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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東京崇正公會第 41 屆會員懇親大會暨關西崇正會第 40

屆會員懇親大會活動報告 

壹、 前言 

日本東京都及關西地區是客屬鄉親較多的地區，東京崇

正公會及關西崇正會是當地較大的客屬社團，所屬成員不但

在當地政經、文教等界貢獻卓著，在華僑社群中亦享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因此成為中國極欲拉攏的目標。本會於民國 90

年成立，成為世界第一個掌理客家事務之中央級部會，對促

進海內外客家事務之交流以及凝聚海外客家社團對國內的

向心力責無旁貸，爰自民國 91 年起，連續 3 年由葉前主任

委員菊蘭親自出席東京崇正公會等年會活動，94 年由莊副主

任委員錦華代表出席，95 年則由邱副主任委員議瑩代表出

席，除表達政府關懷重視之意，更藉此宣揚本會成立之宗旨

及努力的成果，因而與當地客屬團體奠定良好情誼，成為本

會推動日本地區客家業務之重要據點，也間接摧毀中國對該

客家社團統戰的技謀。 

近年來，兩岸交流日益頻仍，大陸市場開放，中國一面

藉民族感情與經濟利益，引誘我僑團幹部前往大陸，一面在

僑社舉辦活動，有系統地加強對海外僑團、華人及客家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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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聯誼，使遊走兩岸僑胞日益增加，為鞏固我方與日方客

家社團之友誼，同時聯合並強化外交及僑務工作之努力與成

果，本會今年持續派員，由李主任委員永得率員出席東京及

關西崇正會年會活動，行程中順訪岐阜縣古川町、京都市大

文字保存會及東京都谷根千工房，作為本會未來推動客家聚

落社區營造及傳統文化保存、經營之借鏡。 

 

貳、 行程安排 

本次會議及參訪行程如下： 

月 日 星期 起訖地點 工作內容 

4 06 五 台北—名古屋

-古川町 

1.搭機抵日本名古屋，轉乘鐵路運

輸工具至古川町。 
2.參訪古川町社區營造情形。 

4 07 六 古川町-京都-

大阪 

1.參訪古川町社區營造情形。 

2.拜訪京都大文字保存會會長，瞭

解五山送火活動之推動情形。 

3.參加關西崇正會第 40 屆會員懇

親大會。 

4 08 日 大阪-東京 參加東京崇正公會第 41 屆會員懇

親大會。 

4 09 一 東京 參訪谷根千工房及當地社區營造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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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活動紀要 

一、 古川街道巡禮 

（一）古川町簡介 

古川町位於岐阜縣飛驒地方的中央，是個四周由飛

驒山脈圍繞的盆地，總面積為 98.11 平方公尺，人口有 1

萬 6千多人。這個城市係由距今約 400年前之戰國時代

的金森氏以增島城為中心整建而成，以宮川及荒城川作

為天然屏障，之後並於增島城至圓光寺間挖掘一條人工

渠道-瀨戶川作為武士住宅與商家住宅區的界線。在眾多

鯉魚悠游其中的瀨戶川旁是有名的白壁土造倉庫街，座

落其中的美麗木造建築群則多出於自古聞名的飛驒木匠

之手，棋盤式的街道格局於焉展開。 

   （二）參訪紀要 

     1.瀨戶川與白壁土藏街 

           瀨戶川是江戶時代挖掘的人工渠道，以作為區

隔武士與商人住家的界線，旁邊一字排開的白牆土造

倉庫，則是以前的大地主或富商在住家附近建造用來

存放農穫、商品之處。綿延的土造倉庫與石板步道、

潺潺流水構成寧靜優美的畫面，也是古川町最負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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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點。 

           然而，瀨戶川在數十年前也深受污染之害，卻

在 1965年由流域的居民共同進行清掃與管理活動後

逐漸呈現嶄新的風貌，例如鯉魚的放流、川邊垃圾箱

的加蓋設計、燈籠及魚餌台的裝設等，無一不是出自

當地居民努力的成果。 

2.傳統木造建築：     

走在古川街道映入眼簾的首推別具特色的木造

建築，不只在寺院或大轎倉庫，特別在壹之町、貳之

町、殿町等地都可看到傳統式樣的美麗商家，除了窄

而深的門面、平緩傾斜的屋頂、木條式柵欄等特徵

外，最讓人印象深刻的便是所謂的「雲紋」。 

          每棟建築在支撐屋頂與大樑平行的腕木外露處

刻有裝飾，據說是在 1954年左右由古川的一位木匠

引進，接著在同業中廣為流傳的建屋手法。木匠在自

己建造的房屋上刻下代表性的雲紋，不同的雲紋即成

為木匠們彼此誇耀技術的標幟，也為此地上百間的房

屋留下獨具一格的識別特性，當地的飛驒工匠文化館

中亦展示各式各樣的雲紋雕刻標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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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轎倉庫與古川祭 

           介紹大轎倉庫前必須先瞭解當地的「古川祭」，

這個在日本稱為「天下奇祭」的有名祭典，被列為國

家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資產，於每年 4 月 19 至 20 日舉

行。祭典時期會將古川市區分成青龍、朱雀、玄武、

白虎等四大組，大組下面再細分成 11 台祭典隊伍，

這種區域分組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而各自形成社

區。 

19 日晚上數台美輪美奐且裝有輪子的大轎首度

亮相，另由各組半裸的男性們抬著太鼓敲打繞行街

道，接著在咚咚作響的太鼓聲及半裸男性的吆喝聲中

展開各組間的激烈攻防戰，此即所謂的「晨之太鼓」。

翌日則由融合飛驒木匠高超手藝的大轎隊伍再度登

場遊街，配合轎台上的人偶表演、兒童歌舞伎等精采

演出，傳達出祭典的歡愉氣氛與熱鬧感動。     

上述各具特色的大轎（如三光台、鳳凰台、金龜

台等）在祭典過後便被放入各組的大轎倉庫中存放，

1992年起當地的飛驒古川祭會館開始定期輪流展示

這些大轎。大轎倉庫各有其組紋及象徵團結的標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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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庫前設有點燈處，每日由負責住戶輪流點燈並膜拜

火神，藉機警惕及互相提醒小心火燭，這些也使得古

川街道更具獨特個性。 

     4.景觀設計獎 

           古川町的社區營造除了各項改造工程的推動，

更重要的是居民高漲的社區意識，激發其想要創造出

與週遭環境調和的想法與努力，因著這種意識加上木

匠的精湛建造技術，逐漸成就古川街道的美麗景觀。

為了表揚這些居民的用心，古川町觀光協會於 1985

年起針對街道、住家、門、圍牆及紀念碑等，以建造

式樣、色調、建材或設計、藝術性等項作為審查標準，

選出優雅的建物加以表揚，並在建物上掛起木質的獎

牌。這些作為並非強制性的法規所致，全靠居民自發

性的表現，卻也因此強化了社區共同意識。 

二、 京都五山送火活動初探 

（一） 五山送火活動簡介 

      京都四大祭典之一的五山送火活動的起源眾說紛

紜，但日本自古以來即有在舊曆 7月燃燒迎接及恭送

先祖靈魂之火的中元節習俗，因此可以確定的是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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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火與日本人的敬拜祖先息息相關。 

      每年 8月間（舊曆 7月）京都的居民便開始舉行

迎接祖先靈魂的祭祀活動，8月 16日晚間 8時起，環

繞京都市的群山中會陸續點燃「大」（有 2個）、「妙．

法」文字與「船」、「鳥居」圖形之火，統稱大文字五

山送火，這種點火儀式持續約 1小時，是為了將先前

迎至陽世的祖靈再度送回冥界。該活動亦已登錄為京

都市的無形民俗文化資產。 

（二） 訪談紀要 

      此行雖無法親見上述五山送火的壯觀場面，但有

幸拜訪五山送火的代表-「大」文字送火的維運組織「大

文字保存會」藤田會長，聽取五山送火的實際運作介

紹。 

      會長表示，以「大」文字送火為例，係由大文字

山麓銀閣寺附近的相關居民組成保存會加以管理維

運。每年春天採伐大文字山頂的松樹作成送火所需之

薪木，這種被稱為「護摩木」的神聖薪木由保存會的

成員保管，送火當日上午開放民眾捐款（類似添香油

錢）並在護摩木上寫下心願，再由保存會的人集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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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在大文字山上作出 75個火床，排列成長寬各約

一百多公尺的「大」字形，時間一到便同時點火燃燒，

當地的市公所及消防人員都會在場，等到火苗完全熄

滅後相關人員才下山，燃燒後的殘餘薪木據說有驅魔

除病功效，成為翌日上山民眾爭相撿拾之物。至於其

他四座山的送火方式也大致如此。 

    年年舉行的送火活動也曾遭遇政府對於火床修理

補助款太少、殘餘火苗的管理責任、觀光業界僅對收

費的飯店屋頂「送火秀」有興趣等問題，而出現中止

該活動的爭議，但經過新聞的大幅報導以及當地居民

的支持，讓世人再度重視送火的意義，不僅是五山各

自的保存會繼續擔負送火活動所需的人力與費用，近

年來更由政府機關、民間組織及觀光業者共同結合支

援這個活動，才能使五山送火活動持續下去。 

三、 關西崇正會第 40 屆會員懇親大會 

(一) 關西崇正會簡介 

關西崇正會成立於 1968 年，係由邱添壽先生等人

發起成立，邱添壽先生被推舉為首任會長，謝坤蘭為

總幹事，當時參與會員約有 500 多戶，涵蓋地區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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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府、京都府、兵庫縣、滋賀縣、奈良縣、和歌山縣

等二府四縣。該會成立宗旨係秉持會員相互扶持之精

神，促進會員之親睦聯誼及推廣經濟、文化、學術交

流為目的，會員由居住於日本關西地區客籍人士依該

會所定入會手續加入組成，目前會員約 280戶，計有

1050人。 

邱會長仙逝後被聘為永久名譽會長，謝坤蘭先生

則繼任會長，因謝會長年事已高，此次（第 40 屆）會

員大會則選出陳荊芳先生為新任會長，謝會長則轉任

永久名譽會長。該會每年召開一次會員大會暨懇親大

會，報告一年來的工作內容並連絡會員感情。 

(二)會議簡述 

本次大會於 4月 7日假大阪神仙閣飯店舉行，邀

請海內外客家僑界代表共同與會，包括本會李主委永

得及隨行人員、立法委員劉盛良先生率領的立委代表

團、世界客屬總會、香港崇正總會代表、世界台灣客

家聯合會代表、駐日代表處羅副代表坤燦、大阪辦事

處吳處長嘉雄及相關同仁、以及關西崇正會會員等，

共約 200 人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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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由謝會長坤蘭主持，他先用客語向大家問候，

並表示歡迎大家，其後改以日語致詞，感謝台灣盛大

組團參與盛會，並強調該會一向堅持不涉政治、不分

國籍、不問信仰三原則，願意積極扮演推動的角色，

協助亞洲地區各國加強合作關係。其後，謝會長介紹

新任會長陳荊芳先生，再由陳會長向與會人員致意。 

緊接著由本會李主委致詞，他首先向與會的海外

鄉親轉達蘇院長貞昌及葉前主委菊蘭的問候之意，並

感謝主辦單位對台灣的盛情邀約。李主委表示，行政

院客家委員會自成立以來，即以復興、傳承客家文化

為首要任務，當前主要目標為客語能像英國威爾斯

語、紐西蘭毛利語般繼續傳承，獨一無二的客家山歌

能申請成為聯合國重要無形文化資產，以及苗栗客家

文化園區能成為世界級客家文化園區。在客委會及大

家的努力下，目前願意認同自己為客家人的民眾數雖

然明顯增加，但如何使新生代年輕子弟願意負起客家

文化薪傳的責任，是必須面臨的挑戰，希望在各客屬

社團及鄉親的努力下，讓客家文化能在海外發揚光

大，並永續傳承下去。李主委全程流利的客語演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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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與會人士對於客委會的努力成果及今後目標留下深

刻的印象。 

懇親餐會席間並邀請到桃園縣客家演藝團演唱多

首客家歌謠，優美的旋律及歌聲博得全場來賓熱烈喝

采，最後，大會在全體貴賓及客家鄉親齊唱客家歌曲

聲中圓滿結束。 

四、 東京崇正公會第 41 屆會員懇親大會 

(一) 東京崇正公會簡介 

東京崇正公會創立於 1963年，係在前監委邱念

台倡議領導下，由旅居東京之數十位客籍人士響應組

成。該會成立宗旨為「不問政治、不問信仰、不問國

籍」，秉持會員相互扶持之精神，促進會員之親睦聯

誼及福利，並維持客家優良傳統為目的。舉凡居住日

本且具客家意識或對客家有興趣者，皆可依該會所定

入會手續加入組成，目前會員約有 600人，每年均召

開會員大會暨懇親大會，報告年度工作內容並連繫會

員情誼。 

張金清先生為現任會長，會長下設副會長 5人，

每年參加會員大會之出席人數約 400 人左右，但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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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多年事已高，會員參與人數亦有逐年減少的趨

勢。 

(二)會議簡述 

本次大會於 4月 8日假東京池袋大都會飯店舉

行，邀請海內外客家僑界代表共同與會，包括本會李

主委永得及隨行人員、立法委員劉盛良先生率領的立

委代表團、世界客屬總會、香港崇正總會代表、世界

台灣客家聯合會代表、駐日代表處許代表世楷及相關

同仁、以及東京崇正公會會員等，共 300 多人與會。 

大會由張會長金清主持，他於致詞時強調成立已

40 餘年的崇正公會始終堅持不涉政治、不分國籍、宗

教信仰及堅決反對戰爭等原則，盼能扮演促進亞洲和

平的角色。緊接著由駐日許代表世楷致詞，他首先對

大會籌備人員的辛勞表示感謝，並歡迎國內各位貴賓

的蒞臨參與，顯示政府對旅日客家鄉親之重視。東京

崇正公會的會員大多來自台灣，與台灣維持密切的關

係，也都擁有維護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該會

「客家人不打客家人」的主張，更與近年來以和平方

式解決問題之世界潮流不謀而合，殊值認同與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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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由本會李主委以客語致詞，他先向在座鄉親

轉達蘇院長貞昌及葉前主委菊蘭的問候之意，並感謝

主辦單位對台灣的盛情邀約。李主委表示，行政院客

家委員會自成立以來，在各方的努力下，目前願意認

同自己為客家人的民眾明顯增加，這是可喜的現象。

全世界約有六~八千多萬名客家鄉親，彼此擁有共同的

語言、文化，希望大家共同努力促進客家文化的發展，

並盼與會鄉親秉持勤儉刻苦的客家精神，繼續為客家

文化在海外的傳承發揚而努力。 

大會進入懇親餐會時，特邀國內桃園縣客家演藝

團登台表演，一系列精采的客家歌舞，博得全場來賓

熱烈掌聲。歷時 3小時的懇親活動，在全體貴賓及客

家鄉親齊唱客家名曲「客家本色」聲中順利圓滿結束。 

五、 谷根千導覽 

（一）谷根千工房簡介 

「谷根千」係由東京都台東區的谷中及文京區的

根津、千駄木等三個地名的第一個字連結而成，1984

年，在這一帶生活的三名家庭主婦，憑著一份對

自己居住社區的執著與熱情，異想天開辦起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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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社區刊物《谷中‧根津‧千駄木》，並將其進行

採訪編輯與各項交流的處所取名為「谷根千工

房」。三名主婦在奶瓶、尿布和小孩的哭鬧聲中持

續完成雜誌的採訪、編輯及銷售，使得這份雜誌

成為日本最成功的社區刊物之一，並多次獲得大

獎。    

這份刊物的出現，使得谷根千一帶的居民，

對於自己的社區有了更深的認識，更因而凝聚了

社區營造所需的感情和力量。  

（二）參訪紀要  

此行拜訪了雜誌創辦人之一的山崎小姐，她

指出谷根千地區留存許多文化遺產，也是諸多文

學家的故鄉，但隨著都市開發的影響，傳統的木

造建築及保有古早風味的手工藝店、商家日漸消

失。為了保存這些有形無形的歷史文化資產，以

及當地居民生活與週遭環境的點點滴滴，她們以

坦率真誠的婦女特質走訪社區街道，再以文字紀錄重

現社區魅力；此外，亦多次參與社區運動，推動歷史

建築保存，維護居民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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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山崎小姐更帶領我們實際走訪街道，

商店街、寺廟、墓地在她的介紹下都有著庶民生

活的親切與感動。因著守護家園的純粹心情，她們

持續接觸並熟悉週遭的歷史建築、古蹟、民俗技藝及

濃厚的人情味，希望締造一個快樂祥和且生氣蓬勃的

生活園地，並能將這美好家園流傳給後代子孫。 

 

肆、心得與建議 

一、東京崇正公會及關西崇正會皆為日本最具組織且人數

較多的客家社團，自成立以來，每年均召開會員大會

及懇親會，邀請海內外客家鄉親數百人共聚一堂。他

們對客家家事務的用心與熱情，實屬難得，多年來本

會均應邀與會，雙方建立良好情誼。建議本會今後仍

應逐年派員參與大會，並積極邀請前開兩社團重要幹

部返台，參與本會辦理之大型客家活動，以持續維繫

難得的向心力與認同感。 

二、東京崇正公會及關西崇正會主要幹部皆呈高齡化現

象，因此皆對社團成員年齡斷層及客家事務推廣之後

繼無人感到憂心忡忡，社團活動無法吸引客家後生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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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沒有新血輪的加入更讓社團陷入僅辦例行活動的

困境。建議在提供相關教材與出版品的思維外，也能

面對年輕人的真實需要，藉由音樂、舞蹈等展演活動

去傳達客家文化特質，讓這些青年從感受客家的美好

開始，逐步接觸客家，方能談到傳承的可能性。 

三、除了社團活動之外，也可考慮透過東京崇正公會及關

西崇正會所屬成員，找出活躍於僑界且學有專精之人

士，未來透過這些熱心公益的領袖、精英，推展各項

國際志願服務工作，藉以傳揚客家精神，同時提昇「連

結客家、服務世界」的層次。 

四、在與古川町觀光協會、大文字保存會及谷根千工房的

交流中，我們深刻體認到社區營造的最後目的在於造

人，唯有想法改變，行動才可能跟著改變。透過當地

特有生活文化的保存與管理，能讓社區居民開始貼近

周遭環境，培養在地認同感，有了認同感就容易凝聚

共識，有了共識才能促使大家更為自發地投入各項改

造工程，成功的改造能成就社區的獨特性，進而提升

觀光價值，而觀光的興盛又能帶動地方發展，形成良

好的循環。美好的家園人人嚮往，但其之所以美好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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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蹴可及，在考察了以上的社區營造經驗後，我們

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找出客家聚落的特色，如何將這些

特色妥善保存與發揚，並吸引鄉親的認同與參與，才

能有效推展各項改造計畫，達成傳統客家文化活化再

生之目標。 

 17



伍、照片集錦 

 
古川町勝景-瀨戶川與白壁土藏街 
 

 
瀨戶川上美麗的步道加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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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木造建築之雲紋 

 
大轎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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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川祭會館中展示的大轎圖片 

 
大轎的精美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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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繪古川祭之「晨之太鼓」 

 
掛有古川町景觀設計獎牌的房屋（右上角即為獨特的雲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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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都大文字保存會藤田會長介紹五山送火活動 
 

 
謝會長坤蘭於關西崇正會第 40屆會員懇親大會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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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崇正會新任會長陳荊芳先生向與會人士致意 
 

 
李主委永得於關西崇正會第 40屆會員懇親大會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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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客家演藝團在關西崇正會懇親大會之精采演出 
 

 
李主委永得與關西崇正會懇親大會在場貴賓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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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會長金清於東京崇正公會第 41屆會員懇親大會中致詞 
 

 
駐日代表處許代表世楷於東京崇正公會第 41屆懇親大會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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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主委永得於東京崇正公會第 41屆會員懇親大會中致詞 
 

 
李主委永得與張會長金清在會中互贈紀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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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主委永得與在場來賓合唱客家歌曲 
 

 

李主委永得與東京崇正公會懇親大會在場貴賓合影留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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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根千工房山崎小姐簡介社區雜誌創辦過程及社區營造推動情形 
 

 
谷根千當地商家的有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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