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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積極建設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和大茅埔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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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兩大重點工程於 11 月 13
日同步啟動！臺中市政府積極整建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及大茅埔聚落。
「今天是東勢地區的大日子！」市
長盧秀燕出席動土典禮時表示，市
府團隊在東勢投入超過 2 億元興建
文化、交通建設，盼實現「富市台
中、新好生活」的願景。

攜手合作 提升客庄環境
「區域要有好的發展，一定要
提升公共設施！」，市府團隊上任
以來，除提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周
邊環境，將整建大茅埔聚落，營造
特色街庄環境，未來市府也會更加
落實對東勢地區、客家區域的政見。
立法委員江啟臣指出，東勢客
家文化園區環境整建、大茅埔聚落
整建，都是重點強化的項目，感謝
盧市長帶領的團隊在最短時間內啟
動工程，將經費運用在需要的地方。
建設局說明「東勢客家文化園
區」是東勢區重要的休憩及活動據
點，但距前次整修已多年，外部空
間功能需增加，市府客家委員會、
地方民意代表協力合作，成功向中
央客家委員會爭取 3,000 萬元補助、
市府自籌經費 846.2 萬元，共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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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客動態

2 大重點工程同步開工！

3,846.2 萬元改善園區整體景觀。
加強規劃 打造友善空間
這次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周邊環
境營造提升計畫（北中段）工程改
善面積約為 2 公頃，設計上將保留
具歷史性防空碉堡及石圍牆，並融
入鐵道元素塑造步道、車廂展示空
間、流線棚架及座椅供藝術展演；
園區也採透水性鋪面減少地表逕
流，全區將導入指標系統及設施解
說牌，並區隔步行者及自行車用路，
提供安全友善遊憩空間，並增加多
樣植栽營造綠色草地。
開工動土典禮，包括中央客家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范佐銘、市府客
委會主任委員江俊龍、建設局長陳
大田、冉齡軒市議員、翁培真區長
等貴賓均出席見證，各里里長、市
客委會全體委員及蔡成圭市議員代
表也到場致意。

市長盧秀燕等多位貴賓出席動土典禮

下午在大茅埔舉行的祈福典
禮，由令狐副市長主持，立委江啟
臣、中央客委會副主委范佐銘、市
府建設局長陳大田、客委會主委江
俊龍、東勢區長翁培真和多位里長
等均出席觀禮。
市長盧秀燕親自主持東勢客家文化園區開工祈福典禮 令狐副市長等人出席大茅埔聚落環境營造工程祈福典禮

「漫遊客家庄」主題燈區 科技新媒材展現客家文化內涵
2020 台灣燈會設置於后里主燈區
花花步道的「漫遊客家庄」主題燈區，
跳脫傳統花燈框架，運用新媒材結合科
技燈光，將於 2020 年 2 月 8 日至 2 月
23 日展出。「一區一特色」分別展現
和平、東勢、新社、石岡、豐原等 5 個
經「母親之河」大甲溪流域的客家重點
發展區的區域特色，歡迎民眾屆時到場
感受台中客家全新面貌。
手護客家 象徵客家女性堅毅精神

新社燈區的「綺麗花都」以「山櫻花」為主
題，結合新社香菇，重現新社花海美景

竹編製品在客家人的日常生活隨處
可見，不僅是傳承百年的技藝，更已逐
漸蛻變為工藝。主燈「手護客家」捨棄
傳統花燈材料，以「竹編」打造花燈主

體，結合科技燈光律動，呈現傳統客家
女性沾滿藍染痕跡的雙手，象徵撐起一
個家最強而有力的支柱，不僅表現客家
藍染文化內涵，也傳達客家女性奉獻、
堅毅且多元兼容的胸懷。

5 座副燈則分別展現泰雅族南勢群
部落與客家聚落，透過大甲溪串聯表現
出相互共存人文景致與特色工藝的和平
燈區「縱橫原客」；將客家米食文化
「新丁粄」結合科技燈光，藉客家古老
習俗與現代燈光營造節慶氣氛的東勢燈
區「新丁祈福」。
新社燈區「綺麗花都」則以「山櫻
花」為主題，透過華麗的鉤織手法呈現
繁花風情，搭配新社遠近馳名的香菇，

重現新社花海美景；石岡燈區「漫遊時
光吧」以藍染布料及燈光表現石岡水壩
水流意象；豐原燈區「飲水思源」以大
甲溪為設計發想，採用女性孕育與水循
環，共同展現源源不絕、生機無限的精
神。

科技感燈區 「客」劃嶄新面貌
「漫遊客家庄」客家燈區不論主、
副燈設計都跳脫以往傳統花燈作法，除
了融入客家文化，更著重於新媒材運
用、科技燈光運用，包括體感燈控及浮
空投影新技術，期盼在新舊交織下，刻
劃出台中客家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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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傳承 世代交流

2018冠軍隊伍臺中市后里客家協會開場演出「好客四海大平安」

2019 原客世代好精彩

「2019 原客世代創意活力競賽」11 月 2 日於臺
中好運來洲際宴展中心盛大舉辦，由「臺中市政府客
家事務委員會」暨「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推薦本市 8 組優秀原民及客家隊伍參賽，每支隊
伍使出渾身解數，充滿創意與活力演出超吸睛！

社區活化、讓長者更樂活健康，舉辦原客世代創意活
力競賽，就是希望讓社區更有活力、讓世代之間可以
文化傳承。江主委更表示，每個隊伍都很辛勤、認真
的準備，為了今天比賽盡最大努力、使出渾身解數，
這種「硬頸」與「力量凝聚」，就是原客世代的精神。

創意舞蹈展現多元族群融合

多元融合 擦出新火花

活動開場特別邀請去年的冠軍隊伍「臺中市后
里客家協會」擔任演出，去年后里客協以創意編舞將
客家農產、客家風情結合，呈現在好客舞蹈上奪得冠
軍，今年團體為將最好的一面再次呈現於舞臺上，費
盡心思邀請舞蹈老師重新編舞，以「好客四海大平
安」舞蹈創意傳達出原客活動「創新、傳承、世代交
流與多元族群融合」的宗旨。

今年原客舞臺加入不一樣的亮麗色彩，參賽隊伍
「臺中市東勢區新移民家庭關懷協會」成員，是由來
自不同國度新移民與東勢區樂齡學習中心長者組成，
以客家節慶磨粄、客家米食文化呈現新移民遠嫁臺灣
東勢客庄，認真勤勞學習融入客庄生活情形，舞臺上
不管是客庄阿公阿嬤或是嫁到客庄的新住民媳婦們，
都展現了多元族群文化在原客舞臺上擦撞出新的火
花，涵育新世代延續傳承客家文化。

長幼同心 傳遞原客精神

臺中市東勢區新移民家庭關懷協
會新移民家庭參與原客競賽演出

臺中市東勢區泰昌社區發展協會老
少中青代間舞臺活力演出

手工皂研習班作品

當天活動會場有多位委員一同出席參與，本會主
委江俊龍現場以原住民語及客家語向大家問候，獲得
一陣喝采，現場江主委代表市長感謝主辦單位「財團
法人公益傳播基金會」支持臺中市政府舉辦原客世代
有意義的活動，也表示臺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為讓

本次活動除了舞臺上原客團體精彩創意的演出，
會場周邊還有手作 DIY、「我們與原客的遊樂」闖關
活動、原客特色主題文創市集攤位等，讓大人跟小孩
在活動現場玩得很開心， 2019 年第三屆原客世代創
意活力競賽，也在多元族群文化交流融合的歡樂氣氛
中劃下圓滿句點。

客家藝學堂 重現新時代客家精神

大地取材 打造專屬好物

文化傳習 延續傳統技藝

為推廣客家多元文化及技藝，本會舉辦「客家
藝學堂」，今年分別開設手工皂研習班、植物染初
階班及植物染進階班，藉由手作的技藝推廣客家文
化，深受大眾喜愛。10 月 20 日舉辦植物染成果展，
本期共計 90 名學員參訓，並領取結業證書。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每年皆辦理文化傳習課
程，課程設計多元，今年植物染以植物樹葉及枝幹
作為天然染色素材，透過染、縫等技藝結合作為家
飾品的運用，將大自然染色之美帶入居家，民眾對
此讚許有佳，過程中亦可享受手作之樂，是很棒的
體驗。

本期開設手工皂研習班及植物染研習班，除了
讓市民有機會學習技藝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大地取
得的植物，體驗早期客家人惜福愛物的精神。手工
皂的迷人之處，即是按個人喜好、功能性調配出適
合自己膚質的純天然香皂。植物染則由生活中隨手
取得的植物，利用其枝幹、葉子，讓學員染出獨一
無二的染布 , 並製成實用的包包、掛飾、信插、書
套、衣服等；讓學員學到運用大自然素材及色材，
打造專屬自己的手作香皂及植物染用品！

本會主委江俊龍表示，客家人勤儉的美德，從
傳統生活中可一一發現，早期的客家藍染，擁有耐
髒耐磨的特性，就算褪色，也可以重新染過再穿，
成為客家人日常的藍染。近年來，隨著化學染料的
方便性，天然染料已逐漸被取代，而今學員們在「客
家藝學堂」努力傳承，重現這些寶貴的傳統植物染
技藝，創造了新時代的客家精神。
主委江俊龍與學員大合照

浪漫台三線藝術季 尋龍探圳—漫遊大茅埔
水圳文化踏查漫遊、品牌打造重塑等形式，演繹出屬
於東勢大茅埔客庄特色風采。

江俊龍主委及與會貴賓為
「浪漫台三線藝術季—東勢展區」活動揭開序幕

「尋龍探圳—漫遊大茅埔」開幕活動於 11 月 2 日
在東勢大茅埔「阿公的公園」盛大舉辦，由本會主委
江俊龍主持，中央客委會楊長鎮副主任委員、台中市
冉齡軒議員、東勢區長翁培真、港區藝術中心主任徐
佩玲、市府客委會多位委員及立法委員江啟臣服務處、
蔡成圭議員服務處代表等貴賓皆蒞臨現場，為「浪漫
台三線藝術季 - 東勢展區」活動揭開序幕。

本會江主委表示，「水圳」是大茅埔在地客庄的
生態特色，水圳文化是認識客家精神很重要的一環，
而在東勢的大茅埔庄，擁有大埔客庄防禦型紋理完整
的聚落，更是東勢本圳、大茅埔圳、老圳等三條重要
水圳的發源地，也見證台灣中部客庄拓墾的歷史，讓
東勢擁有浪漫台三線珍貴的水路文化風貌。活動邀請
國際竹編藝術家徐暋盛老師與在地竹編師傅劉欽琳老
師，以竹編共同創作代表大茅埔在地特色的地景藝術
裝置，並以「水到渠成」為設計理念，讓人有深入桃
花源秘境的幸福感。值得一提的是竹編花的設置，是
集合當地鄉親熱情參與所共同完成的創作品，更是公
共藝術在地共創的最佳典範。

探圳賞燈 台中輕旅行
漫遊水圳 親近客庄
中央客委會楊長鎮副主委指出，客家委員會今年
首度規劃「浪漫台三線藝術季」系列策展活動，由桃、
竹、苗、中 4 個縣市共同推動，由「生活」出發，以
「公路」、「水路」、「細路」三路主題並進，東勢
大茅埔做為浪漫台三線在台中「水路—文化脈絡（穿
龍圳）」的指標地區，透過地景藝術裝置、手作體驗、

除了地景藝術裝置，「尋龍探圳—漫遊大茅埔」
系列活動，還結合在地豐饒的水果物產，透過設計形
塑山城客家產業行銷品牌。活動延續至明年初，後續
緊接著「2020 台灣燈會」，主展區將包括饒富客庄特
色的「客家燈區」，燈會期間歡迎全國遊客早上到大
茅埔來親近水圳，中午在東勢享用客家美食，傍晚騎
乘自行車沿著綠廊到后里燈會賞燈。

《桐花島的故事》詮釋新客家文化
變形金剛藝術卡車 現身臺中東勢！
為帶動小鎮深度旅遊風氣，行銷在地特色，紙風
車劇團於 11 月 24 日至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帶來客家
文化故事，加深遊客對在地客庄的認識，進而深度體
驗當地的特色與文化。
《桐花島的故事》以藝術卡車結合客家歌舞熱鬧
登場！桐花島結合作家小野《寶莉回家》與客庄「天
穿日」元素，穿插客家歌謠、舞蹈等，是齣動人且饒
富趣味的客語兒童劇，真人與布偶互動的演繹方式，
不僅展現客家文化面貌，更藉著輕鬆有趣的戲劇演出
傳達愛惜地球環境的理念。
高潮迭起的情節吸引眾多遊客及當地民眾頂著豔
陽駐足觀賞，現場近 2,500 人聚集，大人小朋友席地
而坐，手牽手一同來看表演，動人精彩的劇情令觀眾
們目不轉睛。歡笑連連，迴盪整個園區！

紙風車劇團演出饒富趣味的客語兒童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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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大戲酬神謝天 與民共度文化之夜
客家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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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與傳承客家文化，本會每年皆舉辦
「客家戲曲欣賞」活動，10 月 19 日特邀國立
臺灣戲曲學院客家戲學系於臺中市石岡土牛客
家文化館演出。學子以經典的四功五法，配合
故事情節、武打身段，音樂節奏，傳遞客家文
化內涵。

貴賓雲集 齊心宣揚客家文化
現場貴賓雲集，臺中市副市長陳子敬、立
法委員江啟臣、中央客委會委員池銀龍、本會
主委江俊龍等多位市府客委會委員及客庄多位
區長、里長等均到場共襄盛舉，陪同市民度過
一個精彩的秋夜。演出前的扮仙橋段，由陳子
敬副市長、江俊龍主委與池銀龍委員穿上戲服
扮福、祿、壽三仙，將壽桃與糖果發送給在場
觀戲民眾，祝大家平安健康。

DIY體驗 貼近民眾生活
本會為使民眾更加了解客家戲曲與文化，
特規劃戲曲文化佈展，於觀賞戲曲後更進一步
深入客家文化；現場還提供各種款式之客家戲
曲服裝，並有專人解說及身段教學，讓民眾免
費體驗。同時安排有小朋友最愛的童趣 DIY，
包含臉譜彩繪 DIY、扇子彩繪 DIY、以及動物
充氣頭飾 DIY 等，使各年齡層均可親身了解客
家文化。
本次客家戲曲主題，以《群仙慶賀太平
年》祈求活動圓滿、國泰民安，包括一系列經
典客家戲曲 《
: 豆腐夫妻》、《借扇》、《糶酒》、
《鯉魚躍龍門》等，表演者藉由戲曲身段的力
與美等各種元素，展現客家戲曲擄獲人心的獨
特魅力，在微風徐徐的秋夜裡，與民眾共度多
采多姿的客家戲曲文化之夜。

由左至右為客委會池銀龍委員、副市長陳子敬、主委江俊龍扮仙橋段

2019年臺中客家文化研討會
學者齊聚 深耕客家文化基石
「2019 年臺中客家文化研討會」，11 月
9 日於國立中興大學管理學院舉行，邀集研究
客家領域之學者齊聚一堂對話、交流，激盪出
不同的火花，期盼藉此客家文化研討會提升客
庄豐富客家文化之能見度，深耕臺中客家文化
研究之基石。
開場表演以青年爵士鋼琴家林語桐與聲樂
教育博士黃世欣帶來結合西方爵士音樂的客家
歌謠及在地新移民組成的希望舞團融合客家生
活的精彩舞蹈表演開場。專題演講邀請市府地
稅局葉副局長主講「生活中的客家文化」，以
其生長在客家庄的自身經歷，提煉出客庄日常
生活故事，讓聽講者觸及更深層的生活思維。
2019年臺中客家文化研討會開幕合照

今年研討會共徵集發表 8 篇論文，邀請國

永 客 文 創

客家天然植物入皂 傳揚堅毅儉樸精神
永客文創是由創辦人曾泳瑜小姐一手創立，
從小在雲林縣崙背鄉長大的她，祖先是來自福建
省紹安縣的漳州客家人，後來因為緣分成了臺中
媳婦。原本從事手工皂教學的她，對客家文化並
不是很了解，僅存的印象也只有來自一手拉拔她
長大的阿婆，曾泳瑜說：「從阿婆身上完全展現
了傳統客家女性堅毅、儉樸、認份的精神。」每
次想起阿婆，回憶依舊停留在逢年過節阿婆為家
人製作發粄、新丁粄、菜頭粿時的身影。

在阿婆過世後，為了紀念她，曾泳瑜把原來的
手工皂品牌更名為「永客文創」，希望能將對阿婆
的思念之情製作成一塊又一塊別具客家特色的天然
手工皂，與一般手工皂不同的是，曾泳瑜花了好一
段時間悉心鑽研客家先民對植物應用的智慧將客家
大風草、抹草、擂茶等天然植物入皂，做成新丁粄、
發粄、柿餅、開口獅等特殊造型，產品成分安全、
外觀討喜，不只深受民眾喜愛，更獲得 2018 臺中
十大伴手禮好禮標章，成功將客家文化與精神透過
平易近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宣揚出去。

曾泳瑜將客家元素融入手工皂產品中

永客文創的手工皂產品獲得臺中十大伴手禮好禮標章

內多位學者，從客家語言、文化、族群、產業
及歷史等不同角度進行深度及廣度的探討，累
積臺中客家文化知識資庫。

返鄉青年 地方創生經驗談
本次研討會特規劃「客庄地方創生發展
趨勢座談」作為本次青年論壇對話主題，邀請
到 5 位返鄉創業的客家青年，就地方創生的觀
點及自身創業的經驗，找出臺中的優勢與獨特
性，探究本市客庄未來發展趨勢，提供不同的
視野面向。
本會江主委俊龍表示，感謝在地及遠道而
來的與會者及學者專家，為本市客家文化增添
美好色彩，期待研討會明年可將客家主題燈區
做為研討會的論文題目之一，成為本市「聽、
看、臺中客」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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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茶文化推廣在地農特產
「清禾茶會」11 月 16 日在東勢林業文化園區舉
辦，前總統馬英九、立委江啟臣、臺中市府客委會主
委江俊龍及農業局副局長蔡勇勝、東勢區長翁培真、
東勢農會理事長劉正銘、總幹事田士欣等人均出席。
活動由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協同東勢區農會及本會共同
舉辦，透過茶蓆活動體驗茶藝文化，整合臺中各區農
產品推廣行銷，現場同時展售當地農特產品。
「清禾茶會」源於藝術家陳銘儀先生的發想，取
自「清」青「荷」邊草，禾是此次活動舉辦地點荷花
池，取自「荷」的諧音。陳銘儀希望將書畫、音樂與
茶結合，藉由茶事行銷東勢客庄。現場由茶人佈置各
式茶席，融入插花與掛畫，讓茶與人、茶與農特產品
呈現出不同的氛圍。

前總統馬英九、立委江啟臣、主委江俊龍等均出席清禾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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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客家國樂團巡演
千人齊聚 共賞客家樂曲之美
「2019 臺中客家國樂音樂會巡演活動」在
10 月 27 日於豐原葫蘆墩文化中心舉辦，由市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國樂團擔綱演出，現場邀請國樂
界重量級大師林昱廷擔任客席指揮、嗩吶演奏家
曾千芸及二胡演奏家林郁萱擔任主演人員，豐原
國中合唱團演唱多首客家歌謠，悠揚樂聲讓近千
名國樂迷感受客家樂曲的美妙。

家音樂展現並傳承客家文化之美。臺中客委會國
樂團也在演出結束後表示樂迷朋友的蒞臨與熱情
的掌聲都能成為他們的養分，樂團中的每一份
子，都是義務職，因為愛好音樂齊聚一堂，為的
就是傳承傳統文化，將音樂散播到每個角落。

本場音樂會曲目豐富多元，除了有傳統客
家音樂演奏、豐原國中合唱團演唱客家歌謠、臺
灣民謠演奏、兩位台灣著名新生代演奏家演出二
胡、嗩吶協奏曲，還有臺灣年輕作曲家徐瑋廷老
師於 2018 年創作的國樂合奏作品《海岸邊的舊
軌道》，以清新、溫暖的曲目，為與會民眾帶來
一場客家音樂饗宴。
本會主委江俊龍到場主持表示，臺中客委會
國樂團自民國 100 年成立至今，已舉辦超過 40
場大型客家國樂音樂會，以更多元的方式透過客

主委江俊龍與立委江啟臣到場欣賞臺中客家國樂團的演奏

臺中市葫蘆墩三山國王民俗文化節
認識客家文化與信仰，一同來感受客家文化的魅
力。
當日活動內容豐富，為讓更多人能藉由三
山國王的活動更加了解客家文化及民俗文化的特
色，現場準備了漆藝 DIY 體驗和客家文化市集，
並且邀請富春國小歌謠團隊、豐原國中國樂團、
北陽里社區團隊，以及知名的好客藝術團和阿比
百樂團展現出多元的客家藝文風華。
本會為推廣「一區一特色文化慶典」，首次
與豐原區公所合作舉辦「2019 臺中市葫蘆墩三
山國王民俗文化節」活動，活動於 10 月 19 日上
午在臺中市豐原漆藝館前揭開序幕，讓市民重新

起來賞慶

「伯公」是客家人對土
地公的尊稱，為感謝伯公守
護客庄鄉土及子民，臺中市
石 岡 區 公 所 於 11 月 16 日
宮 舉 辦「2019 石 岡 客 家 伯
公祈福文化祭」，依據古禮
舉辦三獻吉禮，並以傳統掌
中戲酬神，祈求來年平安順
利。 現 場 另 規 劃 有 客 家 歌
舞表演、傳習體驗及美食品
嚐，藉以推展客家傳統文化，還有「擲筊拿金牌大賽」、 「摸
彩得大獎」等節目炒熱現場氣氛，讓參與民眾充分感受客庄富
禮好客的熱情。
市政府由客家事務委員會江主委俊龍代表盧市長蒞臨，向
市民及表演團體致意問好，江主委表示，很開心能與現場民眾
一起來感受客家傳統文化謝天感恩的精神，特別在石岡萬安宮
廣場重現這酬神祈福的熱鬧場景。

客庄信仰 「豐」富客家文化

三山國王民俗文化節表演團隊帶來精采演出

2019 祈 求 平 安 感 受 客 庄 熱 情
石岡客家伯公祈福文化祭

本會江主委表示，為推廣「一區一特色文化
慶典」，將持續推動豐原客家文化，把民俗藝陣、
客家歌謠及舞蹈等文化元素，融入客家傳統民俗
宗教節慶「三山國王」慶典活動中，促進豐原客
家文化永續傳承與再造發展。

新社民俗與客家藝文節熱鬧展開

祈福音樂會由在地幼欣幼兒園以客家舞曲揭開序幕，再由
石岡區新住民希望舞團以家鄉傳統文化舞蹈帶領現場觀眾進入
多元新世界，讓與會市民體驗不一樣的客家文化氛圍，在微風
徐徐的夜裡，與民眾共同創造一個多采多姿的客家文化之夜。

客韻美樂．杙響群漾

大里客家音樂會
本會為推廣客家文化，補助大里區公所舉辦客家音樂會，
透過音樂、舞蹈、戲劇等不同方式展現客家音樂獨特魅力，推
廣臺灣多元文化，傳承客家精神。今年由大里區美群國民小學
承辦的「大里客家音樂會 ~ 客韻美樂．杙響群漾」活動，於 11
月 8 日在美群國小熱鬧登場。
本次音樂會邀請客語創作歌手曾仲瑋、劉慧卿、大襟客客
家文化藝術協會、慈意愛心管弦樂團、大屯客家藝術團、立德
客家歌謠弦樂班、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客語班及美群國小哈客
歌謠社等團體參與演出，節目內容有客家短劇、舞蹈、歌唱及
弦樂等不同表演方式，呈現不同客家文化風情。

為促進新社客家民俗節慶與藝文傳承發展，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與新社區公所 11 月
11 日於馬力埔活動中心舉辦「2019 新社民俗節
慶與客家藝文節」，藉由新社特色民俗節慶與客
家展演藝術介紹、演出與體驗等，傳承客家民俗
節慶文化之美。
新社擁有自然地貌與生態景觀，也保有豐富
客家歷史文化。在民俗方面，有開春九庄媽遊庄、
正月半祈福求柑、七月半送王船、十月河西還神
日等特色民俗節慶，每逢節慶廟會，更有客家音
樂、客家雜技等傳統藝術表演。自民國 101 年起，
客委會與新社區公所便協助民間團體舉辦「台中
市新社九庄媽文化節」，推展新社客家文化。
客委會指出，活動中除有靜態的新社客家
「民俗信仰」、「特色節慶」、「儀禮文物」與「展
演藝術」等展示，還有動態的「客家音樂」與「客

活動現場貴賓雲集與民眾一同認識新社客家文化

家雜技」等傳統與當代客家藝術表演，並輔以客
家藝師現場講解及客家展演藝術體驗，由傳統出
發，再創當代客家藝文。
當日活動由新社區長林淑惠主持，客委會主
任委員江俊龍代表盧市長出席，市議員冉齡軒等
貴賓皆出席參加，與民一同認識更多的新社客家
特色文化。

︵

活動報報

12

月活動︶

1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年度成果展開展
為呈現 2019 年整年度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在地互動的紀錄及田野調查的收穫，
園區駐地工作站特別規劃成果展，展期自 12/1 至 12/31，持續展出一個月，內容豐
富，有年度活動行銷影片回顧播映、東勢老照片陳列展、客庄藝術五感體驗等，生
動有趣，歡迎民眾與遊客蒞臨園區細細欣賞。

大里客家音樂會表演內容多元，呈現客家文化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