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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成果報告書 

一、基本資料：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申請表 

申請日期 99 年 9 月 30 日 

修正日期 100 年 2 月 25 日 

計 畫 名 稱 仁德醫專開設客家人文課程計劃──【客家文化】與【悅讀客家】  

申 請 

單 位 
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代 表 人 

職 稱 姓 名 

校長  黃柏翔  教授 

是 否 設 置

校 務 基 金 
否 

金 融 機 構 

名 稱 帳 號 

戶名：財團法人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銀行：台灣土地銀行苗栗分行 

帳號：020051046928 

聯 絡 人 

職 稱 姓 名 

王施勝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客家研究中心主任 

電 話

主任辦公室 ： 

 主任手機 ：

計畫主持人/王慧芬 

 

地 址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砂崙湖 79-9 號 

實 施 期 程 100.1.1──100.11.30 

實 施 地 點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計 畫 內 容 

大 綱 

本校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位處客家大縣──苗栗縣，客家族群色彩濃厚，

校內也有許多教師是客家人。以地緣、人才來論實具有研究客家的潛質與實力；更

肩負推廣客家文化的使命。本於札根苗栗、深根客家的理念，本校從 93學年度起就

開始以講座、參訪的方式介紹客家，諸如【認識吳濁流的文學原鄉】、【苗栗西湖藝

文參訪──金龍窯、吳濁流藝文館】、【搭上神秘列車悠遊小說林──甘耀明的文學

世界】、【客家青年築夢計畫──徐灝翔之深入蒙古草原挖掘古老的神秘吟誦】、【客

家青年築夢計畫──林端玉之我的三十歲禮物來去西非迦納作志工】等。近年來客

委會的成立，客家文化意識的抬頭，本校亦開始開設客家文化通識課程。98學年起

的「客家、文化與醫療」課程，結合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不同專業領域且對客家文化

深具認同感的教師，採主題單元教學方式，介紹具有深度、豐富性的客家。99學年

度亦已成立客家研究中心，整合校內研究客家之人力與資源，期許進行跨領域與多

面向的客家研究。 

本校的客家課程設計著重啟發客家人文精神，強調「心靈的覺醒」、「生命的感

動」的人文薰陶。並以「客家人文的生命體驗」與「客家與專業的結合」兩個精神 



 3 

 

為教學目標。除了希望將客家人文的精神生活化，以「生命體驗」的模式進行個人

實踐，讓學生們感到「客家」不再是遙遠的、遠古先民的史蹟，是具有生命力的，

是一種「生活的客家」。也期許將客家課程與學生專業背景融合，提供專業外的思考

面向，走出另一番專業特色。而本年度的客家課程計劃亦依循前述之教學目標與精

神，共設計了兩個課程──【客家文化】、【悅讀客家】。 

    99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客家文化】課程，由本校講師王慧芬、鄧明宇共同負

責。主要以認識客家為出發點，以單元導讀的方式來介紹客家。以客家族群之生活

各個面向導覽為主，介紹客家族群的過去、現在與遠景未來的發展。端看客家文化

的本質，客家先祖如何運用智慧克服生活的種種限制，並孕育出意義深遠的文化。

此課程採單元講座授課形式，邀請優秀客家講者蒞校演講，針對相關主題進行專題

演講，並與同學進行互動與討論，讓同學對某個主題有更深入的理解。本課程中客

家庄文化參訪本校學生許多都是台中、彰化、南投和雲林中部一帶來的學生，對於

客家文化了解並不是很深入，但是本校位於客家大縣苗栗，為了讓學生對客家文化

和生活有深作的了解，希望可以安排探入的文化導覽活動，讓學生深入客家庄，親

身體驗客家的美食、建築、人文、生活等各個層面，讓同學了解客家文化並不是過

去的歷史，更是現在的生活。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悅讀客家】課程，由本校講師曾絢煜、王慧芬共同負

責。此為客家進階課程，介紹台灣的客家文學，包括客家謠諺、民間創作、小說、

詩歌、報導文類，並閱讀客家人物傳記，分享客家人物的生命故事。同時配合課程

設計學生採訪客家親友，為之記錄生命歷程，寫作客家人物故事；或搜羅、閱讀、

介紹特定客家人物自傳、傳記，進而思索人生的價值與意義。此課程中將邀請中央

大學客家學院的黃菊芳教授、苗栗當地的作家群：客家大老李喬、新生代文學作家

甘耀明、客家報導文學巨擘藍博洲、黃秋芳等，且結合本校研究客家專長之教師共

同授課，使學生能親慕學者與文學家的風采，體驗苗栗在地客家文學與客庄生活的

多采多姿。 

總 預 算 148,000元 自籌經費 28,000元  

申 請 本 會 

補 助 經 費 

120,000元  申請其他機關 

補助金額 

無 

檢附其他

證明文件 

 

 

申請單位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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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校通識中心從 93學年度以來就一直相當關注苗栗在地客家文化議題與活

動，歷年來舉辦過諸如【認識吳濁流的文學原鄉－－藍博洲訪查吳濁流的西湖

歲月】、【搭上神秘列車悠遊小說林──甘耀明的文學世界】、【客家青年築夢計

畫──徐灝翔之深入蒙古草原挖掘古老的神秘吟誦】、【客家青年築夢計畫──

林端玉之我的三十歲禮物來去西非迦納作志工】等多場講座；也針對學生校外

活動舉辦過【苗栗西湖藝文參訪──金龍窯、吳濁流藝文館】客庄體驗活動等

等。而客家人文通識課程的開設最早起於 98學年的「客家、文化與醫療」，由

本中心的曾绚煜、鄧明宇老師開課。採主題單元教學方式，介紹客家族群歷史、

建築、飲食衣飾、觀光美食、節慶活動等，且結合本校醫護專業的領域，在課

程中加入醫護客語教學、客庄醫療人物與環境等主題，讓學生對於課程更有切

身感。另外相關的客家活動，如「愛客小天使闖關活動」、「客家人文體驗營」、

「仁德心、客家情徵文活動」，「客家文化與生活客語傳習計畫」、「生活客語傳

習計畫」，在推廣客家的成效相當卓著。 

100年本校客家研究中心正式創立，著眼於居處於苗栗客家大縣的資源與人

力，期待帶給本地或遠從外地來此就讀的學子們更多認識客家、體驗苗栗的機

會，因此向客委會申請了「開設客家課程計畫──客家文化、悅讀客家」的計

畫。本計劃分為認識客家文化的初階課程與進階主題式的客家文學課程，希望

同學們在初階課程中對於客家有初淺的了解與認識，在進階課程中能對於苗栗

在地文學與歷史有多些體悟與了解。本課程結合苗栗在地的人力資源，邀請了

客家相關領域的專家與前輩共有十二位。【客家文化】課程由居住在苗栗公館的

客家大老李喬老師首先開講，主題為「客家民間文學」。另外有前苗栗縣文化局

局長、現今為中央大學客家經濟研究學院的的周錦宏老師主講「客家文化產

業」；苗栗著名客家文史工作者、作家的藍博洲先生主講「客家人物生命故事」；

苗栗客家大老黃鼎松老師主講「苗栗開發史與客家的未來」；另外為了吸引年輕

學子的興趣邀請了兩位客家新生代樂團與歌手－硬頸樂團朱團長與創作女歌手

米莎。至於【悅讀客家】課程因為以文學為主題，也同樣邀請五位學者與作家

來校分享。有成長於苗栗、長年深耕於客家民間研究的中研院副研究員黃菊芳

老師來向學子們分享有趣的「客家民間文學」；長年投入新竹縣客家地方文史調

查與研究的前明新科大教授范明煥老師主講「客家大河小說－吳濁流的《亞細

亞的孤兒》」；長期研究苗栗在地作家李喬的學者、大同大學的助理教授紀俊龍

老師主講「苗栗在地小說家李喬－精神分析與李喬地小說創作」。另外還邀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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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在地的兩位知名詩人與小說家－邱ㄧ帆與甘耀明，分別主講「客家詩歌創

作」與「鄉土小說創作」。透過每位講者生動的演講真實地讓本校師生體驗了豐

富且多采的客家文化與文學。 

另外在課程中也邀請校內具有客家研究背景的老師們一同與學生們分享

「客家」。有專長於客家婦女社會文化研究的羅文星老師分別主講「客家女性的

生命實踐」、「客家人物傳記－從鍾平妹看客家女性的生命歷程」；具有台灣歷史

人文研究專長的林明燦老師則分別主講「客家人物的生命故事─台灣貨殖家黃

南球」、「苗栗地區開發史」、「苗栗客家歷史人物導讀與寫作指導」等。本校餐

飲管理科葛義師老師，結合本身餐飲觀光休閒的研究專長，主講「客家文化產

業與休閒觀光」、「客家飲食與衣飾」、「苗栗美食旅遊報導與寫作」等主題。以

及分別由【客家文化】協同主持人鄧明宇老師支援的「客家人物傳記－溫碧謙、

徐傍興醫師以及鍾信心護理師的醫病故事」單元；由【悅讀客家】協同主持人

支援的「客家青年的生涯發展與認同」、「客家民間文學」等主題。充分結合校

內的師資，期許帶給學生們更多元、專業的學習視野。除此之外在【客家文化】

課程中舉辦了三場的「竹苗客庄史蹟導覽」的校外參訪活動，分別參訪了新竹

北埔走逛北埔老街，參訪史蹟天后宮、天水堂等體驗深度客庄文化；到苗栗三

義木雕館體驗客家傳統技藝之美，到銅鑼客家大院賞桐花觀光；前往苗栗市貓

貍山公園參訪羅福星、丘滄海、日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史蹟、到頭份義民廟體

驗客家人特有的宗教信仰與文化。使學生們能親身認識在地歷史人文、體驗客

家人文風情，以達本課程推廣客家的目的。 

 

貳、 執行情況： 

   ㄧ、計畫之執行概況  

    【客家文化】課程開設在 99學年度第二學期，因為選課人數眾多，而分為

甲乙丙三班，時間分別是週二的上午 10至 12點、週三下午的 2點到 4點、週

四上午的 10點至 12點。【悅讀客家】課程開設在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每周二上

午 10點至 12點，僅ㄧ班。 

   【客家文化】課程的設計採單元教學，分別設計了 13個單元。「尋根之旅─

─客家人的歷史」，此單元的教學並不僅限於客家籍學生的尋根，也同時要求具

有閩南籍與原住民籍的學生們回家去向長輩們追索自己家族的源頭。過程中有

許多操著流利福佬話的同學從中發現原來自己祖先是客家人──福佬客；也有

許多同學發現自己的先祖原來是歷史課本裡的名人，更有人追到自己原來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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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台灣客家人的源流」單元介紹客家先祖的原鄉，以及客家先祖從秦漢時代

開始的流浪的客居他鄉歷史，台灣客家移民的血淚與義勇故事，以及目前台灣

客家人的來源、分布、語言狀態等，這是了解台灣客家人的基本課程。「客家人

的信仰與節慶」單元介紹客家人的ㄧ年的歲時節慶活動，講述客家人特殊信仰

義民爺、三山國王、伯公的故事，以及目前客委會所推廣的客家十二節慶的意

涵與內容。「客家建築與藝術」單元介紹客家建築的特色，從福建、廣東客家原

鄉的圓樓、土樓、方樓到台灣客家居住空間結構藝術如常見的夥房、圍龍屋、

阿公婆間乃崇敬祖先的象徵、堂號與棟對有著追本溯源的意義、紅白子孫燈代

表開枝散葉的期望、客家隘門乃抗敵禦敵的設施等。另外也介紹台灣許多的客

家建築史蹟與同學們認識。「客家飲食與衣飾」介紹客家人飲食的特色多以米

食、醃醬為主、重口味，此乃因為客家先祖居住山區，務農勞動客觀所需，且

如此食物耐久保存、以及客家人重視充飢飽足之用。另外也介紹客家人米食、

福菜、肉類料理；客家衣飾則以輕便、儉樸、實用的衫褲為主，在造型上與台

灣閩南人服飾做比較。 

    「苗栗地區發展史」單元主要是著眼於苗栗在地的歷史探索，讓學生們認

識求學地苗栗的歷史人文所設計的，單元中將介紹苗栗地區開拓的先後地區分

布，以及客家人從事開墾工作時遭遇的危險與因應之道，客家人如何在艱困的

環境中延續教育後代。現今苗栗地區重要的墾地遺址與人物，也會介紹苗栗大

墾戶黃南球的生平趣事讓學生們了解。「醫療客語、客家醫療人物」單元是針對

本校醫護專業科系的特色所設計的，教導學生們在醫療現場可以使用的基礎醫

護客語，有助於他們將來實習與就業；而客家醫療人物的典範學習，介紹三名

卓然有成的客籍醫護人員鍾信心、徐傍興、溫碧謙等，為學生們豎立起將來職

場工作的學習楷模。「現代客家音樂發展」則介紹台灣現階段從事客語客家音樂

創作的歌手，讓學生們可以在ㄧ片國語流行音樂之外多接觸一些以客語發聲的

客家音樂。「客家民間文學」有別於客家現代文學詩歌與小說，多為民間集合創

作，其中充滿了客家先祖的生活智慧，充分顯現客家先祖所遭遇的生活困境與

問題，從客家童謠俗諺與民間故事讓學生們認識客家並學習客語是最好的途徑。 

    「客家女性的生命與實踐」以客家婦女為單元，介紹客家婦女從傳統到現

代的演變，從客家婦女的形象說起，談到客家先民特殊的生活居住環境所形塑

下的客家婦女所需具備的能力，以及客家婦女受到蠻夷文化、西方文化影響所

造成的社會生活改變，另外也談談現代客家女性如何實踐自我的歷程。「客家青

年的生涯發展與認同」以客家青年的認同意識為主題，先談起台灣社會主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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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下客家青年的心態與轉變，在則提及客家運動的歷史與訴求主題如何影響客

家青年，客家青年又該如何追索族群與自我的認同。「客家人的生命故事」由於

講授者的不同分為客家文學小說家、台灣貨殖家、白色恐怖受難的客家人，述

說這些人物的生命故事與時代背景，讓學子們對於客家先祖所經歷的時代與歷

史有所認識與了解。「客家文化產業與休閒觀光」則以現在台灣客庄的再造運動

－文化與觀光結合的模式來向學子們介紹客家的轉變與未來發展，從傳統產業

的創新、觀光意象的營造、歷史文化的保存來體現客庄的未來。讓學子們體認

到客家不是過去式、而是一直都是現在進行式，客家的傳統與現代同時可以兼

容並蓄。 

    【悅讀客家】的課程內容主要以人物為經，文學作品為緯，希望透過客家

文學家的生命故事與文學創作勾勒出台灣全體客家人的生命歷程與歷史記憶。

其中的文學種類分為三個部份從古典漢詩、民間文學到現代文學，首先是「苗

栗傳統漢詩社－栗社」日據時代苗栗當地的栗社是由許多苗栗傳統文人所組

成，面對日本殖民者嚴峻的語言政策，為了保存祖先所留存的珍貴文字文化遺

產群聚創作傳統詩歌，他們的作品有著濃厚的鄉愁與深深的故園之情，寫抗日

情事、述田園閑情、書隱逸衷曲、敘失志愁悶，都是時代歷史的最佳見證。「客

家童謠諺語」以客家人人最朗朗上口、最有趣的的童謠與俗諺讓學生們學習客

語，從中了解客家先祖們的生活景況與生命的趣味。「客家詩歌創作」邱ㄧ帆先

生解說客語詩歌創作時的語音特性、創作主題的選取等問題，以及客語詩歌寫

作的語言保存的意義與困境，並分享數位客語詩人的作品。「客家大河小說──

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由范明煥老師解說大河小說的定義，並介紹台灣大

合歷史小說創作始祖吳濁流的生平，巨作《亞細亞孤兒》的內容與其中所呈顯

的身分認同議題。「客家文學與電影」是簡介近年客家文學與影劇結合的情況，

兩者表現方式的差異性。並以李喬及鍾肇政文學作品改編成影劇為例，穿插文

本閱讀與影片欣賞來解說。「苗栗在地作家李喬－－精神分析與李喬的小說」紀

俊龍老師針對本校學生醫護科系特質挑選了「精神分析學」的小說分析角度來

探討李喬小說創作，除了有專業學理的解釋，更透過作品文本清楚呈現，使得

學生在閱讀小說趣味的同時也加深了精神分析學的理論印象。 

    「鄉土小說創作－甘耀明的創作經驗談」甘老師以自身的童年、青少年、

學生時期的經驗，來說明如何將自身的經驗融入小說創作中，鄉野傳聞、青春

情事、校園故事都可以是文學創作的養分，並鼓勵學子們無論何種夢想只要夠

堅持夠努力一定能實現。「苗栗在地報導文學－藍博洲作品導讀」介紹藍博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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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並介紹其作品中以 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為主題所進行的田野調查報導紀

錄，諸如《紅色客家人》、《麥浪歌詠隊》、《幌馬車之歌》等書為例作導讀與介

紹，呈現在時代巨輪下受難客家人的生命悲劇。「女性經驗創作談」介紹女性作

家創作上的特質，例如具有記錄家族家庭歷史、個人生命故事、情愛經驗等特

質，比較與男性作家創作的差異性。列舉客家不同時代背景三位女性作家為例

來說明如經歷日本殖民、台灣本土、大陸時期的杜潘芳格、劉慕沙、林海音三

人來解說其作品的差異與內涵。 

    「客家人物傳記（一）──溫碧謙、徐傍興、鍾信心等醫護人員的醫病故

事」此單元著眼於本校醫護科系專業，介紹台灣三位客家的醫護從業人員的生

命歷程，以及職場中的醫病故事，來讓學生們對於醫護工作價值與意義多些認

識與體悟。且以仁心在美國執業多年的溫碧謙、在台灣奉獻醫術的徐傍興、視

病猶親的鍾信心護理師，都可是謂其學習的楷模典範。「客家人物傳記（二）─

─從鍾平妹看客家婦女的生命歷程」此單元從客家婦女著眼，以鍾理和筆下的

妻子鍾平妹來端看客家婦女所遭遇的社會文化困境與時代考驗，更從中體現其

堅毅的生命力與樂觀的意志，此單元更穿插文本與影片的導讀。 

     接下來的「分組報告」單元，安排的目的在於透過講師的親自指導，讓學

生從中學習好的學習報告與閱讀報告的寫作方式，先教導而後學習的成果才會

更好。所以課程中前半段乃為講師指導示範，下半段則要求學生將其事先準備

好的報告做五分鐘展演，讓講師現場立即給予報告及書寫指導。「分組報告（一）

──客家歷史人物導讀與寫作指導」由講師以貨殖家黃南球為例作導讀與解

說，分析在撰寫歷史人物傳記報告時應該注意的重點，例如要留意其生卒年家

世的簡介，再則要能點出此歷史人物重要的歷史意義，最好要能以實際的案例

與故事來解說，蒐集資料時、以投影片呈現報告時所應該注意的事項等等。「分

組報告（二）──客家美食旅遊報導與寫作指導」由講師以自身探訪苗栗客庄

大湖、銅鑼、公館觀光旅遊與美食景點報導的實際經驗做為範例，指導學生從

事美食觀光報導時所應注意的事項，諸如照片拍攝、美食料理的解說、觀光景

點歷史典故與文化背景介紹，文圖運用的技巧等等。「分組報告（三）──客家

文學作品閱讀與寫作指導」由講師以介紹新竹客家作家龍瑛宗的生平及其作品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例，書寫閱讀報告時所應該注意的文章起承轉合安

排，作品分析應注意小說大意解說、人物特色分析、時代背景的交代等，不可

網路文章ㄧ大抄，只要書寫出自己深切的閱讀心得就是好文章。 

    【客家文化】與【悅讀客家】課程詳細的授課內容與授課時間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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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 課程授課內容與講者 甲班  週二 10:00-12:00 

日期 授課名稱 
授課內容 

 
講師 

第一週

2/22 

課程內容概述、 

教學活動安排介紹 

介紹本課程教學單元內容與演講者，宣布本課程的

上課規章與考核與報告書寫，宣讀客委會之相關網

站與資訊介紹。 

王慧芬 

第二週 

3/1 

尋根之旅－客家人的

歷史 

針對修課學生的省籍與族群進行調查與了解，介紹

客家名稱與各朝代客家人遷徙歷史及重要人物。 

王慧芬 

第三週 

3/8 

台灣的客家人源流 台灣客家先祖的原鄉分佈的解說，以及目前台灣客

家人的分布與語言文化狀況。 

王慧芬 

第四週 

3/15 

客家人的信仰與節慶 介紹客家人的特殊信仰如義民信仰、三山國王信

仰、土地神信仰等，及各地台灣客家信仰節慶活動 

王慧芬 

第五週 

3/22 

客家文化---建築、藝

術 

大陸客家原鄉與台灣客家傳統建築的介紹－圓樓、

圍龍屋等，及廳堂擺設的意義與差異等。 

王慧芬 

第六週 

3/29 

醫療客語、客籍醫療

人物 

介紹兩位客籍醫護人物－徐傍興與鍾信心的行醫事

蹟，簡單醫護客語教學。 

王慧芬 

第七週 

4/5 

客家---飲食衣飾 傳統與現代台灣客家男女穿著的介紹，與閩南服飾

的差異；客家飲食特色與根源的介紹。 

王慧芬 

第八週 

4/12 
分組報告 針對以上六週教學單元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單元祧選

一個主題做進ㄧ步的學習報告。 

王慧芬 

第九週 

4/19 
期中考週   

第十週 

4/26 

苗栗客庄文化巡禮－

－校外參訪 

參觀苗栗在地人文史蹟－桐花公園、三義木雕街、

義民廟等地。 

王慧芬 

第十一週 

5/3 

現代客家音樂發展 新生代歌手米莎解說自己音樂尋夢之路，且介紹自

己的創作的客家歌曲與同學分享。 

米莎 

第十二週 

5/10 
苗栗地區發展史 苗栗客家地區的開發史介紹，苗栗在地客家人的生

活文化特色解說，分享在地田野調查的經歷。 

黃鼎松 

第十三週 

5/17 

客家民間文學 解說自己從事苗栗在地民間故事蒐羅的工作，以及

如何運用民間故事的養分從事新的文學創作。 

李喬    

第十四週 

5/24 

客家女性的生命與實

踐 

傳統客家婦女的社會生活情況與文化特色，與諸多

種族文化的交流，傳統與現代客家婦女差異。 

羅文星 

第十五週 

5/31 

客家青年的生涯發展

與認同 

台灣客家族群的振興運動介紹，青年對於族群的認

同之路，在家族與自我生涯間的抉擇。 

曾絢煜 

第十六週 

6/7 
客家人的生命故事 介紹苗栗墾拓先組黃南球的故事，以及客家精神如

何影響他成為台灣重要貨殖家的因素。 

林明燦 

第十七週 

6/14 

客家文化產業與休閒

觀光 

客家產業的特色，目前台灣客家形象的塑造與觀光

產業發展的結合。 

葛義師 

第十八週 

6/21 

期末考週  王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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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 課程授課內容與講者乙班  週三 14:00-16:00 

日期 授課名稱 授課內容 講師 

第一週 

2/23 

課程內容概述、 

教學活動安排介紹 

介紹本課程教學單元內容與演講者，宣布本課程的

上課規章與考核與報告書寫，宣讀客委會之相關網

站與資訊介紹。 

王慧芬 

第二週 

3/2 

尋根之旅－客家人的

歷史 

針對修課學生的省籍與族群進行調查與了解，介紹

客家名稱與各朝代客家人遷徙歷史及重要人物。 

王慧芬 

 

第三週 

3/9 

台灣的客家人源流 台灣客家先祖的原鄉分佈的解說，以及目前台灣客

家人的分布與語言文化狀況。 

王慧芬 

第四週 

3/16 

客家人的信仰與節慶 介紹客家人的特殊信仰如義民信仰、三山國王信

仰、土地神信仰等，及各地台灣客家信仰節慶活動 

王慧芬 

第五週 

3/23 

客家民間文學 解說自己從事苗栗在地民間故事蒐羅的工作，以及

如何運用民間故事的養分從事新的文學創作。 

李喬 

第六週 

3/30 

客家文化---建築、藝

術 

大陸客家原鄉與台灣客家傳統建築的介紹－圓樓、

圍龍屋等，及廳堂擺設的意義與差異等。 

劉煥雲 

第七週 

4/6 

客家人的生命故事 介紹客家作家鍾理和、吳濁流的生平故事，解說在

歷史巨輪下客家人的生命韌性與自我的追尋。 

王慧芬 

第八週 

4/13 
分組報告 針對以上六週教學單元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單元祧選

一個主題做進ㄧ步的學習報告。 

王慧芬 

第九週 

4/20 
期中考週   

第十週 

4/27 

苗栗客庄文化巡禮－

校外參訪 

參觀苗栗在地人文史蹟－貓貍公園、頭份義民廟、

頭份福德祠、慈裕宮等地。 

王慧芬 

第十一週 

5/4 

客家文化產業與休閒

觀光 

客家文化產業的種類與特色，客家桐花文化的形

塑，目前苗栗在地觀光產業的發展。 

周錦宏 

 

第十二週 

5/11 

醫療客語、客籍醫療人

物 

介紹兩位客籍醫護人物－徐傍興與鍾信心的行醫事

蹟，簡單醫護客語教學。 

王慧芬 

 

第十三週 

5/18 

現代客家音樂發展 介紹台灣現當代客家音樂的發展，以及諸多客家音

樂創作者－陳淘、顏志文、謝宇威、黃連煜等。 

王慧芬 

第十四週 

5/25 

客家女性的生命與實

踐 

傳統客家婦女的社會生活情況與文化特色，與諸多

種族文化的交流，傳統與現代客家婦女差異。 

羅文星 

第十五週 

6/1 

苗栗地區發展史 苗栗客家地區的開發史介紹，苗栗在地客家人的生

活文化特色解說，黃南球的墾拓故事。 

林明燦 

第十六週 

6/8 
客家---飲食衣飾 傳統與現代台灣客家男女穿著的介紹，與閩南服飾

的差異；客家飲食特色與根源的介紹。 

葛義師 

 

第十七週 

6/15 

客家青年的生涯發展

與認同 

台灣客家族群的振興運動介紹，青年對於族群的認

同之路，在家族與自我生涯間的抉擇。 

曾絢煜 

第十八週 

6/22 

期末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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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課程

授課內容 
丙班 週四 10:00-12:00  

日期 授課名稱 授課內容 講師 

第一週 

2/24 

課程內容概述、 

教學活動安排介紹 

介紹本課程教學單元內容與演講者，宣布本課程的

上課規章與考核與報告書寫，宣讀客委會之相關網

站與資訊介紹。 

鄧明宇 

第二週 

3/3 

尋根之旅－客家人

的歷史 

針對修課學生的省籍與族群進行調查與了解，介紹

客家名稱與各朝代客家人遷徙歷史及重要人物。 

鄧明宇 

第三週 

3/10 

台灣的客家人源流 台灣客家先祖的原鄉分佈的解說，以及目前台灣客

家人的分布與語言文化狀況。 

鄧明宇 

第四週 

3/17 

客家人的信仰與節

慶 

介紹客家人的特殊信仰如義民信仰、三山國王信

仰、土地神信仰等，及各地台灣客家信仰節慶活動 

鄧明宇 

第五週 

3/24 

客家文化---建築、

藝術 

大陸客家原鄉與台灣客家傳統建築的介紹－圓樓、

圍龍屋等，及廳堂擺設的意義與差異等。 

鄧明宇 

第六週 

3/31 

客家---飲食衣飾 傳統與現代台灣客家男女穿著的介紹，與閩南服飾

的差異；客家飲食特色與根源的介紹。 

鄧明宇 

 

第七週 

4/7 

客家青年的生涯發

展與認同 

台灣客家族群的振興運動介紹，青年對於族群的認

同之路，在家族與自我生涯間的抉擇。 

鄧明宇 

第八週 

4/14 
分組報告 針對以上六週教學單元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單元祧選

一個主題做進ㄧ步的學習報告。 

鄧明宇 

第九週 

4/21 
期中考週   

第十週 

4/28 

客庄文化巡禮校外

參訪 

參觀新竹北埔的慈天宮、姜家新樓、天水堂，在地

文化工作坊。 

北埔文化

工作坊 

第十一週 

5/5 

客家人的生命故事 書寫《紅色客家庄》調查苗栗在地白色恐怖時期的

受難者的經歷，獅潭鄉大河村的苦難歷史。 

藍博洲 

第十二週 

5/12 

醫療客語、客籍醫療

人物 

介紹兩位客籍醫護人物－徐傍興與鍾信心的行醫事

蹟，簡單醫護客語教學。 

鄧明宇 

第十三週 

5/19 

現代客家音樂發展 苗栗在地客家樂團－硬頸樂團分享個人追尋音樂之

夢的過程，演唱客家搖滾音樂與同學們分享。 

硬頸樂團 

第十四週 

5/26 

苗栗地區發展史 苗栗客家地區的開發史介紹，苗栗在地客家人的生

活文化特色解說，黃南球的墾拓故事。 

林明燦 

第十五週 

6/2 

客家民間文學 客家民間文學－客家謠諺、民間史詩、民間流傳故

事、客家歌謠戲劇等介紹。 

曾絢煜 

第十六週 

6/9 

客家女性的生命與

實踐 

傳統客家婦女的社會生活情況與文化特色，與諸多

種族文化的交流，傳統與現代客家婦女差異。 

羅文星 

第十七週 

6/16 

客家文化產業與休

閒觀光 

客家產業的特色，目前台灣客家桐花季與觀光產業

發展的結合。 

葛義師 

第十八週 

6/23 
期末考週   



 12 

【悅讀客家】 課程授課內容與講者   週二 10:00-12:00 
日期 授課名稱 授課內容 講師 

第一週 

9/13 

課程簡介   課程概

述、教學活動安排介

紹 

介紹本課程教學單元內容與演講者，宣布本課程的

上課規章與考核與報告書寫，宣讀客委會之相關網

站與資訊介紹。 

曾絢煜 

王慧芬 

第二週 

9/20 
苗栗客家傳統詩社─

栗社 

介紹日據時期苗栗當地的漢詩社團－栗社的發展，

從詩人創作的抗日、田園、隱逸詩歌來觀照時代。 曾絢煜 

第三週 

9/27 
客家童謠與諺語 

 

以最有趣的童謠與俗諺讓學生們學習客語，從中了

解客家先祖們的生活景況與生命的趣味。 王慧芬 

第四週 

10/4 
客家民間文學－客家

先祖的智慧與靈魂 

介紹民間文學的特色與性質與種類，客家民間文學

的特色與簡介，渡子歌的介紹。 黃菊芳 

第五週 

10/11 
客家詩歌創作 

介紹客語詩歌的意義與特性，客語詩歌的起源與發

展，導讀客語詩歌創作之美。 邱一帆 

第六週 

10/18 
客家大河小說－吳濁

流〈亞細亞的孤兒〉 

台灣大河小說始祖吳濁流的生平介紹，大河小說《亞

細亞的孤兒》歷史意義與故事背景，以及意涵。 范明煥 

第七週 

10/25 
客家文學與電影── 

一八九五、魯冰花 

客家文學創作與視聽影劇的結合，簡介李喬與鍾肇

政昇評與兩部小說劇本的內容，影片片段的解說。 
 

鄧明宇 

第八週 

11/1 
苗栗在地小說家－李

喬 

以精神分析為主題，探究李喬短篇小說中所運用的

精神分析手法。 
紀俊龍 

第九週 

11/8 
期中考週  

 
 

第十週 

11/15 
鄉土小說創作──甘

耀明的創作經驗談 

甘耀明從自我的生命經驗觀照自我文學創作之路，

幼年時期的鄉野傳聞、青春情事都是寫作的養分。 甘耀明 

第十一週 

11/22 

苗栗在地報導文學─

─藍博洲作品導讀 

介紹苗栗著名作家藍博洲的作品，228事件與白色恐

怖的時代背景解說，受難客家人的生命故事。 林明燦 

第十二週 

11/29 
女性創作經驗談 

客家女性從事文學創作的優勢、困境與挑戰，介紹

客家女性作家杜潘芳格、劉慕沙、林海音的作品。 
王慧芬 

第十三週 

12/6 

客家人物傳記（一） 

──溫碧謙、徐傍興

醫師、鍾信心護理師

的醫病故事  

此單元著眼於本校醫護科系專業，介紹台灣幾位客

家的醫護從業人員的生命歷程，以及職場中的醫病

故事，來讓學生們對於醫護工作價值與意義多些認

識與體悟，更可以從前輩身上學習。 

 

鄧明宇 

第十四週 

12/13 

客家人物傳記（二） 

──從鍾平妹看客家

婦女的生命歷程 

此單元從客家婦女著眼，以鍾理和筆下的妻子鍾平

妹來端看客家婦女所遭遇的時代考驗與其堅毅的生

命力，穿插文本與影片的導讀。 
羅文星 

第十五週 

12/20 

分組報告（一）客家

歷史人物導讀與寫作

指導 

此為學生報告之指導單元，此週以客家歷史人物為

主題，由講師以丘念台、黃南球為例作導讀與解說。 林明燦 

第十六週 

12/27 

分組報告（二）客家

美食旅遊報導與寫作

指導 

此學生報告之指導單元，此週為客家旅遊美食體驗

書寫導讀，以苗栗銅鑼大湖公館等據點為例進行導

讀與解說，讓學生從中學習報告的書寫與流程。 
葛義師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三）客家 此為學生報告之指導單元，此週以客家作家為主 曾絢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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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學作家閱讀與寫作

指導 

題，以龍瑛宗為例進行導讀與解說，及寫作指導。 王慧芬 

第十八週 

1/10 
期末考週 

 曾絢煜 

王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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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預算支用情形 

     經費支用明細 

仁德醫專開設客家人文課程計畫──【客家文化】、【悅讀客家】 

申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細目 

項目 次 單價 複價 說明 

1.人事費－兼任助理費(一名) 10 4,000 40,000 每月 

2.業務費－鐘點費（校外演講） 28  1,600 44,800 每小時 

3.業務費－鐘點費（校內演講） 16  800 12,800 每小時 

4.業務費－車資（校外參訪） 2 12,000 12,000 車次 

5.業務費－保險費（校外參訪） 120 37 4,440 每人 

6.雜支 1 5,960 5,960 批 

     

         共計 120,000  

 

 

 

 

 

 

 

 

 

 

 



 15 

三、校內外講師上課照片 

 

 

 
100.3.23 李喬老師 【改編客家民間文學】 



 16 

 

 

 
100.5.3  米莎歌手 【現代客家音樂發展】 



 17 

 

 
100.5.4 周錦宏教授 【客家文化產業與休閒觀光】 



 18 

 

 
100.5.10 黃鼎松老師【探索客家台灣－苗栗地區發展史】 



 19 

 
 

 
100.5.5 藍博洲老師 【客家人的生命故事】  



 20 

 
 

 
100.5.17 李喬老師 【客家民間文學再創造】 



 21 

 

100.5.19 硬頸樂團 【現代客家音樂發展】  



 22 

 
 

 
100.9.27黃菊芳老師主講客家民間文學 



 23 

 
 

 
100.10.11 邱一帆老師主講客家詩歌創作 

 



 24 

 
 

 
100.10.18 范明煥老師主講 客家大河小說──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 

 



 25 

 
 

 
100.11.2 紀俊龍老師主講 苗栗在地作家李喬－－精神分析與李喬的小說 

 



 26 

 

 
100.11.15甘耀明老師主講 鄉土小說創作──甘耀明的創作經驗談 



 27 

 
羅文星老師主講 客家女性的生命與實踐 

 
曾絢煜老師主講 客家青年生涯發展與認同 

 



 28 

 
葛義師老師主講 客家文化產業與發展 

 
林明燦老師 主講 苗栗客家地區開發史 

 



 29 

 
鄧明宇老師主講 客家人物傳記（一）－溫碧謙、徐傍興、鍾信心醫護人員的醫

病故事 

 
羅文星老師主講客家人物傳記（二） ──從鍾平妹看客家婦女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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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參訪照片 

 
【客家文化】甲班  學生在桐花公園留影 

 

 
【客家文化】甲班  學生們參觀客家大院 



 31 

 
【客家文化】甲班  學生在三義木雕街前留影 

 
【客家文化】甲班  學生們參觀三義木雕館 



 32 

 
【客家文化】乙班  竹南慈裕宮金銀紙文物館各種金銀紙藝術品 

 
【客家文化】乙班 全台最大的土地公廟──頭份福德祠廟婆向同學們講解土地公廟的歷史 



 33 

 
【客家文化】乙班 苗栗市貓貍山公園的北白川功能九親王駐馬處遺跡 

 
【客家文化】乙班貓貍山公園的忠烈祠前緬懷先賢 



 34 

 
【客家文化】丙班 北埔慈天宮聽取在地文史工作者講解客家廟宇建築藝術 

 
【客家文化】丙班  聽取解說員講解姜阿新洋樓的歷史與北埔在地茶葉發展史 



 35 

 

 
【客家文化】丙班 參觀北埔在地文化工作坊水井茶堂 

【客家文化】丙班 參觀北埔姜家天水堂，解說員講解其建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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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檢討與建議 

   ㄧ、成果效益 

    1.選修學生眾多，足見客家課程的受歡迎程度，亦足見其推廣客家的效益。 

    有著先前【客家文化與醫療】課程開設的經驗，學生們口耳相傳，使得【客

家文化】課程的開設選修人數眾多，最後只好分成三個時段三個班級來授課，

可見客家通識課程在本校受學生們喜愛的程度。且修課的學生大多是閩南籍的

學生，只有 10％是客家籍的學生，因此【客家文化】課程的進行無非具有推廣

客家的卓越功效，許多學生在修完課程後紛紛認同客家，或是扭轉了許多對客

家人的誤解，甚至還讓客家籍的學生深深以身為客家人為傲，這是此課程的最

大收益。但同時也因為選修學生眾多班級數增加，無疑也加重了授課時段與講

者安排的難度。 

2.增加了本校通識選修課程的豐富性與多元性。 

    以初階【客家文化】課程與進階【悅讀客家】課程的安排，目的是希望讓

學生在客家學習上有循序漸進的步驟。但是結果較為可惜的是選修進階課程【悅

讀客家】的同學人數並不如預期，且大多都不是已經修習過初階課程的同學，

因此在進行課程銜接時與敎授進階課程時較為吃力，必須先講授一些客家文化

基礎知識，才能進行較深入的課程。 

    探討學生對於【悅讀客家】課程選修意願較缺乏的原因大致有兩個，ㄧ是

因為課程宣導不足，讓大多數的同學認為兩個課程都是客家，不能重複選修。

二是【悅讀客家】進階課程以閱讀文學作品為主軸，技職體系的專業科目學習

比重分外吃重的學生，通識選修課程大多被視為營養學分，以輕鬆為考量。且

本校學生書寫與閱讀能力較為不足，因此對於這個課程容易產生恐懼感與排斥

感。因此往後再思考課程時應盡可能要兼顧學生學習意願與趣味性的考量，加

入校外研習與參訪的課程或許課程能更活潑也更吸引學生前來選修。 

    3.校外參訪活動的課程安排使得學習更加有效果，更貼近客家生活。 

    今年【客家文化】課程中共籌辦了三場的「竹苗客庄史蹟導覽」的校外參

訪活動，分別參訪了新竹北埔走逛北埔老街，參訪史蹟天后宮、天水堂等體驗

深度客庄文化；到苗栗三義木雕館體驗客家傳統技藝之美，到銅鑼客家大院賞

桐花觀光；前往苗栗市貓貍山公園參訪羅福星、丘滄海、日本北白川宮能久親

王史蹟、到頭份義民廟體驗客家人特有的宗教信仰與文化。學生們紛紛表示是

難得的經驗，不管是對於客家人信仰的認識、客家歷史的了解、客庄之美的經

驗。因此透過客庄的巡禮讓這些遠從外地來苗栗求學的學生們更加親近新竹苗



 37 

栗客庄，了解自己求學的這個地方，親近這塊土地，更讓學生們能真實體驗、

走訪客家，這才是本課程的重要目的。 

 

   二、選課學生名單 

   100年選修【客家文化】課程的同學共計有 187名，選修【悅讀客家】課程

的同學共有 48名，每班的詳細選課學生名單如下。 

   1.【客家文化】課程甲班選課學生名單 

編號 姓名 學號 科系 

1 郭于婷 97590001 五專職安三 

 2 鄭宇晏 97510278 五專護理三 

3 許詔翔 97590002 五專職安三 

4 吳焌聖 98520043 五專復健二 

5 高佳琳 97510438 五專護理三 

6 陳欣志 98520286 五專復健二 

7 彭停瑋 98570053 五專醫檢二 

8 陳利亭 97510280 五專護理三 

9 邱淼瑜 98520066 五專復健二 

10 陳育弘 97570005 五專醫檢三 

11 陳惠群 98520004 五專復健二 

12 李奇龍 98520222 五專復健二 

13 簡家煒 97570007 五專醫檢三 

14 曾雅涵 98520273 五專復健二 

15 陳妘芸 99570008 五專醫檢一 

16 房怡萱 98520270 五專復健二 

17 吳佳臻 99570010 五專醫檢一 

18 施怡安 97510345 五專護理三 

19 蔡雅玲 95510024 五專護理五 

20 翁子航 97570012 五專醫檢三 

21 賴威良 98580013    五專餐管二 

22 車孟軒 97590014 五專職安三 

23 潘毓龍 98580014 五專餐管二 

24 高培皓 98520007 五專復健二 

25 金怡君 98570065 五專醫檢二 

26 吳孟師 97510350 五專護理三 

27 劉佳穎 98520268 五專復健二 

28 莫允文 96520094 五專復健四 

29 鄭高媛 98520242 五專復健二 

30 余侑達 98520255 五專復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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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邱珈毓 99570019 五專醫檢一 

32 賴怡如 97510020 五專護理三 

33 周輝擎 98520254 五專復健二 

34 吳欣怡 97510021 五專護理三 

35 楊茗弦 97570021 五專醫檢三 

36 劉祐任 98520090 五專復健二 

37 李佩  97510022 五專護理三 

38 廖晏蓉 97510357 五專護理三 

39 楊珺媃 97510024 五專護理三 

40 林依靜 99520078 五專復健一 

41 傅筱珊 97510025 五專護理三 

42 林毓茜 97510359 五專護理三 

43 黃雅芳 97510026 五專護理三 

44 劉軒妏 98520282 五專復健二 

45 劉泓翔 98520082 五專復健二 

46 劉柏劭 98580027 五專復健二 

47 劉炫妙 97590028 五專護理三 

48 賴文惠 97510029 五專護理三 

49 蘇彥中 98580031 五專餐管二 

50 楊祖涵 98520035 五專復健二 

51 葉淑煖 97510309 五專護理三 

52 陳明慧 97510367 五專護理三 

53 陳苡青 99520151 五專復健一 

54 葉佳穎 99520197 五專復健一 

55 高嘉絃 98520279 五專復健二 

56 張浩雯 98520018 五專復健二 

57 張君鴻 98520179 五專復健二 

58 莊士賢 99520185 五專復健一 

59 周欣宜 98520078 五專復健二 

60 蔡至婷 97510042 五專護理三 

61 黃姝珊 97510320 五專護理三 

62 陳芓廷 97510378 五專護理三 

63 陳妮蓮 97510379 五專護理三 

64 曾燕玲 98520068 五專復健二 

65 姚懿琪 98520103 五專復健二 

66 馮俊維 98520032 五專復健二 

67 柯皇羽 99520248 五專復健一 

68 嚴子薇 97540037 五專護理三 

69 邱文廷 97570098 五專醫檢三 

70 蕭憶儒 97540035 五專護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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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魏于涵 97570091 五專醫檢三 

72 張永政 97570099 五專醫檢三 

73 張亞涵 98520017 五專復健二 

74 黃培榆 97550019 五專餐管三 

75 邱晟陽 97570092 五專醫檢三 

76 陳佶賢 98520116 五專復健二 

 

    2.【客家文化】課程乙班選課學生名單資料 

編號 姓名 學號 科系 

1 彭智偉 95560001 五專應外五 

2 孫靖為 98570052 五專醫檢二 

3 鄭果釹 99570056 五專醫檢一 

4 吳佳倫 95530024 五專資管五 

5 賴儀羚 99590008 五專職安一 

6 嚴家妤 99570062 五專醫檢一 

7 劉冠麟 99590046 五專職安一 

8 廖嘉文 95560010 五專應外五 

9 曾九華 99590012 五專職安一 

10 邱雯婷 95530018 五專資管五 

11 蘇巧宇 99590013 五專職安一 

12 劉佩芳 97510396 五專護理三 

13 邱淑媛 99590015 五專職安一 

14 陳亭羽 95530023 五專資管五 

15 張家豪 98560034 五專幼保二 

16 羅鈺旻 99520109 五專復健一 

17 李俐萱 99570015 五專醫檢一 

18 施映汝 99590019 五專職安一 

19  99520120 五專復健一 

   20 曾于玲 99520129 五專復健一 

21 劉騏聞 95530017 五專資管五 

22 王以任 98570072 五專醫檢二 

23 鄧孟欣 95530012 五專資管五 

24 鍾玉娟 95530008 五專資管五 

25 蔡易樺 95530029 五專資管五 

26 黃馨玉 99570082 五專醫檢一 

27 林庭薏 97510260 五專護理三 

28 林立維 98570081 五專醫檢二 

29 羅如伶 99520221 五專復健一 

30 黃郁涵 99570085 五專醫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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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李鴻昌 99590033 五專職安一 

32 鍾易霖 99520228 五專復健一 

33 李芷綺 99570088 五專醫檢一 

34 葉怡岑 99570090 五專醫檢一 

35 林子維 98520194 五專復健二 

36 陳雅惠 99520293 五專復健一 

37 周易漩 99570096 五專醫檢一 

38 鄭映慈 98520299 五專復健二 

39 詹翔茂 99570098 五專醫檢一 

40 詹益鑫 99520282 五專復健一 

41 陳冠汝 99590048 五專職安一 

42 歐芷岑 99590050 五專職安一 

43 胡雅琴 99520292 五專復健一 

44 吳哲凱 99570110 五專醫檢一 

45 劉宜榛 99570111 五專醫檢一 

46 嚴涵如 99570112 五專醫檢一 

47 王秀文 98520292 五專復健二 

 

     3.【客家文化】課程丙班選課學生名單資料 

編號 姓名 學號 科系 

1 黃仰豪 97530002 五專資管三 

2 許汝妤 95510133 五專護理五 

3 林晁弘 97530004 五專資管三 

4 洪蕾瓊 97530029 五專資管三 

5 徐翎娟 99520036 五專復健一 

6 謝翠文 95510122 五專護理五 

7 黃楚雲 98580038 五專餐管二 

8 陳信彰 97530008 五專資管三 

9 陳映彤 99520050 五專復健一 

10 司祈恩 99520061 五專復健一 

11 廖世婷 95510124 五專護理五 

12 林俊豪 97530009 五專資管三 

13 黃仲薇 99520055 五專復健一 

14 劉家瑜 99520076 五專復健一 

15 石孟專 99520081 五專復健一 

16 鄭翔瀚 97530010 五專資管三 

17 趙川惠 99520059 五專復健一 

18 曾立傑 97530011 五專資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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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陳揚霖 97530012 五專資管三 

   20 黎怡鳳 99520066 五專復健一 

21 李昌隆 99520094 五專復健一 

22 侯奕匡 95550009 五專餐管五 

23 吳駿廷 97530013 五專資管三 

24 黃譯醇 99520070 五專復健一 

25 孫明玉 95550019 五專餐管五 

26 楊竣崴 97530014 五專資管三 

27 羅翔莙 99520071 五專復健一 

28 王卉雯 97530015 五專資管三 

29 吳伊婷 99520077 五專復健一 

30 張富翔 95550020 五專餐管五 

31 魏芷瓊 96560016 五專醫檢四 

32 張碧蓮 99520083 五專復健一 

33 張惟盛 99520090 五專復健一 

34 黃沛慈 99520133 五專復健一 

35 邱馨儀 98580050 五專餐管二 

36 黃亭婷 94510150  五專護理六 

37 張育甄 97530020 五專資管三 

38 李慈惠 98560041 五專醫檢二 

39 陳竑諺 97530021 五專資管三 

40 黃瑜婷 99520162 五專復健一 

41 古曼芸 96560024 五專醫檢四 

42 陳和軒 97530039 五專資管三 

43 陳涵儀 98580055 五專餐管二 

44 何承龍 96560025 五專醫檢四 

45 劉勝軒 97530025 五專資管三 

46 莊凱宸 97540050 五專護理三 

47 林佳毅 96530028 五專資管四 

48 李怡靜 95550029 五專資管五 

49 邱祈綸 98580060 五專餐管二 

50 陳欣佑 95510355 五專護理五 

51 蔡宜芳 98520072 五專復健二 

52 林佳儀 97510437 五專護理三 

53 賴珮瑩 98580096 五專餐管二 

54 徐慧均 96560043 五專醫檢四 

55 陳啟維 94520200 五專復健六 

56 陳威榤 94520243 五專復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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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鄭伊珍 99520249 五專復健一 

58 馬宗漢 94530028 五專資管六 

59 李雅琴 99520244 五專復健一 

60 林志成 99520279 五專復健一 

61 李宜修 99520284 五專復健一 

62 劉秀珠 94510554 五專護理六 

63 陳鴒萱 97510329 五專護理三 

64 葉佳欣 99520262 五專復健一 

65 林佳鴻 99520287 五專復健一 

 

    4.【悅讀客家】課程選課學生名單資料 

編號 姓名 學號 科系 

1 楊雅茲 97520010 五專復健四 

2 吳育嫻 98510190 五專護理三 

3 李聖筑 97520034 五專復健四 

4 蔣昀蓉 99580057 五專餐管二 

5 洪儀芳 97520035 五專復健四 

6 何孟澤 99580105 五專餐管二 

7 勞意玲 98510355 五專護理三 

8 吳宇澤 99530016 五專資管二 

9 賴沛瑄 97580012 五專餐管四 

10 林俞姍 99580061 五專餐管二 

11 鄭鈞卉 97520033 五專復健四 

12 廖思涵 98510060 五專護理三 

13 柳欣沂 97510201 五專護理四 

14 黃宇盛 96530019 五專資管五 

15 張淋凱 97510203 五專護理四 

16 汪俋富 99520136 五專復健二 

17 施柏均 96570022 五專醫檢五 

18 丁雨萱 98510210 五專護理三 

19 劉雨綺 97520184 五專復健四 

   20 簡世峰 97590024 五專職安四 

21 謝卉昀 98510070 五專護理三 

22 陳盈慈 97580025 五專餐管四 

23 梁庭瑀 98510372 五專護理三 

24 王昱婷 98510215 五專護理三 

25 張靖禹 96570029 五專醫檢五 

26 李佳馨 99520298 五專復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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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林瑞祺 99580079 五專餐管二 

28 李奇祥 94510527 五專護理七 

29  98510377 五專護理三 

30 田家禎 96570035 五專醫檢五 

31 蘇柏光 97520279 五專復健四 

32 才妤甄 97580081 五專餐管四 

33 楓唯如 99520202 五專復健二 

34 林珈琪 99520206 五專復健二 

35 王若薰 99520207 五專復健二 

36 林思吟 99520215 五專復健二 

37 陳啟維 94520200 五專復健七 

38 蕭品郁 99520217 五專復健二 

39 傅聖文 95520145 五專復健六 

40 李欣薇 97510226 五專護理四 

41 張伊如 98510229 五專護理三 

42 陳碩典 99580091 五專餐管二 

43 王秉義 99580093 五專餐管二 

44 張晉嘉 97520007 五專復健四 

45 王韻婷 98510393 五專護理三 

46 陳碩恩 99520281 五專復健二 

47 曾凱豐 94520045 五專復健七 

48 熊仲豪 94520270 五專復健七 

 

   三、近年開課情況 

    99年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首度開設了兩個班級的客家文化通識課程【客家文

化醫療】，分別由曾絢煜、鄧明宇老師負責授課，採單元教學，修課學生頗為踴

躍，修課人數分別高達 78人、65人。100年本校通識中心再度開設【客家文化】

課程，反應也相當踴躍，共有 187人選修。進階【悅讀客家】課程，修課人數

雖不如預期，但也有 48人。 

 

肆、結論 

   今年度開設客家課程的經驗對於本人以及兩位協同主持人而言相當特殊與

歡喜，在一個學期中能邀請到陣容如此龐大且優秀的演講者參與，感到非常榮

幸與光彩。尤其每位演講者為修課學生帶來的客家饗宴，除了不同語言的接觸

（因誤修課學生 90％都是非客家籍的同學）、不同專業領域的學習都是學生們所

從未經歷過的，多數同學們都覺得很新鮮有趣，更重要的是這些成功的客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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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帶給學生們的做人典範與成功的路徑的啟發，更讓學生們感動。而配合課

程所舉辦的校外參訪，不同以往學生們校外活動的吃喝玩樂性質，以客家信仰

廟宇、客家歷史古蹟為主，對學生們來說也同樣是新鮮且富有人文教育意涵的。

所以從學生們的回饋來看，今年的課程收穫是豐碩而甜美的，這也是我們每位

計畫主持人在辛苦之餘感到欣喜的。 

    再則本人要真心感謝客委會的支持，補助經費讓學校可以邀請各方客家專

家、學者來分享其經驗，也讓學生有機會可以親炙大師與前輩們，從他們身上

看到客家人的風骨與精神。也許在他們往後自己學習生涯中、人生歷程中能給

予一些啟發與生命的體悟。且由於本校學生的來源大多屬於家庭經濟環境中下

層的孩子，學習資源一直較不被重視且缺乏，卻由於客委會的重視與補助，能

有機會參與課程中這樣多元的校內外教學活動，對於孩子來說都是幫助與肯定。 

    所有的學習沒有交流與親身體驗無法成為自己的，在學校的場域敎授客家

文化課程的經驗中，本人體會到客家課程的重點不是在於學生吸收多少客家專

門知識，而是讓學生透過這門客家課程增加對於台灣土地與族群的認識；讓他

們能多方地接觸社會與體驗人生，激發他們對生活與生命的熱情。在課程中我

們看到孩子們展露的快樂笑顏，這也許就是最大的報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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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100 年度分季工作摘要及進度表 

計畫名稱：開設客家人文課程計畫—【客家文化】、【悅讀客家】 

季別 預定工作摘要 
預定進度﹪ 

(累計進度%) 

查核點 

(工作事項及 

執行情形) 

查核時間 

1月 

至 

3月 

1客家文化文獻資料蒐

集。 

2.邀約並確認【客家文

化課程】演講者名單與

日期。 

3.校內選修課程程序與

選修學生名單確定。 

4.校外參訪行程規劃與

交通安排。 

30% 

(30%) 

1.相關客家文化文獻之

書籍名單建檔  

■是□否 

2.演講者名單與日期確

認。□是□否■執行中 

3. .校內選修課程程序

與選修學生名單確定 

■是□否 

4.校外參訪行程規劃與

交通安排 

□是□否■執行中 

3月 31日 

4月 

至 

6月 

1. 各項人事支出收

據、領據完成。 

2. 執行課程計畫。 

3. 課程相關資料的整

理與系統化建檔處

理。 

4. 撰寫【客家文化】課

程計畫之結案報告。 

30% 

(60%) 

1.各項人事支出收據、

領據完成。 

□是 □否 ■執行中 

2.執行課程計畫。 

□是 □否 ■執行中 

3.課程相關資料的整理

與系統化建檔處理。 

□是 □否 ■執行中 

4.撰寫【客家文化】課

程計畫之結案報告。 

□是 □否 ■執行中 

6月 30日 

7月 

至 

9月 

1客家文學文獻資料蒐

集。 

2.邀約並確認【悅讀客

家】演講者名單與日期。 

3.校內選修課程程序與

選修學生名單確定。 

30% 

(90%) 

1. 補充相關客家文學

文獻的收集 

□是 ■否 □執行中 

2.演講者名單與日期確

認 

□是 ■否 □執行中 

3. .校內選修課程程序

與選修學生名單確定 

□是 ■否 □執行中 

9月 30日 

10月 

至 

11月 

1.各項人事支出收據、

領據完成。 

2.執行課程計畫。 

3.課程相關資料的整理

10% 

(100%) 

1.各項人事支出收據、

領據完成。 

□是 ■否 □執行中 

2.資料之建立與撰寫、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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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系統化建檔處理。 

4.撰寫【客家文化】課

程計畫之結案報告，撰

寫總計劃結案報告。 

結案報告書撰寫 。 

□是 ■否 □執行中 

                                        

受補助機構簽章：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填報日期： 100 年  2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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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100 年 1-3  月計畫執行進度考核表 

總計畫名稱 開設客家人文課程計畫—【客家文化】、【悅讀客家】 

受補助機構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聯絡人 客家研究中心主任    蔡培安 

課程計畫主持人    王慧芬 

通訊地址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砂崙湖 79-9號 

聯絡電話 蔡主任 

王慧芬 

 

e-mail  

 

補助金額 12萬 

計畫期程 100年 1月 1日至 100年 11月 30日 

預定累計進度（%） 30％ 實際累計進度（%） 30％ 

執行情形 

（說明已完成之 

工作項目） 

1.課程相關之客家文化文獻書目業已蒐集完成。

2.【客家文化課程】演講者名單與日期全部確定。本課程共有九場校外

講師課程，陸續執行中。

3.【客家文化課程】確定開出三個選修課時段。選修學生共 180名。

4.【客家文化課程】校外教學參訪行程規劃共三場次，活動名稱為苗栗、

新竹地區客庄史蹟導覽，參訪時間訂於四月底，有關交通安排業已完成。 

執行進度有落後情形者，請續填下列欄位 

執行進度落後原因 無 

執行進度落後 

補救措施 

無 

受補助機構戳章 填表日期 100年 3月 31日 

註：欄位若不敷填寫，請自行調整欄位之寬度與長度，以能確實表達為主。 

mailto:huifen5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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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100  年 4-6 月計畫執行進度考核表 

總計畫名稱 開設客家人文課程計畫—【客家文化】與【悅讀客家】 

受補助機構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聯絡人 客家研究中心    蔡培安主任 

計畫主持人      王慧芬講師 

通訊地址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鄰砂崙湖 79-9號 

聯絡電話 蔡培安主任 

王慧芬講師  

e-mail  

 

補助金額 12萬 

計畫期程 100年 1月 1日至 100年 11月 30日 

預定累計進度（%） 60％ 實際累計進度

（%） 

60％ 

執行情形 

（說明已完成之 

工作項目） 

5. 校外教學參訪分為三個梯次，日期分別為 4月 27日、4月 28日、

5月 3日，三場活動及地點分別為頭份竹南客庄史蹟巡禮、客家大

院與銅鑼三義客庄巡禮、新竹北埔史蹟巡禮。共 120人出隊，已順

利完成。

6. 各項人事支出收據、領據順利完成。

7. 課程計畫順利執行完畢。

8. 課程相關資料的整理與系統化建檔處理也已經完成。

本學期【客家文化】通是選修課程計畫之結案報告已製作完畢。

執行進度有落後情形者，請續填下列欄位 

執行進度落後原因 無 

執行進度落後 

補救措施 

無 

受補助機構戳章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填表日期 100年 6月 25日 

註：欄位若不敷填寫，請自行調整欄位之寬度與長度，以能確實表達為主。 

mailto:huifen5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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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期中報告摘要 
基本資料 

總計畫名稱 開設客家人文課程計畫—【客家文化】與【悅讀客家】 

受補助機構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聯絡人 客家研究中心主任    蔡培安 課程計畫主持人   王慧芬 

通訊地址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沙崙湖 79-9號 

聯絡電話 蔡培安主任 

王慧芬 

e-mail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12萬 

計畫期程    1 0 0 年 1 月 1 日 至 1 0 0 年 1 1 月 3 0 日 

執行進度 

（請四捨五入）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落後比率（比較）﹪ 

60％ 60％ 0％ 

經費支用 

（請四捨五入）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落後比率（比較）﹪ 

60％ 60％ 0％ 

目標達成狀況 100 年【客家文化】課程計畫業已達下列工作：  

一、3月初已經將課程相關之客家文化的圖書名稱與文獻資料檔案蒐集完

成，且彙整後納入授課內容與教材參考資料中。 

二、【客家文化課程】共九場講座的演講者名單與日期確定，且已經完成

講座活動。 

三、校內選修課程程序與選修學生名單也在 3月初完全確定無誤。 

四、本課程之三場校外教學參訪活動，行程、交通、保險安排順利完成。 

五、【客家文化】課程計畫之人事費、業務費支出收據業已完成。 

六、【客家文化】課程之所有資料的整理業已系統化建檔處理。 

七、【客家文化】課程計畫之結案報告業已書寫完成。 

資源使用情形 1.人力資源

聘請專任學生助理 1 名。

2.財力資源

行政院客家委員補助 120,000 元。截至目前為止，本中心已支出【客家文

化】課程相關之人事費、業務費的花費。

3.物力資源

本校客家研究中心提供電腦設備，照相機與攝影設備、專業錄音筆等供

課程進行中記錄，有利課程計畫資料之彙整、課程之順利完成。

mailto:huifen5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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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執行成果 

 

 

本計畫工作目標之執行成果，分述如下： 

1.修正計畫書 

依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回覆之審查意見進行計畫書之修改完成。 

2.確認選修課學生名單與課程內容資料蒐集 

有關本課程之參考資料詳細列檔，確認選修課程學生名單總共 120 名。 

3. 校內外演講者邀約與時間 

【客家文化】通論課程總計邀請九場講座，分別為李喬老師兩場、藍博

洲教授、周錦宏教授、劉煥雲教授、黃鼎松老師、硬頸樂團、米莎(溫尹

嫦)、古國南先生等各一場，所有講座場次業已於 5 月底完成，各場核銷

收據也已完成。 

4.校外教學參訪活動安排與進行 

【客家文化】通論課程安排了 3 場次校外教學參訪，分別為 4/27、4/28、

5/3，地點為苗栗客庄史蹟巡禮一(竹南、頭份、苗栗市)、苗栗客庄史蹟

巡禮二(苗栗市、銅鑼、三義)、新竹北埔客庄史蹟巡禮。參與同學共有

120 名，目前所有活動都已順利完成。 

5.課程計畫之結案報告 

完成【客家文化】課程之內容資料之文字建檔，及各個演講者授課內容

摘要與影像紀錄。 

計畫變更說明 

 

 

無 

執行進度有落後情形者，請續填下列欄位 

落後原因 

 

 

無 

因應對策（檢討與建

議） 

 

無 

受補助機構戳章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填表日期 民國 100年 6月 25日 

註：欄位若不敷填寫，請自行調整欄位之寬度與長度，以能確實表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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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100  年 7-9 月計畫執行進度考核表 

總計畫名稱 開設客家人文課程計畫—【客家文化】與【悅讀客家】 

受補助機構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聯絡人 客家研究中心    王施勝主任 

計畫主持人      王慧芬講師 

通訊地址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鄰砂崙湖 79-9號 

聯絡電話 王施勝主任 

 

王慧芬講師  

e-mail

 

 

補助金額 12萬 

計畫期程 100年 1月 1日至 100年 11月 30日 

預定累計進度（%） 90％ 實際累計進度

（%） 

90％ 

執行情形 

（說明已完成之 

工作項目） 

1.依據上課進度所需之民間文學文獻資料與現當代客家作家之作品書

籍與影片蒐集業已完成，且陸續完成每個單元上課的內容檔案。

2.【悅讀客家】演講者五位講者名單與演講日期皆已確定無誤。10月

4日中研院副研究員黃菊芳老師主講客家民間文學，10月 11日邱ㄧ帆

老師主講客家詩歌創作，10月 17日明新科大教授范明煥老師主講吳

濁流的文學生命，11月 1日大同大學紀俊龍教授主講李喬的小說世

界，11月 15日現代小說寫手甘耀明老師主講鄉土小說創作經驗談。

3.目前校內選修課程程序與選修學生名單確定完成，課程開設在

每週二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共計有 48名同學選修該課程。

執行進度有落後情形者，請續填下列欄位 

執行進度落後原因 無 

執行進度落後 

補救措施 

無 

受補助機構戳章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填表日期 100年 9月 25日 

註：欄位若不敷填寫，請自行調整欄位之寬度與長度，以能確實表達為主。 

mailto:huifen5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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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100  年 10-11  月計畫執行進度考核表 

總計畫名稱 開設客家人文課程計畫—【客家文化】與【悅讀客家】 

受補助機構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聯絡人 客家研究中心    王施勝主任 

計畫主持人 王慧芬講師 

通訊地址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 7鄰砂崙湖 79-9號 

聯絡電話 王施勝主任 

王 慧 芬 講 師

e-mail

 

 

補助金額 12萬 

計畫期程 100年 1月 1日至 100年 11月 30日 

預定累計進度（%） 100％ 實際累計進度（%） 100％ 

執行情形 

（說明已完成之 

工作項目） 

1.100年 8月本校新校長黃柏翔教授、客家研究中心新主任王施勝教授上

任，敬請更正。 

2.為配合本計劃 11月底的核銷期限，【悅讀客家】課程時間略有異動，

原訂十三週校內講師鄧明宇老師講授的＜客家人物傳記（一） ─溫碧

謙、徐傍興醫師的醫病故事＞更動為第七週 10月 26日 14點至 16點。

原訂十四週校內講師羅文星老師講授的＜客家人物傳記（二） ─從鍾平

妹看客家婦女的生命實踐＞更動為第八週 11月 2日 14點至 16點。原訂

十五週校內講師林明燦老師指導之＜客家歷史人物傳記閱讀與寫作指導

＞課程更動為第十週 11 月 16 日 14 點至 16 點。

原訂十六週校內講師葛義師老師指導之＜客家美食與旅遊文學閱讀與寫

作指導＞更動為第十一周 11 月 23 日 14 點至 16 點。

3.各項人事支出收據、領據完成。

4.【悅讀客家】通識課程計畫中所有課程單元時間稍有異動，但所有課

程單元內容皆如實完成。

5.100年本校開設客家人文課程計畫—【客家文化】與【悅讀客家】成果

報告撰寫完成。

執行進度有落後情形者，請續填下列欄位 

執行進度落後原因 無 

執行進度落後 

補救措施 

無 

受補助機構戳章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填表日期 100年 11月 25日 

註：欄位若不敷填寫，請自行調整欄位之寬度與長度，以能確實表達為主。 

mailto:huifen52@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