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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由臺灣中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

和北京聯合大學共同發起。自 2006年創辦以來，論壇已先後在北京、

廈門、臺灣、龍岩、梅州、贛州等地舉辦了六屆。論壇旨在促進兩岸

客家文化經貿發展、增進客家鄉情、弘揚客家精神、共謀客家福祉的

高端平台。本次論壇以「攜手兩岸客家、繁榮文化經濟」為主題，圍

繞弘揚客家祖地文化，加強客家地區之交流合作，促進閩粵贛等客家

區域與臺灣共建客家文化經濟區，推動海峽兩岸客家文化經濟發展等

方向進行演講和研討。而石壁客家祖地的祭祖活動，至今舉辦第

二十屆，是建立在客家人對祖先的崇拜和尋根溯源的基礎上，

傳承古老傳統的祭祀禮儀，是客家人表達對先祖無比崇敬之方

式，亦是客家人「慎終追遠」精神之展現。此次應福建省寧化縣邀請

參加第七屆「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暨第二十屆「石壁祖地祭祖大

典」及福建省參訪，期能透過論壇專家學者對客家文化研究精闢之論

文發表、演講，使本會對於客家民俗、語言、傳統信仰、文化之保存、

傳承及各項客家事務之推動、政策之擬定有所助益並利用參訪定光古

佛、土樓建築群藉以瞭解客家民間信仰、客家傳統古民居建築型式及

拜會廈門市客家經濟文化促進會凝聚雙方情感並加強兩岸對客家事

務之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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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人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主任秘書 魏瑞伸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組長 劉光裕 

 

叁、目的 

    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其主題係以推廣客家研究，傳承客家文

化，弘揚客家精神，發展客家事業為主軸。祭祖活動是建立在客家

人對祖先的崇拜和尋根溯源的基礎上，傳承古老傳統的祭祀禮

儀。而參加此次活動最主要之目的，是希望透過論壇及祭祖活動，

來探討客家文化、語言、民俗及傳統信仰等各方面之未來傳承、保存、

發展，以期對本會推動客家事務有所助益與借鏡。另行程安排福建參

訪閩西客家守護神定光古佛、客家古民居土樓建築及拜訪廈門市客家

經濟文化促進會，其目的即是希望藉由實地參訪定光古佛以瞭解客家

人之信仰，參觀客家傳統民居建築－土樓，其係客家先民的智慧，具

有通風、採光、防盜、耐震之獨特建築方式，可作為本會未來興建客

家多功能文園區建築之參考，而訪問廈門客家經濟文化促進會在於促

進雙方交流、凝聚客家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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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過程 

10月 13日(第一天)：早上 6時 30分與中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

協會臺中代表團團員會合，經通關手續後隨即搭乘 07：35華信航空

AE0763班機至金門。於 8時 40分抵達金門尚義機場後由旅行社安排

專車至當地馬家麵線品嚐道地金門小吃，接著專車再開往金門水頭碼

頭搭乘 10時 30分船舶（五緣輪）至廈門五通碼頭。於 11時 40分抵

達完成入境手續後搭上本次論壇及祭祖活動主辦單位安排之專車，首

先前往瀅沣酒樓用餐，用完餐後隨即驅車前往福建省三明市寧化縣，

因路程遙遠於途中吉州服務區稍事休息，后經 5個鐘頭之車程，終於

在下午 5時抵達寧化縣天鵝國際大酒店。經報到後隨即入住所安排之

房間休息。享用晚餐後由主辦單位安排至世界客屬文化交流中心欣賞

電影「葛藤凹」，此劇係敘述唐朝後期黃巢作亂，社會動盪不安，民

不聊生，北方漢人被迫顛沛流離，大規模輾轉南遷至福建寧化，與當

地原住民之間，不同傳統文化、不同習俗、不同生產生活方式經過長

期相處磨合而建立起不同族群之間，難以分離的情感，生動呈現漢人

大規模南遷的歷史畫面和客家族群形成歷史初期的人文景象，而從劇

情中了解到客家先民四海為家，艱苦創業的精神以及仁義倫理的傳統

美德，電影觀賞後即搭專車返回酒店結束今日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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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安排之報到地點及住宿處：天鵝國際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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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日（第二天）：早上 8時於酒店搭乘專車至世界客屬文化交

流中心參觀「祖地情、中國夢」書畫展，此書畫展共徵集到世界及海

峽兩岸 170位書畫家的 200餘件書畫作品，展出其中 139人的 150件

作品，透過書畫展來展現客家精神。書畫展參觀完後即轉往該中心學

術報告廳參加投資環境及重點項目推介會，中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

流協會副理事長蘇文龍先生在會中介紹兩岸文經交流情況及投資商

情。而三明市副市長林俊德則推介其三明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生態條

件良好、區位優勢突出、產業基礎紮實，具有良好發展空間及投資潛

力，歡迎論壇參加人員有興趣來此投資，以創造美好的未來。下午 2

時 30分在客屬中心客家會堂參加論壇開幕式，中共國臺辦主任助理

周寧致詞表示，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已經成功舉辦六屆，論壇傳遞

客家精神，弘揚中華文化，為增進兩岸同胞特別是客家鄉親感情發揮

了升級作用，已經成為兩岸客家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另外中華海峽

兩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理事長饒穎奇亦表示，寧化作為客家祖地，舉

辦本屆論壇具有尋根問祖、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希望透過舉辦論壇

能夠推動兩岸客家文化深入交流特別是要引導青年一代熱愛客家文

化、參與客家文化傳播。開幕式完後隨即進行專題演講，演講由中華

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秘書長黃肇松先生及三明市客聯會會長

劉振郁先生共同主持，6位來自海峽兩岸的學術界、商界、文化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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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以「攜手兩岸客家，繁榮文化經濟」為主題發表演講並就客家文化

傳承及如何加強兩岸客家經貿、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問題與大家進行交

流。晚上於客家會堂觀賞「客家親、祖地情」文藝晚會，晚會以客家

民俗風情為主題，展現客家先民的光輝歷程和風土人情，弘揚客家人

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節目以歌舞為主分序章、主題，尾聲三

大板塊，主題部分又可分為客家根、客家情、客家親三個篇章，以寧

化客家風情為基調充分體現客家元素，在 90多分鐘的精彩演出中，

還有來自臺灣的陳忠義教授、王鳳珠老師在晚會中演唱「寶島臺灣」

及著名書法家詹秀蓉女士現場書寫「客家情緣」條幅墨寶，整場節目

精彩萬分、高潮迭起，晚會結束後即搭乘專車返回酒店結束整天之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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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世界客屬文化交流中心「祖地情、中國夢」書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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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投資環境及重點招商項目推介會 



9 

 

 

參加論壇開幕式及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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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客家親、祖地情」文藝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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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第三天）：早上 8時 30分從酒店搭乘專車前往石壁客家

祖地參加祭祖大典。1995年 11月，位於寧化石壁村的客家公祠落成，

鼎力支持寧化建設客家人總家廟的香港崇正總會、胡文虎基金會、馬

來西亞居鑾客家公會、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新加坡南洋客屬總

會等，積極倡議舉行客家民系公祭始祖的大典，獲得世界各地客屬社

團熱烈響應，首屆石壁祖地祭祖大典在客家公祠落成之際成功舉辦。

此後每年一屆從未間斷，至今已舉辦了十九屆，已被海內外客家人公

認為客家人的「麥加」，客家人的「朝聖中心」，石壁客家祖地的

祭祖活動，是建立在客家人對祖先的崇拜和尋根溯源的基礎

上，傳承古老傳統的祭祀禮儀，而從祭祖大典中更讓我們了解到

台灣客家與福建寧化石壁間淵源深厚，具有濃郁的血脈情緣，且祭祖

是客家人表達對先祖無比崇敬之方式，是客家人「慎終追遠」精神之

展現。下午主辦單位安排至寧化景點「天鵝洞群國家地質公園」參觀，

天鵝洞群國家地質公園，位於寧化縣城東 28 公里處的湖村鎮內。因

其山形似天鵝且洞內鐘乳石如同天鵝羽毛潔白而得名，景區由天鵝

洞、神風龍宮、大慈岩、石屏洞、水晶洞、山澗一線天等近百個風貌

各異的溶洞組成，集自然景觀和人文資源於一體，並以自然景觀為

主，尤其以溶洞奇觀為最，是眾多溶洞的典型代表。被稱為「福建省

首屈一指地下岩溶藝術博物館」的天鵝洞，洞內鐘乳累累、石筍林立、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mfeed/hotwords/2013030599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mfeed/hotwords/2013030599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mfeed/hotwords/201211269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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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采萬千、風情萬種。我們於神風龍宮洞中搭上小船，划行間同時欣

賞洞中鐘乳石，其形態各異，唯妙唯肖，加上燈光點綴，美景勝收，

更顯示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參觀完天鵝洞後即回酒店用餐休息，結

束今日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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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石壁祖地祭祖大典 



14 

 

 

參觀天鵝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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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6日(第四天)：早上 8時 30分離開論壇主辦單位所安排之天

鵝國際大酒店，搭上由本會委員饒錦奇先生代為租來之遊覽車並經其

友人江天德先生引導出發至清流縣，第一站首先抵達至清流縣嵩溪鎮

青山村承遠休閒觀光農場參觀，此農場係臺商吳嘉城先生於 2012年

創建成立，農作物主要是種植臺灣果疏新品種橙寶蕃茄、水果玉米、

戴安娜西瓜、美濃瓜、白玉苦瓜等，吳先生對我們一行人非常熱情招

待並準備鮮甜美濃瓜、西瓜、飲料予我們享用，並介紹其種植技術及

產銷歷程。接著轉往清流縣嵩溪鎮塘背村森源蘭蕙公司參觀，此公司

由來自臺灣苗栗之吳森源先生於 2009年 3月投資 800萬元創建，面

積約 500畝，是一個集蘭花組織培養、自動化煉苗、蘭花培育於一體

的現代化國蘭基地，在其帶領下參觀無菌操作室、子瓶室、母瓶室、

配藥室、消毒室、緩衝間及煉苗室等研發中心，其培育方法主要是引

進臺灣科技組培技術，培育春蘭、春劍、四季蘭、蕙蘭、墨蘭等，銷

售通路為中國大陸各大中城市並出口至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國家。第

三站再往九利油脂有限公司參觀，該公司成立於 1997年 10月，是一

家集生產、加工、銷售為一體的茶籽油專業生產公司，其產品除了茶

籽油外尚有利用茶籽開發製成之沐浴乳、洗髮露及茶籽玉米油等加工

品，在這裡瞭解到從山茶籽篩選、清理剝殼、冷榨，毛油、過濾、脫

臭脫色到成品等製油一系列過程。陸續參觀完農場、蘭園及製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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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接著前往客家祖山－靈臺山，靈臺山以其悠久的客家淵源和深厚的

客家文化，被譽為「客家祖山」和「客家發源地」，靈臺山客家文化

城建設有高 46米的露天定光大佛、定光佛朝聖廣場、客家文化廣場、

客家美食長廊、客家村落、客家宗祠、客家博物館、遊客服務及管理

中心及停車場等，充分展示客家淵源客家文化客家民居以及客家美

食，而由朝聖廣場通向定光大佛坐像共有四層臺階，每層 168級，總

共 672級，為佛教 7的 96倍數，臺階中央四個斜坡層面上鋪設的是

花崗岩石材浮雕宗教圖騰，寓意四季平安，事事如意；圖騰依次為古

代青龍、蒼龍、鳳凰、麒麟，整體闡述了歷年來的客家之路，讓我們

了解到客家人從北南遷的堅苦歷程。參觀完後已近中午，隨即於清流

縣用餐，用餐後與江天德先生道別即出發轉往武平，到達武平即前往

該地均慶院參訪定光古佛。定光古佛，是閩西汀州客家人之重要守護

神，人稱「定光佛」、「定光佛祖」、「定公古佛」、「定光大師」等，其

人是五代末、宋初的高僧，雖是閩南人，但其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汀

州弘法，在世時，已被閩西、贛南、粵東等地不少信徒視同神明，信

徒極多，並為之建造殿宇，踴躍供養。圓寂後，便成為汀州的重要鄉

土神明。而來臺的汀州客家人也奉其為守護神，至今已成為海峽兩岸

客家人進行文化交流和連繫的重要媒介。參拜完定光古佛後即前往用

餐，用完晚餐後則於武平縣入住下榻酒店休息，結束今日之行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A9%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A9%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A9%E5%8D%97%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3%E5%AF%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6%98%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88%E8%AD%B7%E7%A5%9E&action=edit&redlink=1


17 

 

 

參觀承遠休閒觀光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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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森源蘭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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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九利油脂有限公司 



20 

 

 

參觀客家祖山－靈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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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定光古佛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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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月 17日(第五天)：用完早餐後於 8時 30分離開酒店，經高速公

路前往南靖縣參觀客家古民居－土樓建築，抵達後先用午餐，然後再

經由當地旅行社安排搭乘專車前往景點參觀，首先到位於南靖縣書洋

鎮上坑村稱作「四菜一湯」的田螺坑土樓群，由步雲樓、振昌樓、瑞

雲樓、和昌樓及文昌樓組成，它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

相生次序建造的一方四圓土樓，於 200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是

獨具特色的建築形體組成的經典之作。接著到第二個景點－塔下村，

塔下村風光秀麗有小橋流水人家之景觀，是「一水依兩岸」狹長地帶

之古村落地形，有「閩南周庄」的美譽，塔下村張氏家廟德選堂是目

前中國可見到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姓氏祠堂建築之一。接再參觀東倒西

斜－裕昌樓，該樓建于 1308年，是福建現存最古老的土樓，共有五

層 18.2米，房室 269間，全樓有五部樓梯，其特點是柱子東倒西歪，

最大傾斜度為 15度，看起來搖搖欲墜，但經過七百年風雨侵蝕和無

數次地震的考驗，至今依然堅固，成為古民居建築的活標本，最後因

時間關係只能在參觀完裕昌樓後結束南靖土樓之旅。接著驅車經高速

公路往廈門前進，抵達後訪問廈門市客家經濟文化促進會，與其進行

雙方意見交流，瞭解其客家會務運作，並藉以促進雙方感情，凝聚兩

岸客家情誼，晚餐後即入住廈門市客家經濟文化促進會代訂之白鷺賓

館，結束一日長途跋涉、充實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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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四菜一湯」的田螺坑土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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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塔下村 



25 

 

 

參觀東倒西斜－裕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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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8日（第六天）：今日早上中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臺

中代表團並無安排行程，由個人自由行動，用完餐後於酒店稍事休息

後散步至鄰近之中山公園，公園內正好在進行廈門市第十屆社會科學

普及宣傳活動周開幕式，活動中並有來自臺灣三太子表演，逛完公園

後即回酒店，於 12時與團員會合就近在白鷺賓館旁餐廳用餐，用完

午餐後，隨即租用遊覽車將一行人載往廈門五通碼頭，經通關手續後

搭乘下午 3時 30分八方輪船至金門，到達金門後由接駁遊覽車載往

土產店採購當地名產，接著至機場搭 6時 30分立榮航空 B70692班機

返回臺中，於 7時 30分抵達臺中清泉崗機場，在機場與中華海峽兩

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臺中代表團團員互道珍重再見，結束六天之行

程，為此次福建寧化、廈門論壇、祭祖及參訪之旅畫下圓滿句點。 

 



27 

 

住宿酒店：廈門市白鷺賓館

 

參觀廈門市中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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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市中山公園內第十屆社會科學普及宣傳活動周開幕式 

 

搭乘立榮航空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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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 

此次應邀參加第七屆「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暨第二十屆「石壁祖

地祭祖大典」及福建省參訪，藉由論壇論文發表、研討及專題演講瞭

解到專家學者對客家學術之研究、見解，其中包含客家源流、民俗、

服飾、名人、傳統信仰及飲食文化等，因學術研究是客家文化發展的

根本，整合客家學術研究的能量，用學術來支撐客家，客家才有發展，

才有創新、才有穿透力及傳承力。「祭祖大典」虔誠謁祖是表達客家

人對先祖的無比崇敬之情，全世界客家鄉親共聚寧化石壁、共襄盛

舉，有如全球客家大團圓。且論壇及祭組活動提供國際客家交流平

台，增進客家鄉親相互認識與了解，透過此活動對未來語言、文化、

產業、傳播行銷及海內外客家事務交流的推動與打拼將更有幫助。另

行程參觀農場、蘭園可看出台商在異地辛苦打拼所表現出客家人的硬

頸精神。另參訪定光古佛更讓我們了解到定光佛是兩岸客家人共同的

保護神，是客家人之信仰寄託。參觀土樓建築群更可看見客家先民對

建築之智慧。而拜會廈門客家經濟文化促進可增進雙方之感情，加深

雙方之合作。總之此行可謂收獲滿滿、充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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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一、日後如有類此論壇、祭祖或研討會，應持續派員參加與會，以便

將專家學者對客家學術之研究加以參考，藉以提昇本會辦理客家事務

之專業素養，對傳承客家文化、弘揚客家精神將更有助益。 

二、加強與海外及大陸客家社團之交流活動，以合作凝聚客家意識及

拓展客家文化、經濟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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