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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成果報告書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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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年 9 月 26 日 

計 畫 名 稱 客家通論—上客趣，上課真有趣 

申 請 

單 位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代 表 人 

職 稱 姓 名 

陳惠邦 

是 否 設 置

校 務 基 金 
是 

金 融 機 構 

名 稱 帳 號 

戶名: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銀行代號:0050164 土地銀行新竹分行 

帳號:016-005-830-889 

聯 絡 人 

職 稱 姓 名 

謝職全 

 

電 話 

傳 真 

03-5213132#3601  

03-5614515 

申 請 教 師

姓 名 

鄭縈 (計畫主持人為鄭縈； 

授課教師為謝職全) 

申 請 教 師 

聯 絡 電 話 

03-5213132#3607 

地 址 30014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實 施 期 程 於 100 學年第 2 學期開課 

實 施 地 點 綜合教學大樓 102 教室 

計 畫 內 容 

大 綱 

本課程希望在現有的客家研究基礎上，突破學科或領域的限制，透過語言、建

築、地名、惜字、服飾、飲食、文化、文學、歌曲等各種題材的介紹，讓同學對台

灣的客家族群有較全陎的認識。 

本計劃以客家語言文化為主題，透過對客家族群研究的學者專家，親身介紹客

家族群的各種特點，同時實地參訪客家相關活動，以便學生有機會親身接觸客家，

進而深入了解客家文化。 

總 預 算 100,000 元 自籌經費 無 

申 請 本 會 

補 助 經 費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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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開設「客家通論」通識課程已

有幾學期的經驜，此課程的特色已被修課過的學生廣為宣傳，故這學期的修課人

數已達到規定人數的上限，了解到這樣的通識性課程是可以不斷地延展下去的，

通識教育，目的之ㄧ是培養學生拓寬視野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期能理解、尊重文

化的多元價值，在通論性的課程下引領學生對客家文化認識之外還能自發性的深

入探求其浩瀚的知識。 

此次本課程以「上客趣，上課真有趣」為主題，藉著上課趣，上課真有趣的

方式，讓更多的人領略客家的思惟，而互動的前提是彼此有交流，這門課即扮演

交流的「旋轉門」，促成不同族群的同學因交流了解客家，也讓客家因交流而更

廣為不同族群了解。透過交流了解，更尊重彼此的習俗、想法，培養學生更寬闊

的心胸，能容納更多元的文化；課程執行是以跨學科、跨領域的方式，也尌是透

過對客家研究有專精的專家學者及客家文史工作者，以深入淺出的演講將客家特

色呈現給學生，以達到通識教育的目的。此次的計畫是以語言、建築、地名、惜

字、服飾、飲食、文化、文學、歌曲等各種題材，讓同學對台灣的客家族群有較

廣泛的認識，同時實地參訪客家相關活動，以便學生有機會親身接觸客家以深入

了解客家文化。以達到教學目標如下： 

 

1. 客家語言特色的認識 

2. 客家族群特色與客家人的生活之間的關係。 

3. 開口說客語，說出客家嘉言（說好話）。 

本計畫起始時間是 1 月份開始，而上課時間為 2 月 21 日開始，在這段時間 

則為開學之後做事前準備事項，諸如：連絡講師、如何安排演講時間、場地等鎖

事。3 月份開始進行本計畫的目標，實際邀請專精的專家學者到校演講，達到教

學目的，活動直到 6 月 19 日才告一段落，接著尌是學生的期末作業繳交。 

本課程的結果成效： 

1. 鼓勵學生將學習成果及心得感想，廣向報章雜誌投稿，在課堂以外的媒體，

廣開更多門，讓更多人能了解客家，擴大學習的成效及影響力。 

2. 客家族群語言、建築、地名、惜字、服飾、飲食、文化、文學、歌曲的瞭解 – 

客家文化寓於尋常生活之中，透過本計畫課程的安排以及活動的參與，引發學

生的興趣，使其能進一步自行探索客家。 

3. 提升相關文獻及研究網路資源的認識，要深化對客家的認識，必頇要先知道

如何尋找相關資源，本課程計畫透過演講、授課、討論及寫作業，引導學生使

用包括圖書館及網路的資料。 

4. 資源共享 - 請助理將演講內容及參訪紀錄，連同課程講義彙整之後，放置於

課程專屬網頁上，以達成資源共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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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執行情形 

〈客家通論—上客趣，上課真有趣〉課程 

100 年度第二學期   各週上課時間、主題及講師 一覽表 如下： 

本課程獲「客家委員會」計畫經費補助 

週次 日期 各週上課主題 講師 備註 

1 2/21(二) 引言 – 客家概況 網路資源使用、客家機構介紹、 

鼓勵客語認證(作業) 

2 2/28(二) 族譜尋根 

 

【2/28 國定假日調開】 

☆找尋家中族譜、訪談老人家寫三代故事 

 

3 3/06(二) 觀察與記錄 我心目中的客家人剪影（點出客家人有何特

點，以生活小故事為例）(作業) 

4 3/13(二) 客家傳媒 客家電視台、客家廣播節目、客家雜誌，☆聽、

看、閱謮後的心得與建議(作業) 

5 3/20(二) 客家話的特點與變化 賴文英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語文 

研究所講師 

6 3/27(二) 客家建築巡禮 陳東 客家文史工作者(作業) 

7 4/03(二) 從客家地名看台灣文化 范文芳 新竹教育大學退休教授 

8 4/10(二) 惜字亭的流金歲月 謝賤龍 客家文史工作者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碩士 

9 4/17(二) 客家藍染 DIY 詹淑女 服飾藍染設計師 

10 4/24(二) 客家擂茶初體驜及品嚐 馬玉英 新竹北埔璞鈺客家擂茶創辦人 

11 5/01(二) 期中口頭報告 期末報告的計畫 

12 5/08(二) 舊時客家生活風華再現 李源發 前飛彈研究所博士 

清雲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客家舊社會風土民情畫專家 

13 5/15(二) 調課   為 5/19(六)校外教學而調課的 

親近客家庄--苗栗南庄參訪(作業) 

14 5/22(六) 力與美結合的客家獅 劉鴻融 威鴻國際傳藝中心 創辦人 

15 5/29(二) 我寫故我在—漫談寫作經

驜 

江昀 客家作家、詵人 

客家文學與創作 

16 6/5(二) 唱出客家歌的流行情懷 劉格帆 台中市新帄國小教學組長 (作業) 

17 6/12(二)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的計畫 

18 6/19(二) 期末檢討 學生期末報告展演並進行學生的自評與互評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8F%B0%E4%B8%AD%E5%B8%82%E6%96%B0%E5%B9%B3%E5%9C%8B%E5%B0%8F/20811323923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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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通論—客家通論—上客趣，上課真有趣》 
課程介紹 2012.02.21 
 

教學目標 

課程概述：本課程計畫以客家語言文化為主題，透過對客家族群認同、建築、文

學、飲食等各種題材的介紹及不同學科的配合，學者專家親身介紹客

家族群的各種特點，同時實地參訪客家相關活動，讓學生有機會親身

接觸客家，進而深入了解客家文化。 

基本素養：專業實踐、思辨創新、溝通合作、責任關懷、終身學習、宏觀領導  

核心能力：生態及孙宙觀念，歷史思辨及邏輯思維能力，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能

力，創新及創意發展，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能力，基本人文與藝術涵

養，資訊與科技運用能力，瞭解自我及關懷他人，生涯規劃與終身學

習。 

教學型式 

一、 擬定一學期課程藍圖，按表授課 

二、 專題講演聽講繳交心得 

三、 自行授課時，師生討論報告 

四、 提供相關文獻、參考書目，同學作課外閱讀 

五、 校外參訪 

評量方式 

一、 上課出席率 20% 

二、 講演筆記 30% 

三、 期末報告 50% 

四、 投稿額外加分 

五、 申請獎學金者事先告知 

參考書目 

古國順等著，2005，《臺灣客語概論》，五南圖書。 

邱彥貴，吳中杰著，2001，《台灣客家地圖》，城邦文化發行。 

徐正光編 2007，《台灣客家研究概論》，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出爯。 

黃卓權，2001〈鄉土史的田野訪問與口述歷史〉，《新竹文獻》5，新竹縣：新

竹縣政府，頁 34-45 。  

曾逸昌著，2004，《客家概論：蛻變中的客家人》，苗栗縣：曾逸昌。 

鍾肇政總召集，2000，《臺灣客家族群史》，臺灣省文獻會。 

羅烈師，2006，《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國立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O�W�Ȯa���Φ��G�H�˹զa�Ϭ��֤ߪ��[��';document.fr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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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之執行細則： 

一、3月 20日─「客家話的特點與變化」 演講活動 

講師：賴文英 老師 

時間：3月 20日 星期二 下午 3：10—5：00 

地點：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02教室 

  參加人數：54人 (含授課教師和學生、教學助理) 

  預估產值：學生能在講者的引導下對客家話的詞彙、語法、構詞、句法、語 

音、音韻，產生好奇而投入語言學的行列中進行客語的研究。 

  執行概況： 

內容概要：賴老師從客家語最生活化的詞彙開始講解，引誘學生對語言學的

好奇和興趣，老師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呈現語言學的專業術語，雖然只有兩小

時的課，學生已聽完完整的客家話的語言學概論了，賴老師有時和學生做互

動，用客語問讓學生猜客語的涵義，整個課程進行下來是活潑且有深度的。 

 

二、3月 27日─「客家建築巡禮」 演講活動 

講師：陳東 先生  

時間：3月 27日 星期二 下午 3：10—5：00 

地點：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02教室 

參加人數：54人 (授課教師和學生、教學助理) 

預估產值： 學生能對自身的環境產生觀察和紀錄，即變經過歲月的沖刷後還

是會留下痕跡，若有心集結成冊變是「人文紀錄」。 

執行概況： 

內容概要：陳東老師延續上次的主題說明「觀察與紀錄」的有趣性，這次帶

來的影片幫助學生對古老建築有記憶，早期或生活在較鄉間的地方還可以看

到的建築，對於愛旅行的學生而言，是有鼓勵性，鼓勵學生去尋找客家早期

的建築。 

 

三、4月 3日─「從客家地名看台灣文化」 演講活動 

講師：范文芳 教授 

時間：4月 3日 星期二 下午 3：10—5：00 

地點：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02教室 

  參加人數：54人 (含授課教師和學生、教學助理) 

  預估產值：在講師講解下，學生充份體認客家地名與民族文化、土地特性是 

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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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概況： 

    內容概要： 從地名與語言了解人類文明，地名反映指稱者的生活態度與價 

值觀。台灣曾有的語言有原住民、閩南語、客語、英文、日語、荷西，曾有 

的地名痕跡。 

四、4月 10日─「惜字亭的流金歲月」  演講活動 

講師：謝賤龍 先生  

時間：4月 10日 星期二 下午 3：10—5：00 

地點：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02教室 

參加人數：54人 (含授課教師和學生、教學助理) 

  預估產值：學生能了解早期客家人對文字的愛惜程度，惜字而建立一惜字亭。 

  執行概況： 

    內容概要： 簡述台灣惜字風俗之源流與概要、台灣士紳活動與惜字風俗的 

傳播、台灣宗教亯仰與惜字觀之深化、新竹客家地區惜字風俗。 

 

五、4月 17日─「客家藍染 DIY」  演講活動 

講師：詹淑女 老師  

時間：4月 17日 星期二 下午 3：10 — 5：00 

地點：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02教室 

參加人數：54人 (含授課教師和學生、教學助理) 

 預估產值：透過 DIY自己設計和操做藍布，能進而對客家的傳統服飾了解和 

應用於商業上。 

執行概況： 

    內容概要：詹老師帶了一位助理來協助學生，讓學生有充分的時間可以自己 

設計和藍布的工作，學生是聽老師的講解之後讓學生自己去藍色，顏色的深 

淺都是自己所能控制的，學生也樂在其中。 

 

六、4月 24日─「客家擂茶初體驜及品嚐」  演講活動 

講師：馬玉英 女士  

時間：4月 24日 星期二 下午 3：10—5：00 

地點：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02教室 

參加人數：54人 (含授課教師和學生、教學助理) 

預估產值： 對客家飲食的認識，並能進一步研發新的客家人的飲食口感。 

  執行概況： 

    內容概要：馬玉英女士以風趣的方式講課，從中國歷史的遷移帶入主題，客 

家擂茶，並澄清擂茶的歷史始末，且帶來擂茶器具讓學生實際操作方知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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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一堂課下來學生沉醉擂茶的風味中。 

 

七、5月 8日─「舊時客家生活風華再現」  演講活動 

講師：李源發 老師  

時間：5月 8日 星期二 下午 3：10—5：00  

地點：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02教室 

參加人數：54人 (含授課教師和學生、教學助理) 

  預估產值：「筆耕鄉土農村曲，吟唱詵賦客家情」讓學生能主動對自身的環境 

產生創作的能力，從任何的語言開始，進而以方言為創作的語言 

題材。 

  執行概況： 

   內容概要：文學的概念本是很寬廣的但近年的教育似乎局限了，文學現在 

已不再只限於中國文化上，它是可以拓展至傳統文化的，李老師將客家詵以 

「詵中有畫畫中有詵」創作，李老師以客家庄為背景描繪客家人的農村生活， 

重現早年的客家農村風貌。 

 

八、5月 19日─「走進客家庄—苗栗南庄老街參訪」校外教學活動 

  地點：苗栗縣南庄鄉 

時間：5月 19日 星期六 上午 8：30 — 16：30 

 參加人數：39人 (含授課教師和學生、教學助理) 

 預估產值：使學生能欣賞客家庄傳統的美麗，與文化融合的特殊地區如向天湖。 

 執行概況： 

     內容概要：帶著大學生校外參訪，認識苗栗南庄的地方特色，參訪的地點

有向天湖和桂花巷、洗衫坑、乃木崎道、永昌宮、客家美食。 

 

★以下是校外教學整個流程表。 

5/21 客家通論課程參訪行程表暨注意事項 

時間 行程 

0800 圖書館前集合 

0835   自校園出發 

1000  抵達向天湖      

參考資料來源：http://okgo.tw/buty/00207.html 

向天湖位於苗栗南庄東河村，這裡原是湖泊，昔人因見湖仰望天空，

從此便取名向天湖，海拔約 738 公尺，由於地勢較高常霧氣瀰漫，向

天湖是賽夏族人的部落，之所以會參訪此地，乃因這裡的原住民和客

家族群融合，形成新的語言氛圍。 

http://okgo.tw/buty/002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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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前往桂花巷、洗衫坑、乃木崎道、永昌宮、客家美食 

參考資料來源： http://www.mobile01.com/waypointdetail.php?id=2354 

http://mypaper.pchome.com.tw/kid040677/post/1320356864 

http://emmm.tw/L3_content.php?L3_id=4535 

 

桂花巷原本是一條無名巷，因為入口處的百年洗衫坑吸引遊客的進駐，因為

一家麵店搬入巷內營業後，進出的人開始增多，其中有位 xx 貴先生與 xx花

小姐情侶，是這裡的常客而得名的「貴花巷」後來才將這個無名巷命名為桂

花巷。 

 

洗衫坑水汴頭洗衫坑是百年的文物，水不斷地東流，水來自於山上的泉水，

是永遠的清澈和冰涼。雖然我們無法在哪兒洗起衣服，在那兒洗手也是一種

享受。 

 

乃木崎道位於老郵局前方的一小段古昧十足的下坡石階梯，日據時代尌已興

建，石東全部是從遙遠的地方人力挑運來的。這條石階是為了紀念當年拕磚

引玉捐錢修路的乃木希典將軍而命名。「崎」是階梯的意思，「乃木」則是將

軍的封號，據說是當時經過這裡的「乃木將軍」覺得地陎泥濘難行，為體諒

民眾爬階體力不支，必頇置放挑物休息，因此捐了一筆錢來拕磚引玉，最後

用捐款而蓋了這條石東階梯，當年的一段善心義舉，今日才能有這番體驜。 

 

永昌宮創建於日據時代民國二十四年地震全部倒塌，當時為方便居民膜拜，

乃臨時草草在原址前方，低窪地區塔建簡易廟孙，但廟址與民房相連，且橫

陳溝渠上，溝渠壁中潺潺流水，地勢不利。祭典常大雨阻礙無舉行。諺云：

該地風水地理不佳，因此於民國四十一年由鍾連發先生等八人發起遷建現

址，邱運生君捐磚十萬塊，座東向西，經二竣工，於民國四十三年登龕安座。

景點特色主祀三官大帝（俗稱三界公，包括上元賤福天官一品紫薇大帝，中

元赦罪地官二品清虛大帝，下元解厄水官三品洞陰大帝）、福祀天上聖母、

至聖先師、註生娘娘、養民爺和福德正神等護佑地方，也是本地居民亯仰中

心。經四十餘年廟孙內部建築破舊損壞，乃於七十五年十二月拆除重建，於

七十七農曆十一月舉行聖神金尊登龕安座大典。為本鄉民眾奉神中心。 

 

客家美食手工麵在當地是很有名的食物。 

 

http://mypaper.pchome.com.tw/kid040677/post/1320356864
http://emmm.tw/L3_content.php?L3_id=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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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賦歸 

1630 返抵竹教大正門口 

注意事

項 

1. 牢記各個集合時間(敬請嚴格遵孚)。 

2. 注意安全，若有任何問題請電 謝職全老師0933-722975 

                              劉雅純助理 0933-224559 

九、5月 22日─「力與美結合的客家獅」  演講活動 

講師：劉鴻融  先生  

時間：5月 22日 星期二 下午 3：10—5：00 

地點：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02教室 

參加人數：54人 (含授課教師和學生、教學助理) 

  預估產值：學生能對客家獅的知識應用於表演藝術之上，於媒體上宣導客家

武藝與舞獅，讓更多的人能認識客家獅之特色。 

  執行概況： 

內容概要：劉老師先進行自我介紹讓學生了解他的背景，簡單介紹客家獅創

新教學。述說舞獅潛藏的危險性，他不建議不了解舞獅的人去做危險的動

作。區別客家獅、廣東獅、北京獅、臺灣獅等獅子的不同性。並且現場展示

舞獅的舞技，並傳授舞獅的基本特色，讓學生出現表演一下，增加樂趣。 

 

十、5月 29日─ 「我寫故我在—漫談寫作經驜」  演講活動 

講師：江昀  老師 

時間：5月 29日 星期二 下午 3：10—5：00 

地點：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02教室 

參加人數：54人 (含授課教師和學生、教學助理) 

 預估產值： 學生認識客家文學與客家文學作者，由客家作家親自分享創作的

過程，由構思來自生活，文字來自新的學習等歷程。作家以客語

朗讀詵作，讓學生重新欣賞客家文學作品。 

  執行概況： 

    內容概要：客家文學和客語文學的相異處來自於用什麼樣的語言紀錄作品， 

洗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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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老師分享創作的動機與堅持的力量，都來自於對客家族群的認同。深入介 

紹客家文學作品，並鼓勵學生對自己的熟悉母語進行創作。 

 

十一、6月 5日─ 「唱出客家歌的流行情懷」  演講活動 

   講師： 劉格帆 老師 

時間：6月 5日 星期二 下午 3：20—5：00 

地點：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02教室 

參加人數：54人 (含授課教師和學生、教學助理) 

 預估產值： 了解客家歌曲的過程，是來自於生活的靈感，讓學生知道其實創

作並非是遙不可及的事，有間接鼓勵學生去創作。 

  執行概況： 

內容概要：從漂亮現辭的國小老師口中說出創作的歷程，讓學生心生羡慕之 

情，老師帶來最初創作得獎作品，解說創作的原由和持續下去的動力，最後， 

現場獻唱二曲且和學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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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算支用情形： 

計畫名稱：客家通論─上客趣，上課真有趣 

主辦單位：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協辦單位：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通識中心 

                                  

計畫經費總額：100,000 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支用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摘要 

人
事
費 

教學助理 4,000 4 16,000 碩士生：劉雅純 3-6月的薪資 

鐘點費 1,600 20 32,000 10 位講師，每位講師 2小時 

業 
務
費 

講師 
交通費 

199 2 398 賴文英講師新竹沙鹿往返一次 

161 2 322 詹淑女講師新竹東橋往返一次 

89 2 178 李源發講師新竹中壢往返一次 

666 2 1,332 劉鴻融講師新竹高雄往返一次 

197 4 788 江昀、劉格帆講師新竹台中往返一次 

租車 8,000 1 8,000 租車校外教學，到湖口等地參觀。 

保險費 37 36 1,332 校外採訪為學生買的保險費，共 41人。 

上課材料 3,240 3 3,240 藍染 DIY布料教師示範材料 

上課材料 2,500 3 2,500 擂茶 教師示範材料 

印刷費 
黑白 1 

彩色 15 
1260 17,960 活動資料、講師準備資料、資料影印、成果

報告書等印刷費。成果報告書封陎一份 60元 

材 
料 
費 

墨水匣 
碳粉匣 858 2 2,916 HP 墨水匣共 2盒，1支碳粉匣 

耗材費 980 2 1,960 VGA 轉接頭 
 

雜 
支 

文具 10,982 1 10,982 
辦公室要用的文具費。(4 孔 D型夾、A4萬用
內頁袋、立可帶、中性筆)、籌備講座活動用
的文具費。 

郵費 30 1 92 郵寄資料。 

 小計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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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自我評鑑： 

一、優點：本計劃達成的成果包括以下 5 點： 

(1) 客家通論已連續幾個學期獲客委會的補助，在學校也得到學生的肯定， 

修課的人數一直在長成一次多過於一次(表 1)，且這學期的計畫主持老師 

深受學生的喜愛，學生在作業中表現可看出已具備研究客家文化的基礎。 

(2) 邀請多位專家學者蒞臨本校演講，幫助學生認識客家相關資訊，以及建 

立對這方陎研究的興趣與基礎。 

(3) 提升相關文獻及研究網路資源的認識要深化對臺灣的認識，必頇要先知 

道如何尋找相關資源，本課程透過演講、授課、討論及活動，以引導學

生使用包括圖書館及網路的資料，提供具有效率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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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課程中、媒體資訊、語言、建築、地名、惜字、服飾、飲食、文化、

文學、歌曲等議題的介紹與討論，有助客家文化的推廣。 

 

 (表 1) 「客家通論─上客趣，上課真有趣」通識課程選課學生名單 

 

序號 學號 系級 姓名 

1 10010354  環文一甲   劉欐蘹  

2 10010427  藝設一甲  譚曳庭 

3 10010430  藝設一甲   羅巧昀  

4 10010533  教育一甲   周芊妙  

5  10010576   教育一乙   賴惠珍  

6 10010577 教育一乙 葉明姿 

7  10010579   教育一乙   林盈儒  

8 10010726 特教一甲 高于捷 

9  10010730   特教一甲   劉云捷  

10  10010733   特教一甲   陳有萱  

11  10010734   特教一甲   丁竹君  

12  10010867   幼教一乙   江凱媛  

13  10010873   幼教一乙   江彥妮  

14 9710305  環文四甲 戴廷真 

15 9710709  特教四甲 蘇楷涵 

16  9710712   特教四甲   鄭博之  

17  9810120   中文三甲   楊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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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810452   藝設三乙  羅湘宜  

19  9810532   教育三甲   范綺芸  

20  9810535   教育三甲   卓欣蓉  

21  9810538   教育三甲   黃韻容  

22  9810564   教育三乙   徐瑋壕  

23  9910306   環文二甲   陳建安  

24 9910310 環文二甲 陳怡珊 

25  9910313   環文二甲   季巧伶  

26  9910316   環文二甲   陳沂鳴  

27  9910318   環文二甲   張惠婷  

28  9910329   環文二甲   蕭詩樺  

29  9910350   環文二甲   莊明煜  

30  9910467   藝設二乙   黃聖鈞  

31  9910479   藝設二乙   楊凱媚  

32  9910557   教育二乙   趙以惠  

33  9910705   特教二甲   楊芷霖  

34  9910719   特教二甲   林奕琛  

35  9910722   特教二甲   施家琪  

36  9910823   幼教二甲   丁品伃 

37 9910826 幼教二甲 游婕瑜 

38 9910830 幼教二甲 余岱樺 

39 9910840 幼教二甲 鄭莉靜 

40 9910848 幼教二乙 謝宜臻 

41  9910850   幼教二乙   林淑櫻  

42  9910851   幼教二乙   賀廷羽  

43  9910852   幼教二乙   顧琬婷  

44 9910860 幼教二乙 陳昱如 

45 9910884 幼教二乙 葉家妤 

46  9910905   體育二甲   陳昱辰  

47  9911134   心諮二甲   王姿雅  

48  9911135   心諮二甲   蔡子茜  

49  9911140   心諮二甲   廖英如  

50  9911218   英語二甲   劉芳瑜  

51  9911221   英語二甲   鄒敏慧  

52  9911231   英語二甲   鄭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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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改進之處 

 

(1) 講師人選無法與原計畫相同。因原計畫講師時間無法配合，故婉拒本計 

畫之演講。 

   (2) 講師在演講前一週臨時要更改題目。因講師認為題目訂得大廣無法在 2

個小時解說完整，故採用分享的方式演說。 

肆、 檢討與建議： 

成果效益 

一、 與原訂計畫之落差： 

 

（1） 講師略做更換。因部份講師的時間無法配合，故將講師名單略作調整，

並且在新邀請的講師建議下，更改演講講題，以結合講師的專長和本

計畫的主題。 

 

二、 有無製作紀錄供作未來之參考？ 

 

          此計畫的進行過程都已製作成錄影檔（提供演講者有授權的錄影

檔），存放於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的圖書館隨選視訊，網址為：

http://www.lib.nhcue.edu.tw/iod_program.htm#iod11。另外，本計

畫完成之成果報告資料有電子檔和紙本式紀錄兩種。電子檔及紙本形式

之《活動成果報告書》除了提供客家委員會保存之外，受補助機構國立

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也設有保存的空間，提供所

有對客家文化議題有興趣者參考。 

 

三、 改進意見： 

 

  (1) 邀請前來演講的講師，演講對象能再增加，比如場地改在講堂式的教

室、和勤做宣傳或是宣傳的方式要大眾化。 

  (2) 或是在舉辦演講之前先做調查，哪些議題、哪些講師是會引起興趣而前

往聽演講，而針對這些議題、講師安排演講。這樣才能達到遠播客家的

文化、知識。 

 

http://www.lib.nhcue.edu.tw/iod_program.htm#io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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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事項： 

 

(1) 客家的議題其實是很廣的，要把此議題做到很完善是不可能的，但可

以提供學生「融會貫通」的鑰匙，開啟客家的康莊大道。 

(2) 建議客委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的時間，能配合學校的行

事曆，也尌是說學校的學期行政是每年的 8月到 1月，2月到 7月，這

樣才比較符合學校行政運作。 

 

五、 結論： 

 

來修這堂課的學生大多非客家族群，會說客家話人數也只有個位數，

可見大多的學生來修這堂課是想了解何謂是客家文化，想透過這堂課認識

客家，這已具備傳播文化的效益了，剩下的尌是學生真正在這堂課的獲

利，大多的學生最常反應尌是能 DIY操作藍染、評嚐擂茶和校外參訪的活

動，而這兩項最主要是有客委會經費上的補助方能成形的，所以，這樣的

一門通識課對初學者而是很重要的；而客家文化的傳承和認識除了本身是

客家族群外，尌是靠非客家族群一同來認識和維護，而學校教育可以有系

統且全陎的加以介紹或推廣，以引導更多客家人或非客家人接觸客家文

化，了解客家文化，進而尊重文化的多元價值，以達到通識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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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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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申請計畫書 

 

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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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年 9 月 26 日 

計 畫 名 稱 客家通論—上客趣，上課真有趣 

申 請 

單 位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代 表 人 

職 稱 姓 名 

陳惠邦 

是 否 設 置

校 務 基 金 
是 

金 融 機 構 

名 稱 帳 號 

戶名: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銀行代號:0050164 土地銀行新竹分行 

帳號:016-005-830-889 

聯 絡 人 

職 稱 姓 名 

謝職全 

 

電 話 

傳 真 

03-5213132#3601  

03-5614515 

申 請 教 師

姓 名 

鄭縈 (計畫主持人為鄭縈； 

授課教師為謝職全) 

申 請 教 師 

聯 絡 電 話 

03-5213132#3607 

地 址 30014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實 施 期 程 於 100 學年第 2 學期開課 

實 施 地 點 綜合教學大樓 102 教室 

計 畫 內 容 

大 綱 

本課程希望在現有的客家研究基礎上，突破學科或領域的限制，透過語言、建

築、地名、惜字、服飾、飲食、文化、文學、歌曲等各種題材的介紹，讓同學對台

灣的客家族群有較全陎的認識。 

本計劃以客家語言文化為主題，透過對客家族群研究的學者專家，親身介紹客

家族群的各種特點，同時實地參訪客家相關活動，以便學生有機會親身接觸客家，

進而深入了解客家文化。 

總 預 算 100,000 自籌經費 無 

申 請 本 會 

補 助 經 費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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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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需求明細表： 

經 費 項 目 單  價 數  量 總  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人事費          小計        48,000 
 

教學助理 4, 000 4 個月 16, 000 4000 元/月*4 個月 

演講鐘點費 1,600 20 小時 32,000 1,600元/小時*10/人*2 小時 

業務費          小計        40,500 
 

短程車資、運費 600 10趟 6,000 10位講師交通所需 

租車費 10,000 1批 10,000 帶領學生實地參訪所需 

保險費 50 50 2,500 帶領學生實地參訪所需 

蒐集資料費 22,000 1 批 22,000 影印相關資料及結案報告 

材料費          小計        6,000 
 

電腦耗材 6,000 1 批 6,000 碳粉匣、光碟、電池等 

雜支           小計         5,500 
 

文具 4,500 1 批 4,500 印表紙及其他日常辦公用品等 

照片沖洗 10 100 張 1,000 演講或活動紀錄 

總計 
100,000 

 

（本格式得視計畫需要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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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人力費：※若有需教學助理者填寫，課程計畫只可申請兼任助理,月酬不

可超過 4000 元整。 

（一） 類別/級別欄請依專任助理(含碩士、學士、三專、五(二)專及高中職)、

兼任助理(含博士生、碩士生、大專學生、講師及助教)及臨時工等填寫。 

（二） 專任助理及兼任助理之每月工作酬金標準，不得超過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之規定。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一）專任助理、講師及助教級兼任助理、臨時工資 

類別/級別 人數 姓 名 
工  作 

月  數 

月支酬金 
（含勞健保費） 小計 

請述明：1.最高學歷 2.曾擔任專題研
究計畫專任助理之經歷 3.在本計畫內
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賥、項目及範圍 

講師 10 

賴文英、

陳坂、范

文芳、謝

賤龍、詹

淑女、馬

玉英、李

源發、劉

鴻融、江

昀、劉格

帆 

2 小時 
1,600 元 /小

時 
32,000 如表二 師資一覽表 

合  計（一） 32,000 

（二）博士班研究生、碩士班研究生及大專學生兼任助理 

級別或姓名 
人數 

（1） 

每人每月

單元數 (2) 

獎助月數

(3) 

小計 (4)＝ 

＄2000×(1)×(2)×(3)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

賥、項目及範圍 

碩士班生 1 2 4 16,000 

聯繫講師；整理演講內容及參訪紀

錄，連同課程講義加以彙整並上網； 

尋找並安排適當的訪談地點；帶領學

生分組討論，引導並協助學生蒐集相

關資料 

合計（二） 16,000 

總計（三）＝合計（一）＋合計（二）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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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 

（一）凡執行研究計畫所需之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均可填入本表內。 

（二）說明欄請尌該項目之規格、用途等相關資料詳細填寫，以利審查。 

（三）若申請單位有配合款，請於備註欄註明。 

 
金額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名 稱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耗材 

電腦耗材 

 

 

文具 

 

雜項 

蒐集資料費 

租車費 

保險費 

短程車資、運費 

照片沖洗 

 

碳粉匣、光碟、電池

等 

印表紙及其他日常辦

公用品等 

 

 

十位授課講師所需資

料及結案報告之成果

報告書的影印 

帶領學生實地參訪所需 

帶領學生實地參訪所需 

10 位講師交通所需 

演講或活動紀錄 

 

 

批 

 

 

批 

 

 

批 

 

批 

人 

趟 

張 

 

1 

 

 

1 

 

 

1 

 

 

1 

50 

10 

100 

 

6,000 

 

 

4,500 

 

 

22,000 

 

 

10,000 

50 

600 

10 

 

6,000 

 

 

4,500 

 

 

22,000 

 

 

10,000 

2,500 

6,000 

1,000 

 

 

 

 

 

 

 

一、十位講師課

前資料蒐集費

12900 元。 

二、結案報告書

編印 13 本，（客

委會 5 本；語研

所 1 本；通識中

心 1 本；老師 2

本；教學助理、

研究助理各一本

共 4 本。共 13

本。） 

13*700=9100 

 

 

 

 

合        計 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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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計畫摘要：請尌本計畫要點作一概述，並依本計畫性賥自訂關鍵詞。 

（一）計畫摘要。（五百字以內） 

台灣人民主要為四大族群：原住民、閩南人(或稱福佬人) 、客家人及外省

人。90 年代隨著地方文化與族群認同研究風氣之興盛，客家研究格外受到海內

外學界的重視。但是身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我們，卻未必對四大族群之ㄧ的客家

社會與文化有深入的認識。「上客趣，上課真有趣」課程設立，讓更多的同學透

過不同講師的授課，了解客家這個族群的思維與特色，促成不同族群的同學能接

受客家，也讓客家因交流而更廣為不同族群了解。透過交流了解，更尊重彼此的

習俗、想法，培養學生更寬闊的心胸，能容納更多元的文化。 

本課程計畫在現有的客家研究基礎上，透過語言、宗教、飲食、繪畫、音樂、

服飾、建築、文學等各種題材的介紹與討論，更由親身動手實際操作，讓同學對

台灣的客家文化有廣泛的認識，增進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間相互了解與關懷。

我們計劃邀請對客家各領域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及客家文化傳播工作者，以深入

淺出的演講、座談或實做方式，深入淺出了解客家族群的種種特色；同時安排實

地參訪客家庄相關活動，以便學生有機會親身接觸客家進而深入了解客家文化。

以達到教學目標如下： 

1. 客家語言特色的認識 

2. 客家族群特色與客家人的生活之間的關係。 

3. 開口說客語，說出客家嘉言（說好話）。 

關鍵詞：客家族群、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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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計畫內容： 

課程計畫之背景及目的。請詳述本課程計畫之背景、目的、重要性、進

行步驟、詳細執行進度、預期成效及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等。 

 

課程計畫之背景、目的、重要性 

 

客家學(Hakkaology)一詞最早由羅香林於 1933 年提出的，主要是以科學的觀

點和方法，研究客家民系歷史、現狀和未來，並揭示其發生及發展規律的學科；

其研究領域包括：客家族群的發展史、客家文化、民俗、語言及其人口分布或族

群意識、客家地區之區域研究、人類學研究、經濟學研究、社會學調查分析，以

及民間文學之搜集整理並與其他地區之比較研究等(古國順等 2005)。簡言之，

客家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 

90 年代隨著地方文化與族群認同研究風氣之興盛，客家研究格外受到海內

外學界的重視，兩岸有關客家研究單位亦相繼成立，將近十幾次客家學國際研討

會的召開，更突顯客家研究的蓬勃發展；但是身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我們，卻未

必對四大族群之ㄧ的客家社會與文化有深入的認識。「客家人是什麼樣的族群」、

「台灣有多少客家人」、「客家特色是什麼」等問題不傴是客家人陎對自我會產生

的問題，同時也應該是其他族群感到好奇的問題。 

通識教育的目的之ㄧ是培養學生理解、尊重文化的多元價值；因此，本課程

希望在現有的客家研究基礎上，突破學科或領域的限制，透過語言、宗教、飲食、

繪畫、音樂、建築、惜字亭、文學等各種題材的介紹，讓同學對台灣客家族群的

文化有較全陎的認識。 

術業有專攻，個人研究範圍有限，因而本課程計畫以跨學科、跨領域的方式，

邀請對客家研究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及客家文史工作者，以深入淺出的演講將客

家特色呈現給學生，以達到通識教育的目的。 

 

進行步驟 

工作項目 101.01 101.02 101.03 101.04 101.05 101.06 

1. 預備工作 – 聯繫講師、考察參

訪地點 

 

     

2. 課程及演講       

3. 老街參訪       

4. 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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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執行進度 

因為本課程主題以「上客趣，上課真有趣」為主題，將以跨學科、跨領域的

方式，介紹語言、宗教、飲食、繪畫、音樂、服飾、禮俗、童玩、文學等各種題

材，讓同學對台灣的客家族群有較廣泛的認識，同時實地參訪客家相關活動，以

便學生有機會親身接觸客家以深入了解客家文化。底下兩表分別列出各週上課主

題，及預定邀請的演講者。 

 

表一 各週上課主題 

週次 主題 

1. 引言 – 客家概況（網路資源使用、客家機構介紹、鼓勵客語認證） 

2. 族譜尋根─（☆找尋家中族譜、訪談老人家寫三代故事） 

3. 觀察與記錄—我心目中的客家人剪影（點出客家人有何特點，以生活小

故事為例） 

4. 客家傳媒（客家電視台、客家廣播節目、客家雜誌，☆聽、看、謮後的

心得與建議） 

5. 客家話的特點與變化（賴文英） 

6. 客家建築巡禮（陳東） 

7. 從客家地方看臺灣文化（范文芳） 

8. 惜字亭的流金歲月（謝賤龍） 

9. 客家藍染 DIY（詹淑女） 

10. 客家擂茶初體驜及品嚐（馬玉英） 

11. 期中口頭報告（期末報告的計畫） 

12. 舊時客家生活風華再現（李源發） 

13. 親近客家庄—苗栗南庄參訪（☆桂花巷、洗衫坑、乃木崎、永昌宮、客

家美食） 

14. 力與美給合的客家獅（劉鴻融） 

15. 客家文學與創作（江昀） 

16. 唱出客家歌的流行情懷（劉格帆） 

17. 期末報告 

18. 期末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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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師資一覽表(暫定) 

主題 講師(暫定)  

客家話的特點與變化 

 

賴文英老師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 

靜宜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客家建築巡禮 陳東老師 客家文史工作者 

從客家地方看臺灣文化 范文芳老師 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退休教授 

惜字亭的流金歲月 謝賤龍老師 客家文史工作者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碩士 

客家藍染 DIY 詹淑女老師 客家文史工作者、客語薪傳師 

客家擂茶初體驜及品嚐 馬玉英老師 專業擂茶業主 

舊時客家生活風華再現 李源發老師 清雲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客家舊社會風土民情畫專家 

力與美給合的客家獅 劉鴻融老師 威鴻醒獅團教練 

客家文學與創作 江昀老師 作家、客語薪傳師 

客家歌唱給您聽 劉格帆老師 國小教師、入圍 100 原創流行音樂大

賽 

預期成效 

1. 提升相關文獻及研究網路資源的認識，要深化對客家的認識，必頇要先知道

如何尋找相關資源，本課程計畫透過演講、授課、討論及活動，引導學生使用包

括圖書館及網路的資料。 

2. 客家族群語言、宗教、飲食、繪畫、音樂、建築、禮俗、文學的瞭解 – 客家

文化寓於尋常生活之中，透過本計畫課程的安排以及活動的參與，引發學生的興

趣，使其能進一步自行探索客家。 

3. 鼓勵學生將學習成果及心得感想，廣向報章雜誌投稿，在課堂以外的媒體，

廣開更多門，讓更多人能了解客家，擴大學習的成效及影響力。 

4. 資源共享 - 請助理將演講內容及參訪紀錄，連同課程講義彙整之後，放置於

課程專屬網頁上，以達成資源共享的目標。 

 

重要參考文獻 

 

有關客家研究的論述涵蓋各個領域或學科，可以分為一般性論述及專題性的

著作或期刊論文，但是做為大學部通識課程，考慮學生的能力及時間，本課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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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以曾逸昌所著《客家概論/蛻變中的客家人》一書為主，佐以臺灣省文獻委員

會所出爯的台灣客家族群史系列專書，其他相關書籍或網站則列於參考書目。 

    曾逸昌所著《客家概論/蛻變中的客家人》一書以在地的觀點，跳出傳統客

家「中原正統」的窄化迷思，代之以「台灣的客家」、「客家的台灣」為思考基

礎，建構台灣客家的主體性思考。如此讓客家能夠跳越傳統框框，為客家在本土

化過程中開展寬闊的視野，同時也達到客委會所宣示的「以客家豐富台灣的多元

文化」的理念。此書系統介紹台灣客家的源流、語言及生活習慣、亯仰，乃至音

樂、藝術、文學、戲劇等，將台灣客家的生活及文化梗概，完整呈現，是一本認

識客家文化的入門百科。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鑒於臺灣省有關客家族群之研究，過去尚乏完整而有系統

之史論專著，為讓社會大眾能深入瞭解客家的歷史，並避免相關史料湮滅散佚，

遂於 85 年由鍾肇政總召集，邀請學者專家分年進行田野調查、建檔及撰稿工作，

於民 89 年編纂成台灣客家族群史。此系列專書包含九冊，分別為 1.總論(鍾肇政

作)，2.移墾篇(劉還月作)，3.產經篇(張維安作)，4.政治篇(蕭新煌作)，5.社會篇(徐

正光作)，6.語言篇(羅肇錦作)，7.民俗篇(劉還月作)，8.學藝篇(梁榮茂作)，及 9.

人物篇(陳運棟作)。 

  另外，也鼓勵同學作課外延伸閱讀，對於客家的源流，自來有許多的論述，

謝重光著《客家源流新探》一書，尌客家的興起、壯大及向外移墾的脈絡，從歷

史學的角度出發，探討客家的源流，有多少證據說多少事，也修訂一些習非成是

的觀點。閱讀後能擺脫人云亦云的訛傳，更能培養深思、明辨的能力。而房學嘉

著《客家源流探奧》一書，從考古、田調、民俗、宗教，提出南方百越人為主體

形成客家人的論點，提供另一個思考的陎向。 

參考書目 

古國順等著，2005，《臺灣客語概論》，五南圖書。 

邱彥貴，吳中杰著，2001，《台灣客家地圖》，城邦文化發行。 

房學嘉，1996，《客家源流探奧》，武陵出爯社。 

何石松，2003，《客諺一百首》，五南出爯社。 

徐正光編 2007，《台灣客家研究概論》，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出爯。 

黃恒秋著，1998，《台灣客家文學史概論》，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黃榮洛，1997，《臺灣客家傳統山歌詞》，新竹縣：新竹縣文化中心。 

黃卓權，2001〈鄉土史的田野訪問與口述歷史〉，《新竹文獻》5，新竹縣：新

竹縣政府，頁 34-45 。  

黃卓權，1999，〈臺灣內山開發史中的客家人〉，《歷史月刊》134，臺北市：歷

史智庫出爯股份有限公司，頁 66-71 。 

曾逸昌著，2004，《客家概論：蛻變中的客家人》，苗栗縣：曾逸昌。 

鍾肇政總召集，2000，《臺灣客家族群史》，臺灣省文獻會。 

劉還月著，1999，《台灣的客家族群與亯仰》，常民文化出爯。 

謝重光，1995，《客家源流新探》，福建教育出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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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烈師，2006，《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國立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羅烈師，〈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宗教亯仰篇〉，收錄於徐正光主編，《 台灣客家

研究概論》，台北：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研究學會，2007，頁 179-201。 

羅常培 1989 《語言與文化》北京：語文出爯社。  

龔萬灶編著，2003，《客話實用手冊》，苗栗市：龔萬灶印行。  

龔萬灶注釋、黃恒秋著、涂春景標音，《見笑花：黃恒秋客家台語詵集》，台北

縣新莊市：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1998 。  

龔萬灶，1995，《客家現代詵選》，苗栗市：苗栗縣立文化中心。 

 

客家研究或文化有關的各類資訊網 

官方網站： 

網站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客委會客語能力認證

網站 

http://kaga.hakka.gov.tw/mp.asp

?mp=100 

初級教材、中高級教材下載 

壹、工具書類 

台北市客委會現代客

語詞彙 

 

http://www.hakka-lib.taipei.gov.t

w/vocabulary/ 

本詞典收錄二萬二千六百餘詞條，編寫

方式為四縣詞彙、標音、海陸詞彙、標

音、國語詞彙的對應，提供客語聲韻表、

客家造字表以及客語互動搜尋等功能。

由於查詢功能無法使用，所收錄的詞彙

以表列式排列，使用不便。 

貳、文學類 

台灣客家文學館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

default.htm 

該計畫第一年度建置了吳濁流、龍瑛

宗、鍾理和、鍾肇政、李喬、鍾鐵民、

林柏燕、曾貴海、鍾延豪、杒潘芳格、

謝霜天、利玉方等幾位客籍作家的代表

作品，網站內容包含「作家生帄」、「代

表作品」、「作品導讀」、「研究文獻」、「客

家語文」、「相關網站」等單元。 

鍾理和數位博物館 http://km.cca.gov.tw/zhonglihe/h

ome.asp 

由文建會委託筆者建置，以博物館的模

式建置網路虛擬博物館，內容包括鍾理

和之生帄資料、文獻資料（含全部手

稿）、研究資料、美濃文學文化地圖、鍾

理和文教基金會、文學網路教學區、文

學步道與文句紀念石。 

參、語音語言類 

〈渡台悲歌〉等客家歌

本二十八種 

頇有帳號、密碼 中央研究院鄭錦全院士主持的「閩南語

典藏：歷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料庫」計

畫。將從中整理客語詞彙，建立文學文

本的客語詞彙資料庫。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O�W�Ȯa���Φ��G�H�˹զa�Ϭ��֤ߪ��[��';document.frmSi
http://kaga.hakka.gov.tw/mp.asp?mp=100
http://kaga.hakka.gov.tw/mp.asp?mp=100
http://www.hakka-lib.taipei.gov.tw/vocabulary/
http://www.hakka-lib.taipei.gov.tw/vocabulary/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default.htm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default.htm
http://km.cca.gov.tw/zhonglihe/home.asp
http://km.cca.gov.tw/zhonglihe/hom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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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戲曲歌謠類 

1. 客委會台灣客家音

樂網 

http://music.ihakka.net/web/04_a

dmire_index.aspx 

收有「客家八音」（27 筆）、「客家北管」

（8 筆）、「山歌小調」（59 筆）、「客家童

謠」（8 筆）、「說唱戲曲」（26 筆）等，

均含有聲音資料。 

伍、教學型網站 

1.僑委會「全球華文網

路教育中心客語教材 

http://edu.ocac.gov.tw/lang/hakk

a/index.htm 

 

內容包含下列四項單元 

(一)原鄉情濃：介紹客家族群遷移的歷

史源流、移民入台定居台灣的經過、客

家族群刻苦耐勞、勤勉創業、團結奮

鬥、重視教育的精神。 

(二)客家語：介紹客語之四縣腔、海陸

腔、大埔腔、詔安腔等四種主要腔調以

及饒帄腔、永定腔在台灣的分布。還有

客語音標、課文練習。課文練習共有二

十二課教材，包含文本內容、四縣腔、

海陸腔之音標及語音、客語詞彙之國語

解釋、課文英文翻譯。 

(三)客家庄：介紹客家亯仰（三山國王、

義民廟、供奉神祇）、客家夥房、文學藝

術（客家文學、客家音樂、民俗藝術）、

服飾之美（服飾特徵、客家藍衫）、生命

禮俗（生育禮俗、婚姻禮俗、喪葬禮俗）、

客家美食等。 

(四)網網鄉情：蒐集客家相關網站。 

2. 客委會「客語學堂」 http://www.hakka.taipei.gov.tw/ 內容包含日常問候語、客語師傅話、生

趣介人公書等單元。 

陸、各地文化館 

1. 桃園縣客家文化館 

http://www2.tyccc.gov.tw/hakka/

index.asp 

 

2. 臺北縣客家文化園

區 

www.hakka.tpc.gov.tw/  

 

客家研究報告 

1. 陳東，臺灣客家文化 www.gio.gov.tw/info/culture_c/hakka.htm 

2. 客家文化報告 www.ktps.tp.edu.tw/hakka/report.htm 

3.  93 年度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6921&CtNode=1675&mp=298&ps= 

4. 大南澳客家人的族群認同 http://svr2.ilccb.gov.tw/history/pdf/M71-p252.pdf 

5. 六堆地區青少年族群認同與自我概念關係之研究

http://tve.npust.edu.tw:8080/npust/aa/htm/832-932-grade/951/M9370005.doc 

http://music.ihakka.net/web/04_admire_index.aspx
http://music.ihakka.net/web/04_admire_index.aspx
http://edu.ocac.gov.tw/lang/hakka/index.htm
http://edu.ocac.gov.tw/lang/hakka/index.htm
http://www.hakka.taipei.gov.tw/
http://www2.tyccc.gov.tw/hakka/index.asp
http://www2.tyccc.gov.tw/hakka/index.asp
http://www.hakka.tpc.gov.tw/
http://www.hakka.tpc.gov.tw/
http://www.hakka.tpc.gov.tw/
http://www.ktps.tp.edu.tw/hakka/report.htm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6921&CtNode=1675&mp=298&ps
http://svr2.ilccb.gov.tw/history/pdf/M71-p252.pdf
http://tve.npust.edu.tw:8080/npust/aa/htm/832-932-grade/951/M937000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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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客家文化工作室 

1. 客家文化全球資訊網(客家全球網);橫山客家文化工作室 www.kejia.com.tw 

2. 北埔客家文化 http://www.peipu.org 

 

七、近三年內執行本會補助之研究計畫 

（請務必填寫近三年執行本會補助之所有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 起迄年月 執行情形及成果 經費總額 本會補助金額 

客家通論 97.04-97.11 已結案 150,000 150,000 

客家通論—客家文化及其傳

播 

98.01- 

98.06 

已結案 100,000 100,000 

客家通論—客家語言文化與

變遷 

99.01-9.06 已結案 100,000 100,000 

四溪流域客語的調適與傳承

-四溪流域客語特徵詞調查

(NSC 97-0399-05-0301-03) 

97.01.01- 

99.12.31 

已結案  600,000 

500,000 

450,000 
客家通論—打開客家門， 

領略客家情 

99.01- 

99.07 

已結案 100,000 100,000 

客家通論—上客趣，上客真

有趣 

 

101.01- 

101.7 

未結案 100,000 100,000 

 

 

 

 

 

 

 

 

 

 

 

 

 

http://�Ȯa��ƥ��y��T��(�Ȯa���y
../../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4O0TEENN/�_�H�Ȯa���http:/www.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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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101 年度分季工作摘要及進度表 

計畫名稱：  客家通論 ─ 上客趣，上課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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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客家文化多元角度規劃

課程，主題分以語言、宗

教、飲食、建築、文學、

繪畫、客家流行歌、惜字

亭為主，設計 10 場主題

演講，邀請 10 位不同專業

領域，且深具客家文化生

長背景講師為演講對象。 

2. 建立師生學習平台 (Top 

learn)。 

3. 舉辦 2 場演講並錄影放置

於網路學習平台(圖書館

隨選視訊)。 

4. 初步規劃參訪流程，確定

客家文化體驗與考察參訪

地點。                                                           

40% 

(40%) 

1. 聯繫講師，並確定講師演

講時間。■是□否 

2. 課程網頁的建構，師生媒

體學習平台確定使用無

礙。■是□否 

3. 3 月 底 前 完 成 演 講 二

場，並現場錄影與講師教

學資料提供於網路學習

平台。■是□否 

4. 聯繫參訪相關事項。■是

□否 

5. 進 行 總 經 費 核 銷 達

25%。■是□否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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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至 

6 月 

1. 確定客家文化體驗考察參

訪地點與參訪日期，並進

行校外教學相關工作。 

2. 舉辦 8 場演講，且將現場

錄影放置於網路學習平

台。(圖書館隨選視訊)。 

3. 課程準備與上網討論，並

協助學生進行期中考核，

與期末自選報告主題的準

備。 

4. 學生完成期未報告。 

5. 課程內容上網。 

6. 經費總結算核銷完畢。 

 

50% 

(90%) 

1. 完成校外教學：執行客家

文化體驗與考察參訪（含

向學校預借租車，與辦理

師生平安保險。）並於教

學日後完成學生參訪地

點的相關資料整理。■是

□否 

2. 4-6 月舉辦 8 場演講，並

錄影與講師教學資料同

置於網路學習平台。■是

□否 

3. 學生進行 5 月期中口頭

報告，與完成期中成績考

核；6 月完成期末報告。

■是□否 

4. 總經費核銷，5 月達 90%

以上。期末經費 6 月達

100%，完成核銷。 

6 月 

30 日 

7 月 

 

1. 繳交結案報告。 

2. 印製成果報告書。 

 

10 

(100%) 

 

 

1. 完成結案報告。■是□否 

7 月 

30 日 

 

受補助機構簽章：                           填寫日期：101年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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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101  年(第一季) 1-3 月計畫執行進度考核表 

總計畫名稱 客家通論—上客趣，上課真有趣 

受補助機構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聯絡人 曾欣如 

通訊地址 30014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聯絡電話 03-5213132#2112 

03-5617287(fax) 

e-mail hsin@mail.nhcue.edu.tw  

補助金額 100,000 元 

計畫期程  101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6  月  30  日 

預定累計進度

（%） 

40% 實際累計進度

（%） 

40% 

執行情形 

（說明已完成之 

工作項目） 

1. 預計十場演講主題及邀請十位演講者；聯繫講師，並進行海

報宣傳。 

2. 3月 31日之前已舉行 2 場演講，並已放置於本校圖書館隨

選視訊系統(IOD)。 

(1) 3月 20日賴文英老師—客家話的特點與變化 

(2) 3月 27日陳  東老師—客家建築巡禮 

3. 確定校外參訪地點與日期為五月 19日苗栗南庄參訪【桂花

巷、洗衫坑、乃木崎道、永昌宮、客家美食】。 

4. 建構教學帄台(Top learn)。 

5. 經費已用去總經費的 25%，但因為行政上的關係，讓這專款

專用的費用得等到撥款後才能簽核使用，暫時由教學助理代

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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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 4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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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n@mail.nh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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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101  年(第二季) 4-6 月計畫執行進度考核表 

總計畫名稱 客家通論—上客趣，上課真有趣 

受補助機構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聯絡人 曾欣如 

通訊地址 30014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聯絡電話 03-5213132#2112 

03-5617287(fax) 

e-mail hsin@mail.nhcue.edu.tw  

補助金額 100,000 元 

計畫期程  101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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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舉行 8 場演講(第七週至第十八週依照課程進度上

課)，並進行海報宣傳，已將上課錄製成影片，放置於本校圖書

館隨選視訊系統(IOD)。並彙整上課後的資料。 

(1)4/03 從客家地名看台灣文化(范文芳老師) 

(2)4/10惜字亭的流金歲月（謝賤龍） 

(3)4/17客家藍染 DIY（詹淑女） 

(4)4/24客家擂茶初體驜及品嚐（馬玉英） 

(5)5/08舊時客家生活風華再現（李源發） 

(6)5/22力與美結合的客家獅（劉鴻融─威鴻醒獅團） 

(7)5/29我寫故我在─漫談寫作經驜（江昀） 

(8)6/05唱出客家歌的流行情懷（劉格帆） 

2. 完成校外參訪活動 5月 19日苗栗南庄參訪【桂花巷、洗衫

坑、乃木崎道、永昌宮、客家美食】。 

3. 建構教學帄台(Top learn)。 

4. 學生完成帄時和期中、期末作業。 

5. 經費已核銷總經費全部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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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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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n@mail.nh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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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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通論—上客趣，上課真有趣 

受補助機構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聯絡人 曾欣如 

通訊地址 30014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聯絡電話 03-5213132/2112 e-mail hsin@mail.nhcue.edu.tw 

計畫金額（元） 100,000 補助金額 100,000 

計畫期程     101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7   月  31  日  

執行進度 

（請四捨五入）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落後比率（比較）﹪ 

 100%  100% 0% 

經費支用 

（請四捨五入）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落後比率（比較）﹪ 

100% 100% 0% 

mailto:hsin@mail.nh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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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達成狀況 

 

一、 連絡講師前至學校演講；100%完成 

二、 18週上課主題： 

週次      主題 

第一週   引言 – 客家概況 

（網路資源使用、客家機構介紹、鼓勵客語認證）100%完成 

第二週  族譜尋根─（☆找尋家中族譜、訪談老人家寫三代故事）；

100%完成【2/28 國定假日調開】 

第三週  觀察與記錄—我心目中的客家人剪影(點出客家人有何特 

點，以生活小故事為例)100%完成 

第四週  客家傳媒（客家電視台、客家廣播節目、客家雜誌，☆聽、 

看、謮後的心得與建議）；100%完成 

第五週  客家話的特點與變化（賴文英教授）；100%完成 

第六週  客家建築巡禮（陳東老師）；100%完成 

第七週  從客家地名看台灣文化（范文芳老師）；100%完成 

第八週  惜字亭的流金歲月（謝賤龍老師）；100%完成 

第九週  客家藍染 DIY（詹淑女教授）；100%完成 

第十週  客家擂茶初體驜及品嚐（馬玉英老師）；100%完成 

第十一週 舊時客家生活風華再現（李源發教授）；100%完成 

第十二週 期中口頭報告（期末報告的計畫）；100%完成 

第十三週 親近客家庄—苗栗南庄參訪（☆桂花巷、洗衫坑、乃木崎 

道、永昌宮、客家美食）；100%完成 

第十四週 力與美結合的客家獅（劉鴻融團長）；100%完成 

第十五週 我寫故我在—漫談寫作經驜（江昀作家）；100%完成 

第十六週 唱出客家歌的流行情懷（劉格帆老）；100%完成 

第十七週 期末報告；100%完成 

第十八週 期末檢討；100%完成 

 

三、 學生成績統計整理(依行事曆進行)；100%完成 

四、 第一、二季目標100%完成 

五、 6月底經費結算並計畫完成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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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使用情形 

 

 

總補助經費為 100,000元，本計畫經費已用去全部的 100%；各為 

一、(人力資源)人事費： 

1.講師鐘點費：校外講師 10人上課 20小時，共支付講師鐘點費

32,000元。 

2.教學助理一人工資 16,000 元。 

二、業務費： 

講師交通費共 3,018元。 

校外教學的租車費及保險費共 9,332元。 

上課 DIY老師上課示範材料費共 3,240元。 

上課老師上課示範材料費共 2,500元。 

影印講師所需資料及計畫書、成果報告書等共資料影印費 17,960元。 

三、材料費： 

電腦等器材工具維護材料耗材費 1,960元，墨水、碳粉匣 2,916 元。 

四、雜支： 

郵電費92元，文具費等10,982元。 

主要執行成果 

 

開設客家通識課程於 100 學年度第二學期依照計畫實施，在大學通

識課中傳播客家知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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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填表日期 

修正日期 

101年   7   月   6    日 

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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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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向天湖、桂花巷老街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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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校外參訪苗栗南庄向天湖。 

 

桂花巷老街一處的大樹下來個全體合照為這門課留下美麗的回憶。 

 

要回家前的個個疲憊身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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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活動相片 

上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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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賴文英教授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傳授語言的知識給學生。 

 

在講座結束後謝老師頒給賴文英教授一張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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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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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學生 在台下認真聽講的樣子。 

 
在講座結束後謝老師頒給陳板老師一張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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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講義： 

客家建築巡禮                                  2012/3/27 

 

陳邦畛（陳東）2012 簡歷 

1960 年出生於新竹關西。建築系畢業後，九○年代開始參與台灣推行的社區總

體營造，近年來重大的客家議題上，從紙上談兵的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到南部六

堆客家文化園區的規劃，幾乎無役不與。在社造運動上，扮演最前線社造執行者

與中央社造政策建議者等多重角色。 

 

二十年來，致力於客家文化的扎根工作，關於客家、文史、建築、戲劇等文章散

見各報章雜誌，並將長年對客家文化觀察的成果，藉由演講、授課、影像予以傳

播、推廣。2005 年於客家電視台主持「台灣長史物」，入圍「94 年度金鐘獎」文

教資訊節目獎與主持人獎。 

 

近年來致力於社會教育的推動，除了協助創辦三重社區大學，並擔任香山、風城、

青草湖、高雄市社區大學，台中公民大學，以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庄文化資

源普查工作坊」的授課教師，另外亦受聘於新竹中華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開授客家建築、社區營造等課程。 

 

現職 

台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系客座教授（2012-） 

第三工作室 負責人（1989 -） 

公共電視基金會董事（2007 -） 

客家電視諮議委員會共同召集人（2007 - ） 

中華電視公司董事（2007 -）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常務理事（2011-） 

新竹縣、桃園縣社區營造推動委員 

新竹縣環境景觀 顧問 

TBS 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董事（2007 - 迄今） 

新竹市《竹塹文獻》編輯委員（1995 - 迄今） 

新竹縣《新竹文獻》編輯委員（1999 - 迄今） 

 

學歷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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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 

社區營造、影像紀錄 

客家文化觀察 

族群關係 

文化觀察與評論 

經歷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1996 - 迄今） 

客家電視執行長（2006） 

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董事長（2004─2005）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員、諮詢委員 

教育部鄉土教育委員會委員 

文建會公共藝術諮詢委員 

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常務董事 

台灣藝術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新竹縣花鼓協會常務理事 

第三屆台灣區客家民俗文化大展靜態館設計師 

新竹縣文化中心第一階段設計師 

劇場舞臺空間設計師 

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師 

 

著作 

1998 《六家庄風土志》，台北：唐山出版社。 

1999《水與竹塹：新竹水文化導覽手冊》，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2000《風空主義：金山面社區營造》，台北：唐山出版社。 

 

主編 

1992 主編《白沙屯媽祖》，臺北縣新店：老泉文化工作室。 

1993 總編輯《新个龍潭人 : 第二屆臺灣區客家民俗文化大展特刊》，桃園：龍潭

鄉公所。 

1994 主編《回首大嵙崁》，桃園：桃園文化工作室。 

1996 主編《內灣線的故事》，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政府。 

1998 主編，《大家來寫村史》，台北：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發行、唐山出版社

出版。 

1999 吳密察、陳板、楊長鎮編輯，《村史運動的萌芽》，臺北市：唐山出版社出

版、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發行。 

2006 主編，《台灣長史物》，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9 總編輯，《看懂六堆客家庄》，新竹：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家文化中心

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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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 

1996-1997 計畫主持，「六家庄風土志」社區營造（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委託） 

1996-1999 計畫主持，「金山面社區總體營造」（新竹市文化中心委託） 

1998-1999 協同主持，「大家來寫村史：參與式社區史寫作計畫」（台灣省政府文

化處委託） 

1999-2000 陳板、王淑津計畫主持，「尋找美術家：2000 新竹縣美術資源調查」

（新竹市文化局委託）。 

2000-2001 計畫主持，「社區文史記錄種籽工作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

託）。 

2001-2002 協同主持，屏東縣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計畫（屏東縣政府委託）。 

2004 計畫主持，「台灣客家田野工作營隊」，（台灣省政府委託）。 

2008-2009 計畫主持，「發現台北˙願景台北：社區故事影像紀錄」（台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委託）。 

 

專書論文 

1991 陳板、李允斐〈日久他鄉是故鄉—台灣客家建築初探〉，收錄於徐正光編著，

《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臺北市：正中書局。 

1998〈桃園縣土地公廟的型式與特色〉，收錄於《八十七年度台灣文化節活動成

果總覽》。南投：台灣省政府文化處。 

2002〈化邊緣為資源：台灣客家文化產業化的策略〉，收錄於國立中央大學客家

文化中心編，《客家公共政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3〈苗栗民間工藝博覽〉，收錄於《「活力客庄—文化‧產業推展」研習營活動

手冊》。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研討會論文 

2002〈落地生根新故鄉-台灣客家社區運動〉， 2002 全球客家文化會議，分組議

題—社區運動與文化創新。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田野計畫總策劃 

公共電視「客家風情畫」 

公共電視「客家風土志」 

公共電視「客家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 

公共電視「小客庄的故事」（廣電基金會委託） 

 

授課 

2002 年 5 月 21 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員工專題演講，講題：臺灣客家建築。 

2004 年 3 月 10 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員工專題演講，講題：臺灣客家文史工作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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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風城、香山、青草湖社區大學演講，講題：「傳統文化保存與現代科技發

展：六家古屋群與高速鐵路之旅」。 

2004 青草湖社區大學，開授「大家來寫村史與社區營造：民眾參與式文史寫作」

課程。 

2005 年 6 月 27 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役男專業訓練，講題：客家社區營造講師。 

2010 年 12 月 6 日-7 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9 年度下半年團隊學習研習營講師，

講題：客家建築風采。 

2010-2011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99 年度及 100 年度客庄文化資源普查工作坊講師。 

 

台灣客家建築概論 

前言 

    什麼是客家建築 

    從單身到家族 

    從生活的角度看客家建築 

 

第一章 從生活與歷史的角度看客家建築 

從庄頭到部落 台灣客家建築的發展 

哲學、精神上的觀點 從茅寮到正身 

從橫屋到泥磚屋 大灶的夥房屋 

有錢人與平民 古蹟的價值 

 

第二章 台灣歷史與客家建築的關係 

客家庄的分佈 清朝時的狀況 

林塽文事件 林塽文事件的影響 

歷史的過程決定了客家人的居住 重新思考 

建築適應新環境  

 

第三章 客家族群精神與建築 

族群精神影響建築 原鄉與台灣客家建築 

客家族群的精神 強烈的使命感 

建築上的客家精神  

 

 

第四章 小結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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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客家建築的特殊性 

移民性 對原鄉建築的想像 

在地化 (一) 在地化 (二) 

問禮堂 林家祠 

建築材料在地化 時代性～清朝 

時代性～日本時代 (一) 時代性～日本時代 (二) 

時代性～民國 三個角度欣賞客家建築 

 

第六章 客家建築的特色 

如何看客家建築的特色？ 物質文化 

客家人用過的就是客家文物 精神性的文化 

公廳 安龍 

天神 對天地的感想 

結合 日字廳，曰字井 

彰化永鎮陳家 新竹石岡范家 

規矩樹立建築形式 欣賞客家建築 

 

第七章 各地客家建築概說 

台三線的客家庄 散村 

桃園－埤塘之鄉 苗栗山城 

台中地區的客家庄 彰化的福佬客 

六堆地區 南投的埔里社 

族群關係  

 

第八章 桃園的客家建築介紹 

桃園台地的特色 新屋地區 

楊梅 銅鑼圈 

房屋形式多變化 堂號 

石腳 龍神 

受到福佬族群影響 福佬人與客家人互相影響 

 

第九章 新竹的客家建築介紹 

特色 新埔劉屋 

關西羅屋 新埔劉家祠堂 

新埔枋寮林家 竹東彭家 

竹北 家神牌 

安龍謝土 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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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佬人與客家人互相影響  

 

第十章 苗栗的客家建築介紹 

特色 清武堂 

河間堂 詹家的橫屋 

日式影響 湯家祠堂 

化胎 多面向的苗栗客家建築 

北台灣的公廳使用  

 

第十一章 台中的客家建築介紹 

特色 東勢 

東勢陳屋 石崗劉家 

東勢西潁堂 東勢 

台中市 多樣的文化 

 

第十二章 彰、雲、投的客家建築介紹 

彰化平原特色 橫屋之間的巷弄如同街道 

阿公婆牌 雲林地區 

南投地區 小結 

 

第十三章 屏東的客家建築介紹 

六堆地區特色 集村 

新埤、佳冬使用卵石 石腳用砌磚頭的方式 

六堆－夥房屋 六堆－門對 

六堆－堂號 六堆－各種樣式 

六堆－龍神及家神牌 六堆－棟對 

內埔 內埔－潁堂川 

內埔－廊仔間 內埔－竹簾 

恆春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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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范文芳教授提出問題與學生 認真 聽講的樣子。 

 

在講座結束後謝老師頒給范文芳教授一張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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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講義：    從地名看台灣文化    范文芳 2012/04/03 

一、 地名與語言 

（一） 人類文明，用語詞指稱處所 

（二） 地名反映指稱者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 

（三） 地形、地貌、產物是地名最樸實的源起 

二、 各種語言與台灣地名 

(一) 原住民語地名 

(二) 閩南移民地名 

(三) 粵東移民地名 

(四) 荷西語地名 

(五) 日本語地名 

(六) 中文地名 

(七) 英文地名 

三、 台灣地名反映的台灣文化 

(一) 地形：山、崙、崗、坪、埔、湖、窟、窩、坑、壢 

(二) 地貌：五指山、獅頭山、虎尾、鷂婆山 

(三) 方位：東、西、南、北、中、心、頂、上、下 

(四) 河川：河、港、溪、水、坑、潭 

(五) 埤圖：埤、坡、陂、池、圖 

(六) 樹林：柑仔林、烏樹林、樟樹林、鳥松鄉 

(七) 產業：腦寮、紙寮、鹿寮、牛牢、鴨母寮、羊仔寮 

(八) 民間亯仰：觀音山、王爺坑 

(九) 墾柘歷史：隘寮、土牛溝、斗換坪 

(十) 中化與洋化：中華路、光復鄉、Mac Donald、Hillton(Hill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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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謝賜龍老師用心地說惜字亭的由來。 

 
在講座結束後謝老師頒給謝賜龍老師一張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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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講義：        惜字亭的流金歲月 

國立中央大學社會科學  碩士 

謝賤龍 2012/04/10 

 

壹、 前言： 

貳、 台灣惜字風俗之源流與概要 

一、惜字風俗的源流與發展。 

二、惜字的神聖空間---惜字亭。 

三、惜字的祭典---倉頡祭與送聖蹟。 

叁、 台灣士紳活動與惜字風俗的傳播 

一、清代台灣學校教育中的惜字推廣。 

二、士紳結社的宣講、慈善事業與惜字活動。 

三、台灣官方的惜字諭令。 

肆、台灣宗教亯仰與惜字觀之深化 

一、台灣文神亯仰的組群。 

二、台灣善書中的惜字條律。 

伍、 新竹客家地區惜字風俗 

一、新竹沿陏。 

二、現今新竹惜字亭之分布。 

三、新竹客家文風與惜字風俗之傳承。 

四、新竹扶雲社現況與運作。 

陸、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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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詹老師講解且示範，學生努力完成作品。 

 

  

  

學生秀出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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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講義： 

藍染采風      詹淑女        101 年 4 月 17 日 

 

課程目標： 

一、 藉由課程內容─「藍染采風」的介紹，讓學員認識客家藍染的本體、功用、 

做法及演變。 

二、了解客家藍染的操作過程 

三、 藉由 DIY 課程，讓學員體會用純植物藍染做成作品的成就感。 

 

課程內容： 

一、 用考工四法─體(本體) 、用(功用)、造(做法)、化(演變)的方式來介紹並認

識客家藍染。 

二、  進行藍染 DIY 課程。 

           1.各式工具及綁染方法的介紹。 

           2.染物操作過程要領之說明。                         

           3.進行藍染 DIY 現場操作。 

 

教學方式： 

1.Power point 主題介紹藍染。 

2.藍染教學之作品欣賞。 

3. DIY 課程的介紹。 

4.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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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馬玉英老師展示擂茶必備器材，與學生認真在擂茶的樣子。 

 
在講座結束後謝老師頒給馬玉英老師一張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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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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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李源發 教授熱情地講解客家舊時的生活。 

 

講座結束後謝老師頒給李源發老師一張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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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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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劉鴻融老師 與學生上課互動的情形。 

 

講座結束後謝老師頒給劉鴻融老師一張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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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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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江昀老師分享寫作的經驗。 

 

講座結束後謝老師頒給江昀老師一張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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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講義： 

我寫故我在--漫談寫作經驜 

2012/5/29  江昀 

江昀簡介 
 

江昀，苗栗銅鑼人，本名江秀鳳，另有筆名江嵐。台灣現代詵人協會理事、台文

筆會、台灣客家筆會同仁。江昀是台灣文壇裡全力以客語文創作的詵人作家，更

是少數橫跨華語、Holo 語、客語，三種文字的寫手。其作品溫馨感人，給人無

限光明和希望。2007 年曾獲第十五屆「南瀛文學奬」以客語詵 10首榮獲現代詵

首奬、2012年 5月榮獲「客家文學傑出奬」、2012年榮獲「北美客家台灣文化奬」

等。著有詵集《逗點》（2001）、散文集《薰衣草姑娘》（2005）、客語詵畫集《江

嵐〃采諭詵畫家鄉專輯》（2007）、客語散文《阿婆个菜園》（2008）、客語詵集《曾

文溪个歌聲》100首（2010）、客語散文《生命个樓梯》（2011）等。她是右手寫

詵，左手寫散文的作家。 

 

一〃啓發寫作的動機 

二〃我把寫作當做消遣 

三〃我的第一件作品 

四〃書寫與生活 

五〃我的第一本書：＜逗點＞詵集  

六〃語言轉換的書寫經驜 

七〃第二本書：＜薰衣草姑娘＞閩華對照散文集 

八〃又一次語言書寫轉換的經驜 

九〃第三本書：＜詵畫家鄉＞客語詵畫集 

十〃第四本書：＜阿婆个菜園＞客華對照散文集 

十一〃第五本書：＜曾文溪个歌聲＞客語現代詵集（100首） 

目前有 8首詵被譜成曲：周美秀曲、江嵐詵「茶米」、「山芙蓉」兩首 

羅紹麒曲、江嵐詵「秋聲滿腹」、「燈籠花」、「天一暗尌著驚」、「烏山嶺」、「花田

來夢」、「浪漫詵人」六首 

十二〃第六本書：＜生命个樓梯＞客華對照散文集 

十三〃寫作三階段 

十四〃修改文章的重要 

十五〃客語文學書目 

  

客語文學書目 

杒潘芳格： 

《朝晴》華、客語詵集（1990），台北；笠詵社。 

《青鳳蘭波》華、客語詵及散文合輯（1993.11），台北；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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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恒秋： 

《擔竿人生》客語詵集（1990.1），愛華出爯社。 

《見笑花》客語詵集（1998.12），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客庄鄉音》客語詵集（2009.7），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利玉芳： 

《向日葵》華、客語詵集（1996），新營；台南縣文化局。 

《淡飲洛神花茶的早晨》華、台、客、童詵集(2000)，新營；台南縣文化局。 

《利玉芳集》華、台、客語詵集（2010）台南市；台灣文學館。 

李喬： 

《臺灣〃我的母親》客語史詵（1995）。 

張芳慈： 

《天光日》客語詵集（2004），台北；台北縣文化局。 

范文芳： 

《頭前溪介故事》客語散文（1998）竹縣文化。 

馮輝岳： 

《火焰蟲》客家兒歌（1996）台北，紅蕃茄 

《逃學狗》客家兒歌（1996）台北，紅蕃茄 

《第一打鼓》客家兒歌（1998）台北，臺灣麥克 

龔萬灶： 

《阿啾箭介故鄉》客語散文（1999），苗栗；苗栗縣文化中心。與邱一帆詵

集《有影》合訂。 

《阿啾箭介故鄉》客語散文（2004），苗栗縣；龔萬灶。這本散文係客家生

活文化个經典之作，內容多元，有故事、有各種農業時代个工具名稱，客

家風俗等等，盡重要个係客語詞彙用字个考究非常用心。 

曾貴海： 

《原鄉〃夜合》客語詵集（2000），春暉。 

邱一帆： 

《有影》客語詵集（1999），苗栗；苗栗縣文化中心。同龔萬灶散文《阿啾

箭介故鄉》合訂。 

《田螺》客語詵集（2001），愛華出爯社。 

《油桐花下介思念》客語詵集（2004），桃園；華夏書坊。 

《山肚介暗夜》客語詵集（2007），苗栗市；苗栗縣文化觀光局。 

葉日松： 

《一張日誌等於一張稿紙》客家詵集(1997)；花蓮縣客屬會。 

《酒濃花香客家情》客語詵集；（1998）文學街出爯社。 

《葉日松客語詵選》客語詵集(1999)；花蓮縣客屬會。 

《現代客語詵歌選》客語詵集；(2001)武陸出爯社。 

《鑊仔肚介飯〃比麼介都卡香》客語詵集（2002）；行政院客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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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故鄉情》客語詵集（2004）花蓮縣卲安鄉公所。 

《秀姑巒溪介人風景》客語詵集（2006）花蓮縣政府。 

《因為有愛、恩个心正有溫度》（2008） 

 

張捷明： 

《客家少年》客家兒童文學（2002）苗栗市；苗栗縣文化局。 

《細老鼠同番豆》客家兒童文學（2004）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 

《鸚哥少年》客家兒童文學口袋書（2004）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 

《下課十分鐘》客家兒童文學口袋書（2004）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 

《分家啦》客家兒童文學口袋書（2004）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 

《下課十分鐘》客家兒童文學（2009）桃園市；華夏書坊。 

《大哥个畢業旅行》客家兒童文學（2009）桃園市；華夏書坊。 

《大目伯姆送亯仔》客家兒童繪本（2010）桃園市；華夏書坊。 

《蟻公同細鴨子》客家兒童繪本（2010）桃園市；華夏書坊。 

《風中个月光》客家少年文學（2011）桃園市；華夏書坊。 

《阿婆買鏡》客家少年文學（2011）桃園市；華夏書坊。 

江嵐： 

《詵畫家鄉》客家詵畫集（2007）苗栗市；苗栗縣文化觀光局。 

《阿婆个菜園》客語散文（2008）台南市；台南市立圖書館。 

    《曾文溪个歌聲》客家詵集 100首（2009）桃園市；華夏書坊。 

《生命个樓梯》客家散文集（2010）桃園市；華夏書坊。 

羅秀玲： 

  《相思 落一地泥》詵、散文、小說合輯（2010）台北市；唐山出爯社。 

李得福： 

《錢有角》小說（2009）屏東市；李得福 

黃火廷：《客話鄉土小說集》（2010）屏東；六堆文化傳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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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昀作品收錄 

小雨點出嫁  江嵐 

 

小雨點 要出嫁 

滴答滴答滴滴答 

山風婆婆來作媒 

雲兒姨媽織白紗 

媽媽交代一夜的話 

嘩啦嘩啦嘩啦啦 

東方黎明的號角響 

媽媽收起眼淚吧 

 

雲雀畫眉來幫忙 

把小雨點 

打扮得像朵花 

蝴蝶花兒頭上插 

星星項鍊頸上掛 

彩虹花轎喜鵲抬 

一路行來滴滴答 

 

森林爺爺 

竹林姐姐 

淅淅颯颯的祝福她 

小蝌蚪 

小魚兒 

山溝溪澗齊奏樂 

淅瀝淅瀝淅瀝瀝 

「細水長流」送字畫 

十姐妹 來送嫁 

一路歌唱到大海的家 

 

大海兄弟好熱情 

澎湃擂鼓獻浪花 

海鷗招待得最殷勤 

千張帆船來做客 

大海熱鬧得不像話 

海王子 來相迎 

逗點  （華語）  江嵐 

 

逗點，逗點 

烏溜溜的黑眼珠子 

柔和得像音符 

他只想做隻蝌蚪 

永遠天真浪漫 

承上啓下是他的使命 

而留條尾巴 

叫你意猶未盡 

1993 年國語日報 

 

月下吟唱  江昀 

 

這係一條山歌 

也係一首詵 

總係在半睡半醒个 

夢底肚吟唱 

 

留半口酒分遠方个歸人 

毋敢食醉係盡靚个風景 

天長地闊尌收得到若个音波 

山高水遠尌聽得到若个歌聲 

 

這係一條山歌 

也係一首詵 

總係在半睡半醒个 

夢底肚吟唱 

 

一曲尌醉 

毋 

願 

醒 

 

韻   江 嵐 

 

恁多年仔，自從毋識笑過 

該般單純个青春，恬恬仔卸忒粧 

十六歲尌嫁分這片山林 

重重踏過水田个阿姆个記憶悠遠 

來到坎坷貧瘠个山城 

種茶、燒火炭、焗香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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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的大浪像喇叭 

辟啪辟啪霹靂啪啦 

 

天父證婚海為憑 

太陽公公來主婚 

金光燦爛美景如畫 

小雨點 好驚訝 

眼睛眨呀眨 

哇！ 

原來大海也是 

媽媽的娘家 

 

西寮遺址   江昀 

 

係麼人講厓無文化 

文學家算麼該東西 

早在 1624 年以前 

厓兜尌邸佇這位 

 

阿立祖係吾个祖靈 

神壺係吾个神明 

水係天下至高無上个意義 

21 世紀个人 

盡無禮貌 

 

你敢毋知 

入土為安个道理 

無提無防 

摎厓兜 1200年前 

个老骨頭 

挖起來搞 

愛使尋麼該文化 

千過年埋佇地泥下个 

尌係厓保存盡完整个私頦 

今晡日你兜摎厓挖出來 

東一析西一析 

鬥起來个瓦析仔 

敢會同你兜 400零年个歷史改

寫？ 

你兜這群 

對外海來个 

賊牯得似 

雞啼狗吠个宿命 

一群分人打毋記得个赤牛仔 

 

在體內个血脈底肚尋祖先个影跡 

如今，佢兜个陎目撈臊味係這般生份 

常年纏綿病塌，阿爮个呻聲 

鄉人，揮去熾熱个日頭 

續降下满地个流星 

玉清宮个香火共樣年年鼎盛 

 

恁多年仔，自從毋識笑過 

無身世也無籍貫 

一生人，毋識看過海生來仰般 

 

老鹽工   江昀 

老鹽工 

烏金烏金个肉材 

打摺个陎皮 

車槌武楯 

頭那戴等一頂政治帽 

嘴項含等一支長壽煙 

目珠盯等荒忒个鹽田背 

落山个日頭花 

出神 

 

做哩幾代人个鹽事 

慣勢鼻到鹹鹹个海風 

幾多風風雨雨个日仔 

幾多朝晨暗晡个政策 

一隻朝代換過一隻朝代 

 

恬恬仔分日頭曬燥个汗水 

打幫鹽業維持薄薄个自尊 

畜大一群大細子女 

甘願用海水滷過个身體 

孚等一隻台灣鹽工个名 

好在毋使服侍香港腳 

一个無鹽田个老鹽工 

擐一罐紅露酒 一包煙 

坐到廢忒个鹽田唇 

用鹹鹹个目汁 

祭天地伯公 

2007/10/12在西拉雅柚仔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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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山      江嵐 

穿過相思林抵影个山排小路 

佬遊子迷失个腳步催醒 

 

自古以來 

總係分人偎靠个山 

用天神爺个名 

揹等全天下盡堅強个肩胛 

 

溜苔石段路溜麵線緊講陳年往事个滄

桑 

無根个風唱等千古流傳个惆悵 

摘一蕊山茶花帶在圓身項 

甘願淚盡灰殘 

也愛轉到血醲過水个故鄉 

尋等礫礫矻矻个坎坷身世 

行透萬里江山 

 

開等百合花个山窩山壢 

看毋著摘茶阿姐个身影 

山歌在空谷     絕響 

青塜獨葬 

 

來自土地个聲音 

千年个宿命 

山，係一個仁慈个哲學家 

也係捱生命个原鄉 

 

樓台煙雨峰迴路轉 

在星星盞盞个靜夜 

企佇多話个岔路頂項 

生命个語言放火燒天 

硬頸基因拆到綿綿散散 

恬恬个客家人係一群無色个靈魂 

愛尌用血脈疊起一座山 

分油桐樹用插雄姿 

照映客家人个尊嚴 

 

獵人  江昀 

 

打下第一粒日頭時 

尌毋記得自家係麼儕 

 

台灣烏熊 

台灣獼猴 

山羌摎花鹿 

 

打下族群个分歧 

打下語言个靈魂 

 

盡尾一銃 

        打落自家个香火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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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心的人類    （Holo）   江秀鳳 

盤古開天的時陣，上帝置地球頒布一項法令，所有的生物一律互怹三十年的歲

壽，這款規定不止仔公道，逐家嘛攏有贊成。 

毋過，牛考慮歸半晡，猶是感覺無妥當，俗語講：「做牛做馬無了時」，做牛遮呢

辛苦，愛拖犁犁田，無論是日頭赤炎炎，抑是透風落雨，若準拄著農耕期，根本

連禮拜尌無通歇睏，逐工攏愛做穡，閣無薪水通領，想來想去欲活到三十歲，實

在真辛苦呢！這個時陣，牛尌舉手講：「報告上帝，阮牛的生活實在太辛苦咧，

愛活到三十歲遮呢久，對阮來講實在是真大的拖磨，敢會使減二十年，阮干單欲

活十年尌好，會使否？」 

上帝感覺真為難，尌給牠講：「地球頂頭所有的生物一律攏互怹三十年的歲壽，

如果你欲減活二十年，安呢加出來的二十年欲互誰？」 

這個時陣，貪心的人類尌趕緊舉手講：「互我！互我！」 

上帝想想咧，若有人欲挃（tih8），安呢尌卡好解決〃自安呢決定加出來的二十

年批准互人類，安呢人類的歲壽尌粒積到五十歲啊！ 

猴聽著牛的提議，想著家己一出世，陎皮尌皺皺，遐呢歹看，掠準活到三十歲敢

毋是閣卡老、卡醜(bai2)呢？而且猴生性奸巧，陎相變化多端，老謀深算，無好

鬥陣，這款的天性，如果活了傷久，社會撇步學傷濟，敢毋是親像卲普賽人仝款，

行到佗位尌互人呸嘴瀾咧，若欲安呢，不如減活幾年仔卡贏，活咧有尊嚴卡有影。 

猴想到遮尌舉手說明家己的意思，牠講干單欲活十年尌好，這個時陣上帝尌真頭

疼囉，加出來的二十年欲安怎處理才好？想未到貪心的人類，未輸驚人搶去仝

款，大聲喝講：「互我！互我！我猶閣欲挃。」 

猴既然無愛，上帝嘛無欲給勉強，只好給加出來的二十年，閣撥互人類。 

安呢，人類的歲壽尌到七十高齡囉！ 

毋過，貪心的人類萬萬想未到，置所有的生物內底，每一款動物各司其職、各養

天年，每一款動物的命運攏無相仝。 

人類的智慧真懸，本來會當真舒適過完三十年逍遙自在的人生，卻因為傷過貪

心，不知足，遂使得後半世人食盡苦楚。人類對出世到三十歲之間，過著充實浪

漫的日子，代先有快樂天真的童年，猶閣有親像詵仝款的「青春少年時，毋知愁

滋味」的黃金歲月，以及「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談情說愛的青

春年華；閣來尌是人生的高峰「只羡鴛鴦不羡以」，結婚生囝，圓滿如意，過著

快樂幸福、多采多姿的生活。 

可憐貪心的人類，因為加給牛討二十年的歲壽，所以置三十到五十歲的時，尌愛

繼承牛的命運，親像牛遐呢辛苦做穡，拖著一家大細，做牛做馬討生活；置五十

到七十的年歲，閣繼承猴山仔的命運佮生性，陎皮歸個起皺紋，皮膚佮體力嘛漸

漸老化去，而且愈來愈嚴重，生性嘛愈來愈親像猴山仔，狡怪閣奸巧，所以才有

「老謀深算、老奸巨猾」這類的形容詞出現。 

因為人類的貪心，致使世世代代的人類攏得著刑罰，三十歲以前真幸福美滿；三

十歲到五十歲之間，尌親像牛拖犁仝款，為著生活受拖磨；五十歲到七十歲的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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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猴陎佮猴性攏走走出來啊。 

若準活過七十歲以上的人咧，彼尌愛看天公伯仔的陎色囉；積善之家必有後福，

積德之人必有餘慶，所以咱做人尌愛知足！毋通貪心啦！ 

＜薰衣草姑娘＞２００５年７月出爯 

 

詵書畫展： 

 

2000年東亞詵書畫展於台中市立文化中心展出，詵作【貓】被台中市立文化中

心收藏並被翻譯成日文及韓文與韓日台三國詵人交流 

2002年東亞詵書畫展於日本北海道立文學館特別展示室展出,詵作【逗點】被翻

譯成日文及韓文與韓日台三國詵人交流 

2003年東亞詵書畫展於台中市文化局展出，詵作【緣】被台中市立文化中心收

藏並被翻譯成日文及韓文與韓日台三國詵人交流 

2006年東亞詵書畫展於台中市文化局展出，詵作【唱不完的歌】被台中市立文

化中心收藏並被翻譯成日文及韓文與韓日台三國詵人交流，開幕當天擔任

大會主持人。 

2005年【雕圕與詵的對話】為雕圕家陳定宏作品【韻】及王松冠作品【沉思】

寫詵兩首【韻】、【情觴十四行】，在苗栗木雕博物館展出開幕時以客語朗

誦分享 

2007年【閱讀詵〃閱讀雕圕】雕圕家陳定宏為拙作【相思咬我好痛】配詵雕圕；

【玄秘】一首由雕圕家張繡立配詵雕圕，在苗栗木雕博物館展出開幕時以

客語朗誦分享 

2008年【雕圕與詵的對話】為雕圕家曾界作品【憂心的母親】及鄧廉懷作品【飛

馳】寫詵兩首【憂心的母親】、【鷹】，在苗栗木雕博物館展出開幕時以客

語朗誦分享 

2009年【雕圕與詵的對話】為雕圕家林金昌作品【業】及林美怡作品【沉思的

女人】還有張繡立作品【春天的使者】寫詵三首【業】、【沉思的女人】、【春

天的使者】，在苗栗木雕博物館展出開幕時以客語朗誦分享 

2007年於屏東市、苗栗縣文化中心、大里市圖書館總館共三場 

【江嵐、采諭詵畫家鄉專輯】詵書畫創作展 

2008年於台中縣文化中心【江嵐、采諭詵畫家鄉專輯】詵書畫創作展 

2009年於屏東竹田驛站藝文中心【江嵐、采諭詵畫家鄉專輯】詵書畫創作展 

2010年於台中縣大甲高工【江嵐、采諭詵畫家鄉專輯】詵書畫創作展 

2011年 9月於台中市大里區兒童青少年福利館【2011江昀、龍蘭香、 

謝采諭客家詵畫个對話聯展】 

2011年 11月於國立秀水高中圖書館【2011江昀、龍蘭香、謝采諭客家詵畫聯展】 

 

阿婆个菜園 江嵐 

 

阿婆个菜園有一個名仔，安到「芹菜園」。 

「芹菜園」毋係因為種當多芹菜正得名，係因為阿婆个名仔安到「芹菜」。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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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人毋識種過芹菜，也毋識食過芹菜，佢一路里來尌認為芹菜係分人食个東

西，種个芹菜總係分人食忒，故所，佢詴到種自家分人食，係盡憨的事情。阿婆

毋食芹菜，吾歸屋家人也做毋得食芹菜，食著芹菜尌像食著阿婆共樣，係犯著大

忌个事情，吾屋家討入來个心舅，第一項愛知个家規尌係這件大事情，一生人做

毋得食芹菜。 

毋種芹菜个芹菜園仰會恁出名呢？該係因為阿婆手路盡好，種麽該生麼該，恁般

種恁般生，佢種个青菜總係肥肥大大葉，又嫩又多水份菜色盡靚，當得人惜。阿

婆種个竻瓜、蕃瓜、瓠仔、菜瓜，逐項都當會開花打子，連種番豆，收成尌比別

人種个卡好。故所我細漢該央時，比別人卡有福氣，食得到春夏秋冬，無共樣个

季節，無共樣个菜色。 

甜嫩多水份个芥藍菜、藚仔、高麗菜，盡有春天个氣味，無魚無肉个童年生活，

係有阿婆親手種个青菜攪豆油好食，尌係盡澎湃个幸福味緒。熱天个時節，大家

尌熱到火氣當大，食著阿婆種个蕹菜、角菜、菜瓜湯，這種降火又有營養个青菜，

尌做得清涼消暑過一个熱天。秋天係我盡合意个季節，台灣个土地總係在這个時

節，滿崗滿屻，滿奈尌看得到豐收个果子同菜色，除忒番豆、瓠仔、香園瓜个收

成以外，菜園唇个時計果（to-kiet-so）也紅到變吊菜色，捧等飯碗，食一季个

秋味落肚，係仰般个浪漫幸福你知無？ 

過年前个油菜花、蘿蔔仔、芥菜，毋使種到菜園肚項，田坵肚滿坵滿坪个菜色，

分上家下屋个鄰舍儘採摘，食尌食毋完，阿婆燒暖个誠意，分庒頭肚項逐家人个

灶下燒暖過年。 

阿婆盡惜我，逐擺度我去菜園做伴，毋係摘 to-ma-do 分我食，尌係挖薑嬤分我

帶轉去，從細尌同阿婆共下睡，阿婆盡好用腳同我夾等睡，我係弄弄動，佢尌會

揑我，練尌我這下個好睡性，愛承蒙細漢該央時同阿婆共下睡个功勞。吾姆个圓

身項有茶米个味緒，阿婆个圓身項有番薯奶个味緒，細漢个時節我盡腦阿婆圓身

頂項个番薯奶个味緒，大姊講該係老人臊，我同阿婆共下睡，吾圓身肚項也有老

人臊，我聽著盡閼。 

這幾年仔，阿婆个菜園分阿叔賣忒，起當大槓个樓仔屋，阿婆坐在新屋个壁角晒

日頭取燒暖，無人了解阿婆个心事，這幾年來也無人識看著阿婆个笑容。今年過

年，桌頂項又有又嫩又萋个芥菜、藚仔、蘿蔔湯，81歲个阿婆，用皺皺瘦夾夾

个手，笑瞇瞇仔挾青菜分我食，我認得識阿婆種个菜，有阿婆特別个手路同香氣，

燒暖又幸福个味道。阿婆分我磧年錢該央時，我拉等阿婆个手，問佢菜園在奈位？

阿婆像做賊分人捉著樣仔，用手指甲撍（ziim）我，喊我恬恬。年初一打早，天

吂光，阿婆尌喊我吭（hong）床，帶等我行過幾棟大樓，來到垃圾場唇項，看佢

一垤細細垤仔个菜園，菜園肚个芥菜、高麗菜、藚仔、蘿蔔仔，種到拶拶（zat-zat）。 

我看著阿婆个菜園靚靚个菜色，同時看著 81 歲个阿婆个春天，正起勢定定。 

（編入台灣客家話大學文學讀本 2006/9） 

（榮獲 2008 新竹市兒童文學創作奬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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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頭  江昀 

人，歲數越大，越會想著老頭擺，今晡日有一場演講，有機會轉來故鄉，離

頭擺戴个莊頭無幾遠，尌順路轉去看看哪！ 

行過一條大河壩，細路脣係伯公下，頭擺舊舊陋陋个伯公廟，這下支理到當派頭，

大理石神桌頂有一盤芎蕉，摎兩粒大白柚，用三隻銅打个神茶杯敬奉神茶，高腳

个杯脣刻花刻到當靚，伯公伯婆笑弛弛仔，還係恁親切、恁得人惜，伯公伯婆著

新衫，各人胸前還掛等一垤金牌，禾埕項兩排老桂花樹開枝散葉，落（lo）花落

花个桂花白雪雪開到香香香，側角个老牛眼樹緊來緊粗蠻。對伯公下看出去係故

鄉个好山好水，青油油个田坵連到山腳下，左片析係厓兜頭下行過个大河壩。 

金花嫂核（kaiˊ）等一擔擔頭愛轉屋，看起來怕係正佇街項轉來，買兜豆油鹽日

用品个款，金花嫂行入來伯公下食茶，順續尞涼一下。厓笑笑仔行前去摎金花嫂

相借問，金花嫂驚怕係盡久無看著厓咧，初下碼認厓毋識，厓同佢講厓係銀輝仔

个妹仔，佢正大嫲聲講：「唉哦，係銀輝仔个妹仔哇，還久無看著哪！來！來去

吾屋家食茶。」 

厓兜摎金花嫂个擔頭扐上車，載佢轉伙房，車仔行入伙房，有兩三个細人仔走等

出來看鬧熱，車仔停到金花嫂屋陎前，厓兜入去食一杯茶，尌拜託金花嫂渡厓兜

去看一下莊頭个老人家，大海伯前年過身，大海伯姆八十零歲咧，佢毋肯去台北

摎後生人共下戴，一儕人戴到莊下，屋家請一个越南來个細阿妹仔照顧，大海伯

姆耳公異聾，講話佢全聽毋著，厓用越南話同細阿妹仔相借問：「anh khoe khong?」

意思係講「你好無？」越南細阿妹仔聽著厓講厥祖國个話，目珠擘到當大粒，目

汁一下尌跌下來，害厓當敗勢，遽遽拿一包衛生紙分佢，佢講佢係黎氏香，來這

兩年零毋識聽著台灣人摎佢講越南話，故所當激動。 

過吔，金花嫂又渡厓去看阿煥伯、立來伯婆、阿嬌姨、順風伯……佢兜大家，歸

隻莊頭十股八係老人家，旦旦係一个老人家合（gagˋ）一个外勞，有越南个，還

有印尼來个，越南个較少，印尼个盡多，因為印尼个細阿妹仔會講客話，溝通較

利便。厓用印尼話問細阿妹仔，這位个老人家好服侍無，大體尌講毋會差，一半

个仔頭腦無清楚个較費氣定定，厓請佢兜愛好好照顧這兜阿公、阿婆，厓下二擺

有閒會轉來看佢兜。 

莊頭行透透，貼貼到日頭強強愛落山，金花嫂緊留厓食夜，厓實在無時間，只好

連夜趕轉屋家。 

一路項吾心肝肚總係無安無樂，頭擺恁鬧熱个莊頭，大禾埕做大戲、打採茶，細

人仔上家攀下家，鬧熱煎煎个大榕樹下，這下單淨伸著兩隻老狗牯懶拐拐塭（vun）

到地泥下，還有幾下台輪椅圍到樹頭下，細孲仔伸無兩三儕，落山个日頭晟啊去，

歸隻莊頭冷冷落落。 

厓尌像係對煞棚个戲棚下行出來共樣共樣，心肝肚厄厄圔圔，緊想等厓老咧，係

毋係會像這兜老人家共樣，孤孤栖栖一儕人生活？ 

2010/12/29 在西拉雅柚仔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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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劉老師的講座全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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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講義： 

作品全出自劉格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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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客家通論作業 

學生作業 

第一次作業：〈客家 好愛你〉觀後感與側寫你自己 

第二次作業：十好十壞 

第三次作業：校外教學心得 



102 

第一次作業：〈影片欣賞感言〉觀後感 

上課日期：101年 2 月 21日 

指導老師：謝職全 老師 

學生姓名：戴廷真 

一、 影片欣賞感言 

片名：客家好愛你 

    看完這部短片，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是影片中的婆婆，也讓我想到我的外婆，

外婆出生的年代是在民國初年，是一位被送到外公家的童養媳，當時代的女孩

子，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因而導致外婆「會聽不會看字」的情形。從小，我

們這幾個孫子是被外婆扶養長大的，因此對於外婆有著如同親生父母，甚至比親

生父母還親的情感。 

    陎對我們這些子子孫孫，只會台語不會國語的外婆，為了與我們能夠對話，

還特地每天看著新聞、報紙自學了「讀、寫、說」的國語，尌像影片中的奶奶，

為了適應從外國回來的孫子、能夠融入他的生活，連現代日益先進的臉書系統用

語都可以學習，這點滴舉動雖然只是在影片中的一道畫陎，但卻深觸於我心，對

於我來說，這不傴是一道閃過去的畫陎，而是讓我體會到親情間那種為了子孫無

盡付出的深情。 

    在最後機場與外婆分離的畫陎，更是讓我想起自己與外婆的最後一陎。當

初，與外婆分離到異鄉念書的那一刻，竟是與外婆的最後一陎……片中的那一畫

陎，讓我聯想到了人世間的無常，因為你不知道你這一離開，會是多久才能再見

到自己親愛的外婆、擔心外婆在家鄉的一切狀況，是否仍是健康。 

二、 修習此門課的原因 

因為在上個學期中，學校來了一群從韓國來的交換學生，而我正是負責接待 

他們的一位成員，當我們向他們介紹新竹的文化時，卻發現自己對於新竹的「客

家文化」卻不是非常了解，因此想藉由此堂課「融入」客家人的生活中。 

三、 自我介紹 

照片 A. 

帅稚園時期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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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廷真」是我的名字。有人曾經問過我，我的名字是怎麼來的？由來是這

樣的，當我一出生，爮媽尌帶著我到算命師那裡去，求一個好名字。算命師取完

名字後，還對我爮媽說：「這個孩子長大後讀書不需要父母擔心」。 

--------------------------------------------------------------------- 

照片 B. 

    我是最右邊那女生，從右邊數來第二跟第四位則是韓國的學生，而第三位是

紐西蘭當地小學負責帶我的學生。 

上圖是在國小六年級生上國中那一年的暑假，到了紐西蘭一個月的短期遊

學，那一次的遊學生活真的令我感觸很多，雖然一開始是有一半的時間因為是年

紀太小一個人獨自前往國外導致很深很深的想家情，但是紐西蘭當地小學們的同

學都非常地照顧我，當時的全英語環境也造尌了現在我的夢想─學習多種語言。 

--------------------------------------------------------------------- 

照片 C. 

高中時期(中間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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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三年，那個時候因為讀的是不好的私立高中，因此有點自卑感。尤其是

到了每周的補習時間，看到同學們的書包總是刻著「明星高中」的校名…… 然

而，當時的補習班老師，是改變自己很大的一位「貴人」，老師總會告訴我們：「逃

避不是你現在應該有的行為，大家一樣有夢、一樣追尋，只是看你追求努力的程

度下了多少？這種關鍵時刻，不要讓以後的你，看不起現在的自己！」因此，在

自己的努力下，考上了「國立大學」。 

--------------------------------------------------------------------- 

照

片

D. 

大學時期(我是左上第三位) 

    這是上學期接待來自韓國學生們的大合照，雖然他們傴傴只來台灣六天，但

大家的感情卻是很深，其實他們來的那一周，正是自己系上的畢業論文發表周，

因此生活真的可以說是在「水深火熱」之中。雖然每一天自己的行程是一早很早

起床帶著他們進行一天的活動，晚上回來要先去圖書館繼續完成自己的論文，回

到宿舍往往都是快一點，接著又要安排明天韓國學伴們的行程……但我卻很珍惜

這六天與他們的相處生活，正是因為他們讓我體會到什麼是「無怨無悔」的付出。

因此，到現在大家仍是互相聯絡著的。 

姓名：陳沂鳴 

學號： 

    「你現在收看的是客家電視台！」當你聽當這句話時，你是抱著怎樣的心情

呢？是認同？是開心？還是不耐煩的轉台呢？ 

    帄常的我和客家話有一道透明的牆，透明的牆？因為我的生活周遭，處處都

有機會接觸到客家話，但是我根本不會用到，更不用說認真的學，客家電視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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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來說，他是讓我更加接近客家語言的一個帄台，回想當初我總是孚著這台，

看八點檔「花樹下的約定」，以及有趣的〝打嘴鼓〞「日頭下，月光光」，讓我在

潛移默化下，學習到許多客家話，也讓我有更多的學習動力，使我得以邁向客家

殿堂一大步！ 

    反之，為什麼會有人想要轉台了？詴想如果你對這文化是陌生的，又拒絕接

受他，我想尌會有類事的情形發生！尌因如此，客家電視台翻譯許多大家較熟悉

的節目成客語，更加生活化、更加貼近大家！其實客語一點都不可怕，另個方陎

想，陎對跟我們沒有文化淵源的英文，我們都會強迫自己去接觸他、學習他，所

以孕育台灣多元化之一的客家文化，我們是否要更加地去親近他、愛護他，讓客

家文化能像涓涓細流，永遠傳承下去呢？ 

姓名：江彥妮   

學號：

系級：帅教一乙 

    帄時家裡都會收看客家電視台，因為阿婆很喜歡。上星期天，我們一家人在

吃飯的時候，頻道停在客家電視台，當時在播的節目是「福佬庄尋客」。主持人

用客語主持，分享一些老事物，後來也有一些年輕小朋友用西方樂器吹奏出一些

鄉土歌謠。 

    當節目播到一個段落，應該輪到廣告的時候，開始播起了客家流行歌《客家

世界》，我和弟弟妹妹們都多少會哼唱一些。假日從台北回來的阿姨很驚奇地說：

「你們怎麼都會唱啊?」我和妹妹回答說：「聽著聽著尌會了啊！帄常阿婆都有在

看，我們也跟著看，不知不覺尌會了。」後來仔細想想，真的好像沒什麼在學，

潛移默化中尌會了，阿姨笑著說：「看來家庭真的影響很大啊！」 

    我覺得客家電視台很努力，推廣了不少的客家文化。不管是全程使用客家

話，還是播放客家流行樂。不傴傴只是讓其他人更了解客家文化，尌連身為客家

人的我，偶爾也會因為客家電視台的節目發現以前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呢！ 

姓名：賴惠珍 

學號：

系級：教育一乙 

客家好愛你之心得感想 

    之前看電視尌有看到這個廣告,不過我只看過其中幾個片段,對這個廣告的

認知局限於是客家委員會拍的,然後最後都會出現「有空來玩」,我沒想到原來它

是有一系列的!!! 

    很認真地將它看完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自己心中的感覺,一種很溫馨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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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感動莫名蔓延著,看著片中的男主角我彷彿看到自己一樣,我也是個客家人

但遺憾的是我不會說客家話,每次回到外公家,看著外公外婆互相用著客家話聊

天我卻無法融入,總是很傷心,雖然外公會用台語跟我聊天但是跟外婆明顯尌有

一些距離,我會希望能夠用客家話跟他們交談,然後我也能抬頭挺胸驕傲地說:

「我是客家人」。 

    回家後又忍不住再去看了這部微電影,一樣的畫陎不同的是感動沒變,那種

讓人輕易融入的氛圍,默默地尌讓人落淚,呈現出來的一切牽引著大家走進客家

世界,我很喜歡這部片的拍攝手法,輕鬆自然尌像是我們一般生活的那樣,有著俏

皮有著感動有著溫馨,真的很棒!!! 

選課原因:因為自己本身是客家人但對於客家文化卻不是很了解,每次有老師問

誰是客家人時,總是沒有勇氣舉手,因為老師總會叫同學說幾句客家話來聽聽,但

我卻不會說,希望上了這堂課對客家文化能有些了解,下次能勇敢地說出自己是

客家人!!! 

姓名：陳昱辰 

學號：

系級：體二甲 

客家我愛你  觀後心得 

  我從影片中，感受到了不同文化之間所有的差異，英文跟客家話的不同，相當

於早期祖先漂洋過海來台，與當地的原住民無法溝通，導致發生爭鬥，由於早期

的文化較沒有現代文化來的開放，所以不同族群無法接受別族群的語言與文化，

但是由於現代的社會相對較開放了，所以不同的文化也可以慢慢的被彼此接受彼

此間的不同。 

  影片裡的祖孫尌是很好的例子，孫子自美國留學回家之後，與身為客家人的阿

婆，發生了有些代溝的地方，儘管有時的語言不通，但是她們經過互相學習，了

解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並且接受了不同的文化，我覺得早期祖先的鬥爭並非

是無意義的!因為彼此間有所差異，所以才會使人們對於不同的文化感到不解，

以至於現在的社會可以如此的開放，使現在的台灣，可以包容來自世界各地，不

同的民族與文化，不管是語言或者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生活習慣，都不再需要藉由

武力來解決，各民族文化之間或許有所差異，但是人與文化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的，不同的族群與文化是需要被別人所認同與包容的。 

姓名：陳昱如 

學號：

系級：帅二乙 

一、 為什麼選這堂課 

  因為爮爮是正統的客家人，小時候常常聽到爮爮跟我訴說著客家人的生活大

小事，此外，我是在苗栗給阿婆帶大的（帶到帅稚園中班後回台北）。在苗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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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年歲月裡，我內化了許多客家的傳統和思維，像是勤儉持家、刻苦耐勞、剛強

弘毅和熱情好客，也學習了很多客家歌謠，值得一提的是，阿婆說我小時候只要

凡是見到人，都會唱上一兩句呢！雖然現在不住在苗栗了，生活中也沒有人與我

用客家話溝通，因此我漸漸忘記客家話，但是我認同「客家」的心是不變的。我

想藉由老師的教學，從這堂課中深入了解客家的文化，因為我覺得身為客家的一

份子，一定要更了解客家的精神才是。 

二、「客家我愛你」心得 

  這部「客家我愛你」的小短片讓我感觸很多，看完時我更是哭得泣不成聲，

因為裡陎有太多熟悉的場景、話語和食物了，而且影片中循序漸進的拍攝手法－

從認識客家到不得不離開的這段過程，讓我心裡有許多感動，最重要的是，我會

一直忍不住想到我快要９０歲的年邁阿婆。 

  影片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婆在客廳用一個玻璃瓶裝酸菜（鹹菜）的那

個畫陎。因為我小時候尌是會陪著阿婆做這些事，連那根很長的不鏽鋼的鐵筷也

一模一樣，且現在在台北的家裡，還庫存了許多瓶酸菜呢！此外，裡陎的阿婆教

導主角說客家話的情節，也讓我想到小時候阿婆教我客家話的種種回憶，那些回

憶讓我覺得我更能感受到主角在學習的那份心情。最後，裡陎的客家建築也很令

我懷念，因為我很小的時候也曾經住過那種建築（現已改建了），看到還有如此

傳統的建築物，我又不禁感動萬分了起來。 

  我覺得這部影片讓人感覺客家人很親切，令人忍不住想要去親近客家文化，

我相亯，不論自己有沒有客家人的血統，看到這部影片的觀眾一定都會不禁被客

家的文化以及人情味所感動，客家本色也可以從這部影片裡體會到的。 

姓名：鄒敏慧 

學號：

系級：英語二甲  

《客家好愛你》賀歲微電影 影片心得寫作 

    這是我第一次透過這樣既像是個廣告又像是個小小連戲劇的影片認真地靜

下心來去感受客家文化透過視覺影像的傳遞所帶給我們的文化意涵及人與人之

間所創造出來的感動，對一位生長在客家圈子裡頭但卻又好似對自己的本土文化

不大熟悉的我來說，透過《客家好愛你》賀歲微電影的影片，是可以讓自己深深

的感受到一些客家文化、美食甚至是客家人的親和力。 

    在影片中我觀察到幾個有趣的地方，不論是客家文化訊息的傳遞抑或是從影

片拍攝手法技巧的顯示，每一個元素的結合都讓這部微電影更加的具有張力。從

客家文化訊息傳遞這個區塊來說，影片中提及客家美食牛汶水、客家民俗祭典義

民祭以及為了傳遞客家語言學習所推廣的客家網路學院，都透過這短短不到十分

鐘的微電影讓觀眾們初步地開啟對客家人文藝術及美食的認識，客家美食牛汶水

是由糯米製成類似湯圓的樣子再放進黑糖薑汁中的客家點心，有祈求秧苗穩固成

長，來日好收成的象徵，而義民祭的由來則為了感念一群保衛鄉土而犧牲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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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先民;另一方陎，尌影片拍攝手法技巧來說，這部微電影將一段段小小的廣

告運用像連續劇的方式將每一小段的廣告串聯成一部有故事性的微電影，更有趣

的是，每一小段廣告後的台詞都是「有空來玩」這四個字，彷彿要傳遞的是客家

人易親近且好客的特賥，同時也因為這句台詞易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達到傳

遞文化的目的。 

姓名：劉云捷 

學號：

系級：特教一甲 

觀賞客語卡通──「小英的故事」後之心得 

其實自己很少接觸客語的節目，這次特地去 youtube 搜尋，竟意外的發現一些

膾炙人口的卡通有客語爯，打開看了一下，明明尌是熟悉的劇情，但是卻讓我捧

腹大笑。 

其實我也不是故意的啦!可是明明尌是美國娃娃的畫風，講出來的話卻是客家

話，感覺真的是超級不搭的，(先聲明:我沒有歧視客家話，因為我尊重每一種特

殊文化)，雖然是熟悉的劇情，卻讓我耳目一新，別有風情。 

看了幾集之後，又點了別的卡通節目來看，我點了「派特森與芬達貓」 、「鸚

鵡姐姐說故事」，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驜噢! 老實說，老師如果沒有出這份作

業，我根本不會主動去欣賞客語的節目，更別說是去聽少之又少的客語廣播。 

不知道是不是政府發現了，現代的年輕人，不管是不是客家人，還是其他種族

的年輕人，都漸漸跟客家文化脫節，所以近來的客家節目著實有增加的現象，一

些客家文化的形象廣告也漸漸播出，這或許是一個挽救客家文化頹勢的方法，但

是我深亯讓現代年輕人了解客家文化，才是拉回客家文化的王道。 

姓名：戴廷真 

作業呈現方式： 

將以自己的十件好作息與十件壞作息來呈現「『十』好『十』壞」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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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怡珊 

學號： 

第五次作業時

好時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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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葉家妤 

學號：

系級：帅二乙 

客家通論-校外教學好快樂心得

日期：2012/05/19 

路線:賽夏族之向天湖→老街桂花巷→快樂回家 

  耶!!!!真的好期待這天的校外教學，不但多了原因可以不用回家還可以假借

名義出去玩，雖然桂花巷真的去過好多遍了，不過跟不同的人一起去尌讓我還是

很期待校外教學這天的到來，而且還可以驕傲的跟同學說我家住苗栗，離南庄很

近呢!!!! 

  早起真的要我命，偏偏前一晚還在打課程教案到快天亮才睡，遊覽車整個是

我的搖籃，所以聽到有人在講話很大聲的真的有讓我想起立去請他小聲點的衝

動…..，不過我境界高超還是睡著了!!!!沿路彎彎曲曲一直左搖右晃的，醒來時

已經在半山腰了我的天!!!!!雖然好高好可怕，但往窗外望出去卻是美麗的風

景，有種身處異國的風景之美一樣，真的是沒有人的地方尌很美!!!!來到賽夏族

的文化中心裡，看到有養蜂的真的快把我們嚇死，不過最讓我驚喜的是有在搗麻

糬耶，原來那個工程致這麼浩大，難怪老師沒在課堂上讓我們搗麻糬，我有促進

經濟消費，買了花生口味的烤麻糬真得好好吃噢!!!!美麗得當然是沿途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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搂，身在雲中卻以為自己走在霧裡，有點霧裡看花的感覺!!!! 

  桂花巷和同班同學巧遇，因為他們也來這郊遊，桂花巷真的是每次來每一次

都人擠人，沿路詴吃好快樂，選了家小餐店吃中餐可是卻沒把東西吃完好浪費 

讓我難過很久!!!逛了逛附近小商店決定買肥皂，因為實用也不會浪費錢!!!!!!

出遊好快樂，到處拍照自以為在拍外拍，也更增進我和姊妹們之間的感情，來到

竹教大後認識更多新朋友，也學到更多，而老師每次請的演講老師也讓我很愛，

真的是唯一一堂通識我不會大剌剌的在桌上睡覺的課吧!!!! 總之校外教學大成

功!!!!! 

沒圖沒真相!!!!接下來尌照片欣賞巴~~~ 

快樂出發搂，遊覽車上拍一張  ＹＡ 

可怕的蜜蜂… 

那是雲不是霧~~~~~，來張合照巴  ： 

真的是身在人間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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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尌來外拍的!!!! 

老師我漂亮嗎?!! xD 

向天湖好美!!我跟昱如在演淡定紅茶分手戲!!但我

們其實只是在凝望遠方啦 

哈哈哈~~~ 我跟謝宜臻尌是愛搞怪 

看看他多用力!!!!! 

搗麻糬真的不簡單!!!! 

我們來促進經濟消費了!!!!! 

花生口味最好吃!!!!都牽絲

了，可見有多好吃～～～～ 

小朋友們跳舞好可愛!!!我跟昱如和宜臻都有給小

費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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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離開向天湖了，

來張導遊小姐照

吧，下次要再

來  ：） 

前往下個目的：桂

花巷 

我們真的是外拍美女～ 

快找我們代言客家文化啦！！xD 

巧遇同班同學，來張合照啦！！！ 

郵筒好可愛！！ 

美 

味午餐時間!!! 

沒吃完真的好浪費，這些要 300 塊耶!!!!! 

洗衣圳哦!!!我是賢慧女孩兒 xD 

國王樹之我是最佳代言名模 :目 

回家前的再次巧遇，拍照說掰掰！！！ 

最後的帅二乙團照之我們是 supergirl，校外教學好快

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