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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桐花祭山海屯區登場客家桐花祭山海屯區登場
結合浪漫台三線發揚客家文化

▲  林依瑩副市長主持「臺中市2017客家桐花祭」祭典儀式

都到場共襄盛舉，現場吸引600多位來自各地方的鄉

親參與。客委會劉宏基主委表示，由於今年因為氣候

及節氣的關係，油桐樹只開三成花，但是當日氣候宜

人，適合帶著一家大小，走出戶外，深入大自然，共

享天倫之樂。另外，活動現場也有80幾歲高齡的范揚

名老先生做簡單的客語及客家山歌教學，希望鄉親不

但能聽客語，還能勇敢的用客語交談，讓客語傳承向

下扎根。

5月7日，外埔區公所於永豐里桐花步道舉辦桐花

祭活動，規劃有賞桐漫遊健行，讓民眾沿途除了欣賞

曼妙的桐花飛舞外，也可以駐足欣賞高鐵高速行駛的

風景，健行折返點處亦可至附近參觀農村再造景點、

玉仙宮、水頭菸寮客家庄等景點，吸引在地民眾前來

欣賞桐花及參與客家藝文饗宴。立法院蔡其昌副院

長、市議員李榮鴻及吳敏濟、外埔區區長卓義騰及在

地各里長、校長等人也到現場共襄盛舉。

客委會劉宏基主委表示，今年臺中市2017客家桐

花祭感謝客家協會與公所的熱心參與及協助，讓活動

能順利圓滿結束，此外，2018世界花卉博覽會也在后

里、外埔及豐原展開，屆時邀請大家同來共襄盛舉。

臺中市2017客家桐花祭今年於4、5月份熱

鬧登場，市府利用花季盛開期間，分別規劃在霧

峰、后里、外埔等山海屯區舉辦三場客家桐花祭

活動，活動包括桐花步道健行、淨山、客家美食

饗宴、客家特色產品展示等精彩活動，邀請民眾

共賞桐花，發揚客家文化，期盼串聯沿線客庄產

業、觀光及文化，為當地創造更大經濟收益。

客委會表示，今年桐花祭活動主場結合臺中

市大屯客家協會、臺中市淨德登山環保協會、明日

之星歌藝發展協會，於4月23日在霧峰區舊省議會

前廣場舉辦，副市長林依瑩、客家委員會主秘廖育

珮、立委何欣純、市議員李天生、蘇柏興、林碧秀

及霧峰區長李鴻裕等人也到場共襄盛舉。活動當日

清晨7點，數百位民眾共同參加玉蘭谷桐花步道的

登山健行，由導覽解說員介紹桐花之美，同時清除

山上垃圾做公益。活動會場也安排了客家音樂饗

宴、猜謎活動及客家特色商品展示，林務局東勢林

管處也準備了各200株桂花、櫻花及杜鵑樹苗分送

現場民眾。

4月29日，市府結合臺中市山海屯客家聯盟協

會，以桐花步道景點為主題，於后里區毘廬禪寺舉

辦臺中市第二場客家桐花祭系列活動，規劃「走入

山林、漫遊賞桐－登山健行」及「桐花樹下音樂

會－客家藝文表演」，讓民眾於桐花季節沐浴在客

家音樂中放鬆身心靈，

市議員陳本添、翁美春

助理廖志朗、立法委員

洪慈庸辦公室主任詹子

毅、后里區代理區長張

大春、廣福里里長郭明

洲及臺中市大屯客家

協會理事長黃子勇等人
▲  臺中市2017客家桐花祭 后里古剎毘廬禪

寺登場▲  林依瑩副市長與參與淨山健行活動民眾合影

▲客語薪傳師教授幼幼客語闖通關內容

106年度幼幼客語闖通關
106年度幼幼客語闖通關於5月20日在臺中市私立艾

迪生幼兒園 、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東勢幼兒園及石岡

幼兒園梅子分班；21日在大元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新

社幼兒園及私立一心園幼兒園7處舉行；今年本市總報名

人數604人，較去年報名人數455人，成長33%，顯見

本會推動客語示範幼兒園具有初步成效；未來將持續推

動客語沉浸式教學，落實客語向下扎根工作。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 客家桐花祭山海屯區登場
▇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11周年館慶活動
▇   花漾客家音樂會  東勢浪漫登場
▇ 2017臺中客家國樂音樂會巡演活動 因為花博  臺中美感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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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舉辦「2017臺中市客家流行

音樂校園巡演」，特邀請在地金曲獎

入圍歌手黃鎮炘所組成的「阿比百樂

團」，於106年5月起至大雅文雅國小

（5/5）、潭子潭陽國小（5/9）、神

岡社口國小（5/18）、北屯崇德國中

（5/23）及清水西寧國小（6/1）等5
所海線及市區國、中小學舉行巡演，將

客家歌曲的傳統精神與流行元素結合，

為年輕學子帶來顛覆以往的聽覺饗宴！

本會主委表示，為減少客家文化的

世代斷層，增加學童對客家音樂的了解

及喜愛，去年首次辦理客家流行音樂巡

演，讓極富創新與流行元素的演唱走入

校園，並透過現場教唱互動方式帶動全

場歡樂氣氛，獲得師生廣大的支持與回

響，今年特推展至海線學校，盼能將不

同風貌的客家音樂傳遞至更多區域！

首場於5月5日在大雅區文雅國小

演出，阿比百樂團主唱不僅演唱「隔壁

的阿婆」、「一起唱客家歌」、「新

編桃花開」等經典創作，並帶來極受時

下小朋友喜愛的動畫「妖怪手錶」主題

曲，「Fuego」、「查爾達斯」等古

典樂曲更展現了樂手現場精湛的演奏實

力，而學童們亦準備了精采的客家舞

蹈、原住民表演及閩南語歌曲等予以回

饋，展現多元文化的樣貌，整場活動在

歡樂愉快的互動學習中劃下完美句點！

本次巡演活動不僅促使動靜皆宜的

客家音樂文化在新世代間交流，更活絡

起連接文化傳承的橋樑，為「2017臺
中市客家流行音樂校園巡演」揭開了精

采的序幕！

2017臺中市客家流行音樂校園巡演2017臺中市客家流行音樂校園巡演
客 家 本 色 唱 進 校 園

▲「2017臺中市客家流行音樂校園巡演」首場在大雅區文雅國小演出

萬物皆有靈  佑護小朋友的石母娘娘
「石母」信仰是客家人極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為了庇佑子女

順利長大、消災解厄，居民透過對石母的祭祀，表達出祈求神靈

守護子女平安長大的期盼。客家人稱石母為「石頭 」，就如同

慈母般的存在，也是孩童守護神。

「石頭崇拜」，屬於人類對大地的崇拜行為，而臺灣的石

母信仰，多伴隨客家族群在臺移墾定居而發展開來，桃竹苗、臺

中、高雄等地多可見到，單獨奉祀、或與土地公廟同祀、或在寺

廟中配祀等形式皆有。

石母祠的格局，初期信眾大多露天就地祭拜，之後才有陸續

搭建供桌、金爐，並擴建成寺廟。位於東勢大茅埔的東

關路福德祠，祠堂前方有座石頭 ，在開庄初期就已

建立，是庄民祭拜祈福的信仰神祇之一。當地的父母

會帶著孩子前來給石母作契子、契女，並求得一條紅

線，穿過銅錢，佩戴在孩童身上作為護身符，以求平

安成長。

石母信仰體現了人神一體親密感，更呈現了的獨特

臺灣民間信仰內涵；而背後的發展脈絡，不但見證百年來

客家人的生活文化軌跡，也維繫著人與土地的鏈結。
▲位於東勢大茅埔的石頭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11周年館慶活動於5月7日熱鬧舉

行，活動在石岡國小精彩的表演中揭開序幕，本次活動節目安

排客家歌謠、舞蹈表演、客家俚語、山歌闖關遊戲及「客色靚

靚」攝影比賽票選活動，另還有詩文朗讀及劉曉邨書法石雕揭

幕，活動內容豐富熱鬧！

館慶活動貴賓雲集，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任何

金樑、臺中市副市長林依瑩、本會主委劉宏基、市政顧問劉坤

增、立法委員江啟臣、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服務處代表、議員

蘇慶雲、翁美春、蔡成圭服務處代表等皆熱情到場為文化館慶

生，並為劉曉邨書法石雕作品盛大揭幕。

林副市長致詞時以客家話親切地與民眾打招呼，並盛讚客

家鄉親落實環保的精神，鼓勵各界踴躍學習客語、將客語學習

生活化；客委會客發中心何主任表示，今年苗栗客家文化園區

11周年館慶活動

▲民眾參與客家俚語闖關情形

▲副市長林依瑩、本會主委、客家委員會客發中心主任何金樑等貴賓為劉曉邨書法石雕作品揭幕

本會預計於6月17日下午2點到3點舉辦「Enjoy 
Hakka～客家童話音樂劇」活動，歡迎大小朋友共襄盛

舉，詳細活動內容請至本會網站查詢（http://www.hakka.
taichung.gov.tw/）。

Enjoy Hakka～客家童話音樂劇
預 告

將展出大埔客家展，期許大家用心用力推動客家文

化，讓愈來愈多人瞭解與認識客家文化，期許將來

全國的客家文化都是主流文化。

客委會主委劉宏基表示，每年館慶活動對陪著

文化館從無到有的人來說，是具有重要意義與標記

的里程碑，透過熱鬧的館慶活動讓各界共同感受到

滿溢重生的喜悅，未來市府將藉由2018年臺中世界

花博的舉辦及浪漫臺三線的規劃，呈現更精緻浪漫

山城風貌，也讓所有到訪臺中的旅客，都能走入客

庄體驗客家的人文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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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小教室諺語大家讀
食毋窮，著毋窮，打算毋著一世窮。

寓意： 　　本句俗諺意旨吃不會吃窮，穿不會穿窮，但是計畫失當就會一輩子

窮。比喻正常吃穿不會讓人變窮，若沒有良好的規劃才會陷入貧困，做

任何事情都需要事先計畫再去執行，這樣做事才會成功，執行工作才會

順利。

例句： 　　頭擺人講：「食毋窮，著毋窮，打算毋著一世窮」。愛投資做生理，

一定愛有詳細个計畫。（以前的人說：「吃不會吃窮，穿不會穿窮，計畫

失當就會一輩子窮」。要投資做生意，一定要有周全的計畫。）

國語：開車要小心

客語：駛車愛細義！

大埔腔：sii^  chaˊ oi+ seˋ ngiˋ！ 
海陸腔：siiˊ chaˋ er oiˇ seˇ ngi+！
詔安腔：su^ chaˇ oi^ se^ ngi！
饒平腔：siiˋ caˇ oiˋ seˋ ngiˊ！
四縣腔：siiˋ caˊ eˋ oi se ngi！

摘錄自客家委員會出版之「好客100句」一書　

樟腦

客家人在開墾東勢時，發現中低海拔的樟

樹林，所製成的樟腦是一項極具有經濟價值的

資源，具有防蟲、消炎止癢、造船、製造賽璐

珞（合成塑膠）、火藥等重要用途，早年與茶

葉、蔗糖並稱「臺灣三寶」。

東勢為樟腦的主要產地之一，客家人依山

而居，因地利之便，從事樟腦之生產、運輸相

關工作，因高經濟價值而迅速累積財富。

東勢樟腦第3代，80多歲的吳能達先生，

祖輩因從事製腦致富，家世相當顯赫，卻因父

輩遭遇太平輪鉅變，家道一度中落，身為家中

長子的他一肩扛起，年僅12歲就在叔叔的腦寮

中刻苦度過，24歲便考上腦長資格，成為臺灣

最年輕的「腦長」，也是少數具有執照的人。

所謂的腦長，就是腦丁（製腦工人）的

管理者，因為製造樟腦屬於政府專賣事業，

所以這個資格是有名額限制的，必須有相關

科系或經驗者才能申請，吳能達先生憑藉勤

奮不懈的毅力，考取腦長執照，並繼承了家

族百年基業。

回憶起當時製腦場景，吳能達表示，當時

只要望向近山的坡地，就可以看見一座座腦寮

冉冉升煙，他和腦丁幾乎住在山裡，日夜勤苦

工作，雖然收入相較於一般行業來得好，但是

製腦的工作其實相當危險，當時野生荒林裡，

除了毒蛇猛獸等侵擾外，還必須行走在山林小

徑，稍有疏失就有可能跌落山谷。

吳能達對於樟腦有著濃得化不開的情

感，自己還因為擔心向外添購的樟腦不夠精

純，現今親自堅持古法煉製樟腦，目前在市

面上已相當稀有。他說，過去提煉樟腦是為

了生計需要，但現在則是為了讓更多人認識

樟腦的文化。

因老父親割捨不下百年家傳事業的記憶，

女兒吳素萍為了父親的心願，發揚樟腦文化，

數年來奔走四方，尋求地方有力人士的支持，

近年來，更獲得中央客委會推廣客家特色產業

精進輔導計畫補助，創立了「寶島薰樟－樟腦

故事體驗館」。他們訴說不只是屬於樟腦的故

事，更是一代客家人在山林奮鬥的成長史。

末代腦長  吳能達
好客

人物

為發揚客家文化，推廣客家藝文活

動，行銷客庄生產的花卉，並提供市民

親近客家藝文，本會於5月13日在東勢

客家文化園區舉辦「2017花漾客家音

樂會」活動。

音樂是不分族群的，透過「2017

花漾客家音樂會」活動，讓

市民在和煦的初夏享受浪漫

的樂音饗宴，也讓市民對客

家文化有更深一層體驗。此

次音樂會活動，本會除了邀

請到客家傳統音樂社團外，

還邀請到國小及幼兒園的音

樂及舞蹈表演，讓現場的浪

漫氛圍中更增添活潑。

活動現場除了表演之外，還設有各

式花卉及花卉文創商品的展示，讓民眾

認識客庄生產的花卉及各種文創商品；

此外，本會特別邀請薪傳師設置客語闖

關活動，闖關通過者即可領取木藝DIY
一份，許多大朋友小朋友都排在闖關攤

位前躍躍欲試，場面熱鬧有趣！

本次花漾客家音樂會活動融合客

家傳統元素，以客家音樂、舞蹈形式展

現，並結合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宣導，展示各式客庄花卉，讓山城美感

覺醒，也讓客家文化覺醒！

花漾客家音樂會  東勢浪漫登場

世家山城

▲ 吳能達先生是臺灣末代腦長

客籍漫畫家作品數位化

激發文化創意新能量
客家委員會與國立交通大學合作推動客籍漫畫家作品數位

化，以創新科技，保存並重現膾炙人口的漫畫角色與內容。客

委會主任委員李永得4月19日出席「客籍漫畫家作品的創新與

重現記者會」時表示，期盼透過經典漫畫內容的數位化，讓年

輕族群汲取過去的生活經驗與創意，為未來發展創新藝術打下

良好根基。

李主委致詞時指出，葉宏甲、劉興欽及陳定國這三位臺

灣早期的漫畫大師，曾創作阿三哥及大嬸婆等許多膾炙人口

的漫畫角色，豐富了四、五零年代人們的生活，對臺灣社會

影響深遠。因此客委會與交大合作，運用現代科技重現這些

經典漫畫的內容，讓年輕新世代能夠瞭解過去的生活經驗與

創意，並從中汲取養分，為未來發展創新藝術打下良好根

基，非常有意義。

客委會表示，葉宏甲、劉興欽及陳定國係臺灣早期著名

且重要的漫畫家，不僅皆出生於新竹，也與客家文化有著千絲

萬縷的關係。客委會希望能運用現今流行的虛擬實境，讓客籍

畫藝術家與原創作品從以往靜態保存、平面呈現與單向傳播的

形式，轉變為虛擬互動、立體展示與多媒介傳播的數位文化型

態，讓客家文化所蘊生出的文化資產經由智慧科技的創生，重

獲鮮活的靈魂與創造力。

▲客籍作家經典作品重現

▲幼兒園小朋友為副市長張光瑤、本會主委及長官來賓獻上花束。

▲ 客語闖關活動，讓客語學習趣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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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臺中客家國樂音樂會巡演活動
為薪傳客家文化，市府客委會協同

中央客家委員會舉辦「2017臺中客家國

樂音樂會巡演活動」，首場於5月7日下

午2時30分在北區中山堂登場，由「臺

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國樂團」與

「臺中藝術家合唱團」共同演出，吸引

1千2百多位國樂迷到場欣賞，市議員范

淞育及張雅旻議員助理王淑英、市府客

委會委員劉坤增、黃肇成、魏坤文、陳

乙昇及徐登志等貴賓均到場共襄盛舉。

當日的演出由樂團指揮蔡玟玲老師

及國樂界名師林昱廷教授指揮，除演奏

多首動聽的客家民謠改編國樂演奏曲，

並安排笛子演奏家繆沁琳演出「庫伊的

愛情」、二胡演奏家彭苙榳演出「油紙

傘下的回憶」，臺中藝術家合唱團更以

無唱詞而將人的聲音充當樂器的方式協

同混音演出「春風幻想曲」，使得演出

澎湃浩瀚，展現國樂的不同風貌，讓樂

迷讚嘆不已。

客委會主委劉宏基表示，市府客家

國樂團團員將近70位，他們都是利用

工作之餘排練，雖是業餘團體，但演出

卻有職業水準，臺中市作為文化城，希

望透過各種藝文活動的舉辦，提昇市民

文化涵養。今年的巡演活動預訂規劃5
場，除了在中山堂舉辦的首場巡演活動

以外，將規劃於6月份在梧棲、9月份在

大雅及西區（國美館）、10月份在烏日

安排演出，期待能透過音樂寓教於樂，

並將客家文化發揚出去。

客家炒粄條
米是客家人的主食，三餐無米則不能稱「食飯」。除了單純的白

米飯外，以米為原料的各種點心和粄類更是客家美食的一大特色。

其中，粄條以在來米做原料，以水浸泡後，和水混合磨成

米漿，再加入少許太白粉，以人工攪成黏稠狀，然後放進蒸

鍋中蒸熟，待冷卻後即成一條條的粄條，吃起來不僅有韌

性且味道可口。

炒粄條的料理方式，粄條切片後，加入韭菜、豆芽菜，用水

燙約4分鐘後取出，倒入碗內，再加進些油蔥、肉絲、舀些豬骨高

湯，熱油炒起，就成為一碗香噴噴的粄條。

客家

美食

▲

客家炒粄條

勉勵子孫  庇蔭賴姓家業的積善樓
坐落在北屯兒童公園旁，看似不

起眼的牌樓，卻是一座相當特別的古

蹟。位於北屯區的積善樓，原為「懷

恩堂」的門樓，後來賴姓族人興建兩

層樓牌樓，用以辟邪鎮壓，庇蔭族人

飛黃騰達，取名為「積善樓」。

積善樓的原址為客家夥房懷恩堂

土埆門樓，後來賴家家運屢屢不順，

請來一位來自唐山的地理師，地理師

走遍夥房各處，發現在這個土埆門樓

有邪氣溢散，他認為不祥的蛇穴，建

議賴家人必須另建新門樓於舊樓南方

用以辟邪，可保家業安康，讓後世子

孫能飛黃騰達，賴家採納建議，並將

此門樓取名積善樓，有勉勵後世子

孫行善助人之意。說也奇怪，在興

建動工之初，此地土穴中鑽出多條

分別為白、青、黑、黃等蛇隻，讓

人嘖嘖稱奇。

這棟樓採用樑柱木料採用福州

杉木，歷經歲月洗禮依然屹立不

搖，燕尾式的屋簷使用筒仔瓦及垂

簾瓦，同時塑以花草及裝設鏡片，

雕樑畫棟具藝術之美，瞻仰時讓人

發思古之幽情。

後來在民國68年，賴家的「懷恩

堂」宅院及「積善樓」

被劃為公園預定地，政

府計劃予以拆除。經賴

姓家族及地方人士大力

奔走與爭取，此棟「積

善樓」才得以保存，但

原來的「懷恩堂」宅院

已不復存在，僅留下老

榕樹回憶過往風華。

如果想要了解地方過往的族群組成、

歷史文化，最快速的方法就是直接觀察地

方信仰，以及宮廟中供奉的神祇，在大茅

埔庄從保境安民的土地公、護祐地方的三

山國王、驅除邪穢的五營神將，即可反映

出當地特殊的文化特色。

位於東勢大茅埔的泰興宮是信仰

的中心，廟內供奉三山國王等神祇。

最早是由大茅埔墾首張寧壽，將三山

國王的令旗放在自家供奉，後來神明

保祐開墾大茅埔庄有成，庄民深獲庇

祐，建廟祭祀，泰興宮終於在清咸豐

年間竣工落成。

特別的是，泰興宮的主神三山國

王，並非直接從中國而來，而是彰化縣

荷婆崙祖廟「霖肇宮」的分靈，顯示信

仰文化也隨著客家移民，在臺灣島內跳

躍式的拓展。

另外，大茅埔庄因十分接近泰雅族

傳統領域，不時有出草（獵首）事件，

讓庄民人人自危，除了加強現有的防禦

工事外，為了安定居民的心靈，庄民在

四個方位設置五營（客語稱「五營」為

「將寮」），奉祀五營大將軍，並設有

神龕、三角令旗等兵將駐防的象徵，五

營分別為：東營－東方，執青旗，稱號

為九夷軍；南營－南方，執紅旗，稱號

為八蠻軍；西營－西方，執白旗，稱號

為六戎軍；北營－北方，執黑旗，稱號

為五狄軍；中營－中央，執黃旗，稱號

為三秦軍。鎮守四處的將寮如同大茅埔

庄的衛戍部隊，兵營神將與當時的防禦

工事形成一個完整的防禦體系，發揮相

當大的作用。

東勢區大茅埔庄的將寮祭祀文化，保

存最為完善。直到今日，每逢農曆初二、

十六和三山國王誕辰日，都定期舉行犒將

祭典，庄民發起組織祭祀，由慶東里的各

鄰，每次1鄰派出10人作為將首，準備牲

禮祭拜，用以犒賞神兵神將的辛勞，人人

誠心祭拜，體現庄民對神明的感恩之心，

更是居民的精神之寄託。

                          參考：《泰興宮誌》

大茅埔客家庄  先民祭拜的地方信仰

首場在中山堂演出  
受樂迷熱情讚賞

▲坐落四方護土佑民的將寮

▲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國樂團」與「臺中藝術家合唱團」共同演出

性平專區

▲積善樓坐落在北屯兒童運動公園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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