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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 江俊龍主委　勾勒人與自然共榮的希望客庄
▇ 2019 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
▇ 客家嘉年華　市區鬧熱登場
▇ 客語沉浸式師資培訓　內容豐富多元

焦點話題 Focus Issue

廣告

勾勒人與自然共榮的希望客庄

盧市長召開石岡行動市政會議

1好客動態

「希望客家人能在公車上用母語自在

交談，就像我們聽見閩南語般的自然。」

曾於大學任教的客委會主委江俊龍認為，

有別於粵語、福建話，客語並沒有代表性

的根據地，「因此，我們更需要客語，來

標誌自己的身分，滋養文化的根，進而綻

放繁花盛開的多元社會價值。」

小時候，江主委常與東勢的外婆用客

語互動，孕育出為客家發聲的志向。多年

前，客語研究尚屬冷門領域，他仍撰述出

全國第 1本比較臺灣與大陸客語差異的論
文，今年更以主委之姿，提出「里山客庄、

不老客做種、一區一特色文化慶典」三大

願景，進而由各語系腔調構築出「大四海

平安」的多語榮景。

里山客庄　鐵馬輕旅行

客家人自古以來便與山林有著密切關

係，而這正與日本強調與自然共生、維護

多樣性的「里山」精神不謀而合。走一趟

客庄，會發現此處涵養著豐茂的林相、水

果與斑斕的人文地景，若能以后豐鐵馬道、

東豐自行車綠廊綴起各鄉鎮的豐沛資源，

人們更能深入客庄，領略山城之美。

江主委表示，上述自行車道造訪人次

連續 3年突破千萬，2016年更榮登全國榜
首。鐵馬遊山城，不僅響應低碳旅遊，更

能慢慢品嚐客家菜，選購果乾伴手禮，並

探訪老街店坊。展望未來，將盤點客庄文

史資源，培訓觀光導覽人才，說一則則動

人的故事！

不老客做種　帶來療癒與啟發

就任時，江主委便提出「不老客」願

景，須篩選出 10至 15位客語能力「傑出」
的師資來「做種」，接受專業知能培訓。

第二階段擴大招募，藉由社團等社群力量，

讓客語能見度大幅躍進，讓人們用客語盡

情分享生活。最後，則如同蒲公英一樣，

吹送至「伯公照護站」等社福據點，讓老

人們用熟悉的母語，述說各自的生命故事，

藉以達到情感療癒的效果。

江主委分享，東勢哈佛書局的店主盼

能推動「客語繪本」導讀，卻苦無師資，

他相信，當上述教師養成後，將能為在地

的親子帶來不同以往的閱讀體驗。

盛典經濟　一區一特色慶典

全國客庄12大節慶中，臺中即占其二，
包括：喜慶添丁的「新丁粄節」，以及闡揚

工藝精神的「巧聖仙師文化祭」，此外，豐

原的三山國王文化祭、新社的九庄媽遶境、

客庄「脫絭」的成年禮等，讓「一區一特色」

的理想成為可能，形構以觀光帶動地方產

業的「盛典經濟」。

江主委表示，討喜的新丁粄可以用於

所有初生子女的家庭們，帶來富有文化氣

息的祝福。而巧聖仙師「魯班公」的題材與

精神，更可連結至手工藝、創客、動畫等，

推動文創設計產業的發展。

就任後，江主委勤走基層、聆聽心聲，他並感謝同仁為美好的客庄共下來打拚。

「2019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結合府內7個機關共同舉辦，展現全國性客庄節慶的繽紛風貌。

市長盧秀燕率團隊到石岡召開市政會議，展現對客家地區的高度重視。

市府施政接地氣，行動市政會議 6月 25日移師
客家地區石岡舉行，並由客委會主委江俊龍提出「浪

漫樂活，聽、看臺中客！」願景，針對臺中客家文化

發展進行專案報告。

江主委盼能推動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

營造，包括建置自行車道串聯山城觀光景點，打造臺

三線客庄浪漫大道，落實慢食、慢遊、慢活體驗；同

時推展「一區一特色文化慶典」、推動「不老客做種」

客語活化復育計畫等，讓臺中客家文化代代相傳。

市長盧秀燕說明，東勢高工舊校址將規劃為多功

能教育園區，作為實驗學校外，也將根據當地居民需

求，開闢成運動休閒園區，提供居民散步休憩好去處；

此外，由於石岡、東勢為農業特區，初步構想規劃為

「農業蔬果推廣中心」，發展當地產業。

盧市長回憶道，過去石岡國小沒有活動中心，當

她還是立法委員時，當地里長請她爭取經費蓋學校禮

堂，並提供鄰近 5個里共用。後來，活動中心落成了，
行動市政會議地點也位於此，盧市長認為，只要在每

個地方好好做事，將來福田便會顯現，讓大家共享。

展現振興客家經濟文化決心

江俊龍主
委



好客人物 編織在地工藝的未來
循著坡道，探入東勢發展最早

的「本街」，打鐵店、布莊、中藥

房等店坊沿著當地人口中的「舊街

路」鋪展開來，不僅販售民生必需

品，更蘊藏東勢人對故鄉的思念。

其中一處展示著竹編工藝、堆

砌漂流木的東勢文創工坊，儼然是

921強震後社區再起的硬頸象徵；
其後「東勢角文創協會」也在此成

立，已連續兩年籌劃臺中「巧聖仙

師文化祭」的工藝展演與DIY活動，
而背後的推手，是一位年屆古稀的

林銘通老師，其生命歷程豐富，不

凡的工藝能量似也由此凝鍊而出。

豐富閱歷　滋養工藝興趣

35歲時，在祖父「有山有水好
創業」的建議下，林銘通遷至東勢，

然以中醫為業的他，卻因謹守醫

德、收費低廉，收入較為不足，後

來因緣際會下，他先後擔任立法委

員吳耀寬、林耀興的服務處主任，

接著在有線電視、洋酒領域發展，

盡看紅塵百態。

「小時便愛工藝，可以觀摩他

人創作好一段時間。」林銘通拿出

大甲溪石刻成的 12生肖石雕說，
這些都是他於業餘時間完成的，惟

石材偏於冷硬，58歲時他進入東勢
林管處的研習班學習創作，轉以散

發生命力與芬香的木材為媒介；近

年來則以場地不受限、揚塵較少的

竹編為主，幻化為花器、置物籃等

生活美器。

打造東勢為工藝重鎮

回首 921震後本街幾夷為平地
的窘境，林銘通當時仍懷抱希望，

緣於東勢孕育著豐沛的天然資源與

工藝人才，包括：悠久的林業、大

甲溪畔的石材、東勢石城地區的竹

編手藝等，只要能運用閒置的林管

處空地與建築，讓在地工藝師進

駐，融合文史解說、老街觀光，他

相信必能匯集產業能量，打造東勢

為客家工藝重鎮。

臺中市東勢角文創協會理事長林銘通與他的竹編創作

〈童抱魚〉以漂流木雕刻而成，當時還因此應願求得了男孫。

林銘通
活 動 宣 導

國家級臺三線
客庄浪漫大道南口（臺中市）

發現秘境影片徵集活動

發掘浪漫臺三線周邊旅遊慢

食、慢遊、慢活之觀光秘境，充實

旅遊景點規劃，帶動地方產業觀光

發展，報名徵件至 8月 12日止，
總獎金 40萬元，歡迎同好深入客
庄發現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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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
「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連續 3

年獲遴選為「客庄 12大節慶」，今
年結合府內 7個機關共同舉辦，5至
6月期間，推出 12項豐富多元的系
列活動，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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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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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區開
發史密不可分。

工藝多元　樂曲悠揚

5月 11日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的「傳統工藝現場創作展暨匠寮文化

工藝展」暖場活動，邀請東勢在地工

藝師現場創作客家意象之木藝、竹編

客家生活農耕器具，示範仿古家具榫

卯技藝，並帶來工藝 DIY體驗，文物
館內展出竹藝、木藝、工藝、石雕、

藤編等約 50件工藝創作品。

5月 24日辦理「魯班公聖誕歡
慶活動」，邀請阿比百樂團、山城石

府樂團、羅茵茵及黃于娟等客家知名

樂團、歌手，於巧聖仙師廟廣場帶來

燦爛演出，而客委會、農業局、原民

會也規劃客家特色商品、原住民特色

手工藝暨農特產品展售會，輔以客語

拼音標示與原住民手工藝 DIY，體現
燦爛的多元文化風景。

產業與創客　魯班精神不滅

勞工局舉辦之「促進就業巧聖仙

師魯班公獎選拔」，除木作、營建泥

作等 7職類外，今年還新增建築製圖
與設計、自行車組裝、中式米食、美

髮設計 4職類，擴大技職教育推廣層
面；並在「圬工」職類選拔出最高殊

榮「巧藝大師」黃連成先生，頒予獎

金 50萬元。

教育局在東勢高工舉辦「當魯班

公遇上 STEAM-動手創客一起來—高
中以下學校創客賽」，結合古代魯班

木作技藝與現代科技資源，透過實際

動手做，培養學子創造思考、團隊合

作能力，並鼓勵以進步的科技，創意

詮譯「勤奮、創新」之魯班精神。

經發局舉辦之「2019魯班創意
設計節暨木產業推廣活動」，以「和

木相處與林共好」為主題，規劃親子

園遊會及漆木產業推廣活動，包含靜

態木漆藝伴手禮設計產品展示、動態

親子木工 DIY、森林木市集等精彩活
動，增進民眾對傳統木產業與新興技

術的認識與喜好。

創新實作精神　驅動百業

臺灣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匠師

技藝逐漸失傳，大臺中地區的機械工

業也普遍缺工。市府藉由巧聖仙師文

化祭來推動技職教育再造，希望能提

升工藝從業人士的社會地位，並讓百

工職人效仿魯班先師創新與實作的精

神，再現臺灣穩定立足於經濟的文化

傳統，也期望連結客家的硬頸打拚精

神來傳承文化，一起為臺灣走出康莊

大道。

巧聖仙師魯班公2526週年誕辰典禮

當荒謬大師沈玉琳（右1）遇上巧聖仙師與盧市長（中） 「促進就業巧聖仙師魯班公獎」表揚2019
年巧藝大師黃連成

以工藝為筆 畫出百業盎然生機



輕食Ｘ旅行 漫遊東勢客庄

大屯客家藝術團表演「茶山姻緣歌謠劇」

陳副市長（左3）與現場民眾體驗手作客家粄

為提升客家文化於本市都會區之能

見度，讓民眾聽見客家、看見客家、感受

客家魅力，本會於 6月 1日在文化部文
化資產園區舉辦「108年客家嘉年華」活
動，並結合在地文創產業及商家，為首屆

「臺中購物節」全城打折活動暖身！

陳子敬副市長表示，客家族群千年

前流離顛沛，輾轉到臺灣，過程中仍在語

言、飲食、宗教等方面保留了良好的中華

文化，值得讚許與景仰；臺中客家人的聚

集地雖以山城居多，但透過今日的活動，

可使市民對客家文化有更深一層認識，也

讓外地朋友看到臺中族群的多樣化！

本會江主委指出，全市客家族群 1/4
集中於山城，而 3/4則散布在本市各區，
客語的式微與族群的隱性化在市區更加嚴

重。透過藝文表演及客語 DIY闖關等嘉
年華活動，提升客家文化在都會區之能見

度，並建立隱性族群的自信心，凝聚與團

結意志，讓客家人勇敢站出來！冉齡軒議

員則表示，肯定本會推廣客家文化的用心，

未來期許客委會能提升為「客家事務局」，

為更多的客家鄉親來服務。

本次活動以「客樂‧展藝」、「客人‧

當慶」、「客藝‧薪傳」為三大主軸，安

排 20隊藝文表演，除了經典的客家戲曲歌
舞外，更穿插了新住民舞蹈，展現臺中精彩

多元的藝文型態！另外還有客語闖關、客家

傳統米食 DIY、創意拍照及客家纏花、酸柑
露等創意市集，行銷客家產業文化特色，讓

市民朋友留下美好的回憶！

客家嘉年華 市區登場
鬧熱匯演

　驚豔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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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外來遊客更深入了解在地文化，帶動地方成

長與遊憩品質，本會於 6月 7日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舉辦「街區輕旅行」、「導油工作坊」及「遇見莎拉

─輕食餐桌」等三項極具地方特色的活動，帶領居民

及外地旅客體認東勢客庄獨有的在地文化。

「街區輕旅行」以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為中心，延

伸至周邊街區特色場域，由經驗豐富之導覽員帶領參

與者走入社區，遊程中融入在地產業竹編 DIY創作體
驗，動靜皆宜且具豐富的遊憩內容，不僅吸引團體報

名，當天更有來自桃、竹、苗及屏、高地區的遊客共

同參與；導覽員生動的解說及趣味性的 DIY，也讓活
動佳評如潮。

「導油工作坊」再現客家傳統的醃漬、釀造文化，

與在地醬油釀造工作者合作，藉由體驗趣味性的手工

豆豉製作，傳承客庄健康的文化老味道；園區另一角

亦設計了健康飲食者熱愛的「輕食餐桌」，讓民眾自

製天然的「手洗愛玉」，搭配在地小農業者提供的蔬

果，讓大家品嚐到東勢山林的好味道！

當天活動採預約報名制，吸引逾百名民眾共襄盛

舉，未來園區將不定期舉辦此類活動，歡迎有興趣之

民眾關注臉書訊息，一起共下來寮，體驗屬於東勢客

庄的地方文化！

醬油釀造器具展示，讓民眾認識早期醬油的手工釀造文化。

馬力埔的美麗與滄桑
漫遊小鎮 經典新社

過去，客家人隨著移墾腳蹤遷

徙新社，孕育鮮明的客庄文化；如

今，這座小鎮已是遊客們享受慢活

時光的好去處，其以農業結合旅遊

的方式，發展景觀餐廳、遊憩園區

等觀光休閒，一躍為交通部觀光局

遴選出的「經典小鎮」。

來到新社北段，會發現大甲

溪旁的河階臺地上，有處「馬力埔

休閒農業區」仍保有淳樸的農村風

貌；轉入中和街一段的小巷內，將

與長近 2公里的彩繪小徑浪漫邂
逅，蔬果、菇寮、花海、九庄媽等

在地人文與自然特色，以繽紛的姿

態映現眼前，還有 3D視覺彩繪，
形構跨越時空的奇幻之門。

然而，馬力埔聚落卻有段殖民

統治下的黯然歷史。日治政府為了

推動高經濟價值的糖業，於適合培

植甘蔗種苗的馬力埔一帶，強制以

每公頃50元的低價徵收所有土地，
以農耕維生的庄民忍無可忍，便以

鋤頭、鐮刀群起反抗，爆發了震驚

全臺的「馬力埔事件」，惟農民終

不敵一隊隊入庄的日警，只能以幽

幽的血淚，泣訴彼時社會的無奈。

今日，馬力埔的綠意依舊，無

論坡地或平地都種植水果和花卉，

園區還有棵樹齡估計已達千年的水

尾神木，樹下供奉著居民的重要信

仰土地公，展現人文環境與自然生

態融合的現代美感。

7月 10日至 8月 18日首次辦理「臺中購物節」，
引領大眾探訪臺中好吃、好買、好玩、好住的地方，並
抽出千萬豪宅、百萬名車等多項大獎，歡迎各地朋友來
臺中「尞 (liau)」，一起拚經濟！

下列臺中市好客卡特約商店，皆為購物節「優惠商家」：

新社九庄媽等在地人文意象，是彩繪

小徑的繽紛風景之一。

彩繪小徑上的農村風情、自然風光

臺中購物節 共下來尞臺中購物節 共下來尞

山頂上民宿 喜利廉有限公司

悅田食品有限公司 上興輪胎行

東進一條根企業商行 鐵道之鄉酒莊

悠然身心美學 spa 館 大肚休閒酒莊

柿外桃園有限公司 達美樂披薩

石岡桔子農場股份有限公司

雨利行生化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樺泰實業有限公司（樺泰漆器）

寶島燻樟　樟腦故事體驗館

臺中市愛無礙協會　佰渡工坊

參考資料：《移墾者的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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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時光，途經東勢大茅埔派出所，

是否聽聞清亮純真的客家歌謠「磨粄

歌」？或在市場中看見尋「粄」的幼童

們，用客語詢問菜價？他們是新成國小

附設幼兒園的師生們，自 107年提升為
客語沉浸式教學校園後，在校長黃美樺、

幼兒園主任陳瓊如、客語薪傳師陳美伶

等優質團隊的引領下，融入以在地社區

為背景的主題式教學，讓上學成為有趣

的事。

「相較於教室內『學』客語，更希

望讓孩子在生活中『用』客語。」陳主

任分享，端午成果發表會便採闖關方式，

親子們以客語倘佯於「美食大富翁」與

卡拉OK挑戰賽中，舞臺上的「白蛇傳」
表演，更展露幼童說客語的自信。

走訪在地　五感體驗客家文化

課程主題隨著節令而有所變化，每

年一月盛放校園的梅花，不僅細緻動人，

其後結成的纍纍果實，更讓學生們享用

醃脆梅的樂趣；新丁粄節期間，孩子們

探訪永安宮，協助排好米龜大粄上的葡

萄乾，回校後更發展出「烏龜蹺」的遊

戲，以及一本由孩子手繪完成的圖文書，

書籍透過闖關的方式，引領大家認識悠

久的新丁粄習俗。

鄰里社區是在地文化最親切的學

堂，幼兒園曾走訪鯉魚伯公，幼童擲筊

詢問中午能否吃麥當勞，竟獲首肯，後

來，更在校園蓋起「小伯公廟」。各類

活動的進行，不論是踢足球，還是用餐，

常見陪伴員在一旁引導孩子說客語，陳

美伶說，客語的普及應從家庭開始，現

在孩童回去，客語歌謠總琅琅嘴邊，讓

阿公阿嬤好生歡喜。

即便新成設幼屢創佳績，榮膺全國

客語教學績優獎勵實施計畫第二名，並

連續 2年在客家歌謠比賽獲獎，黃校長
表示，她仍鼓勵同仁以自然的方式去發

展孩子的潛能，「畢竟教育的目的並非

比賽，而在於生活中流露的風采。」

為營造自然使用客語溝通及教學的

環境，本會規劃於東勢、石岡、新社及豐

原地區幼兒園推行客語教學並輔導師資培

訓，今年特別與臺中教育大學合作，規劃

30小時共 5場次的沉浸式教學師資培訓課
程，以提昇教師「客語沉浸教學」之相關

知能，並建立教學模式以達到語言學習及

母語保存之目的。

今年師資培訓課程內容多元，邀請中

教大幼教系程鈺菁、林佳慧、邱淑惠老師、

南努客音像工作室負責人與客家紀錄片導

演吳平海等大師，講授沉浸式教學環境設

置、童玩研究實作、鏡頭下的客家美學及

實際參訪等課程內容，提昇客語沉浸式教

學多元面貌；讓幼童在找回母語能力的同

時，更了解家鄉的優良傳統文化，更能建

立對多元文化的認同與尊重。

培訓課程共 5天，6月 10日最後一場
次於新成國小辦理現場教學參訪，讓學員

們能對現場教學有更多的體會，並透過相

客語沉浸式師資培訓 內容豐富多元

新成國小附設幼兒園

南努克工作室吳平海導演與培訓學員合影

校長黃美樺（中）、幼兒園主任陳瓊如（右）、客語薪傳

師陳美伶（左）等人，協力為幼兒園帶來有趣的教學。

其他團隊成員：楊沛縈、巫文君、林秀珍、羅知禾。

頒發「沉浸式教學師資培訓」結業證書，一起用客語打造教育的微笑曲線。

互分享與交流，讓教學方式更豐富多元。

本會為加強復甦客語之效能，以客語

沉浸式教學方式讓幼童接觸客語、認識客

家文化，更針對客語沉浸式教學園所國小、

幼兒園之教師、教保人員及陪伴員，規劃

一系列教學師資培訓，讓培訓人員更充實

教學內涵，提供幼童多元學習內容，也期

望幼兒園的客語教學能夠更上一層樓，發

揚傳統客語及客家文化之美。

點亮客語教學與在地文化

客家歌謠比賽前，孩子先跳舞給東興宮的三太子看。

情境教學 盼從「家」發聲

李品瑱（右1）希望以愉快的方式，讓學童樂於大聲開口說客語。

客語薪傳 煞忙打拚
文∕李品瑱（客語薪傳師）

客家諺語說：「歇久他鄉變故鄉，故鄉嗄來變他鄉。」定居臺中已經

二十多年了，苗栗三義則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有著在地的客家語言、飲食

文化。早期進入復興廣播電台擔任「客家園地」節目主持人，除了配合政令

宣導，主要製播以客家戲曲為主（山歌子、小調、平板等），讓懷舊的情懷

唱進客家族群的內心。

校園教學成效佳

在既有的客家文化基礎下，於民國 91年投入客語種子教學，隨後取得
「客語薪傳師」資格，在異鄉多元的人文裡，開啟客語教學之路。起初，學

生認為「客家話」像是外國語一樣，聽不懂、好艱澀唷！為了讓學童快樂學

習，課程設計以遊戲、跳唱、歌謠等情境融入為主，多學一種語言就多一種

方便的觀念下，盡情在校園內開口說客家話，回家也能與家人說上幾句，在

有形無形的勉勵之下，肯定了孩子學習成效。

教學上看到了學童的學習成效，那為何客家話還是很少人開口說呢？因

為客家人是「客氣的」族群，在現實的生活需求下，多數客家人隱藏起自己

的語言，讓祖先的叮囑付之流水。

成也家庭 敗也家庭

俗諺說：「細人仔毋講客話，阿公婆都會跋　起來罵！」所以語言必須
由家庭做起，成也家庭敗也家庭。為了保存「阿姆講个話」，客語薪傳師最

大的挑戰是站在基層發聲，突破客語隱形化的框架，將客家「言」與「聲」

的文化擴及家庭、結合教學，在全臺每個角落開花結果，讓「 个」語言不

會在我們這一代式微消失。

要知道「沒有客家話，就沒有客家人，沒有客家人，哪來的客家文化？」

所以固守客家語言的「客語薪傳師」便扮演傳承語言文化的重要角色了，在

這我要與辛苦耕耘的客語薪傳師們共勉，謝謝您們為客家語言文化「煞忙打

拼，恁仔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