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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發展客家學術計畫 

子計畫一：臺灣師範大學「客家通識課程」計畫 

成果報告 
 

 

    主持人：潘朝陽 

共同主持人：邱榮裕 

共同主持人：黃玫瑄 
 

 

壹、前言 

本通識課程內容採跨領域教學途徑，引導學生了解客家，自然而然進入科際

整合之「客家研究」，凡藝術人文、宗教、建築、音樂、語言、政治、歷史發展

，皆扣緊全球客家文化發展，使其了解整體性、延續性，讓大學生能主動探究全

球客家文化發展的來龍去脈，期使未來從事客家研究的可能性。 

為了在臺灣師範大學能逐步推動有關「客家研究」之相關課程，以跨學科、

跨領域邀請與「客家研究」相關學門學者專家共同探討，提供大學生以不同的觀

點與研究資料相互交流比較，朝向建構「客家學」發展。 

 

貳、執行情形 

本校客家通識課程於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正式實施，為精進學生的學習，課

程安排專題講座及校外教學活動。講座內容有文物史蹟、族群遷移、客家運動、

客語教學等領域，期使學生能較全面和深刻的認識客家歷史與文化。 

一、課程講座紀錄及分析 

1. 【專題講座1】 

時間：2014.09.25 
講題：臺北市客家拓墾史蹟－臺北市清季拓墾時期的客庄與客家人 

講者：黃正宗 

講者介紹： 

英國倫敦大學博士 

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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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世界客家婦女協會「客家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臺北市客家拓墾史蹟」研究計畫主持人 

中華海峽兩岸文經交流協會顧問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兼任副教授 

(1)講座紀要 

清治時期拓墾臺北市主要的客家墾戶，係來自大陸福建省詔安、平和、南靖

、廣東省大埔等客家地區之何士蘭家族、郭崇飽家族、廖簡岳家族及郭錫鎦家族

等，其拓墾遍及臺北市南區的林口庄、內埔庄、萬盛庄，北區的內湖庄、劍潭、

芝山巖、天母東勢庄、陽明山的坪頂庄、菁礐庄、草山庄，東區的興雅庄、東勢

庄、五分埔及西區的詔安厝，約莫半個臺北市的地方，貢獻極深。 

  

本演講探討臺北市客家先民於清治時期拓墾臺北市南區、北區、東區及西區

之貢獻，與其留予後世子孫珍貴之史蹟，進而思考如何保存與永續傳承此等珍貴

之史蹟。即如：黃教授以「臺北水的故事」為例，說明客家墾戶廖簡岳家族及郭

錫鎦家族共同開鑿「瑠公圳」，提及臺灣大學校園便有瑠公圳遺址紀念碑，臺大

「醉月湖」、公館自來水園區，都是當年瑠公圳埤塘遺址。以此師大校園生活周

遭的景觀，讓聽講學生更深刻的體會客家先民與今日臺北的關聯性。 

(2)學生回饋心得 

○1 臺師大圖傳系二 馮維筠 

或許是我剛好從小在公館景美附近長大，這次的演講對我的共鳴很大，而且

其實在聽這次演講前我完全不知道我所熟悉環境是客家先民開墾出來的。像是公

館後面的寶藏巖，常常去那邊散散步看看夜景，沒想到那邊是由客家先人開發出

來的。 

○2 臺師大人發系三甲 黃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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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輕鬆的演講，卻像一次旅行，廣泛的走過了大大小小的客家歷史足跡，

能感受到黃正宗老師對客家歷史的喜愛和繼續發掘了解的熱情，幸虧有老師這種

人願意付出時間和心力的研究探索，才能讓我們這些年輕一代的學生可以接收到

明瞭且正確的歷史知識，謝謝這一群客家歷史研究學者的付出。 

(3)綜合分析 

從回饋意見之中，可知學生不熟悉客家群族在臺北盆地開發史之重要角色，

然而透過黃正宗老師的精采演講，讓學生認識客家先民墾拓臺北的歷史。同時，

介紹臺師大周遭的客家景點、文物，更加深學生對於客家墾拓史的印象，及實地

參訪的體驗機會。 

2.【專題講座2】  

時間：2014.10.02 

講題：客從何來? 

講者：羅肇錦 

講者介紹: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前中央大學教授兼客家語文研究所所長、客家學院院長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教授 

(1)講座紀要 

就語言學而言，畲、客關係密切，如畲族的語言「客」與「哈」同音，因此

畬族早期被稱為「山哈」、或稱「山客」，意指住在山上的人。仔細考察客家話中

，與苗、瑤語特徵相印證，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荊蠻族的核心成份，不斷加上中原

漢人移民形成的。客家話等南方漢語方言，最初也可能是南方原住民語言，在中

原漢語不斷影響下逐漸形成的。本次演講探討客語源與畲客關係，進而啟發學生

思考「客」從何處來之大哉問！相較於羅香林之「客家中原論」，則羅肇錦教授

從語言學的角度，提出一個不同於傳統觀點的「客家分布南方論」。惟此一說，

目前學術界仍存有歧異，所以羅教授自謙仍須更多的論證，以說服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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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回饋心得 

○1 華南師範大學交換生（學士） 李穎欣 

通過這次嘉賓講座，我們瞭解到了客家與畬族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次講

座同時也引發了我們對客家的淵源的思考，給了我們探究客從何來的契機，也啟

示我們學術研究是多元和無止境的，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我們要敢於挑戰既定的結論，用事實論據建立自己獨特的觀點。 

○2 臺師大公領系二乙 黃甯 

透過此次講座，身為客家人的我覺得我竟然對於自己的族群是如此不了解，

對自己族群的語言竟然也不會說，甚至時常與閩南語搞混，因此在此次講座後，

我想去考客語能力檢定，增加自己對我原生族群語言的認識。 

 (3)綜合分析 

據學生回饋意見，來自廣東惠州的交換生李穎欣學生首次聽聞畬族、客家之

關係緊密，因此開始省思客家淵源之問題。其次，黃甯學生因講者對於客語研究

的精闢見解，以及羅教授標準的客語發音，進而反省自己的客語能力，決心努力

學習客語，以便參加客語能力認證。此外，黃薇學生曾閱讀羅香林《客家源流考

》，然而聽聞羅教授的演講後，亦開始省思客家族群之「南方論」，抑或「中原論

」。 

3.【專題講座3】 

時間：2014.10.09 

講題：客家語言文化與教育 

講者：何石松 

講者介紹：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前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副教授      

學術專長 客家民間文學、國音學、文論 

(1)講座紀要 

客家語言文化是跨學科的學問，與語言、社會、自然、藝術、音樂等關係密

切。同時，客家語言文化是生活知識的百科全書，是生活教育、啟蒙教育的指針

，不只教人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本次演講揭示客家語言文化如何與我們日常生

活息息相關，進而啟發學生學習客語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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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石松教授信手拈來的客家俗諺及節慶典故，極易吸引學生們的注意力及興

趣，也傳承客家先民的生活智慧。何教授舉客家傳統節日：「天穿日」為例，說

明客家先民尊崇女媧的背後，亦反應先民對女性的尊重。此外，「女媧補天」的

故事，隱藏環境生生不息、資源永續發展之環保概念。何教授的演講中，全場三

分之一用客語，雖然部分學生不完全懂客語，亦領會到客語文化之美。 

(2)學生回饋心得 

○1 臺師大特教系一 林德昌 

教授說了許多俚語，像是關於氣候方面的更是讓我深感佩服，我記得教授曾

說過暖冬的事情，因此我上網找了一些資料，發現真的與教授說的不謀而合。比

如說我們可從各種植物未按時序花開花謝得證明外，尚可從客諺「子竹高過娘，

一冬暖洋洋」得到驗證。只要稍微觀察，便會發現2006年郊外的嫩竹，大多高於

老竹，這是因為老竹在前幾年寒冬，無法繁茂；今冬日暖，竹筍遂快速發條，高

過老竹。 

○2 臺師大科技系一甲 許博翔 

其實當時的我聽完是非常震懾的，除了老師完整地告訴我們天穿日的由來，

還告訴我們天穿日的多重意義，橫跨環保、性別、歷史、文字、象徵意義，讓我

第一次體會到一個節日原來是可以擁有那麼多意涵的!最後老師說客家語彙源遠

流長，舉例探討陂塘還是陂塘，總結來說這次的講座我滿捨不得結束的，因為老

師講得非常精彩，不但知識信手拈來，詼諧幽默的談吐也讓現場很享受其中，最

重要的是我因為這場講座更了解文化和語言的重要，也豐富了我的大腦知識庫！ 

○3 臺師大東亞系四 黃薇 

沒錯，客家語言是傳承客家文化的重要基礎，客家語言與教育的重要性更是

不在話下，是一種表態、傳遞、解釋自己的文化「存在」的重要媒介。對於語言

的重要性，記得2014/10/17參訪桃園客家文化館時，其內有的影片導覽，客家戲

曲的推手鄭榮興就說過：「客家戲劇的重要性，就是保留了各個階層的說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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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語言展現」。我想語言的重要性不在話下，沒有了語言的媒介，客家獨有的文

化也會慢慢被人淡忘。 

(3)綜合分析 

從學生回饋意見，可知講者何石松教授信手拈來的客家俗諺及節慶典故相當

吸引學生的目光，也令非客籍的學生首次領略客語之優美。其次，學生們對於何

教授講解「天穿日」也是印象深刻，從中明白客家節慶背後隱藏如此豐富的意涵

。也有學生聽聞客家俗諺後，課餘時間查閱相關網路資料，驗證了俗諺的準確性

，相當佩服客家先民的智慧。另有學生認為客家文化的保存，必須配合客語的學

習，此乃其積極主動學習客語的動力。 

4.【專題講座4】 

時間：2014.10.23 

講題：族群邊界：閩/客關係的觀察 

講者：劉阿榮 

講者介紹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前中央大學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所長。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教授兼通識教學部主任、臺灣大學兼任教授、中央大學兼任教授。 

(1)講座紀要 

劉阿榮教授以「族群概念、族群邊界、同質與差異」之概念，界定坊間流傳

的客家元素：「土樓、桐花、擂茶」，乃是後人的文化詮釋、重塑，其背後隱含臺

灣各族群之文化、語言、政經資源等問題，即為「隱性與顯性」的族群邊界。 

本次演講給予學生重新思考多元文化主義之下的族群關係，進而接受「肯認

差異、尊重包容、欣賞悅納」等族群之間相互對待的基本原則。 

  

劉教授以自身成長的南桃園為例，說明此地因兼具軍事基地、工業園區等特

殊性，所以當地雖是客家縣市，仍融合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東南亞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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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族群文化。此外，族群邊界的概念並不只侷限於文化、地理上，更有可能擴及

政經地位，所以我們更要彼此尊重，互相包容。 

(2)學生回饋心得 

○1 臺師大科技一 許博翔 

我於是想起我們臺灣更是如此，各個多元族群文化彼此交融在一起，多數被

消融同化，只有少數得以保存下來。接著老師又提到更多有趣的觀點，像是客家

桐花，難道桐花就象徵客家嗎?而答案是否，因為一個文化是無法以植物做為其

特有的象徵，更準確的說，正因是植物，就表示能夠在客家人生活範圍之外生長

，所以何以說桐花象徵客家?或是跟我們一起探討歷史研究，由一開始的正史和

地方誌到族譜再到田野考察，直至最新的DNA檢驗，老師引領著我們剖析歷史

的研究準則是如何演進，我覺得獲益良多! 

○2 臺師大數學系三丙 吳宗儒 

聽過今天的講座之後，我更加能體會到客家和閩之間的關係，像是一開始，

客家文化中有所謂的土樓以及桐花，這兩樣東西，我原本以為是真的只有在客家

文化以及客家庄中才會看的到，但是今天聽過劉老師演講之後，我才真正理解到

，桐花並不是只有在客家庄才會有，其他非客家庄的地方也是會有桐花的，而另

外，土樓的部分，其實也不是只有在客家庄才有，土樓其實有很多很深遠的歷史

存在著，這些歷史也是我聽過劉老師這場演講之後才知道的，其實土樓，一開始

的時候，除了客家人之外，閩南人也有，此外，也有閩客混合著一起用的，所以

並不是客家人的獨門傳統。 

○3 臺師大人發系三甲 黃子玲 

老師講到，客家人重視族譜，我這才想到每次回中壢的舅公家(外婆的娘家)

，三合院的主廳祭祀著某個神明(實在沒有注意看過，下次回去要注意看)，還有

族譜也放在上面，可見客家人是真的很注重族譜的延續，然而族譜也不一定可靠

，太久遠的過去有可能有記載的錯誤或是認知上的不同，這只是一種家族的延續

性的象徵。 

(3)綜合分析 

講者劉阿榮教授提及：「桐花、土樓、擂茶」乃是外界對於客家文化之刻版

印象，然而事實上這些並不是客家族群所獨有的文化，此一見解引起學生的廣泛

的迴響。據學生回饋意見，學生開始思考何謂客家意象？非客家聚落亦有生長桐

花，何以桐花被形塑成客家象徵？其次，中國大陸地區興建土樓的地區，遍及閩

客居住聚落，亦非客家族群所獨有。此外，學生因本次演講提及家、族譜之重要

性，對此引發追本溯源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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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專題講座5】 

時間：2014.10.30 

講題：北客庄傳統曲藝及其社會性格 

講者：黃永達 

講者介紹：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電機博士 

前臺灣科技大學電子系教授、系主任、電資學院院長。 

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科通識領域兼任教師。 

(1)講座紀要 

從北客庄曲藝歷史概略談起，介紹傳統曲藝的社會觀及客庄曲藝在臺灣的時

空位置與社會關係。本次演講給予學生認識傳統客庄曲藝、音樂文化之美，打開

學生多元藝文與人文之窗。 

  

黃教授指出臺灣客家傳統藝曲的發展，曾經歷「兩起兩落」之過程，高峰期

係晚清至日治中期；日本皇民化時期係「第一落」；1950年至1970年則是「第二

起」；國民黨政府推行國語政策則是「第二落」，客家曲藝再次受到抑制並取代；

2001年政黨輪替後，客家藝曲再度興起，俗稱「第三起」。 

本次演講播放十餘首不同曲風的客家藝曲，黃教授一一為各位學生講解曲調

風格及歌詞含意，並且親自演唱客家藝曲，讓在場每位學生都感受到客家曲藝之

美。 

(2)學生回饋心得 

○1 臺師大特教系一 張馨方 

講師不僅向我們介紹客庄傳統曲藝，讓我們聆聽音樂，更親自示範唱了一小

段，可謂是「學而優則演」，對客家文化研究的精神令我佩服，他最後以Joan 

Maragll Gorina 的一句話作結：「我欲向蒼穹天堂飛去，必先立基我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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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講師研究客家文化就是在了解自己出生前的歷史，我期許自己也能以此精神

了解客家文化。 

○2 臺師大特教系一 林德昌 

在今天的曲藝中，我最喜歡的就是哪吒下山這部戲曲，因為老師在介紹這段

時非常生動的呈現哪吒下山時那種好奇與孩童的天真，更是說出了哪吒與太乙真

人之間深厚的師徒之情。在聽完老師一番的演講後，我發現對於客家曲藝有了更

深的興趣，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在這方面多多涉獵。 

○3 臺師大特教系一 陳薇而 

或許歌詞聽不太懂，詞意也無法意會，但是老師那種強烈熱愛客家文化的感

情，以及想把它傳承下去、散播出去的勇氣與自信，完完全全在他的歌聲中能聽

到，也覺得很感動，感動的不是因為歌詞本身，而是那種想讓大家知道「客家」

這個文化的決心。 

(3)綜合分析 

講者黃永達教授介紹傳統客庄曲藝之特點，及其與社會生活層面息息相關，

如年節祭祀、婚喪喜慶、宴請聚會等活動，皆需要演奏客家曲藝。同時，黃教授

播放了十餘首客家歌謠，給予全班學生一場美好的音樂饗宴。 

多數學生相當欽佩理工科出身的黃教授，具備深厚的音樂素養及熱愛客家文

化的精神。因此學生回饋意見中，多數學生提及深受黃教授的影響，期許自己未

來也是傳播客家文化的一份子。 

6.【專題講座6】 

時間：2014.11.06 

講題：臺灣客家運動 

講者：邱榮舉 

講者介紹：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 

曾任：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

中心主任等。早期臺灣客家運動之主要催生者與推動者，1987年《客家風雲雜誌》共同創辦人，

1988年「1228還我母語運動」專案登記人及總領隊。曾獲頒客家臺灣文化獎等。 

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創辦

人。 

(1)講座紀要 

臺灣客家運動的三個階段：一、「民間抗戰期（過去－2000）」；二、「官方主

導時期（2000－2004）」；三、「官民合作時期（2004－）」。本次演講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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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邱教授分享自己親身參與的「還我母語運動」（1988）：爭取各族群之間的齊

平尊嚴，搶救因「國語政策」而逐漸消失的客家話及客家文化。 

  

邱教授以「寧賣祖宗田，毋忘祖宗源；寧賣祖宗坑，毋忘祖宗聲。」期勉每

位學生都應該將自己的母語文化深植於心，不可輕易忘記自己的源頭。最後邱教

授仿效太陽花學運（2014）的口號，期許大家：「自己的客家，自己救。」 

(2)學生回饋心得 

○1 臺師大東亞系四 黃薇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這堂課給我的省思是「傳承」與「感恩」！引用邱榮舉

教授分享的「寧賣祖宗田，毋忘祖宗源；寧賣祖宗坑，毋忘祖宗聲。」因為有這

堂課讓各界的客家人士齊聚一堂，客家前輩們的一生的努力研究傳授給各位客家

後輩，繼續傳承下去的責任也在我們客家學子肩膀上，我們就像一棵種子，在這

堂課吸收了養份，走出校外繼續讓客家文化發芽茁壯。 

○2 臺師大圖傳系一 姚婷婷 

我想到邱榮舉院長最後對我們所做的結語：「自己的客家，自己救。」身為

客家人的我們，是該好好的來探討思索！不管現在客家存在著什麼問題，我覺得

最根本的是要打從心底以身為客家人為榮！以說客家話為傲！大聲的說：我是客

家人！ 

○3 臺師大特教系一 陳薇而 

「還我母語運動」不只是單純的社會運動，他還包含了客家文化復興，不只

在文化、社會、政治、族群和自覺改造上都能發現總是有一群人在為自己的族群

努力，也因為這樣所以客家文化才得以復興、茁壯、穩固。客家運動，自己的客

家自己救。 

(3)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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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中旬「太陽花學運」（2014）激勵許多年輕人關注、參與政治活動，

及重視國家政策的走向及發展，是以邱榮舉教授講述親身參與的「還我母語運動

」（1988），獲得學生們的高度認同。從學生回饋意見，可知學生相當欽佩邱教授

及當年共同爭取客家權益的前輩們，甚至自覺的認為既然身為客家子弟，應該打

從心底以身為客家人為榮，以傳承客家文化為己任。 

7.【專題講座7】 

時間：2014.11.13 

講題：西湖溪谷地聚落空間與宗教神聖空間 

講者：潘朝陽 

講者介紹： 

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院長、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主任、臺灣師範大

學區域中心執行長 

現任：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地理系合聘教授 

(1)講座紀要 

本次演講的主題是圍繞客家族群在西湖溪谷地（西湖鄉、銅鑼鄉、三義鄉）

拓墾開發的歷史進程及其宗教性。清初採取原住民、漢人分隔、禁止漢人侵入番

界，分而治之的政策，如康熙、雍正時期係以石碑為界，及至乾隆時期始設「土

牛溝」為界。然而自乾隆以降，漢人入墾西湖溪谷地者益眾。 

在臺灣移墾史上，各族群之集資開墾，經常結合「宗族」與「墾號」兩種途

徑，宗祠的興建亦代表血緣社群在此落地生根；若非血緣結合的社群，則以原鄉

信仰結合。本次演講從清代西湖溪谷地的開墾史為例，使學生明白客家先民運用

智慧，克服各種逆境，拼手抵足開創鄉里之過程。演講尾聲，潘教授用客語朗讀

幾首唐詩，進而論述客家話與中原古音的關聯性，強調「客從北來」的正確性。 

  

(2)學生回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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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師大圖傳系一 姚婷婷 

老師說要做客家研究就是要先瞭解客家歷史，我很佩服老師，他能有自己的

意見，勇敢推翻其他學者的想法，從客家語言的發音推出南源說其實是不盡然如

此！如果不是這樣的瞭解，要怎麼這樣大膽的論述呢!今天聽完真的是獲益良多

。 

○2 臺師大公領系二乙 黃甯 

之前「客從何處來」的羅肇錦教授的想法和潘朝陽教授的想法很不一樣，潘

朝陽教授認為客家話有部分的確與畬族相似，但不能因此而得知客家語就是源自

畬族，而是也要考慮比例，但究竟符合多少比例才能算是可以證實客家源自於畬

族呢?我覺得很值得探討，而且一堂課程中，能聽到兩種關於這個的不同論點很

精采，只可惜潘朝陽教授這次演講主題不是與這方面直接相關，我很想聽到更多

關於反對客家源自於畬族的相關論述，希望以後若有機會，能再次聽到潘朝陽教

授關於此方面的發表。 

(3)綜合分析 

潘教授講述客家族群在西湖溪谷地拓墾開發的歷史進程及其宗教性，讓學生

明白客家先民墾拓臺灣的歷史脈絡，及其血緣性祭祀和非血緣性祭祀圈之意涵。

至於潘教授演講尾聲強調「客從北來」之正確性，引起學生們廣泛的討論，開始

思考客家族群「南來說」與「中原論」的問題，及意識到學術真理是相互辯證的

過程。 

8.【專題講座8】 

時間：2014.11.20 

講題：大家相湊(相約)來學客家話 

講者：張美煜 

講者介紹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職退休。 

目前擔任寶島客家廣播電台「客家論壇」節目主持人。 

近年嘗試以客語寫作，作品發表於《文學客家》季刊。 

(1)講座紀要 

張美煜老師介紹客家話之音韻優美，既可深化國語文的學習，提升國語文的

程度，從中習得愛鄉愛土的情懷，更可以觸類旁通，有助於外語的學習。本次演

講介紹有趣的客語詞彙、寓意深遠的客家諺語、令人莞爾的客家謎語、現代創作

客語歌謠，逐步引導學生認識客語之優點，啟發學生學習客語之興趣。 



13 
 

  

張老師為了增進學習客語的信心，更傳授學習客語的小秘訣：「對比學習法

」。即客語對照著國語或臺語，以相似的發音或相似的詞意比對著記憶與背誦，

學習起來就更不覺得陌生，也可以提高學習的效率。 

(2)學生回饋心得 

○1 臺師大特教一 郭宇婕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因為身邊會講客語的人很少，所以一直覺得客語很難學

。記得有一次小學合唱團比賽，我們選唱了一首客家歌 ─ 桃花開，因為完全沒

接觸過，所以當時的我別無他法，只能用死記的方式。一想到當時我幾乎是把每

個字的發音都用注音來標示，就覺得那次經驗真的是悲慘至極。而這不太美好的

回憶也加深我覺得客語很難學的認知。直到聽了張美煜老師的演講後，我才發現

原來客語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困難，大致上的文法結構和我所較為熟悉的閩南話

並無太大不同，唯一較為困難的只有記單字。但不管是學哪種語言，背單字都是

必經的過程，所以對此我早已做好心理準備。張美煜老師的一番話總算讓我從多

年錯誤的觀念中醒悟過來，知道真相的時候，除了慶幸自己終於糾正了錯誤觀念

，也鬆了一口氣，因為突然對自己能夠學會客家語的信心倍增。 

○2 臺師大特教三 宋學自 

今天的演講讓我獲益良多，感覺學到了許多更專業的知識，且今天的課程較

之前的課來的實用，教授講解客家語學習的要領：對比學習法，即是利用兩種語

言的異同(共同語和客語、客語和閩南語)，進行對比分析的一種學習法，可以與

舊有經驗結合，因此而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中又含兩部分，一是語言內部單位

的對比分析，另一為兩種語言對應單位的對比分析，主要即是兩種語音語法的比

較，我覺得這是我沒有想過的方法，聽完教授講解，相信這一定是個高效率又高

正確率的學習辦法，不過可惜我也不大會閩南語，所以這個方法對我似乎不太適

用了。 

○3 臺師大社教三 沈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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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作了一段結語：臺灣人對臺語的理解分深淺等級，但對客語的認識則是

零和一百的差別，既然住在臺灣就是臺灣人，我們就不需分割族群，當然也不需

排斥語言，客家語或許比你想像的更容易、更迷人、更有趣，我們都可以試著去

了解與學習。這段話很有道理，也讓我非常贊同，客家語需要更多認同與贊同、

需要眾人更寬闊的心胸、需要被平等的對待、需要一點機會。 

(3)綜合分析 

張老師幽默風趣的客語教學，吸引學生對於客語的興趣，也放下原本「客語

很難學」之成見。其次，張老師教授的閩南語、客語「對比學習法」，確實方便

於精熟閩南語者學習客語；然而對於不熟習客語、閩南語的學生，則此一方式就

難以適用。學生的回饋意見中，多數表示聽完演講之後，對學習客語的信心倍增

，也更能了解客家文化之精髓。 

二、校外教學活動 

1.時間：2014年11月2日(週日)  

 
（拍攝地點：金廣福公館） 

 

2.參訪行程： 

08:10  集合上車 (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162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門口) 

08:30  出發 

09:15～09:40  實地考察桃園縣龍潭鄉聖蹟亭 

09:40～10:30  往北埔 

10:30～12:30  實地考察金廣福公館、慈天宮、北埔老街 



15 
 

12:30～13:30  午餐時間(於北埔老街用餐) 

13:40～14:20  往新埔 

14:20～15:50  實地考察新埔老街、劉氏宗祠、廣和宮等 

16:00～17:00  實地考察褒忠亭義民廟 

18:30  回到學校 

3.參訪景點 

2014年11月2日上午8點30分，潘朝陽、邱榮裕、黃玫瑄三位老師帶領修課學

生，從臺灣師範大學正門口出發，實地考察桃園、新竹等地的客家古蹟及聚落。

沿途三位老師分別解說參訪景點之人文歷史及時代意義，讓學生到達每一個景點

之前，已經有初步的認識，以達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站來到桃園縣龍潭鄉聖蹟亭，邱榮裕老師首先講解客家先民具有「敬惜

字紙」之習俗，因此建造專門焚燒紙張的聖蹟亭，並引領學生環繞四周環境，讓

每個人可以親眼觀察歷史留下的痕跡。 

  

聖蹟亭 

     

    接著抵達新竹北埔一帶，考察當地的金廣福公館、慈天宮、姜阿新故宅、北

埔老街等地，為了豐富考察的內容，還邀請到中央大學吳學明教授及北埔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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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共同為學生講解每一個地點所蘊含的客家歷史及文化，加深學生的印象。 

  

金廣福公館 

  
全體師生暨教學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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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天宮、北埔老街 

 

之後來到新埔鎮劉氏宗祠，由國父紀念館研究員劉碧蓉解說當地客家聚落的

歷史發展，並介紹自己劉氏家廟的歷史，此外，因為她小時候就居住在此，所以

對於當地的時空變化特別有感觸，也提及許多自己的兒時回憶。 

  

  

新埔劉氏宗祠、廣和宮 

最後一站是褒忠亭義民廟，由邱榮裕老師說明義民廟的由來，並帶學生到義

民塚前，講解清領時期臺灣爆發「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時，客家先民為

保衛鄉土，聯合泉州閩人、原住民組織義軍抵抗。讓學生認識從前這片土地所發

生的事，感念前人開墾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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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忠亭義民廟 

4.成效 

從學生回饋意見之中，看出實地考察活動的重要性，尤其親臨其境感受客家

古蹟文物與走訪客庄聚落，便於學生更深入理解客家文化之內涵，及客家先民的

墾拓之殷勤。 

多數學生的回饋意見，提及參訪新埔鎮褒忠亭義民廟的印象最深刻。原因在

於，授課教師邱榮裕老師於義民墓塚前解說義民廟之由來，配合當地當地莊嚴肅

穆之時空情境，使學生更深入理解當時客家先民忠勇義行，及其後客家「義民爺

」信仰之歷史背景。 

再者學生的回饋意見，也提到北埔老街「擂茶」店鋪林立，儼然成為客家文

化的指標性象徵。但本課程之「嘉賓講座系列之4」：劉阿榮教授《族群邊界：閩

/客關係的觀察》曾指出臺灣盛行的「擂茶」文化，乃是北埔商家改良後的口味

，不同於中國大陸客家原鄉的風味，這也是課堂知識與實地體驗的相印證。 

此外，選修本課程的學生中，一半以上的學生非客家人，因此安排客家庄實

地考察活動，給予學生許多「第一次」的客家體驗，也開啟學生認識客家歷史與

文化的一扇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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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學期初第一堂課，曾針對修課學生進行意見調查，詢問大家為何選修「全球

客家歷史與文化」這一門通識課程，及自己對於「客家」的印象為何？據此統計

及分析學生選課以前的「客家」認識有多少？參照期末學生繳交的個人學習檔案

，則可見修課學生歷經課堂講座及校外參訪教學（或自行前往的客家文化體驗）

，明顯能看出學生們的「客家知識」及「客家認同感」之提升。以下為「期初課

堂意見調查」與「學生意見回饋」之綜合分析。 

(一)期初課堂意見調查 

Q1:為何選選修這一門課(56人) 

1. 本身是客家子弟（自我認同），或具有客家血緣者（28.5%） 

▲客家子弟：8人 

學習自己的文化與歷史，繼續傳承客家文化與歷史。 

▲客家血緣：6人 

雖然接觸客家親友，但對「客家」並不熟悉，希望可以更了解客家精神。 

▲閩客血緣：2人 

想認識客籍親人的語言及文化。 

2. 曾經學習客語（5%） 

▲曾學習客語：3人 

國小曾學習客語，但國中以後就未接觸客家文化，所以想更了解客家文化

及歷史。 

3. 對客家文化及歷史有興趣（25%） 

▲對客家文化及歷史有興趣：10人 

因為喜歡客家的擂茶所以對客家文化很有興趣。 

▲想認識不同族群的文化：4人 

想多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認為客家有一種獨特的純樸魅力。 

4. 僑生、交換生和外籍留學生的想法（10.3%） 

▲馬來西亞僑生：3人 

想更了解客家原鄉文化。 

▲大陸交換生 1人 

來自廣東惠州客家子弟，希望更深刻地理解客家精神，並且認識客家在臺

灣的分布和生存狀況。 

▲美國留學生：1人 

想學習一點客家文化，及遷移路線與居住路線。 

▲韓國留學生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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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認識「客家」，希望透過本課程認識客家文化與歷史 

5. 被本課程內容吸引（5%） 

▲被本課程內容吸引：3人 

學長、姐一直推薦這門課程，在第一週上課以後，就決定選修這門課程。 

6. 需選修通識學分（26.2%） 

▲選修通識學分：15人 

本課程屬本校核心通識課程，所以想修。 

※綜合分析： 

選修本課程最大的因素，係自己為客家子弟或具有客家血緣。或是對客家文

化與歷史感到興趣，想更進一步的認識「客家」的學生，此是多數。此外，本課

程三分之二係非客籍族群、國外留學生及大陸交換生參與，這說明開設本課程的

重要性，可以讓更多非客籍的族群認識「客家」。 

 

Q2:自己對於「客家」的印象為何？(56人) 

1. 勤儉、團結、節省(42.8%) 

▲重視家族傳統的族群，有自己的核心精神和價值觀，並且世代傳承，成為

一代客家人的秉性。 

▲勤儉持家、崇敬祖先，重視族譜、家族凝聚力大、注重讀書。 

2. 從原鄉移居外地的族群(23.2%) 

▲從原本的居住地遷移至他鄉的族群，以他鄉為家。 

▲清朝時期，由內地來臺開墾的族群，信奉三山國王。 

▲客家人現在臺灣主要居住桃園、新竹、苗栗等地，還保留自己的文化與語

言。 

3. 擂茶、花布、紙傘、客家菜(14%) 

▲客家對我來說是十分陌生的文化，客家有獨特的文化，印象最深的就是美

濃紙傘和擂茶，對客家的認識僅止於此。 

▲美濃紙傘、客家小炒、薑絲炒大腸。 

4. 有獨特的語言及文化(10%) 

▲有著獨特的語言和文化。 

▲一群擁有獨特語言、文化的人，組成的群體。居住地也和一般漢民族略有

差異。 

5. 完全沒概念(10%) 

▲客家？想更了解客家文化的意涵。 

▲我完全不知道客家是什麼？可是我想知道他們的文化和歷史(韓國留學生) 

※綜合分析： 

多數學生所認知的「客家」係「勤儉、團結、節省」之美德，此一概念也是

客家群體傳承千古的價值觀。其次，客家之「客」字，坊間流傳為「外鄉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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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因此不少學生認為「客家」即以他鄉家之概念。此外，「擂茶、花布、紙傘

、客家菜」等，亦是坊間賦予客家群體的刻板印象。再者，非客家藉學生因不常

接觸「客家」，因此對於「客家」較無概念，或甚至較陌生。 

(二)學生意見回饋 

1. 臺師大歷史一 王雲秀 

因為是客家人的關係，當初在選課的時候看到這門課，就十分的感興趣。父

母也很鼓勵我來修這堂課。第一堂課黃玫瑄老師就問有誰是客家人，其實我不敢

舉手。因為我對客家文化並不是很了解，連客語也不太會說幾句。這樣我有甚麼

資格說自己是客家人?時代的變遷，造成如今的城市小孩對自己的母語非常陌生

，為了因應所謂的國際化時代，要去學外語。可連自己的母語都不會說的人，對

我而言，就少了那份歸屬感。所以當老師問起有誰是客家人時，我覺得我不夠格

舉手。可當我上完了這幾次課後，我有很大的轉變。 

最開始的演講介紹客家的起源和民族語言之間的關係，讓我先漸漸了解基礎

的客家文化。這使我開始產生了一點信心，決心要繼續學下去。到了後面的幾堂

課，開始學習一些更深入的文化。我也漸漸吸收到許多相關知識，對客家也越來

越有自信，也對是否身為客家人這件事有了信心。而我也很高興能上到這門課，

找到對於客家人身分的認同。 

2. 臺師大應華系一乙 盧欣妤 

起初，我對客家並沒有太大的認識和了解，所能想到與客家相關的詞語大概

就是節儉、勤樸、桐花，和藝人小鐘。向同學提到我的通識修了「全球客家歷史

與文化」時，大部分人的反應是一臉疑惑再加上講出「那到底是要學什麼，聽起

來很無聊」之類的話語。我想這都是源自於對客家文化的不熟悉。雖然有不少單

位在推廣客家文化，但除了中小學的母語教學能夠短暫接觸到客家文化以及本身

對客家文化極有興趣的人以外，一般人是不會主動去了解客家文化的。 

修完這學期的課，並且在聽完每場講座後撰寫心得的過程中，我的腦海中常

常會冒出「為什麼我以前都不知道」的問題。我發現，平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

，我們就不會更進一步去探討、探索其源流，或更深一層的意義。不只是客家族

群，其他不同的族群也是如此，每一個族群都對這個社會有所貢獻，也不容被忽

視，就像一棟建築不能少任何一塊磚一樣。所以，我們應該學會尊重、包容不同

文化的族群，努力保存每一種文化的特色，並且永續傳承下去。因為這學期修了

這堂課而與客家文化有了進一步的接觸，我想，日後我看見與客家相關的訊息，

一定會不自覺地多留心，並且願意主動去深入了解。 

3. 臺師大特教一 郭宇婕 

記得第一堂課，黃玫瑄老師問我們說：「你們知道客家是什麼意思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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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聽到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個問題很重要嗎？但在我開始要寫答案的時候，

我才驚覺到我還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因為這是個我從來沒想過的問題。這時

我才發現，原來我以為自己好像有點懂的有關客家文化的東西，真的就只是皮毛

而已，我竟然連最基本的定義都不清楚！這個認知宛如暮鼓晨鐘般敲醒了我，讓

我決定要用心認真地上這門課。 

因為有了這門課，我開始發現到原來客家文化是如此有魅力，越深入了解越

為它著迷；我開始會主動去搜尋各個和客家文化相關的展覽或是體驗場所；甚至

，我開始會在搭捷運上留意各個站名的客語怎麼說。不知不覺中，我學會把一些

心思放在客家文化上，因為它和我較為熟悉的閩南文化真的是完全不一樣；我學

會去認真了解客家文化再做評論，不會因為不了解而隨便給它框架、偏見困住它

；我學會何謂真正的尊重多元文化，能夠不帶有成見的包容接受和自己不一樣的

族群文化。 

4. 臺師大心輔一 詹育臻 

學了好幾年的客家話，大略知道客家的特色，但卻不太知道它的歷史，所以

在選課時看到這門課就想選看看。這堂課很用心的在每週上課時請來了對客家歷

史有研究的教授，每個禮拜一個主題，從客家的分布、起源介紹起，之後談到客

家語言、閩客關係、客家傳統曲藝、客家運動和臺灣西湖聚落和宗教等等。讓我

對客家有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還去參訪了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只可惜這學期舉

辦的校外教學都沒參與，如果有機會我想再進一步的去親自走訪客家庄，去體驗

當地的客家生活，關於他們的信仰廟宇－義民廟、三山國王廟、伯公亭還有建築

，也想品嚐客家菜餚。我曾到高雄美濃附近，那裡的特產就是粄條，真的很美味

，也有到那裡的親戚家吃飯，我記得的是有一大鍋又油又香的滷肉，光是這一鍋

不用什麼配菜，一次就能吃好幾碗白飯，而且一吃就是好幾天，真的很節儉。 

現在客家庄很多的年輕人都離開自己的家鄉，為尋找好的工作機會，因此在

別的地方落地生根，之後的子孫也漸漸的熟悉新的文化，導致有很多人不會說自

己的母語，如果依這樣一代一代的傳下去，最原始的客家文化將會消失，這很可

惜！所以我認為客家的歷史、文化應被保存下來，讓更多的人認識，像是在學校

教育方面有所謂的母語課程，使那些隨父母離鄉背井的孩子們能聽得懂和表達自

己的母語，如此也能與較年長的長輩沒有語言上的隔閡，甚至還可從與長輩聊天

中得到寶貴的知識經驗。或是開相關課程，像是本堂課「全球客家歷史與文化」

，可增加自己對客家的了解。一場講座的邱榮舉教授說：客家人也是臺灣共同的

主人！如此更要發揚客家精神，延續客家文化啊！ 

5. 臺師大社教三 沈心慧 

讓我特別有感觸的，是傳統客家戲曲的演講。那是我難得聽演講聽到激動落

淚，並從此開始，連結過去所學，回頭思考族群的差異與主流社會的霸道剝奪，

其實是多麼殘忍又無情。曾經我也認為，族群的沒落是時間所致，只是達爾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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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不被選擇者只好被犧牲，沒有必要被保護甚至試圖改變；但在今天，我

感受到自己可能也是被犧牲的一群，我開始感受到被遺忘者的落寞與哀傷，那樣

的悲痛衝擊著我，讓我再也不能無視這樣的暴力。 

從小，身為半個客家人對我而言，就只是代表，我有個特別的身分，但說不

出客家話、對文化了解也不多的我，對客家能有什麼認同？又有什麼特別？我覺

得，要說這堂課帶給了我什麼，大概就是讓我開始回頭審視自己身為客家人的意

義。經過這學期的課程，我開始找回自己對客家的認同、發現自己對客家其實有

深刻的記憶、也開始認識客家、了解客家，另外，也認識到歷史、古蹟的價值，

並開始思索這樣的價值能如何體現在現代社會，好好傳達其中的故事呢？ 

歷史並不給我們答案，而是給我們更多問號，而這些問號，就是我的收穫與

反思，我會帶著他們繼續前進，終有一天，得到屬於我自己的答案。 

6. 臺師大特教一 林家綺 

經過一學期的課程後，我加深了對客家的印象，不是只停留在吃吃喝喝的這

方面，更擴及到文化、歷史背景、客家起源的學術層次。也透過了兩次的訪察，

不僅提升了人文素養，也學會如何與同學協調出遊的時間、如何一起相處，最重

要的是能夠擁有獨自整理出一篇完整報告的能力，每次講者演講完後，都要想想

他剛才說的重點是什麼，還有我從中學到什麼，趕快打成書面報告，練習統整和

打字的能力，雖然花了很多時間，當我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整呈現時，這就是最大

的滿足與喜樂。 

※綜合分析： 

本通識課程的學生族群背景，半數以上是客家子弟，然而大多不熟悉客家歷

史與文化，甚至「客家」認同感亦不高。同時，全部學生修課以前，其所認識的

「客家意象」都是刻版印象之節儉、勤樸，或過於簡化的象徵：客家菜、桐花、

擂茶。 

然而，歷經本課程數場講座的洗禮後，學生對於「客家」的認識，轉變為客

家文化脈絡及歷史背景之上。客家藉學生開始省思自己對客家身份的認同感；而

非客家藉學生也對於「客家」產生興趣，且願意主動學習客語，接受原本陌生的

客家文化。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依原訂計畫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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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本課程人力規劃係兼任助理一名、工讀生一名。兼任助理需「隨堂跟課、處

理班級事務、紀錄課程內容、協助校外教學活動等」，工讀生需「協助計畫經費

核銷工作、設計嘉賓講座海報、協助校外教學活動等」，在人力負擔上非常吃緊

，建議未來應再給予人力支援，或調整薪資結構。 

 

四、結論 
本客家通識課程第一次執行，難免會有不盡理想之處。修課學生來自各學系

，各學系之課業負擔輕重不一，會使每位學生對本課程之投入程度有所落差。嘉

賓演講雖已盡量深入淺出，但因學生對客家歷史與文化的認識不同，有學生回饋

意見就提及演講內容較具學術性，讓學生感到內容沉悶。這部份是我們需要再持

續努力的。 

我們認為對客家歷史文化的關心與投入，必須是長期的累積，因此透過持續

在大學部開設客家通識課程，便能將客家知識、客家文化及客家議題推廣，讓更

多青年學子認識與了解，啟發學生認識不同面貌的客家歷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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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課程活動照片 

 

 

課程說明 學生排隊加選課程 

  

黃正宗老師授課 羅肇錦老師授課 

  

何石松老師授課 劉阿榮老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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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達老師授課 課後學生持續向邱榮舉老師請益 

  

潘朝陽老師授課 張美煜老師授課 

 

 

學生課後提問、討論 學生專注聽講、努力抄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