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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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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人員：副主任委員   莊錦華 

綜合處處長   賴俊宏 

出國地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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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日本關西及東京崇正公會第三十九回會員大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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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日本關西及東京崇正公會第三十九回會員大會報告 

 

壹、 緣起 

日本關西崇正會及東京崇正公會每年定期於4月間舉

辦會員懇親大會年會，今年爰往例函邀本會主任委員蒞臨指

導，以增光彩。按日本東京都及關西地區客屬鄉親多，不但

在當地政經、文教、工商等界貢獻卓著，客屬社團在華僑社

群中亦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據悉，中共積極對該會進行統戰多年，尤其近年來，兩

岸交流日益頻仍，大陸市場開放，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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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及客家團體進行聯誼，使游

走兩岸僑胞日益增加。 

本會身為世界第一個掌理客家事務之中央級部會，為推

動海內外客家事務之交流合作，進而建設台灣成為世界客家

文化的中心，並鞏固我方與日方客家社團友誼，同時強化外

交及僑務工作之努力與成果，過去連續三年，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都由 葉前主任委員菊蘭（現為總統府資政）參加崇正

公會這一年一度的大會。 

今年崇正公會年會，原本係由本會李代理主任委員永得

親自參加，惟因臨時另有要公無法成行，乃改由莊副主任委

員錦華代表出席，除參加關西崇正會2005年年會及東京崇

正公會第39回會員懇親大會年會外，並於年會後前往上野

地區，參訪日本櫻花祭時，有關政府與民間社團所扮演之角

色，供作本會辦理桐花祭之借鏡；同時適逢日本愛知國際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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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會正熱烈開幕，順道予與參訪，作為本會未來辦理相關活

動之參考。 

 

 

 

貳、出國行程： 

本次會議及參訪等行程如下：  

日期 星期 起訖地點 工作內容 備註 

4月9日 六 台北至大阪 參加關西崇正會年會  

4月10日 日 大阪至東京 參加東京崇正公會年會  

4月11日 

 

一 

 

東京 

東京至名古屋 

參訪上野櫻花祭活動 

 

 

4月12日 

 

二 名古屋 

名古屋至大阪 

參訪愛知國際博覽會 

 

 

4月13日 三 大阪至台北   

 

  

 

參、關西崇正公會及東京崇正公會簡介 

（一）關西崇正公會 

日本關西地區，包括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

滋賀縣、奈良縣和歌山縣等二府四縣。一九六八年，

林細辛先生(故人)，將關西地區二府四縣的客家

人，不問國籍，逐一調查清楚。至一九六八年七月，

由邱添壽先生、潘鐸元先生、林細辛先生(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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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善和先生(故人)四位商議成立客屬組織。同年八

月召開發起人大會，推選理監事人選。同年十月，

在大阪市大東洋飯店召開第一次全體會員大會，參

加人數共有五百多人，定名『關西崇正會』，會址設

於大阪市，以邱添壽為會長，謝坤蘭為幹事長。 

    關西崇正會自成立以來，工作內容是為會員服

務，甚得會員及外界好風評。三十餘年來，為順應

時代潮流及培育後生，經當時的謝坤蘭副會長於一

九九九年度會員大會時提議，會名冠上『日本』二

字，定為『日本關西崇正會』。 

日本關西崇正公會的永久名譽會長是邱添壽

先生(故人)，會長謝坤蘭先生，陳荊芳擔任副會長。

目前會員大約有二百五十戶，約有一OOO人。每年

開一次會員大會暨懇親大會，報告一年來的行事，

並為客屬人士之親睦為主要目的，不干涉政治、不

干涉主義、不干涉思想，也不干涉信仰，不論國籍

為宗旨。 

 

（二）日本東京崇正公會 

東京崇正公會創立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

日。現任會長邱進福於一九六八年擔任會長迄今，已

逾三十四載。會長下設副會長七人、顧問七人、幹事

長一人、幹事五人、理事三十三人。會員人數約六百

人，每年參加會員大會之出席人數約四百人。 

該會創會宗旨三原則：「不問政治、不問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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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問國籍」。主要幹部平均年齡達七十歲，多數旅日

長達六、七十年。 

近年來，由於兩岸交流日益頻仍，大陸市場開

放，中共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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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及客家團體進行聯誼，使游走兩岸

僑胞日益增加。同時，中共在海外推動「反獨促統」，

企圖弱化僑胞支持中華民國，並轉變僑胞忠貞愛國立

場。因此，東京崇正公會亦主張「砲口不打中國人」，

少數幹部略有偏左思想，近一、二十年來，每年召開

年會時，由於東京崇正公會秉持其「不問政治、不問

信仰、不問國籍」之創會原則，主張「世界客家是一

家」、「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因此，對於兩岸皆表示

歡迎友好，除邀請國內客屬立法委員、政府官員及駐

日代表處人員外，亦邀請中共駐日官員、中共外圍組

織「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及左派僑會人士參加。 

 

 

 

肆、大會紀要 

一、關西崇正公會2005年年會及懇親大會： 

（一） 時間：2005年4月9日下午5時 

（二） 地點：大阪神仙閣飯店 

（三） 參加單位人員： 

關西崇正公會會員200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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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莊副主任委員錦華、賴處長俊宏 

台灣省政府林主席光華 

世界客屬總會饒會長穎奇夫婦偕客屬立法委員劉

盛良、朱鳳芝、鄭金鈴、張慶惠、陳明真、馮定

國及盧鎮長東文、謝理事長豐旭等 

香港、馬來西亞崇正會代表團 

大阪辦事處吳處長及相關同仁等 

（四）主持人：謝會長坤蘭 

（五）會議簡述： 

本次大會由該會謝會長坤蘭主持，謝會長已

87歲高齡，渠先用客語問候並歡迎大家，隨後再

以日語致詞，謝會長語調鏗鏘有力而面容慈祥的表

示，熱烈歡迎來自台灣的中華民國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莊副主任委員及立法委員等各位貴賓，並強調崇

正公會一向堅持不涉政治，不分國籍，不問信仰三

原則，願意積極扮演推動角色協助亞洲地區各國加

強合作關係。 

緊接著由本會莊副主委以客語致詞，首先代

表主委向各位鄉親致意，表達對海外客家的關懷。

並感謝主辦單位對台灣、對客家的相惜，邀請台灣

客家界來參加本次盛會，這不僅代表客家人重視血

脈傳統，更代表全球客家人深厚而團結的情誼。並

對關西崇正公會對兩岸和平的堅持，抗議中國反分

裂法，表達出該會對台灣未來發展的關切表示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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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副主委同時說明全世界第一個中央部會層

級的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2001年6月14日在台

灣成立了，這不單是 阿扁總統的政見的實現，也

是台灣客家人共同打拼的成果。客委會不但在台灣

會盡心盡力傳承與發揚客家文化，並將加強與海外

社團之連結與交流，使客家文化的生命力更加紮

實。 

莊副主委並特別說明客委會成立三年來，以

客家人打拼的精神，完成許多不可能的任務：除

2003年成立全球唯一的「客家電視台」外；2004

年也建構「全球客家網路平台」；在學術上，並已

漸推動台灣成為全球客家研究中心。另外，為紮根

文化，提昇客家能見度，這三年來更積極舉辦各式

活動，近日正值桐花祭即將來到，希望大家能返國

到客家庄，欣賞桐花之美。 

之後，謝會長又邀請台灣省林主席致詞，林

主席首先代表陳總統及行政院謝院長向旅日客家

鄉親致意、問候，並肯定客家鄉親團結與努力，對

旅日客家鄉親長年在異國依舊關懷台灣，大力支持

政府表示敬謝之意。 

前立法院副院長饒穎奇，現任世界自由民主

聯盟中華民國總會會長致詞時表示，感謝海外客家

鄉親支持台灣，並對建立主流關係安定僑社，積極

追求亞洲及世界自由民主，扮演推動的和平角色，

協助亞洲各國加強合作關係，表達敬佩之意，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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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客家人硬頸精神的具體表現。 

最後，大會並邀請到台北市中華婦協會文化

工作團帶來精采的山歌民謠演唱，20餘名來自台

灣、香港與馬來西亞的貴賓應邀登台，並邀請莊副

主委上台一起獻唱一曲「異鄉客」，大會在歌聲中

圓滿結束。 

 

二、東京崇正公會第三十九回年會 

（一） 時間：2005年4月10日上午 11時 

（二） 地點：東京大都會飯店 

（三） 參加單位人員： 

東京崇正公會會員400餘人 

本會莊副主任委員錦華、賴處長俊宏 

台灣省政府林主席光華夫婦 

世界客屬總會饒會長穎奇夫婦偕客屬立法委員劉 

盛良、朱鳳芝、鄭金鈴、張慶惠、陳明真、謝文 

正、邱鏡淳、馮定國及盧鎮長東文、謝理事長豐 

旭等 

香港、馬來西亞崇正會代表團 

台北駐日代表處許代表世楷夫婦及相關同仁等 

（四） 主持人：張副會長金清代理 

（五） 會議簡述： 

本次大會由該會副會長張金清代理會長邱

進福主持，渠致詞時再次強調成立已四十年的崇

正公會始終堅持不涉政治、不分國籍、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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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堅決反對戰爭的原則，崇正公會願意積極扮

演推動角色協助亞洲地區各國加強合作關係。 

緊接著由駐日代表處許代表以貴賓身分應邀

致詞，對崇正公會公開表明反對中國的「反分裂國

家法」，反對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海峽兩岸問題

的作法表示肯定與讚許，並且指出，兩岸應和平、

對等相處且不應武力相向，中國卻以反分裂國家法

威脅台灣，期盼客家鄉親為貢獻兩岸及世界的和

平，以及維護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時代任務

繼續努力。 

前立法院副院長饒穎奇，現任世界自由民主

聯盟中華民國總會會長致詞時表示，感謝崇正公會

客家鄉親支持台灣，並對建立主流關係安定僑社，

積極追求亞洲及世界自由民主，扮演推動的和平角

色，協助亞洲各國加強合作關係，表達敬佩之意。

同時今天台海氣氛緊張的時刻，特別需要崇正公會

各位的協助，讓台灣能在世界上安穩的立足。 

接著由本會莊副主委以客語致詞，首先表達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對東京崇正公會之重視，前三年

客委會都由 葉前主委菊蘭來參加崇正公會這一年

一度的大會，今年她榮升為總統府資政，無法親自

前來參加，特別代 葉資政向各位在外打拼、為客

家爭光的客家鄉親們問好。同時代表客委會主委向

各位鄉親致意，並對客家人在日本的勤苦奮鬥及硬

頸精神，在此地立足發展，都能有傑出的表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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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萬分欽佩。 

莊副主委並感謝東京崇正公會對兩岸和平的

堅持，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台海問題，並對東京崇

正公會抗議中國反分裂法的做法表示肯定。同時說

明客委會成立 3年來在推廣和保存客家文化、語言

及為全球客家同胞提供服務的努力和豐碩的成

果，致詞中也鼓勵熱愛客家的子弟，回國參加今年

的「世界客家青年文化夏令營」及年底辦理的「2005

全球客家文化會議」活動，並希望大家能常返國參

與客委會所舉辦之其他各型活動等，莊副主委全程

以優雅的客語致詞，獲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再由台灣省林主席致詞時，也代表陳總統及

行政院謝院長向旅日客家鄉親致意、問候，並強調

覆巢之下無完卵，中國若依反分裂法動武將使兩岸

客家鄉親都受害。 

最後，大會在該會邱副會長的日本舞蹈表演

下揭開宴會的序幕，並邀請到新竹鄉土文化協會

工作團帶來精采的山歌民謠演唱，30餘名來自台

灣、香港與馬來西亞的貴賓應邀登台，並邀請莊

副主委上台一起獻唱一曲「客家本色」，優雅的旋

律與歌詞，博得與會來賓熱烈掌聲，大會在摸彩

活動中順利圓滿結束。 

 

三、本會莊副主委參加關西崇正公會2005年年會及東京崇

正公會第三十九回年會中，全程均以客語致詞，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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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主委向大會及鄉親致意之外，發言重點如下： 

（一） 客委會成立以來，一直希望提升客家的能見度，

透過文化活動，將客家文化帶入公共領域，不僅

豐富多元文化，更希望注入客家文化的新生命，

同時帶出客家人的自信，能以身為客家人為榮。

所以客委會每年舉辦「客家桐花祭」、「客家文化

藝術節」、「客家傑出藝術家邀請展」、「客家女性

映像展」等大型活動，並推動「客語生活學校」

及「客語生活鄉鎮」等計畫，讓客語在台灣生根

復甦，讓客家豐富台灣的多元文化。 

（二） 過去3年， 我們秉持著客家人打拼的精神完成很

多不可能的任務，例如在 2003年，客委會在 45

天內成立全世界唯一以客家話發音，以客家文化

為元素的客電視台。同時不僅在台灣的廣播電台

聽得到客語節目，2004年更建構「全球客家網路

平台」，讓全球想聽客語廣播的人都可透過網路隨

時點聽；在學術研究方面，目前已有三所大學成

立客家學院，八所大學陸續成立客家研究中心，

學者專家透過學術研究博碩士論文的補助，已讓

台灣的客家學術研究日漸成型，未來台灣必將成

為全球客家研究的中心。 

（三） 在今年的7月4日至24日我們將舉辦「世界客家

青年文化夏令營」活動﹐預計招收海外客家青年

80名，接受為期 21天的客家文化研習，來認識

台灣客家，增進對客家文化的了解及培養對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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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民俗信仰、音樂戲曲、美食等興趣。歡迎

鼓勵各位的子弟回國參加這項活動，讓青年學子

過歡樂的活動，了解客家、熱愛客家、也到客家

庄玩，來實地探究客家文化的根源，進而為客家

文化傳承工作播種。同時為了持續促進海內外客

家鄉親對客家社會現況的了解，並加強台灣與海

外客家鄉親社團之情誼，在年底亦將辦理「2005

全球客家文化會議」，連結全球客家社團，俾造福

客家鄉親，屆時歡迎各位鄉親在今年 10月底回國

參加會議。 

（四） 客委會今年將舉辦幾場大型的活動，說明如下：  

1、 「2005客家桐花祭」：桐花已成為客家的象徵，

透過桐花的意念，已成功的帶動客家庄的觀光、

經濟及創意產業的發展，亦帶出客家人的自信

心。今年桐花祭將自4月16日至5月14展開，

將有6個縣37個鄉鎮84個社團，在全國各地客

家庄，盛大舉辦約一千場次的桐花藝文及旅遊活

動，必將吸引眾多人潮賞桐花、遊客莊，帶動客

家庄經濟產業發展。 

2、 「客家美食嘉年華」：今年8月4日至7日，在

世貿中心辦理第一次大規模的「客家美食嘉年

華」，結合客家美食元素，來一場創意的料理競

賽，同時結合五星級飯店及客家庄的精典料理，

推動為時一個月的「客家美食月」活動，將客家

菜餐飲帶入另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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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家文化產業博覽會」：今年10月中旬至明年

1月中旬邀請全國90個客家鄉鎮及客庄店家100

家，將傳統客家產業及創意產業，經產品包裝規

劃設計後，作為期三個月的展覽，以開拓客家特

色文化產業整體對外展示銷售的平台，並讓民眾

體驗新客家文化之美。 

4、 「2005客家藝術節」：今年10月中旬至12月底，

在全國客家地區，辦理數十場次的傳統客家大

戲、 音樂舞蹈、 山歌的表演，並聘請國際知名

的一流的客籍音樂家林昭亮及作曲家陳建台攜

手創作，與國內長榮交響樂團演出客家小提琴協

奏曲及多首客家民謠組曲，在國家音樂廳演出，

將客家音樂藝術推向國際舞台。 

 

 

 

伍、參訪記實 

一、日本櫻花祭 

（一）日本櫻花祭之緣由與作法 

日本各地櫻花祭活動的發源，係自平安時代

（西元 710-784），貴族們流行將山裡的櫻花移植

到自家庭院，到了鎌倉時代（西元 1192-1333）

吉野的山櫻花被大量移植至京都嵐山後開始有了

賞花活動，到江戶時代（西元1616-1865），貴族

及武將們的賞櫻活動才普遍在民間流傳，迄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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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賞櫻已成為日本人生活文化中的一部份，有專

屬網頁、雜誌、媒體也都會主動報導，就像我們

台灣端午吃粽子，中秋賞月吃月餅一樣，深植人

心。 

日本櫻花的種類共有 300種，為了櫻花特別

組成了一個全國櫻花研究會的組織，今年已第24

屆，預定5月6-7日在秋田縣井川町召開，由日

本「花? 會」主辦，當地分會協辦。 

櫻花祭活動部份，東京有多處賞櫻花勝地，

其中以偶田川（偶田公園）及上野公園兩處最具

有代表性，各種植了 1203棵與1100棵，花季期

間吸引 30萬人以上前往觀賞，管理及主辦單位為

各地區役所的地域振興部門或觀光課，負責召集

區內的自治會、文化團體、經濟團體、企業等共

同參與，一般做法包括：會場中掛紅燈籠，寫上

參加單位名稱，設置臨時攤販，夜間打燈供遊客

觀賞夜櫻，假日配合各地方之特色舉辦各種表演

活動，如：歌舞、攝影、櫻花小姐選拔、中古跳

蚤市場、大鼓...等。 

各地方的櫻花祭可免費參觀的地方（如公園

等）做法都大同小異，要收門票的地方，如京都

的清水寺、金閣寺、平安神宮等就會在媒體打廣

告，告知花期及活動內容。 

日本觀光單位的做法把櫻花祭當做觀光資

源之一，利用各種媒體在國內外做宣傳，也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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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旅遊、餐飲業者，配合推出各種櫻花祭相關的

商品加以促銷。日本各媒體，尤其是電視台，在

花季來臨前都會主動在新聞氣象節目中報導開花

的訊息，提供最新賞花情報。 

 

（二）日本觀光協會、上野觀光聯盟等單位及上野公園

之參訪： 

1、 4月11日上午11時，由台灣觀光協會東京事

務所所長江明清先生及副所長陳淑華小姐陪

同下，受到日本觀光協會振興事業部次長相京

俊二先生、東京都台東區產業部觀光課課長小

代正先生、上野觀光連盟會長二目中勇先生、

副會長木村雄二先生、上野商店街連合會會長

早津司朗、上野六丁目商店街連合會會長野村

孝三郎及風橫商店街連合會會長二木忠男等

人熱誠接見，首先參觀上野恩賜公園櫻花及各

項設施，之後並於公園內之梅川亭進行座談及

交換意見等。 

2、 查上野恩賜公園位於東京都台東區行政區域

內，面積達50餘公頃，園內主要設施有接待

所、棒球場、遊樂場、水池外，植栽種類甚多，

花木扶疏，其中種植櫻花已成林者，達 1100

多株，平均樹齡60年左右，參訪時正植櫻花

盛開，走在櫻花隧道內，清風徐來，花瓣掉落，

花海飄揚、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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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座談記要 

1、 日本觀光協會之角色及與上野觀光聯盟之關

係： 

（1）日本觀光協會屬交通省下之民間組織，二年前

開始結合各地區之產業聯盟，前往世界各地做

日本觀光展，以吸引外國觀光客到日本觀光，

每年所需預算約一億日圓，均由交通省編列預

算支應辦理，獲致成果甚為良好。 

（2）日本觀光協會與上野觀光聯盟均為民間組織，

故無隸屬關係，日本觀光協會為全國性組織，

主要辦理日本觀光之國際行銷，而上野觀光聯

盟屬地方都會型之組織，主要辦理上野商圈事

務之處理，長期以來上野觀光聯盟都結合上野

地區商店街連合會等單位自行辦理上野地區

相關活動。 

 

2、上野觀光聯盟辦理櫻花祭之情形： 

（1） 上野觀光聯盟負責上野恩賜公園櫻花祭之整體運

作 ，除結合上野商店街連合會、上野六丁目商店

街連合會及風橫商店街連合會外，並結合當地之

自治組織，共有五個大町、100個小町共同來辦

理，每年除編印櫻花祭之文宣15萬張之外，並在

氣象局預測櫻花祭之前二個禮拜，每天將櫻花開

的情形拍照放在網站上供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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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野櫻花祭活動期間之計畫書，是在每年1月

間，由上野觀光聯盟負責策劃拍板定案，惟確切

活動日期，仍可於預定日期前一個月，依氣象局

及民間之預測做彈性調整。 

（3） 日本櫻花祭大約在每年3.4月間，各地櫻花祭之

舉辦，亦有發動民間有獎徵答方式，鼓勵民眾參

與櫻花祭活動，並共同推估櫻花開花之花期。而

各地區櫻花祭之承辦單位，均在預測櫻花祭之

前，即已準備櫻花祭活動所需之各項物品就緒，

包括紅燈籠、地蓆⋯等，一俟櫻花盛開當天即辦

理簡單的點燈儀式，作為櫻花祭之開幕式。 

（4） 日本櫻花祭時，賞花人潮洶湧，當地人的文化是

在櫻花樹下佔有一塊地舖上地蓆，與親朋好友在

美麗到櫻花樹下野餐，談笑風生、暢飲作樂，致

有櫻花祭的櫻花樹下，都熱鬧非凡人滿為患。 

（5） 日本櫻花祭期間，大約持續一週左右，到上野恩

賜公園參觀之遊客，以週六、日計每日約為20

萬人。但整體長期而言，所增加之遊客並無特別

多，係因上野地區除公園外，尚有博物館、商店

街等，觀光客到上野公園是有得看、有得玩、也

有得吃。故遊客不只是在櫻花祭來到此地，而是

每個月都有非常可觀的觀光客到來。至櫻花祭期

間，一般商家大約可增加二成左右之收益。 

（6） 上野觀光聯盟每年度辦理之活動項目包括櫻花

祭、春茶茶會、日式跳舞會、日本料理賽、秋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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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舞、音樂會等，各項活動大多以編印宣傳單在

各商店街、百貨公司發送。至所需經費一半由政

府補助，一半由企業贊助。東京都政府撥給台東

區公所再撥到上野觀光聯盟的預算，一年總共約

2,500萬日圓，其中500萬日圓做推廣活動，2,000

萬日圓做大型遊行及搭建舞台等費用。 

 

 

二、日本國際博覽會 

（一）關於日本國際博覽會 

「2005年日本國際博覽會」，簡稱為「愛知

世博會」，暱稱「愛·地球世博會」。地點位於名古

屋東部丘陵（長久手町、豐田市和瀨戶市），展期

自2005年3月25日到2005年9月25日(共185

天)。 

「愛知世博會」召開目標是希望居住在同一

個地球上的地球村民，應積極互相交流各國(地)

的環境、文明與文化等。當20世紀，社會完成令

人難以置信的飛速變化，巨大的人類活動超過了

自然的承受能量，目前，整個地球面臨著暖化與

能源等共同課題。這次愛知世覽會會場，正是為

了傳遞「大自然的睿智」這句地球宣言而建設，

與過去最大的不同在於，會場充分利用現有公園

綠地，落實「人類與自然共生共存」的目標，在

此人們將超越國界，共同體驗和汲取通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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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博會為人們所帶來的無窮智慧！ 

總面積超過173公頃的愛知世博會，目前共

有121各國家地區及 4各國際機構參加展出，分

為兩大會場，長久手會場由六個區所構成：中央

展區、全球共同展區、日本區、企業展覽區、娛

樂文化交流區和森林體驗區，匯聚來自全世界的

智慧和歡樂；瀨戶會場則提供人們接觸大自然並

相互影響的場所，由海上廣場、市民參加區、政

府展示區和裡山漫步區所組成。而我國並未參加

展出。 

為充分表達2005年日本國際博覽會主題，

各展覽區將舉行一系列的活動，包括全球交流音

樂會、文化創新活動、國際交流表演和美術活動

等等，世界各領域最頂尖藝術家們，將歡聚一堂

共同合作，伴隨著「熱愛地球」的歡呼聲，促進

全球文化大交流。 

2005年日本國際博覽會，已為全人類提供一

個國際性的交流大舞台，參觀者在這裡接觸大自

然並融入大自然，同時能再次展現人與大自然生

活的無窮魅力。大會的主題包括有重點探索地球

環境和人口問題的“自然的起源”、闡述關于高

齡化社會和少子化問題的“生命的藝術”以及關

注於開發新型能源和再生技術的“地球生態共同

開發”等諸多內容，堪稱為豐富而多元化的世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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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簡述 

1、參觀主題館： 

（1）愛知世博會展覽會場分為：中央展區、全球共

同展區、日本區、企業展覽區、娛樂文化交流

區和森林體驗區等，本次參觀因時間所限，僅

參觀全球共同展區4之波蘭館、烏克蘭館、俄

羅斯館、立陶宛館、英國館、捷克館等國家展

示館及企業展區A之JR東海磁浮列車館、奇趣

電力館等。 

（2）全球共同展區4之各國家展示館，主要展現各

歐洲國家之特色，每一館內將最具代表性的文

化或產物以實體或影印方式呈現，如波蘭館

內，除以立體環視影片介紹幽美的波蘭民情風

光外，並設計? 礦坑道體驗區及特產販賣區

等。至企業展區A之JR東海磁浮列車館，則在

震撼力十足的劇場內，能體驗到磁浮列車的紀

錄圖像，以每小時581公里的行駛速度，紀錄

世界最高時速的實體車輛，令人印像深刻。 

 

2、參觀週邊商品展售區： 

（1） 本次日本辦理世博會，所設計之「LEXPO 

2005」、「愛。地球博」等標誌圖及森林爺爺(?

? ? －魔力佐)及森林小子(? ? ? ? －奇克

羅)吉祥物等之Logo等，以大自然之綠色為

主的圖型圖案，被日本商家有系統的廣泛的



 22 

利用在各種商品上，包括：紀念品、一般禮

品、裝飾品、T恤、帽子、食品、文具；玩具、

明信片、工藝品、手提袋、導覽手冊、動畫

解說等書面及DVD⋯等之包裝設計都被充分

的運用。 

（2） 由博覽會現場湧入的搶購人潮，足見各種商

品，利用世博會的Logo意像，經多元多變之

包裝設計後，產出琳瑯滿目的商品，都成為

廣受消費者歡迎之熱賣之週邊產品，亦為當

地產業及商家帶來一筆可觀的收益。 

 

 

 

陸、心得與建議 

一、 日本關西崇正公會及日本東京崇正公會部分： 

1、 日本的客家社團目前尚有關西崇正公會、名古

屋崇正公會及東京崇正公會等三個會，其中因

名古屋崇正公會會員甚少，致無法召開年會

外，關西崇正公會及東京崇正公會二個公會，

每年均召開會員大會及懇親會，其現任會長謝

坤榮及邱進福二人，甚為熱心客家事務，此種

遠居海外仍具有客家心、客家情之精神，著實

令人感佩。且每年召開年會均號召海內外客家

人數百人參加，確實難能可貴．建請本會每年

召開年會時均能派員參加，以博取海外客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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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力與認同感。 

2、 日本關西崇正公會及東京崇正公會創會成立迄

今已逾三、四十載，每年參加年會人數共約六

百餘人，主要幹部平均年齡達七十歲左右，堪

稱頗具歷史之海外客家社團；惟該等崇正會缺

乏年青後代之參與，年會會場亦很少年青客家

人出現，且客家鄉親之後代亦都不會客家話，

這是海外客家斷層之危機。 

3、 為延續關西崇正公會及東京崇正公會之運作，

並挽救海外客家文化之傳承，關西崇正會陳荊

芳表示：該等崇正公會希望不久的將來，由渠

等第二代來接棒，雖然受環境影響致不會講客

家話，但只要記得自己是客家人並能說幾句簡

單的客家話，既使大部分用日本話開會也無

仿。可見客家語言文化在海外流失情形非常嚴

重，建請應加強海外客家語言、文化之傳承工

作，應從客語教學工作積極著手進行。至所需

之教材資料，亦建請本會文教處設法提供應用。 

 

二、日本櫻花祭部分： 

1、 日本櫻花祭各地區舉辦之時間，係由日本氣象

局依據天氣狀況預測，並結合廣徵地方民眾推

測，並於測櫻花祭之前二個星期每天拍照於網

站公布開花情形之作法，可供作本會年每辦理

桐花祭訂定開幕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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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櫻花祭之開幕式是以簡單之點燈儀式辦

理，且在準備活動工作就緒後，一俟花開即宣

佈開始櫻花祭之作法，從容又無壓力，可作為

本會爾後辦理桐花祭之參考。 

3、 日本櫻花祭時吸引大批遊客賞花，當地觀光連

盟或連合會結合當地商家共同參與並設計櫻花

產品販售及規劃攤位出售特產食品等之作法，

與本會桐花祭時帶動各地位產業產品設計行銷

之作法類似，不過可加強的係產品項目之增加

及品質之提升。 

4、 日本櫻花祭歷史悠久，並已成為國際觀光囑目

之焦點，而本會辦理桐花祭才進入第四年，確

實很多地方可參考日本的作法，如擬行銷國

際，應加強實質的作法，諸如：桐花之造植、

桐林之整理、擴大桐花步道之規模、住宿設施

之加強、產品包裝設計等；並加強民間社團之

參與、社區再造之深耕及文化創意產業之深植

等，方得進行國際行銷，吸引更多國際觀光旅

客，把客家的桐花祭推向國際。 

 

三、國際博覽會部分： 

1、2005年日本國際博覽會，係經過10年的稠密規

劃籌備，並動支3,400億日圓經費才得以完成，

足見辦理一個世界級的博覽會，應有充裕之時間

並具有一套週詳的、前瞻性的規劃，以竟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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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國際博覽會展出規模空前盛大，參加國家121

國和4個國際機構參加展出，且日本企業館亦有

豐田汽車、JR東海、三井、日本瓦斯連合會等企

業組織參展，展出項目繁多，涵蓋科技與生態的

精華，但因時間有限只參觀其中少數展館，未能

全部參觀，甚感遺憾。 

3、本次博覽會，日本商界利用博覽會之標誌，大量

用在各週邊商品上，琳瑯滿目，且造成搶購風

潮，此種藉由活動行銷帶動二次消費的手法，可

借鑑在我國舉辦各項活動時，如桐花祭、藝術節

等大型活動週邊產品之開發，以提昇客家產業之

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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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照片選輯 

 

 

 

 

 

 

 

 

 

 

本會莊副主委致贈客家創意產品由謝會長坤蘭代表接受 

 

 

 

 

 

 

 

 

 

 

 

 

參加關西崇正公會2005年會貴賓上台合唱客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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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崇正公會第三十九回年會副會長張金清代理主持 

 

 

 

 

 

 

 

 

 

 

 

 

本會莊副主委上台致詞後並與張副會長金清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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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日代表處許代表夫婦參加東京崇正公會第三十九回年會 

 

 

 

 

 

 

 

 

 

 

 

 

新竹鄉土協會組團參加東京崇正公會第三十九回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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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櫻花盛開景象美不勝收 

 

 

 

 

 

 

 

 

 

 

 

 

 

日本櫻花祭時懸掛之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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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櫻花祭欣賞夜間櫻花之人潮如織 

 

 

 

 

 

 

 

 

 

 

 

 

夜間櫻花與湖面小舟構成一副美麗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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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櫻花祭時規劃之臨時攤位供應美食土產 

 

 

 

 

 

 

 

 

 

 

 

上野觀光聯盟於櫻花樹下規劃垃圾分類收集場並以 

鐵柵欄規劃賞花場地緊急避難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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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日本國際博覽會各展覽館平面位置圖 

 

 

 

 

 

 

 

 

 

 

 

 

日本國際博覽會各展示館現場參觀人數顯示器 

 



 32 

 

 

 

 

 

 

日本國際博覽會場外區接駁車 

 

 

 

 

 

 

博覽會場內區中型遊園車 

 

 

 

 

 

 

 

 

博覽會場內區小型遊園車 



 33 

 

 

 

 

 

 

 

 

 

 

 

博覽會場內之花台及座椅均採可拆卸式組合材料施作 

 

 

 

 

 

 

 

 

 

 

 

 

花牆亦為可拆卸式組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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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覽會場內之各國展示館之一（日本瓦斯館） 

 

 

 

 

 

 

 

博覽會展示館之二（沙烏地阿拉伯館） 

 

 

 

 

 

 

 

 

博覽會場內之各國展示館之三（荷蘭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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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博覽會標誌研發之產品之一 

 

 

 

 

 

 

 

 

                   藉由博覽會標誌研發之產品之二 

 

 

 

 

 

 

 

藉由博覽會標誌研發之產品之三 



 36 

 

 

 

 

 

 

 

 

 

 

 

愛知博覽會場內之台灣美食館  

 

 

 

 

 

 

 

 

 

 

 

愛知博覽會之週邊商品在展售場上搶購之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