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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為開拓客家文化傳承、保存及推廣工作之視野，並增進兩岸客家

文化交流，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應福建武平縣客家聯誼會之邀

至大陸廣東、福建進行雙方客家文化交流及考察訪問當地客家文化建

築，行程中安排至福建南靖參訪客家土圓樓如俗稱「四菜一湯」之田

螺坑土樓群、東歪西斜-裕昌樓、廣東大埔泰安樓，讓我們了解客家

先民之智慧及客家傳統古民居建築型式，參訪大埔博物館以瞭解原鄉

大埔的人文歷史、民俗風情、文化藝術、山水風光、風物特產等。另

外從參訪謝晉元將軍紀念館、故居及丘逢甲故居，更可了解到廣東蕉

嶺之客家人人才輩出，如清末抗日志士羅福星、教育家丘逢甲及抗日

民族英雄謝晉元將軍皆是來自廣東蕉嶺之客家人，從故居文物展示中

更可體會其等英雄事蹟，使我們同為客家人亦為之驕傲。藉參訪定光

古佛，認識客家人保護神，是客家人共同的信仰，海峽兩岸交流的重

要橋樑。在梁野山及雁南飛茶園、橋溪古韵體驗自然生態及客家傳

奇。而與武平縣客家聯誼會及閩西客家聯誼會交流，透過交流活動與

分享，凝聚雙方情感，讓大陸客家社團瞭解本會正在臺中市推動之客

家文化發揚與傳承工作，藉以行銷臺中客家，宣揚臺中市城市之美，

提升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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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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委員 江俊龍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專門委員 魏瑞伸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組長 劉光裕 

 

叁、目的 

   臺中市客家人口數約 48.2萬，佔臺中市總人口比例 17.6%，具有

「四海大平安」等 5種客語族群，並且以大埔為主體，是全臺大埔客

家語言與文化匯聚之地，有其相當之地域特殊性。客家人在歷經五次

遷徙後輾轉遷移至臺灣甚至全世界，而本市客家人其祖籍大多來自福

建龍岩、武平及廣東大埔、蕉嶺、梅縣等地，可見海峽兩岸之客家人

是同宗同源血脈相連、淵源深厚，具有濃郁的血脈情緣。探訪大陸客

家原鄉，讓我們了解到源自何方，尋根溯源，並藉此探究原鄉廣東大

埔、蕉嶺、梅洲及福建龍岩、武平等地目前現狀、建設及未來發展方

向。而客家土樓係客家傳統古民居建築，據研究係具有聚族而居、安

全防衛、防風抗震、冬暖夏涼、教化育人、環保節能等功能之客家古

民居建築，其建築型式及其設計、維修，對於本會未來如有興建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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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或古蹟保修及文物保護工作實具有參考價值。而此行藉由參觀原

鄉的建築文化及與客家社團的交流、互動，期望能凝聚客家意識，發

揚客家精神，透過雙方的經驗分享，進一步傳承與提升客家文化，達

到共同推展兩岸客家文化融合，促進文化交流的最高目的。 

肆、過程 

8月 1日(第一天)：早上 6時 30分於臺中清泉崗機場經通關手續後

搭乘 07：00立榮航空班機至金門。於 8時 00分抵達金門尚義機場，

稍作休息後接著前往金門水頭碼頭搭乘 10時 00分船舶（新東方）至

廈門五通碼頭。於 10時 30分抵達廈門，完成入境檢查、通關手續後

搭上遊覽車，驅車經高速公路往福建永定前進，前往福建省永定南靖

土樓，於下午 3時左右抵達南靖田螺坑土樓群。搭乘景區專車前往觀

景台，由觀景台往下望，可看到一方四圓造型之土樓，其由方形的步

雲樓和圓形的振昌樓、瑞雲樓、和昌樓及橢圓形的文昌樓組成，係依

據戴震《考工記圖》中的「明堂五室」進行規畫佈局，按照金木水火

土五行相生次序建造，是福建土樓中最美的形體組合，又稱作「四菜

一湯」，於 200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接著參觀東歪西斜-裕

昌樓，裕昌樓建於 1308年，是福建土樓現存最古老的土樓，裕昌樓

共有五層 18.2公尺，房室 269間，全樓有五部樓梯，分為五大卦，

底層廚房內設有水井共 22口，是福建土樓中水井最多的土樓，裕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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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最大的特點是柱子東倒西歪，最大的傾斜度為 15度，看起來搖搖

欲墜，但經受七百年風雨侵蝕和無數次地震的考驗，至今依然如故，

有驚無險，成為古民居建築的活標本。結束上開行程後入住永定客都

溫泉酒店休息。 

 

南靖田螺坑土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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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東歪西斜-裕昌樓 

8月 2日（第二天）：早餐後，搭車前往廣東省大埔縣參觀泰安樓，

泰安樓建於清乾隆二十八年，座東北向西南，磚石木結構樓，呈正方

型，長 49公尺寬 52.6公尺，占地面積 2577平方公尺，建築面積 5136

平方公尺，樓高三層 11公尺，共有房間 200間，因樓外牆為石牆，

故俗稱為石樓，樓內中軸線主體建築為平房，其四周有天井，三層樓

房將平房環繞在中間形成樓中有屋的的格局樓兩側各有一書齋為讀

書求學的場所該樓建築風格獨特規模宏大設計精巧聚式群居便於防

衛功能齊全文化內涵豐富在世界民居之林中獨樹一熾，是大陸和世界

建築史上文化瑰寶。參觀完泰安樓後接著前往位於大埔西湖公園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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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騰坑口之大埔博物館參觀，博物館建築共三層，第一、二層為展覽

區，三層為辦公區。展區內設有千年古邑、人文秀區、民居大觀、客

風奇葩、粵東瓷都、華僑之鄉、綠色希望等展廳，以圖片、實物、模

型、聲像等形式展出大埔的人文歷史、民俗風情、文化藝術、山水風

光、風物特產等，充分展示大埔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人文薈萃。下午前

往三河壩古鎮前進，三河鎮位於大埔縣西部，距離大埔縣城 17公里，

因汀江、梅江、梅潭河在此匯合成韓江而得名三河（又稱三河壩），

這一名稱據說始於唐朝。因三河上通閩贛、下抵潮汕，向為粵東水路

交通要衝、兵家必爭之地，明朝嘉靖年間設有司城。眾多重大歷史事

件和名人與三河有深切的交會，保存有明代古城牆、中山紀念堂、三

河壩戰役紀念園等。三河人文歷史久遠，嶺南才子張丹崖、才女詩人

范荑香等在此留下佳話。其中韓江源標誌位處梅江、汀江、梅潭河匯

合處，該標誌建築分基座平台和石雕母親像兩大部分，基座分為九

環、九級的半圓形石砌平台，置石雕母親像於其中，造型為普通客家

婦女背牽子女的形象，雕像面向東方，沐朝陽而迎旭日，體現客家婦

女奮發圖強、勤勞堅韌，對光明美好的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晚上則

安排搭船夜遊梅江，梅江是梅州的母親河。梅江從梅州城的中間穿城

而過，梅江河畔景色宜人，沿江兩岸風景如畫、燈飾景觀迷人，風光

旖旎，因此夜遊梅江也成為到梅州旅遊必遊的特色旅遊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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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樓 

客家母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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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遊梅江 

8月 3日（第三天）：早上搭車前往梅縣遊覽雁南飛茶田及橋溪古韵，

雁南飛茶田度假村位於廣東省梅縣雁洋鎮境內，雁南飛茶田聚天地靈

氣，攬自然之優，創造了其獨特的茶田風光，客家文化，建築藝術，

及經典客家美食，將農業與旅遊有機結合，融茶葉、水果的生產、園

林綠化和旅遊度假於一體的生態農業示範基地和旅遊度假村。沿著雁

南飛渡假村道路往上走，山頂處有一橋溪古韵，橋溪村是梅州東北部

雁洋鎮的一個自然村落，其中最顯眼的便是沿山而建的數幢客家式古

建築，而最有特色的客家民居建築當屬繼善樓，繼善樓是橋溪村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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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建築群中的客家傳統民居建築形式之一，清光緒二十八年興建民國

三年竣工，是村中寶善樓朱氏後裔為秉承父志而興建，故名繼善樓，

座北朝南，總占地面積 2450平方公尺，主體建築面積 1710平方公尺，

附屬建築面積 300平方公尺，平面布局為多軸線，橫向長形，中軸對

稱，正立面，為硬山式凹式，軒廊大門批檐式、小蠻側，立面為懸山

式灰瓦面夯築土木石結構共有房間 70間大小廳堂 32間天井 9個，是

典型的客家傳統民居建築，一二層，六合槓式樓房，村中俗稱杠樓(含

附屬建築) ，其特別之處，在左側外門樓對稱，挖一方一圓的水井，

寓意天圓地方。該樓內外飾集木雕、石雕、瓷雕、彩塑等工藝于一體，

書法、壁畫、牌匾等，端莊典雅而富有書卷氣，民族氛圍濃厚。午後

前往謝晉元將軍故居參觀，故居座落在蕉嶺縣新鋪鎮尖坑村芳塘子，

屋名「儒林第」，俗稱「三幢屋」，佔地面積 1250 平方米，為一座坐

西朝東，二進院落式民居左右有兩廳對列，10 個房間，2 個天井。

謝將軍最為人矚目之事蹟為民國 26 年淞滬會戰中率領八百壯士死守

四行倉庫，表現出軍人堅忍不拔的精神，鼓舞中華民族艱苦抗戰、抵

抗日軍侵略的鬥志。內陳列謝晉元將軍的生平照片及率八百壯士堅守

四行倉庫抵抗日軍時的史跡照片。接著前往丘逢甲故居參觀，丘逢甲

祖籍嘉應鎮平(今廣東蕉嶺)，1864年出生於今臺灣省苗栗縣銅鑼鄉，

其故居位於廣東省梅州市蕉嶺縣文福鎮逢甲村，建於清光緒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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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占地面積約 3000平方公尺，建築面積約 1800多平方公尺，共計

55 間 2 堂，是一幢坐西朝東，沙灰瓦木結構，兩堂四橫一圍的客家

圍龍屋。正門名為培遠堂，是清末翰林溫仲和書，兩側對聯：培栽後

進；遠繼先芬為丘逢甲自擬。故居內陳列圖片、文字、史料及研究書

籍等，展示抗日志士、愛國詩人、教育家丘逢甲光輝的一生。 

 

橋溪古韵之繼善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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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溪古韵之繼善樓 

 

謝晉元將軍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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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晉元將軍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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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逢甲故居 

8月 4日(第四天)：早上搭車前往獅岩景區參觀，獅岩景區位於武平

縣岩前鎮靈岩村，距武平縣城約 41公里，占地面積約 150畝，包含

天王殿、鐘樓、鼓樓、千佛殿、定光古佛殿、何仙姑亭等。景區內有

一座石峰聳立，峰內有一大岩洞，從高處俯瞰酷似一頭碩大的雄獅席

地而臥，昂首張口，故稱為獅岩，古稱南安岩或南岩石洞。獅岩是客

家人的守護神-定光佛卓錫地、何仙姑成仙處。景區的核心是均慶院，

建於宋太祖乾德二年，是定光佛開設的道場，也是定光佛信仰的發源

地，惟此行遺憾的是，均慶院正在整修，以致無法入內一窺全貌。定

光佛俗名叫鄭自嚴，11歲時出家為僧，82歲時圓寂，在世時，民間

就流傳他種種神奇故事和傳說，如祈雨救旱、活泉治水、馴服野獸、

治河護航、賜嗣送子，圓寂後百姓收舍利遺骸塑為真像，頂禮膜拜，

隨著客家人繁衍遷徙，定光佛信仰也由岩前於明清時期傳入臺灣，如

彰化定光廟及淡水的鄞山寺。在定光佛廟由住持釋演道親自接待，本

會江主委並致送本市名產太陽餅，接著由住持引導至廟中向定光佛焚

香膜拜，完後至會客室交流，雙方互動熱絡，住持並向本會江俊龍主

委介紹目前定光佛廟、均慶院之建設，並邀請江主委於簽名冊中題名

留念，離開定光佛廟，隨即前往用餐。下午來到中山鎮，中山鎮位於



14 

 

閩粵贛邊界客家地區，是千年文化古鎮，素有「小京城」美稱。人口

僅 2萬多，方圓不過十里，卻聚居著 102個姓氏人家，在全大陸各地

鄉鎮絕無僅有。此行來到中山古鎮之百姓園區，廣場主要用於舉辦祭

祀活動及民俗文化演出，園區內設有百姓眾祠，眾祠外面放置石塊磨

製的天燈(又稱為宮燈)，寓喻添丁之意，內有祭祀炎黃二帝，另擺放

著 200多個姓氏牌位，象徵著無論任何姓氏皆為炎黃子孫。參觀百姓

眾祠，讓我們了解到宗祠是宗族血脈所繫，是宗族盛衰的標誌，是先

祖神靈安息的場所，是我們每一姓氏宗族祖先的根，也是我們祭祀祖

先，弘揚古聖先賢文化，教育子孫立志成材的場所。傍晚時分至武平

縣客家聯誼會拜會，由該會童躍華會長及賴桂瑢秘書長等會內同仁接

待，雙方在其會議室會面互動交流，由童躍華會長介紹武平縣客家聯

誼會目前會務運作情形，並與本會江俊龍主委就兩地客家文化傳承、

保存之推動，交換意見、經驗及分享心得，藉以促進雙方感情，凝聚

兩岸客家情誼，江主委並於歡迎會中向其等宣傳 2020年臺灣燈會將

在臺中舉辦，屆時燈會中並有客家燈區之設置，當場邀請武平縣客家

聯誼會於燈會期間組團來臺中參加燈會，觀賞含客家燈區在內之各種

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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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光古佛廟 

 

 

 

 

 

 

江主委致贈定光古佛廟住持本市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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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主委應定光古佛廟住持之邀題名留念 

 

 

 

 

 

參觀中山鎮百姓眾祠 



17 

 

 

與武平縣客家聯誼會交流 

8月 5日(第五天)：用完早餐後前往梁野山，梁野山又稱為梁野仙山，

座落於閩粵贛結合處的武平縣境內，武夷山脈最南端，總面積 14365

公頃，主峰海拔 1538.4公尺，是武平第一高峰，區內動植物資源豐

富，以山雄、水美、石奇、樹怪著稱，素有天然綠色基因庫、野生動

物避難所、北回歸線上的綠色明珠和客家人的香格里拉等美譽，景區

內山林青翠、溪水清澈、空氣清新、負氧離子豐富，行走其中，享受

到無法以金錢購買之綠色芬多精，因此梁野山在大陸被譽為天然氧

吧。景區內之通天瀑，瀑布落差百米，瀑聲高遠、震耳欲聾、水霧瀰

漫、氣勢磅礡，有東南第一瀑的美稱。峽谷兩邊時而密林遮日、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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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崖林立，令人歎為觀止、流連忘返。參觀完梁野山後接著前去參訪

鍾氏總祠，鍾氏總祠為本市東勢區鍾永祥中醫師之大陸武平鍾家祠

堂，鍾醫師早年從大陸武平來到臺灣，並在臺中東勢定居執業中醫，

在世時，人雖在臺惟心仍念念不忘老家之建設、動態，經常出資回饋

老家，以幫助武平老家各項建設，包括中醫院之設立、祠堂之修建等，

讓鍾氏族人時時感念在心，此行由鍾永祥之子鍾箴皓先生引介前往，

抵達鍾氏總祠時，由鍾永祥醫師之弟及其族人出面接待，鍾氏族人非

常好客，準備弦樂演奏及多樣水果招待，並分享鍾永祥醫師回饋地方

的種種事蹟，讓我們一行人得以體會鍾醫師為人無私無我之奉獻、高

貴之情操。下午則前往古田鎮參訪廖氏宗祠，廖氏宗祠又稱為萬源

祠，座東朝西，磚木結構，有庭院前後廳左右廂房，建構完美，飛簷

翹角，天花板上彩繪了龍鳳呈祥圖案以及三國演義故事。宗祠外面，

其右前側有一口飲水井，因處黃龍口又稱為「龍井」，旁有一半月池

及池塘，池塘長有中午開花的「午時蓮」而叫「蓮池」，徜徉其中，

賞心悅目，讓人有心曠神怡的感覺。晚上入住龍岩華美達酒店，晚餐

就在酒店內之餐廳用餐，用餐時閩西客家聯誼會會長劉友洪連同副會

長盧滇一起前來致意，雙方一同用餐，互動熱烈，並期許未來要加強

兩會間之交流，以凝聚客家意識，共同為傳承客家文化努力，江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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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特別致贈其著作於劉會長留念，並向其邀約歡迎明年組團到臺中，

欣賞燈會。 

 

 

 

 

 

 

 

 

 

 

 

拜訪鍾氏總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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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野山風景 

 

  梁野山景區之通天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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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氏宗祠及其旁之龍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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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氏宗祠之半月池及蓮池 



與閩西客家聯誼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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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6日（第六天）：今早為趕赴搭往金門之船班，於 7點 30分即出

發往廈門前進。經過約 3個鐘頭車程，於 10點 30分抵達廈門五通碼

頭，搭乘上午 11時 30分之新東方客輪至金門，午餐後隨即安排至莒

光樓參觀，莒光樓為金門精神堡壘，於民國 41年為表彰金門歷次戰

役英勇官兵之事蹟而興建，是一仿古宮殿式的三層樓建築，館內珍藏

金門歷史文物及觀光資源並有鎮館之寶青天白日勳章。參觀完莒光樓

後隨即前往金門酒廠，酒廠由廠長親自接待，並引導我們至貴賓室聽

取簡報介紹酒廠沿革及產品。酒廠參觀後前往翟山坑道，翟山坑道內

由人工穿鑿，工程雄偉，全長 101公尺，寬約 6公尺，高約 3.5公尺，

水道呈 A字型，全長 357公尺，寬約 11.5公尺。坑內有停靠碼頭，

戰時可供登陸小艇搶灘運補，於民國 87年 7月正式開放供旅客參觀。

參觀完翟山坑道稍作休息即往機場搭 19時 50分立榮航空班機返回臺

中，於 20時 50分抵達臺中清泉崗機場，結束六天之行程，為此次福

建永定、武平、龍岩及廣東大埔、蕉嶺、梅州傳統客家建築參訪及客

家團體交流之旅畫下圓滿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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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莒光樓 

 

 

 

 

參觀金門莒光樓 

 

 

 

 

 

 

參觀金門酒廠 



25 

 

 

 

 

 

 

 

 

 

 

 

 

 

 

金門翟山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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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 

    此次考察訪問客家土樓，讓我們可以近距離觀察世界文化遺產，

並且看到客家祖先為適應南遷之特殊社會環境，同脈血源聚集而居的

建築型態及客家原生態的民風民俗，而從參訪過程中藉以瞭解當地保

存及維護客家傳統文化、傳統建築的情況，以及保留至今之成果。從

此行至客家原鄉看見丘逢甲、羅福星烈士及謝晉元將軍等人以及海外

名人如香港企業家、慈善家田家炳博士及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祖籍皆

是分別來自廣東梅州蕉嶺縣及大埔縣，從其事蹟看見客家人辛苦打拼

所表現出客家人堅忍不拔的硬頸精神，可作為客家人學習之典範。另

從參訪雁南飛茶田、橋溪古韵、梁野山等生態景區，搭乘電動車入園

避免汙染，體驗自然生態保護之成果，享受充滿負離子的清新空氣，

從中了解到觀光旅遊應與生態保護並重，創造雙贏。而拜會武平縣客

家聯誼會及閩西客家聯會，與其互動交流，增進雙方對客家文化深度

互動與了解，找出共同合作機會契機，促進雙方友好關係，成為本市

與大陸間之客家文化交流橋樑。總之此行所見所聞，將對本會未來推

動客家傳統文化保存、推廣及館舍經營管理、文物保護、產業等客家

政策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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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一、定光古佛為客家人的保護神，是海峽兩岸交流的重要橋樑和樞

紐，常年香火不斷，海內外客家信仰者每隔一兩年皆會在定光古佛廟

舉辦大型廟會或定光佛文化節，建議本府日後如獲邀請，應派員參與

該盛會，以表示本市對客家信仰之重視。 

二、未來應加強與大陸客家社團甚至擴及到東南亞、全世界之客家社

團互動交流、以合作凝聚客家意識及拓展客家文化、經濟之內涵，藉

以宣揚臺中城市之美，進而帶動觀光產業之發展。 

三、丘逢甲與臺中客家關係深厚，本會應著手調查整理文獻，並訪問

其在臺後人有關丘逢甲之事蹟及詩文，維護重要的文化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