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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日本關西崇正會及東京崇正公會，每年固定於 4月前後舉辦

年度會員懇親大會，但與往年不同的是，去(民國 98)年甫成立之

日本關東崇正會，亦於本（民國 99）年舉辦首次會員懇親大會，

且均來函邀請本會參加；惟日本關西崇正會及日本關東崇正會之

懇親大會舉辦日期分別為 3月 20 日及 3月 21 日，而東京崇正公

會的懇親大會則安排於 4月 4日舉行。 

按本會自民國 91 年起每年均由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率員

出席日本關西崇正會、東京崇正公會之會員懇親大會，除表達政

府對客僑之關懷與重視，同時藉機宣揚本會施政目標及成果，因

而與當地客屬團體維持良好情誼，使其成為本會推動日本地區客

家事務之重要據點。為示政府對日本客僑同等的重視與對待，持

續鞏固日我雙方客家情誼，同時加強推動外交及僑務工作，經酌

上開三團體會員懇親會之舉辦日期及本會業務狀況，本（民國 99）

年度赴日本之出國計畫調整如下：3 月份由劉副主任委員東隆率

員，參加日本關西崇正會及日本關東崇正會之會員懇親大會；4

月份由鍾副主任委員萬梅率員，參加東京崇正公會之會員懇親大

會。 

又，為宣慰海外僑胞，弘揚客家文化之美，及提供國內優秀

藝文團隊國際展演舞臺，本次赴日行程亦事先洽詢主辦單位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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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規劃內容，得知國內客家藝文團體已應邀前往演出，故本會適

時提供補助，協助該團體赴日表演。 

 

貳、 行程安排 

月 日 星期 起訖地點 工作內容 

4  3 六 臺北-東京 搭飛機赴日 

4  4 日 東京 

1. 參加東京崇正公會會員懇

親大會 

2.參訪上野櫻花祭活動 

4  5 一 東京-臺北 搭飛機回臺 

 

參、活動紀要 

一、 參加東京崇正公會會員懇親大會 

(一) 東京崇正公會簡介 

東京崇正公會創立於民國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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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每年均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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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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茂榮先生為現任會長，目前會員約有 450 人。 

(二) 會議簡述 

1.時間：4月 4日（星期日） 

2.地點：東京的大倉飯店 

3.國內外主要來賓及與會者： 

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饒專員佳汶， 

立法委員呂學樟、鄭金玲、徐耀昌、羅淑蕾、蔣乃辛、

李明星、陳淑慧、江玲君、帥化民、徐少萍、郭素春

及謝國樑等一行 12 人， 

本會羅前主任委員文嘉， 

臺北駐日本經濟文化代表處馮代表寄台及相關同仁，

日本眾議院議員中津川博鄉、若泉征三、前眾議院議

員愛知和男、及參議院議員西田 MAKOTO， 

亞東親善協會會長玉澤德一郎、中華聯合總會名譽會

長詹德薰， 

澳洲、中國大陸等其他僑團代表， 

以及東京崇正公會會員等，共約 400 人與會。 

4.大會內容： 

主辦單位在會場旁精心規劃了傑出客家子弟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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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展出八十餘幅作品，還有

優美的小提琴現場演奏，讓與

會者賞心悅目。大會一開始先

由東京中華學校醒獅隊的表

演揭開大會序幕，接著由劉會長茂榮致詞，他感謝駐

日代表處、國內鄉親及

僑界友好團體給予的

支持及參與，今後亦將

秉持不涉政治、不分國

籍、不問宗教信仰的原

則，崇尚和平、正義，堅決反對戰爭，致力推展客家

事務，促進臺日交流，為民主、和平的社會貢獻心力。  

駐日代表處馮代表寄

台致詞時，強調繼去（民國

98 年）年重開漁業談判、實

施臺日青少年度假打工制

度、於北海道開設新辦事處，今（民國 99）年東京羽

田機場與臺北松山機場將啟動班機對飛、新成立的臺

灣文化中心將推動故宮文物來日展覽交流等，再再顯

示臺日關係發展愈來愈緊密，今後亦將積極展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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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活動，以強化兩國間的友好關係。其次由呂學樟

立法委員逐一介紹與會立委，並推崇主辦社團對推展

客家文化的貢獻。  

緊接著由本會鍾副主任委員萬梅致詞，他首先代

表黃主任委員玉振向與會貴賓及鄉親致意，並對於駐

日代表處協助照顧客

家鄉親，立法委員支

持通過「客家基本法」

與相關預算，以及東

京崇正公會大力推展

客家語言、文化的用

心，表達敬佩與感謝之意，同時向在座鄉親報告本會

一年來的重要施政成果：  

（1） 完成「客家基本法」的立法工作，達成客家事

務法制化及族群平權的目標。 

（2） 舉辦客語能力認證考試、推動客語生活學校

等，強化客家語言、文化的傳承扎根。 

（3） 舉辦首屆客家特色文化商品國際展，9 天共吸

引 18 萬人參觀，82 家參展廠商共創 3 億元以

上產值，擴大客家產業的行銷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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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動客語薪傳師及公事語言制度，加速發展客

語生活化環境。 

（5） 積極籌建國家級南北兩大客家文化園區，預定

於民國 100 年完工。 

（6） 爭取到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增設「客家事務行政

類科」，因應客家公務需求。 

（7） 推陳出新的「客家桐花祭」活動，於 4 月 17

日至 5月 2日展開，歡迎大家回臺參加。 

最後，鍾副主任委員感性地表示，過去日本關西

崇正會與東京崇正公會的會員懇親大會，皆安排於一

前一後舉行，讓海內外鄉親都能共襄盛舉，但今年卻

是兩個社團安排在 3月，一個社團安排在 4月，造成

與會者的困擾與不便，希望明年各社團規劃辦理懇親

活動時，能彼此聯繫協調於同一週舉行，以便國內外

鄉親及政府部門代表等共同參與，展現客家鄉親團結

合作的精神；倘若明年無法協調成功，本會實無法再

派員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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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由其他貴賓致

詞，並在與會人員共同舉杯

歡慶之餘進行紀念品互

贈、懇親交流餐會及摸彩活

動，席間由本會補助之龍潭望春風合唱團進行客家歌

謠演出，並穿插魔術、溜溜球(YOYO)特技表演等，

博得全場熱烈掌聲，最後的「東京音頭」傳統歌謠因

旋律輕快、動作簡單易學，吸引許多與會者加入舞蹈

行列，大家在咚咚鼓聲中熱鬧、愉快地結束本次大會。  

    

 

 

大會中精采的客家歌謠演出及摸彩活動 

與會者紛紛加入的傳統歌謠舞蹈行列掀起大會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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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參訪上野櫻花祭活動 

（一）活動背景 

櫻花在日本已有 1000 多年歷史,且很早就開始賞櫻花

的活動，但起初只在權貴間盛行，直到江戶時代(17-19 世

紀)才普及至庶民生活，形成傳統民間風俗，他們對櫻花的

熱愛，亦在古書、文學作品中留下諸多歌詠描述的篇章，

甚至成為日本人的精神象徵。每年 3 月至 4 月進入花期，

全國各地便會配合舉辦各式活動，透過廣電、平面媒體亦

可了解各地櫻花開放期間、進展情況，及全國由南到北的

賞櫻名勝景點等相關資訊。賞花期通常為一星期左右，由

蓓蕾初綻、盛開至落櫻紛飛，各自展現不同階段的風情，

吸引全國民眾目光，例如東京區的新宿御苑、上野公園、

六義園等綠草如茵的休憩公園、日式庭園等地，常有大批

遊客前往賞櫻。 

櫻花祭期間常見的賞櫻方式是，親朋好友圍坐在櫻花

樹下，用餐暢飲，談天說地，週遭不時有花瓣隨風掠過，

此時不僅是欣賞怡人的自然景觀，也是人際間的情感交流

機會，這是日本特有的人文風情，也是其年度盛事。 

（二）參訪紀要 

此行趁會議結束空檔，順道參訪櫻花祭期間最熱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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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櫻地點-上野公園，當

日適逢上野櫻花祭的最

後一日，現場只見盛開的

櫻花樹下萬頭鑽動，頗為

壯觀，沿路都是民眾呼朋

引伴圍坐在樹下吃喝閒聊，

區域內，可不能隨意佔地而

坐，連垃圾桶的設置也是在

特定區域，並且每隔一段距

離即設置垃圾桶區域，故即

使人潮洶湧，地上仍然相當

乾淨。公園內除了盛開及飄落的櫻花，另安排有歌謠、琴

樂、花卉展、古董市集、在地觀光特產等各式展演及櫻花

攝影比賽活動，園內的文化會館更精心策劃多場音樂會，

讓人們經歷了一場豐富的視聽盛宴。  

但他們圍坐的場地是在劃定的

 

、心得與建議肆  

本關東崇正會的加入，使得往年 3 月至 4 月間一、本年度因日

由日本關西崇正會及東京崇正公會相繼舉辦會員懇親大

會的慣例產生變化，由於三方的協調不易，發生相隔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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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的時間內，各自辦理懇親大會的情形，惟本會基於

對客僑的平等對待原則，幾經考量才史無前例地派員赴日

本兩次，分別參加上開社團的懇親大會，並與社團幹部面

對面溝通，希望他們自己努力協調，團結合作，不要再發

生相同情形，造成大家無謂的困擾與不便。雖然三社團日

後的關係發展有待觀察，但此次赴日行程中本會明確表達

「未來社團合作，會繼續參加；若不合作，則都不參加」

的原則，希望海外客家社團能開誠布公，盡力協調形成共

識且相互合作，共謀客家發展大業。 

東京崇正公會在本次懇親會活動中，特二、 地規劃了客家鄉親

藝文作品展示空間，龍潭望春風合唱團體亦貼心地製作中

日語對照節目單，好讓與會者認識表演陣容及歌謠曲目，

多元的節目內容設計，確實吸引與會者目光，尤其是大會

最後眾人串連的舞蹈行列，更將會場氣氛帶至高潮。餐敘

與表演進行的同時，此起彼落的敬酒招呼聲令人興奮，而

大家參與、眾人同樂的概念及活動設計，使本次的大會增

色不少。往後，若能將本會新創的桐花舞蹈向海外推廣，

供更多鄉親學習，或能創造出具僑居地特色的客家舞蹈，

透過懇親大會等重要活動，成為吸引大家參與、快樂認識

客家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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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野櫻花祭，舉凡音樂會、特產展示、

府極為重視的課

本次赴日順道參訪之

攝影比賽等活動之規劃辦理，亦可在本會主辦之桐花祭活

動中看到，但比較不同的是，日本在櫻花祭期間，許多的

商店、餐廳都會推出相應的裝飾及季節性食（商）品，共

同創造出專屬於該活動的特殊氛圍，當然此與櫻花祭的深

厚歷史背景所孕育出來的文化息息相關；而國內的桐花

祭，已擴大發展成為臺灣(尤其是客庄)著名的年度觀光盛

事，本會黃主任委員玉振並將之列為「客庄十二大節慶」

活動之一，惟如何將賞花活動與民眾的生活體驗相結合，

累積、醞釀出更深刻的文化意涵，將是影響桐花祭活動更

加永續性、自發性開創與經營的關鍵之一，同時亦可作為

其他客庄特色節慶辦理之參考。此外，上野櫻花祭活動參

與的人潮雖眾，卻仍能將場地整理得乾乾淨淨，除了主辦

單位公告明確規定，規劃場地區塊及動線、加強派員巡視，

更為可貴的是遊客自發性遵守規則的心，此點亦值得國內

推展文化觀光活動時加強宣導之參考。 

四、 「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是近年來政

題，而文化創意產業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通過，

亦更形重要。為提振客庄在地產業，落實 馬總統「牽成

客家．繁榮客庄」之客家政見，本會近二、三年來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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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重視，本年年初公布施行的客家基本法，雖標示客家

事務正式邁入法制化的里程碑，但後續研擬「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有關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發揚等具體

配套措施更是當務之急。例如「客家桐花祭」將產業與桐

花意象聯結，開發創意與整合資源，凸顯地方特色、深化

各地藝文活動內容，實現行銷客庄之目的，每年為客庄創

造可觀的經濟產值；「六堆嘉年華暨運動會」透過南部六堆

客庄輪流舉辦的運動會，發揚傳統客家精神與文化，吸引

觀光旅遊人潮，帶動客庄特色產業發展，進而繁榮客庄等，

均是本會推動「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獲致的成功經

驗。未來將以上開經驗為基礎，致力輔導及發展具「在地

性」、「獨特性」及「原創性」之客庄產業，且融入客家文

化，使之成為高附加價值的文化創意產業，同時積極發展

客家聚落特有風貌，以推廣客家文化並提升客家特色產業

的經濟與觀光效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