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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 齁齁滾龍神村  地方調查展

▇ 石岡麵包果節熱鬧閉幕  后里2020台灣燈會即將登場

▇ 暑期力推客語親子共學

▇ 羅雅昕  用客語考取中央大學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廣告

客庄巷弄裡的

1好客動態

東勢地理山水相依，當地客庄臨山

而建，傍水而居，川流不息的大甲溪不

僅成就了水果之鄉，也豐富了客庄人文

風采。

本會以「客庄巷弄裡的草根生活」

為經，並以孕育山城的重要元素「水」

為緯，辦理「齁齁滾龍神村」地方調查

展、「過家聊水—大茅埔生態小旅行」、

「山城尋常味（Way）—新客交流活動」

等 3 場活動，8 月 10 日於東勢客家文

化園區舉行「齁齁滾龍神村」開幕式。

龍神村  護客庄

本會江俊龍主委表示，「龍神村」

是指居民沿著「齁齁滾（狀聲詞，形容

溪水流動）」磅礡的大甲溪，開墾形

成如龍神般的聚落，孕育客家的人文生

活並保衛地方居民。帶著對大甲溪的崇

敬，客家耆老帶領後生探究客庄山川、

風水歷史與先民智慧，透過現代化手法

演繹展覽，並反映族群的生死觀與天地

觀，體現客家人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的生活本質。

走訪大茅埔  融合新客文化

「大茅埔生態小旅行」由在地嚮導解

說大茅埔社區生態，並結合地方調查展的

內容，規劃單車小旅行，實地走訪大茅埔

的古老水圳，體會先民開墾的不易。同時

「齁齁滾龍神村」開幕記者會江主委與貴賓合影

「齁齁滾龍神村」地方調查展草根生活「齁齁滾龍神村」地方調查展

以梨、柿、桃、五葉松等，推介東勢地區

多樣的產業文化。最後，下水「覓蜆」，

體驗客庄水文，嬉鬧中重溫兒時戲水之

趣，並製作客庄傳統美味的「滷蜆」。

「新客交流活動」以市集及伸展臺

為主軸，首次結合新住民與客家文化，

展現「新客味料理」及新客元素服裝，

呈現多元文化碰撞出的無限創意。新住

民媽媽將家鄉的飲食習慣及新學的客家

菜色，加以融合並擦出火花；更在客家

服飾上混搭故鄉特色飾品，於星光下的

伸展臺走秀，創造穿衣新風格。

想像一下，近 200 年前在東勢大

茅埔村落中，耕作的您抬頭遠望，微呈

馬蹄形的龍背山倚在村庄後方，匯聚為

護佑客家先民的「山龍神」，頓時感到

平靜許多。大茅埔村以龍神為後靠，由

位處中心的泰興宮向前拉出中軸線，伙

房依序排列於兩

側，並有大茅埔

圳圍繞在外，藉

以滋養民生、保

護龍神。

「客家人的

生活就在天神與

地龍的眼前。」

謝文正老師表示，先民從彰化沿著大

甲河一路往山區拓墾，便是為了尋找龍

神，建立理想中的村莊，除了大茅埔

村，由東勢「龍形山」延展出的文昌廟、

舊東勢高工等地帶，皆體現出客家人對

山靈的崇敬。

不僅是凡人的「尋龍建村」，天

神更會「擇龍建廟」。謝文正指出，

1976 年天上聖母託夢給石岡張姓地

主，請他賣地建廟，終促成「石忠宮」

濟世美事。靜觀廟址，呈現趴姿的金星

面山（山龍神）由後方圍攏而來，單伸

右手護住神與廟，宮廟與龍神的契合，

以及樂業的人民，共譜天（神）、地

客庄尋龍  探訪客家龍神信仰

（龍）與人的和諧境界。

走訪客庄，會發現家族祠堂常奉祀

著「龍神香座」，是客家建築裡的獨特

元素。先民期盼龍神也能成為家族的守

護神，便在建物落成後，透過安龍神的

儀式，經由上山「牽龍入宅」、宣行「安

龍送虎」（制煞）和「入胎安座」三階

段科儀，將山龍神請進夥房奉祀，守護

地方。

藉龍神信仰，我們看見客家人如何

在天地間安身立命，謝文正笑說，「客

家龍神村」在台三線上比比皆是，是客

家人的文化資產與浪漫生活主義，期盼

子孫們能用心體會祖先的智慧！

大茅埔庄與龍背山，形構人與天地共榮的和諧境界。（謝文正提供）

龍神香座（謝文正提供）

展現山城居民獨特的水圳及龍神信仰文化

ho    ho    gun^



訪客庄  關懷長者
好客不分國界

關懷不分國界！位於石岡區萬安

社區的伯公照護站，是當地深受長者信

賴的長照據點，總幹事翁青聖帶著來自

波蘭及法國的中國醫藥大學國際交換生

Joanna 和 Paul 實習，讓客庄長輩有

機會與年輕人互動，也藉此讓外籍學生

瞭解臺灣的長照制度。

Joanna 和 Paul 結束為期兩週的

實習後，本會特別舉辦「愛心關懷．

好客不分國界」活動，邀請 Joanna、
Paul 及國內學生、萬安社區理事長林保

明及臺灣志工協會陳碧蓮秘書長共同參

加，活動包含音樂律動、照護站介紹，

以及外籍生的老人照護簡報分享。

「細妹恁靚律動」結合客語互動，

在老師的帶動下，長者與學生們一同隨

著音樂擺動，場面十分熱鬧。Paul 說，

在臺中石岡的這兩週，感受到濃郁客家

人情味，並對客家文化很感興趣，特別

是客家開口舞獅，他將回去表演給法國

長輩觀賞。

本會主委江俊龍表示，伯公照護站

是長照據點的升級版，提供長者吃飯、

聊天、唱歌、運動的舒適客家元素環境，

並發揮客家伯公精神，照護客庄。外國

學生到客庄來照護長者，也是伯公精神

的展現。

伯公照護站配合衛福部長照十年計

畫 2.0 政策，以客庄銀髮族為主體，針

對高齡化嚴重、長期照顧及醫療資源貧

乏的客庄，提供客語志工、交通接駁、

營養津貼、送藥到點等服務，並辦理文

化活動，讓客庄長輩除了長照資源外，

也獲得優質的客家文化加值服務。

外籍生

建功國小師生訪主委

車水馬龍的北屯路上，有座臺

中罕見的客式建築「詔安堂」，多

年前曾因土地重劃浪潮，面臨拆除

危機，幸經建功國小學生發起「搶

救詔安堂大行動」，讓見證菸業風

華的菸樓等特色建築，得以列為市

定古蹟保存下來。

然而，詔安堂目前仍是荒涼一片，

菸樓及其他建築僅用帆布覆蓋，隨時

有崩壞的可能。為此，建功國小三年

級的學童們，在郭至和老師帶領下決

定延續學長姐的努力，盼能「再現詔

安堂風華」。9 月初，他們來到了臺

中市客家委員會，與江俊龍主委討論

古蹟修復計畫。

江主委指出，以現在的工程技

術，詔安堂的整修並無困難之處，惟

經費尚未到位，致古蹟修復延期。本

會已針對詔安堂損壞情況，研擬了

2,800 多萬元的修復計畫，預定於中

央客家委員會開放地方政府提案時，

提出補助申請。

詔安堂建築就近取材於鄰近的竹

林與鵝卵石，充分反映出客家人堅毅

樸實的特性。聽聞學童製作的詔安堂

簡介、拼圖及大富翁遊戲，江主委十

分驚喜，他勉勵同學在建築修復完成

後，到此處當「導覽志工」，相信將

成為詔安堂的旅遊亮點。

共下再現詔安堂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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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後方，有

株逾百年樹齡的麵包果樹，每年盛夏結

實纍纍，藉由繽紛的麵包果節活動，讓

麵包果料理飄香，遊客們聞香下馬，熱

鬧山城。

8 月 18 日舉辦的麵包果節，由客

家青獅舞動全場揭開序幕。除有客家歌

謠、舞蹈演出，亦邀請原住民及新住民

藝文團體表演，現場還有在地山城特色

水果、美食、青創商品等攤位展售及異

國服飾體驗，讓民眾彷彿進入具異國風

情的客庄。

多元族群  客庄逗鬧熱

本會江主委致詞表示，本

次活動透過多元族群的藝文展

演、青獅尞客庄及在地產業共

同行銷，完美詮釋盧市長「富

市臺中、新好客家」政策，也

充分展現臺中多元族群融合之

美。活動以遊戲來學客家俚語，並完整

呈現客家青獅傳統舞獅技藝文化，還有

國際傳統服裝體驗，讓客庄宛如過年般

熱鬧。

台灣燈會  點亮臺中客家

江啟臣立委指出，客庄是臺中文化

的一大亮點，期許市府可延續與中央合

作模式，發揚山城的客家語言及文化。

張瀞分議員則重申盧市長對在地文化的

重視，期勉「不會說客語的客家人」可

藉由活動的參與，重拾對客語的興趣，

帶動文化傳承。冉齡軒議員表示，青獅

表演充分展現客家文化精神，明年台灣

燈會將結合國際潮流，讓世界看見臺中

客家！

透過麵包果節活動，希望市民朋友

多到山城觀光旅遊，感受客庄濃郁的人

文特色，共同為幸福城市一起努力。市

府接續在明年辦理「2020 台灣燈會」，

向中央爭取千萬經費打造「客家燈區」

已獲核定補助，屆時歡迎市民朋友邀請

親友共下逗鬧熱。

石岡麵包果節熱鬧閉幕  
后里 2020 臺灣燈會即將登場

幼欣幼兒園表演客家歌舞 江主委、張 分議員、冉齡軒議員及本會委員，與青獅表演團隊合影。

來伯公照護站實習的外籍學生（中），對客家文化充滿興趣。

長輩們隨著音樂律動，現場熱鬧不已。

江主委肯定學童用「大富翁遊戲」

介紹詔安堂的創意

建功國小師生拜訪客委會，盼為「修復詔安

堂」發聲。



「親子共學」是推行母語教育傳承

最有效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地

使用母語，讓父母與孩子共同扮演語言

傳送者和接收者的角色，相互學習成長。

客語生活化  親子快樂學

8 月 10 日江主任委員親自到東勢

區新成國小、北區安君兒幼兒園及太平

區東汴國小訪視「親子共學客語」的辦

理情形，並肯定這些學校對客家語言傳

承的支持，也希望能持續推動親子共學

客語，除能促使學童及家長瞭解客家語

言，也讓客語學習更加生活化，加速客

語復甦。

東勢區新成國小辦理「親子快樂學

客語」，由客語薪傳師羅知禾帶領家長

及學童一起進行客家童謠教唱、客家花

布日月球 DIY 及客家好味道豬油拌飯等

活動，落實客語學習生活化，增進親子

客語能力。

北區安君兒幼兒園位於市區，雖非

屬客語重點發展區，但仍相當支持客語

教學，舉辦「暑假好搞好尞客家」活動，

由客語薪傳師蘇玉霞帶領家長及學童，

體驗客家歌謠歡唱及客家花布 DIY。其

中劉姓家長是東勢客家人，因到市區工

作，缺少客語使用機會而漸忘過去熟悉

之母語，透過這次活動串起了二代間的

文化交流與傳承。

客語向下扎根  搭起親子共學橋梁

太平區東汴國小是所實驗小學，

位於客家庄，惟本地學生甚少，外來的

學生亦不諳客語，幸而學校重視客語教

學，暑假期間原招生一班的客家親子學

苑班，因獲家長肯定，致報名人數超過

母語傳承由家庭做起 暑期力推親子共學

預期，增開「e 桐幸福學客語親子體驗

營第二班」。由客語薪傳師龍蘭香帶領

家長及學童體驗黃金果 DIY 黏土藝術

活動，以介紹黃金果為主軸，帶入情境

式教學，以實物學習字彙，了解客家在

地文化，提升聽說能力。

江主委表示，為落實客語向下扎

根，本會積極輔導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推

廣客語，從 106年 6班、107年 11班，

今年更擴增至 15班，藉由多元化課程，

全方位塑造親子共學之環境，提高家庭

使用客語的頻率與機會，讓客語學習深

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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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國小學員製作客家花布童玩 江主委與安君兒幼兒園學員合影，肯定學校對客語

傳承的支持。

客語薪傳師培訓 首度融入相聲說唱
為傳承並發揚客家語言文化，本

會開辦「臺中市 108 年客語薪傳師培

訓」，在山城區石岡國小及市區臺中

教育大學開設二梯次的專業課程，提

升客語薪傳師的專業知能，加深客語

深根服務計畫的成效。

課程規劃為三大主題，第一類為

講解客語文字拼音和語言表現的「客

家語拼音介紹音素構成」與「客家語

教案設計與分析」；第二類是「相聲

介紹與教學」和「客語說唱技巧」，

以客語表演相聲段子，並藉說唱藝術

傳達客家文化。第三類則融合插畫藝

術及傳統風情，介紹客家在地文化，

並以「客家好食－立體插畫美食地圖」

和「客家好尞－立體插畫明信片」兩

門課程，創造出個人獨特作品。

其中，表演類課程由具有相聲、

主持、戲劇、客家採茶歌謠等多方專

長的謝小玲老師，帶來客語相聲教學

及演練，希冀藉由多元化的訓練課程，

豐富學員傳承客語及客家文化的教學

職能！

客語薪傳師培班的第二梯次結業

式於 8 月 18 日舉行，江主委感謝薪

傳師對客語傳承的付出及重視，期望

這些客語傳習的種子師資，把習得的

技巧展現在教學上，豐富課程內容。

相信學員透過聽講、觀察及手作等多

元學習管道，將增進本身的講授技巧

及對客家語言之瞭解，提升客語薪傳

師傳習客家語言文化之效能，以達到

客語永續傳承目標。

薪傳師展示「客家好食—立體插畫

美食地圖」作品

江主委（中）蒞臨結業式，與謝小玲老師及學員合影。

徐登志講古  客語歌謠傳唱大甲溪之美
「白鶴花啊，白鶴花啊，一年一

次的奢華！」7 月盛夏早晨，於東勢

老人會館（銀髮生活達人館）的「達

人來講古」講座中，聽眾伴著客語達

人徐登志填詞的童謠，一同唱出了生

命中大甲溪的兒時回憶。客委會主委

江俊龍表示，大甲溪對東勢客家鄉親

來說是一條母親河，許多客家文化在

此孕育而生。

藉由徐老師的引領，紅哥白、蓋

斑鬥魚等溪中生物一一躍然眼前，讓

人聽見客家人如何透過周遭動植物，

來隱喻生活的苦樂。聽眾彷彿沿著大

甲溪逆流而上，透過〈細妹人多事

情〉、〈苦材開花〉、〈媒人嘴〉、

〈白鶴花〉等客語

歌謠，拾起記憶中

的吉光片羽，回溯

在地文史故事。

曾於中嵙國小、東勢國小任教的

徐登志老師，春風化雨 36 年，並榮膺

師鐸獎。退休後肩起客家文化傳承的

使命，投入田野調查、民間文學採錄、

母語教學、客家書籍出版等工作，盼

能讓大埔腔客語永代流傳。

「語言是客家文化之母！」致力

於推廣大埔音的徐老師認為，母語有

其獨特聲調、親切情感，是族群「找

回自己」的關鍵。創意無限的她，曾

藉注音符號來標註客語拼音，不受既

有語法束縛，讓人一目瞭然。

她以生長於圳溝、溪邊的白鶴花

來勉勵自己，花卉從不因乏人注意而

放棄盛開。這樣的生命韌性，同樣值

得埋首於現代生活的客家人，一起來

效仿與傳承。更多銀髮生活達人資訊

請見 https://www.facebook.com/
TheSilverLegends/

江主委與徐登志老師於講座中與學員們合影徐登志老師

銀髮生活達人QR

東汴國小學員彩繪黃金果成品

臺中市政府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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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不僅是客家文化的根柢，更成

為學子邁步學涯的敲門磚。

新社高中位於閩客交界之地，除了

深耕母語教學，更將客家元素融入活動

設計中。其中，應屆畢業生羅雅昕以客

語優異成績，通過「特殊選才」甄選，

一圓就讀「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

學學系」的夢想，不但是唯一錄取名額，

更為全國首例！

本會主委江俊龍特別代表市長盧

秀燕，前來頒發獎狀及獎學金，獎勵她

在客家母語的優異表現。他說，羅雅

昕以客語專長考取知名學府，證明客

語學習也可以開啟另一扇升學大門。

羅雅昕的媽媽古智丹是客語薪傳

師，教授新社國小各年級客語課程。羅

雅昕在耳濡目染下，從小參與各地客語

朗讀競賽，後來她更在「2017 年全國

語文競賽」勇奪高中組客語朗讀第一

名。羅雅昕說，國一那年於客委會主辦

的「哈客擂台大挑戰」奪得冠軍後，便

體會到客語有著獨特的內涵，希望為母

語傳承盡一份心力。

常以小提琴分享音樂之美的羅雅

昕，從小便悠遊於音樂、舞蹈、繪畫等

藝文領域中；高中多次擔任活動司儀、

羅雅昕  用客語考取中央大學特殊選才 
全國首例 

后里客家協會藝文表演綻采風
后里客家協會成立已 6 年，由石岡、東勢、苗

栗各地熱愛客家的鄉親發起。每年客家節慶皆配合

臺中市政府，大力推廣與傳承客家文化，備受好評。

在口耳相傳下，迄今會員人數達 200 多位，彼此以

身為客家人為榮，老幼盡歡。

出於熱忱與使命感，協會將每次活動辦得有聲

有色、饒富新意，並藉以凝聚會員向心力，組成優

質、自發的團隊。協會更培養出自己的表演團隊，

致力於將客家文化之美散播給大眾。

9 月 1 日展開的客家藝文表演，副市長楊瓊瓔、

客委會主委江俊龍與多位委員皆到場關心，楊副市

長表示 2020 台灣燈會在台中，屆時歡迎大家共下

來台中尞，江主委更與會員們高歌經典曲目「客家

本色」，現場熱絡不已，如歌詞內容所述，期盼「客

家精神莫豁忒，永遠永遠」。

東勢大茅埔  水圳與龍神的對話
清澈的小溪、圳溝的小蝦小魚，是東勢耆老共同的

童年回憶。過去，客家先民來到大茅埔建庄，由軟埤坑

溪取水，開鑿出大茅埔圳，兼有護城和灌溉的效用；圳

道繞著龍背山之首進入村裡，可見水圳以保護龍神為優

先，生活使用次之。

水圳的開發對依山而居的客家人來說，有其重要

性。相較於平原水路，客庄水圳的挑戰性往往更大，常

沿山脈而建，並以高低差營造水源流動。有時，輸水圳

路更要鑿穿山石，形成客庄獨特的「穿龍圳」。

謝文正指出，穿龍圳見證了先民手工打鑿水路之艱

難，尤其在沒有儀器測量下，如何讓兩側開挖的水圳會

合，實屬不易，「水利伯公」便是為了祈求工程順遂而

建。據聞，在開鑿圳道時，曾有位老先生於水路中線的

石上指揮，才造就為後人驚嘆的景觀，並讓「風水石」

傳說傳為美談。

2019臺中客家國樂音樂會巡演活動

今年國樂團巡演訂於 10 月 27 日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於本市葫蘆墩文

化中心演奏廳舉行，採免費索票入場，本

次音樂會節目內容豐富多元，有客家歌謠、

傳統國樂樂曲、現代作品，也有大家耳熟

能詳的曲子，誠摯邀請民眾攜伴與我們共

度美好的音樂饗宴。

客家戲曲欣賞

為傳承與推廣客家戲曲文化，感受戲

曲裡展現的客家動人魅力，本會在石岡土

牛客家文化館舉辦「客家戲曲欣賞」，活

動訂於 10 月 19 日下午 4 時至 9 時辦理，

現場並備有戲曲服裝體驗，歡迎市民朋友

們，攜家帶眷共下來看戲。

2019年臺中客家文化研討會

為推動本市客家文化保存，厚植客家

知識體系，本會訂於 11 月 9 日 8 時 30 分

至 17 時，假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 111 國

際會議廳舉辦「2019 年臺中客家文化研討

會」，本次研討會以「臺中客家」、「客

語薪傳」及「客家族群文化研究」為題，

藉由主題探討激發客家文化交流能量，累

積臺中客家文化知識資料庫，竭誠邀請市

民朋友共同參與。

108年度客家歌謠比賽

為鼓勵本市學童對客家語言之認同

感，發揚客家傳統藝文，本會訂於 11 月

20 日在陽明市政大樓舉辦「108 年度客家

歌謠比賽」，藉由歌謠比賽寓教於樂，進

而普及客家歌謠，共創祥和多元的社會。

比賽組別：

客家歌謠表演類

（一） 國小組：本市各公私立國小，參加

人數以 12 ～ 30 人為限。

（二） 幼兒園組：本市各公私立幼兒園，

參加人數以 12 ～ 30 人為限。

＊ 每校（園）及分園得各報名一隊，國

小附設幼兒園者得分別報名。

客家歌謠合唱類

（一） 國中組：本市各公私立國中，參加

人數以 20 ～ 40 人為限。

（二） 國小組：本市各公私立國小，參加

人數以 20 ～ 40 人為限。

＊每校報名限一隊。 
獎勵方式：

每組特優：10,000 元 （每組 1 隊）

每組優良：6,000 元 （每組原則 3 隊）

每組佳作：4,000 元 （每組原則 6 隊）

每組甲等：獎狀乙紙（每組若干名）

在校長陪同下，羅雅昕獲頒江主委致贈的獎狀與獎學金。

協會的熱情與活力，讓市府留下深刻印象。

成員換上亮麗戲服，準備呈現動人的演出。

眾人一起探訪東勢穿龍圳

活動預告

主持人的歷練，更讓她確立「語言運用」

的喜好。進入國立大學，不僅是一個夢

想成真的機會，或許也將能激勵學弟

妹，讓更多的年輕人一起來學客語。

市長及客委會主委敬賀羅雅昕

錄取國立中央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