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夏之交，總能在客庄欣賞

到雪白油桐花綻放的景色。早期

在台灣山區打拚，油桐樹曾是客

家人非常重要的經濟作物。它強

韌的生命力，恰如客家人的硬頸

精神。如今每年的客家桐花祭，

以文化、歷史、人文為核心，恰

如其分地展現客家的絕代風華。

封
面
故
事

白雪雪 白雪雪

滿山白雪雪

桐花下來慶佳節

桐花飛 桐花飛

五月个桐花陪  飛

～葉日松‧《桐花飛》

县长的话

花蓮縣長

　　鳳林的食衣住行，原來這麼有趣，

尤其是世代的傳承，與年輕的創意活力

互相激發，讓客庄風情帶給我們許多驚

喜。希望大家都能慢下來，用心體驗，

發掘客家的傳統與創新之處，同時用在

地人的心，愛惜我們珍貴的資產，那麼

我們的家我們的城，就會越來越美好。



1

     客庄人帶路

　慢城漫遊：鳳林鎮

　美衣客：尋回繁華顏色——客家織帶

　好食客：創新傳統兼具的在地客庄味

　住客庄：回望歷史菸樓的前世今生

　好客行：看老樹、喝咖啡體驗客庄風情

     客家本色

　鄉土又宏觀的文化推手——客委會諮詢委員黎文志

     客庄後生

　舞獅出頭天——洪武雷鳴醒獅團長劉炤輝

     藝文活動

　鼠光燦爛喜迎新春——客家志工花布燈籠成果展

　3-6 月活動訊息

     大家來講客

     館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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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花蓮客家》期刊去年下半年創刊，初以單張形式、每月發行，廣受各界關心客家事務的民

眾喜愛。自今年度（109）起，客家處將單張改為小冊，並將發刊頻率改為每季出刊，希望透過

更有份量的內容，提供讀者完整、生動的「客家故事」。

　　除了配合季節遞嬗，呈現春夏秋冬的客庄風情之外，今年我們規劃「客庄人帶路」，透過在

地視角，穿梭於食衣住行的生活日常中，呈現花蓮客家小鎮的豐富內涵。

　　走吧！跟我們一起走進花蓮客庄，領略她的獨特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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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林校長
夢工廠

鳳林公園

茄冬神木

茄冬產業道路

廖快菸樓

鳳林鎮公所

鳳林派出所

鳳林國中

鳳林鎮
客家文物館

青輕慢食

右山果實

鳳林游翁
韭菜臭豆腐

鳳林地政
事務所 芳草

古樹花園
如意亭美食館

鳳林火車站

壽天宮
花手巾
植物染工坊

泥藝
工坊

校長夢工廠

蝸牛市集

慢城漫　：凤林镇

　　有句俗話說，「美濃出博士、鳳

林出校長。」鳳林，是花東縱谷上知

名的客庄，重視文風禮教，全鎮有百

分之六十的客家人，甚至住在這裡的

閩南人和原住民都會講客語。鳳林，

也是臺灣第一個受到國際認證的「慢

城」。鳳林子弟游焰熾（火火）說：「第

一次聽到故鄉被認證為慢城，以為是

很落後才被認證，直到去查詢資料，

才知道慢城代表著適合居住、生活的

城市。」原來家鄉很好，也讓他有了

想回家的衝動。

校長夢工廠 - 敬字亭

客庄人带路

蝸牛市集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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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快菸樓

鳳林鎮公所

鳳林派出所

鳳林國中

鳳林鎮
客家文物館

青輕慢食

右山果實

鳳林游翁
韭菜臭豆腐

鳳林地政
事務所 芳草

古樹花園
如意亭美食館

鳳林火車站

壽天宮
花手巾
植物染工坊

泥藝
工坊

　　游焰熾，朋友們暱稱「火火」，七年級生，

專長平面設計及 3D 繪圖，曾在廣告公司服務，後

因為要照顧生病的父親，在2017年回到故鄉鳳林，

定居至今。與當地志同道合的年輕族群，組成共讀

團體，催生鳳林知名慢市集「蝸牛市集」，也和友

人共同整理老屋，成立「泥藝工坊」創作。目前擔

任小學老師，同時記錄鳳林當地的文史軌跡，是返

鄉落實生活的在地斜槓代表青年之一。

帶路人簡介

泥藝工坊 花蓮縣鳳林鎮大同街 3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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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玲，是「火火」這群返鄉及

在地青年口中的「美玲姊」，自從民

國 87 年嫁到鳳林之後，她像大姊姊

一樣穿梭在這個客庄城鎮之中，在開

始接觸社區營造、推動慢城的過程裡，

遇見許多耆老與年輕人，習染了許多

地方知識學。

　　本身非常喜歡編織的她，看到現

今保留下來的幾乎都是原住民的織布

技術。然而研究之後，發現並非漢人

沒有織布技術，而是因為交通與貿易

的發展，讓漢人比原住民更早拋棄了

這項文化傳承。

　　

　　「漢人的織品工藝其實更繁複」，

她也發現，過去的客家人身穿藍衫，

通常較富有的人家，想要華麗的裝飾，

就在領口或袖口滾上「織帶」，織帶

即是用植物染為棉線上色，並有一定

的圖紋樣式。過去女子在出嫁前會自

己編織織帶縫製在嫁衣上，出嫁當天

穿著嫁衣展示。通常織布技術好的女

子被視為賢慧的象徵，嫁進夫家會受

到更好的待遇。

寻回繁华颜色
—客家织带

来讲客大家 客家本色资讯馆舍 艺文活动 美衣客 住客庄好食客 好客行

花手巾植物染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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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織帶紋樣，也曾充滿故事性

　　「其實以前客家人利用三根棍子

就能織出客家的花帶，」但編織技術

逐漸失傳後，慢慢的以繡或染來替代

編織的方式。在研究過程中，美玲

發現原住民編織上的各種圖騰，都有

自己的文化和命名在裡面，至於客家

呢？美玲惋惜的說：「反觀客家織帶

的圖紋，也曾經充滿故事性，譬如有

的織帶上會有老鷹飛過山、飛過海的

圖樣，裡面蘊含著獨特的故事，現在

很多都失傳了……。」李美玲決定復

甦客家人的織帶，她帶領工作坊的夥

伴到各個客庄採集織帶的歷史、紋樣

或圖案，重新繪製，以及客家族群常

用的顏色，希望能復刻這項傳統的技藝。

　　要復刻文化，更要結合地方的特

色，而且要復刻得徹底，才能落地生

根，長出自己的樣子。復刻織帶除了

要圖案和技術，更需要各色棉線，美

玲知道鳳林保存了最完整的植物染工

法，她在採集完圖案之後，就要與鳳

林的「花手巾植物染工坊」合作，用

傳統純植物染的方式替代化學染料，

讓這份復刻情懷能傳承最傳統的客家

精神。

1. 李美玲採集客家織帶的歷史

2. 把植物當染劑，工序繁複

3. 植物染的各種商品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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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染自然又環保

2. 鳳林鎮保存了非常成熟的植物染工法

3. 每個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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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手巾植物染工坊，把植物當染劑

　　花手巾植物染工坊，由一群社區

婦女組成，利用鎮上常見的福木、欖

仁葉、榕樹等來製作染劑，甚至連「可

惡的植物」——小花蔓澤蘭，都可以

拿來煮成染劑，自然又環保。

　　

　　「民國九十五年開始進行社區營

造之後，鎮公所培養了許多在地婦女，

傳承了植物染的傳統工法，至今已經

發展了十四年，鳳林可以說保存了非

常成熟的植物染工法，包括複染、綁

染、煮染等，也能將植物染的顏色染

到非常飽和。」美玲說，傳統客家人

喜歡用綠色、黑色、海藍色和白色，

採集傳統顏色回來再由工坊試染，染

出最接近的顏色之後，就可以開始編

織。

從在地出發，找回客庄的傳統與精神

　　「一、兩百年前，客家的編織也

曾經繁華，現在回頭去追尋，採集圖

樣後做調查報告，培養織女，讓客家

也能擁有自己的文化論述和文化美

學。」美玲與社區媽媽們不但開始試

著摸索、織出各種客家的圖樣和技術，

她也到新竹、苗栗等客庄請益、參加

各種原民和客家的服飾展，以豐富資

料庫。美玲說，現在的織布跟過去不

同的，就是文化的融合，或許現代客

家可能會帶有原住民的風味但又會有

自己的樣子。不論是工藝或配色希望

都能先找回來，現在已經起步，將來

不論是培養或創新，從在地出發，就

能保有個性，更踏實的發揮與延伸。

傳統客家人喜歡用綠色、黑色、

海藍色和白色

花蓮縣鳳林鎮中美路 49 號

(03)876-0905

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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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包─客家婆媽家傳好味道

　　位在鳳林鎮內、中正路上的不知

名的早餐店，沒有招牌，但最有名的

菜包，通常上午九點左右就已經完售

一空，晚到者保證吃不到。　

　　

　　這家快四十年的老店，創始人彭

宇庭是土生土長的鳳林人。家裡務農，

28 歲時，循著外婆和媽媽好手藝所傳

承下來的味道，開了一家早餐店，菜

包的外皮需要糯米泡水、研磨、攪拌，

內餡需要炒香再包餡再蒸熟，作法其

實不簡單，常常需要耗費好幾個小時。

客家人擅長米食，菜包、發粄、艾粄、

米篩目等等她都很拿手。她總是清晨

创新传统兼具的在地客庄味

来讲客大家 客家本色资讯馆舍 艺文活动 美衣客 住客庄好食客 好客行

彭宇庭傳承外婆和媽媽的好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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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起床，上午做生意到十二點，中

午休息用餐，下午兩、三點又開始備

料準備隔天要賣的東西，一忙又到晚

上十二點。那時候她的媽媽也每天幫

忙女兒做生意，兩人忙進忙出，幾乎

一天平均只能睡四個小時。

　　「客家婦女勤勞、辛苦、刻苦耐

勞。」彭宇庭就這樣堅持了近四十年，

現在她已經升格阿婆，早餐店大都交

給兒子、媳婦和女兒經營，她除了在

一旁擔任「鎮店之寶」，更享受含飴

弄孫的樂趣。

　　因為彭女士的用心，製作的菜包

又軟嫩又有口感，內餡炒得非常鹹香，

充滿客家傳統滋味，也因此大受鄉親

歡迎。彭宇庭說，其實做法很繁複的

菜包，在以前並不是每天都能吃到，

必須在特別的節日才能品嚐，尤其是

元宵節要拜拜時才會特別製作。現在

社會富裕，大家平常都能吃到。她也

將這外婆和媽媽傳給她的道地手藝傳

給下一代，不要中斷，讓更多人都能

分享到這份客家媽媽的好味道。

小店供應客家米食小點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二段 163 號

(03)876-4205

5: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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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雖然沒有創作，但自然的滋養，

昆蟲與植物的接觸，讓整個人被改變，

而且務農面對植物，其實相對單純。

佑丞也說，因為面對的是自然，就算

遇到挫折也不會將之放大，造成心裡

太大壓力，不論是蟲害、溫濕度等等，

加上這裡沒有大型工廠，水質清澈，

只要整理調配灌溉，植物就會有單純、

直接的回饋。兩人冬天細心呵護草莓，

夏天做各項準備，以及各自去進修，

單純的心念，也讓他們栽種出來的果

實飽滿清新，甜蜜而有層次。

右山果實─年輕夫妻下田種草莓

　　吃完早餐，若要吃當地當季的水

果，「火火」推薦一對年輕夫妻魏佑

丞和黃岱在鳳林鎮外環道上種的有機

無毒草莓，是健康又道地的選擇。

　　

　　同為七年級生的魏佑丞和黃岱，

一個學化工、一個學藝術，兩人專業

原本都跟農業沾不上邊，但都是客家

人。魏佑丞是苗栗人、黃岱是鳳林人，

魏佑丞家中務農，他也跟著學習，後

來為了給孩子更好的生活環境，黃岱

家也剛好有田地，就在三年前一起移

居鳳林，從兩個人名字中各取一個字，

成立「右山果實」，以無毒的方式種

植草莓，今年更打算申請有機認證。

　　

　　兩人三十出頭就來到鳳林，不但

不會不習慣，更覺得鳳林步調慢的程

度讓他們覺得很舒服。黃岱說，現在

青農夫妻魏佑丞和黃岱

右山果實種植的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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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輕慢食─漢原結合再加點客家味

　　除了享受客家傳統美食以及客家

青農栽種的果物，帶路人「火火」極

力推薦的午餐好去處就是「青輕慢

食」。「青輕慢食」的廚娘張楓青，

是從小在鳳林土生土長的阿美族，她

曾到北部餐飲業服務，後來還是決定

回到家鄉開小吃店，推出的簡餐更結

合了漢人與原住民的特色。譬如堅持

採用當地小農作物來醃漬的開胃小

菜，剛從田裡拔出來的蘿蔔清甜入味，

水餃則包入客家人常吃的野菜「烏鈕

草 ( 龍葵 )」，非常清爽，滷肉則很有

客家味，香而不膩；香腸則用阿美族

的香料「一ㄇ子」來調味，非常爽口，

菜單隨著時令更換菜色，可以看出當

地的作物以及原漢結合的風味。

　　游焰熾（火火）說，客家文化其

實是很多元的，所以在客庄裡生活的

人們，也都算客家文化的一部分，彼

此影響，不一定要真的很傳統才算客

家文化，在食物上也是這樣，如果能

多一些族群的味道、味道也將更豐富。

多了族群的味道，滋味更豐富

青輕慢食張楓青

青輕慢食

右山果實

花蓮縣鳳林鎮信義路 255 號

0922-523-096/(03)876-0809

11:30-14:30、17:30-19:30 ( 周二至周六 )

11:30-14:30 ( 周日 )

( 周一公休 )

花蓮縣鳳林鎮中和路

( 芳草古樹花園右斜對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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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林市區往海岸山脈箭瑛大橋的

方向前進，穿過臺九線之後在復興路

左轉後不久，在菸酒公賣局對面，有

一間徐穗堆廖快菸樓，是目前鳳林修

復得最完整的菸樓，見證了過去客庄

的生活和居住文化。

　　花東縱谷曾經盛產菸葉，鳳林更

是重要栽種區，帶路人「火火」說，

以前並非家家戶戶都可以蓋菸樓，必

須家中至少有六個男丁，才有資格，

以確保可以工作的人力和產能。

徐穗堆廖快菸樓

　　徐穗堆和廖快是目前菸樓管理者

徐明堂的二伯父和伯母，徐明堂說，

父親共有八個兄弟，他們這些後生也

是從小在菸葉田打滾長大的小孩。徐

明堂說，菸草長出一定的高度就要把

新長出來的芽折掉，孩提時代常負責

這項工作。堂兄弟們從小就在菸田打

滾，從菸葉田出來後，頭髮都沾滿了

焦油，甚至還會有「酒醉」的感覺。

徐明堂接著說，在客家庄，龍眼樹是

重要元素，因為客家文化習俗，如果

回望历史菸楼的前世今生

来讲客大家 客家本色资讯馆舍 艺文活动 美衣客 住客庄好食客 好客行

徐穗堆廖快菸樓保存得相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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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添丁就種龍眼，女孩出生就種桂

花或七里香。徐穗堆廖快菸樓前就有

一棵大龍眼樹，幾乎遮蓋了整個菸樓。

其實龍眼種在以前民宅和菸樓之間的

廣場，這個廣場也是家族日常生活以

及曬菸葉串菸葉的工作場所，民居在

前也方便烘烤菸葉時隨時照顧。現在

民居已經損壞拆除，小廣場也從中庭

變成前院了。

大阪式菸樓

　　徐穗堆廖快菸樓屬於大阪式菸

樓，外觀看起來有三層，最上一層是

一個尖塔，俗稱太子樓。

　　每一層的前後各有一扇窗，肩負

通風、散熱和排菸的功能。菸樓裡面

則是往下挖的泥土地，往上則是一排

一排的竹竿直上屋頂，都是懸掛菸葉

用的。以前的菸葉非常寬大，一片菸

葉通常可以達三十公分寬、六十公分

徐穗堆廖快菸樓

大阪式菸樓最上層的太子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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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菸樓開放體驗

2. 徐媽媽自然麴手工醬油

3. 菸樓裡是泥土地

4. 採收的菸葉要經過烘烤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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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菸葉採收後會串成一串掛上竹竿，

掛菸葉通常年紀小的將串好的菸葉搬

入菸樓，年紀稍長的負責吊掛，總共

要掛十二層、七百串才會開始烘烤。

不過因為吊掛作業必須攀爬在屋梁

上，也增加了危險性，尤其有時候年

久失修，不夠牢固或木頭腐壞，都可

能讓執行吊掛作業的人摔下來。

　　開始烘乾菸葉後，就必須連續

二十四小時，長達七天的時間不能中

斷。因此，也必須二十四小時有人在

旁。火爐旁因此有一個小空間，就是

讓值夜的人休息，以備隨時照顧菸葉，

添加柴火、注意火勢、溫溼度、請家

人幫忙開窗關窗等等，通常都是動員

一整個家族的大活動。

菸樓開放體驗

　　其實菸樓並不住人，不過經文建

會 ( 現文化部 ) 及客委會補助經費修

繕之後，將菸樓旁邊原本置放烘乾菸

葉、讓菸葉「回潤」的儲藏室整理後

加裝窗戶，並鋪上地板，變成可以坐

下來討論、聚會或休息、短暫住宿的

空間，若不介意鄉村設備，想回味當

地生活風情，菸樓也可以開放體驗。

　　徐明堂回鄉後除了協助管理菸

樓，也成立鳥居農場，種植黑豆、黃

豆、稻米，並開始養麴，利用媽媽傳

承的客家好手藝，釀造天然、經過檢

驗而可以安心食用的醬油、蔭豉、紅

麴等，讓更多人了解充滿媽媽愛心的

客家手工農產品。熱情的他透過講解

菸樓，過去生活樣貌活靈活現。如今

注入新的元素，結合現在的生活軌跡，

成為活化閒置空間，讓歷史建築再生

的範例。

　　現在的菸樓文化聚落，在日治時

代是林田官營移民村，大多居住日人。

這裡道路筆直，可以見到鳥居、警察

廳、酒保（福利社）以及校長宿舍，

都是過去日治時代的遺跡。位於菸樓

附近的大榮國小以前是林田尋常小學

校，校內的參天老松，是慶祝天皇登

基在大正元年種下，至今已經超過百

年。在這裡不但可以看到客家人在菸

草歲月打拚的生活居住樣貌，也能見

證日治時期的樣貌，經過時代的變遷

所交融而出的居住生態。

花蓮縣鳳林鎮復興路 79-1 號

0935-828-211

8: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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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林百分之六十都是客家人，居住在鳳林鎮的原住民和閩南人，甚至都會說

客語，是一個非常融合的社區，包含外來與本土、新與舊、老與少都在這裡。帶

路人「火火」也推薦幾個遊鳳林的私人景點或祕境，用不同的角度，觀看鳳林這

個城鎮。

看老树、喝咖啡体验客庄风情

来讲客大家 客家本色资讯馆舍 艺文活动 美衣客 住客庄好食客 好客行

茄苳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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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苳神木

　　鳳林有一棵茄苳神木，但很多人

並不太知道確切地點。「火火」說，

因為他剛好住在南平，常常會在住家

附近跑步。有一次，跑著跑著看到山

腳下一棵非常巨大、樹冠茂密的大樹，

終於找到這棵「茄苳神木」。

　　老茄苳爺爺的身高有二十六公

尺、樹圍則超過六點六公尺，必須五

個大人聯手才能合抱，茂密的樹冠伸

展開來，覆蓋的綠蔭範圍則有一百平

方公尺，據學者估算，樹齡超過三百年。

　　老樹的樹幹上其實也寄生了許多

蕨類，共生共榮。據文史工作者調查，

老樹附近住戶有古老的三合院，有些

居住這裡的長輩高齡九十、上百，享

有嵩壽，也因此有老樹庇蔭，地靈人

傑之說。老樹生長處為台糖的土地，

台糖同意讓社區使用，十幾年前，居

民在樹下供奉一座樹頭伯公祠，將老

樹奉為神樹，感謝老樹就像土地公一

樣照顧附近居民。「火火」說，老樹

的樹幹其實已經中空，附近居民為老

樹綁上紅絲帶，感謝老樹的庇蔭，並

為老樹祈福。

　　

　　在附近居民的細心照護下，老樹

仍然生機蓬勃。附近環境相當清幽，

氣場寧靜，抬頭仰望枝幹的姿態萬千，

茂密的枝葉釋放出清新的空氣，老樹

真的就像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慈祥

的陪伴、照護這塊土地。

1. 當地人在樹下供奉一座樹頭伯公祠，  　　

　感謝老樹像土地公一樣庇蔭居民

2. 鳳林鎮公所設立茄苳神木的解說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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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wah 是鳳林的阿美族，Lisin 則

是馬太鞍的阿美族，Kawah 原本就讀臺

南藝術大學碩士班，她在拍攝故鄉的紀

錄片後，決定回到故鄉。Lisin 則是原

本擔任藝術企劃的工作，在網路上認識

Kawah 之後一拍即合，才發現兩人住得

很近，Lisin 決定從馬太鞍到鳳林來跟

Kawah 會合。由於發現地方很缺少年輕

人可以去的地方，於是成立紅色咖啡，

一方面希望能提供一個給地方年輕人使

用，一方面店面位於鳳林車站前，也自

願成為中繼站，讓旅客不論等車、下車、

等人，都能有一個過渡休息的地方。

　　同樣住在鳳林的尉楷，也是紅色咖

啡的熟客。尉楷就讀花蓮中學時就參加

山東野表演坊，他在臺南大學就讀的是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主要的表演對象

包括社區、老人、安置機關，表演內容

也包含治療，他因為覺得自己的「家」

很美，花蓮和鳳林就是他的家，於是決

定回到東部，除了認識了紅色咖啡志同

道合的年輕人，彼此交換生活與想法，

他也為小朋友們設計了「噠噠主義」的

寶寶劇場，對象為零到三歲正在探索的

嬰幼兒，紓解家長照顧壓力。曾經在花

蓮文創園區有二十場演出的寶寶劇場，

今年也計畫翻新劇碼，並在北林、鳳林、

玉里璞石閣加演。

紅色咖啡

　　走完鄉野文史與自然的祕境，「火

火」另推薦一處他心中鳳林鎮裡的「公

民咖啡館」——紅色咖啡。

　　2014 年啟業的紅色咖啡，是由

Lisin 和 Kawah 一起經營的咖啡館。咖

啡館不大，但是很有個性，入口一張沙

發，吧臺可以點手沖咖啡，也有主人親

自做的蛋糕，上面用的草莓就是向「右

山果實」買的，雞蛋也是當地慶錩牧場

的放牧雞蛋，但要吃蛋糕要碰點運氣。

　　咖啡館內瀰漫著輕鬆的爵士音樂，

牆上則掛著各種電影海報，當然不能忽

略的是，這裡特別與早療協會西林工作

站合作，規劃了一個繪本櫃，不定期由

西林工作站提供主題作家繪本小書櫃，

讓中區有需求的孩子們都能來閱讀；另

外店內的影像藝術、女性書寫、多元性

別等藏書都可以提供借閱。

紅色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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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in 說，剛開始經營咖啡館，一

方面自己需要一個工作空間，一方面

自己喜歡咖啡館氣氛，主要希望能營

造一個年輕人可以放鬆的空間。2016

年開始規劃系列講座、放映影片，讓

在地居民、年輕人互相交流想法、討

論議題。而因為鳳林位於花蓮各鄉鎮

的中心點，包括從萬榮、光復的年輕

人都會過來參與，2017 年開始，咖

啡館有意識的做性別教育，營造一個

性別友善的空間，包括音樂會、放映電

影、同時也連結許多資源，讓年輕人有

任何性別的困擾或想法，都可以在這裡

獲得支持。

　　紅色咖啡將自己定位為社區型咖啡

店，年齡層很廣，除了年輕人、過路的

旅人，地方的叔叔阿姨好奇或覺得新

鮮，也都很歡迎。如果路過鳳林，先別

急著去打卡名店，紅色咖啡館隱藏著縱

谷鄉村年輕人的活力和想法，還有獨特

的生活況味，非常值得來喝杯咖啡。

Lisin 經營的公民咖啡館：紅色咖啡

紅色咖啡是性別友善空間

花蓮縣鳳林鎮中山路 23 號

0975-654-928

10:00-20:00 ( 周一至周五 )

10:00-18:00 ( 周六、周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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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說從什麼時候開始投入客

家事務，就要從他退休開始說起。民

國九十年，黎文志委員從服務了三十

年的電信局退休之後，覺得當時自己

的能力、健康狀況都還很不錯，也應

該是回饋社會的時候了！正在思考要

從哪裡投入回饋社會的方式時，從小

在鳳林長大的他，覺得應該為培育自

己的文化付出心力，於是加入客屬會，

一路投入服務鄉親之路，並從擔任第

十一、十二屆理事長的前縣長傅崐萁

手中接下第十三屆客屬會理事長的責

任，任內順利完成新城分會的成立，

讓花蓮全縣客屬會的最後一塊拼圖正

式完整拼上。

　　黎文志委員說，會參加社團的公

務人員不多，自己是少數，但會參加

包括客屬會、獅子會等社團，就是希

望能「集小愛為大愛」，可以幫助更

多人。喜歡助人、回饋社會的個性，

跟父親有很直接的關係。黎委員說，

自己是家中第八個小孩，當自己出生

時，原本非常辛苦的家境已經獲得改

善，父親在南平車站當站務員，收入

乡土又宏观的文化推手
—客委会諮询委员黎文志

来讲客大家 客家本色资讯馆舍 艺文活动 美衣客 住客庄好食客 好客行

客委會諮詢委員黎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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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時常有比較辛苦的鄰居跟父親

借錢週轉，父親都慷慨解囊。當對方

收成後，以花生、稻米等農產品代替

金錢歸還，父親都欣然接受，甚至對

方若真的還不出來，父親也知道大家

都是老實人，通常不會追究。因為他

一直跟在父親身邊，父親的言行身教

深深影響著他，也讓他希望行有餘力

可以與人為善，參加社團之後可以幫

助更多弱勢族群，也能幫客家族群發

聲。

　　將家訓「克勤克儉」懸掛在廳堂

上，黎文志委員說，客家人善用手邊

擁有的資源，加上勤勞又節儉，例如

蘿蔔當季的時候，元宵節就製成菜包，

盛產的話吃不完，就曬成蘿蔔乾，各

種食材都能妥善利用，因此包括客家

美食、許多文化，都是因為勤儉美德

延伸發展而來。

　　因為對客家事務的投入，而被延

攬至客家委員會擔任委員的黎文志

說，除了新城鄉外，花蓮其他八個鄉

鎮市的客家人口都佔三分之一，而這

些鄉鎮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客家委員

會輔導的鄉鎮，客語已經可以列為平

時溝通的語言。但是黎委員說，據統

黎文志 ( 中排左 4) 積極投入客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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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現在全台會說客語的人已經不到

百分之二十了！因為警覺到文化開始

流失，所以幾年前政府成立客委會、

各縣市成立客家事務處，並有客家電

視臺等媒體，期待能盡力保留及推廣

客家文化。他話鋒一轉說：「其實

我覺得現在政府應該就趕快成立閩南

語、台語的保護方式和單位，我預估

再三十年，台語人口可能就會所剩無

幾，希望台語不要步入客語的後塵」。

雖然常自謙比較本土，但是黎文志委

員對文化、語言保護的想法卻是非常

宏觀，不限族群。黎委員說，就像古

蹟或建築，如果還在狀態很良好的時

候就能好好維護，就能一直維持在最

佳狀態，而不是在頹圮之後，才花很

多精神、金錢和人力來維修，其實是

事倍功半。不論語言或者各種文化活

動都是相同的道理，黎文志委員常常

疾呼，政府要趕快趁其他文化在流失

前就先做好保護，光靠民間的社團或

自發性的文化保護其實都是不足夠

的。

　　「其實我一直鼓勵大家來參加客

家文化，譬如 2 月的『天穿日』，就

是客家文化重要的信仰和慶典，包括

原住民、新住民、閩南等都可以一起

慶祝！越基層生活的人，對文化越沒

有隔閡，多參與也是加深認同，更是

讓文化拓展的重要因素。」黎文志委

員說，「我希望有一天，天穿日可以

成為全國的一個節日！」他認為和其

他族群融合，就是成功讓客家文化更

普遍為眾人所接受、認同，才是保護

文化、讓文化源遠流長的方法。

黎文志 ( 右2) 致力於推廣客家文化 黎文志 ( 左 2) 為客家族群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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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醒獅和自己的工作，我想

要證明做陣頭的小孩不一定會變壞，

還有客家血統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作

用。」洪武雷鳴醒獅團團長劉炤輝有

兩個身分，一個是教育處的社工、一

個是醒獅團團長。他國小五年級參加

吉安客屬會舉辦的第一屆舞獅研習

營，之後就和這門傳統技藝結下不解

之緣，因此感受到使命感，希望能結

合客家血統與醒獅運動，發揮客家新

一代的力量。

　　

舞狮出头天
—洪武雷鸣醒狮团长刘諮辉

客庄后生县长的话 活动讯息
3-6月

劉炤輝是洪武雷鳴醒獅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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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炤輝一路從國小、國中到高中，

認真的學武術、舞獅和打鼓，帶領的

是一位客家師父黎光昇。劉炤輝說，

因為從小就是一個沒有什麼特殊專長

的小孩，雖然練習過程非常辛苦，但

在醒獅團裡卻找到了自己的舞臺，而

客家師父帶給他們影響最大的就是武

德，師父注重品行，以及練習過程是

否專注、有沒有當一回事，技術反而

其次。

　　

　　練習擊鼓和醒獅的過程，可以增

加很多耐心和專注力，也會找到自我

成就，讓身為社工的劉炤輝覺得很適

用在受輔導的孩子的身上。「很多孩

子外表展現的行為問題，其實是源自

於缺少自我肯定」；因此劉炤輝會帶

著孩子去富源拔仔庄參加鼓王爭霸，

感受熱血和技藝，也讓一些原住民孩

子接觸不同文化的刺激，他接著希望

能辦理研習課程，讓更多孩子來習藝。

　　劉炤輝說，龍獅、八家將、客家

花鼓等，都是廟會酬神發展出來的陣

頭。現在不但是廟會活動，也已被視

為藝術和運動，同時被列入全民運動

會的競賽項目。他和一起練武的師兄

弟在 2014 年成立洪武雷鳴醒獅團，

不但想傳承技藝、更想發揚光大。劉

炤輝已經是龍獅運動的國際級裁判，

常跟各獅團交流，希望未來能跟音樂、

劇作結合，豐富醒獅文化與藝術層次。

　　劉炤輝說，醒獅源自於廣東的瑞

獅，因為外型華麗可愛，適合在慶典

活動上表演，故受到歡迎。而臺灣獅

有驅退邪氣的功能，外型威猛，比較

難跟人互動。另外客家獅，因為獅頭

長得正正方方，又稱「盒子獅」。一

般獅頭是畫上八卦或太極，客家獅則

常會畫上書籍、葫蘆等客家重視的象

徵。目前花蓮的客家獅團很少，劉炤

輝身為客家弟子，預計接下來要把客

家獅這套系統學過來，在花蓮這個族

群融合的地方，激出火花，為傳承客

家文化盡更大的努力。

練習擊鼓和醒獅能培養耐心和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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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炤輝希望更多孩子來習藝

2. 醒獅現在已被視為一項藝術

3. 2014 年成立洪武雷鳴醒獅團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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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光灿烂喜迎新春
—客家志工花布灯笼成果展

　　今年恰逢金鼠年，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以「鼠光燦爛喜迎新春－客家志工

花布燈籠成果展」為主題，布置元宵燈展，以客家花布燈籠歡慶元宵燈節。

来讲客大家 客家本色资讯馆舍 艺文活动 美衣客 住客庄好食客 好客行

客家志工花布燈籠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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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在去年底

邀請了手作專家蕭雅玫老師教導客家

志工們用各色各樣美麗的客家花布做

出一盞盞精緻的方形小燈籠，在客家

處精心布置下，以樹為型，展出客家

志工們自己做的花燈，客家處長彭偉

族表示，雖然客家志工們很多都是高

齡的銀髮族，但是在蕭老師耐心的教

導下，每位夥伴都親手做出有客家意

象的美麗燈籠，而且手作是最能益智

的活動，常常手動腦轉，人就不會老，

是最好的永保青春秘方。 客家花布展現繽紛之美

客家意象的美麗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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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家處為志工舉辦的花布

　燈籠研習

2. 美麗的客家花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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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得 做 燈 籠 上 課 的 那 天

（108.12.30），老師很細心的教導我

們，大家也很認真互相幫忙，一個上

午的時間，做了兩個燈籠，一個自己

帶回家，一個提供客家處佈展。

　　當我把自己親手做的燈籠拿回家，

家人看到之後說：你男生也會做這麼

漂亮的燈籠喔？我說：我們志工做的

燈籠都很漂亮啦。

　　今天（109.2.8）終於在會館第一

展間展出，我剛好值班，利用空檔到

客家事務處志願服務隊志工感言

陳潤三

展間觀賞，發覺我的燈籠非常顯眼亮

麗，因為所有燈籠都是大紅大紫的顏

色，只有我的燈籠是唯一的綠色，而

且又靠近門口，所以感覺非常突出好

看。

　　感謝客家事務處給志工們不斷學

習的機會，大家齊心合力完成了這次

任務 ，充滿了成就感與榮譽感。

　　客家事務處志願服務隊隊長賴文

章說，很感謝客家處舉辦客家花布燈

籠研習，還將他們的作品集合起來舉

辦應景的花燈展覽，別出心裁值得肯

定。而且客家會館在過年期間於中庭

與迴廊掛上滿滿的紅燈籠，顯得喜氣

陳潤三的客家花布燈籠作品

洋洋，許多民眾來走春也喜歡拍照留

影，好不熱鬧。志工林鳳琴也表示，

看到自己與大家的作品點上燈一個個

掛起來的時候，除了覺得光彩絢爛以

外，心裡感覺暖暖的，感謝客家事務

處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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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庄后生县长的话 活动讯息
3-6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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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客大家 客家本色资讯馆舍 艺文活动 美衣客 住客庄好食客 好客行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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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市好客文化會館

花蓮縣客家民俗會館演藝堂

鳳林鎮客家文物館

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

吉安好客藝術村

壽豐鄉文史館

客家生活館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復興街 98 巷 1 號

電話：(03)835-0315

開放時間：08:00-17:30

（12:00-13:30 休／周六、日休館）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 58 號

電話：(03)852-7843 分機 212

開放時間：依租借活動時間開放 

地址： 花蓮縣鳳林鎮中華路 164 號

電話：(03)876-2625

開放時間：08:30–17:00

　　　　 （12:00-13:30 休／周一休館）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 60 號

電話：(03)852-7843

開放時間：09:00-17:00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中山路三段 477 號

電話：(03)854-2993

開放時間：09:00-16:00（周一休館）

地址：花蓮縣壽豐鄉中山路 320 號

電話：(03)865-3830

開放時間：08:00-16:00

　　　　 （周一、五、六、日休館） 

地址：花蓮縣玉里鎮仁愛路二段 8 巷 10 號

電話：(03)888-0705

開放時間：08:30-17:00

　　　　 （11:30-14:00 休／周一休館） 

来讲客大家 客家本色资讯馆舍 艺文活动 美衣客 住客庄好食客 好客行

想知道更多資訊，

請上我們的FB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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