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社團名稱 負責人 職稱 地區

1 臺北市敦親睦鄰禮俗文化協會 鄒源淦 理事長 基隆市仁愛區

2 臺北市客家愛鄉協會 溫文欽 理事長 臺北市中正區

3 臺北市客家語教師協會 詹鳳嬌 理事長 臺北市內湖區

4 臺北市北區客家會 楊媚莉 理事長 臺北市北投區

5 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黃子堯 理事長 臺北市大安區

6 臺北市客家文化研究推廣協會 陳武雄 理事長 臺北市富陽街

7 臺北市龍潭旅北鄉親會 徐世聲 理事長 新北市新店區

8 台北市客家自強會 吳權鴻 理事長 臺北市中正區

9 臺北市六堆客家文化協會 陳季惠 會長 臺北市大同區

10 臺北市高雄客家同鄉會 曾榮清 理事長 新北市深坑區

11 臺北市飛鳳祥和促進會 劉興郎 理事長 臺北市中山區

12 台北市新竹縣同鄉會 黃清富 理事長 臺北市大安區

13 社團法人臺灣客家論壇協會 推選中 理事長 臺北市大安區

14 臺北市中原客家崇正會 曾麗卿 理事長 臺北市大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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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世界客屬總會 范成連 理事長 臺北市大同區

16 中華世界民族和平展望會 劉東隆 理事長 臺北市中山區

17 中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 劉盛良 理事長 臺北市中山區

18 臺北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范揚泰 理事長 臺北市松江路

19 臺北市六堆客家會 李守文 理事長 臺北市士林區

20 臺北市大夥房文化協會 羅成基 理事長 臺北市信義區

21 臺北市客家長青會 劉純藏 理事長 臺北市文山區

22 社團法人台北客家扶輪社 許龍騰 社長 臺北市寶慶路

23 中華世界客家婦女協會 吳秀媛 理事長 新北市新店區

24
臺北市客家文化協會

 (東勢區旅北同鄉會)
蘇松旺 理事長 新北市新店區

25 中華客家演藝協會 曾昭進 理事長 臺北市北投區

26 中華演藝人員公益事業促進協會 陳德維 理事長 臺北市信義區

27 臺北市大埔縣同鄉會 黃東祥 理事長 臺北市中正區

28 臺北市興寧同鄉會 古偉明 理事長 臺北市文山區

29 臺北市蕉嶺同鄉會 湯富龍 理事長 臺北市中山區

30 臺北市廣東同鄉會 葉炯超 理事長 臺北市中正區

31 中華文化民俗運動推廣協會 陳宏昌 理事長 臺北市松山區

32 臺北市鄉土教師協會 黃壽章 理事長 臺北市南京東



33 社團法人臺灣客社 陳彩仁 社長 臺北市中正區

34 臺北市文化改革促進會 沈鳳雲 理事長 臺北市大安區

35

臺北市大安區新龍生社區發展協

會

臺北市客家里長聯合會

沈鳳雲 會長 臺北市大安區

36 臺北市大安區安東社區發展協會 李有福 理事長 臺北市大安區

37 中華民國磯探聯盟釣魚協會 湯忠正 理事長 臺北市松山區

38 財團法人伯仲文教基金會 吳伯雄 董事長 臺北市萬華區

39 臺北市青年客家文化協會 李德維 理事長 臺北市中正區

40 財團法人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黃珊珊 副市長 臺北市中正區

41 臺北市觀光協會 張美玉 理事長 臺北市信義區

42 臺北市梅縣同鄉會 古興安 理事長 臺北市羅斯福

43
中華民國三叔公客家傳統劇演藝

協會
邱榮光 理事長 臺北市松山區

44 臺灣客家山歌團 姜雲玉 團長 臺北市大安區

45 臺灣客家聯盟協會 蔣絜安 理事長 臺北市中正區

46 財團法人寶島客家廣播電臺 張錦輝 董事長 臺北市羅斯福

47 中華孝教善業總會 劉奕棋 理事長 臺北市大同區

48 台北市龍川同鄉會 李展中 理事長

49 臺灣河源客家文化經貿交流協會 葉傑生 理事長

新北市永和區



50 臺北市福建省上杭縣同鄉會 袁國平 理事長 新北市中和區

51 台北市苗栗縣同鄉會 張茂楠 理事長 臺北市信義區

52 客家雜誌社 陳石山 發行人 臺北市中正區

53 社團法人臺北市南庄同鄉會 何月霞 理事長 新北市蘆洲區

54 臺北市客家文經發展協會 陳憶萍 理事長 台北市士林區

55 全球客家郵報社 李純恩 社長 臺北市北投區

56 大臺北地區范姜宗親會 范姜朝鐸 會長 臺北市中正區

57 范姜宗親會 范姜群會 理事長 桃園市新屋區

58
永福社區發展協會

永業書店有限公司
吳松宜 理事長 臺北市大安區

59 臺北市客語漢學推廣協會 鄭如珈 理事長 臺北市信義區

60 臺北市客家文化伯公福協會 潘鵬仁 理事長 臺北市信義區

61 臺灣客家創意產業暨文化協會 鍾松和
理事長

女士
臺北市信義區

62 中華海峽兩岸科技發明交流協會 田寶武 理事長 臺北市信義區

63 臺北市平遠同鄉會 林政吉 理事長 臺北市士林區

64 中華福建閩西客家文化交流協會 黃建卓 理事長 臺北市中正區

65 台灣藝術村落觀光教育協會 蔡宗成 理事長 臺北市中正區

66 台北市客家文化協會 蘇松旺  理事長 臺北市內湖區

67 台北市北區客家會 楊媚莉  理事長 臺北市北投區



68 臺北市客家女性發展協會 葉復媛 理事長 台北市松江路

69 台北市高雄客家同鄉會 曾榮清  理事長 臺北市南港區

70 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 陳雲康 理事長 台北市大同區

1 新北市客家社團理事長協會 鄧雲楨 理事長 新北市板橋區

2 新北市客家薪傳協會 蕭鴻鈞 理事長 新北市土城區

3 新北市板橋客屬會 陳勇鎬 理事長 新北市板橋區

4 新北市土城區客屬會 彭兆鵬 理事長 新北市土城區

5 新北市泰山區客屬會 蘇榮豐 理事長 新北市泰山區

6 新北市汐止區客屬協會 范明雄 理事長 新北市汐止區

7 新北市樹林區客屬會 黃碧霞 理事長 新北市樹林區

8 新北市新店客屬會 邱光彥 理事長 新北市新店區

9 社團法人新北市中原客屬協會 徐璿發 理事長 新北市中和區

10 新北市粵東褒忠義民協會 鄧榮圻 理事長 新北市中和區

11 新北市客家文化傳承協會 吳鳳賢 理事長 新北市板橋區

12 新北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張明宏 理事長 新北市樹林區

13 新北市褒忠義民崇德協會 曾文振 理事長 新北市板橋區

14 新北市中和區客族會 許鳳娟 理事長 新北市中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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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北市板橋區客家會 莊南東 理事長 新北市板橋區

16 新北市客家同鄉會 羅煥統 理事長 新北市中和區

17 新北市客家民謠發展協會 朱李燕蘭 理事長 新北市中和區

18 社團法人新北市五股區客家協會 葉貴丹 理事長 新北市五股區

19 新北市新店客家促進會 葉煥南 理事長 新北市新店區

20 新北市客家民俗發展協會 許惠晴 理事長 新北市新莊區

21 新北市樹林區客家鄉親會 羅煥滿 理事長 新北市樹林區

22 新北市蘆洲區客家會 彭姍怡 理事長 新北市三重區

23 新北市蘆洲區客家傳統文化協會 陳宥安 理事長 新北市蘆洲區

24 新北市客屬崇正會 曾梁源 理事長 新北市新莊區

25 新北市客家語教師協會 吳英虹 理事長 新北市樹林區

26 新北市客家人協會 郭文達 理事長 新北市永和區

27 新北市客家文藝交流協會 鍾昀叡 理事長 新北市土城區

28 新北市三峽區客家文化協會 周文燕 理事長 新北市三峽區

29 新北市客家藝文協會 羅字嘉 理事長 新北市中和區

30 新北市客家傳統文化發展協會 江萬治 理事長 新北市三芝區

31 新北市詔安客家文化促進協會 蔡坤圍 理事長 新北市永和區

32 新北市苗栗同鄉會 王大吉 理事長 宜蘭縣宜蘭市



33 新北市客家藝術協會 王幼蓉 理事長 新北市板橋區

34 新北市客家真善美文化協會 徐瓊珍 理事長 新北市蘆洲區

35 新北市客家美聲發展協會 梁文剛 理事長 新北市永和區

36 新北市客屬文化協會 張雪嬰 理事長 新北市板橋區

37 新北市新莊區客家協會 邱吉均 理事長 新北市新莊區

38 新北市客家才藝協會 陳明珠 理事長 新北市新莊區

39 新北市鶯歌區客屬鄉親會 郭品妘 理事長 新北市鶯歌區

40 新北市淡水區客家文化協會 黃淑芬 理事長 新北市淡水區

41 新北市傳統音樂發展協會 黃考雲 理事長 新北市新莊區

42 新北市文化發展協會 戴素娥 理事長 新北市樹林區

43 新北市六堆客家文化協會
宋忠昌

(兒子)
理事長 新北市板橋區

44 新北市蘆洲區客家美音協會 蔡孟娟 理事長 新北市蘆洲區

45 新北市客家北管音樂協會 湯蘭香 理事長 新北市板橋區

46 新北市客屬青年產經協會 徐明偉 理事長 新北市板橋區

47 新北市三重客家會 朱瑞雲 理事長 新北市三重區

48 新北市林口客家協會  彭晁偵 理事長 新北市林口區

49 新北市客屬關懷協會 湯富龍 理事長 新北市土城區

50 新北市八里區客家文化協會 鍾瑞珠 理事長 新北市八里區



51 新北市永和區客家歌友協會 曾慧娟 理事長 新北市永和區

52 中華民國客家文化傳承研究協會 曾茂盛 理事長 新北市永和區

53 臺灣客家語言文化農業推廣協會 葉東燦 理事長 新北市淡水區

54 臺灣客家美食交流協會 詹智強 理事長 南投縣埔里鎮

55 築夢人協會 黃昱展 理事長 新北市新店區

56 臺灣桐花社 葉柿元 理事長 新北市板橋區

57 中華民國儒家學術學會 葉富乾 理事長 新北市新店區

58 新北市客家藝文推廣協會 吳秋桂 理事長 新北市新莊區

59
台灣青年客家暨國際文化交流協

會
陳泫彣 理事長 新北市新莊區

60 台灣兩岸文化演藝推廣協會 李裕國 理事長 新北市三重區

61 臺灣客家新住民文經交流協會 鄧楷櫪 理事長 新北市新莊區

1 基隆市客家同鄉會 賴瑞芳 理事長 基隆市仁愛區

2 基隆市客家文化協會 黃成燈 理事長 基隆市中正區

3 世界客屬總會基隆市分會 賴銀波 理事長 基隆市仁愛區

4 中華臺灣客家國際藝文交流協會 林杰雄 理事長 基隆市暖暖區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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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桃園市客家會 古建琦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2 桃園市八德區客家協會 黃琇禧 理事長 桃園市八德區

3 桃園市客家民謠研究學會 魏秀梅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4 桃園市文物協會 蔡勝弘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5 桃園市社區營造協會 巫秀淇 理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6 桃園縣中壢市水尾社區發展協會 溫永達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7 桃園市中壢區龍興社區發展協會 黃耀堂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8 桃園市客家藝文發展學會 傅錦榮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9 桃園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陳德峻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10 桃園縣石觀音愛鄉會 鍾振章 理事長 桃園市觀音區

11 桃園市新都心生活文化協會 奚潔珍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12 桃園市中壢區老人會 彭榮茂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13 社團法人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邱麗蓁 理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14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社區發展協會 吳振春 理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15 義民社區發展協會 劉文華 理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16 桃園市東勢庄文化協會 葉蘭香 理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17
桃園市平鎮區客家民謠研究促進

會
薛能章 理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18 桃園市新屋鄉歌謠民俗協會 沈鳳立 理事長 桃園市新屋區



19 桃園市新屋區觀光休閒發展協會 羅文輝 理事長 桃園市新屋區

20 桃園市新屋區槺榔社區發展協會 羅鴻霖 理事長 桃園市新屋區

21 桃園市客家音樂發展學會 張光生 理事長 桃園市楊梅區

22 桃園市客家文化歌謠協會 黃春榮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23 桃園市客家語教師協會 范駿朋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24 桃園市楊梅區大東社區發展協會 劉定唐 理事長 桃園市楊梅區

25 桃園市伯公岡客家文化協會 周玉琴 理事長 桃園市楊梅區

26 桃園客家文化傳播協會 李寶錱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27 桃園市龍潭區三林社區發展協會 魏怡婷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28 桃園市客家文化研究協會 陳紘賓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29 桃園市龍潭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黃玉春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30 中國客家文化教育傳播協會 廖金海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31 桃園市茶藝研究學會 葉雲早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32 桃園市觀音區客家文化協會 洪葉 理事長 桃園市觀音區

33 桃園市客家民謠研究促進會 莊運龍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34 桃園市松齡會 葉國忠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35 財團法人聯新文教基金會 洪智杰 董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36 桃園市客家文化發展協會 王康任 理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37 桃園市桃園區龍岡社區發展協會 黃進強 理事長 桃園市桃園區

38 桃園市樂活領航教育學會 黃春菊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39 桃園市文化發展協會 吳秋蘭 理事長 桃園市大園區

40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 呂菊春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41 桃園市龍潭區高原社區發展協會 朱榮華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42 龍潭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黃月錩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43 桃園市菱潭陂人文促進會 徐玉樹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44 臺灣客家文化發展協會 何易峰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45 桃園市大溪區僑愛社區發展協會 羅鳳育 理事長 桃園市大溪區

46 桃園市復興區霞雲社區發展協會 楊耀祖 理事長 桃園市復興區

4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希伯崙全人關

懷協會
黃厚蒼 理事長 桃園市楊梅區

48 桃園市楊梅區大合社區發展協會 張日逢 理事長 桃園市楊梅區

49 桃園市蘆竹區坑子社區發展協會 陳照琳 理事長 桃園市蘆竹區

50
桃園市中壢區埔頂庄社區發展協

會
陳金財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51 桃園市新屋區九斗社區發展協會 吳興金 理事長 桃園市新屋區

52 桃園市新屋區永興社區發展協會 葉國傑 理事長 桃園市新屋區

53 桃園市新屋區石牌社區發展協會 黃金富 理事長 桃園市新屋區

54 桃園市新屋區新屋社區發展協會 陳江順 理事長 桃園市新屋區



55 桃園市新屋區下田社區發展協會 葉榮清 理事長 桃園市新屋區

56 桃園市觀音區保生社區發展協會 廖經贈 理事長 桃園市觀音區

57 桃園市社區志工推展協會 潘育育 理事長 桃園市觀音區

58 桃園市觀光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王昱翔 理事長 桃園市觀音區

59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社區發展協會 袁進益 理事長 桃園市觀音區

60 桃園市平鎮區新勢社區發展協會 鄧秀真 理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61 桃園市平鎮區北興社區發展協會 莊訓城 理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62 桃園市苗栗同鄉會 葉文棠 理事長 桃園市楊梅區

63 桃園市客庄聚落探研學會 萬月蘭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64 桃園市劉姓青年交流協會 劉邦德 理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65 桃園市龍潭區三水社區發展協會 游芳玲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66 桃園市客家藝文推展協會 涂權吉
理事長

(議員)
桃園市楊梅區

67 桃園市中壢區山東社區發展協會 陳益卿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68
社團法人桃園市客家禮儀文化協

會
黃弘明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69
中華道教暨客家文化藝術研究發

展學會
李玉惠 理事長 桃園市新屋區

70 臺灣客家音樂著作出版協會 劉家丁 理事長 桃園市楊梅區

71 桃園市高雄客家同鄉會 張新富 理事長 桃園市大園區

72 財團法人桃園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鄭文燦 董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73 桃園市客家青年會 徐千舜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74 臺灣客家文化數位發展協會 理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75 桃園市客家文化傳播協會 李寶錱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76
桃園市新屋區海洋客家休閒農業

發展協會
黃裕聖 理事長 桃園市新屋區

77
桃園市觀音區客家民俗文化發展

協會
黃國恩 理事長 桃園市觀音區

78 桃園市客家曲藝推展協會 謝其國 理事長 桃園市楊梅區

79 桃園市客家文化演藝推展協會 邱王淑玲 理事長 桃園市平鎮區

80 桃園市客家禮儀文化協會 黃弘明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81 桃園市客家八音協進會 范姜淡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82 哈客劇團 李貴盛 團長 桃園市中壢區

83 臺灣全球客家研究聯盟 林本炫 理事長 桃園市中壢區

84 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 蔣絜安 理事長 桃園市龍潭區

1 新竹縣北埔鄉觀光協會 徐智淵 理事長 新竹縣北埔鄉

2 新竹縣饒平客家文化協會 林東播 理事長 新竹縣竹北市

3 新竹縣客家三腳採茶戲發展學會 羅吉祥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4 新竹縣竹東鎮五豐社區發展協會 羅晉弘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5 新竹縣愛樂協會 黃淑珍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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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竹縣客家文化推廣協會 古素珍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7 客家臺灣文化學會 范明煥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8 新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 莊萬貴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9
新竹縣芎林鄉鹿寮坑農村自然生

態文化協會
田興業 理事長 新竹縣芎林鄉

10 新竹縣峨眉愛鄉協會 黃森昌 理事長 新竹縣芎林鄉

11 新竹縣湖口鄉民謠康樂研究會 唐雪蘭 理事長 新竹縣峨眉鄉

12 新竹縣湖口鄉民俗技藝協會 徐詠堂 理事長 新竹縣湖口鄉

13 新竹縣峨眉鄉峨眉社區發展協會 陳金田 理事長 新竹縣湖口鄉

14 新竹縣湖口鄉客家文化研進會 黃秋香 理事長 新竹縣峨眉鄉

15 新竹縣湖口鄉客家文化協會 范錦標 理事長 新竹縣湖口鄉

16 新竹縣文物協會 劉邦賢 理事長 新竹縣湖口鄉

17 新竹縣新埔鎮筑鶴藝文發展協會 劉秀蓉 理事長 新竹縣新埔鎮

18
新竹縣新埔鎮九芎湖文化發展協

會
楊志方

理事長

(小姐)
新竹縣新埔鎮

19 新竹縣新豐鄉禮俗協進會 陳美臻 理事長 新竹縣新埔鎮

20 新竹縣新埔鎮旱坑社區發展協會 呂理鑑 理事長 新竹縣新豐鄉

21 新竹縣青溪新文藝學會 邱炳亮 理事長 新竹縣新埔鎮

22 新竹縣關西鎮禮俗促進會 曾盛熏 理事長 新竹市東區

23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文化協會 劉進財 理事長 新竹縣關西鎮



24 新竹縣關西鎮鄉土文化協會 邱美鳳 理事長 新竹縣關西鎮

25 新竹縣關西鎮南雄社區發展協會 劉名鎮 理事長 新竹縣關西鎮

26 新竹縣關西鎮金山社區發展協會 羅政宏 理事長 新竹縣關西鎮

27 新竹縣九讚頭文化協會 吳界 理事長 新竹縣關西鎮

28 新竹縣寶山鄉新城社區發展協會 李榮峰 理事長 新竹縣橫山鄉

29
新竹縣竹東鎮振興客家文化發展

協會
羅珮如 理事長 新竹縣寶山鄉

30 新竹縣客家音像記錄學會 黃本耀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31 新竹縣新埔鎮客家民謠推廣協會 林棋棠 理事長 新竹縣關西鎮

32 財團法人臺灣省新竹縣褒忠亭 林光華 理事長 新竹縣新埔鎮

33 新竹縣文創藝術觀光發展協會 徐勝華 理事長 新竹縣新埔鎮

34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社區發展協會 張火勇 理事長 新竹縣峨眉鄉

35
新竹縣北埔鄉大隘文化生活圈協

進社
江生松 理事長 新竹縣橫山鄉

36 新竹縣褒忠客家漢學研究會 李乾茂 理事長 新竹縣北埔鄉

37
新竹縣竹東鎮樹杞林客家文化協

會
郭遠彰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38
新竹縣芎林鄉客家文化傳統藝術

協會
范振坤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39 新竹縣勞動姐妹權益促進會 江月華 理事長 新竹縣芎林鄉

40 台灣客家婦幼發展協會 姚瓊珠 理事長 新竹縣竹湖口

41 台灣浪漫客庄旅遊發展協會 莊豐如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42 社團法人臺灣客家智庫協會 林光華 理事長 新竹縣關西鎮

43 新竹縣客家民謠研進會 徐錦蓮 理事長 新竹縣竹北市

44 新竹縣客家民俗文化研究會 鍾慶田 理事長 新竹縣湖口鄉

45 新竹縣客家音樂發展學會 巫俊明 理事長 新竹縣寶山鄉

46
新竹縣新豐鄉長青客家民謠推廣

協會
張然量 理事長 新竹縣關西鎮

47
新竹縣客家傳統文化推展與研究

協會
林傑雄 理事長 新竹縣新豐鄉

48 新竹縣客家武獅文化協會 張健銨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49
新竹縣竹東鎮客家語文暨農產文

化促進協會
彭家源 理事長 新竹縣芎林鄉

50
新竹縣新埔鎮快樂頌客家歌謠協

會
詹霖寶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51
新竹縣竹東鎮客家創意文化推廣

協會
彭朋栓 理事長 新竹縣新埔鎮

52 新竹縣新埔鎮客家花鼓協會 李菊蘭 理事長 新竹縣竹東鎮

53 新竹縣寶山鄉客家民謠研究協會 楊寶玉 理事長 新竹縣新埔鎮

54 新竹縣關西鎮客家文化協會 王月香 理事長 新竹縣寶山鄉

55 新竹縣客家箏樂藝文協會 莊萬貴 理事長 新竹縣關西鎮

56 新竹縣客家武術舞獅發展協會 鄭保寧 理事長 新竹縣橫山鄉

57 新竹縣尖石鄉客家事務發展協會 張盛發 理事長 新竹縣芎林鄉

1 新竹市客家文化發展協會 廖佐華 理事長 新竹市北區

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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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竹市客家文化推廣促進會 鄭萬德 理事長 新竹市東區

3 新竹市客家諮詢協會 魏木忠 理事長 新竹市東區

4 新竹市客家藝文協會 蘇永勝 理事長 新竹市東區

5 新竹市客家民謠研究會 楊戴美玉 理事長 新竹市北區

6 新竹市客家民俗文化促進會 徐滿嬌 理事長 新竹市東區

1
苗栗縣三義神雕村文化藝術發展

協會
蔡仁福 理事長 苗栗縣三義鄉

2 苗栗縣鄉土文化交流協進會 巫清雲 理事長 苗栗縣銅鑼鄉

3 苗栗縣姍姍舞蹈藝術協會 傅鼎權 理事長 苗栗縣苗栗市

4 苗栗縣新故鄉協會 徐進榮 理事長 苗栗縣公館鄉

5 苗栗縣民俗藝文協會 陳瑞玲 理事長 苗栗縣三灣鄉

6 苗栗縣客家文化發展協會 江善苗 理事長 苗栗縣苗栗市

7 苗栗縣維新客家文物協會 湯錦財 理事長 苗栗縣苗栗市

8 苗栗縣客家民俗文化協進會 劉玉珍 理事長 苗栗市新英里

9 苗栗縣客家文化暨產物發展協會 巫照箕 理事長 苗栗縣公館鄉

10 苗栗縣山城客家弦歌協會 蕭圓嬌 理事長 苗栗縣苗栗市

11 苗栗縣客家文藝協會 張振泉 理事長 苗栗縣頭份市

12 苗栗縣鄉土文化學會 湛榮金 理事長 苗栗縣公館鄉

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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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苗栗縣陶瓷文化協會 謝莊文英 理事長 苗栗縣苗栗市

14 苗栗縣陶藝協會 廖增春 理事長 苗栗縣三義鄉

15 苗栗縣體育會 徐志榮 理事長 苗栗縣苗栗市

16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社區發展協會 黃萬祥 理事長 苗栗縣南庄鄉

17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社區發展協會 劉圓妹 理事長 苗栗縣南庄鄉

18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社區發展協會 劉圓妹 理事長 苗栗縣南庄鄉

19 苗栗縣南庄鄉觀光產業協會 黃良智 理事長 苗栗縣南庄鄉

20 苗栗縣南庄鄉員林社區發展協會 羅煥霖 理事長 苗栗縣南庄鄉

21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社區發展協會 林德昌 理事長 苗栗縣南庄鄉

22 苗栗縣造橋鄉大西社區發展協會 黃德仁 理事長 苗栗縣造橋鄉

23 苗栗縣造橋鄉平興社區發展協會
李月碧

理事長 苗栗縣造橋鄉

24 苗栗縣炭藝協會 馮美津 理事長 苗栗縣造橋鄉

25 苗栗縣文化建設推展協會 李錦旭 理事長 苗栗縣造橋鄉

26 苗栗縣頭份市東庄社區發展協會 莊仁增 理事長 苗栗縣頭份市

27 苗栗縣資深青商會 蔡永發 會長 苗栗縣頭份市

28 苗栗縣頭屋鄉仁隆社區發展協會 劉家鈞 理事長 苗栗縣頭屋鄉

29 苗栗縣頭屋鄉象山社區發展協會 彭錦原 理事長 苗栗縣頭屋鄉

30 苗栗縣頭屋鄉獅潭社區發展協會 范賢達 理事長 苗栗縣頭屋鄉



31 苗栗縣銅鑼鄉朝陽社區發展協會 徐銢松 理事長 苗栗縣銅鑼鄉

32 臺灣區裝飾陶瓷輸出業同業公會 林光清 理事長 苗栗縣銅鑼鄉

33 苗栗縣銅鑼鄉中平社區發展協會 吳美英 理事長 苗栗縣銅鑼鄉

34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社區發展協會 吳永金 理事長 苗栗縣三義鄉

35 苗栗縣三義鄉雙潭社區發展協會 吳昌正 理事長 苗栗縣三義鄉

36 苗栗縣油桐花文化推廣協會 徐筱菁 理事長 苗栗縣苗栗市

37 苗栗縣三義木雕協會 蔡仁福 理事長 苗栗縣三義鄉

38 苗栗縣三義鄉觀光文化發展協會 王國信 理事長 苗栗縣三義鄉

39 苗栗舊山線文化產業協會 魏秀喜 理事長 苗栗縣三義鄉

40 苗栗縣民宿發展協會 賴思燕 理事長 苗栗縣公館鄉

41
苗栗縣火炎山苑裡沖積扇平原生

態人文發展協會
陳永金 理事長 苗栗縣苑裡鎮

42
苗栗縣三灣文化產業觀光發展協

會
溫世華 理事長 苗栗縣三灣鄉

43
保證責任苗栗縣手工業生產合作

社
曾健龍 理事長 苗栗縣竹南鎮

44 苗栗縣快樂地文化協會 姜厚俊 理事長 苗栗縣竹南鎮

45
苗栗縣馬那邦觀光休閒農業園區

發展協會
徐鴻光 理事長 苗栗縣大湖鄉

46 苗栗縣卓蘭鎮豐田社區發展協會 江佩頴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47 苗栗縣公館鄉石墻社區發展協會 黃文欽 理事長 苗栗縣公館鄉

48 苗栗縣西湖鄉五湖社區發展協會 賴廷煜 理事長 苗栗縣西湖鄉



49 苗栗縣頭屋鄉鳴鳳社區發展協會 溫智宏 理事長 苗栗縣頭屋鄉

50 苗栗縣中港溪清流文化協會 呂文宏 理事長 苗栗縣頭份市

51 苗栗縣大愛文化推廣協會 彭彩榜 理事長 苗栗縣公館鄉

52
苗栗縣獅潭鄉產業文化觀光發展

協會
劉漢廷 理事長 苗栗縣獅潭鄉

53 臺灣客家特色產業協進會 張培倫 理事長 苗栗縣銅鑼鄉

54 苗栗縣大湖歌舞發展協會 田正清 理事長 苗栗縣大湖鄉

55 苗栗縣客家曲藝推展協會 劉秋娥 理事長 苗栗縣頭屋鄉

56 苗栗縣中港溪文化歌謠藝術協會 黃育烈 理事長 苗栗縣頭份市

57 苗栗縣通霄富麗農村發展協會 葉冠鈴 理事長 苗栗縣通霄鎮

58 苗栗縣青草植物發展協會 張明仁 理事長 苗栗縣頭屋鄉

59
苗栗縣南庄鄉南江休閒農業區發

展協會
陳黃光達 理事長 苗栗縣南庄鄉

60 苗栗縣獅潭鄉永興社區發展協會 蕭廣雲 理事長 苗栗縣獅潭鄉

61
中華兩岸傳統客家表演藝術交流

協會
鄭榮興 理事長 苗栗縣後龍鎮

62 苗栗縣苗栗市嘉盛社區發展協會 劉秀蘭 理事長 苗栗縣苗栗市

63 苗栗縣觀光協會 鄭兆傑 理事長 苗栗縣公館鄉

64 流東社區發展協會 黃順盛 理事長 苗栗縣頭份市

65 苗栗縣紙藝文化推廣協會 吳萬隆 理事長 苗栗縣苗栗市

66 苗栗縣黃金小鎮協進會 邱俊閔 理事長 苗栗縣公館鄉



67 苗栗縣攝影學會 劉行錦 理事長 苗栗縣苗栗市

68 苗栗縣義和社區發展協會 林錦祥 理事長 苗栗縣大湖鄉

69 中華客家文化技藝協進會 盧元章 理事長 苗栗縣頭份市

70 臺灣藺草學會 鄭銀城 理事長 苗栗縣苑裡鎮

71 苗栗縣向陽推展關懷協會 楊秀織 理事長 苗栗縣三義鄉

72 社團法人臺灣客家智庫協會 林光華 理事長 新竹縣竹北市

73 苗栗縣山城藝術文化協會 張國森 理事長 苗栗縣頭屋鄉

74 苗栗縣客家纏花線飾藝術協會 施于婕 理事長 苗栗縣苗栗市

75
臺灣臺三線客家文化生態旅遊策

略協會
邱星崴 理事長 苗栗縣頭份市

76 苗栗縣卓蘭鎮苗豐社區發展協會 楊阿民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77 苗栗縣卓蘭鎮西坪社區發展協會 呂淑敏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78 苗栗縣卓蘭鎮老庄社區發展協會 詹秉憲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79 苗栗縣卓蘭鎮新厝社區發展協會 詹秋東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80 苗栗縣卓蘭鎮中街社區發展協會 詹凱丞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81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社區發展協會 田永桂 理事長 苗栗縣三義鄉

82 苗栗縣柴燒陶藝創作協會 陳人輝 理事長 新北市樹林區

83
苗栗縣卓蘭鎮歷西坪產業文化發

展協會
游道生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84 苗栗縣卓蘭鎮東盛社區發展協會 廖慶國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85 苗栗縣卓蘭愛鄉促進會 徐鴻炎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86 苗栗縣愛鄉協會 陳超明 理事長 苗栗縣造橋鄉

87 苗栗縣卓蘭鎮新榮社區發展協會 林錦榮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88
苗栗縣卓蘭鎮上新區社區發展協

會
陳奕敏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89 苗栗縣卓蘭鎮坪林社區發展協會 黃豐民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90 苗栗縣卓蘭鎮景山社區發展協會 鄧國安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91 苗栗縣友藝多元生活交流協會 張郁苹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92
苗栗縣卓蘭鎮食水坑社區發展協

會
宋柏雅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93 苗栗縣卓蘭鎮坪林社區發展協會 黃豐民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94
苗栗縣卓蘭鎮觀光休閒產業文化

發展協會
陳天來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95
苗栗縣社區文化觀光產業發展協

會
鍾緯歷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96 社團法人苗栗縣愛鄉協進會 劉順松 理事長 苗栗縣後龍鎮

97 台灣客家總商會 葉俊暉 理事長 苗栗縣苗栗市

98
苗栗縣大湖鄉草莓溫泉觀光文史

發展協會
藍永基 理事長 苗栗縣大湖鄉

99 苗栗縣卓蘭客家饒平文化協會 詹益誠 理事長 苗栗縣卓蘭鎮

100 大襟客客家文化藝術協會
賴仁政

理事長
理事長 苗栗縣銅鑼鄉

101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社區發展協會 蕭芳纓 理事長 苗栗縣獅潭鄉

102 苗栗縣頭份市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陳松年 理事長 苗栗縣頭份市



1 臺中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廖運塘 理事長 臺中市北區

2 臺中市客家協會 賴錦福 理事長 臺中市東區

3
社團法人臺中市永續生態旅遊協

會
朱薏媃 理事長 臺中市南屯區

4 財團法人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葉晉玉 會長 臺中市北區

5 臺中市親子關懷協會 葉晉玉 理事長 臺中市北區

6 臺中市客家文化協進會 許勝明 理事長 臺中市北屯區

7 臺灣旅遊攝影學會 游瑞庚 理事長 臺中市北區

8 臺中市大屯客家協會 邱瑞仁 理事長 臺中市大里區

9 臺中市外埔客家文化協會 黃平瑚 理事長 臺中市外埔區

10 臺中市外埔區客家語文協會 曾銘郎 理事長 臺中市外埔區

11 臺中縣石岡鄉客家民俗文化協會 張運財 理事長 臺中市石岡區

12 臺中市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 張運財 理事長 臺中市石岡區

13 臺中縣石岡鄉社區文化發展協會 呂嘉珊 理事長 臺中市石岡區

14 臺中市石岡區萬安社區發展協會 林保民 理事長 臺中市石岡區

15
臺中市石岡區傳統美食文化推廣

協會
林玉霞 理事長 臺中市石岡區

16 臺中市山海屯客家聯盟協會 張睿 理事長 臺中市豐原區

17 臺中市民俗文化協會 邵東亮 理事長 臺中市神岡區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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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臺中市寮下文化學會 蘇郁茜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19 臺中市客家文化協會 邱文偉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20 臺中市東勢區產業文化發展協會 田士欣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21
臺中市和平區大雪山社區發展協

會
陳世允 理事長 臺中市和平區

22
社團法人臺中市白冷圳水流域發

展協會
徐炳乾 理事長 臺中市新社區

23 臺中市客家語教師協會 曾秋仁 理事長 臺中市北屯區

24
臺中市大埔客音傳統曲藝發展協

會
劉月宜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25
臺中市東勢區弘韻婦女音樂協進

會
劉足友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26 臺中市油桐樹客家協會
曾瑞雄

理事長
理事長 臺中市北屯區

27
臺中市東勢區國樂暨傳統客家音

樂學會
廖慶桐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28 臺灣社區重建協會 廖于瑋 理事長 臺中市石岡區

29 臺中市大埔客家協會 林秋烘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30 臺中市客家文化同心會 王碧茹 理事長 臺中市北區

31 臺中市海線客家協會 林枝樟 理事長 臺中市大安區

32 臺中市海陸客家文化協會 張毓敏 理事長 臺中市大里區

33 臺中市陽明客家協會 謝隆發 理事長 臺中市豐原區

34 社團法人臺灣客家語文學會 江俊龍 會長 桃園市中壢區

35 中華嘉應學會 謝永茂 理事長 臺中市南屯區



36 臺中市東勢創意執行協會 詹孟哲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37 臺中市東勢區慶東社區發展協會 黃國修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38 軟埤坑休閒產業發展協會 楊炳煌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39 臺灣李喬文學協會 陳貴賢 理事長 臺中市北屯區

40 臺中市春天女性成長協會 阮芳鴛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41 臺中市客家音樂曲藝研究學會 劉燕玉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42 臺中市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王神安 理事長 臺中市神岡區

43
社團法人臺中市東勢區愛鄉協進

會
楊麗琴 理事長 臺中市東勢區

1 彰化縣貓羅溪畔客家文化協會 劉姿均 理事長 彰化縣芬園鄉

2 彰化縣岸角客家發展協會 羅進興 理事長 彰化縣溪州鄉

1 南投縣客家協會 呂君燕 理事長 南投縣草屯鎮

2 南投縣國姓鄉梅林社區發展協會 劉醇良 理事長 南投縣國姓鄉

3 南投縣國姓鄉客家文化協會 陳武藏 理事長 南投縣國姓鄉

4 社團法人南投縣生活重建協會 林雲生 理事長 南投縣國姓鄉

5 南投縣水里鄉客家協會 陳淑惠 理事長 南投縣水里鄉

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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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投縣魚池鄉客家協會 陳廖盛 理事長 南投縣魚池鄉

7 南投縣埔里鎮客家文化發展協會 陳徐玉蓮 理事長 南投縣埔里鎮

8 南投縣中寮鄉客家協會 黃景增 理事長 南投縣中寮鄉

9 南投縣竹山鎮客家協會 林友信 理事長 南投縣竹山鎮

10 南投縣南投市神木社區發展協會 藍坤金 理事長 南投縣南投市

11 南投縣草屯鎮客家文化協會 邱玉祺 理事長 南投縣草屯鎮

12 南投縣信義鄉客家文化發展協會 邱瑞榮 理事長 南投縣信義鄉

13 南投縣鹿谷鄉客家文化協會 潘明秋 理事長 南投縣鹿谷鄉

14 南投縣南投市客家協會 賴俊宏 理事長 南投縣南投市

15
南投縣好客薪傳文創產業發展協

會
陳永松 理事長 南投縣信義鄉

16 南投縣客家傳統民俗音樂協會 張振聲 理事長 南投縣水里鄉

17
南投縣國姓客家打石文化園區發

展協會
吳基麟 理事長 南投縣國姓鄉

18 大旗社區發展協會 范旭南 理事長 南投縣國姓鄉

19 郡坑伯公祖廟管理委員會 黃豐隆 主任委員 南投縣水里鄉

1 雲林縣社區產業文化協會 黃秀雲 理事長 雲林縣林內鄉

2 林北社區發展協會 張裕和 理事長 雲林縣林內鄉

3
社團法人雲林縣客家文化促進協

會
李合銅 理事長 雲林縣崙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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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雲林縣貓兒干文史協會 廖坤猛 理事長 雲林縣崙背鄉

5
中華布家開口獅藝陣協會

(中華客家開口獅文化運動會)
黃馨儀 理事長 雲林縣斗南鎮

6 財團法人雲林縣螺陽文教基金會 張億載 會長 雲林縣西螺鎮

7 雲林縣二崙鄉崙西社區發展協會 廖本瓊 理事長 雲林縣二崙鄉

8 雲林縣二崙鄉客家文化發展協會 廖寄彰 理事長 雲林縣二崙鄉

9 雲林縣詔安七欠文化發展協會 廖良元 理事長 雲林縣崙背鄉

10 財團法人雲林縣廖元子公育英會 廖介源 理事長 雲林縣崙背鄉

11 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 廖宜憲 理事長 雲林縣西螺鎮

1 嘉義縣客家文化協會 涂慧蘭 理事長 嘉義縣中埔鄉

2 嘉義縣竹崎鄉鹿滿社區發展協會 張貴忠 理事長 嘉義縣竹崎鄉

3

嘉義縣保安魚寮文化協會

(嘉義縣太保市保安魚寮文化協

會)

鐘柏州 理事長 嘉義縣太保市

4
嘉義縣民雄鄉母語文化教育協會

嘉義縣母語文化教育協會
董淑連 理事長 嘉義縣民雄鄉

5 嘉義縣和興社區發展協會 劉守仁 理事長 嘉義縣中埔鄉

6 嘉義縣裕民社區發展協會 翁永德 理事長 嘉義縣中埔鄉

7 嘉義縣義仁社區發展協會 黃榮義 理事長 嘉義縣中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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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社區發展協會 劉永安 理事長 嘉義縣中埔鄉

9 嘉義縣中埔鄉鹽館社區發展協會 沈美秀 理事長 嘉義縣中埔鄉

10 嘉義縣中埔鄉同仁社區發展協會 周嘉在 理事長 嘉義縣中埔鄉

11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社區發展協會 黃茂榮 理事長 嘉義縣中埔鄉

1 嘉義市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謝金榮 理事長 嘉義市東區

2 嘉義市客家文化協會 朱嘉森 理事長 嘉義市東區

3 嘉義褒忠義民廟管理委員會 彭貴寶 主任委員 嘉義市東區

1 社團法人臺南市客家文化協會 涂喜妹 理事長 臺南市南區

2 臺南市南瀛客家文化協會 林添增 理事長 臺南市新營區

3 台南市客家發展協會 歐陽鯤 理事長 臺南市東區

4 臺南市客家教育協會 徐中南 理事長 臺南市新營區

1 世界客屬總會高雄市分會 張鴻彥 理事長 高雄市三民區

2 高雄市屏東客屬同鄉會 張李淑媛 理事長 高雄市鹽埕區

聯繫窗口：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 劉翃毓 05-222-5682 #105

聯繫窗口：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務中心 劉翃毓 05-222-5682 #105

聯繫窗口：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蔡宜婷 07-213-5205

臺南市

高雄市

嘉義市



3 高雄市台中地區旅高客屬同鄉會 黃材成 理事長 高雄市前金區

4 高雄市客屬美濃同鄉會 宋祥亮 理事長 高雄市左營區

5 社團法人高雄市新桃苗同鄉會 洪東堃 理事長 高雄市三民區

6 高雄市褒忠義民廟管理委員會 劉貴旭 主委 高雄市三民區

7 高雄市客家海陸協會 徐素妞 理事長 高雄市三民區

8 高雄市地區佳東旅高同鄉會 林祖檯 理事長 高雄市苓雅區

9 社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藝團 李裕光 團長 高雄市小港區

10
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

金會
陳其邁 董事長 高雄市三民區

11 高雄市菜公客家民俗國樂團 潘傅慧香 團長 高雄市三民區

12 臺灣地區美濃博士學人協會 劉永元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13 高雄市美濃區環境保護協會 曾坤英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14 高雄市客家民謠研究會 鍾惠美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15 世界客屬總會高雄市東區分會 林榮清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16 高雄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 曾振寧 理事長 高雄市鳥松區

17 高雄市客家青年會 劉文貴 理事長 高雄市鳳山區

18 高雄市水稻育苗技術改良協進會 王有亮 理事長 高雄市路竹區

19 大高雄美濃婦女會 劉李素妹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20 高雄市美濃長青健康協會 劉輝煌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21 高雄市美濃區廣林愛心慈善會 邱榮川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22 高雄市美濃福安社區發展協會 古能魁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23 高雄市鳳美客家事務協會 劉吉展 理事長 高雄市鳳山區

24 社團法人高雄市關懷台灣協會 張蔡瓊慧 理事長 高雄市鳳山區

25 高雄市仁武區北屋社區發展協會 鍾德運 理事長 高雄市仁武區

26 高雄市大社區客屬聯誼會 鍾承樺 會長 高雄市大社區

27 高雄市大社區原鄉緣聯誼會 李正光 會長 高雄市大社區

28 高雄市甲仙區褒忠亭管理委員會 張石結 主委 高雄市甲仙區

29 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鄭炯明 董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30
社團法人高雄市美濃老人福利協

進會
劉志賢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31 中崙客屬聯誼會 朱欽宏 會長 高雄市鳳山區

32 高雄市漳元客家美食協會 陳茂達 理事長 高雄市左營區

33 財團法人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 宋廷棟 董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34
財團法人高雄市右堆愛鄉文教基

金會
鍾秀梅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35 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陳其邁 董事長 高雄市苓雅區

36 高雄市花木藍客家藍染發展協會 姚志豪 理事長 高雄市楠梓區

37 高雄市廣東省蕉嶺縣同鄉會 徐國祥 理事長 高雄市鳳山區

38 社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學會 張湘熙 理事長 高雄市新興區



39 台灣客家民俗才藝研究發展協會 鄧榮憲 理事長 高雄市新興區

40 中華e世代文化研究發展協會 鄧裕仁 理事長 高雄市新興區

41 高雄市桂陽客家綜藝團 廖滿妹 團長 高雄市小港區

42 中華民國資深青商總會 李漢卿 總會長 雲林縣水林鄉

43
社團法人高雄市美濃農村田野學

會
丁澈士 理事長 高雄市美濃區

44 高雄市愛鄉合唱團 康思平 團長 高雄市三民區

1 屏東縣內埔鄉夜合藝文發展協會 利秀金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2 屏東縣竹田鄉社區關懷服務協會 陳信龍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3 屏東縣六堆觀光協會 葉正洋 理事長 屏東縣新埤鄉

4 屏東縣內埔鄉溫馨家園發展協會 廖文雄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5 屏東縣竹田鄉社區發展協會 曾李秋鴛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6 屏東縣長治鄉潭頭社區發展協會 邱炬峰 理事長 屏東縣長治鄉

7 屏東市客家事務發展協會 侯國源 理事長 屏東縣屏東市

8
社團法人屏東縣六堆文化研究學

會
曾昭球 理事長 屏東縣長治鄉

9 世界客屬總會屏東縣分會 羅志明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10 屏東縣米倉藝術家社區協會 王武森 理事長 高雄市鼓山區

11 屏東縣屏東市愛鄉團結協會
謝春斌

理事長
理事長 屏東縣屏東市

聯繫窗口：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黃薏綺 07-213-5204

屏東縣



12
社團法人屏東縣麻園城鄉文教發

展協會
王怡萱 理事長 屏東縣恆春鎮

13 屏東縣內埔鄉老人會 林富松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14
屏東縣內埔鄉燈籠花社區營造協

會
張筱薇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15
屏東縣內埔鄉晨光土風舞研習協

會
李秀芳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16 屏東縣內埔鄉長青學苑發展協會 林春美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17 屏東縣內埔鄉婦女發展會 涂玄亞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18 屏東縣六堆客家歌謠舞蹈協會 李林佳玲 理事長 屏東縣麟洛鄉

19 社團法人屏東縣客家公益會 卓乙鶴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20 屏東縣屏東平原鄉土文化協會 楊錦富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21 屏東縣文化資產維護學會 鄧宗聖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22 屏東縣內埔鄉長生老人促進會 曾鴻道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23 屏東縣內埔鄉後堆愛鄉協會 吳振邦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24 六堆天后宮管理委員會 蔡秋香 主委 屏東縣內埔鄉

25 內埔鄉忠勇文教發展協會 涂世壯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26 財團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黃國光 董事長 屏東縣屏東市

27 屏東縣內埔鄉體育會 吳信善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28 屏東縣內埔鄉婦女會 林羅麗華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29
社團法人屏東縣客家聯合扶濟發

展會
鍾定豪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30 屏東縣竹田鄉竹南社區發展協會 陳貴滿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31 屏東縣中堆文教協會 葉亭君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32 屏東縣茄冬文史協會 楊景謀 理事長 屏東縣佳冬鄉

33 屏東縣新埤鄉客家歌謠促進會 蘇德生 理事長 屏東縣新埤鄉

34 屏東縣新埤鄉建功社區發展協會 謝秋郎 理事長 屏東縣新埤鄉

35 高樹鄉大車路客家文化協會 張秋英 理事長 屏東縣高樹鄉

36 屏東縣六堆山歌研究促進會 戴良芳 理事長 屏東縣新埤鄉

37 屏東縣萬巒鄉土風舞協會 劉財祥 理事長 屏東縣萬巒鄉

38 屏東縣萬巒鄉鹿寮社區發展協會 鍾慶禎 理事長 屏東縣萬巒鄉

39 屏東縣長興民族音樂研究學會 張文禎 理事長 屏東縣屏東市

40 屏東縣車城鄉保力社區發展協會 陳美惠 理事長 屏東縣車城鄉

41 潮州鎮客家文化推廣協會 劉麗珍 理事長 屏東縣潮州鎮

42 臺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曾昭雄 理事長 屏東縣潮州鎮

43 進興社區發展協會 邱招景 理事長 屏東縣長治鄉

44 屏東縣長治鄉香楊敬老協進會 朱兆忠 理事長 屏東市瑞光里

45
屏東縣高樹鄉客家樂舞協會

陳銀雲 理事長 屏東縣高樹鄉

46 屏東縣車城鄉客家文化發展協會 湯豐誥 理事長 屏東縣車城鄉

47
屏東縣內埔鄉陽濟院老街發展協

會
黃子珉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48
屏東縣萬巒鄉佳平溪文化工作協

會
劉裕福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49
屏東縣內埔鄉新北勢客家歌謠協

會
賴傳桂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50 屏東縣麟洛鄉客家民俗技藝協會 李丁亮 理事長 屏東縣麟洛鄉

51 屏東縣內埔鄉文化促進協會 黃天受 理事長 屏東縣內埔鄉

52 屏東縣客家映景促進會 曾勳任 理事長 屏東縣萬巒鄉

53 屏東縣佳冬鄉松竹梅協會 張振興 理事長 屏東縣佳冬鄉

54 屏東縣六堆國際同濟會 楊昱威 理事長 屏東縣屏東市

55 屏東縣竹田鄉民俗舞蹈協會 黃樹蘭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56 六堆忠義祠管理委員會 黃文智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57
社團法人屏東縣深耕永續發展協

會
曾昭雄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58 屏東縣六堆原鄉讀書學會 李旺台 主任委員 屏東縣內埔鄉

59 屏東縣客家文化協會 林竹貞 理事長 屏東市瑞光里

60
屏東縣恆春鎮客家鄉親文化交流

協會
葉文鈞 理事長 屏東縣恆春鎮

61
屏東縣高樹鄉木棉花客家文化協

會
涂弘昇 理事長 屏東縣高樹鄉

62 屏東縣竹田鄉客家文化協會 謝錦菊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63 屏東縣麟洛鄉客家親子成長協會 邱文田 理事長 屏東縣麟洛鄉

64 長治客家樂舞團 胡新旗 團長 屏東縣長治鄉

65 大夥房藝術團 劉國政 團長 屏東縣麟洛鄉



66 屏東縣竹田鄉青年服務協會 廖述芬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67
社團法人屏東縣竹田鄉社區營造

協會
廖述芬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68 屏東縣竹田鄉社區人文關懷協會 蔡佳吟 理事長 屏東縣竹田鄉

69
屏東縣高樹鄉大路關文化傳承協

會
張國軍 理事長 屏東縣高樹鄉

70 屏東縣高雄美濃同鄉會 鍾錦仁 理事長 屏東縣屏東市

71 台灣六堆忠義聯盟會 鍾錦仁 理事長 屏東縣長治鄉

1
社團法人宜蘭縣冬山鄉珍珠社區

發展協會
李芳章 理事長 宜蘭縣冬山鄉

2 宜蘭縣客屬總會 張永能 理事長 宜蘭縣員山鄉

3 臺灣創意生活美學促進會 張正農 理事長 宜蘭縣五結鄉

1 花蓮縣客屬會 鄧菊妹 理事長 花蓮縣吉安鄉

2 花蓮市主農社區發展協會 江奉宜 理事長 花蓮縣花蓮市

3 花蓮縣吉安鄉客屬會 黃金旺 理事長 花蓮縣吉安鄉

4 花蓮縣客屬會壽豐分會 張仁俊 會長 花蓮縣壽豐鄉

5 花蓮縣客屬會鳳林分會 梁添登 會長 花蓮縣鳳林鎮

6 花蓮縣客屬會光復分會 江兆億 會長 花蓮縣光復鄉

聯繫窗口：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 黃培軒 03-835-0080

聯繫窗口：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 黃培軒 03-835-0080

宜蘭縣

花蓮縣



7 花蓮縣客屬會瑞穗分會 余瑞琴 會長 花蓮縣瑞穗鄉

8 花蓮縣客屬會玉里分會 羅世賢 會長 花蓮縣玉里鄉

9 花蓮縣客屬會富里分會 范淳淯 會長 花蓮縣富里鄉

10 花蓮縣客家文化研究推展協會 譚瑞美 理事長 花蓮縣吉安鄉

11 南華社區發展協會 胡茂祥 理事長 花蓮縣吉安鄉

12 花蓮市客屬分會 劉秀香 會長 花蓮縣花蓮市

13 花蓮縣鳳林鎮鳳義社區發展協會 蕭文立 理事長 花蓮縣鳳林鎮

14 花蓮縣鳳林鎮鳳仁社區發展協會 吳穎甄 理事長 花蓮縣鳳林鎮

15
花蓮縣鳳林鎮大榮一村社區發展

協會
莊張港 理事長 花蓮縣鳳林鎮

16
花蓮縣玉里鎮客家民謠文化促進

會
葉火旺 會長 花蓮縣玉里鎮

17 花蓮縣壽豐鄉豐裡社區發展協會 黃漢宏 理事長 花蓮縣壽豐鄉

18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

會
楊寶珍 理事長 花蓮縣壽豐鄉

19 花蓮縣光復鄉大豐社區發展協會 黃玉嬌 理事長 花蓮縣光復鄉

20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社區發展協會 周玉梅 理事長 花蓮縣瑞穗鄉

21 花蓮縣富里鄉新興社區發展協會 范淳淯 理事長 花蓮縣富里鄉

22 花蓮縣富里鄉竹田社區發展協會 陳勝駿 理事長 花蓮縣富里鄉

23 花蓮縣瑞穗鄉老人會 林永峰 理事長 花蓮縣瑞穗鄉

24 花蓮縣富里鄉客家文化研究協會 范淳淯 理事長 花蓮縣富里鄉



25 花蓮縣壽豐鄉樹湖愛鄉協進會 楊國卿 理事長 花蓮縣壽豐鄉

26 花蓮縣愛客文化發展協會 胡仁順 理事長 花蓮縣花蓮市

27 花蓮市有明庄福德宮管理委員會 沈佩蓉 主任委員 花蓮縣花蓮市

28 台灣海內外客家後生交流協會 楊蘭崴 理事長 花蓮縣吉安鄉

1 臺東縣桃竹苗客屬同鄉會 許金龍 理事長 臺東縣卑南鄉

2 臺東縣六堆同鄉會 邱群峰 理事長 臺東縣臺東市

3 台東縣客屬會 蘇明珠 理事長 臺東縣臺東市

4 臺東縣關山鎮德高社區發展協會 劉源利 理事長 臺東縣關山鎮

5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社區發展協會 劉進金 理事長 臺東縣鹿野鄉

6 臺東縣關山鎮北庄社區發展協會 徐碧陵 理事長 臺東縣關山鎮

7 臺東縣池上鄉萬安社區發展協會 陳政鴻 理事長 臺東縣池上鄉

8 臺東縣池上鄉福原社區發展協會 邱烈貞 理事長 臺東縣池上鄉

聯繫窗口：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 黃培軒 03-835-0080

臺東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