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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序來到了夏季，是最綠意盎然的時節，

夏初的五月雪雖然剛剛下過，空氣中仍

充滿客家文學的詩意，如同駐足在田間享受農

忙時突然吹過的涼風，純樸踏實而閒適。

談到客家文學，五月落下的片片油桐花最

能令人深刻感受到客家人浪漫的一面，在各地

忙碌的遊子每每見到山林間株株綻放的桐花

樹，便勾引起濃濃的思鄉情感。本期除了介紹

桐花對客家族群的獨特意義外，也將帶領讀者

一同探訪臺北市的賞桐私秘景點。全臺灣更有

不少值得前往的知名景點，我們也將逐一以圖

示介紹，讓從各地來到臺北打拼的民眾返鄉時

也能前往參訪。

到了夏天，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的景色也從

初吐枝枒的春天樣貌，搖身一變成為令人眼睛

一亮清新的綠草園地，「公園特區」單元將帶

領讀者飽覽這難得的景色，並藉由介紹各項的

公園活動，傳達臺北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用

心經營與傳承客家文化的精神。

而本期的「好味道」將獨特的封菜料理呈

現在大家面前，時常出現在餐廳與家中飯桌上

的封菜其實蘊含了客家料理的智慧與內涵，是

既美味清新且無負擔的健康佳餚，相當適合在

炎熱夏天裡大快朵頤，客家老祖宗的智慧透過

生活運用，成為傳承客家精神的最佳典範。

有趣的「輕鬆話客家」將許多人可能都分

不清楚的海陸及饒平腔的異同透過輕鬆詼諧的

方式做精闢的介紹，相當具有獨特的歷史意

涵，更彰顯出客家話不僅僅是語言，也是一種

說話的藝術。

臺北人都知道每逢年節，迪化街是最佳的

年貨購買地點，從過去以來，整個大稻埕地區

見證了臺北的繁華與文化，走走現在仍充滿古

色建築的大稻埕便成了臺北人記憶中揮汗打拼

的歷史遊歷景點，其中不乏客家傑出人才發光

發熱的故事，鄧雨賢與李臨秋兩位先賢的音樂

詞曲與當地的人文風情同樣讓人回味無窮。

夏季總讓人揮汗，卻也著實是努力打拼的

好時機，《臺北市客家文化季刊》夏季號從客

家文學與桐花精神出發，將充滿詩意的客家文

化如同點點散落在山林間的桐花一層層的深刻

遠播，落地深根、成長更茁壯。

綠意盎然  發散打拼熱力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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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焦點

遍地桐花雪
          客家精神滿人間

無
論您漫步在初夏的清晨或是

黃昏的臺北街頭，或坐在公

園裡的亭椅上沉思，亦或在自家的

陽臺、庭院讀書、賞雲，看著天空

自由飄移的雲朵，試想，曾幾何時，

客家先祖也像這浮雲遊子般，在同

樣的時刻，吟唱「慈母手中線，遊

子身上衣，臨行密密縫，意恐遲遲

歸…」的歌謠，然後用感恩的心懷

念母親，然後你將發現來自臺灣各

地客家族群的生活模式，都存著相

同的身影，那就是「客家女性」。

本期《客家文化季刊》，特別

自「五月雪」桐花出發，從戲劇與

電影的角度，讓鄉親們在五月母親

節的溫馨氛圍中，感念客家「阿姆」

的堅忍與慈祥，希望讀者及鄉親在

閱讀本刊中，不管是在各種主題的

活動，還是在人物故事的報導，甚

至客家美食的介紹中，都能感受到

影響客家文化的核心，正是家庭裡

的母親。

細細省思，便能在過去的生活

記憶中發現，客家人最常為人稱頌

圖為望春風作詞人李臨秋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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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勤耕雨讀」、「勤勞節儉」的美德，其實

早已載入在每個客家子女成長的過程中，例如

父母會讓弟妹穿兄姊穿過的舊衣，不但可得自

他們成長的福份，也是勤儉的表現，在今日，

成為環保回收的最佳示範；童時常隨父母將喜

慶宴客剩餘的食物打包回家，煮過以後，還可

以再食，這是愛惜食物，節省與不浪費的表現；

另外，早期的農業時代，定時會有鄉民將字紙

回收，然後在敬字亭祭天燒字紙，過化存神，

既具環保意義又有尊敬知識文字的意涵，與現

在穿梭街道裡的資源回收，有「義舉同工」之

處。可見在我們身旁許許多多的生活習慣，只

要我們用心觀察，細心體會，便能發覺出許多

生活「環保節能、敬天惜物」等習慣，早已在

不知不覺中養成，這就是客家人的生活哲學，

而其中所代表「節衣省食」與「敬天惜物」的

觀念，正是每一個客家人小時候母親的諄諄教

誨。

如今，春暖花開喜相逢，親友相約在客

園，走過了春天，熱情的夏天正向我們招手，

不變的客家心、一樣的客家情，此時此刻，臺

北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與財團法人台北市

客家文化基金會，兩會同心，正積極地籌辦一

系列客家活動，不但走入基層，更將臺灣各地

的客家采風文化帶進臺北，一步一步地在下一

季，在臺北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展現客家文化

多元、精緻的風貌。

鄉親朋友們，百年歲月，世紀風華，在一

代一代的文化傳承中，我們是歷經了無數生活

艱難與苦煉而力爭上游的鮭魚。此刻，我們一

同以鮭魚返鄉的心情，攜手深植客家，守護臺

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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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客季遊曆

大專院校客家采風展巡迴計畫—

客家文化培訓 

日期︰ 101 年 6 月 6 日

地點︰馬偕護校

聯絡人︰ 2702-6141#217

                一組 鍾怡芳

臺北路平迎好客
 
日期︰ 101 年 6 月 9 日至 6 月 10 日

地點︰臺北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聯絡人︰ 2702-6141#212

                一組 黃書婷

大專院校客家采風展巡迴計畫—

客家文化培訓
 
日期︰ 101 年 6 月 1 日

地點︰臺北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聯絡人︰ 2702-6141#217

                一組 鍾怡芳

更多活動訊息請至臺北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網站查詢或電洽各活動聯絡人。

臺北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網站 http : //www.hac.taipei.gov.tw。

6

委員會網站查詢或電洽各活

c taipei.gov.tw。

客家館室藝文活動
 
日期︰ 101 年 6 月 16 日

地點︰松山區精忠里富錦 5 號公園

聯絡人︰ 2702-6141#213

                一組 張鳳嬌

客 家 書 院

日期︰ 101 年 5 月 15 日至

            11 月 27 日

聯絡人︰ 2702-6141#217

                一組 鍾怡芳

地點︰ (1) 臺北市客家文化會館

(2) 臺北市客家藝文活動中心

(3) 北區客家文化研習教室

      ( 凱達格蘭文化館 7 樓 ) 

(4) 臺北市客家圖書影音中心

(5) 臺北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5/15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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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臺北市客家文化節系列—

客粽飄香慶端陽活動
 
日期︰ 101 年 6 月 23 日

地點︰臺北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聯絡人︰ 2702-6141#226

                二組 劉春香

好客季遊曆

8 97
客家館室藝文活動
 
日期︰ 101 年 6 月 17 日

地點︰北醫口腔大樓前廣場

聯絡人︰ 2702-6141#213

                一組 張鳳嬌

前廣場

#213

嬌鳳嬌嬌

2012 客語教育中心文化傳

承及成果發表觀摩活動
 
日期︰ 101 年 8 月 25 日至 26 日

地點︰臺北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聯絡人︰ 2702-6141#223

                二組 楊德新

2012 客語教育中心文化傳承及

成果發表觀摩活動
 
日期︰ 101 年 9 月 1 日至 2 日

地點︰臺北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聯絡人︰ 2702-6141#223

                二組 楊德新

育中心文化傳心文化傳心文化傳

大專院校客家采風展巡迴計畫—

客庄踏訪
 
日期︰ 101 年 7 月 30 日至 31 日

地點︰苗栗

聯絡人︰ 2702-6141#217

                一組 鍾怡芳

臺

絡人︰ 2702-6

           二組 劉春香

大專院校客家采風展巡迴計畫—

客家文化培訓
 
日期︰ 101 年 6 月 26 日

地點︰台灣戲曲學院

聯絡人︰ 2702-6141#217

                一組 鍾怡芳

客家文客家文文化季刊化季刊化客家文客家文化季刊化季刊化

傳傳

日26 日26 日

題題公園題公園

3

2012 臺北市國中小客家語傳承

及文化推廣成果發表觀摩活動
 
日期︰ 101 年 9 月 15 日至 16 日

地點︰臺北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聯絡人︰ 2702-6141#225

                二組 劉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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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著客家童謠的小朋友們，表演相當生動活潑。

客家歌謠班獻出精湛的歌舞演出。

為了歡慶 5 月中旬到來的母親節，臺北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特別於 5 月

10 日、5 月 11 日舉辦了兩場「社區好客，歡慶同樂─感恩母親」的館室

藝文活動，邀請鄉親里民同來感受客家族群最具獨特性的文化內涵。

5 月 10 日的活動由大同區南芳里承辦，現場準備了許多獨具客家風味的餐

點如客家菜包、番薯包、粢粑與米粉，宴請里民們一同品嚐。臺北市客委會劉

智雄主委也蒞臨現場與里民同歡，大同區南芳里賴徐玉枝里長表示，客家人重

視家庭觀念，而客家女性尤其扮演著家庭中不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舉辦此活動

是希望提醒大家一同感謝母親為家庭的付出，更希望讓鄉親就近感受客家人濃

濃的人情味。當天安排的表演活動相當精彩，除了賴徐玉枝里長演唱兩首歌曲

外，還有可愛的小朋友演唱客家童謠，在大雨滂沱時，鄉親里民跟著小朋友一

同唱著「天公落水」這首童謠，別有一番風味。

而 5 月 11 日於花木市場 3 樓舉辦的活動，則是由文山區萬祥里所承辦，

里民參與相當踴躍，張紅木里長邀請臺北市客委會劉智雄主委向大家分享歡度

母親節的喜悅，也安排武功古箏班、武功客家歌謠班為鄉親獻出精湛的演出，

其中還有客家創作女歌手林姿君獻唱三首國、客、閩南語歌謠，優美的歌聲讓

在場的觀眾歡聲雷動，里長更推出摸彩活動讓里民們參與更加熱烈，活動就在

里民們一邊享用客家佳

餚、一邊感受活動表演的

歡樂氣氛中畫下完美的

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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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 月 2 日起至 9 月 15 日，臺

北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於

客家文化會館交誼廳舉辦了一連串

「打粄、做點心」盡生趣的課程活動，由曾玉琴老師與羅玉鎔老師教導各位

鄉親許多創意點心與傳統客家美食的製作，相當實用且饒富生趣。

6 月 2 日當天的課程主要是教大家製作香甜可口的花生糖及黑芝麻花生

酥，由羅玉鎔老師先在臺前進行製作示範，從熬煮麥芽飴、細砂糖、鹽及水

調和而成的糖漿開始做介紹，糖漿熬煮中慢熱的特性令許多從未製作過甜點

的學員感到相當的驚奇，不停的向老師請教製作的重點與過程，整個課堂的

氣氛熱鬧無比。

老師完成花生糖與黑芝麻花生酥的製作示範後，學員們也開始躍躍欲試

動手開始自己第一次的製作，在課堂上，學員之間互動相當熱烈，客家鄉親

互助合作的精神也不時流洩而出，雖然偶有突發的小失敗，但在老師與同學

的幫助下，不少學員們完成了自己第一次製作花生糖、黑芝麻花生酥的經驗。

在吃著自己親手做的成品時，大家紛紛露出滿足的笑容，不僅僅是因為完成

的作品十分美味，更是一種親手完成的成就感，不同於市售的商品有著自己

獨特的味道；在驚喜與歡笑交織的過程中，學員們完成了課程，也帶著親手

製作的滿滿成品回家，打算讓家人一嚐這獨一無二的好滋味。

分組實地操作，學員們相互合作饒富生趣。

9客家文化季刊

文
、
圖
／
劉
家
豪

學員們仔細看著

老師的操作步驟

勤作筆記。

品嚐自己完成的

花 生 糖， 滋 味 妙

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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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桐花祭 賞味五月雪 

在
臺北的客家人，多數是離鄉背井，來自

桃竹苗地區，因為沒有南北河運，海運

又不及陸運快速，加上先民在大陸原鄉本就是

逢山開路，倚山務農為生，所以客家人對「山」

的感受特別深刻。「山」代表「土地」，而

土地是一切生存的基本，故在先民開山打林的

拓墾歷史中，三山國王、土地伯公、三界公等

神祗都受到客家人的尊敬，休閒時唱歌謠都說

成「唱山歌」，生命終點稱為「還山」，這在

其他民族是很少見到的，甚至表現在文學作品

中，也幾乎是與山有關，許多作家的作品都描

寫客家人如何運用勞動與智慧，憑著堅毅的性

格開發山林的資源。

油桐樹花開  萌生思鄉情

　　

在農業時代，種植於桃竹苗客家地區的

油桐樹是臺灣重要的經濟作物，油桐子可以煉

油、油桐木可以製作民生用品，對居民生活的

經濟改善很大。臺灣的油桐樹大都為千年桐樹

桐花紛飛時 客家醍醐味

文／黃義   圖／謝琮揮、Kuang Tc
,
s Blog、陳元祥、范純智、郭政祐、臺北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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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客家文化季刊

種，油桐花開花期在每年的 3 到 5 月，盛開於

4 月下旬到 5 月初，花期約 1 到 3 個星期。故

每年的 4、5 月間，搭著車在臺三線、中山高、

北二高，或是搭乘新三線或舊山線的臺鐵、高

鐵，都會在沿途的山巒發現點簇如煙火般的白

色油桐花。也對作客他鄉的客家鄉親來說，不

管您是因為工作或是求學而遷徙，在遊子的內

心深處早已刻印滿山白靄靄的油桐花，年復一

年，只要看見山上的油桐樹開花了，便連結到

記憶中的點點滴滴，內心萌起思鄉的情愁，於

是油桐花成為今日客家意象的代表，吸引了文

人雅士以各種藝術型態來表達，客家與油桐花

之間的花語情懷。

文學的美來自感人的故事，有人物、有情

節、有景象、有心境。近年來，在政府的努力

推廣之下，許多作家紛紛以「油桐花」做為創

作的主題，油桐花被擬人化為有感情的植物。

作家們想像戀愛中男女相約散步在油桐花的林

蔭道上，牽手依偎，互訴情衷，油桐花落如雨

又似雪，雖是春雪，卻充滿著冬末對春天的期

待，又彷彿是戀人對白首偕老的期許，在賞

桐的閒情逸致之下，山林步道，綠葉戴上了雪

帽，隨風搖曳，會心的點頭示意，正是油桐花

給情人們的祝福！如此愛戀中的男女，漫步在

桐花地毯的步道，彼此的心意便不由分說了，

多麼詩情畫意、浪漫唯美！

也有許多詩人以景寓心，寫情也寫意，桐

花步道喚醒了多年歲月珍藏的回憶，思想起那

年走過滿地白花的山徑，真是「五月雪桐花，

拂袖漫相思，花簇羞山林，盼君登高望；山徑

石階緣花蹤，一朵花苞，一寸客情，一生鄉

愁。」當時的情境感受，至今仍迴盪在內心深

處，此時此景，何嘗不似繁華落盡一生或莊周

夢蝶，似花又似蝶，慨嘆人生如花又如夢。花

相從，夢也相從，給了客家生涯傳神的註解。

客家桐花祭  推展文化精神

桐花除了愛情的美、思鄉的愁，近年來更

帶動了文化創意產品與旅遊產業，因為每年五

桐花祭帶動客家

文化的復興也促

進地方產業的發

展，各個桐花景

點因而成名。

油桐花已成為離鄉打拼的遊子心中客家意象的代表。表表表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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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左右，在臺三線沿線的山區，如內灣、銅鑼、

南庄、三義、公館等客家鄉鎮，桐花滿山遍野

綻放開來。這些盛開的白色桐花林，被春風吹

拂過後，總會帶起一陣雪白桐花緩緩飄落，

所以大家美稱為「五月雪」。客家委員會於

2002 年，在苗栗縣公館鄉北河桐花林下之百

年伯公石龕設壇，感念山林間提供居民賴以維

生的油桐、香茅油、樟腦、木炭、蕃薯、玉米、

生薑與茶葉等，因此向土地伯公、山神、天神

祝禱，隔年便舉辦首屆「客家桐花祭」活動，

結合政府與民間群策群力的資源，帶動客家文

化的復興與地方產業的發展，邀民眾攜伴、親

子同遊來賞花，體驗客家人文風情。

不管在臺灣或世界各地，客家人在人群

中，就像一棵棵油桐樹長在一片樹林當中，平

時默默的努力與奉獻，分享大地的養分，直到

季節來臨，到了花期，才綻放出彷彿山中傳

奇一般恬靜美麗的花朵，白色的花瓣讓人感受

客家純樸的生活美學，因為油桐樹沒有直聳雲

天的樹幹，也沒有與眾不同的葉子，油桐花也

沒有五顏六色華麗的外表，更無招蜂引蝶的香

味，果實樸素堅硬，一棵一棵倒像是位修行的

禪僧，佇立在山林道上，默默為來往的山友祈

福。

臺北捷運旁  飄落五月雪

而今，隨著城市不停地開發，人際關係愈

來愈密切，遷徙成為每人每天必須面對的生活

大事，在臺北市中最便利的大眾交通工具，就

是捷運系統。舉凡上學、上班、購物、旅遊、

運動等，市民到了捷運，就等於將街頭巷尾、

庄頭庄尾連結起來，同時也連接了全世界，所

以發現捷運，就好像發現桐花一樣，客家和捷

運就在我們生活當中。「喂，你在那裡？我坐

捷運去。」、「我看到你了，你怎麼來？」、

「坐捷運來。」捷運拉近了人與人之間的距離，

如同油桐花也拉近了人與人之間的距離一樣，

在疏離的人群中，找到捷運就好像發現油桐花

臺北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的桐花樹稍白花點點，為這裡增

添許多客家的文藝風采。

走在登山路道上也能見到飄落的美麗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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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同樣是代表遷徙的心情，心境與客家人

出外打拚的深刻意涵是一樣的，就像疊疊山丘

上，滿山點綴油桐花一般，客家人來到臺北，

落地、生根，捷運何嘗不是新時代客家滿地開

花的象徵。在 4、5 月時搭班捷運來到臺電大

樓站，也許你會看到從臺北市客家文化主題公

園不經意飄落的桐花，為這春末夏初的時節帶

來專屬於臺北市的客家藝文氣氛。

在大臺北地區，搭乘捷運網絡可以來到木

柵的貓空山區，以及土城每年舉辦桐花祭的

「桐花公園」，漫步在山林小徑，欣賞桐花散

滿地的「五月雪景」，令人心曠神怡。這時，

滿山盛開的白色油桐花，沒有像大雪鋪天蓋地

的景象，而是一簇一簇枝頭上的花蕊，點綴著

叢山，如同「向陽枝頭花，白桐景華華，落花

入泥霜，寸步惜花妝，陶然不覺日已斜，星辰

伴月回客方。」驀然回首，美感的內蘊即已在

心中萌發。

桐花文學美  詮釋國際臺灣意象

自古客家多遷徙，旅北鄉愁唱山歌。桐花

文學的美，在於文字中，讓人透過閱讀，或是

音樂吟唱，不經意地嗅到客家底蘊裡的原味而

受到感動，這就是文學為人類及世界搭起的橋

樑。一直以來，多數的文學創作者或評論人，

都將文學定調在寫感覺、寫過去的經驗，但一

味地懷舊、思古，在今日資訊發達的年代，文

學的視野便受到束縛。而今，客家文學不單是

對一種弱勢族群，或隱藏族群，因為政經語文

瀕臨流失，而發出追求尊嚴的社會運動代表，

而油桐花語、桐花意象的文學創作，會像櫻花

意象聯想日本，楓葉意象聯想加拿大一樣，國

際上也會對桐花聯想到臺灣，同時也給了新時

代詮釋「客家」新的視野。

今年「2012 客家桐花祭」已於 4 月 14 日

至 5 月 20 日登場，全臺 12 縣市山區桐花綻放，

並結合包含新北市「花舞同樂 分享幸福」、

苗栗縣「璀璨苗栗 童遊客庄 憶桐年」、雲林

縣「桐慶客庄．花舞 101」、彰化縣「八卦山

遊桐趣」、桃園縣「愛戀桐花客家心．美麗風

采大園行」、花蓮縣「幸福 . 魅力 . 樂活 . 文化

的吉安桐花祭」、雲林縣「油桐花下咖啡飄」

以及南投縣「桐舞螢光．客宿五城」等共 12

縣市推出的各式精采桐花祭慶祝活動，讓都市

裡的人們拋開心緒的煩擾，陶醉在滿山滿地的

桐花叢林裡，眼裡盡是一片雪白的寧靜，不管

您是山友或是賞桐的訪客，大家一起坐在油桐

樹下，談天說地的閒聊，豐富了春末夏初登山

賞桐的悠閒樂趣。

13客家文化季刊

許多情人來到賞花地點，許多情人來到賞花地點，

總是要留下一些表述彼總是要留下一些表述彼

此心意的桐花擺設。此心意的桐花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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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靈泉禪寺

在幽靜的靈泉禪寺前方，有一整

片油桐花樹，每每到花季時總是

讓參訪的民眾聞到陣陣撲鼻的桐

花香，而一旁的小山路更是遍地

鋪滿桐花，美麗景觀相當宜人。

臺東縣鹿野龍田桐花大道

來到這裡可以看見一望無際的茶園與稻

田，在千人躺過的綠色隧道下，可以感受

到心情的釋放感，大道上桐花隨風搖曳飛

落，心情也頓時輕鬆了起來，來到臺東賞

桐，這裡是不能錯過的重要景點哦！

屏東縣山地門地磨兒公園

地磨兒公園是原住民森林公園，有著許

多充滿原住民精神的雕刻與建築造景，

在參訪時不妨看看在周遭的樹頭上也有

著許多桐花在向你打招呼，象徵著客家

人遷徙耐勞的精神處處都可見到。

花蓮縣吉安楓林步道

楓林步道在當地的用心經營下，維持著清

雅的自然原貌，有著許多昆蟲、鳥類在此

棲息，在眾多花樹當中有許多桐花樹作為

點綴，沿線俯瞰花蓮吉安農田的阡陌景

觀，是健行散心的好去處。

宜蘭縣仁山植物園

原為造林苗圃的仁山植物園是座距離

市區相當近的美麗綠地，在推廣環境

綠美化宗旨下，有著許多高低海拔與

海內外植栽的景點規劃，走在舒適的

山間步道階梯，可以看見桐花沿途跟

隨，相伴著遊客在此一同遊憩。

臺北市福州山

在臺北市區都會叢林中，難得一

見的綠意盎然之地，上山後可看

見臺北 101 襯托著滿山桐花綻放

的樣貌，是一處可登高俯瞰臺北

市享受桐花陪伴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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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刊

文／ RUBY　

圖／筱小姐、Long 橘 Bar、子宇影像

尋訪臺北市桐  蹤桐  蹤
    花花  跡  跡

每
年 4、5 月一到，客家庄的重頭大戲就

非桐花祭莫屬了，這個由土城市公所舉

辦之桐花節及客委會舉辦之桐花祭打響名號的

活動，近年來已經成為國內相當具規模的觀光

盛事，也讓許多地方因為桐花而廣為人知，吸

引眾多人潮前往，朝聖「五月雪」，加上眾多

攝影愛好者拍下一張張桐花美景的圖片，讓落

英繽紛的美景流傳，更助燃了五月的桐花熱。

油桐樹早年是由日本人引入臺灣，栽種的

目的和今日的觀賞更是完全無關，因為油桐樹

生長快速，具抓地力，附有水土保持的功能，

因此成為了植栽的第一選擇，隨著時代的改

變，近幾年來，反而是因為「花」而成為了

最大的特色，這幾年隨著客家文化的推廣與興

起，讓已經落寞許久的油桐樹，再度因為桐花

翻身，桐花成為客家庄中最重要的花卉代表，

桐花祭更是每年 4、5 月國內觀光的重要慶典。

被稱之為五月雪的

桐花，總在春末

夏 初 之 際 綻 放

出美麗姿態。

1010613-00002.indd   161010613-00002.indd   16 2012/6/15   7:08:39 下午2012/6/15   7:08:39 下午



17

1010613-00002.indd   171010613-00002.indd   17 2012/6/15   7:34:27 下午2012/6/15   7:34:27 下午



18

1010613-00002.indd   181010613-00002.indd   18 2012/6/15   7:34:29 下午2012/6/15   7:34:29 下午



19

1010613-00002.indd   191010613-00002.indd   19 2012/6/15   9:30:44 下午2012/6/15   9:30:44 下午



20

1010613-00002.indd   201010613-00002.indd   20 2012/6/15   7:34:33 下午2012/6/15   7:34:33 下午



2121

1010613-00002.indd   211010613-00002.indd   21 2012/6/15   7:34:33 下午2012/6/15   7:34:33 下午



2222

1010613-00002.indd   221010613-00002.indd   22 2012/6/15   7:34:34 下午2012/6/15   7:34:34 下午



23

1010613-00002.indd   231010613-00002.indd   23 2012/6/15   7:34:36 下午2012/6/15   7:34:36 下午



24

1010613-00002.indd   241010613-00002.indd   24 2012/6/15   9:41:57 下午2012/6/15   9:41:57 下午



25

1010613-00002.indd   251010613-00002.indd   25 2012/6/15   9:41:58 下午2012/6/15   9:41:58 下午



26

1010613-00002.indd   261010613-00002.indd   26 2012/6/15   9:42:01 下午2012/6/15   9:42:01 下午



27

1010613-00002.indd   271010613-00002.indd   27 2012/6/15   9:42:03 下午2012/6/15   9:42:03 下午



28

1010613-00002.indd   281010613-00002.indd   28 2012/6/15   7:34:47 下午2012/6/15   7:34:47 下午



29

1010613-00002.indd   291010613-00002.indd   29 2012/6/15   7:34:48 下午2012/6/15   7:34:48 下午



30

1010613-00002.indd   301010613-00002.indd   30 2012/6/15   9:41:19 下午2012/6/15   9:41:19 下午



31

1010613-00002.indd   311010613-00002.indd   31 2012/6/15   7:34:57 下午2012/6/15   7:34:57 下午



32

1010613-00002.indd   321010613-00002.indd   32 2012/6/15   7:34:59 下午2012/6/15   7:34:59 下午



33

1010613-00002.indd   331010613-00002.indd   33 2012/6/15   7:18:50 下午2012/6/15   7:18:50 下午



34

1010613-00002.indd   341010613-00002.indd   34 2012/6/15   7:18:57 下午2012/6/15   7:18:57 下午



35

1010613-00002.indd   351010613-00002.indd   35 2012/6/15   9:01:01 下午2012/6/15   9:01:01 下午



36

1010613-00002.indd   361010613-00002.indd   36 2012/6/15   7:19:03 下午2012/6/15   7:19:03 下午



37

1010613-00002.indd   371010613-00002.indd   37 2012/6/15   7:19:08 下午2012/6/15   7:19:08 下午



3838

1010613-00002.indd   381010613-00002.indd   38 2012/6/15   7:19:12 下午2012/6/15   7:19:12 下午



3939

1010613-00002.indd   391010613-00002.indd   39 2012/6/15   7:19:16 下午2012/6/15   7:19:16 下午



40

1010613-00002.indd   401010613-00002.indd   40 2012/6/15   7:19:18 下午2012/6/15   7:19:18 下午



41

1010613-00002.indd   411010613-00002.indd   41 2012/6/15   7:19:20 下午2012/6/15   7:19:20 下午



42

1010613-00002.indd   421010613-00002.indd   42 2012/6/15   9:03:54 下午2012/6/15   9:03:54 下午



43

1010613-00002.indd   431010613-00002.indd   43 2012/6/15   7:19:23 下午2012/6/15   7:19:23 下午



44

1010613-00002.indd   441010613-00002.indd   44 2012/6/15   7:19:24 下午2012/6/15   7:19:24 下午



45

1010613-00002.indd   451010613-00002.indd   45 2012/6/15   7:19:24 下午2012/6/15   7:19:24 下午



46

1010613-00002.indd   461010613-00002.indd   46 2012/6/15   9:41:24 下午2012/6/15   9:41:24 下午



47

1010613-00002.indd   471010613-00002.indd   47 2012/6/15   9:41:25 下午2012/6/15   9:41:25 下午



48

1010613-00002.indd   481010613-00002.indd   48 2012/6/15   7:19:27 下午2012/6/15   7:19:27 下午



49

1010613-00002.indd   491010613-00002.indd   49 2012/6/15   7:19:29 下午2012/6/15   7:19:29 下午



50

1010613-00002.indd   501010613-00002.indd   50 2012/6/15   7:19:47 下午2012/6/15   7:19:47 下午



51

1010613-00002.indd   511010613-00002.indd   51 2012/6/15   7:19:49 下午2012/6/15   7:19:49 下午



5252

1010613-00002.indd   521010613-00002.indd   52 2012/6/15   7:19:52 下午2012/6/15   7:19:52 下午



53

1010613-00002.indd   531010613-00002.indd   53 2012/6/15   7:19:54 下午2012/6/15   7:19:54 下午



54

1010613-00002.indd   541010613-00002.indd   54 2012/6/15   7:19:55 下午2012/6/15   7:19:55 下午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1010613-00002.indd   551010613-00002.indd   55 2012/6/15   7:19:56 下午2012/6/15   7:19:56 下午



56

1010613-00002.indd   561010613-00002.indd   56 2012/6/15   7:19:58 下午2012/6/15   7:19:58 下午



57

1010613-00002.indd   571010613-00002.indd   57 2012/6/15   7:20:00 下午2012/6/15   7:20:00 下午



58

1010613-00002.indd   581010613-00002.indd   58 2012/6/15   7:20:01 下午2012/6/15   7:20:01 下午



59

1010613-00002.indd   591010613-00002.indd   59 2012/6/15   7:20:03 下午2012/6/15   7:20:03 下午



來自於高雄美濃的宋祥輝里長已經搬來臺北 20

多年，身為客家人的他相當好客，而在推動里內事

務相當有概念的他則是以「乾淨、健康、安全、有

活力」作為主軸，派設清潔志工定時為里內進行打

掃，編制巡守隊與當地警局互相配合在晚間分兩班

做巡邏維護里民的安全。宋里長相當注重里民們的

健康，每天下午 2點至 4點為里內老人做量血壓的

服務，每個月及每半年還會與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合作辦理大型的健康檢查活動，相當盡心盡力。

宋里長表示與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合作舉辦

相當多的活動，最近一個就是精彩的端

午節粽香活動，在雙和這個擁有接

近三成客家人的里，相當受到歡

迎，宋里長也希望未來能夠持

續努力，發揮好客精神讓在

地里民們都能夠更加健康有

活力！

莊錦龍里長自上任以來

便積極推動了許多活動與建

設，如推廣客語班，就有許多小

朋友參加，還有許多客家教師自願

來此授課。又因希望能給里民更舒適的

活動中心，更計畫於7月進行活動中心的整修。

建設上，則將里內的自來水管都改成不鏽鋼材質；

而為了提供里民健康的生活環境，每三個月進行環

境消毒。莊里長也經常舉辦里的聯誼活動，像是元

宵活動，以及與普門寺合作舉辦敬老重陽節的活動，

不久之後的 7月會有中元普渡，到了 9月還將與臺

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一同舉辦中秋活動。在這

個有許多客家人的朱馥里，莊里長處處用心，未來

他希望可以舉辦更多的課程，除了讓里民有多元的

學習外，也希望持續推廣他所喜愛的客家文化。

許淑惠里長表示身為萬華在地人希望能夠盡

可能在擔任里長時為里民們做更多服務，而父母皆

是客家人的她積極地與客委會及臺北市政府客家事

務委員會合作，舉辦許多中秋、元宵的客家美食活

動及客語推廣的活動，希望能夠讓更多人了解到客

家文化的內涵。在里的服務上許里長表示最近與國

有財產局合作進行里的環境綠化，並且透過爭取，

將巷弄中整治規劃得相當乾淨，不僅如此更希望照

顧到里的每一個角落，將活動辦在各個街坊巷弄角

落，創造出獨特的騎樓文化，而活動更不限

於大人，在寒暑假時也為小朋友們開

設許多益智遊樂的單元，許里長

本於客家無私的精神，期望未

來在里的建設與環境衛生上

能夠更臻完美，照顧更多

鄉親。

葉光四里長在北投已居

住了 50 年，對於地方大小事

都相當的關心與照顧，其熱心

事蹟曾在 81 年當選地方好人好事

代表，對於地方上可以說是盡心盡力。

致力於服務里民與公益事務的他，現在每周

三還會主動送便當給當地的獨居老人，里內有許多

客家耆老們都對葉里長的熱心相當推崇，平常也時

常關懷有經濟困難的弱勢族群，除了在節慶時舉辦

很多活動促進里民的互動，也與臺北市政府客家事

務委員會合作，和北投在地的客家里長一同回饋鄉

親，他表示發揮客家精神，與街訪鄰居互動守望相

助，讓大家都能感受到客家人的熱情與溫馨。葉里

長更表示希望未來能和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合作將公益的效益發揮更廣更大。

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合作舉辦

個就是精彩的端

這個擁有接

當受到歡

能夠持

讓在

有

便積

設，如

朋友參加

來此授課。又因

落，創造出獨特的

於大人，在

設許多益

本於客

來在

能

鄉

已居

小事

其熱心

好人好事

說是盡心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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