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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 客家事務首長交流會議　聚焦客語發展與文物保存
▇ 2019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　怦然起鼓
▇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熱鬧歡慶13周年
▇ 客語薪傳師座談會　煞猛來打拚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廣告

聚焦客語發展與文物保存客家事務首長交流會議
全國客家事務首長齊聚，匯集前進的能量。

本會主委江俊龍分享臺中市客家事務施政成果

孩童以繽紛的演出，宣告中市客家桐花祭登場。

江主委（中）鼓勵民眾一起騎鐵馬、賞桐花，低碳旅遊客庄。

1好客動態

春夏之際，正當繁茂的綠意攀

上枝頭時，大地也悄悄降下靄靄的

桐花雪，淨白的花瓣是客家先人的

堅毅風骨，桃紅的花蕊則綻放出今

人對桐花祭的悠然神往。

臺中市 2019客家桐花祭於 4
月 20日安排民眾從「東豐綠色走
廊」豐原端騎單車進山城客庄「東

「先有客家話才有客家文化！」會

議上，中央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永得

一語道破客家文化發展的關鍵，客語振

興了，客家人的存在方顯意義，否則將

如失根的桐樹，難以汲取文化養分，他

期盼地方和中央攜手合作，由臺中在內

的各縣市政府、公所及學校齊心來推廣

客語；進一步還要推動「客庄創生」，

發展地方產業觀光，吸引年輕人返鄉奉

獻所長。

中央地方聚一堂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為促進全國客家

事務發展，4月 22日在臺中召開地方

客家事務首長交流會議，深化中央與各

縣市客家事務單位聯繫以及首長之間交

流，希望藉此強化中央與地方的連結，

讓客家文化推廣更能發揮成效。

這場會議由中央客委會主委李永

得、市府客委員會主委江俊龍及全國各

客家事務專責機關首長揭開序幕，加上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區長、里長及臺中

在地客家社團負責人等，共約 300人齊
聚一堂。

客語復甦　迫在眉睫

會議以客家語言發展及客家文物保

臺中客家桐花祭 鐵馬遊客庄

存為主題，並就客家事務議題及施政成

果分享交流。市府客委會表示，客語保

存的處境岌岌可危，市府致力推動客家

事務，期能加速客語復甦，重拾與振興

客家語言文化及客家文物

保存，讓全國各界看見

與聽見客家語言與文化之

美，實現「臺中好客家」

願景。

此外，客家文化敬仰

天地、尊重自然生態，與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人

與自然共生」的核心價值

相互呼應，為把握花博閉

幕前的時光，這次會議也安排客家事務首

長們參觀花博，感受花博永續發展的宗旨，

期盼客家文化同樣能流傳下去。

勢客家文化園區」，鼓勵低碳旅遊、親

近自然，沿途並可欣賞美麗桐花，徜徉

於自然美景之中。

臺中賞桐景點多　美景處處

本會主委江俊龍表示，目前臺中

較有名氣的賞桐景點在外埔區永豐里六

分路的「水流東桐花步道」、太平區頭

汴坑「茅埔仙女瀑布」、后里區「鳳

凰山步道」、新社區「沐心泉休閒農

場」、「東勢林場」以及「東勢客家

文化園區」，歡迎民眾前來欣賞絢麗

桐花。

中央客委會副主委楊長鎮指出，

政府推動客家桐花祭是希望透過油桐

樹的韌性，感念客家族群開山打林的

精神及毅力，也展現人與大自然和平

共處的環保意識。

當日活動除了安排騎鐵馬，也規

劃客家藝文表演及客語教學活動，希

望透過活動推廣客家語言，並宣揚客

家族群豐富多樣的文化。

客家人與桐花的美麗關係

每年到了四、五月，循著臺 3線、
北二高，片片白雪點綴山頭的景象不

時映現眼前，而這些油桐樹，往往又

能在鄰近山林的客家地區覓得芳蹤。

原來，滿山遍野的油桐樹，主要於日

治時期大量引進，除提煉桐油外，還能用

來製作火柴、家具、木屐、油漆等生活用

品，曾是客家人早年重要的經濟作物，養

活了許多客家鄉親。

隨著時代更迭、產業變遷，其經濟價

值已不若以往，然生命力強悍的油桐樹宛

如性格節儉、堅毅的客家人，依舊守護著

山野與庄落，其後透過客家桐花祭的舉辦，

讓「花開花落」有了不同的意義，藉此闡

揚客家人敬天地、重山林之傳統。



客家社團負責人座談會
凝聚前行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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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 怦然起鼓

2019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連續 3年遴選列入
全國客庄 12大節慶活動，結合市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勞工局、教育局、民政局、農業局、經濟發

展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等 7個機關共同辦理。

巧聖仙師文化祭特別強調「文創產業」，融

合宗教、文化、產業、觀光及教育，盼提昇東勢

在「匠寮文化工藝展」中，盧市長與江主委共下挑起文化傳承的擔子。盧市長邀請全國民眾，來巧聖仙師文化祭領略客家文化之美。

江主委期勉公私協力，共同推動客家文化。

東勢巧聖仙師廟為全臺技藝職人的精神堡壘

用以劃設基準的墨斗

東勢巧聖仙師廟

每年魯班公聖誕（農曆 5月 7
日）的前一個月，臺灣各地的魯班

會團體與土木、建築業者，皆會前

來東勢祖廟謁祖進香，期間信徒絡

繹不絕，盛況空前。全臺主祀魯班

的廟宇共 34處，其中高達 24間分
香自東勢祖廟。

祖廟創建至今已 240餘年，
其建廟沿革與東勢的開發史密不可

分。東勢鄰近大雪山林場，又得大

甲溪航運之便，於清領時期成為伐

木、建造水師船隻的轉運站，以劉

啟東為首的百餘名工匠在本街結寮

而居，形成「匠寮」聚落。然與原

住民比鄰而居的關係，使得流血衝

突不斷，為祈求平安，便自大陸迎

請巧聖先師令旗抵臺護佑。

清道光年間，石岡土牛貢生劉

章職、監生楊芳霖等人倡議重建，

落成後曾蒙清帝御賜「北城侯魯大

夫巧聖仙師神位」敕牌，地方人士

備妥陣頭旗鼓，跋涉數日前往牛罵

頭港口（今清水）迎接，咸感殊榮。

如今步入廟內，您將發現牆

面滿是栩栩如生的石刻，述說東勢

客庄的開發史話，包括：伐木、集

材、焗樟腦油等景況，除藝術價值

斐然，也是窺探客家先民生活的教

材。甚至，您還會看見建築相關科

系學生，透過穿越「方圓規矩」木

雕、轉動墨斗等動作，象徵完成拜

師學藝之禮呢。

本會於 4月 27日假東勢區農會果菜市
場 2樓禮堂，舉辦「臺中市 108年客家社
團負責人座談會」，邀集本市客家團體負

責人及幹部與會，以凝聚社團間共識及廣

納各界人士建言，匯聚本市對客家語言、

文化及文化產業等面向之具體意見及推動

作法，作為施政參考。

利用此次社團夥伴齊聚一堂的機會，

特別邀請現任臺中市后豐社區大學課程發

展委員邱文偉主任專題講座，分享客家文

化薪傳心路歷程，從客家社團成立、文化

活動辦理，以及東勢客庄經 921地震重創
後，客家文物搶救的艱辛歷程，並推展至

近年的青銀共學、社區大學客家語文賞析、

客家影音以及客家多媒體訊息多元展現等，

希冀透過客家文化的多元推展，讓薪傳之

路愈走愈廣，為客庄再造時代新面容。

會中江主委表示，與會來賓、幹部參

與熱絡，超過 120人，有東勢山城地區社
團，也有外埔、后里、豐原、屯區及市區

社團幹部，感謝社團長期以來對客家事務

關心，除研議、辦理座談之提案建議外，

也要將客家的精髓表達出來，創造屬於臺

中的「好」客文化特色，融會為四海大平

安的「臺中好客家」。

參考資料： 本會官網、《移墾者的腳蹤》

全國性的客庄 12 大節慶文化慶典

臺灣魯班廟宇開基祖

市長媽媽學客語盧市長與小朋友提前歡度母親節

本會江主委帶兩位「恁得人惜」的小小「人客」，前往市長室，教盧秀燕市長

最貼近日常生活的客家話，您知道「阿婆、阿姆、阿奶」的分別嗎？今晡日跟市長

到東勢，共下看影片學客語，祝福所有个阿姆身體健康、幸福快樂！

好客快門

巧聖仙師廟祭典為「全國性」活

動，以文化祭典帶動客庄產業發

展，促進觀光旅遊與經濟繁榮，藉

以發揚魯班精神、提昇技職教育、

保存傳統文化。

活動繽紛 兼具趣味與文化深度

5月 11日至 5月 26日在東勢
客家文化園區有「傳統工藝現場創

作展及匠寮文化工藝展」，5月 24
日晚間在東勢巧聖仙師廟舉辦「魯

班公聖誕歡慶活動」，5月 25日

廟辦理「巧聖仙師魯班公 2526週年
誕辰典禮」，5月 30日在東勢高工
辦理「當魯班公遇上 STEAM-動手創
客一起來—高中以下學校創客賽」活

動，6月 15、16日在東勢客家文化
園區辦理「2019魯班創意設計節暨

木產業推廣活動」等系列活動。

活動結合了宗教、文化、觀

光、產業、教育，內容非常豐富多

元，精采可期，歡迎共下來寮！承

蒙你，恁仔細，勞瀝！

「巧聖仙師遶境祈福」將遶行東勢重要街

道，5月 25、26日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有
「客家特色商品、原住民特色手工藝暨農特

產品展售會」與「客家藝文表演」、「客家

金曲藝文活動」。

5月 26日上午 9點在東勢巧聖仙師祖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 熱鬧歡慶 13 周年

與會者比出愛心手勢，許一個「客庄欣欣向榮」的希望。

館慶活動多元，國樂令人想起地區開發的悠悠時光。

為迎接土牛客家文化館 13週年館
慶，本會於 5月 4日上午 9時舉辦慶
祝活動，節目安排呈現客家藝文精髓，

有老中青的客家歌舞演繹，親子 DIY
體驗、客家人文闖關遊戲等，充分展

露「客藝風華旺客庄」之精神。

活動貴賓雲集，客家委員會客家

文化發展中心何主任金樑、本會主委

江俊龍、立法委員江啟臣、議員冉齡

軒、蔡成圭服務處代表等皆熱情到場

祝賀，並為館慶活動揭開序幕。活動

吸引民眾走訪山城，同時在古意盎然

的建築中，細細地品味著這座宅院的

大埔客家文化底蘊。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何

主任表示，透過中央與地方共同推動

客家文化廊道，持續注入更多資源來

推動「浪漫臺三線」，讓客庄這塊璞

玉躍上國際舞臺，吸引更多的人造訪。

好客人物 建設東勢的舵手
「善困輝煌三恩德澤，教行造化萬世留

芳；善言善行成善果，新庄新廟作新民。」

作為東勢區下新庄的信仰中心「善教堂」，

大門對聯筆力蒼勁，詩句絕妙，出自於首位

臺人東勢庄長「賴雲清」之筆。

賴雲清（1893∼ 1946），生於光緒
十九年，東勢角下新庄人。他積極參與地方

事務，曾任東勢圳水利組合評議員、東勢庄

協議會員，並在 1933年擔任東勢庄長，援
例應為日人八幡接任，因朱阿貴特荐，破例

由賴雲清出任，是臺人任東勢庄長之始。

在他任內，曾阻止疫情擴散，當時東

勢流行傷寒，死者甚眾。東勢街協議會員

劉江性醫師，發現病由本圳水源傳染，乃

建議街長另覓水源，並隔離病患杜絕傳染。

賴雲清立即籌設自來水，興建大水塔（今

東勢農會旁水塔），並在東勢大橋下設傷

寒患收容區，以隔離病患，終於遏止病情

蔓延。

另外，賴雲清亦積極建設在地，例如

開闢東勢新街路（今東勢區豐勢路），以

及遷移東勢公學校至現址。此二事均遭地
奠定東勢發展基礎的賴雲清

學生參與客家講古比賽，搭配

動作使得演說更為生動。

「客家講古比賽」讓學童從小培養

說客語的自信與習慣。

本會江主委表示，盧市長上任後就以

觀光及產業來行銷山城客庄為願景，讓人

潮進來、貨出去，藉由「臺中富市三」經

濟政策，打造山城產業聚落，呈現活力山

城風貌。在既有的硬體設施下，可以透過

在地人文歷史等軟實力的挹注，加值客庄，

打造山城區成為不老「客」城，在浪漫臺

三線的文化廊道中，能成為最具特色及活

力的一站，讓所有到訪臺中的旅客，感受

山城的魅力與人文風采。

內容參考自本會出版之《大臺中客家人足跡》

主強烈反對，幸經賴雲清一一說服，使兩大

建設順利完成。

賴雲清能言善辯、生活嚴謹，書法亦佳。

善教堂的大門對聯就是其作品。除了推展地

方建設外，曾任東勢郡興農倡和會東勢部支

部長、東勢庄農業組合長、赤十字東勢分區

長等職，並在臺灣光復後，改制鎮公所，出

任首屆鎮長，賴清雲從日治走到民國，見證

東勢的轉變，是奠定東勢發展基礎的重要人

物。

賴雲清

老師與小學生共下來講古，透過客語產生文化認同。

小學生共下來講古客語扎根 文化認同

客家俗諺云：「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

言。」語言是文化的基石，本會有感客語流

失快速，為鼓勵學童對客語產生認同，舉辦

「客家講古比賽」，分別於 5月 15日東勢
區東勢國小及 5月 22日東區進德國小分區
競賽，共吸引 346位學童共襄盛舉。

客家人口隱性化，尤其在都會區更加嚴

重，為了客語推廣及復育，並增進非客家聚

落地區的學童說客語的自信心，本次比賽分

為客家重點發展區及非客家重點發展區兩場

次，每場次一至六年級分組比賽，每組選出

優秀前三名、優等獎、優良獎及指導老師獎

若干名。

辦理客語講古活動，重點在於使學生習

慣以客語交談，注意演說時的抑揚頓挫與音

量的高低起伏，讓日常生活中的客語談吐更

加自然無礙。學生如自幼即能以流利的客語

表達意見，並以尊重的態度與人交流，對於

認識並認同客語文化均有相當之幫助，更能

以身為客家人為榮，培養愛家愛鄉之精神，

以傳承客家文化。

市府客委會主委江俊龍表示，本會以客

語推廣至全市為目標，積極輔導各級學校辦

理客家語言、歌謠的文化活動，做好客語扎

根、語言傳承的工作，希冀藉此類客藝活動

能打破語言與族群間的藩籬，讓多元文化在

本市共存共榮。

3客家新貌
中華民國1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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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客語薪傳制度，推動客

語薪傳計畫，提升客家語言文化傳

習之效能，本會於 4月 16日在土
牛文化館舉辦「108年客語薪傳師
綜合座談會」，作為本市客語薪傳

師互動交流平台，會中不論在開班

傳習、教學、研習等方面經驗交流

與客語政策建言，提供本會客語傳

承實務面精進參考。

此次座談會特別聘請臺中市臺

灣茶道文化研究協會吳武斌理事長

擔任專題講座講師，暢談客家茶文

化，主要包括：客家擂茶、東方美

人茶與客家酸柑茶，三個主體都表

現了客家人勤勞節儉的精神，愛物

惜物的天性，是客家特色飲食文化

中非常具體的呈現。

會中表揚於客語推廣及認證上

績效卓著的薪傳師們，並感謝在第

一線教學的薪傳師對客家事務的推

動與支持，勉勵薪傳師持續深耕客

語文化工作，讓客語向下扎根。座

談會討論熱烈，客語薪傳師不但就

客語教學技巧相互交流，更針對其

措施提出建言，共同為本市整體客

語發展「煞猛打拚」！

客語薪傳師座談會 煞猛來打拚

啜一口客家特色茶飲

在華夏文化的歷史長河中，曾有一群人迫於

時代動亂而不斷遷徙，由北方至南方，每到新的

落腳處有如乍到的客人，久之，便以「客家」標

誌著他們顛沛流離的身世。

客家人移墾時間較晚，多定居山區，在拓

墾山林時，高單價的茶葉自然成為他們謀生的作

物，不僅將古老的製茶、飲茶文化延續下來，更

因其愛物惜福的特質，發展出擂茶、東方美人茶

與酸柑茶等獨特茶飲。

擂茶 逃難過程的產物

盛名頗富的擂茶，相傳為客家人於「五胡亂

華」的逃難過程中，將行囊中事先炒熟的米、薑、

花生、芝麻、茶葉，放入擂缽內磨製為粉狀，並

沖泡開水而成，在炊食不易的環境中，兼具充飢、

解渴之效。

後來，擂茶成為早期物資缺乏時的客家主

食，是許多人的兒時記憶；近年則藉著推廣，趣

味的擂茶 DIY一躍為體驗客家文化的重要管道。

東方美人茶 愈叮愈有味

東方美人茶又名「膨風茶」，據聞曾有位

茶農，不甘於茶園受害蟲侵擾，仍將茶葉挑至城

中兜售，出乎意料地，竟因風味特殊，洋行全數

收購，茶農返鄉後提及此事，卻被指為膨風（吹

牛）。

其實，東方美人茶的獨特韻味，乃是其嫩芽

經「小綠葉蟬」叮咬後，所產生天然蜜香味。相

傳英國茶商將它獻給維多利亞女王後，茶葉猶如

絕色美人漫舞杯中，品茗後更讚譽有加，因而賜

名「東方美人」。

酸柑茶 節慶供品有大用

酸柑茶，為一款口感微酸的「緊壓茶」。客

家人逢年過節時，常以果實碩大的「虎頭柑」作

為供品，此類酸柑外型亮眼、滋味卻不佳，勤儉

的客家人不忍丟棄，便用它來製茶。

酸柑茶工序繁複，將酸柑挖空後，需再填入

拌勻的茶葉、柑肉等材料，經過反覆的蒸、壓、

烘烤及日曬，約經半年方能完成。其靜置愈久，

潤喉效果愈好，往往要 3至 5年，風味乃現。

為讓更多的市民瞭解本市客家建築之美及其歷史發

展，融合在地客庄文創、休閒農園、美食文化等觀光元

素，並配合「臺中購物節」，規劃主題式觀光旅遊路線。

除欣賞巧聖仙師祖廟及傳統民居建築藝術之美外，

也讓民眾感受客家人文風情，體驗客家特產 DIY，期能
提升客庄旅遊附加價值，活絡產業經濟，以活動結合文

化及產業，落實「深耕文化、振興產業、帶動觀光、活

化客庄」之目標。

(一 ) 第一梯次：108年 5月 22日，招收 120名。
(二 ) 第二梯次：108年 7月 19日，招收 80名。
(三 ) 第三梯次：108年 7月 20日，招收 80名。
(四 ) 第四梯次：108年 7月 26日，招收 80名。
(五 ) 第五梯次：108年 7月 27日，招收 80名。
活動報名請至依貝特報名網：

http://bao-ming.com/eb/www/entry_list.php?activitysn=3816

製茶後會出現白色毫毛，因此東方美人又名「白毫烏龍」。

客家建築之美值得細細品味

採果是親近客庄土地的方式之一

響應「臺中購物節」

酸柑茶（圖片來源： 三灣數位機會中心） 品嘗勤儉愛物的客家文化

江主委致贈獎品予推廣客語認證勞苦功高的薪傳師們

參考資料： 1.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2. 自由電子報 食譜自由配

客家建築與產業文化巡禮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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