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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贊助

星國訪客－海外文化交流 主任委員　賴朝暉

本期特報
Special Report
▇ 「星」國訪「客」─海外文化交流
▇ 客家小學堂－傳承文化、向下扎根
▇   臺中市議會第1屆第7次定期會民政委員會市政考察
▇ 導覽小尖兵－文化新體驗

1.「2014中臺灣客家族群與文化學術研討會」預定於10月25日在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舉行。

2.「2014館舍藝文系列活動成果展」預定於10月26日在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舉行。

3.「103年客家簡餐料理比賽」預定於11月1日在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舉行，報名日期

自9月15日至9月30日止，歡迎本市立案之社區、社團組隊報名參加(含農會輔導之家政

班及社區媽媽教室)。
4.「103年度國中小、幼兒園客家歌謠合唱比賽」預定於11月21日在臺中市政府陽明市政

大樓5樓大禮堂舉行，報名自即日起至10月15日截止。

客家先賢常說:「有海水、陽光的地方就有華人，

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這句話不只是形容客家

人口多，分布廣，也道出客家人為了理想，願意離鄉背

井，前往異地奮鬥的硬頸精神。客家人具有勤儉樸實、

刻苦耐勞的天性，即使必須披荊斬棘、遠渡重洋也不畏

懼，因而造就了世界各個角落均有客家族群的足跡。

因為地緣關係，除臺灣、香港之外，客家人海外部

分要屬居住東南亞地區者為數眾多。新加坡是由多元族

群組成的國家，除本地馬來西亞住民外，有華人、印度

人，其中華人佔7成多的比率，當然包括來自中國沿海

的客家族群。

今年的5月20日至23日，走訪了被稱為星國的新加

坡，限於出國天數有限，本次拜訪了茶陽（大埔）會

館、豐順會館、南洋客屬總會及惠州會館等4個客家團

體，進行文化交流汲取與分享客家文化傳揚的經驗。

星國客家會館成立的初始，旨在造福鄉親，培養後

輩，為剛到南洋打拼的客家鄉親安頓生活，找尋工作，

安家落戶，互相關照扶持與提攜。歷經時空的轉變，會

館的功能也逐漸轉型。由於在新加坡政府推行國際化政

策下，大量推行華語與英語的使用，對各族群在方言使

用上產生排擠效應。新加坡在方言使用人口與傳統文化

傳承流失嚴重的今日，客家會館肩負起傳承的使命，透

過各式活動的舉辦與推廣，使客家文化與語言能夠永續

流傳。

這些會館和吉隆坡會館的功能和組織相似，在組織

制度上十分的健全，設有會長、署理會長、副會長、文

教部長、青年部長、婦女部長、活動部長、總務部長、

公關部部長及中英文書等部門，會館以部分館舍出租、

事業經營投資或熱心鄉賢捐款等收入來運作。

在茶陽（大埔）會館我們看到了豐富的客家文物

的典藏，包括了客家原鄉的地圖，建築、風土人情、生

活習俗等等的老照片，以及客家鄉親到星國發展的歷史

軌跡。知道客家鄉親到南洋打拼主要以經營中藥店、當

鋪、打鐵店及眼鏡店等行業為主，但隨著時空的轉移，

這些行業也受到連鎖企業或時代進步，而逐漸的凋零與

式微。

而在資訊教室裡，我們也看到了豐富的客家圖書、

多媒體影音資料、學術資料，可供客家的學術研究之

用，也不定期的出版客家的學術論著、專輯。當然，其

他3個會館或多或少也都有客家的文史資料、著作的館

藏，可讓人更深入來了解與認識客家文化。

星國的客家團體所辦理的活動，像春節、端午節、

重陽及中秋節的聯誼活動，清明祭祀，歌唱大賽、美食

比賽、學術研討會，或是組團參加各地客屬聯誼、返鄉

尋根活動。特別的是他們也參加過臺灣的世界客屬聯誼

活動及客委會舉辦的海外客家社團、海外客家青年及客

家美食烹飪班的活動，跟各地的客家鄉親交流互動。當

然每年亦頒發度歲金給年長長輩，獎助學金給青年學

子，照顧長者，扶植後進。

而臺灣所舉辦的全國客家日、桐花祭、義民祭的

活動在星國並沒有。在談及新丁粄節之添丁製作紅龜粄

的傳統意義時，了解到在原鄉若家裡添丁時，則以掛燈

的方式慶祝添丁（添燈）。意外的，永定會館所提供的

茶點，我們看到了類似新丁粄、紅龜粄、紅粄以及艾粄

作法的米食點心，讓人驚艷。各地的客家風俗演進雖有

不同，但也有共通的特點。透過平時活動的舉辦、聚餐

或是原鄉參訪，一來可以藉此團結鄉親，聯繫感情，二

來更藉此增加會員們開口說或聽客語的機會，在耳濡目

染之下，使年輕一輩的客家人可以認識到客家語言和文

化，而會館的功能便能充分展現。

 跟本地的客家一樣，受到國際化、升學主義的影

響，年輕一代學習客語、加入客家社團的人數日益減

少，客家社團成了老人團體，各會館雖然有青年部的組

織，鼓勵後生加入客家組織、認識客家文化、學習客家

話，但成效還是有限，因此這些會館也逐步走入校園、

社團，合作辦理客家活動，使年輕族群有機會接觸與認

識客家文化，達到推廣、傳承與扎根的目的。像永定會

館正推行百年樹人計畫，是由該會的文教股所策劃，每

年都會贊助兩所學校舉辦母語文化雙週活動，以富有創

意又靈活的方式，服務學校及文化團體，藉此傳承、宣

揚傳統客家文化。

在臺灣，除了有中央客家委員會推行客家事務外，

在各地方政府亦設立有相關專責單位推動各種客家活

動，然而星國沒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但各會館的推行

經驗，如何活絡國內外客家族群間的交流，並促進民間

社團積極主動參與客家文化推廣，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此行，樟宜機場周邊到市區的道路，綠樹蓊鬱，花

木扶疏，市容整潔乾淨，大片的草皮綠地，獨特風格的

建築物，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天下客家本一家，看看星國海外客家鄉親努力奮

鬥，發揮堅韌的生命力，去開創一片天空，當事業有成

時，不忘提攜照顧鄉親，更飲水思源不忘本，讓自己的

語言、文化能夠傳承不輟，這正是客家人的驕傲。此行

文化交流收穫與感觸良多，希望今後加強聯繫彼此情

誼，增進交流互動，交換經驗，搭起客家的橋樑。

預告

為弘揚客家文化，本會辦理「2014年好客文化藝術

嘉年華會」好客系列推廣活動，活動內容如下：

一、 「2014好客-傳統客家表演藝術撮把戲公演」

時間：9月13日晚上7點至9點
地點：西區美術園道D段（五權五街至五權七

街）辦理

二、 「2014好客-客家歌謠合唱觀摩」 
時間：9月20日下午2點至5點 
地點：本府陽明市政大樓5樓大禮堂舉行

三、 「臺中市2014年好客文化藝術嘉年華會」 
時間：9月27日下午2點至5點
地點：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舉行

四、 「2014好客-客家歌謠研習班成果聯合發表會」

時間：10月4日晚上7點至9點
地點：本府陽明市政大樓大廳舉行

五、 「2014好客-客家歌謠歌唱比賽」

時間：10月10日至10月12日
地點：本市東勢區農會農民活動中心辦理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3年10月1日止

報名專線：04-25884551或0923-518883

2014年好客文化
藝術嘉年華會熱鬧展開

▼

 與惠州會館、南洋客屬總會進行文化交流並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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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艷客家

「九月份各項競賽與活動」

1 本會與東勢區公所將聯合於9月28日在東勢區文昌祠辦理「103年畫我文昌祠～

寫生比賽活動」。

2 本會與北區區公所將聯合於9月28日在臺中公園辦理「2014北區第一屆孔子好

客樂齡盃歌唱大賽~總決賽暨客家文化推廣活動」。

3 客家委員會辦理「客庄青年新創事業競賽暨媒合輔導計畫」，本會將於9月1日

起至10月31日止受理報名及收件，相關評選作業要點及申請表件請至客家委員

會網站（http://www.hakka.gov.tw）查詢下載，歡迎客庄新創事業青年踴躍

報名參加。

4 103年客語能力初級認證輔導班，課程全程免費，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

預告

▼ 

「103年度臺中市暑期客家小學堂」報名情形踴躍，今年於東區進德國民小學特別加開一班。

▼ 

「103年度臺中市暑期客家小學堂」課程多元豐富，讓參加研習活動的翁子國小小朋友們帶著開心笑

容滿載而歸！

▼ 

活潑可愛的中山國小小朋友們齊聚一堂，為夏日的臺中注入滿滿的客家活力！

▼ 

美群國小小朋友們開心的合影，期盼參加研習活動的每一位小朋友皆能從認

識客家、學習客家到愛上客家！

「客庄青年創業競賽暨媒合輔導計畫」正式啟動

 50萬元創業獎金 想爭取就趁現在
為鼓勵擁抱夢想、勇敢創業的客庄青年投入新創事業，以展現客家產品多元樣

貌，客委會首度以「競賽」方式，提供激勵新創事業青年的營運資金，同時結合「創

業諮詢」、「創業媒合」、「行銷活動推廣」、「創業資訊整合」與「創業商品展示

櫥窗」之全方位服務，協助客庄青年踏穩創業的步伐。

凡位於69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從事客家相關產業的20歲至45歲青年，在101
年11月1日至103年10月31日間新創事業者，皆可報名參加。客委會將針對通過初

審、複審的新創事業，邀請育成中心或專業輔導機構協助媒合與輔導，同時提供專

利、會計、產業、技術、創投資金、認證申請等創業諮詢服務。

另外，為擴大客家新創事業發展利基，該計畫將採跨平臺行銷活動及創業商品展

示櫥窗，協助推展商機及行銷通路，鼓勵客家青年共同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產業發

展打拼，若獲選為創業競賽優勝者，更能獲得新臺幣50萬元創業獎金。

「數位臺灣客家庄-畫圖說故事」
原創插畫設計比賽活動即日起歡迎踴躍投稿

客家委員會「數位臺灣客家庄-畫圖說故事」原創插畫設計比賽活動即日

起至103年9月15日止，作品須引用「臺灣客庄文化數位典藏」內容，歡迎大

家引用相關典藏素材，發揮創意，踴躍投稿。

相關資訊(含活動簡章)，請逕至客家委員會

「數位臺灣客家庄」網站（http://archives.hakka.gov.tw）

或活動網頁(http://archives.hakka.gov.tw/event103A/) 下載或查詢。

103年度臺中市暑期客家小學堂  報名踴躍

傳承文化•向下扎根
細人仔，上課囉！為促使本市國民小學學童能透過多元化的客家語文及技藝學

習，並藉由對客家文史的導覽，增加學童對客家文化的認同感，深入瞭解客家文化內

涵，「103年度臺中市暑期客家小學堂」訂於本（103）年8月5日至7日共3天，分別

在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民小學、臺中市豐原區翁子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區進德國民小

學及臺中市大里區美群國民小學共計4所學校同時辦理，讓熱愛客家文化的小朋友們

能夠共襄盛舉，期能帶動年輕一輩後生人（年輕人）客家語言、文化學習風潮，看見

客家新希望！

「103年度臺中市暑期客家小學堂」規劃客家語言、歌謠、歷史、文化、師父話、

往語、講古、揣令、童玩製作、藍染、竹編、美食製作（ 粑、擂茶、煎菜頭粄）等

豐富多元課程，並安排客家庄及客家文化觀光景點體驗之旅，讓小朋友們以輕鬆、活

潑及無壓力的環境下學習客語，期盼透過年輕族群的參與，達到客家語言、文化向下

扎根、傳承與啟發的目的。

「輕鬆學百句，客語恁簡單」活動7月15日起展開

「客語百句認證網」活動-「輕鬆學百句，客語恁簡單」，於103年7月15日至9月
15日展開活動，歡迎大家踴躍參加。活動網址：http://easytalk.hakka.gov.tw/

活動網址：http://elearning.hakka.gov.tw/hakka_
event/2014/ac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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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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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客庄

【坐人上橫頭，轉屋一身愁。】
「坐人上橫頭（席間最尊貴之位），轉屋（回

家）一身愁」，意指在社會上「食人頭杯茶，飲

人頭杯酒；講人頭句話，握人頭隻手」這等事業

有成，有地位、有體面的人，出門所到處，都極

受歡迎，被禮以上賓，坐以上坐，敬第一杯茶，

飲第一杯酒，頻頻握手，言順我口，賓主盡歡，

好不風光。只是，一旦回到家中，氣溫遽降，心

情驟變夫妻情變，家庭不和，難言之隱，滿面愁

容，滿肚苦水，竟然無可訴說，無人能信，真是

在外坐人上橫頭，回到家中一身愁。雖事業有

成，但家庭不順，誠是美中不足，人生缺憾，酸

甜苦辣，五味雜陳，如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

漢語：請問貴姓？

客語：請問上姓（大名）？

客語小教室諺語大家讀

神岡大夫第（又稱社口林宅）位於臺灣臺中市神岡區，於民國74年（1985年）11月27
日公告為三級古蹟。清康熙年間，林家祖先到臺灣岸裡社（今神岡區）落腳；同治年間的

戴潮春事件，林振芳出力幫清軍圍剿戴潮春，清廷頒他「中書科」的名銜和匾額。社口林

宅是林振芳最發達之時所興建，原為購置張舊宅而加以改建，初期規模於光緒元年（1875
年）完成，而護龍廂房的部分則是在10幾年之後，隨著家族人口增加才陸續增建完成。

神岡大夫第是一座兩進多護龍形式的四合院建築，採坐北朝南偏西方位。其門樓是

一層樓，面寬三開間。第一進門廳，入口採簡單的凹壽式，第二進的正廳也有凹壽，前留

設步口廊，正廳前面的中庭地上舖地磚，排列出變化多端的圖案，其中人字砌是主要的圖

案，象徵「人丁興旺、生生不息」。

林宅石雕相當精緻，在清代民宅中頗為罕見。門廳和正廳的部分都有地牛（櫃臺腳）

的雕飾，門廳中央門額書有「大夫第」，兩邊廊牆的水車堵上，有細緻的趾陶裝飾。中庭

與側院間的兩道高牆牆體主要用斗砌磚砌成，多為紅磚，牆基為鵝卵石，牆壁開闢可安槍

枝的銃眼小縫。

正廳門楣上懸有一書卷形的匾額，額內文字已佚失。壁上有相當精緻的六角形木質

花窗，花窗的四角落有四個三角形撻角，雕有四隻蝙蝠，而步口的托木飾以「憨番扛大

樑」，饒富趣味。供桌和神龕屬於同期作品，雕刻精微細緻，但太師椅已經佚失。正廳的

屋架為穿斗式，而左右牆上的書畫皆為格調高雅的文人黑跡，其中可見光緒元年的落款，

這是推測林宅建築本體架構落成年代的重

要證據之一。

左右兩側護龍廂房屋架上的「斗抱」

上頭雕以螃蟹，即所謂的「二甲傳臚」

（甲象徵科甲，科舉第二類稱為二甲），

有科舉中第，求得功名之意。林宅的彩

繪，從畫法特徵可知出自鹿港郭友梅及郭

庭柯等，其建築彩繪多分布於清末的臺灣

中部民宅與寺廟，如今所存不多。

神岡大夫第

美│食│專│欄
醃薑
◆材料：嫩薑300公克、鹽10公克◆調味料：

鹽適量、細砂糖100公克、白醋200㏄、水

150㏄
作法：

1.去嫩薑去除粗硬部分，洗淨、瀝乾。

2.將作法1的嫩薑放入調理盆中，加入材料中的鹽拌勻，醃約5小時，

再以手揉出苦水，並瀝乾水分。

3.將作法2以冷開水浸泡約3小時，再將水倒出並瀝乾。

4.取一小鍋，加水煮滾，再加入鹽、細砂糖煮溶，待涼加入白醋調

勻，取一玻璃罐，將作法3的嫩薑放入，再加入糖醋汁密封蓋子，約

10天即可食用。

醃李
◆材料：桃接李435g◆調味料：鹽1大匙、糖

3大匙、話梅粉1大匙

作法：

1.李子連皮洗淨瀝乾水份，用刀在李子表面劃

2 至4條。

2.將鹽加入混合均勻靜置15分鐘。

3.再以冷開水洗淨瀝乾，並放入碗中將糖、話梅粉加入攪拌均勻後，

放入冰箱中冷藏約1小時再拿出來稍微攪拌均勻即可食用。(放置隔夜

口感更佳)

古色古香

劉江性先生生於西元1902年5月31
日，父親以務農耕田為生。早年上學11
歲每天走路1個多小時到東勢角公學校，

課後幫忙牧牛、插秧、除草等工作，

有次水牛大發脾氣，被頂上牛角動彈不

得，父親即時救下，遂立下宏願，願為

良醫救人。

公學校畢業後，考總督府醫學校本

科2次，名落孫山，前往埔里北山坑大石

股舊式糖　做書記，2年後發奮苦讀，於

19歲考入臺北醫學校五年制本科，畢業

後在臺北醫專附設醫院—紅十字醫院服

務3年，返鄉開設江性醫院，到80歲左右

才退休，前後行醫50餘年。

劉醫師救人最著名的事例，當數治

癒東勢建設所所長渡邊秀幸的獨生子；

1941年前後，渡邊的獨生子染患肺結

核，長期發燒不退，在日本

求醫無果，渡邊問劉醫師：

聽說你醫術高明，是否有把握

醫好我兒子？如果有自信，將

東勢高工創辦人─

劉江性醫生

兒子帶來臺灣請你醫治。由於

當時是戰爭期間，砲火連天，

日臺交通非常危險，渡邊獲得

劉醫師許諾後，請親人冒險搭

飛機送獨生子來臺，經劉醫師

醫治1個月後退燒病癒。

▼ 

劉江性（左）與渡邊秀幸（右）合影

因為此因緣，渡邊所長鑑於戰後缺

乏工業技術人才，同時為報答劉醫師救

子之恩，父子自願留在臺灣，與劉醫師

共同發起在臺中東勢成立工業技術講習

所（即東勢高工前身）。渡邊先生，協

助劉醫師建設東勢工業技術班，任教電

氣技術及土木技術課程，直到申請留臺

期限屆滿，還放置5,000元於臺灣銀行

儲金簿及印鑑做為建設學校之基金，使

劉醫師深受感動，遂放下賴以為生的醫

師業務，專心籌備。

經劉醫師獨力奮鬥，慘澹經營，終

於從簡陋的工業技術班改設立成為工業

學校，後來因經費短絀，加上有人居心

叵測從中講閒話，製造謠言，使得設立

之初，遭受重重困難，甚至差一點被迫

撤銷立案，幸賴東勢鎮前後任鎮長賴文

彬、廖添進以及縣議員宋林傳賢等人大

力支持及協助，改由臺中縣政府接辦，

遂改為臺中縣立東勢初級工業學校。

劉江性醫生一生懸壺濟世，並於東

勢成立學校，作育人才，對當地教育奉

獻良多，著實功不可沒！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於103年6月24
日至26日主辦，由臺中市議會民政委員會召集

人張廖萬堅議員率領市議員洪嘉鴻、何敏誠、

朱暖英、沈佑蓮、蔡雅玲、王岳彬、黃馨慧、

市議會專門委員林義雄、市政府民政局長王秋

冬、社會局長王秀燕、人事處長林煜焙、政風

處長蕭湘寧、研考會主委陳金發、勞工局長賴

淑惠、法制局長林月棗、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賴朝暉及秘書處主任秘書郭振

益等人組成臺中市議會第1屆第7次定期會民政委員會市政考察團，考察高雄市新

客家文化園區、美濃小鎮、佳冬客庄

等南部客家文化設施及客家文化保存

與發揚特色，作為臺中市客家文化保

存與發展的參考。

臺中市議會第1屆第7次定期會
民政委員會市政考察團

考察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美濃小鎮、佳冬客庄

大埔腔：ciang^ munˋ shongˋsiangˋ?

詔安腔：ciangˋmun^ gui^ siang^ ？

饒平腔：ciangˋmunˋshongˊsiang？

四縣腔：qiangˋ mun song xiang【 tai 

miangˇ 】？

摘錄自客家委員會出版之「好客100句」一書

海陸腔：ciang munˇshong+ siang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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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國訪客－海外文化交流

2014全臺客家美食文化饗味中臺灣大展

▼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國樂團表演多首客家曲目

▼

 本會推薦寶島燻樟參加「2014臺中休閒美食展-全臺客家美食

文化饗味中臺灣大展」

▼

 雨利行展售攤位結合FB打卡送精油香皂還有加價購活動

認識金馨獎－打造溫馨平權環境
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

一、 目的：行政院為鼓勵各行政機關（構）推動性別主流化，

促進性別平等，特訂定「行政院與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

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

二、 獎項：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機關，依該計畫由行政院

頒給金馨獎，予以獎勵。獎項分為團體獎及特別事蹟獎兩

種。

 （一）團體獎組別及獎勵額度：

1.第一組：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取前3名。

2.第二組：行政院所屬三級及四級機關，取前15名。

3.第三組：直轄市政府及準直轄市政府，取1名。

4.第四組：縣（市）政府，取前2名。

 （二） 特別事蹟獎分兩個組別，各組錄取名額由獎勵評審會依

參選情形決定之。總名額不超過4名，分組情形如下：

1.第一組：行政院所屬機關。

2.第二組：地方政府或其所屬機關。

三、獎勵方式：

  （一）團體獎：

 各組獲選之行政機關，由行政院院長頒發團體獎獎座1
座，並給予獲獎機關議獎總額最高為3個功，個人最高

得記功1次之原則下，核予相關主管人員及承辦人員行

政獎勵。

  （二）特別事蹟獎：

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提報獎勵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

後，由行政院院長頒發特別事蹟獎獎座1座，並給予獲

獎機關議獎總額最高為3個功，個人最高得記功1次之

原則下，核予相關主管人員及承辦人員行政獎勵。另

經獎勵評審會決定頒給獎金者，得視人事總處經費編

列情形，最高以新臺幣3萬元為限，最多有3個名額。 

103年高中職客家美食烹飪比賽

報名日期：103年9月10日至19日
比賽對象：本市高中、職在校學生組隊參加。

參賽資格：對烹飪有興趣的在校學生，由所屬學校統一報

名。

報名人數：每組隊員2人組隊。

競賽方式：採初賽與決賽二階段方式進行，初賽以書面資

料送審，錄取前12組進入決賽。

決賽日期：103年10月18日(星期六)上午9時辦理

決賽地點：臺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

報名與相關說明事項請洽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活動網址: www.hakka.taichung.gov.tw
洽詢電話: 04-2228-9111 分機52109

▼

 胡市長、賴主委、許區長及各位貴賓蒞臨指導

客家文化元素是種多樣化生活習慣的延續(如飲食、

服飾、建築、風俗、信仰等)，尤其客家民族由原鄉經歷

過多次遷徙來到臺灣定居、發展深耕與傳承，但因社會

風氣開放加上全球化，造成客家族群隱形化，尤其是客

家人因為長期和福佬族群相處，並使用福佬話導致福佬

化嚴重，年輕後輩都無法流利使用客家母語相互溝通。

鑑此，本會致力於「客家語言文化的傳承」工作，而舉

辦多樣語言文化教學活動。

今年暑假本會於土牛客家文化館舉辦「文化導覽小

尖兵夏令營活動」，以本市學童為招生對象，本次活動

分為初階與進階兩種課程，在初階方面，以石岡土牛客

家文化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和東勢大茅埔等客家聚落

為文化導覽題材，加入志工服務觀念，讓學童體驗與認

同客家文化內涵。

除了歷史文化、生態環境介紹外，同時加入客語學

習，讓活動更加生動活潑。在進階班方面，設計增加有

趣的童玩、客家美食及藍染工藝文化教學，期望連貫性

的課程，讓小學員感受到客家文化的多樣性，更期盼小

學員能以己之所學，將這些文化歷史故事帶入校園、融

入日常生活，讓更多人認識客家文化，以達到推廣與傳

承客家文化的目標。

記得有句客家諺語提及：「寧賣祖宗田，不忘祖

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由此可見語言的傳

承，是奠定族群文化基礎的大樑，所以文化扎根必須從

「學校」這個小型社會做起，漸漸滲透到「家」這個生

活環境，接著拓展到社區，進而激起非客籍人士對追求

客家文化知識的慾望，逐漸身體力行，體驗客庄生活與

感受客家文化之美。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文化導覽小尖兵  客家文化新體驗

▼ 

學員們仔細聆聽老師上課。

▼ 

老師教授客家音樂，內容豐富多元！

▼ 

結訓時由客委會賴主委親自頒發證書。

７月活動大事記
103年客家音樂會-客藝饗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