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豐原郵局許可證

豐原字第521號

無法投遞時免退回

印 刷 品

國　　內
郵資已付

Feb. 2014

Vol.18
中華民國103年2月

廣告
■ 發 行 人：胡志強　■ 總 編 輯：賴朝暉　■ 發行單位：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 地　　址：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 電　　話：04-22289111　■ 傳　　真：04-25260735　■ 網　　站：www.hakka.taichung.gov.tw　■ TCCGPN：1002702025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本期特報
Special Report

夜色溫柔，星光如海，迷離的月華

漾出淡淡的光暈。啜一口清酒，喚幾個

好友，就著淡淡的夜色，今夜，我們一

起來說客。

時光總如一隻白鳥，拍打著翅膀，

沒入幽遠的天空就永不再回頭。蛇年搖

曳舞動著，逐漸蜿蜒而去，消逝在我們

的視野裡。而馬年歡欣鼓舞向我們奔騰

而來。

回首過去的一年，對於本會來說，

是豐收、喜悅的一年，在各級長官與同

仁的努力下，客家文化與客家事務蓬勃

發展，正日益以清新、優美又獨具魅力

的姿態出現大眾的面前，讓人們日漸了

解、熟悉並深深驚艷。

任何一種文化，在保持傳統特色的

同時，更要源源不斷的與外界文化接觸

與融合。在互相交流的過程中，碰撞出

耀眼的火花，並在潛移默化的融合中，

豐富新的內涵與底蘊。去年，我們積極

與大陸廈門客家事務委員會展開兩岸文

化交流活動。兩方本系出同源，同樣肩

負著客家文化保存與客語傳承的責任，

雙方截長補短，互為砥礪，共同為客家

的長遠發展，貢獻心力。

2013年我們作客吉隆坡，親身體驗
馬來西亞的客家文化。馬國的客家文化

因為地域與時間的阻隔，與台灣的客家

文化相比，呈現出別樣的風情。馬國客

家的體制與組織人員由民間機構組成，

政府並未提供經費或相關資源，客家文

化與活動仍能精彩紛呈。這種集結眾人

之力，排除萬難，努力保存客家語言、

文化的精神，是我們需要學習與借鑑的

地方。

此外，我們積極舉辦各種客家大

型傳統節日慶典活動，比如一年一度的

東勢新丁粄節、九庄媽文化節、客家天

穿日、客家桐花祭等。紅潤香甜的大丁

粄，盛大的九庄媽安座儀式、潔白如雪

的桐花步道，將民眾引進客家那個美麗

紛繁的迷人世界中，深刻領略她深邃、

唯美的氣質。

文化如同血液，需要一代又一代的

繁衍與傳承。本會為推動客家學術、文

化活動，積極開辦各種文化學習之旅，

如客家歌謠比賽、客家美食烹飪比賽，

客家伙房寫生比賽等。讓每一個階段的

學子，都能親自體驗，認識並弘揚客家

文化。

夜色深沉，露華深重，月華下的客

庄宛如優美的河流，靜靜起伏。舉起微

涼的酒杯，今夜，我們來說客，說她的

古老悠遠，說她的傳奇故事，說她的清

麗容顏，更焚香禱祝，我們的客庄越來

越美麗。

▇ 今夜  我們來說客
▇ 東勢新丁粄節隆重開幕 八方雲集慶佳節
▇   臺中市103年全國客家日  成功行銷客庄文化及產業
▇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打造客家的綠美化公園

本會預計於本(103)年4月26日及27日兩日(依花期調整暫定)分別於臺中市東勢區客家
多功能文化園區基地(東勢高工舊校址)及臺中市外埔區永豐里桐花步道舉辦「臺中市2014
客家桐花祭」活動，活動包括桐花祭開幕式、桐花客家藝文饗宴、賞桐健行活動。鼓勵民

眾親近山林，安排解說員為民眾講述美麗的桐花故事，現場還有客家國樂饗宴，來吧，讓

我們一起聆聽浪漫如詩的客家桐花樂章。

臺中市2014客家桐花祭預告

我們來說         

新丁粄代表新生的喜悅，

「2014客庄12大節慶-東勢新
丁粄節」2月14至16日在東勢
客家文化園區等地舉辦一系列

精彩活動，有花蓮鼓王爭霸冠

軍團隊、日本鳥取縣鈴鐺閃舞

團參與開幕式表演，還有求

子、還願、丟炮城及千人提燈

化妝踩街嘉年華等熱鬧活動，

市長胡志強邀請民眾「2014
到東勢、包你愛情成好事！」

本會於1月24日在臺灣大道市政大樓舉行記者會，現場推出今年新丁粄節可
愛旋轉木馬大型花燈縮小版；還有10斤、5斤的小型創意新丁粄，民眾看得嘖嘖
稱奇。

胡市長、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賴朝暉特別穿上傳統客家藍衫，與立法

委員江啟臣、市議員洪嘉鴻、劉士州等人為年度吉祥物「木雕馬」揭彩，並一同

切開120斤超級大龜粄及桃粄，為今年東勢新丁粄節揭開序幕，美味大粄深受喜
愛，胡市長等人現場試吃，連番用客語盛讚「真好吃」，並現場分送象徵喜悅的

紅蛋。

「2014到東勢、包你愛情成好事！」胡市長強調，今年的東勢新丁粄節恰
逢西洋情人節，2014「愛你一世」到東勢，不論是屏東到苗栗的民眾，不論是
客家人、相愛的人，或是想要生子生孫，一定要來新丁粄節，也希望東勢新丁粄

節能成為世界級的新丁粄節。

立法委員江啟臣則祝福大家馬年來東勢，一定可以馬上結婚、馬上得子、馬

上幸福。

胡市長歡迎「2014到東勢、
包你愛情成好事」

▼ 

 胡市長與現場民眾一起分送象徵喜悅的紅蛋

2014客庄12大節慶 東勢新丁粄節

▼ 

 臺中市2014客庄12大節慶-東勢新丁粄節活動記者會

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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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艷客家

  追求健康、講究養生，是現代健康養生的趨勢
之一，但國人一般常常忽略洗手的重要性，洗手絕

對是預防大部分疾病，最有效也最簡單的方法！ 
  正確的洗手步驟如下：
１、 洗手前應先取下手上配戴的手錶、戒指等飾
物。這些飾物會使手部形成一個藏污納垢的特

區，難以完全洗淨。

２、 以水潤濕雙手，使用肥皂或具消毒性的清潔劑
搓揉10∼15秒，雙手搓揉時要特別注意指尖、
指縫、拇指及手背等是否清洗乾淨。

３、 洗手後應使用擦手紙，並確認手是乾的，不要
使用毛巾，因為毛巾容易潛藏病菌。

勤快來洗手  疾病遠離你東勢新丁粄節客庄節慶文化之美攝影與寫生比賽

▼

 民眾排隊等候春聯

▼

 經典時客-2014東勢新丁粄節客家文創商品暨加值產業
特展熱烈開幕

▼

 頒發[102年度國中、國小、幼兒園客家歌謠合唱比賽]
得獎學校

本會於1月26日上午9時至12時，在本市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路1號)，舉辦名家現場揮毫贈春聯活動，邀請
曾信元、蕭世瓊、陳銘儀、吳國毅、鄭光倫、吳啟林等6位書法
家現場揮毫，活動當日一大早就有鄉親市民排隊踴躍索取春聯，

讓家家戶戶都可張貼春聯除舊佈新，開心過好年。

名家揮毫贈春聯
2014東勢新丁粄節

2014新丁粄節
客家文創暨產業特展盛大開幕

經典時客  精彩絕倫

臺中市山城東勢地區年度盛事「2014東勢新丁粄
節」於2月14日至16日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以及文化
街熱鬧展開，由市長胡志強親自主持開幕式，他在開

幕式中表示東勢新丁粄節是全市最大的客家活動，現

在是全臺灣最大，然而還要繼續加油，辦成國際性的

知名活動，讓各地的客家朋友，每年新丁粄節都來臺

灣一次。

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慶中也表示，今天有日

本、大陸、香港的團體，都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可見

我們的客家文化，讓別人看到了，我們要提升自己，

自己來認同我們的客家文化，才能讓別人看到。立委

江啟臣、東勢區區長葉玉錦、市議員蘇慶雲、蔡成圭

等人也都到場參與。

開幕式當天是元宵節也是西洋情人節，本會也

規劃了配合情人節的應景活動，設置「客意傳情郵便

局~臨時郵局」攤位，提供限量款的「新丁粄傳情明
信片」供民眾傳情寄意，祝福未婚的朋友「2014到東
勢、包你愛情成好事」、已婚的朋友「2014到東勢、
包你得到好子嗣」。另外，為配合政府的人口政策，

特別設計了「求子活動」，開放新婚夫婦報名求子，

如願後於隔年活動再回東勢還願。

本次活動人氣最旺，達到最高潮的即15日舉辦的
「千人提燈踩街嘉年華活動」，上千人盛裝登場，在

熱鬧鑼鼓聲中踩街，隊伍綿延約二公里，交通也為之

堵塞，市長胡志強、副市長徐中雄、市議員蘇慶雲、

蔡成圭及立法委員江啟臣一同乘坐馬車，繞行東勢，

向兩旁民眾揮手致意。

此次「千人提燈踩街嘉年華活動」，報名隊伍包

含東勢區各國中小學、各宮廟陣頭、社區發展協會與

在地民間團體，超過千人報名參加。踩街隊伍每一支

隊伍都費盡巧思裝扮自己，以求最顯眼奪目，一路上

各宮廟陣頭也敲鑼打鼓，熱熱鬧鬧的進行踩街活動，

加上兩旁圍觀的民眾，把客家文化園區周邊道路擠得

水洩不通，喜慶氣氛熱鬧非凡。

在文化街舉辦的「創意美學新丁粄」比賽，由東

勢區內二十七個社區媽媽教室參賽。社區媽媽們充分

發揮創意，將米食與新丁粄做多樣化的展現，並以年

度生肖為主題，今年為「馬」年，因此都以馬為主，

再搭配其他農村意境，讓民眾大開眼界。

16日的活動，重頭戲有傳統鬪粄比賽、客家優秀
團隊表演及客家說唱藝術表演等節目，晚會特別邀請

綜藝天王胡瓜女兒-小禎、金曲歌后-張秀卿等知名藝
人熱情表演，現場還有摸彩活動，在抽完最大獎摩托

車後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東勢新丁粄節隆重開幕

▼

 市長胡志強乘坐馬車手持斗笠向兩旁民眾揮手致意

▼

 開幕式上市長胡志強、立委江啟臣、東勢區區長葉玉錦、
市議員蘇慶雲、蔡成圭等人紛紛比出讚的手勢

八方雲集慶佳節

▼

 畫我客家伙房寫生比賽作品

  本會為推廣客家多元文化和增加館舍參訪率特別於1
月28日起，每日9時至17時(週一休館) 於石岡土牛客家文
化館辦理「東勢新丁粄節客庄節慶文化之美攝影比賽暨畫

我客家伙房寫生比

賽作品聯展」，展

出畫我伙房繪畫及

東勢新丁粄節攝影

比賽得獎作品。

本會主辦的「經典時客─2014 東勢新丁粄
節客家文創商品暨加值產業特展」，於1月1日
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開展，並於1月3日舉
辦開幕茶會，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委吉娃

思巴萬、東勢區長葉玉錦、江啟臣立委夫人及

當地民意代表、里長等貴賓蒞臨會場，一同到

現場共襄盛舉，並頒發「102年度國中、國小、
幼兒園客家歌謠合唱比賽活動」得獎學校，獲

獎學校有本市漢口國中等24所學校獲頒績優獎
牌。

賴朝暉主委表示，「經典時客─2014 東勢
新丁粄節客家文創商品暨加值產業特展」自1月

1日起至2月28日，展期長達兩個月，展出內容
包括客家「食、衣、住、藝、育、樂」等面向

為展覽主軸。  
本次新丁粄節客家文創新增的展覽品多達

一百多件，展出的許多文創商品及藝術品，或

精雕細琢，或樸拙渾厚，充滿著濃濃的人文藝

術氣息，這些深具客家特色的展品吸引了大量

的觀光人潮，為新丁粄節增添了無限樂趣，也

為東勢古城帶來春天的氣息。2014新丁粄節客
家文創暨產業特展成功舉行表明客家文創產業

又向前邁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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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客庄

每年農曆正月20日為「客家天穿日」，也是政府
明訂的「全國客家日」，今年為國曆2月19日，本會在
石岡區情人木橋廣場舉辦「臺中市103年全國客家日」
活動。

本會結合石岡區公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石

岡區清潔隊、石岡區農會及石岡區圖書館，舉辦一系

列與「減碳、環保、樂活」有關的「臺中市103年全國
客家日」活動。活動當天早上8點，於石岡區情人木橋
廣場舉辦樂活導覽健行活動，路線由情人木橋停車場

旁鵲橋出發，行經東豐自行車綠廊，最後於梅子五分

車懷舊公園折返，現場更提供了精美宣導品供參與健

行民眾兌換，藉此鼓勵大家走出戶外，強身健體樂活

人生，不僅達到節能減碳慶天穿的目的，更能悠遊客

庄並享受石岡客家風情。

本次「臺中市103年全國客家日」活動於103年2
月19日上午9點在石岡區情人木橋廣場盛大開幕，活動

內容包括客家五色粄DIY教學，讓大家體驗製作客家
粄的趣味，現場並提供了1,000份五色粄供民眾享用，
另安排客家團體為大家帶來一場客家天穿音樂饗宴及

祭天祈福儀式，祈求保佑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五穀

豐收，且石岡區公所媽媽教室班成員於當天運用客庄

特色食材，結合環保概念減碳手法，烹煮出客家傳統

湯圓美食供現場鄉親品嚐！

現場另有竹蟬童玩、環保手工香皂DIY教學、客
家特色商品及客庄農特產品推廣、贈送樹苗的活動，

鼓勵大家至現場領取樹苗帶回栽種，綠美化家園。

為了鼓勵全民一同響應天穿日的「減碳、環保、

樂活」精神，當天還舉辦「環保愛地球舊物回收兌換

暨好書交換活動」，只要拿取家中不要的乾電池30
顆、鈕扣型電池10顆、大顆電池30顆、日光燈管10
支、燈泡10顆、光碟片30片、水銀體溫計2支或廢手
機1支，以上任何一種即可兌換到1份宣導品(每人限兌
1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亦可拿取家中的舊書，即
可至現場進行好書交換活動。

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傳達客家人惜福愛物及全國

客家日─天穿日「減碳、環保、樂活」之現代意義，

成功行銷在地客庄文化及產業，本次「臺中市103年全
國客家日」活動以「客庄綠生活、客家好樂活」為主

軸，實現「減碳環保、客庄樂活」的概念，傳承客家

族群的生活智慧，讓民眾能於活動中體會客家人文民

俗獨有的精神，竭誠歡迎大家蒞臨參與共襄盛舉。

本市客家重點發展區均有慶祝活動：

1. 豐原區公所舉辦「臺中市豐原區翁社三寶慶天穿」
活動，活動內容：2月15日舉辦古物及老照片展，2
月19日舉辦古物及老照片展、客庄藝文活動表演、
減碳客家料理教育展、客庄樂活文化體驗、客家古

物、老照片展示及DIY製作客家粄等活動。
2. 新社區公所舉辦「103年全國客家日~畫我客庄、舞
天穿」活動，活動內容：2月15日舉辦繪畫寫生比賽
及資源回收宣導，2月19日舉辦祭天、客家節目表演
及客家美食教學暨展覽等活動。

3. 東勢區公所舉辦「103年度大埔腔戲曲歌謠暨減碳客
家米粄美食展」，活動內容：大埔腔戲曲歌謠欣賞

及減碳美食品嚐。

4. 和平區公所舉辦「臺中市和平區樂活客庄慶天穿」
活動，活動內容：客庄藝文活動、減碳客家美食

展、客家粄製作及樂活登山健行活動等。

由客家委員會指導、本會主

辦、新社區公所執行的「慶頌客

庄-2014臺中市新社九庄媽文化
節」活動，於2月2日（農曆年初

三、星期日）上午10時熱鬧登
場。

「九庄媽」是臺中市新社

客家人移墾信仰的代表，是臺中

市新社客庄最重要的宗教信仰，

已有100多年歷史的「新社九庄
媽遊庄」，是臺中市新社客庄最

熱鬧的年度宗教盛事，「慶頌客

庄-2014臺中市新社九庄媽文化
節」活動結合「鳥銃頭庄、八欉

樹下送九庄媽」民俗慶典辦理，

以強化新社客家語言、深耕新社

客家藝術為目標，規劃推出「祭

禮客家」、「藝陣客家」、「傳

唱客家」等系列活動。

【三分人才，四分打扮；打扮起來像阿旦。】

● 註釋： 人才，人本來的容貌、姿色；阿旦，戲裡
的旦角，年輕貌美的裝扮。一個女孩子，

天生的姿色容貌，並不是最重要的，人為

的裝扮比較要緊；善於打扮的話，可以裝

扮得像戲裡的阿旦一般，既年輕又貌美。

● 例句： 阿惠係吾小學介同學，原在小學時節並無
異靚。這下佢讀中央大學，禮拜日開同學

會看到， 險險認佢毋識。頭擺人講介：三
分人才，四分打扮；打扮起來像阿旦。一

點都毋會爭差。

國語：飯前要洗手。    客語音標：食飯前愛先洗手。

大埔腔

shidˋ ponˋcienˇoi+ sen+ se^  shiu^。

海陸腔

shidˋpon+ cien oiˇ senˋseˊ shiuˊ。

詔安腔

shiet pon cienˋoi^ sienˇse^  shiu^。

饒平腔

shed ponˊcien oiˋsenˇseˋ shiuˋ。

四縣腔

siid fan qienˇoi xienˊseˋsuˋ。

客語小教室諺語大家讀

▼

 舉行隆重的祭天儀式

▼

 客庄綠生活  客家好樂活

成功行銷客庄文化及產業臺中市103年全國客家日

2014臺中市新社 摘星山莊
位於潭子區潭富路二段八十八

號的摘星山莊，由清昭勇將軍林其

中於清同治10年（西元1871年）起
建，至光緒5年（西元1879年）完
工，是一座兩進多護龍的合院式傳

統民居建築。

林其中，生於道光12年（西元1832年），弱冠從軍，任
鄉勇，咸豐4年（西元1854年）隨霧峰林文察赴福建，歷經建
陽、建德、汀州等諸役，太平天國之役又隨軍入浙，屢建奇

功，同治2年（西元1863年）臺灣中部戴潮春之役時，隨軍返
臺助勦，解甲歸鄉後，建造摘星山莊以安享餘年。

摘星山莊可說是一座保存完整，形制宏偉、且頗具研

究價值的古厝，尤其在磚雕、石雕、交趾陶、泥塑、大木結

構、裝飾彩繪及防禦體系上，都有相當精緻的表現，建築上

也具有頗多的客家傳統建築特色，如院牆、牆帽等，四合院

後方還有化胎，也是客家建築的特色之一。

---本文摘錄自台中市文化資產處網頁資料

九庄媽文化節2月2日登場

▼

 賴主委參加隆重的九庄媽安座儀式

▼

 九庄媽祭典-接駕儀式

▼

 九庄媽祭禮-過火儀式

▼

 九庄媽祭禮-安座儀式 ▼

 九庄媽開幕舉行隆重的表演活動

▼

 市定古蹟潭子摘星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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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舉辦的「全國客家溫馨

團圓年菜比賽」，經過初賽、決賽、臺

中東勢福隆社區隊脫穎而出，榮獲社會

組亞軍，為山城首次獲得此項佳績。

本年度客委會主辦的客家團圓年菜

比賽，分成職業組、社會組、學生組，

共有99隊報名參加，各組初賽錄取前十
名參加決賽，在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舉

行。比賽需運用客莊在地食材，發揮參

賽者的手藝創意，並須結合客家年節吉

祥與文化典故。

東勢福隆社區隊由張秀霞、詹梅

燊，詹梅桔三人組成，她們參賽以「東

勢大埔風味宴」為主題，推出八道年

菜：

一、拼盤(菜名：五路財神齊報到)
以醃羅蔔、鹹豬肉、炸溪蝦、糖醋爬岩

鰍及九層塔煎蛋組合。

二、開席湯(菜名：雞酒香濃春滿
室)以純黑麻油小火爆香薑片至略為乾
焦，加入雞塊拌炒至六分熟，續加米酒

煮滾，轉小火煮熟即可。

三、熱炒(菜名：客勤客儉猶有餘)
即客家小炒，以芹菜、魷魚、五花肉、

豆干、蔥、蒜，辣椒為食材， 
四、主菜(菜名：豐盛年年財庫滿)

即大封肉，以大塊五花肉川燙後，略

炸、將蒜仁、蔥、辣椒、醬油放入鍋

中，以中火燉煮至上色後，再加入米

酒、少許糖，煮滾後轉小火繼續燉煮至

軟硬適中。

五、魚(菜名：魚躍龍門百福降)。
以台灣鯛裹酥炸粉漿炸熟，沾紫蘇梅

醬，再配上紫蘇梅。

六、大菜(菜名：龍鳳呈祥喜年來)
以粉腸、鳳梨、木耳、薑、青蒜、辣椒

為食材。

七、素蔬 (菜名：滿堂金玉長年
享)。起油鍋爆香薑末，加入川燙瀝乾
的玉米粒，青豆仁，紅蘿蔔丁，炒至收

乾水分，加胡椒粉，鹽調味，熄火後加

入熟松子拌勻，分成七份，以白碟為中

心，其餘六份分別放入川燙過的六片芥

菜(長年菜)中。
八、尾湯(菜名：大肚能容同心結)

以豬肚、酸菜心、香菇，紅蘿蔔各切約

五公分長的條狀，各取一條，加上去梗

金針，用瓠乾綁成一束一束，依序排

入，扣碗壓緊，倒扣入蒸皿中，加水，

放入蒸籠蒸二十分鐘後，調味即可。

此次客家年菜比賽中，各縣市客

家菜好手紛紛報名，且有往年得獎者參

賽，東勢福隆社區隊過關斬將，殊屬不

易。東勢福隆社區的這些別具有風味的

客家菜，色香味俱全，獲得評審的一致

青睞，那濃濃的客家菜香，為比賽增添

了無限風采。

東勢區長葉玉錦特致贈獎牌嘉勉，

感謝她們為山城大埔客爭光。

---本文摘錄自山城週刊

推展客家語拼音教育
開放「客家語拼音學習網」供各界使用

性別主流快遞宣導

為推動客家語教育及鼓勵學習客家語拼音，教育部製作「客家語拼音學習網」，以提升拼音系統的學習成效，

即日起開放供各界使用，網址為「https://happyhakka.moe.edu.tw」。 
網頁內容包括「客語停看聽」、「拼音魔法課」、「快樂學客語」、「學習綜合評量」、「闖關大挑戰」等單

元，由簡明的教學內容，搭配多媒體影音單元與大量的語音範例，讓使用者可以輕鬆學會客家語拼音，歡迎多加利

用。連結網站:  https://happyhakka.moe.edu.tw

▼ 

 園區外綠樹無障礙便道

▼ 

 園區旁自行車道充滿休閒風

▼ 

 鐵道改造為賞花步道

為促進東勢地區及客家文化

園區之觀光旅遊價值，本府建設局

102年6月20日舉辦「臺中市東勢
區客家文化園區周邊景觀綠美化工

程案」開工動土典禮，副市長徐中

雄、建設局長沐桂新(現任都市發
展局局長)、客委會主委賴朝暉、
議員及地方里長等貴賓共同出席，

副市長徐中雄致詞，期許能為東勢

地區及客家文化園區周邊創造更美

好之休閒遊憩空間，並為地方帶來

更活絡之經濟活動。工程已於102
年完工。

工程案於客家文化園區北側

舊月臺周邊，設置具歷史懷舊意義

之歷史迴廊，月臺前之廣場將延續

二百多年的歷史與信仰，防禦、保

衛與強韌不妥協的客家精神，利用

現有東勢客家園區元素特色，在地

石材、紅磚、白粉牆、鋼及木構，

多元運用且不浪費資源的作法，以

展現了東勢客家族群儉樸的形象。

沿著東豐自行車綠色走廊，帶領人

們走進東勢的歷史迴廊 ，親身去探

訪她的文化底蘊，感受林業、客家

與開墾過去及現在的今昔變化。

另南側閒置空間將結合既有

倉庫外之歷史鐵道，營造具代表客

家意義油桐花賞花步道，並規劃寬

闊陽光草坪作為休閒遊憩的活動場

域，其工程預算為500萬，工程施
作範圍以客家文化園區周邊為主。

本案經綠美化後將成為一特

色休憩景點，並與鄰近自行車道串

連，促使區內自行車鐵馬道機能更

加活化，成為一具備休閒、旅遊、

生態、教育四大功能之遊憩山城。

客家文化園區周邊景觀綠美

化工程，其工程項目包含景觀工程

(景觀卵石、植栽、休閒設施等)、
水電工程(排水、噴灌、照明設備
等)與相關附屬設施工程等。

本工程基地位於客家文化園區

周邊，主要以入口意象區、石敘述

今昔圍龍屋北側月臺及油桐花步道

等為主要設置設施，並達到休閒遊

憩與節能減碳功能效益。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打造客家的綠美化公園

福隆社區榮獲亞軍全國 競賽

▼ 

 東勢區長葉玉錦嘉勉三人為山城大埔客爭光

▼ 

 客家委員會主委黃玉振頒
贈獎牌、獎金

為促進政府各機關之橫向連繫，強化推動婦女權益工作之整體效能，行政院特於民國86年5月6日成立任務編組
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將婦女團體代表、學者專家的倡議納入國家最高的決策機制中，透過政府的立

法與政策的落實，使我國婦女的各項權益能於合理公平的前提下確實獲得保障，有效推動婦女權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