客。我媽媽是溪口隔壁雲林縣的

大埤鄉，雲林縣的大埤鄉也有很多的客底，比如說饒平，還有詔安等

等，非常多。」(1-3) 

「我小時候覺得奇怪怎麼我們家叫的跟我其他同學叫的都不一樣，那

我就自己去追，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我是客底，我念大學的時候我就知

道，那個時候資訊還很不發達，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也並不多，我就自

己去追，一開始還追錯了，我追到詔安客，我以為我是詔安客，我還

不知道有一種叫饒平客，再過個一兩年之後我才知道說我就是饒平

客。」(19-27) 

    因為這樣好奇與追根究柢的性格，促使政治專業的應哲老師跨域來進行雲

林地區客家武術的研究，並且一投入就是 10 餘年的光景，同時也以客家通識課

程的開設，來帶領中部地區的學生對於在地以「族群融合」為特色的客家信仰

有多一些的認識。 

9. 小結—關於開課機緣與發想 

    綜合以上不同學校、不同教師的開課機緣，可以區分為下列幾種重要的因

素，分別是—(1)客家意識與推動客家文化的使命感：學校坐落於多元文化的台

北都會區，以及在台南文化古都的瑞玲老師和勻萱老師的開課動機明顯屬於

此；(2)在地客家庄的需求與覺醒：位處於客家地區的仁德醫護專科學校、育達

科技大學以及新生醫護專科學校，則是明顯地感受到客家地區醫護工作的語言

需求；(3)學校課程的延續開設：對有些新進的老師而言，被要求繼續開設客家

相關課程，也變成是重要的開課動機之一；(4)客家研究的興趣與課程開設：對

大部分的開課教師而言，他們同時都伴隨著對客家研究的興趣，讓研究與課程



                        族群想像與客家建構：客家通識課程的開設與學習成效之敘事探究 

15 
 

相輔相成。 

五、多元豐富樣貌：客家通識課程的課程設計與族群想像 

    猶記 2007 年我在任教學校第一次開設「客家社會與文化」通識課程的心

情，面對學生對於課程知識似乎興趣缺缺，再加上是第一次開課，需要花很大

的時間與力氣備課，當時我也還不太敢在公開的課堂中用客家母語來授課、或

者教學生們講客家話，相較於我的另外一門課程「普通心理學」，一方面這門課

程是我的專業，一方面學生對於心理學的知識都有濃厚的興趣，再加上自己的

教學方式生動活潑，總是可以引發學生很高的學習動機與意願；但是這門客家

通識課程，我就是沒有把握，同時也覺得自己很卑微，似乎還在那種客家人=窮

困=自卑的糾結中（李文玫，2011），因此開了一學期之後我就很想停開，雖然

後來還是繼續開了四個學期，但是我依舊沒有克服心中那份卑微感。 

    當時有位學生給我的回饋我一直記在心中：「老師，我也有很認真上課呀！

記得要寫客家美食，哈哈，客家文化不能停開，客家文化是很美的，那是一種

傳統又有濃濃鄉土味的美，那種美雖然不這麼文藝，但卻很有力道，很容易讓

人刻在心中，那是一種很深的民族文化呀！」（李文玫，2011）我不清楚 20 出

頭的都市孩子怎麼可以說出「客家文化是很美的」的話語，但是我被這樣的文

字感動著、也激勵著，因為相較於我對於客家語言以及客家人是「土與俗」的

圖像，有很大的反差，當然我的客家圖像來自於我對於過往生命經驗的詮釋，

我也經歷了博士論文的書寫與自我生命的不斷重新整理才得以有新的看見。 

    雖然這是 10 餘年前發生的事情，但是放置在 2001 年客委會剛成立的前幾

年脈絡中，客家知識的建構以及族群的認同還在努力中，而課堂中我與學生們

互動所傳遞與建構出來的客家，會與 10 於年後的今天有所不同。當我在 2017

年重新開設「客家影像與社會敘事」課程時，心境上有很大的轉變，我可以自

信地在課堂中說著母語，也邀請學生們要用他們所認同的母語進行部分的報

告，甚至還有海外客家學生的分享，我樂於享受學生們用「客家媽媽」的稱呼

來喊我，在課堂中與客庄參訪過程中感受一種美感，但這樣的美感不純粹來自

於所謂的客家，反而是客家與學生們的交融、客家因為鄉村而有的美感，那是

在跨越邊界以及在流動中產生的美感。 

    關於後來新開設的「客家影像與社會敘事」課程，在課程設計上，希望能

夠與年輕世代的經驗有所連結（因為大部分修課的學生都不是客家人），因此課

程一定會先從三大部分開始，即「學生的族群經驗，以及與客家的相遇」、「年

輕世代 YOUTUBER 的客家意象建構」，以及「出境事務所的觀看與討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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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透過「客家不是僅有客家小炒、小氣、勤勞節儉……」等意象的顛覆，來讓

學生重新思考臺灣客家究竟有怎樣的多元圖像；之後再嫁接客家在臺灣的社會

文化運動、客家人的緣起與遷移、客家腔調的多元性……等相關的知識論述，

期待在課堂中與學生共同建構客家知識的圖像。 

    客家通識課程的設計並沒有固定的版本或是參考書籍，因此每位開課教師

必須在教學的實踐過程中，透過不斷地修正與反思，並思考自己的教學理念與

目標，而呈現出不同樣貌的課程內容與設計，同時也在課堂經營中建構出多元

視角的族群想像。在此區分為「從使命感導向到族群共融」、「原來客家文化很

新潮」、「在地客家樣貌的探索與建構」、「營造客語友善環境」、「跨越邊界—從

客家音樂到台灣音樂與文化」等五大項。 

（一）從使命感導向到族群共融 

1. 結合知識面、情感面與意向面的課程設計 

    在此，以台北醫學大學的瑞玲老師作為說明，其在開課過程中的轉變— 

「我一開始教的時候我有很高的使命感，我希望這些孩子可以對客家

的喜好度拉高很多，我希望他們能夠學會簡單的客語，可以在醫療的

場域裡頭照顧客家人，可以化解他們對客家人的成見，化解他們父母

對客家人的成見，然後他可以看到客家人是可以發光發熱，看到原來

有這麼多專業的領域的客家人是頂呱呱的好。我大概開了兩年、三

年，我開始知道那個想像是不切實際的，而且客家人也沒那麼好。」

(701-707) 

    因為帶著客語流失的急迫性而開課的瑞玲老師，原本帶著極高的使命感來

授課，不僅期望可以提高學生們對客家的喜好、可以學會簡單的客語、並且得

以進一步地化解學生們甚至是家長們對於客家人的成見，更重要的是可以看見

不同領域客家人有著傑出的表現。從簡易客語的學習到化解成見，從對客家人

的喜好再到看見客家人的發光發熱，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作為授課老師的

瑞玲，也在開課兩三年後，也才看見自己的想像的不切實際，同時也承認客家

人並不如想像中的美好。 

    然而帶著原先美好的想像與極高的使命感，瑞玲老師是怎麼設計課程的？

她是從客家知識的習得、情感面的認同與喜愛，以及未來實踐場域的行動意向

三大層面來構思課程的設計，因此包括：客家的基本知識、日治時期戶籍調

查、典範學習、體驗課程的重要性、從客家藝術到客籍藝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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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家的基本知識（知識面的學習） 

在第一次開課時，瑞玲老師雖然覺得自己在茫茫的客家研究海域中，不知

道哪些文章是適合自己的，帶著開課的熱誠與努力、以及周遭老師和哥哥的資

源協助，最後得到學生還不錯的回饋—「第一次開課我反而覺得相對成功」。而

在總論的部分，為了增加學生對於客家的認識，會會先介紹關於客家的發端與

源流，一部分是台灣以前的客家樣貌是什麼，接下來是進入台灣之後的樣貌。

但是關於客家源流的多元論述，瑞玲老師是以開放態度呈現，並留給學生較大

的想像與思考空間： 

「對我而言，那一塊我覺得是重要的原因是我覺得學生對於客家的想

像往往都是比較接近羅香林的詮釋……後面很多學者也有很多的反省

跟檢討，那課堂上我都也會跟他們談這些事情。我覺得這個是重要

的，這個問題就是其實我們沒有人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我也

沒有給他們一個所謂的老師版的正確答案，就是不同學者各自不同對

於客家族群想像的詮釋與說法我都會跟他們分享，可是他們會選擇什

麼來支持他對客家族群的想像，我是開放給他們的。」(551-572) 

    雖然對於客家源流的說法，瑞玲老師有自己的傾向，但是沒有一個厚實的

答案，因此他試圖呈現客家學術研究的多樣性，並引導學生進行思考與思辯。

這是她帶領學生認識客家知識的方式。除了客家源流的反思之外，和美學相關

的客家建築與信仰、以及文學的介紹，也是課程設計的重要知識。 

(2) 日治時期戶籍資料（自我認同的開啟） 

因為任教學校學生的高素質，就算瑞玲老師不特別要求，學生的反思報告

都會有著高水準的呈現。可是作業成績好這就是她要的結果嗎？這樣就夠了

嗎？她一直思考著這件事，什麼是她開課的目的？就在她參與客家族群研究的

研討會中，與他校的老師聊到自己開課的問題與難處，他校老師給出了一個很

好的建議，就是請同學回家調查他們家族在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我教你一

個方法，你叫他們回家去調他們的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讓他重新回歸認識族

群這件事是什麼回事？他是一個客家人、他是一個閩南人、他是一個外省人，

中間他會面臨到什麼自我認同的問題。」(182-185) 

    因此，瑞玲老師體悟到，重點不在於學生呈現出漂亮的反思報告與作業，

而在於學生們對於自我認同以及族群關係的重新認識，這才是作為一門文化性

通識課程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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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的課程我就加了這個，結果效果非常的好，本來修課的學

生，自我認同自己是客家人的比例是低的，可是等到這門課上完之

後，自我認同是客家人的比例是拉高的。那這意味著什麼？第一個，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是一個客家人，回家要重新去作那個戶籍的作業過

程裡頭發現，哇！我是客家人，或我家的族群有客家人，但我裡頭也

敎他們反省，就是說如果你們家都是客家人，或你們家都是閩南人，

那婚嫁的對象都沒有改變族群的話，你也要重新思考，你也要思考為

什麼會這樣？」(188-194) 

    透過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的調閱，讓學生有機會重新看見自己家族與客家的

關連性，一方面自我認同是客家人的比例提升，另一方面瑞玲老師則要大家進

一步思考，在多元族群的台灣社會中，如果家族的婚嫁對象沒有改變，背後具

有怎樣的意涵？對她來說，讓學生發現「現象如何」是一個層面，更重要的是

能不能進一步思考現象的背後，可能是由哪些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條件形塑而

成？ 

(3) 典範學習（他者認同的開啟） 

「典範學習的條件，第一個他必須是北醫畢業的，第二個他必須是客家人，

第三個他必須要有讓學生學習的作品。」(334-335) 

    在透過戶籍調查的過程中，瑞玲老師發現如果長輩中有人是客家人的話，

會增加學生的認同度，因此她順勢地在課程中加入了典範學習的演講，而且對

於演講者的挑選有設定條件，必須是北醫的學長姐、客家人，同時在醫學領域

中有所成就，她希望能讓學生在典範學習的過程中，因為認同而對這個族群的

既定印象能有所改觀。 

    雖然因為 2020 年 covid-19 疫情流行的影響，所有的課程要改成線上授課，

典範學習的演講也受到影響，但是依舊有兩位前輩願意前來演講，而這樣的分

享是具雙重鼓舞性的：「我覺得典範是好的，因為我發現在做典範的訓練時候，

我發現不只是鼓舞了學生，也鼓舞了這幾個老先生。」(228-230) 

(4) 體驗的重要性 

    綜觀這幾年開課的經驗下來，瑞玲發現給學生體驗這件事是老師很重要

的：「如果你喜歡一群人，喜歡一種生活模式，你沒有體驗，你是無法真正的喜

歡的。」(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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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開課的時候，瑞玲老師請媽媽煮了一桌的客家菜，在課堂上讓同學

們品嚐客家菜的味道，研究菜色的鹹、香、油，再延伸討論到客家文化的問

題，像是某些菜色如梅干扣肉、菜圃蛋為什麼是自助餐裡常見的品項，因為它

很下飯可以吃飽，從中帶領學生由飲食來探討族群的生活模式。 

「這是一堂文化的課，我在通識開這門課就是這樣，客家研究是客家

學院要做的事情，我們其實只是要找到一群對客家人有喜好，有正向

的感受，然後願意在未來的工作領域裡頭，可以跟客家的病人或者是

他的互相合作的對象，施予很和善友善的合作關係，不是用偏見去決

定的。」(265-269) 

   相較於客家學院的主要任務在於進行客家研究，瑞玲老師很清楚自己開設

「通識客家課程」的定位是在於，透過語言文化的了解，能夠對客家人有正向

的感受，同時在未來職場領域中，能夠有著友善的合作關係來看待不同族群的

人，這才是最重要的。 

(5) 從客家藝術到客籍藝術家    

「因為我是藝術類的老師，所以當時我就找了幾個重要的客家藝術

家，可是自己在做的這段時間裡頭會發現，我們與其說是客家藝術，

不如說是客籍藝術家。」(277-278) 

「我後來在做的時候就發現，我其實找不到什麼是客家藝術……我還

沒有找到一個事情是可以定義“客家藝術是什麼”，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難的，尤其我們探討的是台灣的客家藝術。」(282-286) 

    因此瑞玲後來在介紹時從客家藝術家，轉換成客籍藝術家，單純就他的藝

術表現來討論，在課堂上介紹客家籍的藝術家的成就，然後連結到對台灣的比

如說攝影或繪畫的發展影響等等，進而開展談建築、談信仰。藝術的部分，瑞

玲老師建立了一個藝術家群，將攝影繪畫電影等的藝術家像是鄧南光、彭瑞

玲、蕭如松、劉興欽、吳金淼、侯孝賢等，在課堂上放上畫作、攝影作品、電

影片段的方式來介紹這些客籍藝術家。 

2. 從「喜愛客家」到「族群間和解共融」的族群想像 

    瑞玲老師其實深刻感受到台灣很多族群都面臨到的城鄉差距與族群弱化的

問題，面對可能消失的客家文化，如果能夠在學生的心中保留一塊屬於客家的

位置，她能做的就是這一件事。也因為感受到客家文化傳承的危機，她在開課

之初抱著很大的使命感，希望能夠在很短得時間內，得到最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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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最終我很在乎的ㄧ件事就是，在修完這門課之後他們喜不喜

歡這個族群，對他們的想法是不是傾向正向，也願意成為他們的ㄧ份

子。因為有些人自己是客家血緣，可是卻沒有認同；有些人是周遭有

客家朋友卻覺得不好，這些事情是不是能夠化解對我來講是這門課最

重要的。然後從知識面的角度而言，就是他比較清楚什麼是客家，我

覺得這就是我在這堂課最重要的兩個目標。」504-510 

    隨著每年開課課程的修正與調整，經歷了不同的典範學習經驗後，瑞玲也

從課堂中更清楚得知道自己開設這堂課的目標，他希望藉由族群的認識與理

解，可以用不同的視角與更寬容的心去看待這個世界。 

「在這個過程裡頭你會發現，不要講不同的族群，我們單單講客家這

一群人，他只要落腳在不同的地方，他的差異就那麼大了。所以我最

終覺得〈寬容、包容、學習〉這件事情比什麼都重要。」(762-769) 

 

「我覺得發展這堂課到最後的心路歷程，我覺得就是從一個非常以客

家為核心的使命的，就是像是小紅尖兵的那個角色，慢慢的我覺得過

了這麼多年以後，我發現，我們原來其實真正追求的是一個族群之間

的和解共融、共存。」(781-788) 

 

（二）「原來客家文化很新潮」     

 

「我為什麼用哈客？其實哈客的音跟英語叫 HAKKA是同音，現在有很

多人用哈客來指稱跟客家相關的事物，所以我就用把這個名稱讓他們

感覺比較跟得上年輕世代，因此我用哈客。」(177-182) 

 

「因為我自己本身對看電視劇有興趣，聽流行音樂也是我的興趣，那

我就結合起來，讓他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原來客家文化很新潮

啊！不是一講到客家文化就是保守和傳統。」(206-212) 

    勻萱老師在要開課之前，就決定要開一堂有別於以往的客家課。如果是別

的老師已經有開過的課，她就不重覆；譬如說客家文化的課、客家歌謠的課，

她期許自己開一堂從不同角度去探討文化、音樂的課，同時還是要年輕人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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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她採用影音視覺效果強烈的戲劇與音樂，讓年

輕人可以輕鬆的接觸新的文化。勻萱老師對於開課的課名以及內容是思考很多

的，除了結合她原先的語言專長，以及本身對於戲劇音樂的興趣，她希望在南

部學校的課堂中建構出一種「跟得上年輕世代」以及「原來客家文化很新潮」

的族群形象。 

1. 將音樂置入戲劇 

    勻萱老師本身是教語言學習（英文），所以特別能夠了解教語言的特性，他

希望學生能夠在學習過程中產生興趣之後再去學習。 

「我課堂名稱雖然是戲劇，但是我會融入客家音樂，因為每一齣劇都

會有片頭曲跟片尾曲，……那我就一魚兩吃，我名稱雖然是劇，也會

帶他們去賞析音樂，然後我就在課堂上透過劇裡面出現哪些簡單的詞

彙，我會帶他們念客語。」(32-39) 

    通常我們學習語言會從唱歌開始，像是學英文就練習唱英文歌，在娛樂之

中學會語言，也能夠記得比較牢靠。就像時下年輕人一窩蜂追逐流行的韓文

歌、日文歌，也是從歌曲開始來背誦簡單的字彙；因此勻萱老師採用的正是這

樣的教學策略— 

「我第一個先吸引年輕學生，如果覺得好聽、琅琅上口的話，他們才

會有興趣，等於說客語流行音樂是搭配課程的置入性的行銷。」 

                                                  (56-58) 

   她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將名為客家的這顆小種子播到學生的心裡，讓中南

部這幾乎不認識客家的孩子們，開始萌芽。除了選擇不同類型的戲劇外，也儘

量挑選符合學生背景的故事讓學生產生共鳴，像是早期的偶像劇「三隻小蟲」

就是在屏東科技大學取材，內容講的是三個昆蟲系的學生，描述他們對於選系

的茫然、畢業之後找工作的不知所措，戲劇的主軸正好是現在大學生的生活，

貼近他們面臨的小煩惱。 

    「上完課之後，我發現也等於是給中南部的年輕學生，對於客家人有一些

概念，就更具體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名詞。」透過戲劇和音樂，讓學生有機會

接觸客家，讓客家不僅僅是一個名詞而已，而是可碰觸的、真實而具體存在的

概念。 

2. 客語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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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面所提及，在戲劇中穿插客家語言的教學以及客家腔調的說明之

外，由於勻萱老師本身是教授語言的老師，因此對於課堂上客語詞彙的教學也

運用了專門的語言教法。因為班上大部分都不是客家人，所以採用的方式就不

是華語客語交叉講的方式去教，這樣同學會聽不懂： 

「因為我是學語言的人，我知道語言是從哪裡開始教詞彙。主詞你我

他一定要先講，然後動詞就是有沒有、是不是、好不好這一種，這一

種就是主詞動詞，受詞的話就是生活上的、簡單的，假設是劇裡面有

的這樣。……所以我是在教他們客語詞的時候才會切回客語。……我

本身教語言的人換教別的語言是 ok的，因為語言有一種語言教法」

(714-734)   

3. 參訪活動 

    除了課堂上的戲劇、音樂的介紹外，勻萱老師也帶著學生們到台南的客家

文化館參訪，參訪的作業報告是自己觀察到與客家相關的事物— 

「參訪之後讓他們去挑覺得有興趣的拍照寫感想，選兩個你發現的這

照片或資訊，……你發現了你不知道的什麼客家的什麼東西，為什麼

你會覺得有興趣？」(793-798) 

4. 推廣新一代客家創作者的作品 

    勻萱老師在課堂上除了介紹戲劇之外，也延伸介紹戲劇的編劇、音樂的作

曲、金曲獎的創作歌手等等，讓這一群創作者的優秀作品可以推廣到下一代，

可以好好地讓學生認識這些新一代的客家作品，進一步也邀請創作者到課堂上

演講。她希望邀請得獎的編劇來上課，藉由經驗分享如何創作客語戲劇，將作

者經驗融入，不僅僅只是欣賞，讓學生知道創作者的經歷以及為什麼他會寫這

樣的故事。 

    因為自己接觸過，知道申請計畫的不容易以及推廣客家音樂的困境，所以

勻萱老師很願意將音樂置入到戲劇這門課，也連續幾年邀請客語流行音樂得獎

者到課堂來表演與學生交流，學生們除了很開心之外，也對客家音樂有著不同

的想像。 

「我自己的感覺是，我重新認識現在新的一代怎麼樣為客家文化傳承

做的努力跟成果的東西，接觸之後我個人有很好的收穫；對學生而言

我也發現，其實新一代的學生不會排斥客家文化，但是你要有好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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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他們動機的一個模式讓他們接觸。」(785-788) 

     

    認真的勻萱老師發現自己在開設客家通識課程之後，除了重新認識年輕世

代對於客家新的建構與傳承之外，也希望自己能開展出好的引導方式，讓南部

的學生們可以更了解客家。 

5. 「不會排他」是年輕一代的樣貌 

    身處在台南的勻萱老師，深刻地感受到客家族群在南部的弱勢，尤其老一

輩的人對於族群的排他性更是明顯，好幾次都因為用華語應答被對方說為什麼

不說台語。課堂上問學生知不知道客家人的來源、或是有沒有碰到同學是客家

人的，答案幾乎都是不知道、沒有。在學校開設客家課程也會有少數的老師不

表認同，如果沒有拿到客委會的計畫專案來補助上課的鐘點費，學校的措施也

不支持開課。即便有著這樣困窘的處境，她依舊撐開空間讓客家語言與文化有

機會被看見： 

「我就是來到這邊生活才發現，我其實對我客語的這種背景的意識是

蠻強的。不然我不會這麼主動要來開課，這門課我是很費心的去設

計。」(418-420) 

    可能本身個性的關係，加上長年住在南部遇到因為不會說台語而被嘲弄的

經歷，以及教授語言的關係，讓勻萱老師的客家意識非常強烈。 

「因為我自己是學語言的，我知道語言學習跟語言保存的困難，要保

留一個語言或是學習是很困難的，所以我本身語言背景的專業又再更

強大我的意識，就是客語要怎麼樣傳出去或傳到下一代，或傳給不同

族群的接受的意識。」(609-620) 

    她當時算過，一個學期如果滿班 60 人，另外一個開客家通識的老師開了兩

堂課(客家文化和客家歌謠)都收 80 人，這樣一學期至少就有 200 人，一學年就

將近有 400 人可以接觸到與客家有關的課程，如果開四年就累計有 800 人。這

樣一年一年累積下來人數相當可觀，用統計的數字來看，這是非常值得推廣的

方式。 

「再來就是我這幾年來去上這個課，我發現年輕一代不像我遇到的、

比較有一點年齡的那一代，那一代是有族群的排他性的。年輕一代的

人他雖然對客語、客家人沒概念，但是不會排他。」(770-773) 

    勻萱老師一路走來，對於語言的傳承語保留有著很深的使命感，她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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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推動下，讓客家文化不再遙不可及，即便只是學生生命中ㄧ小點的微光也

好，她也已經留下了印記。 

 

（三）在地客家樣貌的探索與建構 

    位處於客家大縣的仁德醫護專科管理學校以及育達科技大學，因為學校位

置以及授課教師對於在地人文地景以及傳統工藝的投入探究，開展出屬於在地

樣貌的課程教材。 

1.通論性教材的使用 

    在仁德醫專三位老師的合作中，一開始的教材使用主要是參考一般性客家

文化的通論教材，尤其是羅香林老師的遷移史與移民史，再延伸到台灣客家以

及苗栗客家的移民歷程： 

「羅香林他們提到那個客家的那個移民史、遷移的歷史，然後再包括

台灣、苗栗在地的客家的歷史，然後接著就是漢聲那一套比較偏田野

調查的那一塊，就是比較信仰的那一塊，所以我們當時的教材還有就

是文學。」         (王慧芬，76-79) 

    剛開始開設客家通識課程，教材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在課程安排上面，

慧芬老師前面幾週會先介紹客家移民歷史，後面幾週再來介紹一些古典詩社、

客家文學作家及在地的客家詩人；而客語薪傳師的部分則是比較偏向客家話、

客家童謠或是醫護客語的教學，讓學生在課堂上能夠開口練習說客家話，因此

在教材內容上會比較偏向日常生活相關用語，或是在醫院碰到病人會使用到的

片語等。而明宇老師則是這麼看待參考教材的： 

「其實早期我是參考台大有一本客家文化概論，但在通識中心有一個

現實狀況是說，其實學生通識就比較算是營養學分，所以課程內容比

較不可能照著理論寫的過程來介紹，所以我覺得那時候課程設計，比

較重要的是它有點像一場一場的小演講，比較不會是一個整體性的課

程。」                   (鄧明宇，51-55) 

    客家文化課程算是近幾年才有的，不像國文或英文有一些課程大綱可以參

考，因此早期明宇老師是以「客家文化概論」作為參考書，但說實話客家文化

內容在大部分參考書上皆為文謅謅的資料，再加上大部分的學生對於通識課程

的看法往往都是營養學分，如果在通識課程中使用這種大量理論的東西，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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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有限，通常需要透過簡化以及增添趣味性才能讓學生有更高的學習意願，

因此，明宇老師就把課程設計成一場場的小演講，依照學生的興趣去做課程安

排，透過多種類型主題的配置，讓學生能夠學習到多元文化的課程。 

2.客家音樂的連結 

    客家音樂在客家文化中一直佔有一席之地，大家熟知的唱山歌就是客家人

舊時的習俗，而明宇老師是熱門音樂社的指導老師，因此他就藉由這些資源邀

請一些客家歌手來課堂中進行分享，從學生較有興趣的流行音樂做切入。近年

來有許多年輕的客家歌手，像是米莎，明宇老師在她尚未成名前就有邀請過她

來，而當初會邀請米莎來，是因為一方面她是護理背景，雖然後來沒有畢業，

但另一方面她又是苗栗人，和仁德有一種地緣關係，明宇老師覺得很有趣，所

以就邀請她來演講了，除了她之外，明宇老師更邀請了將近 10 位的歌手，像是

曾雅君、青鳥樂團、劉榮昌、顏志文、曾仲偉等。因為明宇老師本身有聽客家

音樂的習慣，所以也會想在課程中時把客家音樂分享學生，因此當初在上客家

文化概論時，他會利用客家音樂來做開場與結尾，透過客家音樂讓學生對於客

家文化更有連結，也更能進一步了解其背後的精隨。 

3.醫護客語教材的建立 

「我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是，我在那時候客家文化概論，裡面其實有

一個單元，我是在教醫護客語 。」(鄧明宇，138-139) 

    明宇老師除了客家音樂的固定結構之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客家對話」，

包括一般日常對話以及醫護客語，這樣的緣起是因為仁德本身就醫護專科學

校，大部分學生畢業或實習都有可能接觸到苗栗的醫院，而苗栗很多老人家都

不會說國語，較常說客家話，若是聽不懂的話，在給予協助時會比較難以下

手；且若向病人講客家話時也比較會有親切感，因此明宇老師在課程中就會結

合一些情境去做教學，這樣的教學安排對於學生在學習上是十分有幫助的，使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能更有共鳴。 

    初起明宇老師是想要求學生拍攝對話短片，但因為剪片軟體的關係，變成

是他自行找幾個學生一起拍攝對話影片當作上課教材，同學們要跟著影片一起

念；或是事先編好劇本，在課堂中讓同學使用現場演出的方式去進行，這兩種

上課方式讓學生對於學習客語不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透過戲劇或是影片

的交流方式，同學也能更加理解客語在日常生活的使用情境，或是在模擬醫護

過程中也能將所學的應用在其中，以便於日後遇到類似場景時能夠沉著應對，

在各組交流的過程中也能讓學生更加體會到醫護客語的重要性，學生在演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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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在增進自己的能力，讓他們能夠在做中學習。 

    然而很可惜的是這樣的教學方式並沒有延續下去，一方面明宇老師本身不

是醫護背景，如果能找護理科實際的醫護情境來設計或許會更貼切一點；另

外，他認為這樣的課程發展建構是需要一群人來做，才能做出有特色的東西，

不然課程內容就比較會局限在傳統的客家文化介紹，而缺乏創新的內容。 

4.家庭故事的探索 

「我之前客家文化還有做一個比較特別的，我客家文化課有要寫一個

作業是家庭故事。」     (鄧明宇，417-418) 

    明宇老師在設計客家文化課程時有三個特點，前面兩個特點分別是用客家

音樂做為課程結構之一，另外一個則是醫護客語的教學，而第三個特點則是

「家族故事」。在課堂中明宇老師會交代學生寫家族故事的功課，要寫到三代，

包括了阿公阿婆或外公外婆、父母親以及自己，因此學生回家必須去訪談他的

長輩，並將訪談後的內容串起來，最後在課堂中請同學們分享家人的故事。 

    其中有一個學生的故事讓明宇老師印象深刻，她是在苗栗市長大，會講一

些客家話，知道自己是平埔族道卡斯族，那她藉由要做這個報告就回去問長

輩，問了之後才了解到原來她的姓氏「解」，原本是不是這字，而是螃蟹的

「蟹」，這個姓氏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是因為當初日治時期覺得太難聽，就將

下面的虫給去掉變成「解」，因為這份作業使他們意外地了解到自己姓氏的由

來，這是他們在以前從來沒有聽家人說過，覺得很新奇。 

    這樣的課程設計是讓學生去反思自己跟上一代跟上上一代之間的關係，世

代間是否因為平時太過於生疏或是沒有適當的機會可以好好的心靈交流，但透

過這種課程讓學生能夠有深入了解的機會，對於學生的人生觀能夠有正向的發

展，原先很多同學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在了解過後發現自己其實是客家一份

子，對自己的客家身分多了幾分認識，也進一步增加了自己的文化認同感。 

5.朝向「生活體驗式」教學 

    除了客家文化概論課程之外，後來也開設「生命禮俗課程」，雖然這並不是

明宇老師的專長，因為當時他在生命關懷科，再加上自己的兒子出生，剛好遇

到一些跟生命禮俗有關的東西，自己對於這些習俗又有一點概念，所以想藉由

開設此課程，讓自己能夠更深入了解，並試著將生命禮俗與客家文化做結合，

因此安排課程時，他運用補助經費邀請一些專業講者來課堂中演講，一方面在

講者身上學習，同時也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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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明宇老師寫過客家民俗植物與生命禮俗的申請案，因此他也將這部分

內容融入到生命禮俗的課程中，透過課程讓學生了解傳統的植物在生命禮俗上

的應用，在課程安排上，他安排帶學生實際到校園中去探尋現有的植物，他認

為在客家課程的教學上，如果是用傳統上課講義，可能對學生會太遙遠，如果

能實際地帶他們去體驗，引發學生的好奇心，他們就會發現其實這些東西跟生

活是密切相關，像是芒草可以拿來做掃把或是艾草可以拿來驅邪等，這些民俗

植物往往都是和生活智慧有關，它們是可以被利用，並非沒有價值，只是在時

代的觀點下這些舊時的習俗漸漸被忽略與淡忘，所以透過課程讓習俗與客家結

合，再加上生活體驗的部分，讓學生更能感同身受。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客家文化的教學是要朝向體驗式的，那這種體驗

式的話就是要用 team來實現才有可能，那如果他們捲動得進來那就可

能可以變成比較有趣的課堂經驗。」 (鄧明宇，397-400) 

    明宇老師在教學實踐場域中很重視實踐知識，他認為客家文化的教學是要

「體驗式」教學的方式進行，同時必須要有教學團隊一起來執行才有可能，若

為單打獨鬥的話，老師一個人做的效果是有限，且課程是需要透過體驗的方式

讓學生能夠有更強的連結，因此較無法得到良好的教學成效；而課程設計上的

困難點，因為通識課程通常不是一個固定群體，如果是固定群體，是可以圍繞

著生活來規劃設計，像是歲時節慶的活動，學生能夠因應日常生活節慶去做實

際文化參與和體驗；非固定群體的話就較無法有共同的連結，需要針對課堂學

生的興趣來加以修正課程的規劃。 

6.在地化教材的探索與建構 

    關於在地化教材的建構，則是慧芬老師和遠嘉老師努力在實踐的。 

    對慧芬老師來說，一開始課程內容以文學為主，是因為與碩士論文有很大

的關連性，她先從本身在寫碩論時，獲得的資源當作教材，到後來慢慢發現苗

栗和新竹地區有一些不是作家的人，但卻在當地是具有影響力的，所以她就開

始把教材內容慢慢的加一些這類的元素進來，課程內容不再只是介紹文學作

家，變成利用一個客庄連結一個當地人物，再連結他的作品，課程內容從客家

文學融合成客家人文地景，並以這個內容去做發想。 

    後來因為是在醫護類科學校，所以開始往醫護人員這領域去做延伸，在調

整的過程中，發現醫療文學這領域也有客家人，近年來她也發現許多年輕人回

到故鄉創業，做的也還不錯，所以後來她把這領域也納入課程中。她不斷地延

伸不同的領域到課程內容裡，不斷地創新調整新的課程，並利用單元式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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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來介紹不同領域的人物，讓課程變得更加多元，從一開始的文學，到後來

的醫療、青創等等，彙整成現在開課就是固定以歷史人物、文學作家、醫療人

物、藝術工作者以及創業家的部分，這五個範疇去做課程的安排與教授。 

    同樣位處苗栗客家庄的育達科技大學的遠嘉老師強調—「因為跟著時局在

走，在轉變」，他認為現在是全球化的社會，每天都在不停的變動之中，這些傳

統的東西在後現代主義下都快要消失了，只能靠文創去承載它，所以他就設法

想要將這些客家元素保留下來，並利用這些元素設計課程，讓客家裡頭的物質

與非物質兩元素能夠去做結合，而他認為在課程中能讓學生親自參與及體驗的

東西就是「體驗經濟」，他就是依據這個想法慢慢的將課程內容從理論變成傳統

工藝，並且以苗栗在地的傳統工藝為主，包括：竹炭、藍染等產業，透過學生

的親自體驗，進一步了解客家文化之美。 

 

（四）營造客語友善環境 

1.從選修到必修 

「這堂課最早開始是選修。一開始的設計就是要以實用為主，比較多

著墨在第一線的醫療院所能夠使用到的會話為主，所以我們會設計一

些情境讓學生去練習在醫療院中可能會遇到的情況，比如說打針、吃

藥應該怎麼說，什麼毛病、病痛該怎麼說等等。」47-54 

    開設醫護客語課程的兩位前輩老師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推動客家文化，有了

權勝老師這個生力軍加入團隊，就更加強這門課可以長久開下去的意念。 

「我們學文學語文的人可能想法比較接近，就是客家文化這件事情，

他不可能說【有客家人就有客家文化】，我們比較能認同【沒有客家話

就沒有客家人、沒有客家文化】，所以我們都希望這門課能夠長遠，因

此兩位老師的努力下，學校方面願意把他把他推廣成必修，不再是選

修。」59-64 

    醫護客語從選修改成必修後，每一班的學生在三年級的時候都要修這一門

課，這是一個很大的努力與轉變，可以讓「醫護客語」成為校必修，這也可以

讓堅持「沒有客家話就沒有客家人、沒有客家文化」的權勝老師，可以在校園

中實踐其信念。 

2.從會話到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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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經是必修的課程，我們應該在進行這些會話之前，帶一些他

的文化背景介紹。比如我現在的課程設計會在前面講台灣的客家人到

底分布在什麼地方、台灣的客家話有幾種、他們有哪些特色、同學們

你認知的客家印象是甚麼等等。大家在文化背景方面有一些了解之

後，再慢慢地開始進一些語言課程這樣。」73-78 

    雖然名為醫護客語，但是基本原則還是從簡單的日常問候語、生活用語開

始，再慢慢進入專業的醫療院所會遇到的對話，像是病人的基本資料、疾病

史、人體器官等等。由於醫護客語的順利推行，開始讓其他的老師向學校提出

醫護閩南語的課程；因此醫護客語的必修兩學分就分一學分給醫護閩南語，上

課的時數減少了，連帶影響了原本設定好的課程規劃，原先預期能夠教給學生

的東西也就縮水許多。 

3. 客語友善環境的營造 

    再回頭來看新生開設的醫護客語、職場客語，以及學校電梯裡面播放的客

語播音，都是在為客家話打造一個讓學生可以親近客家的環境： 

「所以我們希望至少在新生的五年當中，會覺得這些語言其實就是存

在你的生活當中，心理上你會覺得這些語言是平等的。我們學校電梯

也有客語播音，所以很多沒上過這門課的人，因為他每天聽，他會聽

懂那個客語播音在說什麼。」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他是平等的，只是客家人人數比較少一些，閩南

人人數比較多一些。他們在這方面的認知上我覺得就比較正確，有潛

移默化改變，我們希望營造這樣比較友善的環境，至少以後在學校、

在社會上，他不會排斥客家，這樣子會對客家話、客家人的文化的延

續會有一點點幫助。」  355-374 

    既然大環境是很難改變的，我們就從身邊開始做起，盡可能的和孩子說客

語，在學校儘量的推廣、在課堂上儘量的推廣，透過廣播讓學生去熟悉、消除

陌生感，營造一個對客家友善的環境。回看這一路的經歷，做自己喜歡的客家

研究、撿回客家話都是讓人開心的事情。在新生依據學校的教學宗旨推動客語

課程難免有小波折，但是看到學生對客家有進一步的認識，或是看到老師可以

用客語打招呼，這樣就很值得欣慰。 

 

（五）跨越邊界：從客家音樂到台灣音樂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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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堂中教唱山歌的體驗 

「我覺得很幸運我先找到鄭榮興老師，我就一個一個打電話問看有沒

有人要來我們這邊演講，然後從鄭老師開始來演講之後，我就問他教

山歌的問題，他就給我一本他的客家戲研究書籍，我就從那裏面開始

去邀姜雲玉老師。所以姜雲玉老師等於是從 101年下學期，就是 2003

年他就開始每個學期都來我們學校演講、教唱山歌。」48-56 

「姜老師有一個客家山歌團，我覺得可以認識後場樂器。其實八音最

重要的就是鑼鼓樂，然後鑼鼓跟二胡的老師就先介紹山歌再介紹他的

伴奏樂器，最後就讓同學唱唱看這個山歌跟著樂器他們會怎麼走，安

排了傳統的部分以後就再安排一些流行的。」60-66 

    有鑼鼓樂團到課堂讓學生認識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外面的野台戲是沒有人

要讓你到後台去看的，更不用說讓你敲敲打打，因此子晴老師希望每位學生都

要上來試試看各種樂器。她用做研究的方式來上課，比較特別的是有同學陪著

他一起來做研究，其他老師上客家音樂課的方式可能就是請歌手或是專家到課

堂來演唱或是介紹，但她則是將整個劇團都搬到課堂上，讓學生可以拉彈打唱

實際操演體驗。 

    子晴老師對於山歌的多樣性感到有趣，於是趁著姜老師來上課的時間，給

出不同的演講主題，一邊上課一邊學習。關於歌唱中，不同腔調的選擇與融合

是有趣的議題，就像姜雲玉老師本身是北埔客家人，講的是海陸腔，可是當他

在當山歌評審的時候評的卻是四縣腔；子晴老師也遇到一些朋友是中部客家

人，講的是大埔腔，學山歌時卻學四縣腔或者海陸腔，「我就覺得在這邊的話，

客家歌曲就變得很有力量了。他就可以讓你在平常的講的腔調是自由的，可是

唱歌的腔好像一個共同的語言，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156-158 

    學生得以在課堂環境中聽到非常多的山歌，也在姜老師的教導下學唱山

歌，所以子晴老師就要求學生一定要唱一首山歌，不管是期中或是期末；除了

要會唱山歌，他還要求學生要做創意山歌。 

    子晴老師用音樂讓學生跨越了客家的藩籬，因為有影像、有故事、有旋

律，這樣讓學生比較容易融入情境並學習，即使不懂客家話，可是音樂和旋律

是可以交流的，就像時下的年輕人也是這樣聽日文歌、韓文歌來學習的。整體

來說，子晴老師慢慢在這八年中，從課堂中建構教材及蒐集資料，希望能在唱

歌之外，找到山歌在客家裡面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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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結合山歌的客庄戶外教學 

    除了在課堂上的實務教學，子晴老師也會帶學生到客家庄戶外教學。近幾

年則是依新北市客委會的要求帶學生到桐花季參訪，可惜桐花季的音樂表演比

較偏向大眾流行的市集，較少有傳統戲曲的演出，幾次參訪下來學習成效不

佳，後來找了幾個有客家特色的地點參訪，像是淡水的鄞山寺、北埔老街做柿

餅 DIY，讓學生有不同的生活體驗：「像是做柿餅，我就跟他們說那你就想像在

這些工作場域很勞累的時候，他們就會唱山歌。其實他的歌詞是自己加的嘛，

就他想唱什麼就唱什麼，可是旋律是固定的。」因此，如何在參訪體驗活動中

結合客家山歌文化，變成是重要的導引方向。 

3.「青銀共學」—把田野搬到教室中 

    這樣開課幾年下來，去年台北大學接到一個「青銀共學」人文前瞻計畫，

希望能夠藉由青年與長者的跨世代交流，改變原有的刻板印象，達成世代共融

的成果。子晴老師就到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招募客家志工，這些志工原本對於

客家文化就有一份使命感也相當的熱心，因此招募計畫相當順利— 

「我們招募一批客家的志工來課堂裡面分享他們的客家山歌經驗，然

後讓學生去採訪，我們讓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客家長老去自己選一首

歌，我想要知道他們認為哪一首歌是代表他們的客家歌。」486-490 

    因為要到各地的客家庄調查山歌是困難的，所以藉由學生訪問客家長者最

喜歡的山歌來建構來自台灣各地的客家族群，讓學生在課堂上演唱該長者喜歡

的山歌，可以同時間看到五、六個不同的客家莊的樣貌。她藉著這樣的方式，

把客家庄以某一種形式帶到課堂中，在學生向長者請益的過程中，透過山歌的

交流認識客家的樣貌，也將學生田野調查較不足的地方補上。這樣的形式讓學

生在討論中認識客家的音樂，也讓長者接觸到新一代的客家音樂。 

4.從客家音樂到台灣音樂 

    子晴老師本身是學西方音樂的，所以反過來看民族音樂的時候，就不會侷

限在單一個民族的角度。像是客家的語言與腔調就有這麼多種，沒有辦法說誰

的客家的角度才是對的。 

「以民族音樂學來說的話，他就是不同民族的界限在哪裡，跨過了這

個界線，你會覺得不像客家；或是你跨過了這線你就不像閩南，其實

我們很難定義說這個就是客家，可是你看到那個界線，欸這個不太像

的時候，那個就對了，其實反而是那個邊界比較重要。」  84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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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這兩年以來，子晴老師已經不用「客家音樂戲劇賞析」來向客委會申

請計畫案，而是用「台灣音樂與文化」。子晴老師本來就有開台灣音樂與文化的

課，可是講一講之後發現都會和客家音樂有相同的部分，而且講到台灣音樂文

化不可能不去認識客家文化，因此後來就修改了申請的計畫名稱— 

「他完全是在地長出來的，這個又是一個客家音樂很特別的地方，他

就是一到一個地方就不斷地融合當地的各種音樂形式，變成他的新的

形式，所以我們一直要去追，誰是真正的傳統客家是沒有意義的，因

為客家音樂他本來就是在不斷的演進。所以我現在就都把他放在台灣

音樂與文化裡面來講。」921-925 

    子晴老師認為，當看待音樂的視角變寬廣之後，就會發現客家的音樂，和

其他的音樂，譬如說原住民音樂往往是會相互交融影響，像是：當你在哼半山

謠的曲調時，你偶爾也會聽出他有原住民的音調，因為半山謠就是受到原住民

影響的曲調。她以「五燈獎」節目做為例子，以前的綜藝節目還能聽到客家音

樂、閩南音樂或原住民音樂，各族群之間的音樂有一個平衡，但是當客家電視

台獨立出來設立，界線被切得清楚之後就不太聽得到客家音樂，反而沒辦法促

進族群的融合。 

    「其實台灣就這麼小，如果只獨立叫做客家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跟其他人

有些聯結或生活經驗的連結。因為在這座島上，在地的四大族群是互相影響

的。」 因此，如何朝向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待族群與族群共融，反而是更重要

的。 

 

六、 結  論 

    本研究將「族群想像」視為一種能力，一種試圖將個人經驗或者個人事

務，連結到社會歷史議題的能力。同時採用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在課堂中的老

師與學生「一起建構了我們的世界」—對於客家的某種族群想像；亦即在大學

的客家通識課堂中，對於客家族群的想像與客家樣貌的建構，是在師生互動與

教學過程中，透過對話與探索，大家一起建構出來的；教師與學生帶著各自的

多態存有（Gergen，2016/2009），雙方都帶著社會處境中的族群經驗與生命記

憶，投入於課堂的關係互動中，建構出多重觀點的客家樣貌。 

    前一章節將客家通識課程的課程設計與族群的多元樣貌想像，區分為「從

使命感導向到族群共融」、「原來客家文化很新潮」、「在地客家樣貌的探索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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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營造客語友善環境」、「跨越邊界—從客家音樂到台灣音樂與文化」等五

大項。會發現的確如 Gergen 所言：「我們所認知的世界，主要取決於我們如何

看待它，而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則又取決於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關係」

(2014/2009) 。身處於台北都會區以及台南古城區的客家通識課程教師，因為處

在一種極為弱勢的客家位置，而產生了語言傳承的急迫感與客家意識的提升，

因此有著使命感導向的族群想像，希望透過好的族群意象建立與理解，以化解

族群間可能的誤解或衝突；或者建構出一種「新潮客家的樣貌」，讓年輕族群可

以更靠近客家。至於位處客家庄的客家通識課程教師，則試圖要營造客語的友

善環境，同時並進一步建構屬於在地的客家人文地景與樣貌。介於都會邊緣與

客家庄之間的學校，則試圖從專業性的角度出發，透過不同的專業（像是藝

術）來串連起台灣不同族群的樣貌，並且朝向族群共融的目標。 

    至於給客委會的政策建議，則包括在開課教師面的建議：固定辦理客家通

識課程教師社群成長活動、客家通識課程設計與規劃工作坊、客家通識課程的

教學實踐研究學術研討會、跨領域課程教學策略工作坊等；在課程規劃與設計

面，則持續進行核心教材的建構，像是台灣客家研究學會所出版的《認識台灣

客家》，這樣的通論性教材是可以提供教師們開課的參考；同時在政策面除了補

助教師開設相關課程之外，多元教材的開展也是鼓勵補助的項目之一，讓每一

次的補助案除了完成課程開設之外，也能夠有不同的教材成果可以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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