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辦理客家民俗、節慶、文學、研習等活動 

一、本會於 96 年 1 月 2 日假高雄縣美濃鎮美濃菸葉輔導站辦理「客家庄新移民女

性」綜合座談會會議，與會 19 位專家學者與社團代表人員中，有 13 位為女性，

所占比例高達 68.4﹪；且討論主題為新移民女性之生活、家庭及經濟等，與

女性議題相關性非常高。 

二、為持續宣導兩性平等觀念，於補助地方政府及社團辦理各項客家文化活動時，

除持續加強性別平權觀念之多元宣導外，並鼓勵社團將性別平權觀念納入活動

內容之中，以促進社會中性別平權觀念的落實。 

(一)98 年度計補助臺北市愛心婦女協會辦理「提升現代客家婦女社會地位暨愛心

感恩美食園遊會」、桃園縣客家歌謠推廣協會辦理「98 年楊梅鎮各界-關懷『長

者、婦女及兒童之保健』樂活人生-社區健康講座暨歡樂晚會」、國立新竹教育

大學辦理「女性的魅力-世界華人女作曲家管絃樂作品音樂會」及楊梅鎮社區

學苑客家婦女愛心成長班辦理「楊梅鎮社區學苑客家婦女愛心成長班」4項計

畫。 

(二)99 年 1 月至 12 月計補助苗栗縣獅潭鄉婦女會辦理「正月半、客家情」活動、

社團法人新竹市婦女社團聯合服務協會辦理「99 年客家傳統歌謠研習班」及

「從客家文化觀察十八尖山」研習課程、新竹縣芎林鄉石潭社區發展協會辦理

「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99 年度訓練計畫」活動、社團法人桃園縣保健協會「愛

心無限、樂活健康、關懷弱勢暨家暴與性侵防治宣導、客家歌謠與藝文饗宴」

活動、桃園縣新屋鄉婦女發展協會辦理「客家傳統文化粽葉飄香活動」、桃園

縣新屋鄉婦女愛心發展協會辦理「99 年度客家心鄉土情中秋晚會暨宣導婦幼

安全親子、客家樂器、山歌演唱欣賞、客家美食品嘗會及支持電源開發活動」、

桃園縣新屋鄉婦女會辦理「99 年度推廣客家文化暨關懷弱勢團體宣導活動」、

桃園縣龍潭鄉女青年會辦理「2010 益響世界-關懷弱勢暨婦幼安全宣導活動」、

桃園縣客家歌謠推廣協會辦理「99 年桃園縣楊梅市市長盃客家歌曲競賽暨社

區健康講座-關懷【長者、婦女及兒童】之保健宣導活動」、「99 年度桃園縣楊

梅鎮各界照顧兒童關懷青少年建立和諧家庭『防範家庭暴力 防範兒童受虐 反

菸 反毒 反飆車』之宣導暨客家鄉土藝術表演晚會」、新竹縣竹東鎮青溪婦女

聯盟會辦理「客家文化傳統技藝活動」、臺中縣東勢鎮弘韻婦女音樂協進會辦

理「客家傳統曲藝培訓計畫(客家傳統樂器弦鼓班培訓)」、臺中縣外籍配偶成

長關懷協會-2010 第二屆臺中縣客家文化資產志工培訓營等 14 項計畫。 

(三)100 年 1 月至 12 月計補助(1)新竹縣芎林鄉石潭社區發展協會辦理「新竹縣芎

林鄉『石潭社區婦女合唱團』100 年度集訓活動」、(2)屏東縣婦女發展會辦理

「客家-傳統文化采風」活動、(3)屏東縣婦女會辦理「婦愛 SONG 暖慈善音樂

饗宴」活動、(4)桃園縣新屋鄉公所辦理「桃園縣新屋鄉 100 年『大手牽小手』

婦幼親子趣味競賽暨客家文化推廣活動」、(5)社團法人臺中縣春天女性成長協

會辦理「正月二十日天穿日，想客饗宴」活動、(6)臺中市東勢區石城社區發

展協會辦理「新移民親子教學計畫」、(7)婆婆媽媽打擊樂團辦理「鼓陣臺東」

活動、(8)桃園縣觀音鄉觀音社區發展協會辦理「觀音社區 100 年度媽媽教室



客家舞蹈研習活動」、(9)新竹縣關西鎮南山社區發展協會辦理「南山社區媽媽

教室客家歌謠班」、(10)臺灣適性發展促進會辦理「關懷青少年寒冬送暖音樂

饗宴愛心巡迴表演」活動、(11)桃園縣鄉土曲藝研究學會辦理「宣導家庭暴力、

性侵害暨老人健康講座、客家歌謠演出活動」、(12)臺北縣三峽鎮客家文化協

會辦理「桐慶 100‧花舞客庄-2011 三峽客家桐花祭暨慶祝母親節親子賞桐逍

遙遊活動」、(13)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金會辦理「當下的力量─第 14 屆全球

熱愛生命獎章授權關懷系列公益活動」、(14)高雄市美濃客家合唱協會辦理「慶

祝婦女合唱團成立 20 週年成果發表演出活動」、(15)臺中縣東勢鎮弘韻婦女音

樂協進會辦理「大埔山歌弘韻永傳揚培訓計畫」、(16)苗栗縣正欣婦幼協會辦

理「五月馨情-健康、快樂 GO」、(17)新竹縣關西鎮金錦社區發展協會辦理「媽

媽教室推展客家民謠實施計畫」、(18)桃園縣楊梅鎮陽光婦女發展協會辦理「宣

揚客家文化歌舞表演」、(19)社團法人臺中縣春天女性成長協會辦理「100 年

東勢暑期客家大埔文化生活體驗營」、桃園縣鄉土曲藝研究學會辦理「傳唱客

韻演出暨婦女健康講座、家暴、性侵害防治、防詐騙活動宣導」、桃園縣婦女

健康育樂協會辦理「哈客藝族-仲夏舞蹈饗宴」、桃園縣客家歌謠推廣協會辦理

「100 年度【縣長盃客家歌謠競賽】暨社區健康講座-關懷【長者、婦女及兒

童】之保健宣導活動」等 21 項計畫，以協助女性社團成長，及鼓勵女性參與

社團課程，拓展女性生活面向，探索自我豐富生命之內涵，發展出女性自覺，

進而追求兩性之平等共處。                                                    

(四)101 年 1 至 12 月計補助(1)新北市三峽區婦女會「客家藝文活動推廣研習       

『舞動．幸福．好客』客家藝文展演活動」、(2)桃園縣新世紀婦女協會「客        

家文化傳統拼布藝術研習」、(3)桃園縣新屋鄉公所「桃園縣新屋鄉 101 年       

『大手牽小手』婦幼親子趣味競賽暨客家文化推廣活動、(4)桃園縣貞友情        

之友會「2012 偉大母親活力勞工客家舞蹈運動觀摩競賽暨節能減碳婦女權益

宣導」、(5)社團法人桃園縣婦女發展協會「健康淨灘樂海洋清一色」、(6)桃園

縣新屋鄉婦女愛心發展協會「101 年度客家心鄉土情藝術歸鄉慶中秋暨宣導國

民年金、能減碳活動」、(7)社團法人新竹市婦女社團聯合服務協會「新竹市婦

女社區大學『竹塹地區客家文化巡禮』課程」、(8)社團法人新竹市婦女社團聯

合服務協會「新竹市婦女社區大學『客家詩歌與創作』課程」、(9)新竹縣芎林

鄉石潭社區發展協會 101 年度集訓活動」、(10)臺灣客家婦幼發展協會「101

年度提升客家婦女數位Ｅ化教育研習課程」、(11)苗栗縣獅潭鄉婦女會「2012

『心手相繫~幸福家園』系列活動」、(12)臺中市東勢區弘韻婦女音樂協會「客

家好『樂』-大埔山歌弘韻永傳」、(13)美濃婦女合唱團「101 年度客家歌謠及

舞蹈展演藝術人才培訓計畫」、(14)新北市三峽區婦女會「客家藝文活動推廣

研習」等 14 項計畫，以協助女性社團成長，及鼓勵女性多樣參與課程，拓展

女性生活之深度與廣度，促其探索自我生命之內涵，發展女性自覺，進而追求

社會生活之合諧與平等。 

(五)102 年計補助(1)中華世界客家婦女協會「102 年客語師資培力進階研習」、(2)

新北市三峽區婦女會「「癸己騰蛇、旋舞好客」客家藝文展演活動」、(3)桃園

縣蘭心婦女成長協會「蘭心愛客班」、(4)桃園縣新世紀婦女協會「客家情-桐



年回藝研習活動」、(5)桃園縣蘭心婦女成長協會「客藝傳愛班」、(6)桃園縣新

屋鄉婦女愛心發展協會「新屋鄉 102 年度客家心鄉土情藝術歸鄉慶中秋暨宣導

國民年金、交通安全、節能減碳活動」、(7)桃園縣新屋鄉婦女發展協會「關懷

新移民婦幼親子聯誼暨客家民俗文化、珍惜水源節能減碳、資源回收宣導活

動」、(8)社團法人新竹市婦女社團聯合服務協會「新竹市婦女社區大學『客家

詩文欣賞與寫作』課程」、(9)臺灣客家婦幼發展協會「102 年度輔導取得客家

語中高級認證研習課程」、(10)苗栗縣獅潭鄉婦女會「102 年度「客音悠揚、

愛傳千里」系列活動」等 18 項計畫。 

(六)103 年計補助(1)社團法人桃園縣禮儀承展協會「客家禮俗研習教育訓練」、(2) 

社團法人高雄市鳳山教育文化促進會「客家語文文化學術課程」、(3)桃園縣蘭

心婦女成長協會「客語飛揚班」、(4)桃園縣新屋鄉婦女愛心發展協會「新屋鄉

103 年度客家心鄉土情藝術歸鄉暨宣導國民年金、節能減碳活動」、(5)桃園縣

蘭心婦女成長協會「客語陽光班」、(6)社團法人新竹市婦女社團聯合服務協會

「新竹市婦女社區大學『客家語言文化深層探索 32 講』課程」、(7)苗栗縣獅

潭鄉婦女會「103 年度『圓滿客庄慶天穿』-103 年度正月半暨天穿日文化活

動」、(8)臺中市東勢區弘韻婦女音樂協進會「大埔客家歌謠永傳揚培訓計畫」、

(9)社團法人臺中市春天女性成長協會「103 年東勢地區客家文化學習活動」、

(10)臺中市東勢區弘韻婦女音樂協進會「山城區歡慶雙十客家歌謠才藝表演及

珍惜水資源節約用電宣導系列活動」、(11)高雄市美濃婦女合唱團「103 年度

客家歌謠及多元器樂培訓計畫」、(12)屏東縣屏東市青溪婦女服務協會「客家

古早味傳統美食傳承技藝研習活動」、(13)屏東縣高樹鄉婦女愛心協會「屏北

地區客家文化嘉年華成果展」、(14)屏東縣內埔鄉青溪婦女服務協會「婦女歌

舞交流活動」、(15)屏東縣萬巒鄉婦女會「客家創意生活化拼布研習活動」、(16)

新竹縣芎林鄉石潭社區發展協會「新竹縣芎林鄉 103 年度『石潭社區婦女合唱

團』集訓活動」等 16 項計畫，以協助女性社團成長，及鼓勵女性多樣參與課

程，拓展女性生活之深度與廣度，促其探索自我生命之內涵，發展女性自覺，

進而追求社會生活之合諧與平等。 

(七)104 年計補助(1) 新北市深坑區婦女會「感恩母愛、客藝傳揚」、(2) 桃園縣

蘭心婦女成長協會「客語神采飛揚班」、(3) 社團法人新竹市婦女社團聯合服

務協會「新竹市婦女社區大學『用多元文化的角度來閱讀大竹塹地區的地名文

化』課程」(4) 苗栗縣大湖鄉婦女會「104 年度客家傳統舞蹈研習班」、(5) 臺

中市東勢區弘韻婦女音樂協進會「大埔客家歌謠永傳揚培訓計畫」(6) 美濃婦

女合唱團「104 年度客家歌謠及多元才藝培訓計畫」(7) 屏東縣內埔鄉青溪婦

女服務協會「客家婦女書法教學研習活動」(8) 屏東縣內埔鄉青溪婦女服務協

會「客家婦女歌舞觀摩交流活動」(9) 臺中市東勢區弘韻婦女音樂協進會「山

城區歡慶雙十客家歌謠才藝表演及珍惜水資源節約用水宣導系列活動」等 9項

計畫，以協助女性社團成長，及鼓勵女性多樣參與課程，拓展女性生活之深度

與廣度，促其探索自我生命之內涵，並宣導性別平等概念、進而增取自身權益。 

(八) 105 年計補助(1) 臺北市客家女性發展協會「2016 舞茶弄墨藝自在-–靚妝迎

春嬉」、(2)「過來尞-感恩惜福音樂園遊會」、(3) 桃園市新屋區婦女愛心發展



協會「婦女及多元族群福利服務、宣導節水、節電活動」、(4) 桃園縣蘭心婦

女成長協會「客語奈斯班」、(5) 桃園市八德區女青年會「宣揚客家文化-客語

教學暨關懷弱勢中秋送愛心活動」、(6) 沂風女聲合唱團「沂同去旅行-"日本

Harmony for Japan 音樂會"行前公演」、(7) 苗栗縣西湖鄉婦女會「105 年健

康久久 舞動青春研習班」、(8) 臺中市東勢區弘韻婦女音樂協進會「大埔客家

歌謠永傳揚培訓計畫」、(9) 美濃婦女合唱團「105 年度客家歌謠及多元才藝

成長培訓計畫」、(10) 屏東縣內埔鄉青溪婦女服務協會「客家歌舞觀摩交流活

動」等 10 項計畫，以協助女性社團成長，及鼓勵女性多樣參與課程，拓展女

性生活之深度與廣度，促其探索自我生命之內涵，並宣導性別平等概念、進而

增取自身權益。 

(九) 106 年計補助(1) 美江舞蹈團「舞劇【天神女媧】」、(2)歡喜扮戲團「客家女

聲 巡演計畫」、(3) 中華民國褒忠義民廟聯誼協會「草屯無極褒忠義民宮安座

大典文化活動」、(4) 桃園市蘭心婦女成長協會「客語心傳班」、(5) 臺中市東

勢區弘韻婦女音樂協進會「大埔客家山歌與短劇培訓計畫」等 5項計畫，以協

助女性社團成長，及鼓勵女性多樣參與課程，拓展女性生活之深度與廣度，促

其探索自我生命之內涵，並宣導性別平等概念、進而增取自身權益。 

(十) 107 年計補助(1) 歡喜扮戲團「客家女聲縱貫線巡演計畫」、(2) 桃園市警察

之友策進會「客藝傳承、居家環保、婦女安全暨節約用油、用電、用水宣導活

動」、(3) 桃園市新屋區婦女愛心發展協會「107 年客家文化宣導暨節能減碳、

節水活動」、(4) 桃園市中壢正義社「藝展客情、婦女安全、居家環保暨節約

用油、用電、用水宣導活動」、(5) 桃園市環境教育文創協會「107 年客家文

化婦女福利暨求職防詐騙宣導」、 (6) 社團法人桃園藝文陣線「《藍衫之下》

客家女性攝影展覽計畫」、(7) 臺中市東勢區弘韻婦女音樂協進會「大埔客家

山歌與短劇培訓計畫」、(8) 新竹縣竹東鎮樹杞林客家文化協會「女媧補天-

天穿音樂會」、(9) 臺中市東勢區弘韻婦女音樂協進會「大埔客家山歌與短劇

培訓計畫」等 9項計畫，以協助女性社團成長，及鼓勵女性多樣參與課程，拓

展女性生活之深度與廣度，促其探索自我生命之內涵，並宣導性別平等概念、

進而增取自身權益。 

(十一) 108 年計補助(1)長榮交響樂團「《四月望雨》華人女作曲家風情畫」、(2)

桃園市新屋區婦女愛心發展協會「108 年度新屋區國、管樂、舞蹈藝文交流暨

節能減碳、節約用水、婦女福利宣導活動」、(3)桃園市安清協會「關懷弱勢、

婦女安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4)桃園市婦女發展協會「『2019 桃園市客家

文化節~客風藝遊鬧中秋』活動」、(5)新竹縣芎林鄉婦女聯盟「婦女成長營系

列研習活動」等 5 項計畫，以協助女性社團成長，及鼓勵女性多樣參與課程，

拓展女性生活之深度與廣度，促其探索自我生命之內涵，並宣導性別平等概

念、進而增取自身權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