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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5 至 108 年客家社團女性領導人數概況分析 

壹、前言 

每當外界對於客家女性多會給予肯定，讚譽客家女性為好妻

子、好母親，甚至是好媳婦。有「家頭教尾」、「田頭地尾」、「灶

頭鑊尾」、「針頭線尾」等論述。更有「四頭四尾」集養育、農務、

廚事、縫紉於一身的好形象，來稱讚客家女性的犧牲奉獻以及勤

儉能幹。 

隨著社會的進步，兩性平權思想的發展，客家女性在現代社

會中的經歷，確實有別於傳統的刻板印象，尤其在參與客家社團

的運作已不是躲在男性之後，而是積極參與突顯自我，綜觀本市

客家社團的成員均以女性占多數比，更因女性意識的抬頭與地位

的提升，有多位優秀女性勇於出面擔任社團領導人，帶領社團推

動客家文化朝更榮耀、更有效益的境界運作發展。 

貳、現況研析 

一、本市 94 至 104 年客家社團女性參與人數及擔任領導人數概述 

本會自 94 年成立以來積極輔導各行政區成立 80 個客家社

團，同時鼓勵各社團辦理客語文化活動，開辦客家歌謠及舞蹈培

訓，協助本會推廣客家語言文化、振興客家傳統民俗技藝，公私

齊力讓更多人認識優美的客家。 

（一）本市客家社團 94 年至 99 年（縣市合併前），客家社團數和

女性擔任社團領導人數比較 

年度      項目 社團數 
女性領導人

數 
比率 

94 12 3 25% 

95 17 5 29% 

96 23 6 26% 

97 28 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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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30 9 30% 

99 33 11 33% 

（二）本市客家社團 100 年至 103 年，客家社團數和女性擔任社

團領導人數比較 

年度      項目 社團數 
女性領導人

數 
比率 

100 55 17 31% 

101 59 18 31% 

102 66 19 29% 

103 69 19 28% 

104 71 22 31% 

（三）綜觀本市 94 年至 99 年客家社團女性領導人數，從 3 人成

長到 11 人，比率從 25%成長到 33%，縣市合併後，雖然客

家社團數大增，但因為原高雄縣美濃鎮屬鄉下地方，成立

的客家社團大部分以男性為領導人，經過本會不間斷的鼓

勵與輔導，原縣區的客家社團女性領導人逐年的增加，但

仍有成長的空間。 

二、本市 105 至 108 年客家社團女性參與人數及擔任領導人數概

述  

（一）本市客家社團 105 年至 108 年，客家社團數和女性擔任社

團領導人數比較 

年度     項目 社團數 
女性領導人

數 
比率 

105 72 2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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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72 26 36% 

107 75 26 35% 

108 80 27 34% 

（二）本市客家社團 105 年至 108 年，優秀女性擔任社團領導人

的社團名稱，詳細情形如下： 

1.105 年輔導本市 72 個客家社團運作發展，鼓勵優秀女性擔任社

團領導人，計有高雄市客屬美濃同鄉會、高雄市花木藍客家藍

染發展協會、高雄市漳元客家美食協會、高雄市客家教育文化

協會、高雄市菜公客家民俗國樂團、樂線綜藝團、欣采樂綜藝

團、真情綜藝團、月荷綜藝團、高雄市美音濃情綜藝團、走馬

蓋文化藝術團、高雄市歡樂客家成長團、新桃苗揚客南胡樂團、

月光山合唱團、客家好音圓合唱團、雙溪客家文化藝術團、文

華客家藝術團、高雄市美濃長青健康協會、高雄市美濃混聲合

唱團、美濃婦女合唱團、高雄市傳唱客家民俗藝團、美濃客家

山歌班、高雄市美濃區月光山舞蹈藝術研究社、高雄市月光山

書畫藝術學會等 24 個社團(33%)由女性擔任領導人。 

2.106 年輔導本市 72 個客家社團運作發展，鼓勵優秀女性擔任社

團領導人，106 年 1 至 9 月計有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

金會、高雄市客家四畝田協會、高雄市漳元客家美食協會、高

雄市客家教育文化協會、高雄市客家文化藝術團、高雄市菜公

客家民俗國樂團、樂線綜藝團、欣采樂綜藝團、真情綜藝團、

月荷綜藝團、高雄市美音濃情綜藝團、走馬蓋文化藝術團、高

雄市歡樂客家成長團、新桃苗揚客南胡樂團、月光山合唱團、

客家好音圓合唱團、雙溪客家文化藝術團、文華客家藝術團、

高雄市美濃長青健康協會、高雄市美濃混聲合唱團、美濃婦女

合唱團、高雄市傳唱客家民俗藝團、美濃客家山歌班、高雄市

美濃區月光山舞蹈藝術研究社、高雄市月光山書畫藝術學會、

高雄市好客薪傳文創產業發展協會等 26 個社團(36%)由女性擔

任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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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 年輔導本市 75 客家社團運作發展，鼓勵優秀女性擔任社團

領導人，計有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高雄市鳳

美客家事務協會、高雄市客家四畝田協會、高雄市客家教育文

化協會、高雄市客家文化藝術團、高雄市菜公客家民俗國樂團、

樂線綜藝團、欣采樂綜藝團、真情綜藝團、月荷綜藝團、走馬

蓋文化藝術團、陸豐客家八音劇團、高雄市歡樂客家成長團、

新桃苗揚客南胡樂團、月光山合唱團、客家好音圓合唱團、雙

溪客家文化藝術團、文華客家藝術團、高雄市美濃長青健康協

會、高雄市美濃混聲合唱團、美濃婦女合唱團、高雄市傳唱客

家民俗藝團、美濃客家山歌班、高雄市美濃區月光山舞蹈藝術

研究社、高雄市月光山書畫藝術學會、高雄市好客薪傳文創產

業發展協會等 26 個社團(35%)由女性擔任領導人。 

4.108 年輔導補助本市 80 個客家社團運作發展，鼓勵優秀女性擔

任社團領導人，計有高雄市屏東客屬同鄉會、高雄市鳳美客家

事務協會、高雄市客家海陸協會、高雄市客家四畝田協會、高

雄市客家教育文化協會、高雄市客家文化藝術團、高雄市菜公

客家民俗國樂團、樂線綜藝團、高雄市桂陽客家綜藝團、欣采

樂綜藝團、真情綜藝團、月荷綜藝團、走馬蓋文化藝術團、高

雄市歡樂客家成長團、新桃苗揚客南胡樂團、月光山合唱團、

客家好音圓合唱團、雙溪客家文化藝術團、文華客家藝術團、

高雄市美濃長青健康協會、高雄市美濃混聲合唱團、美濃婦女

合唱團、高雄市傳唱客家民俗藝團、美濃客家山歌班、高雄市

美濃區月光山舞蹈藝術研究社、高雄市月光山書畫藝術學會、

高雄市好客薪傳文創產業發展協會等 27 個社團(34%)由女性擔

任領導人。 

5.本市客家社團 105 年至 108 年人數及男女性別比（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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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6.本市 105 年至 108 年客家社團數和女性領導人數表較（如圖 2） 

（圖 2） 

三、客家社團女性領導人的特質及優秀事蹟 

（一）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黃桂香董事長 

高雄市政府為融合客家族群及推展客家傳統文化之目的，設立

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致力於推動各項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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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包含經營管理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辦理全國客

家日、客家祈福祭典及還福祭典等客家文化活動，以及促進海內

外客家社團交流等。該會於高雄深根經營十餘年，106 年 8 月份董

監事改選，首度由黃桂香女士脫穎而出擔任董事長，開創新氣象。 

黃女士長年積極參與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及活動，於數個客家

文化團體擔任要職。曾任世界客屬總會高雄市第 11 屆常務理事及

第 12、13 屆理事，該會係以聯絡世界崇尚自由之客屬人士，發揚

傳統忠義精神團結合作，共謀國內外文化交流與經濟發展為目

標。另曾任社團法人高雄市新桃苗同鄉會第 12、13 屆理事長，同

鄉會以桃園、新竹、苗栗三縣市旅居高雄客家同鄉之情誼聯繫，

辦理多項聯誼、讀書會及交流活動。高雄市的客家社團發展蓬勃，

現今已有 80 個社團，社團領導人早年以男性為主，在多年來積極

培力女性參與公共事務之下，其中已有 27 個社團是由女性擔任領

導人，女性主管人數逐年提升。黃女士長年參與客家社團事務，

累積公共服務經驗，憑著個人之努力及付出，受到許多客家先進

前輩認同，首次當選基金會第一位女性董事長，還同時擔任世界

客屬總會副理事長、世界客屬總會高雄市分會第 14 屆理事長、高

雄市客家文化藝術團團長及新桃苗揚客南胡樂團團長等，為高雄

市客家文化事務貢獻良多。身兼多項要職，60 歲的黃女士總是精

力充沛，從不說累，她認為能投入喜愛的客家事務，提攜年輕客

家子弟，傳承寶貴的客家語言和文化，就是她的生活動力來源，

且透過其細膩的思維及積極創新風格，為客家領域帶來一番新氣

象! 

於基金會董事長任內，積極辦理多項客家文化活動，茲列舉 2

項足堪代表敘述如下： 

1.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 20 週年館慶活動： 

客家文物館歷經 20 年以來，以推廣客家語言文化、凝聚鄉

親情感為目標，在高雄都會區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多年來文物

館見證了客家社團的蓬勃茁壯，也是市民接觸客家文化的橋樑，

黃女士為慶祝客家文物館成立 20 週年，計辦理下列 2 項活動。 

（1）文物館 20 週年館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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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舉辦

的「客家文化的傳承與創新」論壇，

邀請專家學者發表「從六堆客家聚落

發展特色論地域計畫的必要性」、「

客家香花植物在發展休閒療癒體驗

活動之可行性評估研究」、「南部客家

聚落整合發展與文化傳承」、「客家學

人陳寅恪及其《論再生緣》研究：客

家精神之詮釋與再現」、「探究馬來半島客家聚落的演變:以河婆

客家人為例」、「客家族群文化認同對客家文創產品購買意願之研

究」等 6 篇論文，場內座無虛席，吸引 300 多位鄉親及客家後生

「回娘家」共襄盛舉。 

（2）文物館 20 週年館慶動態活動 

活動邀集客家鄉親及在地居

民穿著客家風服飾，在三信家商樂

儀隊及義民廟大鼓隊引領下踩街

進場，展現客家人團結互助的精

神，接著由歌手彭佳霓以優美的客

家歌曲揭開序幕。活動中邀請了揚

客二胡樂團等多個歌謠及藝文團

體精采演出，週邊則有打粢粑等多

樣親子 DIY 體驗活動及客家文創手工藝品展售，中午更準備了粄

條，免費請民眾品嚐，讓許多大小朋友直呼很有「客家味」! 

2.107 年大高雄唱歌尞天穿～高雄哈客嘉年華會活動 

農曆正月二十日是「天穿日」，

也是全國客家日，透過邀請客家社

團、新住民及閩南等不同族群表

演，落實全民參與共慶天穿，發揚

客家優美文化的精神。現場氣氛相

當熱鬧。各式表演團隊展現不同族

群服裝特色及精彩演出，加上特色

攤商、高雄優質農特產品、園遊會等，吸引許多民眾參與，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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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能讓各族群更瞭解高雄在地客家文化，並打響高雄新客家文

化園區及客家文物館的知名度與能見度，更能展現社會多元文

化。 

（二）月光山合唱團劉靖渟團長 

高雄市客屬美濃同鄉會前任理事長劉靖渟女士，自幼生長於

高雄美濃，擔任國中老師，在教育服務上班過程中，老天並未眷

顧劉理事長，任職期間讓她經歷經過前夫家庭的債務及難解的家

庭問題、罹患早期胃癌、美國研究所學業中斷、離婚、獨力撫養

兩個孩子等事件，劉理事長在生活及心境上歷經苦難，對生命也

有了深刻的體悟，或許很多人會因此受挫低頭，但她卻充分展現

客家婦女不輕易低頭的韌性與毅力挺了過來，甚至在退休之後展

開更為燦爛的第二人生。 

退休後開始學習繪書，也參與社團的活動，並曾辦三次個人

繪畫展覽，除了每年參與美術學會聯展外，也在法國、加拿大、

新加坡參展過。108 年更參加客家委員會舉辦「心景•新境」北中

南的客家美展。在 104 年至 106 年擔任高雄市客屬美濃同鄉會的

理事長，在所有榮譽理事長們及理監事顧問全力支持及客家委員

會與本會的協助下，完成了多項創新活動，茲敘述如下： 

1.有感於美濃原鄉濃厚的書香氣息，博士之鄉文風日漸淡薄，客

語使用更是漸漸消失，在其肩

負對客家文化責任的趨使下，

鑒於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

語言消失，文化可能就會隨之

凋零或消滅，復甦客語及文化

傳承刻不容緩，在現今多元文

化產業的年代裡，與其採取保

護弱勢的消極策略，不如更積

極主動地推廣，否則客語文化

終將有滅亡的一天，為保存客語及儒家優良文化之傳承，決定

在美濃地區九所國小舉辦客語讀經班，邀集客語薪傳師以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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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小朋友誦讀弟子規、唐詩等，引領出美濃地區學童讀經的風

潮，小朋友們高興學習並在期末呈現讀經的表演，效果非常好。 

2.為了推動感恩孝親的精神與理念，及讓鄉親及大專青年學子學

會感激媽媽的養育之恩及培養用

行動去表達對媽媽的愛，進一步

激發對母親的濃濃愛意，增進與

家人的感情，學會關愛媽媽，學

會感恩，因此利用母親節在美術

館辦理孝親感恩洗腳活動，讓許

多祖父母、父母及孩子們（三代人）感受到孝親的意義和溫暖

感恩的心情。 

3.為了讓美濃鄉親在藝文及手藝方面的才華可以展示出來，在客

家文物館舉辦持續兩個月的藝文展，內容包含了書法、繪畫、

攝影、雕刻、摺紙藝術、裁縫等，讓故鄉的親友及參觀的市民

朋 友 欣 賞 到 客 家 鄉 親 的 美 好 作

品。 

4.自 104 年擔任月光山合唱團團長

迄今，不僅致力於客家歌謠及舞

蹈的傳承工作，也因對歌唱有濃

厚的興趣，故將合唱團轉型為四

部混聲合唱及強化客家舞蹈，讓月光山合唱團逐漸成長茁壯，

進而參與各種比賽，尤其 107 年參加社會局舉辦的金齡歌唱比

賽中榮獲冠軍，更讓團員凝聚向

心力。108 年更首度參加客家委員

會舉辦的南方客家歌謠音樂季 -

交流觀摩賽，並在台南、高雄、

屏東參與的 70 個客家社團中，突

破重圍獲得「特優第一名」的佳

績，也讓月光山合唱團聲名大噪。 

綜觀劉理事長一生歷程，從小失恃、求學艱辛、身體積勞成

疾、婚姻不美滿等等，她都一一克服，展現出客家婦女在常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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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社會勞動及客家傳統文化薰陶下，鍛鍊出她們特有的勤儉、

刻苦和堅韌等特質的生活能力，更因時代更迭，社會觀念改變，

性別平等被社會大力宣揚，讓以男性為首的傳統客家社團，同意

由劉靖渟擔任理事長，2 年任期間所做的事比歷任男性理事長更多

更廣，影響深遠，同時劉理事長也因感恩幫助、鼓勵、支持她的

人，讓她能有這麼豐富精彩的人生經驗，願意盡己之力，繼續以

志工精神為社團服務奉獻，為美好的社會再盡一份力量。 

（三）走馬蓋文化藝術團楊秀春團長 

客家文化的傳承，是需要向下紮根由孩子們延續下去，楊秀春

團長時任瑞祥國小老師，有感於客家文化傳承不易，特籌組走馬

蓋文化藝術團，招收團員以國小低年級及中年級學童為主，加入

的學童必須客語認證初級以上及格，該團是一個以「非營利」、

「非菁英」、「常民化」和「在地化

」為宗旨的表演團隊，團員們利用課

餘時間練習，自力更生自給自足。提

供孩子們「客家夥房」般的同儕生活

記憶，要求孩子「長時間」投注心力

在這裡，去感受、去實踐和長時間對

話，孩子們可以自由的來來去去。103

年，該團於高雄市文化局正式註冊成立，目前全體團員約40人，

以「現代客家吹嘀」、「客家鑼鼓」、「客家樂舞」為表演特色

，以推動「客家常民樂舞表演」為主，是高雄市最為純粹的兒童

客家表演團體。 

此外，該團不惜高薪聘請高雄市

國樂團首席嗩吶手郭進財大師和打

擊手楊絢雯老師和樹德科技大學舞

蹈教師李秋薇老師指導，共同打造出

國內唯一以客家傳統音樂為素材，進

行創作表演的兒童吹打樂舞團，呈現

出特有的活潑調性。多次獲邀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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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客家電視台」、「迪士尼電視台」節目錄影，並應邀至

各縣市文化局、藝術季表演，節目清新、多元、活潑，普獲好評，

被譽為南部七縣市最有發展潛力的兒童表演團隊。 

楊秀春團長雖非客家人，因為身為客家媳婦及國小老師的關

係，眼見客家文化漸漸消失，因此成立走馬蓋文化藝術團，讓學

童從表演中學得客家語言及客家文化，走馬蓋文化藝術團輝煌的

成果，對於客家文化向下紮根的效益，助益甚大。 

（四）其他女性社團領導人 

本市樂線綜藝團、真情綜藝團參加

竹東天穿日客家歌謠比賽、欣采樂

綜藝團參加全國客謠劇競賽、高雄

市歡樂客家成長團參加萬年季舞蹈

比賽及雙溪客家文化藝術團參加岡

山媽祖文化節-螺藝嘉年華-創意造

型踩街活動等，都獲得優異的佳績，這些女性領導的社團對宣揚

客家文化均不餘遺力。 

參、結論 

邇來客家社團女性自覺意識抬頭，使得女性逐漸在社團內嶄

露頭角。過去社會上對客家女性一直停留在克勤克儉、吃苦耐勞

的刻板印象，如今客家女性那種溫順默默的形象似乎改變了，她

們跨出私領域空間，走入公領域，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客家女

性在社團內的領導及多元的參與方式，呈現出客家女性多樣且豐

富的面貌，一般而言，女性領導者於領導成員時與男性領導者相

較，往往付出更多心力，我們可以透過觀察社團男性領導者和女

性領導者的比較研究，體悟到女性只要有同等能力、有理想、有

責任、兼具兩性特質的領導風格、均能夠成為優秀的領導楷模。 

肆、建議 

最後提出以下建議供未來輔導客家社團女性領導者之參考，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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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社團創意活動，提供經費補助 

社團女性領導人有別於男性領導人一成不變的領導方

式，總是嘗試藉由辦理活動激發團員潛在的能力，她們深知

社團的經營必須透過辦理活動或論壇等的方式吸引民眾對該

團體的了解與認同，以促進社團的規模成長及客家議題的深

入，否則客家社團的形成僅僅靠客家文化的認同且發揚客家

文化、情感聯誼是很可惜的，有創意活動才有可看性，文化

才能落實向下扎根。 

二、辦理女性客家社團人才培育課程 

依據客家女性特有的勤儉樸實、溫順獨立及刻苦耐勞的

特質，開辦各類培訓、講座活動，培訓女性客家社團人才，

強化社團轉型與自主性發展，協助客家文化復育工作。 

三、設置社團發展輔導團 

為能兼顧各類型社團的發展，因應各社團不同的需求，

設置社團發展輔導團，協助規劃出符合各自社團發展的方

向，尤其是女性領導的社團，她們想要銳意改革社團突破困

境，苦無方法之際，就需輔導團給予協助，提供充足的資源，

協助其會務上的發展。 

四、提供表演平台，增加社團曝光度 

客家藝文社團經過長期的培訓，十分需要有公開的表演

場所表演，藉此機會除了能檢視社團培訓成果外，也能發揚

客家語言及歌謠的優良文化，進而吸引更多其他族群認識客

家，參與客家，了解客家文化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