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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課程規劃
開課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文課程名稱

全球客家歷史與文化

全英語授課

□是

課程類別

■C 類一般課

課程領域
修課人數上限

特殊限制

學分數

■ 否

歷史與文化
65

人

是否開放準大學生 (高三升大一之新生) 修課
■ 是
□ 否
是否開放研究生修課
■ 是
□ 否
是否開放旁聽
□ 是
□ 否
2

學分

上課起迄日

106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26 日

上課總週數

上課共 4 週，是否連續每週排課？
■是，上課時間連續數週不中斷
日期 7/4,11,18,25 週二 9：20 ～12：10 每次 3 節、共 4 次；

上課時間
及節數

日期 7/5,12,19,26 週三 9：20 ～12：10 每次 3 節、共 4 次；
日期 7/6,13 週四 9：20 ～12：10 每次 3 節、共 2 次；
日期 7/20 週四 校外考察一天 8：20 ～18：10
上課時數共計 36 節

上課地點

■ 臺灣師範大學

是否提供住宿

■ 否

課程目標

校本部

校區

本課程旨在強化學生具有歷史與文化素養，並能對全球與在地之客家社會深
入探究。課程設計係以多元文化觀點，探索全球與在地之客家社會，提供具有基
本性、主體性、多元性、整合性及引導性的教學內容，培養學生瞭解客家，尊重
多元文化，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消除族群、階級與文化上之偏見，進而奠定學
生未來從事族群研究、臺灣研究、國際華人研究等有關歷史與文化之基礎。
本課程之目標有四：
一、增進學生對客家歷史與文化之理解，掌握古今之間的相關性；
二、透過蒐集史料、探究問題、提出解釋，訓練學生能用自己的觀點詮釋客家社
會相關重要議題；
三、引導學生認識客家與多元文化，充實人文素養，培養多元文化精神，反思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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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界觀，強化學生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之能力；
四、透過對客家歷史與文化之認識與反省，增進學生瞭解全球與在地客家之間的
相關性，拓展國際視野。
次別

教學內容

上課日期/時間

課程內容

1

【主題】導論
【摘要】
105/07/04 (二)
一、課程說明、相關學習資源介紹
9：20-12：10
二、基本概念與理論
三、客家運動與國家政策

2

【主題】客家歷史與文化
【摘要】
105/07/05 (三)
一、客家源流、文化特色
9：20-12：10
二、客家人在臺灣
三、海外客家足跡與多元文化

3

【主題】都會客家主題公園的客家意象營造
【摘要】
105/07/06 (四)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以「人文、生態、教育、科
技、產業、農家樂」等主題為軸心，是臺北市政府的
9：20-12：10
施政重點，也是座兼具客庄文化與親水休閒的市民公
園。引導學生認識都會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及其對客
家歷史文化的展示教育，深化學習。

4

【主題】客家飲食的歷史與文化
【摘要】
105/07/11 (二)
認識客家特色飲食文化，從飲食文化看客家人的惜福
9：20-12：10
生活觀，探討傳統居家料理到宴席的經典菜餚、國際
文化節慶。

5

【主題】客家產業的歷史與文化
105/07/12 (三) 【摘要】
9：20-12：10 探討客家地方的產業文化、地方文化觀光，以及發展
趨勢，反思文化、經濟如何兼得。

6

【主題】客家文化園區如何保存客家文化並融入生活
【摘要】
105/07/13 (四) 參訪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該園區陳列客家相關出版
9：20-12：10 品、藝術特展，透過表演藝術、美食等推廣教育活動，
引導學生參與體驗客家文化，了解該園區如何融合客
家元素，典藏展示客家特色，深化學生的學習。

7

【主題】期中評量
105/07/18 (二) 【摘要】
9：20-12：10 一、期中檢核
二、議題與討論

8

【主題】客家建築的歷史與文化
105/07/19 (三)
【摘要】
9：20-12：10
探討客家特色民居的生活文化符號與變貌。

9

【主題】客家人文史蹟考察一天
105/07/20 (四)
【摘要】
8：20-18：10
深度探訪客家人文史蹟，體驗感受客家生活元素，及

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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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客家人文史蹟面貌。

10

【主題】客家樂劇的歷史與文化
105/07/25 (二) 【摘要】
9：20-12：10 認識客家音樂歌謠(山歌、流行音樂)、戲劇等的歷史與
文化，反思傳統、時尚、保存、創新、推廣等課題。

11

【主題】期末學習成果發表暨考核
105/07/26 (三)
【摘要】
9：20-12：10
客家文化之傳承與創新

請勾選教學助理類型，並預估需求人數：
■申請 C 類一般課教學助理，預估 TA
教學助理規劃

1-2

人

請說明運用教學助理之規劃：
申請配置不帶討論課之教學助理 1-2 名，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協助經營教
學網站、數位學習平台，協助準備教材、批改作業或報告，協助帶領學生討論、
提供學生課業諮詢服務等。

指定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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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學目標及課程內容，設計多元學習評量，以評估學生之學習成效，有
「個人學習檔案」、「小組專題報告」
、
「學習參與精神及表現」三大項。「個人
學習檔案」包含校外參訪活動紀錄與心得、閱讀心得、講座心得反思及課程學習
反思，為整個課程的學習回顧與反思；「小組專題報告」形式則鼓勵學生運用多
媒體，以多元方式呈現學習成效，促使修課學生將課程知識觀點適度運用。說明
如下：
1. 個人學習檔案 -40%
（1）校外教學活動紀錄與心得 -15%
（2）閱讀心得 -10%
（3）講座心得反思 -5%
（4）課程學習反思 -10%
作業設計

2. 小組專題報告 -30%
（1）期中簡報 -5%
（2）成果報告 -25%
*引導學生發掘客家歷史文化，嘗試用多元的方式，找尋今天還存在的客
家文化資產、遺跡，並透過小組研究觀察，多元體驗的學習過程，帶領
學生運用不同的媒介，以年輕人的語言及多元的方式，介紹客家歷史與
文化的時代意義、變革、轉化與重要性，檢視客家文化所面臨的困境，
提出問題與看法，反思如何讓客家文化「活化」或「再生」，如何重新
賦予新的文化價值，如何永續發展。希冀藉此培養學生體察環境，增進
口語表達能力，進而落實在地關懷。
*專題參考方向：青年為客家獻藝、青年為客家說故事、青年為客家老東
西找活力、青年透過科技傳播客家最美的風情等。
3. 學習參與精神及表現 -30%
依據前述，本課程之評量方式多元，計含下列三大面向：
1. 個人學習檔案 -40%
（1）校外參訪活動紀錄與心得 -15%
(客家文化園區擇一5%、客家人文史蹟考察10%)
（2）閱讀心得 -10% (課堂提供)
（3）講座心得反思 -5%
（4）課程學習反思 -10%

成績評定方式

2. 小組專題報告 -30%
（1）期中簡報 -5%
（2）成果報告 -25%
 報告主題、作品之原創性與創意性 -5%
 內容品質、組織與完整性(含期末發表簡報) -15%
 資料來源 -5%
3. 學習參與精神及表現 -30%

特殊創意規劃

無

課程網址

臺灣師範大學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其他補充資料

「NTNU x 客家讚」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NTNU-x-%E5%AE%A2%E5%AE%B6%E8%AE%9A-179680179035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