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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一）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通過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 

（三）客家基本法第1條「為落實憲法平等及保障多元文化精神，傳

承與發揚客家文化」、第4條「加強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語

言、文化與文化產業傳承及發揚」、第18條「政府應保存、

維護與創新客家文化，並得設立客家文化發展基金，積極培

育專業人才，輔導客家文化之發展」及第20條「政府應訂定

全國客家日，以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彰顯

客家族群對臺灣多元文化之貢獻」。 

（四）蔡總統客家政見「以創新為傳承、以發展為保存，打造現代

客家藝文創作聚落/平臺」。 

（五）本會組織法第 2 條第 4 款「本會掌理客家文化保存與發展之

規劃、協調及推動」。 

二、未來環境預測 

    藝術結合數位科技，創新整體藝文發展 

   面對全球化、數位化及科技化時代的來臨，臺灣客家藝文發展

面臨文化「同質化」及「多元化」之衝擊與影響，客家藝文發

展要如何異軍突起，並引領風騷，需跨域整合資源，善用新興

資訊與數位科技，協助提升藝文團隊展演品質及能見度，帶動

整體藝文之創新發展。 

三、問題評析 

    客家藝文欣賞人口未普及化，需運用多元行銷推廣策略 

     為解構一般民眾對客家傳統之刻板印象，並因應人口老化及少子

化社會結構改變的趨勢，需形塑在地文化特色、創新及存續客

家文化之價值，積極提升客家藝文團隊創作能量及展演品質，

並運用多元行銷推廣策略，吸引社會大眾對客家文化有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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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體悟及認識，進而欣賞及喜愛客家文化，以落實客家美學扎

根政策。 

 

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一)重點扶植客家藝文團隊，提升藝文創作展演質量 

重點扶植和培育專業藝文團隊及具潛力之藝文創作人才，提供

展演之機會與交流平臺，藉以提升藝文創作展演質量及競爭

力；創新客家藝文發展及行銷模式，開拓海內外市場，接軌

國際，以促進客家藝文整體發展。 

    (二)培訓國家級客家藝文團隊，打造客家表演藝術新亮點 

        結合產官學研等資源，邀請具代表性的編劇、導演、指揮家、

作曲家、音樂家及傑出的客家藝術工作者，培訓國家級「客

家傳統劇團」及「客家兒童合唱團」，傳達客家藝文表演藝術

之精緻及美感，讓客家表演藝術在國際間大放異彩。 

    (三)兼蓄傳統與現代元素，厚植客家藝文續航力 

        客家藝術文化需利基於傳統，並導入新思維，不斷蛻變及追求

創新。鼓勵藝術家駐村、打造藝文創作網絡平臺，從在地出發，

多元發展客家文學、表演藝術及視覺藝術，提高客家文化於主

流文化場域之能見度，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

展現臺灣文化多樣性，永續傳承客家文化。 

    (四)凝聚客家文化認同，打造「客家節慶」品牌 

        協助地方檢視在地傳統節慶活動之文化價值，凝聚族群意識與

客家文化認同感，鼓勵由地方自發性辦理客家節慶活動，本

會重點行銷推廣在地具潛力之節慶活動，協助打造具國際魅

力之「客家節慶」品牌，凸顯臺灣客庄在地文化特色。 

    (五)鼓勵不同性別參與，協力傳承客家文化與藝術 

本會辦理及補助各項客家藝文活動，根據本會近年補助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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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之性別參與比率統計，整體男女參與活動比

率分別約為 48％及 52％，呈現女性參與客家活動比率略高於男性

之情形，分析應為女性對參與文化活動較為熱衷，將持續推動辦

理各式客家藝文活動，並鼓勵不同性別共同參與，協力傳承客家

文化與藝術。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需跨域整合各界資源，方能有效建構整體藝文發展 

為提升臺灣客家藝文發展與創新，積極培養表演藝術及視覺

藝術相關創作、演出、研究等人才，客家藝文發展計畫需循

序漸進，透過有系統、有計畫地行銷推廣與傳承。另，為啟

動客家文藝復興，將以策略性、前瞻性的整體規劃，跨域整

合各界資源，並結合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共同推動，俾使資

源效益得以充分發揮，方能有效建構整體藝文發展。 

(二)國家級藝文展演平臺不足，整體效益未能彰顯 

為落實文化政策之發展，中央政府需與地方政府建立文化網絡

相互合作，惟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目前轄下包含北中南三大國家

級藝文場館—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

文化中心，及附設團隊國家交響樂團(NSO)，國家級藝文展演

平臺顯然不足因應國內外優質藝文團隊展演所需，客家優質藝

文團隊向隅者不勝枚舉。建議應以多元文化觀點，充實國家級

文化展演設施，並提供客家族群接觸、欣賞表演藝術及滿足國

際級表演團隊之需求，以提升及彰顯客家藝文展演整體效益。 

    (三)地方政府長期仰賴經費挹注，缺乏自主性發展定位 

客家相關事務非推動地方自治之優先事務，囿於地方政府財政

拮据、人力不足，或黨派之見，或利益考量，致資源未有效分

配，執行效率有待加強。為落實文化政策之發展，中央政府需

與地方政府建立文化網絡關係相互合作，鼓勵地方政府提升經

費運用能力，並自主性發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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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及目標值 

(一)量化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單位 
目標值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一 推動客家藝文

售票展演觀賞

人次成長率 

109年預計 8,000人

次，逐年成長 2% 人次 
8,000

人次 

8,160

人次 

8,323

人次 

8,490

人次 

8,659

人次 

8,833

人次 

二 輔導藝術家駐

村創作及展演

成長率 

109年預計 6件，逐

年成長 10% 件 6 件 7件 7件 8件 9件 10件 

三 鼓勵「表演藝

術科系所」，參

與客家文化主

題展演總人次

成長率 

109年預計 250人

次，逐年成長 5% 

人次 
250
人次 

263
人次 

276
人次 

289
人次 

304
人次 

319
人次 

                                                           備註：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二)質化績效指標 

提升客家藝文展演品質，分級重點扶植專業客家藝文團隊，

每年於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中大型演藝場地展演或參與國際

藝術節進行客家藝文售票展演。 

 

參、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既有政策及方案檢討 

   (一)扶植客家藝文團隊成長 

      1.內容概述：為推廣客家表演藝術，永續傳承客家文化，重點扶

植音樂、戲劇等客家展演團隊，引入輔導機制提升藝文團隊展

演品質，並協助爭取赴國內外知名藝術節慶、展演中心演出之

機會，並打造客家藝文創作聚落/平臺，藉由公演、匯演、比

賽與交流活動，提高客家藝文之能見度；輔導客家藝文團隊朝

精緻化永續發展為目標，並以創新為傳承，以發展為保存之概

念，培植劇場人才與行政經營團隊，期以社區總體營造推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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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與美學結合，厚植客家文化生命力。 

      2.相關法令規定：輔導藝文團隊成長補助作業要點、輔導藝文團

隊成長補助計畫督導評核要點。 

   (二)提供藝文展演平臺 

 1.補助辦理客家學術文化活動 

   (1)內容概述：為廣納地方政府及民間資源，整合客家文化發展

策略，建立完整的客家文化發展網絡；提升客家文化價值，

鼓勵各地方政府、公私立學校及立案民間團體加強推展客家

事務，活絡地方及社區推展客家文化相關研習、表演、展覽

等活動，透過補助地方政府及社團辦理各類客家民俗節慶、

文化研習、地方藝術季、休閒觀光、傳統戲曲、民俗技藝、

藝文策展等主題式客家文化活動，提供藝文展演(示)平臺，

提高客家之能見度，凝聚族群意識及向心力，提振族群之自

信心與榮譽感；並增進非客家族群瞭解及認識客家文化，進

而喜愛客家文化，以豐富臺灣的多元文化，提升客家創新價

值。 

       (2)相關法令規定：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2.辦理全國客家日、客家桐花祭、六堆運動會等跨域型客家文化

活動 

 (1)內容概述：透過「中央籌劃、地方執行、企業加盟、社區營

造」之合作模式，補助地方政府結合立案民間社團辦理相關

系列活動，並整合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及客庄旅遊，提供客

家藝文團隊展演機會及建置平臺，藉此讓全臺民眾了解客家

文化活動的歷史源流及文化意涵，增加對客家人文活動的深

刻印象，以達到「深耕文化、帶動產業、發展觀光、活化客

庄」之目的。  

       (2)相關法令規定：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三)打造客家節慶品牌 

   補助辦理「客庄十二大節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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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容概述：為扎根客家文化、行銷客庄觀光、帶動當地整體

經濟發展，於 98年起首度辦理「客庄十二大節慶」，並自 102

年度起，邀集產官學研等領域專家學者組成「規劃委員會」

並廣納各界建言，具體執行計畫。活動內容以重現客家人文

精神為主軸，結合慶典科儀、教育推廣、藝文展演、地方特

色及產業，並協助輔導地方政府將客庄節慶登錄為國家無形

文化資產。 

       2.相關法令規定：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二、計畫執行評估 

(一)執行績效 

    1.扶植客家藝文團隊成長 

(1)102 年 

a.推動「輔導客家藝文團隊成長計畫」，計扶植 30隊。 

b.辦理 6場次「2013 精緻客家大戲巡演」活動。 

c.辦理 10場次「102年度客家傳統戲曲收冬戲」匯演。  

          (2)103 年 

a.推動「輔導客家藝文團隊成長計畫」，計扶植 34隊。 

    b.辦理客家精緻大戲「三山國王傳奇」至桃園、新竹及苗

栗等地進行 12場的巡迴演出活動。 

c.辦理 12場次「103年度客家傳統戲曲收冬戲」匯演。 

(3)104年 

a.推動「輔導客家藝文團隊成長計畫」，計扶植 404 隊。 

b.辦理 6場次「2015 精緻客家大戲巡演」活動。 

c.辦理 10場次「104年度客家傳統戲曲收冬戲」匯演。  

(4)105 年 

a.核定補助輔導藝文團隊成長計畫，計「山狗大樂團」等

共 46隊，培植客家藝術展演人才。 

b.辦理 6場次「2016 精緻客家大戲巡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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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辦理 15場次之「105年度客家傳統戲曲收冬戲」匯演。 

(5)106 年 

a.推動「輔導客家藝文團隊成長計畫」，計扶植 44隊。 

b.辦理 7場次「2017 精緻客家大戲巡演」活動。 

      c.辦理 15場次之「106年度客家傳統戲曲收冬戲」匯演。 

  2.補助辦理客家學術文化活動 

        (1)102 年：核定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社團辦理客家學術文化

活動計 767件。 

        (2)103 年：核定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社團辦理客家學術文化

活動計 779件。 

        (3)104 年：核定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社團辦理客家學術文化

活動共計 617件。 

        (4)105 年：核定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社團辦理客家學術文化

活動計 576件。 

        (5)106 年：核定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社團辦理客家學術文化

活動計 536件，補助範圍遍及全臺 21縣市，補助對象含括

地方政府、社團、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國小及社區

大學，有效促進客家文化向基層扎根的目標。 

   3.辦理客家桐花祭、六堆運動會等藝文活動 

        (1)102年 

a.「2013 客家桐花祭」以「桐樂花舞、春遊客庄」為主

軸，核定補助 14縣市、68鄉(鎮、市、區)、147單位

辦理 2,678 場活動；並推出四個不同班次的彩繪桐花

列車，搭載民眾追逐桐花的蹤跡，感受桐花飄落的浪

漫氛圍 。 

b.「2013 六堆嘉年華-第 48 屆六堆運動會」與屏東縣及

高雄市政府等 12鄉區，以及六堆忠義祠等單位，共同

在高屏六堆地區舉辦系列活動，活動包括：嘉年華之

夜及六堆運動會、聖火傳遞、花車遶境、春祭大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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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形塑六堆客庄文化，活絡客庄產業經濟。 

         (2)103年 

a.「2014 客家桐花祭」以「桐遊客庄‧共下鬧熱」為主

軸，與臺東、花蓮、宜蘭、基隆、新北、桃園、新竹

縣、新竹市、苗栗、臺中、彰化、雲林及南投等 13

縣市、62 鄉(鎮、市、區)、152 個政府機關及民間團

體，共同辦理 2,552 場活動；更與 16家客家美食認證

餐廳、167 間客家特色商家，以及燦星旅遊、格上租

車、臺灣鐵路管理局等 17家異業結盟企業合作。 

b.「2014 六堆嘉年華-第 49 屆六堆運動會」系列活動與

屏東縣及高雄市政府等 12鄉區，以及六堆忠義祠等單

位，在高屏六堆地區舉辦，活動包括：創意花車遶境、

挑擔奉飯、客家特色農特產品展售、第 49屆六堆運動

會等活動及忠義祠春祭大典等系列活動，形塑六堆客

庄文化，活絡客庄產業經濟。 

      (3)104年 

a.「2015客家桐花祭」核定補助 14縣市、61 鄉(鎮、市、

區)、112單位，透過「中央籌劃、企業加盟、地方執

行、社區營造」之合作模式，將產業與桐花意象聯結，

開發創意與整合資源，引領各鄉鎮及社團，共同辦理

多元化的藝文及產業活動，並搭配規劃接駁專車，提

高民眾賞桐便利性及參與活動意願，更為客庄帶來無

限商機。 

b.「2015 六堆嘉年華-第 50 屆六堆運動會」除了辦理熱

鬧的運動競賽與傳統民俗趣味活動外，特別規劃六堆

專屬的行旅地圖，其中包含 3 條六堆行旅路線，結合

造訪懷舊古蹟，感受六堆先人勤勉奮鬥的精神，還有

賞蝶生態之旅，體驗客庄土地的生態奇蹟；不僅如此，

步行在大片文心蘭花田，更能親眼見證客家土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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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息，與體驗六堆客家文化、生活所蘊含的意義與

精神。 

(4)105年 

a.「2016 客家桐花祭」以「庄點花漾」為主軸，核定補

助 14 縣市、57 鄉(鎮、市、區)、93 單位，並首度以

「桐花地景藝術」的策展概念為主軸，邀請日本及臺

灣共 6 位藝術家駐點創作，用「大地藝術」的形式迎

接桐花祭，並舉辦 9 場次駐點藝文展演，提升客家桐

花祭國際知名度，開創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b.「2016 六堆嘉年華-第 51 屆六堆運動會」在屏東縣竹

田鄉辦理，透過高屏六堆地區學者專家 (學界、公部

門、社團等)共同商議討論舉辦方式，2016 年首度將

以往僅限於六堆地區的聖火傳遞，擴及全國，邀請全

國熱愛路跑的民眾一起參加「六堆運動會」的聖火環

島活動，將六堆的人文意涵、歷史典故及特產向外推

展，以延續昔日六堆義勇軍團合作捍衛家園的歷史精

神，並彰顯六堆在地文化產業特色，讓活動更有活力、

更有意義。  

(5)106年 

a.「2017 客家桐花祭」為回歸客家人文精神，以「來去

遶桐花」為主軸，與臺東、花蓮、宜蘭、基隆、新北、

桃園、新竹縣、新竹市、苗栗、臺中、彰化、雲林及

南投等 13 縣市、28 鄉(鎮、市、區)及民間團體，共

同辦理 69場活動；並以祭拜伯公作表達客家族群對天

地山林的敬仰，並邀請山歌大師徐木珍老師與創作歌

手劉榮昌合作，讓民眾體驗在地客家人文。 

b.「2017 六堆嘉年華－第 52 屆六堆運動會」，於 4 月 27

日至 4月 30日在屏東縣萬巒鄉熱鬧舉辦，除了「六堆

運動會」外，並首辦「鬧熱客庄踩街」、「六堆鬥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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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團」2項競賽，及紙風車劇團演出〈六堆的故事〉，

號召在地鄉親、新生代及返鄉青年共襄盛舉，共同維

繫保存這個獨具特色的傳統，凝聚六堆居民向心力。 

     4.辦理客庄十二大節慶活動 

       (1)102年：於桃園、新竹、苗栗、臺中、雲林、南投、高雄、

屏東及花蓮、臺東等 10個縣市，共計有 18個節慶活動，另

搭配原有大型活動「客家桐花祭」、「六堆嘉年華」及「傳統

戲曲收冬戲」，整合為 21個客家節慶系列活動，與各縣（市）

政府共同合作，以客家文化為核心，運用文化創意產業概

念，透過客庄大型節慶活動之舉辦，整合在地生態旅遊、觀

光資源及文化特色，以帶動地方觀光及休閒人潮。 

       (2)103年：於桃園、新竹、苗栗、臺中、雲林、南投、高雄、

屏東及花蓮、臺東等 10個縣市，共計有 17個節慶活動，另

搭配原有大型活動「客家桐花祭」、「六堆嘉年華」及「傳統

戲曲收冬戲」，整合為 20個客家節慶系列活動，與各縣（市）

政府共同合作，以客家文化為核心，運用文化創意產業概

念，透過客庄大型節慶活動之舉辦，整合在地生態旅遊、觀

光資源及文化特色，以帶動地方觀光及休閒人潮。 

       (3)104年：於桃園、新竹、苗栗、臺中、雲林、南投、高雄、

屏東及花蓮、臺東等 10個縣市，共計有 17個節慶活動，另

搭配原有大型活動「客家桐花祭」、「六堆嘉年華」及「傳統

戲曲收冬戲」，整合為 20個客家節慶系列活動，與各縣（市）

政府共同合作，以客家文化為核心，運用文化創意產業概

念，透過客庄大型節慶活動之舉辦，整合在地生態旅遊、觀

光資源及文化特色，以帶動地方觀光及休閒人潮。 

       (4)105年：於桃園、新竹、苗栗、臺中、雲林、南投、高雄、

屏東及花蓮、臺東等 10個縣市，共計有 15個節慶活動，另

搭配原有大型活動「客家桐花祭」、「六堆嘉年華」及「傳統

戲曲收冬戲」，整合為 18個客家節慶系列活動，與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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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共同合作，以客家文化為核心，運用文化創意產業概

念，透過客庄大型節慶活動之舉辦，整合在地生態旅遊、觀

光資源及文化特色，以帶動地方觀光及休閒人潮。 

       (5)106年：於桃園、新竹、苗栗、臺中、雲林、南投、彰化、

高雄、屏東及花蓮、臺東等 11個縣市，共計有 15個節慶活

動，另搭配原有大型活動「客家桐花祭」、「六堆嘉年華」及

「傳統戲曲收冬戲」，整合為 18個客家節慶系列活動，與各

縣（市）政府共同合作，以客家文化為核心，運用文化創意

產業概念，透過客庄大型節慶活動之舉辦，整合在地生態旅

遊、觀光資源及文化特色，以帶動地方觀光及休閒人潮。 

    

  （二）檢討與改進 

1.重點扶植藝文團隊，提升國際競爭力 

輔導與扶植藝文團隊成長，提升專業創作與展演之質量，

需挹注龐大經費且需長期培力，囿於本會補助藝文團隊的

經費闕如，亟需爭取預算以扶植專業及具潛力發展之藝文

團隊。未來將辦理工作坊，邀請專家學者依團隊需求重點

加強輔導；建立評選分級制度；強調補助差異化，對於優

秀客家藝文團隊提高補助金額，以促進客家藝文團隊與主

流藝文交流，接軌國際藝文發展，並成為國際之新亮點。 

2.精緻藝文展演內涵，豐富臺灣多元文化 

傳統客家音樂、戲曲累積先民生活智慧與經驗，為本土文

化根源，也是新創現代文化的沃土，應加以重視保存及發

揚光大。為薪傳客家，讓客家再生光輝，需吸引不同族群、

性別及年齡層之民眾，喜愛及認同客家文化。本會以客家

文化為主軸，結合客家傳統與創新元素，展現客家豐富多

元文化內涵與風貌。94 年舉辦客家交響音樂會，係首次以

客家元素發想創作的交響樂曲登上國家音樂廳演奏；96 年

首次在國家戲劇院全新創作發表客家歌舞劇《福春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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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新創客家第一齣兒童音樂劇-「嘿！阿弟牯」；100 年

舉辦「印象風城交響音樂會」；105 年、106 年新創客家歌

舞劇《香絲‧相思》、《天光》等；持續創新客家傳統音樂

及戲劇元素，以現代化、精緻化的表演方式，豐富臺灣多

元文化，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休閒消費等面向著手，

讓全民共享客家文化的價值。 

  3.跨域整合資源，加乘整體藝文發展成效 

本會推展客家藝文發展，透過社區總體營造凝聚族群意

識，加強民眾對於客家文化的認同感，俾使客家文化在地

扎根，永續傳承與發展。未來將加強客家藝文行銷、建立

大型藝文與節慶串聯整合平臺，並賡續辦理客家桐花祭成

功的經驗：「中央籌劃、企業加盟、地方執行、社區營造」

之合作模式，跨域整合公私資源，輔導受補助單位提升活

動內涵，達到「深耕文化、振興產業、帶動觀光、活化客

庄」的目的，賦予客家節慶精緻、創新、多元文化內涵，

提升客家節慶國際能見度，加乘整體客家藝文發展成效。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一)在主流中發展，發展為主流 

1.重點扶植客家藝文團體，培養客家藝文新血： 

依據藝文類別區分為音樂、戲劇、傳統技藝、流行音樂等，

建立藝文分級機制，採用實地評核、目標場館演出，年度演

出場次等評核規則，推動行銷及創作展演專業人才補助計畫

以培育專業創作人才，重點補助特色客家藝文團隊，鼓勵年

度型大型藝文成果展演，提升藝文專業性以吸引民眾觀賞。 

2.推動新創客家藝文展演，精緻藝文展演內涵： 

為薪傳客家文化，強化介入主流之力道，需吸引不同族群、

性別及年齡層之民眾，喜愛及認同客家文化，以創新客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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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音樂及戲劇元素，以現代化、精緻化的表演方式，達成推

動新創客家藝文展演，精緻藝文展演內涵之目的，並鼓勵主

流藝文團隊積極開發並演出客家題材內容，結合客家傳統與

創新元素，展現客家文化內涵與風貌，以豐富臺灣多元文化。 

 

3.培訓國家級客家藝文團隊，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結合產官學研等資源，邀請具代表性的編劇、導演、指揮家、

作曲家、音樂家及傑出的客家藝術工作者，培訓國家級「客

家傳統劇團」及「客家兒童合唱團」，傳達客家藝文表演藝

術之精緻及美感，讓客家表演藝術在國際間大放異彩。 

(二)在地藝文厚植與藝文成林 

1.推辦藝術家駐村計畫，累積地方藝文能量： 

強調地方人文歷史之建構與重現，鼓勵藝術家進駐客家聚

落，汲取在地養分，在傳統與現代的思維激盪中累積創作能

量，一方面具象地記錄與描繪客庄的風土民情、景物與生活

百態；另一方面抽象地提煉客家元素與人文精神，發展成多

元藝文創作的新型態產業；並將藝術活動融入在地生活，促

成當地子弟參與相關藝文活動，型塑客庄藝文土壤，累積地

方藝文能量。 

2.鼓勵客家藝文團進入校園，結合教育落實藝文向下扎根： 

為落實文化扎根政策，多元行銷推廣客家藝文活動及提升全

民美學素養，鼓勵客家藝文團隊或創作者進入校園進行教

學、創作及演出，與在地優質在地藝文團隊合作，在桃竹苗、

六堆、花東客家重點地區，依據藝文團隊特質及在地特色，

與學校教育進行長期合作，就客家傳統戲劇、八音、說唱藝

術及客家藝文，進行計畫性的發展，讓客家文化種子在校園

中生根萌芽，啟發青年學子創意能力及凝聚客家認同，讓客

家藝文得以向下扎根。 

3.廣納地方政府及民間資源，提供藝文展演(示)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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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廣納地方政府及民間資源，鼓勵各地方政府、公私立學校

及立案民間團體加強推展客家事務，活絡地方及社區推展客

家文化相關研習、表演、展覽等活動，透過補助地方政府及

社團辦理各類客家民俗節慶、文化研習、地方藝術季、休閒

觀光、傳統戲曲、民俗技藝、藝文策展等主題式客家文化活

動，提供藝文展演(示)平臺，提高客家之能見度，凝聚族群

意識及向心力，提振族群之自信心與榮譽感；並增進非客家

族群瞭解及認識客家文化，進而喜愛客家文化，提升客家創

新價值。 

(三)讓傳統藝文新生，走向生活化 

 1.挖掘在地特色節慶活動，串連藝文活動打造客家藝術節： 

遴選具在地特色之客庄節慶，整合為「客家節慶」系列活

動，並協助地方政府提供完善之周邊旅遊配套與服務，強

化在地特色文化之認同和參與，並落實「由下而上」、「民

眾參與」、「地方自主」等「社區總體營造」之精神，鼓勵

由地方自發性辦理客家節慶活動，重點輔導並協助行銷推

廣具潛力之節慶活動，整合成藝文串珠鍊。並以整體藝文

計畫角度，以「雙年展」之概念，打造客家藝術節，間年

交替主打客家傳統藝術及現代藝文，型塑兼具傳統與創新

之「客家節慶」品牌，彰顯客家族群對臺灣多元文化之貢

獻，創造臺灣客家文化永續發展。 

2.建立客家傳藝傳習制度，保障與延續客家傳藝生命力： 

為傳承客家傳統藝術，引入客家傳藝新活水，鼓勵青年投

入客家傳統藝術傳承，透過重塑師徒傳承制度，保存與傳

揚客家傳統音樂(八音、山歌)、戲曲(劇)，不僅建立客家

傳藝傳習制度，並鼓勵創意新作及定期發表，藉以保障與

延續客家傳統表演藝術之生命力，重建臺灣客家藝文發展。 

3.強化在地客家藝文，建構客家傳統藝術演出舞臺： 

協助地方政府、藝文團隊及立案民間團體推動辦理客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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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藝文相關研習、研討、競賽及展演活動，結合慶典科儀、

教育推廣、藝文展演及地方特色，強化在地客家藝文之特

殊性，並協助客家傳統藝術重回民間祭典及宮廟演出舞

臺，在生活中讓民眾重新認識客家傳統藝文，再現客家人

文精神，以生活化方式，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

價值。         

二、分期(年)執行策略 

本計畫係6年期（109年~114年）中長程個案計畫，將於計畫核定

後分年執行，依據主要工作項目，分別規劃、籌設與執行各項計

畫。此外，相關計畫並將視需要召開諮詢會議，邀請學界及客家

藝文界共同協助具體執行。另本計畫亦將按照下列執行策略分年

編列預算，確實掌控進度。 

(一) 重點扶植卓越及具發展潛力客家藝文團隊： 

引進培育輔導機制、禮聘藝文界具代表性之專家學者，藉以

提升客家藝文表演水準、管理機制及展演之精緻度，並培訓

國家級「客家傳統劇團」及「客家兒童合唱團」，傳達客家

藝文表演藝術之精緻及美感，讓客家表演藝術在國際間傳揚。 

(二) 推動新創及精緻客家藝文： 

以客家文化為主軸，透過傳統與現代元素之融合，不斷蛻變

及創新客家藝文，鼓勵及委製創新之客家文學、音樂、視覺

藝術及戲劇等多元藝文創作發展，創造客家藝術新感動，使

文化呈現多元新風貌。 

(三) 鼓勵各地方政府、學校及民間團體加強推展客家事務： 

活絡地方及社區推展客家文化相關研習、表演、展覽等活動，

透過補助地方政府及社團辦理各類客家民俗節慶、文化研

習、地方藝術季、休閒觀光、傳統戲曲、民俗技藝、藝文策

展等主題式客家文化活動，提供藝文展演(示)平臺，提高客

家之能見度，凝聚族群意識及向心力，提振族群之自信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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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感。 

(四) 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客家節慶」活動： 

強化在地民俗節慶活動之特殊性，以整合式行銷方式，結合

旅遊及主題網站，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以

達成扎根客家文化、活化客庄發展、行銷客庄觀光、帶動當

地經濟發展等目標。  

三、執行步驟(方法)及分工 

   (一)在主流中發展，發展為主流 

1.分年編列經費，重點扶植客家藝文團體，培養客家藝文新

血，建立藝文分級機制，採用實地評核、目標場館演出，

年度演出場次等評核規則，重點補助特色客家藝文團隊，

鼓勵年度型大型藝文成果展演，提升藝文專業性以吸引民

眾觀賞。 

2.分年編列經費，推動新創客家藝文展演，精緻藝文展演內

涵，以現代化、精緻化的表演方式，達成推動新創客家藝

文展演，精緻藝文展演內涵之目的，並鼓勵主流藝文團隊

積極開發並演出客家題材內容，結合客家傳統與創新元

素，展現客家文化內涵與風貌，以豐富臺灣多元文化。 

3.分年編列經費，培訓國家級客家藝文團隊，結合產官學研

等資源，邀請具代表性的編劇、導演、指揮家、作曲家、

音樂家及傑出的客家藝術工作者，培訓國家級「客家傳統

劇團」及「客家兒童合唱團」，傳達客家藝文表演藝術之

精緻及美感，讓客家表演藝術在國際間大放異彩。 

(二)在地藝文厚植與藝文成林 

1.分年編列經費，推辦藝術家駐村計畫，鼓勵藝術家進駐客

家聚落，一方面具象地記錄與描繪客庄的風土民情、景物

與生活百態；另一方面抽象地提煉客家元素與人文精神，

將藝術活動融入在地生活，促成當地子弟參與相關藝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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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型塑客庄藝文土壤，累積地方藝文能量。 

2.分年編列經費，鼓勵客家藝文團進入校園，進行教學、創作

及演出，與在地優質在地藝文團隊合作，在桃竹苗、六堆、

花東客家重點地區，依據藝文團隊特質及在地特色，與學

校教育進行長期合作，就客家傳統戲劇、八音、說唱藝術

及客家藝文，進行計畫性的發展，讓客家文化種子在校園

中生根萌芽，讓客家藝文得以向下扎根。 

3.分年編列經費。廣納地方政府及民間資源，提供藝文展演(示)

平臺，透過補助地方政府及社團辦理各類客家民俗節慶、文

化研習、地方藝術季、休閒觀光、傳統戲曲、民俗技藝、藝

文策展等主題式客家文化活動，提供藝文展演(示)平臺，提

高客家之能見度，凝聚族群意識及向心力；並增進非客家族

群瞭解及認識客家文化。 

(三)讓傳統藝文新生，走向生活化 

1.分年編列經費，挖掘在地特色節慶活動，串連藝文活動打造

客家藝術節，遴選具在地特色之客庄節慶，整合為「客家節

慶」系列活動，強化在地特色文化之認同和參與，重點輔導

並協助行銷推廣具潛力之節慶活動，整合成藝文串珠鍊。並

以整體藝文計畫角度，以「雙年展」之概念，打造客家藝術

節，間年交替主打客家傳統藝術及現代藝文，型塑兼具傳統

與創新之「客家節慶」品牌。 

2.分年編列經費，建立客家傳藝傳習制度，鼓勵青年投入客家

傳統藝術傳承，透過重塑師徒傳承制度，保存與傳揚客家傳

統音樂(八音、山歌)、戲曲(劇)，不僅建立客家傳藝傳習制

度，並鼓勵創意新作及定期發表，藉以保障與延續客家傳統

表演藝術之生命力，重建臺灣客家藝文發展。 

3.分年編列經費，強化在地客家藝文，建構客家傳統藝術演出

舞臺，協助地方政府、藝文團隊及立案民間團體推動辦理客

家傳統藝文相關研習、研討、競賽及展演活動，結合慶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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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教育推廣、藝文展演及地方特色，強化在地客家藝文之

特殊性，並協助客家傳統藝術重回民間祭典及宮廟演出舞

臺，以生活化方式，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 

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 

     本計畫係6年期（109年~114年）中長程個案計畫。 

二、所需資源說明 

(一)行政資源 

1、本計畫各項計畫，由各業務單位就現有人力及權責分工進

行，就現有人力通盤檢討，以辦理本案主體計畫及分項計

畫之執行。 

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並應鼓勵

結合志工、文史工作團體、藝文團體等民間非政府組織合

力推動。 

(二)經費資源 

    為實現總統客家政見並落實客家基本法，本計畫亟需納編經

費執行，將妥適運用本會及各縣市政府現有人力與資源，並

結合民間團體、學術研究單位及學者專家之力量，共同推動。 

三、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一)經費來源 

      由本會循預算程序於109年度至114年度之年度預算額度內編

列。 

(二)計算基準：109年至114年規劃辦理「推展客家文化藝術活動

計畫」、「推動國家級『客家傳統劇團』及『客家兒童合唱團』

及創新發展客家藝文展演」、「跨域型客家文化活動計畫」、「輔

導地方客家節慶活動計畫」及「辦理客庄藝文發展計畫」等

業務，所需費用如下： 

1、推展客家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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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年度共需340,258千元，預計辦理： 

a.辦理提升客家文化創新價值之學術、藝術、民俗、文化、

全國客家日及客家重點發展區等活動，每案50千元至900

千元，約550案，計105,499千元。 

b.辦理扶植客家藝文團隊成長、推動國家級「客家傳統劇

團」及「客家兒童合唱團」及創新發展客家藝文展演，

每案200千元至10,000千元，約50案，計89,666千元。 

c.「客家桐花祭活動」補助地方政府、立案之民間社團辦

理「客家桐花祭」活動約25個單位，每案500千元至60,00

千元，計30,000千元，加計本會自辦活動宣傳企劃、主

題網站建置及桐花文學獎，計14,787千元，共計約需

44,787千元。 

d.與六堆12鄉區共同辦理「六堆運動會」活動，計14,000

千元，加計本會辦理整體宣傳、網站營運事務等相關業

務1,000千元，共計約需15,000千元。 

e.辦理客庄十二大節慶，計46,000千元，補助12個縣市、

18個地方節慶，並遴選出其中1-2案旗艦計畫提高補助金

額，每案2,000千元至4,000千元之經費，加計本會自辦

活動宣傳企劃、網站營運及影像紀錄等相關業務9,000

千元，共計46,000千元。 

f.辦理客庄藝文發展計畫，每案4,500千元至12,000千元，

約5案，計39,306千元。 

（2）110年度共需308,150千元，預計辦理： 

a.辦理提升客家文化創新價值之學術、藝術、民俗、文化、

全國客家日及客家重點發展區等活動，每案50千元至900

千元，約550案，計86,761千元。 

b.辦理扶植客家藝文團隊成長、推動國家級「客家傳統劇

團」及「客家兒童合唱團」及創新發展客家藝文展演，

每案200千元至10,000千元，約50案，計76,29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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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客家桐花祭活動」補助地方政府、立案之民間社團辦

理「客家桐花祭」活動約25個單位，每案500千元至60,00

千元，計30,000千元，加計本會自辦活動宣傳企劃、主

題網站建置及桐花文學獎，計14,787千元，共計約需

44,787千元。 

d.與六堆12鄉區共同辦理「六堆運動會」活動，計14,000

千元，加計本會辦理整體宣傳、網站營運事務等相關業

務1,000千元，共計約需15,000千元。 

e.辦理客庄十二大節慶，計46,000千元，補助12個縣市、

18個地方節慶，並遴選出其中1-2案旗艦計畫提高補助金

額，每案2,000千元至4,000千元之經費，加計本會自辦

活動宣傳企劃、網站營運及影像紀錄等相關業務9,000

千元，共計46,000千元。 

f.辦理客庄藝文發展計畫，每案4,500千元至12,000千元，

約5案，計39,306千元。 

（3）111年度共需380,148千元，預計辦理： 

a.辦理提升客家文化創新價值之學術、藝術、民俗、文化、

全國客家日及客家重點發展區等活動，每案50千元至900

千元，約550案，計86,759千元。 

b.辦理扶植客家藝文團隊成長、推動國家級「客家傳統劇

團」及「客家兒童合唱團」及創新發展客家藝文展演，

每案200千元至10,000千元，約50案，計76,296千元。 

c.「客家桐花祭活動」補助地方政府、立案之民間社團辦

理「客家桐花祭」活動約25個單位，每案500千元至60,00

千元，計30,000千元，加計本會自辦活動宣傳企劃、主

題網站建置及桐花文學獎，計14,787千元，共計約需

44,787千元。 

d.與六堆12鄉區共同辦理「六堆運動會」活動，計14,000

千元，加計本會辦理整體宣傳、網站營運事務等相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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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1,000千元，共計約需15,000千元。 

e.辦理客庄十二大節慶，計46,000千元，補助12個縣市、

18個地方節慶，並遴選出其中1-2案旗艦計畫提高補助金

額，每案2,000千元至4,000千元之經費，加計本會自辦

活動宣傳企劃、網站營運及影像紀錄等相關業務9,000

千元，共計46,000千元。 

f.辦理客庄藝文發展計畫，每案4,500千元至12,000千元，

約5案，計39,306千元。 

（4）112年度共需308,148千元，預計辦理： 

a.辦理提升客家文化創新價值之學術、藝術、民俗、文化、

全國客家日及客家重點發展區等活動，每案50千元至900

千元，約550案，計86,759千元。 

b.辦理扶植客家藝文團隊成長、推動國家級「客家傳統劇

團」及「客家兒童合唱團」及創新發展客家藝文展演，

每案200千元至10,000千元，約50案，計76,296千元。 

c.「客家桐花祭活動」補助地方政府、立案之民間社團辦

理「客家桐花祭」活動約25個單位，每案500千元至60,00

千元，計30,000千元，加計本會自辦活動宣傳企劃、主

題網站建置及桐花文學獎，計14,787千元，共計約需

44,787千元。 

d.與六堆12鄉區共同辦理「六堆運動會」活動，計14,000

千元，加計本會辦理整體宣傳、網站營運事務等相關業

務1,000千元，共計約需15,000千元。 

e.辦理客庄十二大節慶，計46,000千元，補助12個縣市、

18個地方節慶，並遴選出其中1-2案旗艦計畫提高補助金

額，每案2,000千元至4,000千元之經費，加計本會自辦

活動宣傳企劃、網站營運及影像紀錄等相關業務9,000

千元，共計46,000千元。 

f.辦理客庄藝文發展計畫，每案4,500千元至12,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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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5案，計39,306千元。 

（5）113年度共需308,148千元，預計辦理： 

a.辦理提升客家文化創新價值之學術、藝術、民俗、文化、

全國客家日及客家重點發展區等活動，每案50千元至900

千元，約550案，計86,759千元。 

b.辦理扶植客家藝文團隊成長、推動國家級「客家傳統劇

團」及「客家兒童合唱團」及創新發展客家藝文展演，

每案200千元至10,000千元，約50案，計76,296千元。 

c.「客家桐花祭活動」補助地方政府、立案之民間社團辦

理「客家桐花祭」活動約25個單位，每案500千元至60,00

千元，計30,000千元，加計本會自辦活動宣傳企劃、主

題網站建置及桐花文學獎，計14,787千元，共計約需

44,787千元。 

d.與六堆12鄉區共同辦理「六堆運動會」活動，計14,000

千元，加計本會辦理整體宣傳、網站營運事務等相關業

務1,000千元，共計約需15,000千元。 

e.辦理客庄十二大節慶，計46,000千元，補助12個縣市、

18個地方節慶，並遴選出其中1-2案旗艦計畫提高補助金

額，每案2,000千元至4,000千元之經費，加計本會自辦

活動宣傳企劃、網站營運及影像紀錄等相關業務9,000

千元，共計46,000千元。 

f.辦理客庄藝文發展計畫，每案4,500千元至12,000千元，

約5案，計39,306千元。 

（6）114年度共需308,148千元，預計辦理： 

a.辦理提升客家文化創新價值之學術、藝術、民俗、文化、

全國客家日及客家重點發展區等活動，每案50千元至900

千元，約550案，計86,759千元。 

b.辦理扶植客家藝文團隊成長、推動國家級「客家傳統劇

團」及「客家兒童合唱團」及創新發展客家藝文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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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案200千元至10,000千元，約50案，計76,296千元。 

c.「客家桐花祭活動」補助地方政府、立案之民間社團辦

理「客家桐花祭」活動約25個單位，每案500千元至60,00

千元，計30,000千元，加計本會自辦活動宣傳企劃、主

題網站建置及桐花文學獎，計14,787千元，共計約需

44,787千元。 

d.與六堆12鄉區共同辦理「六堆運動會」活動，計14,000

千元，加計本會辦理整體宣傳、網站營運事務等相關業

務1,000千元，共計約需15,000千元。 

e.辦理客庄十二大節慶，計46,000千元，補助12個縣市、

18個地方節慶，並遴選出其中1-2案旗艦計畫提高補助金

額，每案2,000千元至4,000千元之經費，加計本會自辦

活動宣傳企劃、網站營運及影像紀錄等相關業務9,000

千元，共計46,000千元。 

f.辦理客庄藝文發展計畫，每案4,500千元至12,000千元，

約5案，計39,306千元。 

2、各年度經費以109年度為基準（逐年滾動機制），總經費需求

計18億8,100萬元。 

四、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本計畫為6年期中長程個案計畫，自109年度起至114年度止，6

年共需總經費新臺幣18億8,100萬元，將於本會中程歲出概算額

度內，循預算程序，逐年編列預算辦理。 

所需費用詳如以下分年經費明細表（單位：千元） 

       年度 

工作項目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總計 

1.文藝發展： 

辦理推展客家文化藝術

活動計畫 
105,499 86,761 86,759 86,759 86,759 86,759 539,296 

辦理扶植客家藝文團隊

成長、推動國家級「客
89,666 76,296 76,296 76,296 76,296 76,296 47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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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工作項目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總計 

家傳統劇團」及「客家

兒童合唱團」及創新發

展客家藝文展演 

辦理跨域型客家文化活

動計畫 
59,787 59,787 59,787 59,787 59,787 59,787 358,722 

辦理輔導地方客家節慶

活動計畫 
46,000 46,000 46,000 46,000 46,000 46,000 276,000 

辦理客庄藝文發展計畫 39,306 39,306 39,306 39,306 39,306 39,306 235,836 

合計 340,258 308,150 308,148 308,148 308,148 308,148 1,881,000 

 

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深化客家節慶內涵、打造國際魅力品牌 

鼓勵地方自發性挖掘具在地特色與潛力之客家節慶活動，注入創

新客家元素，提升客家節慶之內涵及價值，打造具國際魅力之「客

家節慶」品牌。 

二、多元行銷推廣藝文展演、提升客家文化能見度 

跨域整合資源，多元行銷推廣藝文展演活動，展現客家藝文多面

向成果，並積極推動優質客家藝文團隊參與國際藝術交流活動，

強化全球競爭力，提升客家文化能見度。 

三、厚植客家文藝復興能量、建構客家美學新紀元 

客家音樂、戲劇、文學、美術等，皆具有其獨特性，從傳統汲取

養分，並融合現代創新元素，立基傳統、銜接當代，厚植客家文

藝復興能量，建構客家美學新紀元。 

 

柒、財務計畫 

    本計畫財源來自本會之公務預算，藉由編列預算，辦理客家

文化推廣與傳承等相關業務，由本會循預算程序於109年度至114

年度之年度預算額度內編列；客家藝文發展計畫係透過中央、地

方政府與民間團體共同合作，以強化計畫成效，地方政府及民間

團體尚須編列自籌款辦理，亦能減輕財源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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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則 

一、風險管理 

(一) 風險辨識 

    弱勢族群議題應成為主流政策建構的一般性原則，而

非局限在特殊化政策中，在本土少數族群遭遇非制度性排

斥的環境下，將喪失擷取主流文化養分之機會，造成主流

文化無本土文化之澆灌，且本土文化喪失與主流文化共振

之機會，缺少文化多樣性所帶來的表現、創造及創新能力。 

現今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在於本土各族群語言文化受到威權

文化貶低，使大眾直覺式的聯想本土文化屬於較落伍、低

俗的過去式文化，進而形成刻板印象，致本土文化邊緣化，

而無法在主流社會及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二)風險分析 

    依據本會參採「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訂定

之「風險發生機率分類表」及「風險影響程度分類表」，本

計畫之經費不足問題在危機機率方面評估為「可能」發生，

在風險影響程度方面評估為「嚴重」。 

(三)風險評量 

    本計畫計有風險項目1項，經風險評估結果，其風險分

布情形如風險圖像如表1，經費不足問題之風險值為4，超

出本會所訂可容忍風險值2。 

表1：本會風險圖像 

影響程度 風險分布 

非常嚴重(3)    

嚴重(2)  經費不足問題  

輕微(1)    

 幾乎不可能(1) 可能(2) 幾乎確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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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機關配合事項或民眾參與情形 

(一)為有效推動本計畫達成預定目標，協請文化部、教育部鼓

勵各校重視多元文化發展與族群和諧，因應客家藝文發展之

需要，自行調整配置客家相關校院系所足額師資相關學術資

源。 

(二)為使政府有限資源發揮整體效益，請勞動部、文化部、教

育部於相關培育計畫，規劃納入客家事務專業人才培育課

程。 

(三)協請各地方政府配合客家藝文發展計畫推動，結合地方政

府辦理藝文展演活動、客庄節慶套裝行程等規劃。 

(四)另，本會推動客家藝文活動重點工作內容亦不僅限於活動

本身，而更期藉由活動之宣傳及周邊效益等，擴大活動影響

力，善用跨域協調與合作，透過記者會等措施，並運用網路

資訊平臺，強化相關活動政策說明，俾提高參與意願，並與

地方政府及民間合作，讓外界了解本會推動客家藝文發展政

策意涵。 

 

三、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如表2、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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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檢視項目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主辦機關 主管機關 備註 

是 否 是 否  

1、計畫書格式 (1)計畫內容應包括項目是否均已填列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

編審要點」（以下簡稱編審要點）第5

點、第10點) 

V 

 

V 

  

(2)延續性計畫是否辦理前期計畫執行成

效評估，並提出總結評估報告(編審要

點第5點、第13點) 

V 

 

V 

 

(3)是否本於提高自償之精神提具相關財

務策略規劃檢核表？並依據各類審查

作業規定提具相關書件 

 

V 

 

V 

未相關 
(本計畫為社
會發展中長程
個案計畫，未
涉及公共建設

事項) 
2、民間參與可

行性評估 

是否填寫「促參預評估檢核表」評估（依

「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機制」） 

 
V  V 未相關 

3、經濟及財務

效益評估 

(1)是否研提選擇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

分析報告(「預算法」第34條) 

 
V  V 

未相關 

(2)是否研提完整財務計畫  V  V 

4、財源籌措及

資金運用 

(1)經費需求合理性(經費估算依據如單

價、數量等計算內容) 
V  V   

(2)資金籌措：本於提高自償之精神，將影

響區域進行整合規劃，並將外部效益

內部化 

 

V  V 

未相關 

(本計畫為社
會發展中長程
個案計畫，未
涉及公共建設

事項) 

(3)經費負擔原則： 

a.中央主辦計畫：中央主管相關法令規

定 

b.補助型計畫：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本於提高自償之精神

所擬訂各類審查及補助規定 

V  V   

(4)年度預算之安排及能量估算：所需經費

能否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容納加以

檢討，如無法納編者，應檢討調減一

定比率之舊有經費支應；如仍有不

敷，須檢附以前年度預算執行、檢討

不經濟支出及自行檢討調整結果等經

費審查之相關文件 

V  V  

 

(5)經資比1：2（「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

作業實施要點」第2點） 
 V  V 未相關 

(6)屬具自償性者，是否透過基金協助資金

調度 

 
V  V 未相關 

5、人力運用 (1)能否運用現有人力辦理 V  V  

無新增人力 (2)擬請增人力者，是否檢附下列資料： 

a.現有人力運用情形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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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項目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主辦機關 主管機關 備註 

是 否 是 否  

b.計畫結束後，請增人力之處理原則 

c.請增人力之類別及進用方式 

d.請增人力之經費來源 

6、營運管理計

畫 

是否具務實及合理性(或能否落實營運) 
 V  V 未相關 

7、土地取得 (1)能否優先使用公有閒置土地房舍  V  V 

未相關 

(2)屬補助型計畫，補助方式是否符合規定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第10條） 

 V  V 

(3)計畫中是否涉及徵收或區段徵收特定

農業區之農牧用地 
 V  V 

(4)是否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1及土

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規定 
 V  V 

(5)若涉及原住民族保留地開發利用者，是

否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規定辦理  V  V 

8、風險管理 是否對計畫內容進行風險管理 V  V   

9、環境影響分

析(環境政策

評估) 

是否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V  V 未相關 

10、性別影響評

估 
是否填具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V  V 

  

11、無障礙及通

用 設 計 影

響評估 

是否考量無障礙環境，參考建築及活動空

間相關規範辦理 

 

V  V 

未相關 

12、高齡社會影

響評估 

是否考量高齡者友善措施，參考 WHO「高

齡友善城市指南」相關規定辦理 

 
V  V 

13、涉及空間規

劃者 

是否檢附計畫範圍具座標之向量圖檔  
V  V 

14、涉及政府辦

公廳舍興

建購置者 

是否納入積極活化閒置資產及引進民間

資源共同開發之理念 

 

V  V 

15、跨機關協商 (1)涉及跨部會或地方權責及財務分攤，是

否進行跨機關協商 

 
V  V 

 (2)是否檢附相關協商文書資料  V  V 

16、依碳中和概

念優先選

列節能減

碳指標 

(1)是否以二氧化碳之減量為節能減碳指

標，並設定減量目標 

 
V  V 

(2)是否規劃採用綠建築或其他節能減碳

措施 

 
V  V 

(3)是否檢附相關說明文件  V  V 

17、資通安全防

護規劃 
資訊系統是否辦理資通安全防護規劃  

V  V 

主辦機關核章：承辦人            單位主管          首長 

 

主管部會核章：研考主管          會計主管          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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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日期：107年 10月 11日 

填表人姓名：彭玉廷                                                                                  職稱：專員                  身份：■業務單位人員  

e-mail：ha0188@mail.hakka.gov.tw        □非業務單位人員， 
電話：02-8995-6988*541 

填  表  説  明 

一、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除因物價調整而需修正計畫經費，或僅計畫期程變更

外，皆應填具本表。 

二、「主管機關」欄請填列中央二級主管機關，「主辦機關」欄請填列擬案機關（單位）。 

三、建議各單位於計畫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意

見；計畫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參酌其意見

修正計畫內容，並填寫「拾、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與者。 

壹、計畫名稱 109至 114年度客家藝文發展計畫 

貳、主管機關 客家委員會 主辦機關（單位） 客家委員會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V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V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4-1 計畫之現況問題
與需求概述 

一、客家文化仍未成為臺灣文化主流之一，

需加強文化認同及行銷。 

二、客家藝文必須有系統、長期且持續性的

扶植，方能有精緻動人之創作呈現。 

三、客家文化資源整合工作，本會現有組織

編制難以負荷。 

四、地方政府專責單位不足，協調推動客家

事務尚有困難。 

簡要說明計畫之現況問題

與需求。 

mailto:ha0188@mail.hakk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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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和本計畫相關之
性別統計與性別
分析 

本計畫呈現相關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如下： 

一、辦理輔導藝文團體成長統計及分析。 

二、辦理客家民俗、節慶、文學、研習等活

動統計及分析。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

等各種途徑蒐集既有的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

儘量顧及不同性別、性

傾向及性別認同者之年

齡、族群、地區等面向。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
化與本計畫相關
的性別統計與性

別分析及其方法 

本計畫定期分析相關的性別統計，針對客家

女性參與客家文化及藝文活動推廣與傳承進

行相關統計分析，並納入性別統計相關數據

之蒐集，以強化分析運用之完整性。。 

說明需要強化的性別統計

類別及方法，包括由業務

單位釐清性別統計的定義

及範圍，向主計單位建議

分析項目或編列經費委託

調查，並提出確保執行的

方法。 

伍、計畫目標概述（併
同敘明性別目標） 

一、 順應國際文化多樣性潮流，散播客家文化新種子。 

二、 整合傳統與現代的元素，刺激文化持續創新。 

三、 培育客家地方文創活動，發展客庄特色文化。 

四、 扶植客家文化創意，加強文化深度及精緻度。 

五、 扶植客家在地傳統節慶，發展國家無形文化資產。 

六、 扶植客家創作者及團體，提升藝文創作質量。 

七、 創造客家藝術新感動，促進客家藝文普及率。 

八、 鼓勵不同性別參與，進而推廣客家文化並達成女性培力。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
善方法（計畫於
研擬、決策、發
展、執行之過程
中，不同性別者
之參與機制，如
計畫相關組織或
機制，性別比例
是否達 1/3） 

本計畫將定期檢討辦理成效，相關審查會議委員之組成及辦理各項研習

課程等相關工作，將顧及「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之原則。例

如辦理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輔導客家藝文團隊、客庄十二大節慶活動時，

所成立之審查小組成員及遴選委員符合任一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原

則。 

柒、受益對象 

1.若 7-1至 7-3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8-1至 8-9及「第二部分

－程序參與」；如 7-1 至 7-3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8-1至 8-9，逕填寫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10-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

者，則需修正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 至 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應有量化或質化說明，不得僅列示

「無涉性別」、「與性別無關」或「性別一律平等」。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7-1 以特定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為受益
對象 

 V 

本計畫以「確保客家文化的保存及發

展」為政策目標，鼓勵多元性別共同
參與，確實有助於促進性別平等、提 

升弱勢性別者權益，同時確保執行過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女性

為主，或以同性戀、異性

戀或雙性戀為主，或個人

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

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public/Attachment/10705/2-A-2-1-2%E8%BE%A6%E7%90%86%E5%AE%A2%E5%AE%B6%E6%B0%91%E4%BF%97%E3%80%81%E7%AF%80%E6%85%B6%E3%80%81%E6%96%87%E5%AD%B8%E3%80%81%E7%A0%94%E7%BF%92%E7%AD%89%E6%B4%BB%E5%8B%95.pdf
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public/Attachment/10705/2-A-2-1-2%E8%BE%A6%E7%90%86%E5%AE%A2%E5%AE%B6%E6%B0%91%E4%BF%97%E3%80%81%E7%AF%80%E6%85%B6%E3%80%81%E6%96%87%E5%AD%B8%E3%80%81%E7%A0%94%E7%BF%92%E7%AD%89%E6%B4%BB%E5%8B%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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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能有效落實計畫目標。 請評定為「是」。 

7-2 受益對象無區
別，但計畫內
容涉及一般社
會認知既存的
性別偏見，或
統計資料顯示
性別比例差距
過大者 

 

V 
 

 

本計畫受益對象未限於特定性別人口
群，但計畫內容之執行，可納入預防
或消除性別偏見、縮小性別比例差距
或隔離等之可能性。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

性別人口群，但計畫內容

涉及性別偏見、性別比例

差距或隔離等之可能性

者，請評定為「是」。 

7-3 公共建設之空
間規劃與工程
設計涉及對不
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

者權益相關者 

 
 
 

V 
本計畫非公共建設計畫，內容無涉公
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

工程設計涉及不同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使用

便利及合理性、區位安全

性，或消除空間死角，或

考慮特殊使用需求者之可

能性者，請評定為「是」。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1經費配置：計畫如何編

列或調整預算配置，以

回應性別需求與達成

性別目標 

本計畫未編列性別預算，惟於執行

時，考量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之需求辦理各項業務，並視需要

斟酌調整預算配置。 

說明該計畫所編列經費如

何針對性別差異，回應性

別需求。 

8-2執行策略：計畫如何縮

小不同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差異之迫

切性與需求性 

一、本計畫可鼓勵不同性別者參與在

地特色客庄節慶遴選活動，確保

不同性別者均能享有平等社會、

公共參與及資源獲取的機會。 

二、計畫執行過程所作之性別統計，

有助瞭解性別差異與需求，並得

視需要配合調整計畫內容及策

略。 

計畫如何設計執行策略，

以回應性別需求與達成性

別目標。 

8-3宣導傳播：計畫宣導方

式如何顧及弱勢性別

資訊獲取能力或使用

習慣之差異 

一、本計畫主要以網路、廣播、電視、

平面媒體、事件、活動等整合行

銷方式進行宣導。 

二、多元的行銷內容、媒介，針對不

同背景的目標、對象，考量不同

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者資

訊獲取能力與使用習慣之差異。 

說明傳佈訊息給目標對象

所採用的方式，是否針對

不同背景的目標對象採取

不同傳播方法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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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性別友善措施：搭配其

他對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之友善

措施或方案 

本計畫鼓勵對客家文化有興趣的公民

踴躍參與，以開放性文化認同為傳達

內涵，破除傳統、性別之刻板印象，

鼓勵跨界參與為訴求，亦代表對不同

性別、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的尊重與友

善。 

說明計畫之性別友善措施

或方案。 

（二）效益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5落實法規政策：計

畫符合相關法規

政策之情形 

一、本計畫未違反基本人權、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或性別主流化政策之基本精神，且

特別重視避免複製性別刻板印象及性

別平等原則，以符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教育、文化與媒體篇強調消除文化禮俗

儀典的性別歧視，以及積極鼓勵推展平

權的性別文化精神。 

二、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11項「國

家肯定多元文化」之精神；「客家基本

法」，傳承與發揚客家語言、文化與文

化產業，並踐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

行法」，從強化客家文化主體性角度建

構客家文化發展之基礎及永續環境。 

說明計畫如何落實憲法、

法律、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性別主流化政策及

CEDAW 之基本精神，可參

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

(http://www.gec.ey.gov

.tw/)。 

8-6 預防或消除性別

隔離：計畫如何

預防或消除性別

隔離 

一、本會官網設置「性別統計」及「性別平

等」專區(含本會歷年辦理客家文化推

廣與傳承相關業務政策與法令、政策綱

領及性別統計等)，以此資訊公開與宣

導方式，預防或消除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刻板印象與性別隔離。 

二、本計畫鼓勵開放性文化認同為內容，破

除傳統、性別之刻板印象、鼓勵跨界參

與為訴求，計畫內容可預防及消除刻板

的性別隔離，如於鼓勵青年投入客家傳

統藝術傳承時，注意不同技藝傳承對象

之性別分布，了解其原因並研擬改善方

法。 

說明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

傳統文化對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限制

或僵化期待。 

8-7 平等取得社會資

源：計畫如何提

升平等獲取社會

資源機會 

本計畫運用網路、廣播、電視、平面媒體、

事件、活動等整合行銷方式進行宣導。多元

的行銷內容、媒介，針對不同背景的目標、

對象，考量不同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

者資訊獲取能力與使用習慣之差異，提供平

等獲取社會資源機會。例如，推辦藝術家駐

村計畫時，關注不同性別者之進駐情形，作

為未來精進相關工作之參考。 

說明計畫如何提供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平等機會獲取社會資源，

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

務之機會。 

http://www.gec.ey.gov.tw/
http://www.gec.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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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空間與工程效

益：軟硬體的公

共空間之空間規

劃與工程設計，

在空間使用性、

安全性、友善性

上之具體效益 

本計畫無涉公共空間及工程規劃設計 

1.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

差異所產生的不同需

求。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

角、相關安全設施。 

3.友善性：兼顧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特

殊使用需求。 

8-9 設立考核指標與

機制：計畫如何

設立性別敏感指

標，並且透過制

度化的機制，以

便監督計畫的影

響程度 

針對性別及年齡差異，規劃各項活動、研習

課程及資格認定等工作，融入「性別平權」

概念於業務中執行，以落實檢討監督計畫之

影響。 

1.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

形，計畫如何訂定相關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

準（績效指標，後續請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

要點」納入年度管制作

業計畫評核）。 

2.說明性別敏感指標，並

考量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之年齡、

族群、地區等面向。 

玖、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括對「第二

部分、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之計畫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
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 

9-1評估結果之綜合說

明 

本計畫透過創新客家傳統音樂及戲劇元素，以現代化、精緻化的表演方

式，達成推動新創客家藝文展演，精緻內涵之目的，並鼓勵主流藝文團

隊積極開發客家題材的演出內容，展現客家文化內涵與風貌，有助吸引

不同族群、性別及年齡層之民眾，從觀賞開始，進而喜愛及認同客家，

同時並於計畫規劃中，避免再製性別刻板印象與排除，值得肯定。 

9-2參採情形 

9-2-1說明採納意見後

之計畫調整 

本會將參採委員所提意見並納入計畫執行辦

理。 

9-2-2說明未參採之理

由或替代規劃 

 

9-3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的評估結果： 

已於 107年 10月 24日將「評估結果」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 請機關填表人於填完「第一部分」第壹項至第捌項後，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第二部

分－程序參與」項目，完成「第二部分－程序參與」後，再由機關填表人依據「第二部分－程

序參與」之主要意見，續填「第一部分－玖、評估結果」。 

＊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之 10-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評定為「有

關」者，請機關填表人依據其檢視意見填列「第一部分－玖、評估結果」9-1 至 9-3；若經評

定為「無關」者，則 9-1至 9-3免填。 

＊ 若以上有１項未完成，表示計畫案在研擬時未考量性別，應退回主管（辦）機關重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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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拾、程序參與：若採用書面意見的方式，至少應徵詢 1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民間

專家學者資料可至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參閱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10-1 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107年 10月 18日至 107年 10月 22日 

10-2 參與者姓名、職稱、

服務單位及其專長領

域 

姓名：姜貞吟  

服務單位及職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副教授、客家委員會第 4

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外聘委員 

專長領域：性別、族群、移民、客家   

10-3 參與方式 □計畫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見 

10-4 業務單位所提供之資

料 

相關統計資料 計畫書 
計畫書涵納其他初評

結果 

■有 ■很完整   

 □可更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

法補足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有， 

   且具性別目標 

□有， 

   但無性別目標 

□無 

■有， 

  已很完整   

□有， 

  但仍有改善空間 

□無 

10-5 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

度 

■有關          □無關    

（若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至 7-3

任一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選「有關」；若 7-1 至 7-3均評定

「否」者，則勾選「無關」）。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問題與需求評估、性別目標、參與機制之設計、資源投入及效益

評估）說明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意見。 

10-6 問題與需求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 

10-7 性別目標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 

10-8 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之合宜性 合宜 

10-9 受益對象之合宜性 合宜 

10-10資源與過程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 

10-11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 

10-12綜合性檢視意見 本計畫透過創新客家傳統音樂及戲劇元素，以現代化、
精緻化的表演方式，達成推動新創客家藝文展演，精緻
內涵之目的，並鼓勵主流藝文團隊積極開發客家題材的
演出內容，展現客家文化內涵與風貌，有助吸引不同族
群、性別及年齡層之民眾，從觀賞開始，進而喜愛及認
同客家，同時並於計畫規劃中，避免再製性別刻板印象
與排除，值得肯定。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合宜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草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              姜貞吟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