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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台灣客家櫻花桐花季系列文化活動暨

拜訪美東客家社團出國報告 

壹、緣起 

客家為世界眾多族群之一，以一億二千萬的族群總

人口，分布遍及七海五洲；人數之多、分布之廣，所產

生的影響力不容忽視；加以客家文化本身極具特色，在

多元文化的國際舞台，可與世界其他族群進行良好的交

流互動，透過國際客家的連結，以及與其他族群的互動

交流，提升台灣的國際能見度。海外客家是一股台灣與

國際接軌的潛在力量。 

美國各地散居了許多台灣移民的客家人，據統計發

現目前全美客家社團共有 27 個，海外客家社團透過活動

的舉辦，邀集海外客家鄉親共同參與，凝聚海外客家的

向心力，也將客家文化與海外在地社區分享。此次，大

華府客家同鄉會(華盛頓特區)客家鄉親，在本會相關資源

的協助下，於 2007 年 4 月在美國華府舉辦「2007 華府臺

灣客家桐花節」系列活動，為該社團自 1983 年成立以來，

第 1 次舉辦大型藝文活動，同時也是第 1 次參加華府櫻

花節花車遊行。為鼓舞海外客家鄉親，本會李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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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得特派邱副主任委員議瑩率團拜訪，此次行程在美停

留時間雖然僅有 4 天，邱副主任委員議瑩一行仍趕赴紐

約，拜會大紐約客家會館，因係本會成立以來首次到訪

紐約，引起當地華文新媒體高度的注意及大篇幅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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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程安排 

本次參訪行程自 2007 年 4 月 12 日起至 4 月 18 日止，

共 7 天，行程如下： 
起迄日期 

月 日 停留地點 行程 

4 12(星期四) 臺北—華盛頓 

4 13(星期五) 華盛頓 

一、參加「台灣客家世紀印

象展」開幕。 

二、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專訪。 

三、拜會駐美臺北經濟文化

代表處。 

4 14(星期六) 華盛頓 

一、參加華府憲法大道櫻花

節桐花花車遊行。 

二、與大華府客家會座談及

餐敘。 

4 15(星期日) 華盛頓－紐約

一、搭機抵達紐約。 

二、拜訪駐紐約經濟文化辦

事處。 

4 16(星期一) 紐約 
拜訪大紐約客家會館及座

談。 

4 17(星期二) 紐約－臺北 
回程，於 4月 18 日上午返抵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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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活動紀要 

一、參加 2007 華府臺灣客家桐花節「臺灣客家世紀印象展」

開幕式： 

(一)時間：2007 年 4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二)地點：華盛頓馬丁路德金恩圖書館。 

(三)主持人：吳月美律師。 

(四)活動流程及內容：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12:00-12:30 鋼琴演奏 

12:30-13:00 邀請邱副主任委員與其他政要剪綵及致詞 

13:00-13:30 記者招待會 

13:30-14:00 鋼琴演奏與獨唱 

(五)活動內容簡述： 

「台灣客家世紀印象展」由大華府地區客家同

鄉會主辦，於 2007 年 4 月 13 日上午在美國華府唐

人街附近的馬丁路德圖書館開幕，這是大華府地區

客家同鄉會第 1次在華府舉辦的大型活動，本會邱

副主任委員議瑩專程從臺北到華府為客家鄉親打

氣。開幕儀式中還邀請到美國在臺協會(AIT)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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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樂崎先生、前駐美臺北文化經濟代表處鄧前副代

表振忠、美國聯邦政府勞工部主計局莫天成局長、

全美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陳文彥總執行長、大華府

客家同鄉會張芬瑩會長、美京中華會館主席王振華

等貴賓參加。 

本次照片展開幕活動，並邀請正在馬里蘭大學

攻讀聲樂博士的楊梅客家人陳慧如小姐及已獲得聲

樂博士的林宜誠先生，現場演唱「頭擺的妳」等多

首客家歌曲，讓現場來賓驚豔客家歌謠之美，也吸

引不少外國人士駐足聆聽。 

本會副主委邱議瑩在致詞時表示，每年四、五

月是台灣的客家桐花祭，而在這段時間，華府也正

是櫻花盛開的時候，因此，華府客家鄉親配合華府

櫻花節，舉行華府客家桐花節，彼此觀摩，非常有

意義。 

此次台灣客家世紀印象展所展示的一百多張照

片，是本會經過長期的蒐集，有些已有百年歷史。

希望透過這項展覽，讓大家深入瞭解客家人的傳統

習俗，以及客家人堅毅耐勞的精神。邱副主委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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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大家仔細觀賞展出的一百多幅照片，將會發現，

照片中的客家婦女大都在辛勤工作，客家郎則多為

寒窗苦讀，或狀元及第的情景。這是過去台灣客家

人的生活寫照。展出內容依年代主題簡介如下： 

1.20 世紀初曙：晴耕雨讀  

1895 年，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自此深

受日本文化影響。但不論時局如何的變遷，客家人

最重視的兩件大事就是讀書與耕田。影像中的新埔

文昌祠現雖已毀壞，但客家人尚文傳統卻艮古恆

存，這正是歷久彌新的最佳顯影。 

2.20 世紀初曙：老頭擺个客「家」 

身為殖民地的台灣，日本人雖試圖在最短時間

收編台灣人民，但藉由一張張老照片卻可窺見，當

時無論北中南各地的客家人，在髮型、服飾、家屋

建築及耕稼技術各方面，仍依循既有傳統。這些出

現在攝影「黎明」時期的家族合影、還山（出殯）、

嫁娶等照片，多半是由財力較豐厚的客家家族所流

傳下來，由此也可看出他們當時對於家族認同、婚

姻大事、長輩終老等生命課題的高度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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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30-1940：山林之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耕節奏及清明、普渡、

平安戲、還山等歲時節慶，一方面說明了敬天崇祖

等基本客家信仰，同時也道盡平日總是農忙的客家

庄，趁著「做鬧熱」與遠方親朋歡聚的情景。值得

注意的是，這時期的客家庄，從髮型、服裝、住宅

到學校生活剪影，都顯現出西化的傾向；此時，第

一代客籍攝影家也開始相繼挺身，為自己的族群留

下許多精采的紀錄。 

4.1930-1960：行行復行行－客家東墾紀 

在 1930 年間，台灣東部出現「二次移民潮」，

這波東墾潮與當時日本政府推行官營或私營移民拓

墾息息相關。而這些移民大多來自當時的台北州和

新竹州，其中新竹州（即今日桃、竹、苗）的客家

移民，更是當時花東縱谷開荒闢地的主力。天性勤

勉的客家人當年為了生計翻山越嶺來到後山，不僅

努力開闢出一片新天地，同時也留下許多珍貴的族

群記憶。 

5.1940-1950：戰爭年代，硬頸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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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50 年間是一段漫長的戰爭主題年代：

太平洋戰爭的全面捲入、二二八衝突、白色恐怖、

台海保衛戰延伸的韓戰…。在這政局動盪、戰事不

斷的歲月，相機的鏡頭也同時記錄下軍事、體育、

入伍、送行、祈求平安戰勝等歷史影像。照片中親

友依依的離情、惟恐一去不返的壯丁，甚至是二二

八喪生的精英，都述說著戰亂的痕跡正毫不留情地

擾動了莊稼寧靜的生活。 

6.1960-1987：希望年年都係太平年 

動盪與肅殺的氛圍漸緩，彷如芙蓉花的季節即

將到來！穿白紗的新娘入門，小鎮恢復平靜了，大

家來去街路租書、來去戲棚下看戲買仙楂；老人們

在屋下打嘴鼓、婦女擔菜洗衫、小孩頑皮嬉鬧，也

出現了上幼稚園的小朋友，這些影像在在展現出揮

別戰爭的輕快。而洗衣粉的出現也預告一個新的工

業時代即將來臨。 

7.1960-1987：欣欣向榮的客家庄 

早期的農稼勞動皆依賴牛隻及徒手耕作，老一

輩客家人更因終日與牛為伍感情深厚，而有忌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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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的習性。隨著新式農業技術的發展，客家庄的產

業及生產工具也因此而產生變化。此時美濃地區的

主力菸業及散落各地的畜牧、磚廠、炭窯、伐木等

產業，也都跟著蓬勃發展起來，讓我們見識到這個

時期客家地區產業的欣欣向榮。 

8.1960-1987：北收冬，南二月-細說客家歲時與慶典 

歲時慶典誌記了客家人與「天時」結合的單純

信仰，舉凡慶收割、打醮、迎水燈、敬奉義民等，

皆傳達出對上蒼、祖先的祈福和感謝。其中北部新

埔義民廟與雲林三山國王廟的中元祭典，組織之

大、跨越範圍之廣，及其以宗族集體參與並由公號

負責祭祀的法則，則屬客家社群所獨有；而他們對

上、中、下三元的高度重視，更顯示出對農業生產

的關心，和對整體社群關係的深沉倚賴。 

9.1980-2000：迎向桐花繽紛的年代 

自 1987 年解嚴後，客家運動風起雲湧，從新埔

遠東化纖罷工到美濃反水庫，以及由客家風雲雜誌

醞釀鼓吹的「還我母語」運動等，在台灣各地掀起

一連串的客家文化復興及保衛戰，一向被認為沉默

 9



的客家人，終於在這世紀之交發出深沉的嘶吼。此

時，各界的客籍藝術創作者，也紛紛開始回歸母體

文化的再創作，為客家文化重新注入新血。本會就

是在這個時期成立，擔負新時代客家文化領航員的

角色。 

 

2007 華府臺灣客家桐花節系列活動，在張芬瑩

會長及僑務委員林正剛先生等人精心策劃下，除了

「台灣客家世紀印象展」之外，4月 14 日並以桐花

花車參加華府櫻花節憲法大道的大遊行。另外，於

4月 21日在馬里蘭州洛克市文化中心舉辦客家音樂

演唱會。 

二、拜會駐美臺北經濟文化代表處： 

(一)時間：2007 年 4月 13 日(星期五)晚間。 

(二)陪同人員：僑務委員林正剛先生、廖副處長育珮及

廖專門委員美玲。 

(三)參訪簡述： 

大華府的台灣僑民約有 10 萬人，客家人在此人

數雖不算多，但十分團結及熱心，平時與駐外代表處

保持密切連繫，必要時也承辦相關的活動，協助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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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推展，十分難得。 

為了歡迎邱副主委到大華府地區，高副代表碩泰

特於 4月 13 日晚間於雙橡園設宴，並邀請華府客家

鄉親代表四十餘人共聚，鄉親反應熱烈，現場即席表

演客家歌曲，場面十分熱鬧，賓主盡歡。在場鄉親相

當關注客家藝術文化的議題，旅美聲樂家陳慧如小姐

對於本會預定於 2007 年 10 月發表的首齣客家歌舞劇

深表興趣。 

 

三、參加華府憲法大道櫻花節花車遊行： 

(一)時間：2007 年 4月 14 日(星期六)上午。 

(二)地點：華府憲法大道。 

(三)陪同人員：吳月美律師、廖副處長育珮及廖專門委

員美玲。 

(四)活動簡述： 

華府櫻花節花車遊行活動，於 4月 14 日上午在華

府白宮附近的憲法大道舉行，今年共有 105 個隊伍參

加，參加的隊伍在花車藝術裝置、服裝造形設計，以及

音樂、舞蹈編排，皆費盡心思，也成功地吸引數以萬計

的觀光客夾道觀賞。大華府客家同鄉會組成的桐花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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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 89 支隊伍，以桐花為主題，搭配客家傳統山歌，

很具客家特色，在車隊通過貴賓觀禮台後，本會邱副主

任委員議瑩隨即加入遊行陣容鼓舞鄉親士氣，走完全

程，並在遊行終點處與參加遊行的鄉親合影留念。 

有關華府櫻花移植的歷程及櫻花節的由來如下： 

根據美國國家公園服務處統計，華府約有 3,750

株、共有 12 種櫻花樹，其中最普遍的，是吉野櫻花。

九十多年前，東京市長尾崎行雄為紀念美日兩國邦誼，

贈送了日本人認為最尊貴的櫻花樹。 不過，象徵日本

精神的櫻花，跨海移植美國的過程，一開始並不那麼順

利。1910 年，第一批櫻花樹跨海到了華府，因適應不

良無法存活。1912 年，日本又送來了 3,000 株櫻花樹，

數年後許多依然壞死，最後在 1956 年，日本又送了

3,800 株櫻花樹，櫻花才在美國生存下來。 

1935 年第 1屆櫻花季在華府展開，1948 年第 1屆

櫻花皇后誕生。2007 年華府櫻花季於 3月 31 日正式展

開，花期於 4月 1日達最高峰，據當地媒體估計，今年

吸引超過一百萬人湧進白宮附近的潮汐湖賞櫻，其中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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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分之一為遊客，每人花費估達 400 美元，為當地帶

來人潮及錢潮。 

四、與大華府客家會鄉親座談： 

(一)時間：2007 年 4月 14 日(星期六)晚間。 

(二)地點：餐廳。 

(三)出席人員：本會邱副主任委員等 3人、白樂崎夫

婦、高副代表碩泰及大華府客家同鄉會會員約

30 人。 

(四)主持人：張會長芬瑩。 

(五)社團簡介： 

大華府客家同鄉會成立於 1992 年 5 月，團

員人數約為 200 人，為非政治、非宗教、以聯

絡鄉親感情為主之社團，其聯誼活動主要係配

合新年、中秋、端午三大節慶，一年至少舉辦 3

次，其會員活躍，與我駐外人員互動緊密，為

美國東部重要的客家社團之一，目前亦為「全

美台灣客家會」分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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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座談簡述： 

與會的鄉親多參與了本次華府櫻花節花車

遊行活動，彼此熱烈地交流活動籌備情形及參

與遊行的心情。由於該活動為當地重要的節慶

之一，華府媒體全程錄影轉播，夾道觀賞的遊

客如織，邱副主任委員認為這是一個透過文化

拓展外交的難得機會，未來華府鄉親如能繼續

取得該遊行活動的參加權，應整合外交部、僑

務委員會及本會相關資源，鼓勵海外鄉親共同

參與，並設計具特色的遊行隊伍及活動內容，

吸引當地及國際媒體的注意，藉以提升台灣的

國際能見度，在與華府客家鄉親餐敘座談時，

邱副主任委員還針對此一想法與駐美代表處副

代表高碩泰公使交換意見。 

五、拜會駐紐約經濟文化辦事處： 

(一)時間：2007 年 4月 15 日(星期日)晚間。 

(二)陪同人員：廖副處長育珮及廖專門委員美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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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訪簡述： 

在駐紐約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夏處長立言（註：

現已調任駐印度代表）陪同下，參觀該處新辦公大

樓。該處係於 2005 年 4 月間搬遷至現址(1 E. 42nd 

St., New York)，獨棟辦公廳舍，空間設計上，處處

流露臺灣的文化氣息，內部並設有展覽空間，可供舉

辦主題展，邱副主任委員當場立即商請夏代表規劃展

出「台灣客家世紀印象展」，並獲夏代表同意，俟台

灣客家百年珍貴照片華府展期結束後，將安排適當檔

期在紐約展出。 

 

六、拜訪大紐約客家會館及座談： 

(一)時間：2007 年 4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二)地點：大紐約客家會館。 

(三)出席人員：本會邱副主任委員等 3人、駐紐台北

經濟文化辦事處季副處長韻聲、王組長啟文、華

僑文教中心張主任景南、崔副主任可岷、大紐約

客家會鄉親及華文媒體記者三十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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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持人：詹會長煌君。 

(五)社團簡介： 

大紐約客家會成立於 1997 年 6 月 8 日，會員

406 戶，約 1000 人以上。成立宗旨是服務客家鄉親

和增進同鄉情誼，保存客家語言文化並發揚客家人

擇善固執的硬頸精神，每年至少舉行會員大會一

次，每年三節舉辦郊遊、野餐及聚餐，邀請國內客

家藝人來美慰勞鄉親，舉辦講座。 

 (六)座談簡述： 

此次本會邱副主任委員代表李主任委員拜訪大

紐約客家會，係客委會 2001 年 6 月 14 日成立以來，

首次派員拜訪，因此，受到大紐約客家會長詹煌君、

前會長楊毓淑及周燕霞理事等三十餘客家鄉親的熱

烈歡迎，在駐紐約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季韻

聲、組長王啟文、華僑文教中心主任張景南、副主

任崔可岷等陪同下，邱副主委員除了代表主任委員

李永得問候客家鄉親之外，還與客家鄉親進行座

談，及聽取海外鄉親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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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紐約客家會館，場地係由臺灣會館老人中心彭

會長吉甫所提供，於 2007 年 3 月 1 日落成啟用，室

內空間約三十餘坪，成為大紐約地區客家鄉親珍貴的

集會場所，邱副主任委員的造訪是該會館成立後，第

一次接待國內來訪的首長。因係屬紐約客家鄉親重要

的據點，詹會長希望客委會賡續提供客家文化影音光

碟、器物、客語教材，以豐富館藏，活絡海外客家文

化。 

詹煌君會長代表大紐約客家會贈送了「傑出客家

成就」獎狀予邱副主委；邱副主任委員回贈了從台灣

帶來的桐花意念商品「龍南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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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與建議 

一、鼓勵及協助海外客家社團參加在地重要節慶活動，

拓展客家及台灣文化的國際能見度： 

本次美國華府客家鄉親首次組隊參加華府櫻花

節花車遊行，是最佳的文化外交。但活動設計及執行

上，如有專業的指導，更能展現優美、精緻的客家文

化特色，本會舉辦客家桐花祭、a-ha 客家藝術節相

關經驗可提供海外社團參考，透過海外客家社團對在

地活動的參與，達到客家與國際接軌之效果。 

二、持續協助海外客家社團推展客家語言文化相關資源： 

海外客家文化資源不比國內，因此，客家語言傳

承相關教材、客家音樂、藝術、影音及學術研究資料，

極仰賴本會的協助。以大紐約客家會為例，因該會專

屬會館成立，但有關客家圖書、文物資源之館藏皆極

為匱乏，詹會長希望透過本會的協助，持續充實客家

文化相關資源，藉由豐富的客家文化資訊，吸引客家

鄉親到訪及凝聚鄉親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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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豐富的客家語言文化的數位學習資源： 

目前僑務委員會建置之「華文全球資訊網」，

為海外華人學習華文及認識國內相關文化的主窗

口，而本會已建置之「哈客網路學院」，從到訪率

分析資料發現，漸漸有海外人士點閱瀏覽本會提供

的數位學習教材。為因應海外客家語言文化推展的

需要，實體教材之提供非唯一途徑，應利用網路無

遠弗屆的特性，持續開發更具廣度、深度、多元的

客家語言文化數位學習教材。 

四、促進海內外客家人才交流： 

客家鄉親移居海外，奮鬥過程雖然艱辛，但有許

多成功的人、事、物可與國內分享交流，以本會首次

拜訪的大紐約客家會詹會長為例，其為國際職業烹藝

大賽九金二銀得主，在美國是知名的廚藝大師，且將

中華飲食以法式料理的形式精緻呈現。他立下心願，

將在美國紐約曼哈頓開設高級中餐廳，藉以認識美國

有影響力的知名人士，未來應可透過他所建立的人

脈，協助我國政府處理相關事務。詹會長其個人廚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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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群，經營中餐廳的理念，皆值得與國內鄉親交流與

分享。因此，邱副主任委員當下邀請詹會長撥冗返

國，參加今年全球客家文化會議，分享其個人經驗。 

五、積極發掘海外客家年輕族群： 

本次行程，共拜訪了美東 2 個社團，從座談會及

活動的參與上，發現海外社團的參與對象，與國內聯

誼性社團面臨共同的問題，即是仍以中高年齡層者為

主，較缺少客家新生代的加入。未來在海外客家文化

交流推展工作上，可就如何開拓年輕客家族群的參

與，擬定相關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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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錄：活動照片集錦 

 
邱副主委議瑩於 2007 華府台灣客家桐花節照片展開幕活動中致詞 

 

 
邱副主委議瑩、白樂崎先生（左 1）等人為照片展活動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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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副主委議瑩與鄧前副代表振忠（右 3）、美國聯邦政府勞工部主計局 

莫天成局長（右 2）、大華府客家同鄉會張芬瑩會長（左 1）等合影 

 

 
邱副主委議瑩於開幕活動中與鄉親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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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副主委議瑩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專訪，並與台長（左 3）合影。 
 

 
邱副主委議瑩與高副代表碩泰夫婦及林正剛委員（左 1）攝於雙橡園 

 

 23



 

邱副主委議瑩參加高副代表碩泰夫婦於雙橡園舉辦之歡迎晚宴 
 

 

華府櫻花節花車遊行活動之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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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櫻花節花車遊行活動之一景 

 

 

華府櫻花節花車遊行活動之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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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櫻花節花車遊行活動之一景 

 

 

華府櫻花節花車遊行活動之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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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櫻花節花車遊行活動之一景 

 

 

華府櫻花節花車遊行活動之一景 

 

 27



 

華府櫻花節花車遊行活動之一景 

 

 

華府櫻花節花車遊行活動之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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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府客家會鄉親組成之桐花花車遊行隊伍 

 

 
邱副主委議瑩與大華府客家會鄉親組成之桐花花車遊行隊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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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紐約客家會鄉親熱情地至機場接機 

 

 
邱副主委議瑩一行拜會駐紐約經濟文化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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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副主委議瑩於大紐約客家會館致詞 

 

 
邱副主委議瑩與大紐約客家會鄉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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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副主委議瑩接受大紐約客家會詹煌君會長頒贈「傑出客家成就」獎狀 

 

 

邱副主委議瑩贈送桐花意念商品「龍南漆器」給大紐約客家會詹煌君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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