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會議) 

 

 

 

 

 

「參加東京崇正公會第 40 屆會員懇親大會

暨關西崇正會懇親大會」活動報告 

 

 

 

服務機關：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出國人員：邱副主委議瑩 

黃處長崇烈 

范專員娟華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期間：95.04.22—95.04.26 



「參加東京崇正公會第 40 屆會員懇親大會暨 

關西崇正會懇親大會活動」報告目錄 

 

壹、 前言    ……………………………………………   1 

貳、 行程安排    ………………………………………   2 

參、 活動紀要    ………………………………………   3 

肆、 檢討與建議     …………………………………   12 

伍、 附錄：照片集錦   ………………………………   13 



 1 

參加東京崇正公會第參加東京崇正公會第參加東京崇正公會第參加東京崇正公會第 40404040 屆會員懇親大會屆會員懇親大會屆會員懇親大會屆會員懇親大會暨關西崇正會懇親暨關西崇正會懇親暨關西崇正會懇親暨關西崇正會懇親

大會大會大會大會活動報告活動報告活動報告活動報告    

壹、 前言 

日本東京都及關西地區是客屬鄉親較多的地區，東京崇

正公會及關西崇正會是當地較大的客屬社團，所屬團員不但

在當地政經、文教等界貢獻卓著，在華僑社群中亦享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因此成為中國極欲拉攏的目標，本會於民國 90

年成立，成為世界第一個掌理客家事務之中央級部會，對促

進海內外客家事務之交流以及凝聚海外客家社團對國內的

向心力責無旁貸，爰自民國 91 年起，連續 3 年由葉前主任

委員菊蘭親自出席東京崇正公會年會活動，94 年則由莊副主

任委員錦華代表出席，除表示政府關懷重視之意，更藉此宣

揚本會成立之宗旨及努力的成果，因而與當地客屬團體奠定

良好情誼，成為本會推動日本地域客家業務之重要據點，也

間接摧毀中國對該會統戰的技謀。 

近年來，兩岸交流日益頻仍，大陸市場開放，中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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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東京崇正會適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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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幹部交替，為鞏固我方與日方客家社團之友誼，同時聯

合並強化外交及僑務工作之努力與成果，本會今年持續派

員，由邱副主任委員議瑩率員出席東京及關西崇正會年會活

動，並於會後參觀川越市博物館，作為本會未來經營文化館

設之參考。 

 

 

 

貳、 行程安排 

本次會議及參訪等行程如下： 

月 日 星期 起訖地點 工作內容 

4 22 六 台北—東京 搭機抵日本。 

4 23 日 東京 參加日本東京崇正公會年會。 

4 24 一 大阪 參加大阪關西崇正會年會。 

4 25 二 東京 參訪「川越市博物館」。 

4 26 三 東京—台北 搭機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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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紀要 

一、 東京崇正公會第 40屆會員懇親大會 

(一) 東京崇正公會簡介 

東京崇正公會創立於 1963 年 4月 13 日。張清金為

現任會長，邱進福為名譽會長。會長下設副會長 5 人，

每年參加會員大會之出席人數約 400 人左右，但會員成

員人事已高，參與人數有逐年減少的趨勢。 

該會創會宗旨為：「不問政治、不問信仰、不問國

籍」。近二十年來，每年召開年會時，皆兼持該創會原則，

並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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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中立立場。 

(二)會議簡述 

今年，該會第 40屆會員懇親大會於 4月 23 日援往

例於中午假東京池袋大都會飯店舉行，邀請海內外客家

僑界代表共同與會，包括香港及印尼崇正會代表、日本

客家同鄉及各僑會、僑團幹部等，總計 300餘人與會，

其中又以台灣代表最為盛大而引人注目，除本會邱副主

委議瑩及隨行人員外，尚有立法院鍾副院長榮吉率領的



 4 

10餘位立委代表團、高雄市葉代理市長菊蘭及市府團隊

等人共蒞會場，再次顯示我方對日本客家僑團的支持與

肯定，以及雙方友好的情誼。 

大會由張會長金清主持，張會長於致詞時再次強調

成立已 40 年的崇正公會始終堅持不涉政治、不分國籍、

宗教信仰及堅決反對戰爭等原則，東京崇正公會願意扮

演促進亞洲和平的角色。 

其後由我駐日許代表世楷以貴賓身分致詞，首先對

大會籌備人員的辛勞表示感謝，並歡迎國內各位貴賓的

蒞臨參與，顯示政府對旅日客家鄉親之重視，東京崇正

公會的會員大部分來自台灣，與台灣的關係密切，多年

來與本處保持聯繫並與東京地區我國僑界進行交流，感

謝該會對祖國台灣及同胞的關心與支持，並盼客家鄉親

為貢獻兩岸的和平，以及維護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權

的時代任務繼續努力。 

率領立委訪問團由國內來參加大會的鍾副院長榮吉

致詞時，對旅日客家同胞的勤儉打拼和團結努力表示贊

許，並期待繼續將這種精神發揚光大。 而葉市長菊蘭於

致詞時提倡「客家公民運動」，希望所有客家鄉親都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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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久他鄉即故鄉」的觀念，對當地社會做正面的貢獻，

尤其歡迎旅居全世界的客僑都到高雄市做客，感受高雄

市的熱情與陽光。  

接著由本會邱副主委以客語致詞，首先代表客委會

主委向在座鄉親致意，對於客家人在日本的勤苦奮鬥、

並且生根發展，個個表現傑出，表示由衷感佩。其次邱

副主委向在坐貴賓及鄉親簡要報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過去 4 年多年的努力與成果，透過客家電視的成立、桐

花祭的推動、客語能力認證的舉辦、以及各式學術研究

及文化札根等活動，已成功的讓客家人恢復自信心及客

家認同，逐步建構了客家台灣永續發展的空間與環境，

正式邁入「讓台灣看見客家」的新世紀。 

尤其今年的桐花祭活動，首度將桐花、創意、設計

與文化產業相結合，透過桐花創意設計大賽，鼓勵設計

界投入桐花創意商品之設計開發，提升產品競爭力，充

分帶動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契機。當場，邱副主委

也將今年輔導的桐花創意產品—漆器餐具組，致贈給主

辦單位，希望有朝一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桐花祭

也能像日本的櫻花祭一樣揚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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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客屬總會劉理事長盛良領導乾杯後隨即進入

懇親餐會，國內桃園縣菱潭陂人文促進會應邀組團來日

表演，由盧孝治先生擔任藝術總監，編排一系列精采的

客家歌舞，葉市長亦在與會貴賓的熱情邀請下，上台表

演客家山歌，優美的旋律及歌聲博得全場來賓熱烈掌

聲，大會在摸彩活動中順利圓滿結束。 

 

二、 關西崇正公會 2006 年年會及懇親大會 

 (一) 關西崇正公會簡介 

關西崇正公會成立於 1968 年 10月，係由邱添壽先

生、潘鐸元先生、林細辛先生及徐善和先生共同發起成

立，第一屆全體會員大會於大阪市大東洋飯店召開，計

有 500 多人參加，邱添壽先生被推舉為首任會長，謝坤

蘭為總幹事。 

現邱會長已仙逝，被聘為永久名譽會長，謝坤蘭先

生為現任會長，陳荊芳先生擔任副會長，目前會員大約

有 250戶，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暨懇親大會，報告一

年來的工作內容。該會創會宗旨亦為：「不問政治、不問

信仰、不問國籍」，自成立以來，工作內容乃為會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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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得會員及外界好評。 

(二)會議簡述 

本次大會於 4月 24 日假大阪神仙閣飯店舉行，邀請

海內外客家僑界代表共同與會，包括本會邱副主委議瑩

及隨行人員、立法院鍾副院長榮吉率領的 10餘位立委代

表團、大阪辦事處吳處長及相關同仁、以及關西崇正公

會會員等，計有 200餘人與會。 

會議由謝會長坤蘭主持，他先用客語向大家問候，

並表示歡迎大家，其後改以日語致詞，感謝台灣盛大組

團參與盛會，並強調該會一向堅持不涉政治、不分國籍、

不問信仰三原則，願意積極扮演推動的角色，協助亞洲

地區各國加強合作關係。 

緊接著邀請鍾副院長榮吉上台致詞，他首先介紹一

同與會的十餘位國內立法委員，其後盛讚旅日客家鄉親

的團結與努力，並為渠等積極追求亞洲及世界自由民

主，主動扮演推動和平的角色，表達敬佩之意。 

其後由本會邱副主委致詞，她首先代表李主委永得

向與會的海外鄉親致意，並感謝主辦單位對台灣的盛情

邀約。邱副主委表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以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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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言復興為首要任務，去年年底，客委會首度辦理「客

家語言能力認證—初級檢定」，出版了四縣、海陸、詔安、

饒平、大埔等五種腔調的基本詞彙，不僅奠定了客家語

言文字化的里程碑，更透過網路提供民眾輕鬆學客語的

管道，獲得了民眾的熱烈回響。 

另外，邱副主委也提及今年的客家桐花祭，透過專

業設計及輔導資源的協助，首度將桐花、創意、設計與

文化產業相結合，改善客家地區特色商品之包裝設計及

行銷通路，提升產品競爭力，積極帶動客家庄產業經濟

的活絡。邱副主委並致贈桐花相關創意商品：如桐花漆

器組、桐花領帶及桐花絲巾等產品予現場貴賓，共同分

享客委會的努力成果。 

邱副主委全程以客語演說，客委會的努力成果以及

邱副主委客語的流暢度，都讓與會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後大會邀請相關貴賓共同登台，齊唱客家名曲「客

家本色」，大會在歌聲中圓滿結束。 

 

三、 川越市參訪 

(一) 川越市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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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越」有小江戶之稱，由於在東京附近，交通便

利，是大宗物資的集散地，由許多舊有倉庫形成特殊的

風貌，當地以「番薯」製造的甜點結合商店皆的造街計

畫，成功的打造了獨特的地方產業。 

(二) 參觀紀要 

1.川越博物館 

川越市立博物館收集、保存從古代道現代的歷史

資料，並將調查、研究的成果展示出來，使該館成為

川越市民以及其他遊客學習川越歷史、文化的教育場

所。除了展出、收集、保存、調查研究文史資料外，

也有舉辦特展、演講、研究報告發表與出版等多項業

務，另外也有經營咖啡廳讓參觀者可以休憩。其中展

覽室的陳列如下： 

（1）原始、古代 

此展室以川越市內出土的文物為重點，介紹從公

元前 8000 年至公元 11 世紀原始社會間封建社會過渡

時期人們的生活情況。 

（2）中世 

此展室將介紹從 12 世紀到 16 世紀川越地區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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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起及武家文化、佛教文化的興衰。 

（3）近代 

川越曾是幕府很重要的城鎮，與江戶的交流很熱

絡，也讓政治、經濟、文化有很大的發展。此展室透

過城市模型、鎮民的工具等再現當時的生活面貌。 

（4）近、現代 

江戶時代川越的經濟繁榮，此展示室陳列介紹當

時經濟活動的情景，以及土牆式建築實體剖面與群模

型。 

（5）民俗 

這裡介紹「藏」（土牆式建築）建築工匠的技能、

工具以及川越市與農業有關的風俗民間節日。 

2.川越城本丸御殿 

1590 年德川家康統治關東地區時設立了川越

藩，川越成為保護江戶的軍事基地，以及將食物等物

資運往江戶的的經濟中心。現在川越城的遺址成為公

園，本丸御殿是川越城唯一保留下來的御殿，建於

1848年，建築物面積有 545平方公尺，其中榻榻咪面

積占 86%。而地板所用木材每一塊的寬度、厚度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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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從木材也可見證此建築的歷史。現在本丸御殿

已成為博物館，有展示文物、歷代藩主的介紹圖、不

同時期川越城的圖片、城堡模型等等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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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檢討與建議 

一、 東京崇正公會及關西崇正公會為日本最有組織且人數

較多的客家社團，自成立以來，每年均召開會員大會

及懇親會，邀請海內外客家鄉親數百人共聚一堂，渠

等對客家家事務的用心與熱情，實屬難得，多年來，

本會均應邀與會，雙方建立良好的情誼，建議本會仍

應逐年派員參與大會，並且積極邀請前開兩會重要幹

部返台，參與本會所辦理之大型客家活動，以持續維

繫難得的向心力與認同感。 

二、 東京崇正公會及關西崇正公會主要幹部平均年齡有老

化的趨勢，大多數的後生對於客語十分生疏，形成客

語在海外流失情形十分嚴重，本會可視前開兩會之需

要，適時提供相關教材或出版品，協助語言及文化之

承傳工作。 

三、 東京崇正公會及關西崇正公會所屬團員具為學有專精

之人士，且於日本僑界極為活躍，未來透過這些熱心

公益且在各方領域具有一技之長的客家人士，推動志

願服務工作，藉以提倡客家服務的精神，同時提昇客

家服務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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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照片集錦 

 

東京崇正公會第 40 回年會由張會長金清主持 

 

邱副主委於東京崇正公會 40 回年會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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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鍾副院長榮吉率領立院團隊共同與會，並於會中致詞 

 

高雄市葉市長菊蘭率領高雄市府團隊共同與會，並於會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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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崇正公會 40 回年會與會人士大合影 

 

謝會長坤蘭於關西崇正公會年會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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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副主委致贈謝會長坤蘭桐花祭產品—漆器餐具組 

 

參觀川越市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