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已經連續

兩年獲中央客家委員會遴選列入「客庄

12大節慶」，今年結合府內10個機關

共同舉辦，推出16項豐富多元的系列

活動，藉由活動來發揚魯班精神、提升

技職教育、促進經濟發展並保存傳統文

化，將東勢巧聖仙師廟的祭典提升為全

國性祭典活動，並打造臺中成為工匠城

市、工藝之都。

臺中是木業、漆藝到生活家具等創

意設計的發源地，而位於東勢客家聚落

的「巧聖仙師廟」是全臺唯一主祀魯班

公的開基祖廟，從乾隆40年由客家墾荒

先民供奉仙師令旗開始，至今已有240
餘年的歷史。

創意與美學  巧聖仙師文化祭

今年正值「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的舉辦，是臺中市的盛會，巧聖仙師文

化祭，市府辦理各系列活動如：創客嘉

年華、花藝農特產展售會、巧聖仙師遶

境祈福活動、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

獎選拔、客家建築文化與產業巡禮等也

都融入花博的元素，在活動中呈現臺中

市各種工匠技藝的創意設計。

5月20日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的

「木藝大師現場創作暨閩客大匯獅展」

暖場活動，邀請東勢在地木藝大師於活

動現場進行兩週的創作展演，有傳統客

家獅頭雕刻、具客家意象之木藝雕刻創

作、傢俱仿古創作表演及客家生活農耕

器具等竹編表演外，勞工局5月26日至

27日舉辦的「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

獎選拔」11項職類，除木作、泥作、木

雕、營建、漆工藝、漆作裝潢、造園景

觀、花藝外，今年新增加裝潢木工、服

裝創作及櫥窗設計類，擴大技職教育推

廣層面；並在造園景觀職類選拔出具專

業技藝並有保存與傳承之最高殊榮「巧

藝大師」1名，頒發榮譽獎金50萬元。

5/29 創客嘉年華  呈現各校特色

教育局於5月29日在東勢高工舉辦

「創客嘉年華」活動，以創客為主題，

透過探索及實作，並邀請本市國中學

生參與，設計花博元素3D列印體驗活

動，讓學生動手做，培養學生創客素

養，讓參與學生瞭解拜師入門的儀式意

思，發揚工匠文化之聰穎、勤奮、誠

信、創新之巧聖仙師魯班精神。

客委會舉辦「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

漫大道南口（臺中市）產業意象Logo
設計競賽」活動，本競賽強調青年參

與之重要性，特別鼓勵本市國家級臺

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南口產業多利用這個

Logo設計，共同來推廣本市客庄特色

產業。

客委會於6月2日辦理「巧聖仙師

遶境祈福」活動，可以看到各式各樣魯

班工具模組，最特別的是現場展示超大

型約3噸的魯班工具－墨斗，這個墨斗

是在越南斥資200多萬元使用高級紅木

打造，而且動員12名師傅費時3個月製

作而成，非常的壯觀。

工匠城市
工藝之都

市府團隊推出創意活動

6月2日至3日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除了可以欣賞客家藝文表演活動外，6
月2日「客家金曲同樂晚會」特別邀請

客語金曲歌手團隊到東勢巧聖仙師廟廣

場帶來一場鬧熱的金曲饗宴，客委會、

農業局、原民會於也規劃客家特色商

品、花藝、原住民特色手工藝暨農特產

品展售會，另外原住民手工藝老師藉由

手工藝品，現場DIY教學與製作帶領民

眾認識原民傳統文化智慧。

民政局於6月3日依循古禮舉辦的

巧聖仙師魯班公2525週年聖誕祭典及

各分廟謁祖儀式，為全國首創最大型的

祭魯儀式。

經發局於 6 月 9 日至 1 0 日舉辦

「2018魯班創意設計節」，以木創

DIY園遊會為主題，規劃木製品生活應

用特展、木藝文創市集、親子DIY體驗

互動等精彩活動，透過情境體驗場域，

以木工DIY親子同樂方式，增進民眾對

木藝產業發展的知識與樂趣；並於6月
21日舉辦WING產官學研策略論壇，

以亞洲木製家具產業之發展、魯班公職

人分享，以及臺灣智慧木工機械發展策

略等主題進行趨勢對談。

傳承、新創  齊聚一堂

客委會也委託國寶大師黃海岱老先

生的長孫，得過薪傳獎的黃文郎先生所

主持的「五洲園掌中劇團」，特別為活

動編了一部「魯班公傳奇布袋戲」，於

6月16日晚上在全世界最大的龍井巧聖

先師廟演出。

文化局也特別在「2018臺灣設計

展」規劃與花博相關之主題性展覽內

容呈現臺中木漆藝產業傑出創意設計

能量，在葫蘆墩文化中心辦理2018臺
灣設計展－木漆藝特展、木漆藝文創市

集、系列DIY手作及短期研習班、交流

研討會等，發揚魯班公精神，提升技職

教育，提升在地產業創意發展及地方特

色文化。

臺中是創意生活首都，市民的

創意源源不絕。而「文化是城市的靈

魂、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傳統東

方社會士農工商「萬般皆下品、唯有

讀書高」的觀念下，匠師文化逐漸邊

緣化，市府希望透過對匠師文化的尊

敬，從教育傳承下一代從事工藝匠師

的倫理、敬業的價值觀，展現實用主

義的價值，推動在地客家文化深耕，

形塑浪漫臺三線活力與魅力。

▲2018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盛大登場

2018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2018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

▲ 巧聖仙師2525週年誕辰，市長率各祭官合影。 ▲ 巧聖仙師文化祭結合創客精神，市長鼓勵學生

動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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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大臺中客家文化資源，豐

富客家人文內涵，發揚先人開拓大臺

中的精神，建立客家文庫，自105年
逐年出版客家文化專書，作為客家文

化保存及推廣。本會於105年出版三

本客家文庫專書《邱東瀛、邱和珍父

女詩集》、《胡東海詩集》及《大臺

中客家人足跡》；106年出版《對聯

文化與客家生活》及《臺中三山國

王廟的跫音》，並將專書發送本市機

關學校、圖書館等，供民眾閱覽，並

將專書成果納入臺中學數位典藏資料

庫，顯揚大臺中地區客家文化豐富底

蘊，促進本市多元文化發展。

本會製作臺中市客家藝文電視專

輯，分別於105年製作8集「客家文化

口述歷史數位典藏專輯」紀錄片，並於

106年轉製成4集「臺中市客家數位典

藏電視專輯」；另製作電視專輯《以山

為證，東勢樟腦產業之歌》，且於本市

各公用頻道播放；希冀藉由大眾媒體讓

民眾認識在地客家文化，並以見證深根

大臺中客家文化與打造客家生活環境而

努力。為保存大臺中地區珍貴客家資

源，結合田野調查與社會資源，利用現

代科技技術保存、記錄臺中地區耆老客

庄經驗，製錄光碟影音紀實，使客家文

化資產能永續傳存。

為強化臺中客家學術交流能量，

厚植客家知識體系，本會自104年起每

年辦理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104年辦

理「2015大埔客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105年辦理「2016臺中客家文

化學術研討會」、106年辦理「2017
年臺中客家傳統民俗與工藝文化學術研

討會」，探討客家族群(含福佬客)各類

主題，如族群、歷史遷徙、工藝、語言

文化、文創產業、社區營造、民俗信

仰、節慶等內容，參與民眾近1,000人
次，對臺中客家文化進行深度及廣度的

探討，深耕本市客家學術文化研究之基

石，並作為市政推動客家事務之方向及

基礎。

出版、影音、研討會

本會致力於客家文化保存與推廣

本會於107年6月8日舉辦臺中市客語示範幼兒

園聯合成果發表會，安排6所示範幼兒園客家歌謠表

演、親子闖關活動並發表本市首製客語「臺中山城

小旅行」童書及電子書，呈現幼兒園以多面向主題

融入客語沉浸式教學三年來豐碩的成果。

《臺中山城小旅行》一套三冊，是臺中市第一

套由幼教現場老師親自策劃，根據東勢區、石岡區

及新社區在地特色景點設計的幼兒園繪本教材系列

套書，書中搭配大埔腔唸謠童詩；透過書中襪子娃

娃人偶漫步山城，更可利用互動式電子書，以生動

活潑的方式來認識在地大埔客家文化。 
客家委員會文化教育處孫于卿處長特地南下出

席活動，肯定臺中市在客語沉浸式教學的用心與努

力。期許市府在推動沉浸式教學的同時，亦強化親

子共學及提升友善客語環境，逐一實踐客語復甦的

目標。

本會劉主委表示，「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

客語示範幼兒園是市府重大政策，也是客語復甦的

重要基礎，在幼兒黃金時期建立語言根基，有利於

未來對客家文化的認識與傳承。本市為延續幼童客

語學習軌跡，今年9月將新增8所東勢區國小附設幼

兒園擴大辦理為14園35班，更於東勢區及石岡區各

一所國小試辦客語教學計畫，賡續為臺中山城區打

造大埔客家文化復育基地。

臺中市客語示範幼兒園聯合成果發表會

▲本會自105年逐年出版客家文化專書

▲客委會孫處長與本會劉主委頒贈感謝狀給教材開發工作坊成員▲家長帶領幼童進行親子闖關活動，本會劉主委也一同參與。

謝道隆（1852—1915），幼名長

聰，字頌臣，又作頌丞，手束東堡田心

仔莊（今臺中市潭子區）人。祖籍廣東

潮州府大埔縣桃源村，清道光年間，

其祖先由廣東來臺經商致富，就落籍臺

灣。父親謝樹棠習岐黃之術，醫人無

數。

求學與開辦書院 杏壇流芳

謝道隆初從學於苗栗謝錫朋，後受

業於吳子光講學的文英書院，與筱雲山

莊呂家兄弟來往密切。光緒元年入臺灣

府學，16年在自家開「養閒軒」，傅錫

祺、張麗俊於此時受業門下。光緒20年
上楓樹腳（今大雅區上楓村）張泉源請

道隆為西席，遂於上楓村與員林村、社

南村交界的塔蓮溝畔設「學海軒」，張

書炳、張德林、張曉峰都是他的入門弟

子。

投筆從戎為故鄉　募集義軍 
丘逢甲與謝道隆為世表親，逢甲

以兄長事之，而逢甲的如夫人呂隋珠又

是道隆的表妹，因此丘、謝二人交誼深

厚。甲午戰爭爆發，丘逢甲組團練，募

誠信十營義軍，任義軍統領，並以道隆

為誠字正中營之首。

其後日軍登臺，臺灣民主國潰散

後，道隆攜妻子呂氏與長子春池隨丘逢

甲倉皇內渡，居鎮平，後輾轉回大埔桃

源故居。然而由於謀生不易，且父母之

墳在臺灣，於1896年自廣東返臺，於

葫蘆墩開泰和藥鋪以醫術濟人。其間日

本政府曾命擔任各項職位，但皆為道隆

所拒。

建造小東山別墅　以詩會友

謝道隆原本喜歡尋山問水，加上曾

招佃開發大坑一帶，因此就在大坑清濁

水口附近購地建造他理想的桃花源「小

東山別墅」。當別墅落成時道隆曾邀櫟

社詩友同赴盛會。由於地緣的關係，

加上師生之誼，晚年謝道隆與櫟社張麗

俊、傅錫祺等往來密切，其間亦曾參加

過幾次的詩會，其中與櫟社的靈魂人物

林癡仙更是忘年之交。作品《小東山詩

存》記錄謝道隆生平詩友交往與他放逸

的情懷。

壯志未酬與詩相伴　一生傳奇

謝道隆素饒兵略，頗有任俠的性

格，時人多稱許他在乙未之役投筆從戎

的壯氣凌雲。乙未後以醫藥濟世，建小

東山別墅抒情寄懷，但仍憂國憂民，臨

終彌留之際，再三叮嚀「倘河山還我，

必家祭以告」，諸如種種事蹟，讓謝道

隆不論是在櫟社諸子或世人的心目中，

留下崇高的地位。

文字摘自《桃源古今文萃》編著者：陳興武

一身戎馬的詩人  謝道隆客家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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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小教室諺語大家讀
草肚毋會餓死蛇

寓意： 人擁有生活技能，只要肯努力，不必愁會餓死活不下去。

例句： 「草肚毋會餓死蛇」，想愛賺加兜仔錢，就要多煞猛，終就能

成功咧！（人只要努力就不愁活不下去，想多賺點錢，就要多

努力，最後就會成功了！）

國語：騎機車要戴安全帽。

客語：騎機車愛戴安全帽。

大埔腔：kiˇ o+ doˋ baiˋ oi+ daiˋ on+ cionˇ moˋ。
海陸腔：ki o do baiˋ oiˇ daiˇ onˋ cion mo+ er。
詔安腔：kiˋ giˇ chaˇ oi^ doi^ onˇ cienˋ hm。
饒平腔：ki giˇ chaˇ oiˋ daiˋ onˇ cion muˊ 。
四縣腔：kiˇ oˇ do baiˋ oi dai onˊ qionˇ mo。
摘錄自客家委員會出版之「好客100句」一書　

臺中市2018客家桐花祭
臺中市2018桐花祭結合年

底花博盛會，將活動集中至外埔

區舉辦，於107年5月6日在外埔

百年公婆樹下舉行「愛戀桐花」

開幕式，市長林佳龍也到場同

樂，12對夫妻在樹下分享自身

的幸福故事，其中，莊豐銘及楊

惠涵夫婦是105年接受市長證婚

「桐花馬車婚禮」的男女主角，

再度接受市長祝福，深具意義。

林佳龍市長表示，臺中有

兩成客家人口，是重要的文化之

一，桐花是五月雪，今年桐花祭

融入花博，選在外埔舉辦，希望

能讓市民提前聆聽花開的聲音。

市長進一步說，花博外埔展

區結合農業創新技術，展現花博

生產、生態、生活核心精神，也

希望建設與技術能夠留下，在後

花博時期讓青年農民也能耕作，

使在地農特產、客家文化一起被

看見。

本會劉宏基主委表示，今年

臺中市2018客家桐花祭活動，

特別集中資源在外埔區舉辦，主

要是希望桐花祭結合花博，因

此，外埔桐花步道旁也設有展

區，為花博暖身。此外參與桐花

步道健行的民眾也可以到以花博

吉祥物為主題的「彩繪稻田」拍

照，提前感受花博的氣氛。

臺中市2018桐花祭除了公

婆樹下桐花愛戀儀式外，還有

桐花步道健行、桐花客家藝文饗

宴、藝術特色商品及客庄農特產

品展示，讓民眾感受藝文及大自

然洗禮，活動現場熱鬧非凡。

為傳承客家文化，藉以瞭解客家

技藝之內涵、美學及傳統精神，本會

於6月9日至7月28日辦理客家藍染初

階班、6月10日至8月12日辦理客家花

布縫紉初階班，深獲學員好評。

藍染班的學員從學習染色、製

圖、排版、剪裁、手縫等技術，將簡

單的白布製作成精美藍染作品。在湯

文君老師團隊的引領下，每次上課時

都能看見學員的專注與認真，透過實

作，熟練技藝；每件作品都散發出獨

一無二的光芒與手作品的溫暖。

花布縫紉班的課程則由賴美麗

老師以深入淺出的拼布歷史介紹為開

端，並藉著手工技藝與巧思，學員做

出復古雅趣的口金包、實用的花卉手

提袋、優雅的折花公事包，讓傳統技

藝結合時尚品味，妝點生活。

客家藍染進階班及客家花布縫紉

進階班將會在8月初開課，詳情請至臺

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網站查詢。

（https://www.hakka.taichung.gov.
tw）

107年客家文化學堂

▲12對夫妻見證百年公婆樹牽紅線神蹟

臺中市客委會國樂團6月9日於豐原

區原議政大樓前廣場舉辦「2018臺中客

家國樂音樂會巡演活動」，音樂會當天

除本會國樂團帶來多首悅耳動聽的客家

樂曲之外，更邀請客家美聲廖淑玲老師

傳唱優美的客家歌謠，整場演出時而磅

礡、時而溫柔的樂聲，展現國樂的不同

風貌，透過音樂發揚客家文化，吸引約

800位鄉親一同共襄盛舉。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在今

年11月3日到明年4月24日開展，本次

國樂團巡演活動也配合花博，在10首演

出曲目裡面安排了5首跟「花」有關的

曲子呼應花博的活動。希望在花博展覽

期間，民眾可以到各展館欣賞市政府花

了許多時間籌備的「2018臺中世界花卉

博覽會」。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國樂團

2018年的巡演活動，接下來還有3場音

樂會分別是9月15日在東勢客家文化園

區、9月29日在葫蘆墩文化中心以及11
月17日在新社花海，也邀請各位鄉親前

往參加、給予本會鼓勵與支持。

好客的音符「2018臺中客家國樂音樂
會巡演活動」展現國樂不同風貌

▲健行活動行經花博吉祥物彩繪稻田

愛戀的甜蜜滋味




▲本會國樂團演出，獲得好評。▲客家花布縫紉初階班學員上課實作▲客家藍染初階班老師示範藍染技法



摘錄自苗栗縣文化局出版之「戀戀客家味」一書

材料：水蕨1斤、福菜2瓣（梅乾菜1兩）、雞蛋1個、鹽少許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12週年館慶活動
為歡慶土牛客家文化館12週年館

慶，本會於7月8日在土牛客家文化館舉

辦慶祝活動，現場精湛客家藝文表演、

曉邨亭揭牌、地面書法揮毫體驗、闖關

遊戲等，並串聯石岡區公所東豐綠廊支

線及文化館周邊改善工程竣工所舉辦的

鐵馬行活動，吸引眾多市民熱情參與，

場面溫馨熱鬧！

12週年館慶活動各界共襄盛舉，客

家藝文團隊與幼兒園逗趣可愛演出、石

岡國中大鼓表演鑼鼓喧天、親子共同拿

著大毛筆在地面書法揮毫與客家俚諺語

闖關遊戲等，現場歡笑聲洋溢；除此之

外，為因應2018臺中花博，以「花」

為主題DIY面具吸引親子體驗同樂，讓

文化館充滿溫馨藝文氣息！

館慶活動貴賓雲集，市長林佳龍、

客家委員會副主委楊長鎮、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主任何金樑、本會劉主委、市政

顧問劉坤增、石岡區長高文生、石岡區

蕨類有上百種，能吃的只有七、八種，其中包括了水蕨、筆筒樹(山蕨樹)的心。往

昔山區有人將它視為當季青菜之一，他們口中的炒山青菜就是炒水蕨。水蕨過去在田邊的

灌溉溝渠邊，山邊或溪旁潮濕處，很容易摘取到，算是一種野菜；如今水蕨已有人工專業

的種植，供應市場所需。水蕨的頂端呈彎曲狀的嫩葉，摘下後可炒，也可涼拌。水蕨無論

是炒薑絲、炒福菜、梅乾菜，或是涼拌後撒上乾柴魚片與白芝麻，它那份天生的澀味，能

產生一份特殊的口感。

107年臺中市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麵包果節活動
活動時間：107年8月5日（日）上午9時至13時
活動地點：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土牛客家文化館百年麵包果樹結實纍纍，麵包

果將成熟囉！今年邀請喜歡料理的民眾，以親子共

同組隊報名參加創意麵包果料理比賽，名額有限，

有興趣民眾請即早準備喔！另外活動內容除邀請客

家學校社團歌舞演出外，並有客家童玩DIY，歡迎老

老嫩嫩共下來逗鬧熱！

Enjoy Hakka~客家童話音樂劇
活動時間：107年9月8日（六）下午2時至3時
活動地點：豐原區南陽國小活動中心

為讓客語學習以多元活潑的方式呈現，讓客家

文化能夠深入家庭與學校，促使新生代接觸與認識

客家語言與文化，本會邀請紙風車劇團展演兒童音

樂劇，希冀能讓更多的孩童與青年共同聆賞與了解

客家文化。

夏客電影Fun映趣
活動時間：107年9月21日（五）晚間

活動地點：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傳統將中秋節視為月圓人團圓之佳節，本活動適

逢中秋節前，亦是921地震滿20週年，舉辦「夏客

電影Fun映趣」活動，透過夏日電影欣賞，眾人齊聚

一堂，凝聚感情、攜手共渡浪漫秋夜！活動詳情請至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網站查詢（https://www.
hakka.taichung.gov.tw/）。

花漾音樂會～客家嘉年華
活動時間：107年9月29日（六）下午2時至5時30分
活動地點：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為了發揚客家文化，推廣客語，本次活動以

「花漾客家‧音樂」、「花漾客家‧市集」、「花

漾客家‧文化」為三大主軸，邀請本市客家社團、

在地社區、學校優秀團隊進行客家藝文表演，並規

劃豐富多元之創意市集，讓活動展現客家豐碩的人

文與藝術氣息。

預 告

1   水蕨摘取成段，洗淨，以加了白醋的開水川燙後取出，沖

冷水、瀝乾。福菜或梅乾菜洗淨，切碎。

2   起油鍋，先炒香福菜或梅乾菜，再加入水蕨及調味料，拌炒

均勻即可盛盤。

3   若不喜歡水蕨特殊的澀味，可以再炒好的水蕨中，打入一

個生雞蛋，吃的時候加以拌勻即可。

▲ 炒水蕨

拼音：namˇ ng^ do+ zhin+ guiˋ，pinˇ den^ zhang+ shiuˋ fuiˋ。
客語：男女都珍貴 平等正受惠
國語：男女都珍貴 平等才是對

性平專區

每年3~5月是油桐花開花的季

節，而一想到油桐花自然而然都

會想起客家人。桐花大都生長在

丘陵地區，不論在中國大陸還是

台灣，客家人都以油桐樹為經濟

作物，所以油桐樹與客家人的淵源深厚，而油桐花生命力強，也被用來描述性

格節儉、堅毅的客家人，融入臺灣本土在地的養分後，孕育出的美麗智慧。

油桐樹是臺灣重要的經濟作物，廣泛栽種在鄰近山林的客家地區。其中，

油桐子可以提煉桐油、油桐木則做為製作民生用品的基本材料。當時臺灣的物

質環境比較貧乏，油桐木所衍生的經濟價值，也成為許多客家人輔助家計的重

要來源，養活了許多客家鄉親，因此，客家族群對油桐、對山林、對自然有深

厚的情感和由衷的感恩。

油桐花客
家
知
識
小
百
科

▲

 油桐花

各里里長、農會總幹事與理事長、本市

各客家社團理事長等皆熱情到場；為了

歡慶土牛客家文化館12週年，玉山高

中副校長黃怡華特地致贈畫作予土牛館

館藏，市長亦回贈感謝狀感謝黃副校長

的用心。市長、中央客委會楊副主委等

貴賓亦共同為「曉邨亭」盛大揭牌，進

行地面書法啟用儀式，以毛筆在地面揮

毫「龍綻臺中客庄」、「臺中世界花

博」、「飛躍盛會城市」等，象徵客庄

藝文鋒芒綻放。

「來到土牛客家文化館有家的幸

福感！」市長致詞時感性地說土牛館

12年一路走來感謝許多人的貢獻，並

盛讚文化館的伙房再造即是客家硬頸精

神的展現，更說明上任後戮力推動巧聖

仙師文化祭、展現政府重視客家母語與

多元文化保存，非常感謝中央客委會的

支持，讓東豐綠廊支線土牛客家文化館

周邊改善工程竣工，讓景點串聯山城客

庄，也歡迎大家年底來臺中參加花博、

暢遊體驗臺三線風情，感受花園城市與

盛會城市的美。中央客委會楊副主委表

示，客庄十二大節慶臺中巧聖先師文化

祭充分展現技職教育價值觀，中央客委

會感謝鄉親的貢獻，凝聚力量展現921
客家精神，也感謝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

委員會對於客家事務的推動。

東豐綠廊支線土牛客家文化館周邊

改善工程完工，讓東豐綠廊自行車騎踏

踩點有更多的選擇，本次工程特色是結

合臺中世界花博及融入浪漫臺三線的規

劃，整個園區煥然一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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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與人文風采。

▲市長、中央客委會副主委楊長鎮及本會劉主委在地面書法廣場揮毫

▲  玉山高中副校長黃怡華致贈畫作

予土牛客家文化館

土牛客家文化館沿革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原為石岡劉家伙房，劉家

伙房本來是石岡、東勢一帶頗具規模的建築群，子

孫繁多，是當地望族之一。

921大地震之後，劉家伙房嚴重受損，經本會

主委劉宏基等劉家子孫四處奔走、請命，爭取經費

讓劉家伙房原地重建，現在成為土牛客家文化館，

透過平面及多媒體展示，期許客家文化發揚光大。

繽紛客庄4

來自山中的珍寶－炒水蕨客家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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