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政府上任至今，積極推動各項客

家政策，以復興母語、文化推廣、社會照

顧、振興產業為主軸，擬定更完整而具體

的客家政策，包括：創造客語學習環境、

推廣客家文化藝術、建構家區照顧醫療

網、創設客家鄉村發展基金、推動「國家

級台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旗艦計畫等5大
方向，期讓客家政策不只是客家人的事，

而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所有人的事。

對於中央各項政策，本會除已實行

的計劃外，且積極配合規劃各項配套措施

以落實，首先自104年8月即開始實施推

動「客語示範幼兒園」計畫，透過教學輔

導師資培訓計畫及沉浸式教學兩大方向，

將客語教授融入課程中，提升幼兒之客語

教育環境；次之，為加強推廣客家文化藝

術，本會除賡續辦理客家戲曲、音樂、語

言等方面扎根外，自104年起辦理客家文

化學術研討會，105年辦理客家口述歷史

數位典藏暨出版大臺中的客家人，108年

將籌畫舉辦臺中市首屆客家文學獎，擴大

宣傳效益。

為鼓勵年輕人留鄉、返鄉創業，本

會於105年陸續實施「凝聚客家青年力

量」計畫，期能鼓勵本市客家樂團、劇

團，建構客家青年參與平台機制，推動後

生參與客家事務、鄉土關懷及活動、創新

客家政策。

此外，以北台三線為客家生活空間

及文化基地的前瞻思考，透過「文化加

值」的策略重建在地產業鏈，本會將推動

整建東勢老街區成為「移動的客家文化博

物館」、興建臺中市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

建造「客家故事館」、成立臺中市客家文

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輔導團、舉辦台三線

客家文化活動、建構台三線藝文展示等計

畫，實現「深耕文化、振興產業、帶動觀

光、活化客庄」的目的，落實「客家文化

新景」願景指日可待。

新任客家委員會主委李永

得在105年5月20日宣誓就職，

正式走馬上任，上任以來積極

推動客家相關事務政策。其實

早在2005年，李永得即曾接下

第四任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

委員一職，直至2008年才卸下

職務，此次二進客委會，對客

家事務的嫻熟不在話下，將與

同為客家人的政務副主委楊長

鎮，一南一北，共同推動南北

族群融合。

新任主委李永得是高雄

美濃客家人，畢業於國立政治

大學政治系，曾任高雄市副市

長、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

員、副主任委員、公共電視總

經理、執行副總經理、內政部

參事、澳洲自立快報社長、自

立報系副社長兼晚報總編輯等

職務。

身為客家子弟的李主委，

過去在任職公視總經理任內，

製播臺灣電視史上第一齣八

點檔客語連續劇「寒夜」；

2005至2008年擔任客委會主

委期間，推動辦理首屆客語能

力認證初級考試、創作首齣客

家歌舞劇「福春嫁女」、拍攝

「一八九五」客語電影、首辦

「臺灣客家博覽會」等，以客

語永續發展環境的建立、客家

多元藝文活動的推行為矢志，

致力提升客家社會經濟力，帶

動臺灣整體族群文化凝聚力與

兢爭力。

未來，客委會也將從人

文、環境與產業等面向全力打

造浪漫臺三線，由現有預算檢

討執行，同時兼顧區域平衡發

展，不會偏廢，平衡其它客庄

區域發展，從整頓景觀做起，

引入觀光人潮，進一步帶動社

區及產業活化，並以「族群主

流化」為理念，讓客家走進主

流，邁向國際社會。

為協助居住於客家重點發展區之新住民

瞭解在地客家文化，學習公事語言，本會於

暑假期間辦理4場次研習活動，推動親子共同

學習客語，營造客語學習環境，提升民眾對

客家之認同及使用客語之意願與能力。

首先登場的是7月6日至7月28日的客家

生活用語研習班，除常用的客語詞彙外，講

師亦介紹東勢特有的新丁粄節活動、大茅埔

庄匠寮文化及三山國王廟信仰，讓新住民了

解在地客家文化並增加其認同感。

值得一提的是茶藝班（8月3日）、植物

染班（8月10日）及手工皂班（8月19日）皆

使用客語教學，讓學員在學習技藝、體驗文

化的同時，也能學會基本的客語會話能力。

希冀藉由推動親子共同學習客語，讓客語學

習家庭化，重新尋回家庭傳承母語的功能

性，進而落實客語向下扎根之目的。

李永得接任客家委員會主委

致力客家文化傳承

▲ 本會主委頒贈結業證書給中高級班

東勢幼兒園黃慧娟老師

▲ 本會主委與羅月鳳老師、王月英老師及初級班

、中高級班學員大合照。

▲ 本會主委蒞臨現場勉勵

客語示範幼兒園客語認證輔導班
本會自104年起推行客語示範幼兒園

政策，在公立幼兒園實施客語沉浸式教

學，為提升本市客家重點發展區之幼教師

資客語能力，特辦理105年臺中市客語示範

幼兒園教學輔導師資培訓計畫，自4月30日
至7月9日在東勢國小開辦大埔腔客語能力

認證班初級班及中高級班，邀請薪傳師羅

月鳳老師及王月英老師，協助本市客語示

範幼兒園所幼教人員取得客語能力認證。 
本會主委表示「自己的語言自己

救」，語言一旦流失，文化也會隨著消

失，身為客家重點發展區的教師與公務

員，皆應本持客家基本法的精神，共同推

動客語教學。主委也於課程最後一天親臨

現場，頒發結業證書給認證班學員，同時

勉勵幼兒園教師及保育員，除了客語能力

認證，應該更進一步取得客語薪傳師資

格，增添客語傳承強力支援。

重新尋回家庭母語傳承功能性

新住民客語研習活動

本會全力配合中央推動相關客家政策
認同 光榮重建客家人的 與

▼ 客家生活用語研習班上課情形，學員認真學習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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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市長「促進城市交流、體

驗臺中多元文化」的願景，本會與文

化局、中區區公所等機關，於7月3日
(星期六)在中區東協廣場辦理「2016
臺中市逍遙音樂町─南洋文化音樂

祭」活動，現場熱鬧非凡！

市長在本會主委與中區區長的

陪同下正式啟動東協廣場，並於致詞

時表示，「東協十國駐臺代表處與來

臺移民與移工齊聚一堂之和諧景象，

宛如臺灣的聯合國；臺中市因為有新

移民，讓臺中成為多元文化的城市，

大臺中以多元文化為榮！」；本會主

委提到，「臺中為多元城市，客委會

也在東勢等區開辦新移民客語研習活

動，在在顯示客家人、原住民、新移

民都是臺中市的寶貴市民，大家都是

一家人！」。

本次南洋文化音樂祭活動，本

會除了邀請客家傳統音樂的社團外，

還邀請了富有新移民背景組成的客家

社團以及來自東南亞等國新移民組成

的藝文表演團隊，為市民朋友帶來精

湛的音樂饗宴，如臺中市客家音樂曲

藝研究學會演出弦樂嗩吶組曲與大合

唱，悠揚的嗩吶、二胡樂聲聽得在場

如癡如醉；喜樂舞風文化藝術團身著

南洋風格服飾，時而拎著鑼鼓、時而
▲ 本會主委與黃區長等貴賓與臺中市東勢區

新移民家庭關懷協會共同合影！

為增進客語傳承之成效，今年首次針

對本市薪傳師辦理2場次師資培訓課程，

第一場於7月10日、17日及24日在東勢國

小辦理；第二場於7月30日、8月6日及7
日在豐原國小辦理，藉由專業課程及經驗

分享、交流，提升薪傳師的專業知能，進

而達到傳承母語之目的。

第一場培訓7月10日在東勢國小展

開，邀請對客家社會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劉

農曆五月初五是端陽，俗稱五月節，有門上掛菖蒲、插艾草及

吃粽子習俗，在后里區、石岡區與東勢區的客庄則舉辦歡慶端午客家

粽研習活動，與民眾一同歡慶端午佳節。本會主委每場活動均到場致

意外，更表示，這些活動都是由社團主動發起，期許在公私協力合作

下，客家文化能在社區蓬勃發展，並獲得更多市民的認同與支持！

五洲園掌中劇團為國寶級木偶大師─黃

海岱所創，以文學基礎、口白文雅分明見長，

並創造出「史艷文」角色，風靡臺灣。五洲園

掌中劇團5月14日於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假日藝

文廣場演出「汶水黃金鴨」、「定光古佛」劇

目，藉由傳統布袋戲公演，推廣客家經典傳奇

故事與客家文化。

本會邀請臺中市大埔客家協會於5月14日辦理「客家傳

統建築之美與民俗文化光影研習」活動，介紹閩客合院建築

在結構與格局上的差異、欣賞客家傳統山歌及開口獅的現場

表演，內容包含建築、歌謠、民俗技藝等，讓參與民眾體驗

客家文化多元化的風貌。

樂音飄揚　精彩客樂
2016臺中好客巡迴音樂會

萬粽一心客家情慶端午
客家粽教學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假日藝文廣場推廣

客家傳統建築之美與民俗文化光影研習活動

2016年臺中

好客巡迴音樂會，

在105年6月12日
（星期日）下午3

臺中市105年客語薪傳師培訓

▲  市長與東協十國代表

於「2016臺中市逍

遙音樂町─南洋文化

音樂祭」活動中正式

啟用東協廣場！

▲ 五洲園掌中劇團演出情形

▲ 主委蒞臨現場致詞

▲ 主委親臨東勢區活動現場

▲ 超過600位鄉親不畏風雨前來聆賞

▲ 黃鎮炘老師介紹客家歌曲創作的方式，期許更多

老師能一同創作客家音樂。

舉著花傘，以優美的舞

姿展現南洋風情，表演

《嬉傘》、《印尼木瓜

舞》等曲調；臺中市東

勢區新移民家庭關懷協

會以唱跳方式演出客家

歌《客家本色》及《大

家來跳舞》，吸引眾人

矚目！

值得一提的是，活動現場除了有新移民美

食攤位，本會並準備了300份客家粄，邀請客

庄媽媽們教導民眾DIY客家粄！本會主委更親

至攤位DIY客家粄、行銷客家美食，現場吸引

民眾排隊體驗，熱鬧連連！

時至5時，於臺中市龍井區公所5樓禮

堂盛大展開，活動當天市府客委會主

任委員劉宏基、龍井區長陳嘉榮、大

雅區長李順彬等貴賓及現場約600位
民眾不畏風雨前來聆賞精彩的客家國

樂，使本會積極推廣客家文化與精神

之目標向前邁進一大步，未來本會更

將不遺餘力的向本市各區傳揚客家、

推廣客家，讓「客家」生生不息。

活動
花絮

宏釗主任打頭陣，與本市薪傳師分享客家

文化的深厚底蘊，課程包含客家文化、口

說藝術、童謠教唱、客家語教學探究等主

題，聘請大埔腔講師與薪傳師們分享心得

與技巧。

而第二場培訓係配合中央客家委員會親子

共學政策，邀請朝陽科技大學的教授們分享一

些親子關係理論及親子教學設計的技巧，如說

故事技巧、繪本教學與應用等，使客語課程變

得活潑有趣，讓學童學習客語更能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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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跪萬拜一爐香，毋當還生一碗湯。

寓意： 　　孝順，是一切品德的根本。客家族群家庭教育首重孝道，此句諺語即係指對

父母親的奉養需及時，父母親往生後對著香案牌位辛勤千跪萬拜，也比不上父母

親仍健在時端上一碗熱湯。此即向客家後輩告誡，對父母長輩的奉養無論豐厚或

微薄，最重要的是要及時的付出，若等父母親不在世做再多也是枉然。

　　　 　　就像漢．韓嬰《韓詩外傳》內皋魚和孔子的對話，懊惱其人生所犯下的三個

錯誤之一，「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說的正是兒女想要孝敬父

母，但父母卻已經離開人世，就像過去的歲月再也追不回；親人逝去就再也見不

到了，這告訴我們，「有孝爺哀，平時愛有實際行動較要緊」。

客語：肚屎枵咧。國語：我肚子餓了。

大埔腔： ngaiˇ du^  shi^  iau+ le+ 

海陸腔： ngai   duˊ shiˊ iauˋ leˋ

詔安腔： ngaiˋ shidˋ du^  iauˇ aˇ

饒平腔： ngai   duˋ iauˇ leˋ

四縣腔： ngaiˇ duˋ giˊ eˇ【eˊ】

摘錄自客家委員會出版之「好客100句」一書　

客語小教室諺語大家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