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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NEXT300六堆庄頭劇場 

「文化體驗團隊」甄選計畫 

 

壹、活動宗旨： 

    過去的六堆客家先民，沿著幾條重要河道一路往上游開發拓墾；拓墾出

北中南三個區域近海、平原與靠山的不同生活樣態。 

    300年來，建築涵納六堆先民對於教育讀書的想望；耕種勞動型態，體

現在食物烹調與保存方式；過去因為亂事與族群關係而生成的動態組織，也

因安居定戶，而逐漸轉換成不同形式的內聚力量與情感，進而表現在年復一

年對神靈、土地的敬祈與酬謝、對祖先的敬拜等聚集、聚會的型態上。 

    300年過去，阡陌稻浪被檳榔樹林取代，而今又引入新興產業；青綠菸田

消失，白嫩與鮮紅成為新的色彩。人們離鄉又返鄉，留下來、回來的、以及

新加入的人們，延續滋味卻又打造新的風景。這一切，是每個個人、家族聚

集，凝而成各堆風光；各堆人文風光，與近海、沖積平原、臨山、水文等土

地紋理交織成的風景聲響、滋味、氣息、溫度、色澤、光影與時間，將一切

熬煮成特別名之的「六堆」。 

    在籌辦六堆三百年紀念系列活動之際，我們想說的，過去、現在、未來，

都在進行式裡，但精神仍在、生活滋味仍在、DNA仍在，特地邀請國內優秀劇

場工作者(團隊)，進駐六堆、體驗六堆，以辦理「文化體驗活動」方式，與

六堆人共創共演，共組 NEXT 300六堆庄頭劇場，用自己的語言說自己的故事。 

 

貳、主辦單位：客家委員會（以下稱本會） 

 

參、甄選資格： 

 一、於六堆地區登記立案滿一年以上之藝文團隊及協會組織。  

 二、具備中小型藝文活動實務經驗之團體擇優錄取，申請時請附上相關執行實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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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申請及收件： 

 一、申請時間：即日起至110年6月11日晚間11時止，採電子郵件報名，逾期不

予受理。 

二、電子郵件報名：請將報名表及相關資料以電子郵件寄至六堆庄頭劇場策展

團隊工作小組liugduitheater@gmail.com信箱，郵件標題請註明「報名六

堆庄頭劇場-『文化體驗團隊』」與參選團隊名稱，由策展團隊寄發確認

信函後，方完成申請程序。 

 

伍、 甄選要求： 

 一、參選團隊配合本會甄選出之 9個庄頭劇場演出時程，擇一劇本規劃「文化

體驗活動」提出申請。每劇本選出 1團隊，9個庄頭劇本預計共入選 9個文

化體驗團隊，劇本摘要如附件 1。 

 二、於各堆內部演出(2場)以及鄉鎮大匯演(1場)時，安排具當地特色之展示、

互動體驗，以及社區動員等事宜，形式不拘，惟須配合庄頭劇場策展團隊

相關展演設計配套進行。 

 三、配合事項：周邊「文化體驗活動」規劃與材料、觀眾動員、志工動員、摸

彩活動規劃、接待區設置（含基礎檢疫站-體溫量測、備用口罩）、維安路

權申請、救護站(含救護人員，至少 1員全程待命)、流動廁所設置、工作

坊帳篷、桌椅、垃圾清運、文化體驗團隊內部員工保險。 

 

陸、甄選方式：分兩階段進行  

一、資格審：110年 6月 12日至 20日進行書面資料審查，選出複審團隊。 

二、複審：110年 6月 21日至 30日，由本會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安 

    排複審團隊口頭簡報(視疫情狀況調整)，每團 30分鐘為原則(含討 

論答詢)。 

 

柒、甄選評分項目： 

 一、團隊過去執行相關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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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化體驗型態之創意度。 

 三、計畫工作之實際可行性與當地資源掌握度。 

 四、經費編列合理性。 

 

捌、補助經費及相關說明： 

 一、本案補助費用包括各堆當地文化體驗活動 2場，以及鄉鎮匯演 1場之周邊 

    活動規劃、保險費與執行，主辦單位不另提供其他經費。 

 二、經本會公告之入選團隊，另依據本會「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

點」提送計畫書，每團隊補助經費以新臺幣 50 萬元為上限；本活動補助

係對民間團體之補助，最高補助金額以實際活動總經費支出之 80﹪為原

則，若核銷時未達核定補助金額，將依比例核減之。 

 三、送審計畫案件不得重複申請本會及其他公部門補助。 

  

玖、申請資料： 

 一、申請計畫書一式1份，載列內容應包含事項如下： 

 （一）參與徵件初衷理念與六堆地區文化初探研究（針對各提案團隊所屬地 

    區）。 

 （二）甄選計畫書：活動概念與策略、當地資源盤點、文化體驗型態設計、

動員計畫等。 

  （三）團隊介紹(完整介紹+照片)、團隊立案證明、最近一年度報稅證明。 

  （四）預算明細表。 

（五）實績紀錄電子檔：過去承辦活動之宣傳品、媒體報導評論或照片紀錄   

   等輔佐文件(無則免)。 

（六）申請資格切結書正本(含負責人身分證影本)一份(如附件3)。 

（七）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4)。 

 二、入選團隊者應依提案之計畫內容執行，如欲變更計畫須於收到入選通知後   

   7 個工作天內提出。本會保有同意權以及撤銷入選資格之權利。 

 

 

壹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 應配合審查委員及策展團隊建議進行活動企劃修改調整，若未於110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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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5日前依審查委員複審建議修改並送本會備查，視同放棄入選資格。 

 二、本案計畫執行、撥款及核銷等事宜，依核定後相關規定辦理。 

 三、入選團隊需參加本會及策展團隊所召開製作進度會議，針對本案執行方式 

   進行說明，籌備過程中本會得要求了解入選團隊製作進度，活動辦理時需 

     提供公關席次供審查委員及策展團隊評鑑用。 

 四、若未依計畫內容、製作規模執行，本會得視情節輕重撤銷該案並依契約辦 

     理相關罰則。如團隊遇不可抗力之因素而更動製作內容及活動型態，需事 

     先向本會備經核准後執行。 

 五、入選團隊應擔保其申請計畫內容及活動成果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若 

     因前開情事致本會權益受損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入選團隊應對本會 

   負全部賠償責任。 

 六、本案所得之成果資料，其著作權屬於本會所有，團隊配合本會辦理藝文宣 

   導之相關素材及圖文資料，本會得以各種方式無償使用，入選團隊應與其 

   員工或其他有關第三人約定，確保本會享有上述權利。 

 七、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本會有權修正，並有最終解釋權及裁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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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NEXT300 六堆庄頭劇場劇本摘要 

序號 劇名 內容摘述 

1 
火燒庄 

(前堆) 

失意的中年父親，雖為六堆火燒庄戰役之英雄後裔，但自認資質平

庸，妻子之前帶著女兒離開他，在女兒結婚這天，卻默默的離開婚禮

現場，後來女兒尋找到父親，兩人相擁。 

(文本亮點：開埤作圳、火燒庄之役) 

2 
樂土 

(前堆) 

一位知名餐廳女主廚，童年時父母相繼過世，過繼給姑姑撫養，與姑

姑關係緊張，受到美食評論家的批評而氣憤回鄉，吃到姑姑做的芋荷

酸卻哭了出來，體會到原來簡單的菜餚卻最值得懷念；劇中提到未婚

女子入祖堂、上牌位引起家人的反對，最後女主廚說服家人，同意讓

姑姑入祖堂。 

（文本亮點：王爺奶奶傳說、盤花、戰俘營、客家女性、六堆味道） 

3 
埔之內 

(後堆) 

一位年輕人手中拿著一本書，向大家講述內埔的故事（全劇以杏仁茶

小販連接每段故事）—含開墾、起義（對抗外侮）、建廟、染布、戰

時、爭光（棒球隊得冠車）等事件。 

(文本亮點：天后宮/昌黎祠廣場集結地、內埔早市、內埔物產) 

4 

從前從前

泉水溝 

(左堆) 

伯公、伯婆們於祭典中相聚，論及人們為爭奪河床上的西瓜田、水源

等「打石戰」，眼前百姓為搶奪水源正展開一場石戰，雙方人馬皆受

了傷。開基伯公扮成風水師，請有錢人家的地主鑿井，讓民眾不用再

為搶水打石戰，人民安居樂業。 

(文本亮點：一期一會/天上與人間、打石戰習俗、千三庄安平伯婆與

頓水伯公、元月十五拜新丁、新枝頭) 

5 
菸葉飯 

(右堆) 

二位家中曾種植菸葉的老人家，談到過去繁榮的景象（每年菸葉繳交

後的所得，是支撐整個家庭的主要收入），如今菸葉雖沒落，惟後代

這群吃菸葉飯長大的孩子各有所成，提醒大家不要忘本，應心懷感激。 

(文本亮點：菸農、交工、減作風聲(衝突點)、嚐會、採菸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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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 

(右堆) 

  高樹鄉自清代以來就氾濫不斷，造成居民必須因為水患而搬遷，

故事以舞蹈的形式，表現大路關居民飽受水害，與河爭地的原始樣

貌。而後，在水患退去後，石獅公面向東，又擋水來又擋風；大地之

母（以原住民自然神的形象出現）則與石獅公對陣，大路關口，客民

的戰鬥對象，是天也是人。 

  堅強的客民，不放棄自己的家園，日治時代出生的作家，用一支

筆守衛著他的家庭與家園，提及嫁入客家庄的原住民奶奶與客家人，

在日治時期，受到壓抑與管制，彼此間常會互通有無，互相幫忙。 

（文本亮點：大路關、番界衝突、六堆組隊救援、鍾理和作品：假黎

婆） 

7 
八音還福 

(右堆) 

喜歡流行樂的兒子無法了解八音對父親的重要性，父子倆關係緊張，

直到聽父親敘明期望經由八音的祭祀活動，為下一代祈福，漸漸喜歡

八音，與友人一起將八音融入自己的音樂創作中。 

(文本亮點：祭河江、美濃八音、請伯公、敬字亭/文昌帝君) 

8 
頓物語 

(中堆) 

一個男孩從都市回到自己的家鄉，有位從未離家的女孩到車站迎接

他，這兩位童年玩伴一同回想竹田車站的生活情景。 

(文本亮點：愛情、勞動、開埤作圳、稻米／米倉、水源、李秀雲、

礱間) 

9 

阿莉莉找

魚記 

(先鋒堆) 

養在小魚池裡的魚忽然不見，那是媽媽準備過年要用的魚，於是請女

兒阿莉莉幫忙找魚，阿莉莉找了爸爸、姑姑、嬸嬸等，卻都沒有提供

協助，後來遇到年紀較小輩份卻較大的叔叔，才告知是自己把魚放

走，怕被媽媽駡，最後叔叔告訴阿莉莉已送了一條魚過去，媽媽應該

不會生氣了！ 

(文本亮點：五溝水伙房、水冰箱/半月池、年三十、行動劇場在五溝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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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報名表格 

 

NEXT300六堆庄頭劇場 

「文化體驗團隊」甄選報名表 

單位名稱  負責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報名劇本 

(擇一個劇本) 

□火燒庄(前堆)          □樂土(前堆)    □埔之內(後堆) 

□從前從前泉水溝(左堆)  □菸葉飯(右堆)  □關(右堆) 

□八音還福(右堆)        □頓物語(中堆)  □阿莉莉找魚記(先鋒堆)        

一、 甄選團隊簡介(限 300 字) 

 

 

 

二、 活動概念與策略、當地資源盤點、文化體驗型態設計、動員計畫(大綱) 

 

 

三、 近二年製作/演出經歷 

 

 

 

□ 我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了解前述個人資料僅用於「NEXT300 六堆庄頭劇場」專案用途上，

並知道主辦單位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確保我的個人資料僅於本案業務使用，不隨意外洩。

我並知道我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保留我個人資料的刪除權，如個人資料使用目的消失，

將可要求承辦單位刪除個人資料。(本項必需閱覽並勾選) 

(本頁請置於申請資料第一頁，不敷使用則請另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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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切結書 

客家委員會 NEXT300 六堆庄頭劇場 

「文化體驗團隊」甄選切結書 

 
一、  本單位______________參加 NEXT300六堆庄頭劇場「文化體驗團隊」甄

選，資格符合甄選辦法之規定，如經決審獲勝，願遵專案之相關規範。 

二、 本單位保證參加甄選及演出之相關內容，其所引用之相關著作，均依法     

取得相關著作財產權；並保證如因著作權或授權等所衍生之法律、權利

糾紛，均由本單位自負全責。 

三、 本單位聲明計畫書所填資料及利用相關附件均屬事實。如經查出提報資

料有不實之處，願繳回該案之相關款項並無異議接受貴會之處理，且負

一切法律責任。 

四、 本單位同意所提供的相關文件、演出及成果報告等資料，無償授權客家

委員會以非營利目的之公開發表與利用。 

五、 本單位同意無償參與「NEXT300六堆庄頭劇場」之公開宣傳活動，不限

記者會、採訪、拍照…等相關宣傳，共同為「NEXT300六堆庄頭劇場」

造勢。 

六、  本單位同意貴會於活動甄選、記者會及演出時，攝影、錄影及拍照，並

同意主辦單位或其授權之第三人於非營利推廣及活動記錄之使用，並承

諾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此致 客家委員會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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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申請人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客家委員會 NEXT300 六堆庄頭劇場「文化體驗團隊」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立書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甲方），同意客家委

員會（乙方）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甲方之著作： 

一、授權利用之著作名稱：                                          

(一)類別：□語文著作□音樂著作■戲劇、舞蹈著作□美術著作□攝影著作     

        □圖形著作□電腦程式著作□錄音著作□建築著作□視聽著作□表演 

(二)甲方擔保就本件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並擔保本件著作並無不法侵害他人

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二、授權範圍： 

(一)利用行為：甲方應依下列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 

■重製 ■公開口述 ■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 ■改作 □出租 

■編輯 ■公開展示 ■公開傳輸 ■公開演出 ■散布  

(二)利用之地域： 

    ■不限地域 □限地域：  

(三)利用之時間： 

    □不限時間 

    ■限時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共計5年。 

(四)利用之次數： 

    ■不限次數 □限次數：   

(五)乙方授權甲方得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 

(六)權利金 

    □無償授權     ■有償授權：本件授權之權利金(即使用報酬)乙方已依 

    「NEXT300六堆庄頭劇場」專業演出團隊暨六堆地區「文化體驗團隊」甄選

計畫契約支付甲方。 

此致  客家委員會 

   立書人即著作財產權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