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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2015新丁粄節系列活動」將於104年3月5日至7日一連3天在東勢區展

開主要系列活動，預估將吸引全國各地遊客10萬人次湧進東勢鬧區。
列入全國客庄12大節慶之一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規劃辦理「臺中市2015新丁粄節系列活動」項目
多達23項，用以下三個主軸做規劃：一、節慶之傳統文化教育意涵、創意。二、
在地觀光產業發展。三、推動國際及青年參與。獲中央客家委員會評選列入全國客

庄12大節慶之一，主要活動由元宵節開始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文化街、文昌廟
及東聖宮舉辦，屆時整個東勢區將滿是客家風情。

擴大活動範圍   鼓勵全民參與
臺中新丁粄節活動榮獲中央客家委員會連續7年列入「全國客庄12大節慶」之

一，為了讓「臺中市2015新丁粄節」相較以往更為精緻與在地化，不僅保留傳統的
新丁粄賽、千人嘉年華遶街、客家優秀團體表演、丟炮城等相關節慶活動，為使活動

範圍不侷限於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與文化街等會場並向外擴展，特別規劃增加巧聖仙師

廟及鯉魚伯公文化景觀導覽解說服務，並在東勢大茅埔客家聚落泰興宮三山國王廟舉

辦行春祈福活動，以吸引遊客深入客庄聚落，活絡周邊觀光與農特產品推廣。

結合信眾辦理客家傳統儀式   彰顯客庄文化
活動當中，其中還包括求子、還願、及求文昌等新丁粄節活動中的重要儀式，

今年更特別規劃結合在地廟宇信眾共同辦理客家傳統儀式，利用往年中央協同地方

「客家」在臺中多元文化中具

有其獨特的美學文化，從文化的基

礎扎根、到發揚、再到創造經濟價

值，林市長將客家政策列為施政重

點之一，希望落實客家文化的軟硬

體建設，讓臺中市客家43萬多人口
，有更多參與的機會，讓世界欣賞

客庄的美，更要臺中成為客家人引

以為榮的城市。

為了與地方多協調溝通，讓施

政有愛無礙，設置客語發言人，提

高公共場域客語環境服務的比例；

強化客家文化保存，落實客家母語

從小扎根工作，營造客語傳承的教

育環境，設置「客語示範幼兒園」

；舉辦「大甲溪觀光文化祭」串連

大甲溪流各區的客家文化及觀光景

點；推動「客家真水」系列活動，

如白冷圳文化祭、鯉魚伯公節等系

列文化祭典活動，致力將每年農曆5
月7日的巧聖仙師魯班聖誕，提昇為
全國性祭典活動。

兼顧軟硬體建設的拓展，結合

跨局處資源，整建客家老街，積極

推動客家聚落生活環境營造，提昇

文化創意能量，同時打造客家故事

館，以展現客家建築、文物、食品

、視覺、音樂、節慶等特色，以客

家文化特色結合在地的農特產品，

激發文創的無限空間與商機，促進

客家觀光產業發展。

以文化活動帶動產業發展，以

產業扶植文化發揚，拓展客家文化

的願景，我們需要實質的行動力，

期待有更多的鄉親共同來經營，讓

我們的客庄蓬勃發展。

▇ 希望客庄
▇ 104年「海外客家美食料理研習班」
▇   客家人過年習俗報導
▇ 104年館舍藝文系列活動之客家醃醬研習班活動

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

市府客委會為推廣客家語言、學術、藝文及民俗活動，編列預算補助客家語言、

文化等相關活動，提供臺中市各級學校申請辦理客家文化傳承等文教活動。相關申請

規定請上市府客委會網站（http://www.hakka.taichung.gov.tw/）「最新消息-104
年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實施計畫」下載相關表格。

政府，以及當地客家鄉親的共同努力而打響的「東勢新丁粄節」名氣，以回饋的思

維來鏈結東勢客庄各個角落，使整個東勢客庄都動起來，吸引全台民眾瞭解客庄，

深入客庄各個層面，結合文化與產業，期能為客庄創造活絡的發展契機。

「新丁粄」表家中添人丁

考究中國歷史，在西晉「佔田制」中對人口的分區，男、女16歲以上至60歲稱
「正丁」，男、女15歲以下至13歲及61歲以上至65歲為「次丁」。因此，深究歷
史文獻，「丁」一字係「人口」之意。「粄」乃是客家人稱糯米做成糕點的名稱，

而「新丁粄」的現代意義則是指因家中新添

人口，不管生男嬰或女嬰而製作酬神的米

食，做為向神明還願的供品。

「臺中市2015新丁粄節」活動，為配
合政府鼓勵生育及推動兩性平權政策之創意

發想，特別製作120斤超大「龜粄」與「桃
粄」來彰顯「男丁」、「女丁」兩性平權的

意涵。

免費公車接駁  民眾可多多利用
活動期間規劃在東勢河濱公園設置免費停車區，並設有接駁車接送至各活動現

場，歡迎民眾多加利用，詳情請至「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資訊服務網參閱。

臺中市 2015 新丁粄節  於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熱鬧登場

歷年新丁粄節活動盛況

▼

希望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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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客委會劉宏基主委親筆揮毫題字

▼

 劉主委與師傅們及所有學員合影

為推廣客家語言並發揚中華書法文

化，市府客委會與臺中市大埔客家協會

合作邀集中臺灣書法家：鄭承旻、陳

銘儀、曾信元、徐菊英、林居城、劉文

魁、李深山、黃義和等8位老師，於104
年2月1日（星期日），在石岡區石岡土牛客

家文化館舉辦「104年新春書法當場揮毫贈春聯暨客語朗讀
春聯活動」，民眾及來往旅客當天除了欣賞書法家現場揮毫

的神韻外，並踴躍排隊參與以客語朗讀春聯的活動（有客語

老師從旁協

助），索取書

法家墨寶，現

場200份春聯
轉瞬間即被索

取一空。

寒假增開班次  吸引6國學員參加  
為將臺灣客家美食推向國際舞台，客

委會自2010年起辦「海外客家美
食料理研習班」，希望藉由每

一位學員的力量，烹調出客

家美食新風貌。由於每年開

訓名額總是供不應求，本次

特別在寒假期間增開班次，

共有54位來自美國、加拿大、
澳洲、日本、汶萊及馬來西亞等

6國學員加入客家美食料理的種子部
隊。客家委會主委劉慶中也特別參加始業式，為學員

帶來滿滿期許與祝福。

「全球在地化、在地全球化」為目標

發揚客家美食

劉主委說，客委會推動客家美食不遺餘力，不僅

辦理國內的客家美食料理競賽、培訓客家餐廳經營人

員，更推出「客家美食HAKKA FOOD」認證，輔導
業者提升整體菜色與質感，讓民眾能更安心品嚐客家

美食。他也期許學員們做為客家美食的海外種子，以

「全球在地化、在地全球化」為目標，將在臺灣學會

的客家料理帶回僑居地，並因應僑居地的飲食習慣加

以調整，將客家美食傳播出去、發揚光大。

8道創意福菜料理  改變油香鹹刻板印象
弘光科技大學吳松濂師傅則端出「春溢乾坤福

滿袋─葫蘆布袋雞」、「添福添歲日日升─福菜一切

肉」、「富貴福至諸事昌─福菜蒸鯧魚」、「福臨喜

民眾參與踴躍   迅速索取一空

2015客家學術文化座談會
落實客家文化扎根與推動

市府客委會於104年1月20日
上午在鼎豐饌餐廳辦理「2015客家
學術文化座談會」，邀請本市客家

重點發展區之中小學校長、市府教

育局代表與會，研討103年度中市
客家語言文化落實情形，了解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各級學校之推動成

效，以作為今年度持續推動客家文

化的依據。

會中劉宏基主委除感謝肯定各

級學校協助，也期許未來學校與客

委會合作推動客家文化重點工作更

具成效。劉主委更表示，客語扎根

工作這個區塊非常重要，也是林市

長選舉的客家政策之一，為挽救客

語嚴重流失之情形，期勉山城區各

校做為客語復育傳承的典範，並邀

請大家共同協助客委會來推動。

桐花綻放、欣賞春雪的季節即將到來！桐花祭系列活動將

於4月於東勢區、外埔區、太平區及大里區浪漫登場，今年市
府客委會將製贈「臺中市2015客家桐花祭賞桐導覽手冊」，
邀請大家一同到本市客庄尋訪美麗的桐花，詳細活動資訊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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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2015客家桐花祭系列活動一覽表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太平區福石園生態教
育園區（臺中市太平
區東汴里山田路67巷
26號）

4月11、12日
（六、日）
10：00~13：30

舞臺節目活動（舞臺表演、搓湯圓比賽）、客家美食品
嚐及展售、藝文展售活動─創意桐花系列藍染DIY（果
凍蠟、精油皂、藍染桐花方巾及藍染桐花小提籃）及騎
單車賞桐（4月11日）⋯等。

大里區國光里圓型廣
場（中興路二段和國
光路口）

4月18日（六）
9：00~15：00

賞桐活動、桐花祭開幕式、客家音樂表演、猜謎活動、
特色商品展示、書展好書分享、客家美食饗宴等。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
路1號）

4月18日（六）
8：00~12：00
4月19日（日）
14：00~17：00

4月18日：桐花祭開幕式、寫生比賽、客家音樂表演、
好書交換、特色商品及農特產品展示等。

4月19日：桐花樹下音樂會、桐花公仔彩繪DIY活動等。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
路1號）

4月18日（六）
14：00~21：00
4月19日（日）
9：00~12：00

客家歌唱大賽。

臺中市外埔區永豐里
六分路農夫市集、臺
中市外埔區永六桐花
步道（外埔區永豐里
六分路）

4月26日（日）
8：00~16：00 客家桐花祭開幕式、永六桐花步道健行及農特產展售等。

年節將至，您還為了除夕團圓飯菜色傷透腦筋嗎？客家委員會104年1月14日在「海外客家美食料理研
習班」初階班第三梯次始業式上，委請弘光科技大學吳松濂師傅端出8道富有客家風味的福菜料理，要讓大家
喜迎新春添福氣！

喜迎新春添福氣  客傳美味遠飄香

劉宏基主委致詞

▼

「臺中市2015客家桐花祭」浪漫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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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會主委劉慶中
於始業式中致詞

▼

 春聯作品

▼

 委請弘光科大吳松濂師傅製做8道
富有客家風味的福菜料理

梢慶團圓─福菜燴繡球」、「福倚綠籬春紅色─天津

捆福菜」、「福聚鴻運人如意─福菜白肉鍋」、「珍

寶福氣捧滿掌─福菜鹹肉堆」以及「玉盤獻福好頭

彩─福菜蒸水粄」等8項客家創意福菜料理，為寒冬
增添暖意。吳師傅表示，這8道佳餚多以燉煮方式料
理，成功跳脫客家菜油香鹹的刻板印象，並能完整保

存客家專屬風味。

邀請名廚分享醃漬烹調經驗  學員滿載而歸
104年1月14日的始業式上，客家委員會也特別

邀請臺中知名客家餐廳「元園廖媽媽」的廖媽媽親自

到現場示範教學福菜醃漬，學員們不僅大呼神奇，更

努力將老師傳授的秘訣記錄下來，希望能將最美好的

客家記憶帶回僑居地，與親朋好友分享。此外，「海

外客家美食料理研習班」初階班第三梯次特別邀請臺

灣廚神駱進漢、客家料理一哥邱寶郎、傳統客家美食

熟手阿金姐與阿緞姐與學員分享烹調經驗，並安排學

員體驗臺灣客家茶鄉文化之旅，讓學員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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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烈士抗日三傑：吳湯興、姜紹祖、徐驤，於西元1895年
（乙未年），用其生命寫下可歌可泣長達5個月抗日歷史，是臺
灣客家族群以游擊性方式，組織地方武力，保家衛國，奮勇抵抗

日軍的英勇歷程，茲做人物介紹於下。

姜紹祖  新竹北埔人，是開發北埔墾首姜秀鑾之孫，客家人，
家巨富，日軍侵臺時，以一己之力散家財，募勇士500名，稱為
「纘字軍」。訓練民軍於南嵌抗日，屢與各地義民軍首領如徐

驤、吳湯興等會師，征戰於中壢、安平鎮、大湖口、枋寮等處，陣

亡時年僅21歲。 

吳湯興  號紹文，苗栗銅鑼灣人，清秀才，能文善武，在滿清時
期被封為「臺民統領」。他率領新竹、苗栗義民軍數萬人，捍衛

家鄉，進而轉戰全臺，在強大日軍火力下，奮戰不懈，戰至彰化

八卦山時不幸中彈身亡，壯烈犧牲。 

徐  驤  字雲賢，號昂，新竹頭份街東興庄人，為人性剛氣壯，
年18時舉秀才，文武兼備，居身清廉，西元1895年時年38，統
領頭份子弟義民軍，獨當一面，勇敢無比，自新竹、苗栗、彰

化、臺南，沿途數十戰，勇冠三軍。轉戰各地時，大聲疾呼：

「臺灣孤懸於海上，清國朝廷不在乎臺灣的有無，是被遺棄的土

地。守護臺灣的只有我們臺民，我們願意將鮮血為臺灣流盡，將

頭顱為臺灣而粉碎」。有人問以眷屬安危，徐驤浩然答以「有天

道，臺灣不亡，吾眷可保。臺灣亡，河山不保，遑問家乎？」

【富人讀書   窮人養豬】
「養」這裡要唸hiuk，與一般「養」字讀法不同。「富人讀書，窮

人養豬」，也採「書」（su）「豬」（tsu）相互押韻。
這兩句在早期農業社會的意含是指「富人」有了財富後，不需要再

為三餐奔波，因此追求的下一步即是貴，而讀書使富者登上顯貴之路，

因此富人顯貴需讀書。窮人則是三餐自顧不暇，平日所追求就是如何安

穩度日。由於早期農業社會，養豬對一般窮人，一來可儲蓄，再則可增

加收入，是家家必做的副業。

如今教育逐漸普及，受教權平等，只要肯下功夫，幾乎人人皆可接

受高等教育。然而富家子弟，易因耽於玩樂，而失去了讀書的意願；反

觀貧家子弟，因習慣刻苦耐勞的生活，反而懂得奮發向上，用功讀書。

國語：新年快樂！

大埔腔

sin+ ngienˇkuaiˋ logˋ！
海陸腔

sinˋngien kuaiˇ logˋ！
詔安腔

sinˇneenˋkuai^ lo！
饒平腔

sinˇneenˋkuai^ lo！
四縣腔

sinˇneenˋkuai^ lo！
摘錄自客家委員會出版之「好客100句」
一書

客語小教室諺語大家讀

喜迎新春添福氣  客傳美味遠飄香
客家人，是一個相當注重禮節的族群，所謂禮即是禮制、禮儀，並非只是一般

的禮貌。客家人的歲時、婚嫁、喪葬和喜慶等禮俗，在《儀禮》、《禮記》中都可

找到根源。婚喪節慶習俗的由來，主要來自其中的吉禮、凶禮、賓禮和嘉禮。例如

歲時習俗中對上帝、日月星辰、山林百物等各種神靈的祀典，都在古吉禮之中。

過年前俗稱「年關」

農曆春節過年是指農曆正月初一的那一天。「過年」真正指的是除夕當天晚

上，一夜跨過兩個年頭。年底又稱「年關」，一般泛指年底和年初相接的那一段期

間，因此，過年時，客家人習慣說：「年關快到了！」。「關」者，一指新舊年的

分界線，二指人們過還債之關，民間習俗欠錢不欠過年，以避免將不好的運勢帶往

下一年。

客家過年期間：12月25日至正月15日
「年初」俗稱新年，「年關」加「新年」便是「過年」的時間範圍，客家人通

常以12月25日入年假（架）開始（也有23日開始），正月15日止，客家俗語云：
「飲過元宵酒，各行各業快動手」，提醒人們過年時間已過，一切都該恢復正常的

工作生活了。

客家過年習俗介紹

以下就針對臺中客家山城大年初一至十五期間農曆過年習俗，介紹如下：

（一）正月初三至初六    新社迎九庄媽
每年的正月初三到初六間，臺中新社地區，依循傳統迎「九庄媽」，為

早期的神明會之延續，屬於角頭性活動，為當地客家聚落的重要民俗活動。

（二）正月初五    出年架
在客家傳統中意思就是年假到這一天結束，必須要馬上邁入正常生活，

也有稱之為「開小正」，與閩南人「初五隔開」，恢復正常工作生活的習俗

相仿。

（三）正月初七    七元日
正月初七俗稱「人日」，傳統客家習俗為：「稱人日為眾人生日，家家

做湯糰，製煎餅。」；乃於當天早上將菠菜、芹菜、茴香、蒜、蔥、韭菜、

芥菜、白菜等七樣蔬菜共煮而食，稱之為「七樣菜」，相傳食用之後會變得

較勤奮、聰明、精明，因此有財利可獲。

（四）正月初九拜天公

正月初九民間習俗為「天公生」，一般當天都會祭拜天公，客家人如於

這一天沒有祭拜天公，也會製作紅粄與發粄，為天公暖壽。

（五）正月十五日    上元盛典新添丁
農曆正月十五日元宵節，為客家上元盛典新添丁重要民俗節慶，客家人

以舞龍舞獅方式來歡慶這個節日，並祈求家中添丁、增長人氣。

福菜、梅乾菜的前身—酸菜

酸菜、福菜、梅乾菜是臺灣客家庄醃漬芥

菜三部曲，酸菜又叫鹹菜，是福菜、梅乾菜的

前身。芥菜收割後，就地在田間曝晒1∼2天至
萎軟；再以一層芥菜、一層鹽的方式放入桶中醃

漬，壓緊密封，發酵半個月，變成酸菜。

福菜又稱「覆菜」

酸菜經過風乾、曝晒，塞入空瓶中或甕內，

倒覆其出口，封存3個月至半年就變成福菜；填
塞過程須用力填實，愈緊愈好，並倒棄溢出的水

分；如果捅得不夠紮實，菜會發黑腐敗。福菜原

來叫做「覆菜」，這是因為存放福菜時，醬缸要

倒「覆」著放的意思。

名符其實「梅乾菜」

酸菜經過徹底的風乾、曝晒，直到水分完全

消失，密封貯存，即變身為梅乾菜。梅乾菜正確

的名稱應是「霉乾菜」，乃是製作完成幾乎已全

乾，又發了霉，因為霉不是一個好字，大家遂以

梅代霉。

獨特風味好搭配  傳承客家道地美味
福菜和梅乾菜都帶著山野氣息。由於晒製過

程不免沾惹雜質，烹煮前需多加沖洗，滌淨才下

鍋。選購福菜時，以淡黃色澤者品質較佳，可用

來滷肉、滷桂竹筍、炒冬粉、炒蕨菜、炒苦瓜、

熅豬肚、苦瓜鑲肉、蒸魚、蒸肉、蒸冬瓜扣肉、

煮肉片湯、煮雞湯、煮排骨湯⋯等。

歡迎來做客  客家過年習俗報導

長期動盪遷徙  
   形成客家獨有

臺灣客家民族英雄
吳湯興、徐驤、姜紹祖

客家人長期的動盪遷徙，不安感恐已形成一種集體潛意識，那是一種長期在不穩定生活中追求

安穩的適應策略。為了便於攜帶，並儲存過剩的蔬菜，乃廣泛運用日晒、醃漬方式，製備耐留的食

物，久而久之形成客家醬缸的陳香美學。

「醬缸美學」

1. 酸菜(左)
2. 福菜(中)
3.  梅乾菜(右)

吳湯興（左）

徐驤（右）

抗日英烈姜紹祖子振驤與

羅享標醫師在姜家天水堂

前騎馬之英姿（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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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醃醬研習班   傳承客家道地美食風味
客家國寶畫家劉興欽老師曾說過「客家三寶」

是客家美食文化的根源，三寶是何物？大師說「菜脯

香，福菜巧，桔醬沾肉不得了」，由此可知「醃漬」

是客家人的一項絕活，如醃鹹菜、醃福菜、醬蘿蔔或

曬蘿蔔乾等，凡是能曬乾保存，或醃製保存的任何食

物，均能發展出一套特殊的技巧。

隨著時代的變遷，客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生活型態，已逐漸成為故事中

的題材，市府客委會為傳承與推廣客家美食文化，在

土牛客家文化館開辦一系列研習活動。

此次研習活動主要是利用當季盛產之新鮮食材蘿

蔔與長年菜（芥菜）為主，聘請在地客家美食講師，

將簡而易得的食材賦予新的詮釋意涵，此活動共分三

梯次每場報名踴躍且迅速額滿。學員除在地鄉親外，

還有來自臺北的客家女婿和本市海線、屯區及市區的

鄉親等，甚至有15位為非客籍鄉親。
其中有位學員說她一直很喜歡客家美食文化，此

次研習訊息是透過市府客委會網站得知，就馬上幫自

己和媽媽網路報名，而她們是從沙鹿搭BRT公車轉乘
公車到石岡上課，她說從認識食材、處理食材、如何

醃製及料理食材等一系列示範課程講解後，可將自家

種的蔬菜透過醃製方式保存，以備不時之需，也可以

簡單料理出不一樣家常菜，讓她受益良多。

古云：「民以食為天」，客家人刻苦勤儉的鮮明

特性，充分表現在菜餚特色中，市府客委會冀望藉由

美食研習活動的舉辦，進而貼近客家文化、融入客家

飲食，吸引更多人投入開發客家新料理，進而帶動新

一波的客家美食風潮。

「菜脯香，福菜巧，桔醬沾肉不得了！」

時     間 研習課程內容

104年1月24日
（星期六）

 蘿蔔乾、醃蘿蔔皮片、蘿蔔錢製作

104年1月25日
（星期日）

 醬蘿蔔、菜脯米、蘿蔔小片製作

104年1月31日
（星期六）

客家福菜製作

完成作品的學員拍照留念

▼

講師示範如何醃漬福菜

▼
客家燈區在烏日

歡迎來做「客」！ 

臺中市104年全國客家日系列活動一覽表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情人木橋廣場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889號旁廣場）

3月7日（六）
9：00~15：00 樂活健行活動暨導覽巡禮、寫生比賽、減碳市集活動等。

豐原區萬選居
（臺中市豐原區翁社里豐年路149巷10弄
16號）

3月7-8日（六、日）
10：00~16：00 客庄導覽活動。

3月10日（二）
9：00~17：00 祭天祈福儀式。

臺中市新社區公所前廣場
（臺中市新社區興社街二段28-1號）

3月7日（六）
8：30~11：00 寫生比賽、資源回收宣導等。

3月10日（二）
9：00~12：00 祭天、客家特色節目表演、寫生比賽頒獎、客家美食教學展覽等。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前廣場
（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三段156號）

3月10日（二）
9：00~14：00 客家藝文表演、食材減碳美食展及客庄綠生活宣導等。

東勢區公所地下室禮堂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518號）

3月10日（二）
9：00-~14：00 減碳美食吃出健康講座、創意減碳美食展示暨美食DIY製作等。

臺中市南區南門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瑞光街33號）

3月10日（二）
9：30~15：00

客家音樂演奏、舞蹈表演、三腳採茶戲曲表演、客家美食品嚐及環
保回收兌換宣導品等。

外埔區三崁福興宮前廣場
（臺中市外埔區三崁里七鄰三崁路57號）

3月10日（二）
9：00~12：00 祭天、歌舞表演、煎甜粄饗客等。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2段59巷5號
（舊社公園活動中心）

3月10日（二）
14：00~19：45

客家布料服飾、生態保育攝影靜態展、春耕畫作、煎菜頭粄及
甜粄、粢粑及擂茶製作品嚐、祭天、客家歌曲演唱、樂團演
奏、影片播放、客家生活美學專題演講及摸彩等。

  光熱客家 綠美客庄
「臺中市104年全國客家日系列活動」熱烈展開

每年農曆正月20日為全國客家日，今年國曆
時間是在3月10日，為歡慶全國客家日，臺中市全
國客家日系列活動將於3月7日至10日於各區熱烈
展開！ 

市府客委會及豐原區公所在客家日當天於豐原

區萬選居舉辦全國客家日活動，活動現場將邀請市

長蒞臨，帶領大家一同遵循客家古禮參加祭天祈福

儀式，祈求保佑臺中市風調雨順、五穀豐收，當天

現場更有客家音樂饗宴、客家粄體驗DIY、減碳客
家料理教育展、環保愛地球舊物回收及贈送樹苗活

動等。

今年活動主題以「光熱客家 綠美客庄」的概
念，期望藉由「全國客家日」活動之舉辦，落實

「減碳環保、客庄樂活」的概念；客家日系列活動

精采豐富，詳細活動內容請上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

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www.hakka.taichung.
gov.tw/）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