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2016年客家戲曲藝術季活

動開跑！為落實市長推動文化藝術、於

本市海線及市區展現多元客家文化特色

的願景，客家戲曲活動首場於9月3日在

國定三級古蹟南屯區萬和宮熱鬧開演，

吸引不少民眾參與，場面熱鬧歡愉！

本會邀請曾獲獎之優良客家戲劇

團演出充滿親情、逗趣、歡笑的客家

精緻大戲《金玉滿堂喜》，現場鑼鼓

喧天、響徹雲霄，演出劇情精彩絕

倫；中央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吳副主任德棋、本會主委劉宏基、

議員劉士州、議員何文海、南屯區長

程泰源及萬和宮董事長蕭清杰等眾多

長官貴賓皆親臨萬和宮共同進行扮仙

儀式，向現場民眾發送壽桃及糖果，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中央客委會客發中心吳副主任於

致詞時表示，為發揚客家優良文化，

特與市府客委會在臺中安排三場客家

戲曲活動，歡迎各族群一起來欣賞

戲曲，期望多元族群能和諧的共同

成長；本會主委表示，客家有句諺語

「戲班入庄，田地放荒」，客委會精

心安排客家大戲演出活動，讓市民重

溫舊時的回憶，也讓非客家族群能認

識及接觸客家傳統戲曲藝術。

本次活動邀請專業街頭藝人表演

新式雜耍，為活動揭開序幕！現場另

有戲曲服裝配飾展示區，如刀、槍、

拂塵、佩劍、戲服及官袍等，周邊創

意戲曲拍照區吸引了大朋友與小朋友

穿著戲服拍照留念；為了讓市民認識

客家文創作品與在地特色商品，客委

會精心安排客家特色手作物展示，並

邀請農會推廣在地農特產麻芛等系列

商品，活動豐富多元！

另外提供客家花布零錢袋宣導品予

參與活動之市民，讓市民在微風徐徐的

初秋夜晚，伴隨客家戲劇團演出，穿戲

服、看大戲、逛客家市集，感受客家戲

曲藝術之美！

天涼好個秋
客家戲曲海線市區登場  盼傳承客家文化藝術

▲中央客委會客發中心吳副主任德棋、本會主委等長官貴賓皆親臨萬和宮共同進行扮仙祈福儀式，現場熱鬧非凡。

▲ 本會主委親至客家美食與文創商品攤位

為青創團隊勉勵

本會為持續推廣客家多元文化及讓鄉親體驗客家傳統技

藝，於7月23日起至9月18日共編排三班課程，分別為植物染

班、客家花布縫紉班及竹編班，使市民了解客家文化精神的

精髓，打造創意客庄經濟效益。

植物染課程藉由老師的巧手推廣優雅、溫潤多層次色彩

的天染染色藝術之美，落實環保再生的慢活生活，將染、縫

等傳統工藝結合運用，享受手作生活美學。客家花布廣為大

眾熟知及喜歡，花布作品有多樣的變化。竹編技藝呈現細膩

的技法與思維，發揮了竹材獨特的美感與特色，讓更多人對

竹編工藝有更深入的認識。

本會主委表示，持續推廣

客家傳統技藝，不僅有助於在地

工藝文化的傳承，亦能帶動客家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升客家

文化產業之產值。

發揚傳統工藝  
深究客家精隨 105年民俗技藝研習班

▲ 本會主委與植物染班學員及

作品合照

臺中市立新社幼兒園於8月30日上午正式

揭牌，典禮當天由客家委員會李永得主委一同

見證本市第三所示範幼兒園揭牌，共同攜手推

動客語沉浸式教學，為母語推動政策再注入一

劑強心針。

中央客委會李主委表示，臺中市政府自104
年起於東勢、石岡地區推動客語示範幼兒園政策

以來，頗受社區及家長好評，今年賡續於新社及

豐原幼兒園施行。教育是百年大業，尤其幼兒的

語言發展更需要從小培養，客語沉浸教學計畫主

要是參考國外保存母語的方法，在幼兒園中營造

一個自然使用客語溝通及教學的環境，此種母語

保存模式已在國際中廣泛地被運用，感謝臺中市

政府作為各縣市表率及先驅，率先推動客語示範

幼兒園政策，充分展現市府對母語政策的重視。

本會主委表示，為順利推行客語示範幼兒

園政策，市府客委會集結多方資源，出版大埔腔

幼兒園教學常用客語教材《小朋友上客咧》，讓

幼童更習慣開口說客語。同時針對幼兒園現職教

保員規劃一系列客語認證課程及幼教雙語教學課

程培訓，為山城地區培育優良客語教學師資。未

來規劃利用工作坊，產出更多專屬大埔腔客語教

材，落實教材在地化。

為有效保存及傳承客語，推動客語沉浸式教

學，透過中央地方協力，積極為山城地區營造優

良語言環境，重拾大埔傳統客語之美。

推動母語政策  營造友善教學環境
第三所客語示範幼兒園成立  逐步落實母語扎根

▲ 中央客家委員會李永得主委與本會主委手持《小朋友

上客咧》一書與學童大合照

共賞客家戲曲之美共賞客家戲曲之美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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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遊共學  尋訪山城客庄純樸
為提供全市親子共遊共學，體驗

在地客家文化，本會規劃4梯次「105
年親子行尞客庄活動」分別為8月6、
7、13及14日辦理，參加民眾共有154
人，獲得參與的民眾一致好評。

活動安排羅望子生態農場生態導

覽、東勢林業文化園區植物介紹、石岡

文史解說、土牛客家文化館生活文化導

覽及客家童玩體驗外，另規劃香皂DIY
研習課程，讓家長與孩子們透過一同動

手製作手工香皂，增進親子間的情感，

共享成果與手作過程的喜悅。

本會主委表示，此次活動藉由客

家文史工作者的導覽，讓親子能以寓教

於樂方式，認識客家文化，未來客委會

將持續規劃更多有趣又富有教育性的客

家活動，盼能發揚客家文化，進一步提

升客庄觀光效益，帶動產業發展。參訪

客家聚落，體驗客家文化，在活動過程

中感受客家文化之美，讓更多人了解山

城客庄的純樸、提升客庄觀光效益並帶

動客家產業發展與發揚文化。

語言是文化載具  客語扎根刻不容緩
客語薪傳師座談會（臺中場）

為關心臺中地區客家語言及文化推展情形，

客家委員會於8月30日在豐原區公所召開客語薪

傳師座談會，徵詢本市客語薪傳師對客語薪傳制

度轉型之建議。

有關與會薪傳師關心明（106）年將取消客

語認證獎學金制度乙節，中央客委會李主委回應

指出，客家人要爭取的是文化平權，而非特權，

不希望藉由獎學金吸引學生報名認證考試。未來

客委會將積極協調各地方政府，希冀將客語認證

成績，納入12年國教的超額比序，增加學習客

語的實質效益。

會議中薪傳師熱烈地針對過去在開班傳習、

教學遇到的問題提出建言，李主委表示薪傳師提

出的提案與建議，將彙整後作為後續業務推動之

參考。

語言是文化的載具，每週1至2堂的母語教

學，無法使學生學會客語，因此推廣客語沉浸式

教學有其必要性；利用客語結合教學內容，營造

自然的客語學習環境，並鼓勵親子共同學習客

語，透過中央地方協力推廣沉浸式教學，期能有

效落實客語扎根，進而帶動客語學習的風潮。

豐富課程 
多樣活動105年度臺中市暑期客家小學堂

為提升學童對客家文化的認識及興趣，本會於暑假期間

辦理「105年度臺中市暑期客家小學堂」活動，藉由多元的

客家文化教學課程，帶領學童共同體驗及認識客家文化的精

采風貌。

本活動自8月5日起至8月12日，分別於本市潭陽國小、

東興國小、大元國小、內埔國小及亮亮幼兒園開辦；為了落實

客家文化向下札根的理念，今年客家小學堂特別加開幼兒園課

程，除了讓更多大小孩童一同來體驗、感受客家文化魅力外，

更為學童們的暑假開拓不一樣的文化視野！

暑期客家小學堂活動課程豐富且充滿多樣性，除基本的客

語、歌謠、歷史文化教學外，薪傳師更帶著小朋友們認識各類

客家童玩、染製客家藍染、磨製擂茶，亦準備了豐富的餡料及

食材，教導學童們捏製豬籠粄菜包及面帕粄等傳統客家美食，

其中更有廚工媽媽為校內參與活動的學童烹煮色香味俱全的客

家菜餚，為活動課程點綴滿滿的客家元素；最後，在各校安排

的客庄與客家文化景點參訪中，透過各地的精采導覽，讓孩童

們帶著滿滿的收穫與愉快的心回家，為暑期客家小學堂活動畫

下完美的句點！

105年親子行尞客庄活動

▲ 中央客委會李永得主委回應薪傳師的提問

▲ 

暑期客家小學堂登場 「做中學」

拓展學童文化視野

▲ 行尞客庄第4梯次參加民眾於土牛客家文化館合照

為發揚流傳已久客家山歌文化，凝

聚客家社團共識及增加親子間互動等，

本會於9月辦理「客家（Hakka）恁生

趣」系列3場活動，如客家山歌研習、

客家意象蒔繪親子研習及客家飲食生活

文化研習，報名參加人數計182人，型

態轉變為親子研習方式進行，以活潑有

趣、多元方式進行，教導下一代「敬天

惜物」的觀念，讓參加民眾對客家文化

留下深刻印象。

9月2日假豐原區公所會議室，舉

辦「客家（Hakka）恁生趣－客家山歌

研習」，聘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

院院長吳榮順擔任講師，還邀請胡琴老

師鄭瑞祥及鑼鼓老師羅寶琴，兩位老師

現場配合演奏。客家山歌清亮豪放，充

滿感情，將客家歷史、生活景象娓娓道

來；課堂上，除學習山歌演唱技巧，宛

如參加了一場高質感的音樂饗宴。

接續9月4日上午於豐原漆藝館舉

辦第二場「客家意象蒔繪」活動，漆盤

貼葉蒔繪DIY使用的材料有圓漆盤、葉

片、括刀、色漆、金粉等，在志工老師

指導下，學員們認真設計屬於自己的圖

案、將漆刮平均勻沾於葉片再複印到漆

盤、上金粉以轉圈方式由外層向內推均

勻平整、再以清水清洗多餘的金粉、以

去漬油擦掉不需要的

漆，美麗的藝術品便

完成了。

DIY活動結束後，

便進入「敬天惜物」

講座，邀請本市石岡

導覽達人余金秋老師

擔任講師，幽默風趣的授課方式使上課

笑聲連連不斷。天地萬物孕育生命，就

像父母親賦予我們生命，教導我們，尊

敬天地愛護自然萬物，如同尊敬與回饋

自己的父母，也是愛護自己生命的最好

表現。

第三場研習「客家飲食生活文化」

於9月11日假東勢區北興社區活動中心

辦理，邀請東勢阿嬤鄧林月娥老師擔

任講師，除示範料理步驟、備料及調味

外，並帶領家長、小朋友們DIY自己動

手作客家菜包，學習客家硬頸及刻苦勤

儉的精神；藉由親手做料理這份感動傳

遞到每位學員心中，讓客家飲食文化淵

遠流傳下去。

客家（Hakka）恁生趣 客家山歌、客家意象蒔繪
及客家飲食生活文化研習客家（Hakka）恁生趣 

▲ 客家（Hakka）恁生趣－客家山歌研習

▲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麵包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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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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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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7月23日起，本會於東新國小為幼兒

園教保員辦理專業師培課程，規劃共計36小
時研習課程。該師資培訓課程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為專業知能培訓，聘請國內大專院

校幼教講師如屏東大學幼教系陳雅鈴系主任

及朝陽科技大學幼保系孫扶志老師，為幼兒

園教保員進行沉浸式教學增能；第二階段為

回流輔導，請教保員撰寫教案，利用研習進

行實務教學交流。教保員課程參與度高，園

所回應良好，期盼能為山城地區培育優良客

語教學師資。

時序進入7、8月正是麵包果成熟時期，本會於

7月31日在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舉辦麵包果節活動，

精心策劃了一系列精彩的活動，節目除安排客家歌

謠、舞蹈、國樂演出之外，適逢8月1日為「原住民族

日」，為展現「原客一家」的精神，活動亦邀請原住

民藝文團體精彩演出，現場氣氛熱鬧歡愉！

這場活動貴賓雲集，中央客委會副主任委員楊長

鎮、市府原民會主委馬耀‧谷木、議員朱元宏、謝志

忠、區長及里長等皆蒞臨現場，共同歡慶麵包果節！

中央客委會楊副主委非常感動這是他首次參加由客家

專責單位與原住民專責單位合辦之活動，並於致詞時

感性的表示，全臺有許多客家會館，在這其中，非常

重要、最富含精神內涵的就屬土牛客家文化館，921
大地震後歷經重建、大家團結一條心的精神令人感

動，期望臺中山城地區未來能為全世界大埔客家的文

化中心；本會主委表示，感謝中央客委會的協助，讓

土牛客家文化館能風華再現。

本次麵包果節活動內容豐富多元，邀請客庄學

子、在地客家藝文表演團隊演出客家舞蹈，個個精神

抖擻、活力十足，展現客家後生子弟的熱情與活力；

現場亦有原住民藝文團體氣勢磅礡的精湛演出，博得

現場民眾喝采；現場另有客家特色市集及農產品展售

會等，氣氛十分熱絡！ 

特別的是，活動現場亦邀請市府原民會何委員介

紹以麵包果為食材的原住民風味餐，現場還有客家麵

包果創意料理，香氣四溢、令人垂涎三尺，充分展現

在地與創意的結合，交織出獨樹一格的族群文化，成

功行銷臺灣客家與原住民美食與文化。

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麵包果節  展現族群文化和諧面貌

推動母語保存  
厚植教學能量 臺中市客語示範幼兒園師資培訓計畫體驗人文風情 傳承客家文化

105年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導覽小尖兵夏令營

▲導覽小尖兵學員於土牛客家文化館進行導覽演練

▲麵包果節登場，介紹令人食指大動的麵包果料理。

本會為讓市民瞭解本市客家民居建築之

美與歷史文化發展，特地規劃於7月及8月暑

假期間辦理四場「2016客家傳統空間文化

巡禮」活動，安排民眾至潭子區摘星山莊、

石岡區土牛客家文化館、神岡區大夫第參

訪，總計吸引117位鄉親報名參加。

透過導覽員精湛與生動的解說，讓參加

民眾對客家文化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認同，更

充分吸汲客家傳統古蹟古宅的精華，讓陳舊

建築空間不再是古老的記憶，而是可親近的

活化教材。

本項活動獲得參加民眾的認同與讚許，

活動第二梯次更是吸引臺中市啟明重建福利

協會團體報名參加，聆聽導覽員詳細的口述

解說與形容，以想像的形式，深入其境，流

連其中，沉浸在客家先民生活時空與民居傳

統空間。

探索客家先民生活的日常  2016客家傳統空間文化巡禮

▲摘星山莊導覽合影

為培植客家導覽人才，本會於土牛客家文化館舉辦「客家導覽小

尖兵夏令營」活動，安排參觀在地客家傳統建築、山歌教唱、文物歷

史淵源解說，與古老印刷術－拓碑及彩繪等客家工藝教學，於7月18
日至22日辦理初階班，8月8日至12日辦理進階班，透過互動式教學引

導學童深入客庄、體驗在地文化，成為文化傳承生力軍。

為使學童深入瞭解客家文化，課程安排學童透過一起學山歌、做

彩繪、參訪客家聚落，以客語溝通、體驗客家文化，在學習過程中感

受客家文化之美。家長表示，導覽小尖兵活動與其他夏令營不同，老

師用客語教授山歌，生動活潑、學習製作傳統客家手工藝品，好玩有

趣，又可到客家文化園區一日遊，實地探訪客家人文風情；再加上每

日色香味俱全的營養午餐，孩子吃得安全又安心，非常放心讓孩子參

加這次的活動。

本會主委表示，今年夏令營參與學童有別於以往，除山城學童

外，還有從屯區大里、甚至有海線大甲等各區的學童參加，其中不乏

參與初階班後，再次報名參加進階班活動，顯見本活動深獲學童及家

長的肯定！期盼藉由豐富的客家活動，讓更多的孩子受惠，並且讓有

志成為客家文化導覽員的學童，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為民服務。

▲ 朝陽科技大學幼保系孫扶志老師講授客語融入在地

文化課程

▲

  土牛客家文化館更展活動
土牛客家舞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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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ace of Hakka

早䟘三朝當一工，早䟘三秋當一冬。

寓意： 　　此句諺語係指，早起幹活三天等於多賺一天收穫；若連續三年早

起，等於多了一年時光可善加利用。正所謂「一日之計在於晨」，傳統

客家長輩不喜兒孫晚輩「懶屍晏起」(懶惰晚起床)，耳提面命要早睡早

起，煞猛打拼，無論是在土地貧瘠的贛粵閩邊境開墾出一片豐饒，抑或

渡海來臺開墾，憑藉的就是客家的族群特性—「勤」。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不怕窮，只怕朝朝睡到日頭紅」、「早

睡早起，存穀堆米；晚睡晚起，鍋頭吊起」……等俗諺，都在在說明了

早起、勤勞工作的重要性，並期勉客家子孫要愛惜光陰，充分把握時間

做事，才是成功之道。

客語：你愛食麼个？ 國語：你要吃什麼？

大埔腔：hnˇ oi+  shidˋ ma^  gai+ ？ 

海陸腔：ngi  oiˇ  shidˋmaˋ gaiˇ ？

詔安腔：henˋ oi^  shiedˋ bboo^  gaiˋ ？

饒平腔：ngiˇ oiˋ shed  maˋ gaiˋ？

四縣腔：nˇ oi  siid  magˋ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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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客庄產業巡禮」活動開辦囉！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訂於10月
1日、5日、8日、12日、15日及19日辦理

「2016客庄產業巡禮」活動，規劃帶領民

眾走訪東勢在地客庄產業，參觀當季觀光果

園及體驗採果樂趣，並藉由客家文創商品

DIY活動，以輕鬆及活潑的方式，暢遊客庄

山城，邀請18歲以上市民踴躍報名參加。

本項活動採網路線上報名，於9月5日
開始受理報名，費用於活動當日每人現場酌

收300元，但低收入戶者檢附相關證明，免

收報名費用，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活動報名資訊系統請至臺中市政府客家

事務委員會網站 / 本會活動報名 / 2016客
庄產業巡禮，即可報名參加。

2016臺中客家國樂音樂會巡演活動

辦理日期、時間、地點及演出團體（視

實際情況得做調整變更）:
10月2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至4

時30分於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演藝廳，由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國樂團及大甲河

之聲合唱團聯合演出。

10月23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至

4時30分於市立港區藝術中心演奏廳，由臺

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國樂團及大甲河之

聲合唱團聯合演出。 

105年館舍藝文系列活動成果展

本會為活絡客庄生活風采、保存及傳承

客家傳統民俗技藝文化特色，將本年度於土

牛客家文化館所舉辦之各項技藝研習班、文

化導覽小尖兵夏令營等民俗技藝研習成果展

現，規劃10月22日上午於石岡土牛客家文

化館辦理「105年館舍系列活動成果展」。

活動內容有在地客家團隊表演、美食品嚐

嘗、廢電池及9月、10月發票兌換宣導品

等，歡迎市民朋友共下來參加活動！

105年客語能力中級暨中高級認證輔

導班

為推廣客家語言，本會訂於10月23日
（星期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在臺中市孔

廟研習教室（海陸腔）辦理「105年客語能

力中級暨中高級認證輔導班」，另10月30
日（星期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於臺中市

孔廟研習教室（四縣腔）及石岡區石岡國民

小學（大埔腔）辦理。

2016中部地區高中職客家美食烹飪比賽

為推廣客

家美食及落實

區域合作，提

升客家文化能

見度，並鼓勵

青少年運用創

意詮釋客家料

理，且讓中部

青少年有發揮

舞臺，今年首

次於10月29
日在霧峰區明

台高級中學舉辦「中部地區高中職客家美食

烹飪比賽」，參賽對象以中部四縣市（中、

彰、投、苗）之高職學生為主。

希望藉此競賽推廣客家美食、培育餐飲

人才，讓學生了解客家飲食文化，也藉由學

生的創意，不斷改良以符合現代人的需求，

未來將賡續舉辦類此活動，讓更多民眾能參

與，進而喜歡客家文化。歡迎中彰投苗等縣

市高中職學生踴躍報名參賽，本次獎金高

達12萬元，詳細資訊請上本會網站查詢。

（http://www.hakka.taichung.gov.tw/）

105年館舍藝文系列活動－撮把戲

為延續臺灣客家庄在歲末時節，酬神、

祈福、謝天的傳統文化，提升客家文化設

施功能，增加其使用率，本會規劃11月5日
（星期六）晚上於石岡區土牛客家文化館辦

理105年館舍藝文系列活動－撮把戲活動，

透過客家傳統戲曲的演出，讓市民鄉親欣賞

質樸優美的客家戲曲藝術，並吸引年輕族群

的參與，凝聚族群的認同感，推廣並傳承客

家戲曲藝術。

2016大埔客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會訂於11月12、13日（星期六、

日）在國立中興大學人文大樓一樓國際會

議廳舉辦「2016臺中客家文化學術研討

會」，邀集海內外學者齊聚一堂對話、交

流，以「大臺中客家文化資源闡述與研究」

為定位，探討客家族群等各類主題，如：

「歷史與遷移」、「社會與文化」、「族群

研究」、「語言與文學」與「社區營造與文

創產業」等議題探討，現場另有客家族譜實

體展覽與專人解說，歡迎各界踴躍報名參

與！

由客家委員會結合桃園市、南投縣、

屏東縣與臺東縣共同舉辦的「2016客家美

食料理比賽」將從8月27日起至10月23日
止分別於北、中、南、東4區舉行，客委會

主任委員李永得特地於8月15日記者會上

邀請大家透過美食無遠弗屆的穿透力，感

受客家最令人垂涎的文化底蘊。

此外，客委會也將配合這次的比賽

推出「客家美食料理王」活動，凡前20
名民眾於Facebook粉絲團上傳與4區主

題相關的食材料理照片或影片，同時發表

50字說明，即可獲得創意文宣品乙份。而

到場為選手加油的民眾，更可以瀏覽客家

美食文化靜態展示、參加食福體驗、美食

教學、或參與客家藝文展演及趣味活動。

歡迎大家一同加入「2016客家美食料理

比賽」行列，讓客家美食獨特好滋味代

代相傳！更多活動詳情請瀏覽「2016臺
灣客家美食料理比賽」活動網站：http://
hakkafood.3785tv.com/

8/27起北中南東4區

決賽時間 主題 活動地點 
 北區 

8/27（六）
米篩目遇見北海龍王之蝦兵蟹將 桃園市臺茂購物中心戶外廣場（桃園市蘆竹區南

崁路一段112號）

 中區

 10/15（六）
茶香遇客鄉～客家茶餐 南投縣中興新村大操場（南投縣南投市中興新村

光榮北路1號）

 南區

 10/23（日） 料理職人遇到粄條三兄弟 屏東縣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

信義路588號）

 東區 
10/1（六）

廚神遇阿婆～客家好煮藝 臺東縣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東縣關山鎮民

權路58號）

2016臺灣客家美食料理比賽一覽表

接力PK

發揚客家文化  
動人樂曲飄揚 2016臺中客家國樂音樂會巡演活動

2016客家美食料理比賽

走進客庄  看表演  聽歌謠 10～12月份客家相關活動預告

105年度客家歌謠比賽  請本市各校踴躍報名參賽

為鼓勵本市學童對客家語言之認同感，發揚客家傳統藝文，藉歌謠比賽寓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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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人為限。

（二） 幼兒園組：本市各公私立幼兒園，參加人數以1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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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0人為限。

（二） 國小組：本市各公私立國小，參加人數以25～40人為限。

每校報名限一隊。 
獎勵方式： 每組第一名：10,000元（每組1隊）、每組第二名： 6,000元（每組2

隊）、每組第三名： 4,000元（每組3隊），每組報名隊數12隊以上，

得增優等2名獎金各3,000元；每組報名隊數未達7隊以上，折半錄取。

經費補助： 客家歌謠表演類每隊補助行政費用5,000元；客家歌謠合唱類每隊補助

行政費用6,000元。
▲

 「客家美食料理比賽」，希望藉

由結合各地客庄獨特的食材與人

文紋理，激盪出客家美食的新風

貌與新印象。

▲ 超過1,000位鄉親前來聆聽欣賞

「Hakka carnival～客家嘉年華」活動

為落實市長推動文化藝術、提升城市行

銷的願景，市府客委會訂於12月4日（星期

日）在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辦理「Hakka 
carnival～客家嘉年華」活動，以「客樂‧展

藝」、「客藝‧薪傳」、「客喜‧踩街」及

「客人‧當慶」為四大主軸，邀請中部縣市

（臺中、彰化、南投、苗栗等）客家優秀表演

團隊共同演出，並安排闖關、客家美食、客家

特色商品、民俗技藝DIY及在地農特產品展售

等創意市集，歡迎市民踴躍參與嘉年華盛會！

「2016臺中客家國樂音樂會巡演活動」第二場業於105年8月20日
（星期六）晚間7時至9時，於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1樓中庭挑高

川堂盛大展開，活動當天市長林佳龍、客委會主任委員劉宏基、西屯區長

何國裕等貴賓及現場約1,000位民眾到場聆聽時而磅礡、時而溫柔的客家

樂曲，讓在場民眾陶醉不已。

林佳龍市長也勉勵客委會客家國樂團團員義務且專業的演出，團員們

都是利用工作之餘排練國樂，雖是業餘團體，但演出卻有職業水準，期待

能透過客家音樂寓教於樂，並將客家文化發揚出去，未來市府客委會更將

不遺餘力的向本市各區傳揚客家、推廣客家，讓「客家」生生不息。

▲ 「2016臺灣客家美食料理比賽」活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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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客家音樂戲曲活動－
臺中市后里客家協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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