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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言傳承與扎根

區公立幼兒園全面推動，達 14 園（ 35

共44個家庭參與，透過多元化課程促使

班）客語示範幼兒園，預計受益學生達

代間交談，讓客語學習深入家庭，推行

815人。

成效良好。另為打造本市客語溝通無障

地，約有 10 萬客家人居住在本市山城

本會於東勢、石岡、新社、豐原等

地區，亦是全國大埔客家語系最集中的

區推動「客語示範幼兒園」計畫，106

地區，有其相當之地域特殊性。鑑此，

年推展至國小附設幼兒園，共6園（19

透過師資培訓計畫及沉浸式教學

礙環境，近3年開辦37班客語能力認證

本會戮力於本市推動客語保存與扎根政

班）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受益學生

兩大方向，將客語教學融入課程中，提

輔導班，鼓勵民眾、公教人員參加客語

策，運籌帷幄全面推動客家語言復甦與

計有 524 人。 107 年底於東勢及石岡兩

升幼兒之客語教育環境。為建立優良

能力認證，提高通過認證比率，促進客

客語師資，本會104 年至 106 年共辦理

語重返公共領域。

18場師資培訓、28場客語認證班及10

另，本會補助客語薪傳師到校開

場客語教材開發工作坊，受惠教師計有

辦客語傳習課程， 104 年開辦 112 班、

1,430人次；並透過課程安排，輔導幼

受益學生數 3,924 人； 105 年開辦 138

教人員通過客語能力認證，並輔以幼兒

班、受益學生數 4,501 人； 106 年開辦

雙語教學專業課程。

112班、受益學生數4,078人。

為挽救客語嚴重流失之情形， 3 年

本會106年以「臺中好客家」為願

來鼓勵學校申辦客家活動含客家語言、

景，向中央提報「臺中市政府二年期客

歌謠、文化等課程，讓本市學生有發揮

家整體發展計畫」脫穎而出，獲全國第

的舞臺，達到客語傳承及歌謠傳唱目

二名佳績，以創新客家語言與文化價

的，共吸引參與人次高達6,000人次。

值，帶動大臺中客語學習風潮。

106 年首次辦理 6 班親子共學班，

「伯公照護站」揭牌典禮

C 級 長照 站 + 社區 關懷 據 點 功 能 + 客 家 文 化 及 醫 療 服 務 加 值

為照顧客庄銀髮族，落實蔡英文總

這些客庄地區所獲得的

統「建構客庄伯公醫療行動網」、「推

醫療及照護資源卻相對

動夥房銀髮照顧中心」客家政策，客家

缺乏，部分客庄甚至沒

委員會偕同衛生福利部及各縣市政府共

有藥局或醫師照護，成

同規劃設有客語照護環境的「伯公照護

為「無醫鄉」，這顯示

站」，並於1月29日由陳副總統建仁親

解決客庄地區老人照護

臨臺中市東勢區信義傳道會長青快樂學

及醫療的問題已迫在眉

堂，除臺中市政府外，並聯合其他 7 縣

睫。所以自蔡總統上任後即指示客家委

2.0 政策的 C 級長照站，並加值客語照

人送藥到點及行動醫療健康諮詢等醫療

市政府同步舉辦視訊揭牌典禮，共同宣

員會設置符合在地客庄的照護服務，並

護服務與送藥到點及行動醫療等之醫療

加值服務，截至目前已有15個照護站有

示政府營造客庄地區能說、能懂、能解

強化導入客語環境，讓照服人員能夠提

加值。客庄銀髮族可以在照護站中感受

送藥到點，並有2處有行動醫療的服務。

煩憂之照護環境的決心。

供客語溝通，可以更清楚、快速了解阿

到客語環境布置、親切客語照服人員的

李主委並提到，未來客委會仍將秉

公、阿婆的病症及需求，讓客家長輩獲

問候，並參與客家健康促進活動，如客

持服務所有客家鄉親的職責，廣募客庄青

得最充分的醫療與幫助。

家料理手作課程、客語歌謠班等活動，

年或二度就業者投入照服員行列，落實

陳副總統首先表示，臺灣已邁入高
齡化社會，尤其客庄地區因少子化與人

▲陳副總統主持「伯公照護站」揭牌典禮

▲長官貴賓與長者大合照

口外移，全臺 70 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客委會李永得主委也表示，自106

客委會所期望的，就是藉由營造溫馨的

客語環境建構與客語照護服務，並持續

區中，就有52個鄉鎮市區的高齡人口比

年11月起開辦「伯公照護站」至今，全

客家氛圍，並以客家伙房概念，把「伯

協調與整合相關資源，廣設客庄地區長

例高於全國平均值的13.2%，其中苗栗

臺已有8個縣市17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公照護站」化身為客庄長輩的健康守護

照站，使客庄銀髮族得以開心地在溫馨

縣獅潭鄉及新竹縣峨眉鄉更是平均每 4

區共成立35個「伯公照護站」，每個照

神。此外，為使偏鄉的客庄地區也可享

且具客家風格的環境中生活，年輕人亦

人中，就有1位是65歲以上的老人，但

護站均建構於衛生福利部長照十年計畫

有專業的醫療照護，亦結合藥局提供專

可快樂相伴，共同攜手打造樂活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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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浪漫台三線南口

「東勢後生添手團」
駐地工作站成立

東勢客庄後生添手團駐地工作站，
在東勢區本街成立，於 2 月 26 日舉辦揭

文藝復興，形塑慢遊、慢食、慢活的浪
漫據點。

牌開幕活動，由中央客委會楊長鎮副主

中央客家委員會表示，依照總統

委偕同曾光宗教授、本會劉主委、市議

客家政見推動「國家級台三線客庄浪漫

員蔡成圭、蘇慶雲服務處代表、東勢區

大道」計畫，營造兼具故事性、景觀特

長徐佩玲及本會多位委員均共襄盛舉，

色及產業文化之客庄環境，協助青年返

氣氛熱鬧。

（留）鄉，促成客庄之永續發展，中央

中央客家委員會楊副主委表示，東

客委會透過補助台三線16鄉（鎮、市、

勢是浪漫台三線上很特殊的一個地方，

區）駐地工作站方式，了解在地居民

除了是客家傳統聚落以外，更是全國大

需求，結合當地社會人文脈絡、客家文

埔腔客家文化重鎮，也是全國花卉、水

史，凝聚社區發展共識，成立「後生添

果的盛產地區，所以我們在東勢山城不

手團」，並作為東勢客庄文化長期工作

只是硬體建設的加強，更是語言與文化

推動之基礎。
▲客委會楊長鎮副主委、本會劉主委及在地社團代表，共同為「東勢客庄後生添手團駐地工
作站」揭牌。

傳承等軟體建設重要的一個據點，尤其

「國家級台三線客庄浪漫大道」計

是在地文化認同與啟發，應朝向年輕一

畫得到市長林佳龍的大力支持推動，林

輩來主動發掘，由在地耆老陪伴輔導，

市長也責成市府團隊在山城打造「國家

人，「添手」，就是客家話「幫忙」，

活形態的政策新思路，活絡客庄文化及

做到文化傳承深耕，使浪漫台三線上的

級台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南口」意象，在

「後生添手團」的成立是希望找到年輕

產業經濟，方能打造台三線成為青年回

東勢規劃 5 大園區串連計畫，

的幫手，為東勢發想出新的未來，傳承

家的路，進而成為客家文化邁向世界舞

包括河濱公園、飲食花園、客

文化，轉化出新的思維。台中市山城地

台的起點。

家文化園區、實驗教育複合式

區是全國大埔腔客家人口最集中的區

本會劉主委表示，希望透過青年

園區、東勢林業文化園區等5大

域，也是本市少數幾個仍然以客語為生

進駐，由團隊安排產業創新培訓課程，

園區；再加上東勢街區及大茅

活語言的地區，其中又以東勢區為山城

青年發掘在地客庄故事，規劃深度旅遊

埔街區的改造計畫，將來東勢

客庄地區的重點區，多年的規劃與營

路線，與在地居民一起學習，讓在地的

區將會再造百年榮景。

造，已經讓東勢客庄初具歷史縱深的

工藝產業獲得新生，作為推廣客家產業

市府客委會表示，台中市

「萌芽期」，因此為了讓生活、文化、

與文化核心基地，讓台中山城地區成為

東勢後生添手團是本市第一個

生態、產業與觀光等面向能扎根於這塊

浪漫台三線南口，帶動客庄經濟發展，

成立的駐地工作站的示範區，

土地，仍須要透過深入的駐地工作，將

營造良好的就業環境，吸引更多青年返

「後生」，就是後輩、年青

東勢的在地動能活絡起來，運用創新生

鄉，投入地方發展建設。

▲客委會楊長鎮副主委蒞臨活動會場致詞

客語扎根展佳績
為推動本市客語整體發展，本會積

級客語認證， 22 人全數

極輔導各級機關、學校辦理客語能力認

通過，成績斐然。此次報

證相關研習，打造客語學習環境，藉由

考的文化志工中不乏白髮

研習課程推廣，營造「臺中好客家」氛

蒼蒼長者，秉持好學不倦

圍。 106 年度客語能力中級暨中高級認

的精神，打破年齡在學習

證全國共有 4,796 人報考， 2,465 人通

上的限制；在中高級認

過認證，通過率為 51.40% ，而本市以

證考試滿分300分中締造

石岡區通過率 62.86% 最為亮眼；本市

278.25 高分，成績優異

最年長通過者 79 歲胡先生和最年幼者

亮眼，充分展現客家人硬

10歲鄧同學，皆來自於東勢區，不論老

頸精神。

少皆一同參與客語認證，為客語成為生

本會劉主委表示，

▲本會劉主委、東新國小吳校長、劉市政顧問與應考學生合影

為鼓勵市民參加客語認證，今年凡臺

16日（星期日）辦理；中級暨中高級認

景，多方推展讓客語生活化，期許更多

為鼓勵本市市民踴躍報考客語認

中市民通過初級核發獎金 500 元、中級

證於 10 月 27 日（星期六）辦理，歡迎

民眾一起來學習客語，打造本市客語溝

證，劉主委以身作則帶領客委會文化志

1,000元、中高級2,000元。107年度客

有興趣民眾及早準備。

通無障礙環境，進而永續傳承客語及客

工一同報考，文化志工共22人報考中高

語初級認證於 9 月 8 日（星期六）、 9 月

活化語言而努力。

客家知識小百科

市府戮力推動以「臺中好客家」願

家文化。

新丁粄
過往歲月裡，每逢元
宵節家家戶戶為慶祝娶媳
婦或生兒子，都自家用糯
米做粄（紅龜粿），名之
為「新丁粄」，做好後專
程先送到地方廟宇謝神，
然後和鄰里分享新丁粄，

▲新丁粄

成為喜慶共享的溫馨傳統，後來則發展出依村里各自的廟宇成立委員會
負責管理運作，並以會員制為主要型態的「新丁粄比賽」，這項充滿鄉
土特色的民俗活動已有百年歷史。
▲學員認真聽課

客家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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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香隨影－新春客藝展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即將展開，本

林副市長依瑩表示，此次展覽展期橫

會特別結合花卉題材與客家文化，在東勢

跨農曆春節假期，能讓到東勢客家文化園

客家文化園區舉辦「花香隨影－新春客藝

區踏春的民眾都能夠欣賞客家藝文之美，

展」，展期自 2 月 11 日起到 3 月 25 日，展

也期待客家藝文種子能在民眾心中生根發

出約50 幅書畫作品。透過活動擴大宣傳花

芽。

博，也讓民眾感受客家藝文之美。

本會劉主委表示，此次展覽邀請山城

開幕展茶會邀請陳銘儀等三位書畫家

書畫名家以花卉為題材，展出近50 幅書畫

現場揮毫，並邀請花藝老師展現插花藝術

作品，包括臺灣國花梅花等美麗花卉，希

的美與生命力；另外，還有茶師烹茶及音

望讓民眾不僅體驗客庄藝術人文風采，也

樂演奏，現場充滿古意盎然的優雅趣味。

認識花卉名稱，一起迎接花博盛事。

▲除了畫展外，也有茶師現場烹茶營造悠然氛圍。

▲花藝老師展現插花藝術的美與生命力

茶席品茗－花香茶語敍客情
本會於大年初三、初四（ 2 月 18 、 19

越來越淡薄，但是來到東勢客庄卻還保有濃

日）在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初五、初六

厚年味，實屬難得，也特別開心，臺中山城

（2月20日、21日）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舉

客庄人情味濃厚，水質好泡出的茶特別香

辦「茶席品茗－茶語花香敍客情」活動，現

甜，歡迎全國各地鄉親把握新春期間來山城

場邀請八位茶師以花為主題來布置不同的茶

客庄賞花、品茗。
本會劉主委表示，兩館新春期間無休，

旋律伴奏下，讓民眾細細品味茶香，感受客

乃在提供民眾闔家一起出遊賞景多一處選

庄新春熱鬧的場景。

擇，一連四天辦理的
茶席品茗活動，每位

問劉坤增、本會委員魏坤文、謝美珍和南

茶師以不同主題布

區南門里長邱鴻章等貴賓到現場和民眾一

置，並配合音樂的

起品茗、欣賞園區盛開的緋寒櫻，妝點滿

演出，藉此讓大家

園的繽紛。

對客家飲茶文化藝

林副市長以客家話親切地與民眾拜年，
並代表市長林佳龍發送喜迎來富紅包予民
眾，林副市長表示，工商社會對年節的重視

愛護鄉里 急公好義

好客人物

劉章職

劉章職生於 1795 年，為石岡土牛莊人，劉啟東次子。劉啟東祖籍為
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年輕時就來到台灣，刻苦耐勞當碼頭工人，後來創
業開店鋪，經營有道，事業越做越大，因為人誠懇正直，深受地方人士敬
重，尊稱為阿東叔，對石岡和東勢一帶的開發工作貢獻很大，並在土牛、
梅子先後建了五個大伙房，是石岡地區具名望的大家族。
劉章職承襲乃父之風，熱心地方公益事業，道光年間考取貢生，學識
淵博，曾被任命為彰化縣樸仔堡總理，管轄現在東勢、新社、石岡及和平

席，並在二胡、大提琴及小提琴思古幽情的

林副市長依瑩、本會劉主委、市政顧

▲林副市長依瑩蒞臨新春客藝展，欣賞書畫作品。

等地。早期東勢伐木製材的工作十分繁榮，木匠所住的草寮形成一條街，
就叫「匠寮街」，並建有祀奉木匠祖師的巧聖先師廟。到了1833年（道光

13年），劉章職見大廟年久失修，便登高一呼，聯合幾位地方仕紳拋磚引
玉，發起重建，其中以劉章職捐款最多、出力最大，愛護鄉里之心，可見
一斑。
另一則劉章職令人津津樂道的故事是，當時東勢與石岡之間無橋樑，
往返需靠船隻渡過大甲溪，然而交通權控制在土豪劣紳手上，常常對乘客
勒索銀兩，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道光13年，石岡有18位少女，相約到東

術多一層的體驗，
並愛上臺中山城慢 ▲年
節到東勢走春
品茗
食、慢活的客庄！
是一場饗宴

勢看戲，渡船時遭船伕調戲，眾人驚慌失措，因不願被欺，18人全數跳河
自盡，震驚地方，更因此一悲劇，幾乎發生械鬥衝突。
時任總理的劉章職立即出面調解，除嚴懲闖禍的船伕外，亦深思如何
幫助行旅商民安全渡溪。鑑此，他向地方仕紳勸募，成立「義渡會」，以

2,300多銀圓購得十多甲水田，並將每年租穀收入當作義渡經費，雇用船
伕12人，免費搭載過河的人。名聲很快就傳開，彰化縣官府得知此事，特
別贈送「仗義卹鄰」木匾，至今仍掛在土牛劉家祖祠。
劉章職的墓園座落在梅子村豐
勢路邊，曾於1931年重修，墓前有
東勢義渡會捐石建造的牌坊，雕刻
「仗義卹鄰」和「正直好義」二塊
石雕，其急公好義的故事，至今仍
流傳於民間而不歇。
▲劉章職古墓
▲林副市長依瑩親臨會場品茗與鄉親拜年

諺語大家讀

客語小教室

多牛踏無糞，多人難平分。

國語：不要吃太多！

寓意：

客語：莫食忒多！

牛隻多則無法耕田做事，人多則意見紛擾無法均分事物，

人難平分。（這件事這麼多人搶著做，結果沒辦成功，真是人

shidˋ ted^ do+！
海陸腔：mogˋ shidˋ tedˋ doˋ！
詔安腔：mai^ shiedˋ tedˋ dooˇ！
饒平腔：mog shed tedˋ doˇ！
四縣腔：mog siid tedˋ doˊ！

多事難成。）

摘錄自客家委員會出版之「好客100句」一書

比喻人多導致效率低落，事難辦成。亦可說，辦一件事，需
責任分配明確，並有制度保證，如果兩者均無，人多反而辦
不成事，近似華語「三個和尚沒水喝」。
例句：

這件事恁多人搶等做，結果無辦成，真係多牛踏無糞，多

大埔腔：mogˋ

4 繽紛客庄

客家祭祖習俗面面觀
客家族群世代延襲「聚族而居」

同時，客家家族普遍有共同祭祖的

祠堂祭祖，是指居住在伙房裡的

的生活模式，自大陸原鄉移民到台灣

習俗，慎終追遠的觀念已深植客家子弟

子孫，日常在自家祠堂燒香點火的祭

也仍然傳承如此習慣，因此，台灣大

的腦海中。客家家族每年定期舉辦全族

祖行為，也包括傳統民俗節日的祭祖

多數多護龍多院落的大規模老伙房皆

共同祭祖，是客家族群共有的傳統，方

行為。過去，子孫在民俗節日各自準

屬客家籍，即因「聚族而居」而來，

式有祠堂祭祖、掛紙祭祖與婚喪喜慶祭

備供品，回到祠堂祭拜歷代祖先。晚

例如彰化社頭「團圓堂」劉屋及台南

祖之分，目的在藉由祭祖而聚合族親聯

近由於社會變遷，青壯子弟普遍外出

楠西鹿陶洋江屋等。

繫親情，避免血親失聯而日久疏離。

營生，老伙房的祠堂祭祖事宜，逐漸

▲祭祖時豐富的供品

所謂婚喪喜慶祭祖，是家族娶媳

交由年長族親承擔。

婦、嫁女兒、出丁、生孫、功名及第

掛紙祭祖是清明期間在歷代祖先墳
塋的祭拜行為，以聚合整個家族派下祭

及長輩往生等，由該家族代表人前往
祠堂向祖先稟報的祭拜行為。

祖為原則，主要對象是「來台祖」。祭

客家家族與閩南一樣，於世代傳

祖日期通常為清明節，或自行訂定有紀

承時有兄弟分家的傳統，但是，客家家

念性的日期等，一年之中的祭祖以掛紙

族自古就有全族聚居在同一座伙房的習

祭祖最隆重也最具規模。

慣，因此早期大部份的客家家族即使兄

如果是子孫興旺的大家族，除了所

弟分家，也並未分居。在當時民亂頻仍

有派下子孫每年需回祖祠祭拜位居「大

的環境中，聚居在一起能維持共同祭祖

公嘗」地位的來台祖，各派下子孫有另

的傳統，並團結血親之力抵禦外敵，與

建小公嘗者，則自行舉辦祭祖；此外，

閩南家族「一人一家代，公媽隨人栽」

少數家族是以「長山祖」、「開閩始

大異其趣。

祖」或「開粵始祖」等作為祭祀對象。
▲客家共同祭祖的習俗淵遠流長

預 告

107年度小學客家講古比賽活動預告

走過921 石岡土牛劉屋老屋家浴火重生
臺中市的客家族群以清朝康熙時期來自

基先生大力奔走爭取經費及劉氏族親之合

當時廣東潮州府大埔縣的客家為主流，大埔

作努力，將地震中全毀之劉屋「老屋家」

活動，訂於5月16日（客家重點發展區場次）與5月23日（非客家重點

客大致分布在臺中市的東勢、石岡、新社、

在原址依原貌重建竣工，並與政府相關部

發展區場次）舉行，計2場次比賽。

和平等地區，此外，所謂「山海屯」地區另

門約定，自民國 95 年 9 月 5 日起，將重建竣

比賽日期：

有四縣、饒平、詔安等客家鄉親之分布。

工之劉屋「老屋家」伙房提供作為「土牛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為鼓勵本市小學學童對客語認同感，
振興客家傳統文化，讓客語向下扎根，辦理107年度小學客家講古比賽

東勢國小：5月16日（三）下午1時40分

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客家文化館」的前

進德國小：5月23日（三）下午1時40分

身，是石岡區土牛里劉氏「元龍公」的後

劉屋「老屋家」至今仍傳承並運作其先

比賽地點：

裔—來臺第三世劉氏「文進公」在清朝嘉慶

祖遺留之客家「嘗會」組織作為家族掛紙祭

東勢國小（臺中市東勢區廣興里第五橫街1號）

年間建立的劉屋「老屋家」伙房。劉氏元龍

祖之基金，劉屋來臺祖「元龍婆」之「美人

公在康熙 50 年（西元 1711 年）來臺，傳至

照鏡」及文進公之「雄牛鬥崁」兩門風水是

第三世劉氏文進公發跡致富，文進公派下有

有名的風水寶地，「老屋家」後裔世代遵守

四房後裔，當時包括「老屋家」在內，共在

祖先遺訓，每逢「春分」共同掛紙祭祖，彰

（三）每組第三名：500元獎金（每組3人），獎狀一紙。

石岡地區興建 5 座伙房，但已在 921 地震中

顯客家早年「聚族而居，共同祭祖」慎終追

＊以上每組報名人數10人以下者，則第二名及第三名僅錄取1名。

全毀。

遠團結族親之美德。

進德國小（臺中市東區東勢里進化路135號）
獎勵方式：
（一）每組第一名：1,000元獎金（每組1人），獎狀一紙。
（二）每組第二名：600元獎金（每組2人），獎狀一紙。

客家文化館」 55 年，現由本會管理。

後經文進公派下、前石岡鄉鄉長劉宏

（四）優等獎：每組報名人數20人以上得增優等2名各300元獎金，獎
狀一紙。
（五）優良獎：第一名至優等獎後增加優良獎項，取至每組報名人數之
三分之一且分數達80 分以上者，得獎者可獲獎狀一紙及精美紀
念品乙份。
（六）指導獎：得獎者（第一名至優等獎）指導老師1名各獎狀一紙。
聯絡方式：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承辦人邱淑華
電話：04-22289111#52109

▲劉屋「老屋家」一景

苦中蘊含好滋味—苦瓜鹹蛋

客家順口溜裡這麼說：「三兩豬肉四兩鹽，皆
因沒菜正煮恁鹹。」；還有一說：「一人難合眾人
意，做人再好也要鹹（嫌）。」客家菜的鹹，說來
還是根源於生活的艱苦。把苦瓜和鹹蛋配在一起下
飯，堪稱絕配。在帶著敬意、驕傲與不忍的會心微
笑中，或許多少體會了先人當年建立家園，作農打
拼的艱辛。其實苦瓜與鹹蛋同炒，十分神奇，苦味
幾乎全消，反而更襯托出蛋黃的鮮美。

苦瓜鹹蛋

▲

客家
美食

選購苦瓜時，以色澤較
白，顆粒較大者為佳。苦瓜
在炒之前，可以在滾水中川燙
一兩分鐘去苦味。不怕苦味者，甚
至可以將苦瓜拿來油炸，不僅維持了苦味，還製造
了一股油潤的香氣。熟鹹蛋可用一或二個，視個人
喜好調配。因為鹹蛋已很鹹，用鹽需酌量使用。

1 苦瓜洗淨，對半剖開，去仔，切片。熟鹹蛋剝殼，切成小丁。蔥、蒜頭、紅辣椒均切末備用。
2 起油鍋，炒軟苦瓜後取出。
3 再起油鍋，炒香蔥花、蒜末、辣椒末，再加入熟鹹蛋丁，拌炒數下，最後放進炒軟的苦瓜及鹽，拌炒均勻即可。

性平專區

重男輕女不應該

客語：
拼音：chung+ namˇ kiang+ ng^ bud^ rhinˋgoi+，
國語：重男輕女不應該

男女平等最現代

客語：
拼音：namˇng^ pinˇden^ zuiˋhienˋ toiˋ。
國語：男女平等最現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