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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108 年度施政計畫 
 

本會掌理全國客家事務，以振興客家語言文化為使命，108 年度施政計畫之策訂，係依據總

統的客家政策主張及 107 年 1 月 31 日修正施行之客家基本法，以堅毅、勤儉的「客家精神」治

國，重建母語普及的客家社區；積極找回客家觀點的歷史詮釋權，建構屬於全民共享的客家歷史

記憶；並以「文化加值」策略發展客家經濟，讓生活、文化、生態、產業形成有機連結；據此，

本會致力開創客家文化價值，共創主流新典範，整體營造客語薰陶環境，確保客家語言、文化永

續發展；透過藝文能量累積，活化在地產業，打造全臺客庄亮點；運用網路、數位行動等新媒體

載具，活絡客家傳播，提升外溢效果；同時，積極拓展客家國際深度交流，多元展現臺灣文化內

涵，以創造下一個客家的美好年代！ 

本會依據行政院 108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

化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8 年度施政計畫。 

 

壹、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建立客語推廣機制，營造友善客語生活環境 

（一）貫徹客家基本法，推動客語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通行語言，打造客語友善環境，喚起母

語忠誠，形塑以「講客」為榮之氛圍。 

（二）厚植客語從「根」開始，擴大實施客語為教學語言計畫，營造校園內自然使用客語溝通及

教學之環境，結合客語學習與教學內容於學童日常生活，讓客語成為活用的語言，繼而提

升 5 歲至 10 歲客家人口說客語的比例倍數成長。 

（三）擘劃學校客家教育願景，發展在地客家特色校訂課程，強化師生對客家語言文化之認同，

培力適性揚才的客家後生，並跨域儲備客語師資，充實客語傳承量能。 

（四）建置臺灣客家語語料庫，透過典藏、保存及記錄，強化客語基礎建設，提供客語教學推廣

加值應用及研究發展運用。 

（五）結合家庭、學校及社區資源，引導優質人才回饋故鄉，挖掘在地客家文化底蘊，營造客庄

自明性客語生活化環境，讓客語自然深耕於客家社區、聚落。 

二、創新客家文化價值，共創主流文化 

（一）鼓勵客家文學、音樂、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等多元藝文創作發展，強化文化深度，提高於

主流文化場域能見度。 

（二）扶植客家藝文團隊及培育藝文人才，以創新客家元素，發展客家特色藝文展演，協助其精

進創作品質及數量，提升客家藝文精緻度。 

（三）檢視客庄傳統文化，提升其文化活動能量，擴大附加價值，發揮文化傳承之教育功能。 

三、推動客庄創生及促進觀光發展，繁榮客庄經濟  

（一）藉由人文、技藝、空間等三要素，運用故事手法，復興客家常民生活工藝文化，並鼓勵青

年回流，結合觀光資源，推動客庄產業創生。 

（二）兼顧客庄產業發展與文化地景保存之政策新思路，透過生活、文化、生態、產業與觀光等

面向，辦理人才培育、行銷推廣及客庄特色旅遊活動，發展具有客家特色之文化創意、休

閒及地方特色產業，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傳揚客家文化。 

（三）鼓勵地方政府運用文化加值策略，協助文化創意工作者進駐客庄，形塑在地群聚產業，以

群聚力量，有效發展街區經濟，提升整體客庄經濟力。 

（四）充實客家美食人才，藉由主題式競賽及活動激發創意，引領客家美食創新及精緻化，提升

年輕族群與國際觀光客接受度，並結合國內外展會、事件行銷等方式進行推廣。 

（五）賡續培力社區人才，推動環境友善理念與實踐，依客庄社區特色，創意設計在地餐桌，串

聯社區辦理農事體驗活動，協助在地小農地產地銷，並連結社區導覽與觀光資源，創造在

地傳統產業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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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合客庄文化資產、自然景觀、節慶活動及在地產業，開發多元遊程，並協助地方優化客

庄觀光熱區旅遊服務品質，提升客庄觀光能量。另舉辦多元之虛實行銷活動，透過生動有

趣的手法行銷推廣，吸引國內、外人士深入瞭解客庄產業及文化。 

四、打造慢活客庄示範場域，逐步拓展全臺客庄 

（一）擬定客庄文化主題，透過史料及歷年調查資料重新彙編運用，進行系統性文化資產修復及

紀念空間或場域之營造，透過對土地及族群歷史的珍視，形塑地域客庄特色。 

（二）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恢復自然地景與傳統聚落風貌、建置客家文教與產業基地，並建設

綠色交通路網，優化客庄聚落、生活空間及交通運輸，提升在地生活品質及觀光發展之誘

因。 

（三）針對在地發展中之特色產業，結合人才培訓、產業聚落開發及輔導、客庄特色推廣、科技

加值體驗與食農教育暨新農業扶植，鼓勵閒置空間發展為創業基地，為青年返鄉創（就）

業釋出利基。 

（四）鼓勵藝術家駐村客庄，以當地人文、景致創作，並結合特色景點辦理客家藝文展演，深耕

在地藝文發展，提升客庄藝文能見度，以客家美學形塑浪漫生活樣態。 

五、提升客家傳播質量，傳遞客庄在地能量 

（一）發揮客家族群廣電媒體之全國客家事務交流平臺功能，促進地方參與及在地特色之展現。 

（二）推動成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建立客家公共傳播永續發展基礎。 

（三）提升客家語言文化能見度，促進族群理解與落實族群主流化，發展國家多元文化政策。 

（四）透過多媒體及數位平臺，增進客家文化曝光度，提升客家媒體外溢效果。 

（五）傳播行銷客庄新創產業，彰顯客家精神與在地文化特色。 

（六）行銷推廣海內外客家事務，促進臺灣客家情感的跨國連結。 

六、推動國家級客家在地知識，整合並擴大客家學術能量 

（一）辦理國家級客家在地知識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礎調查計畫，以跨學術領域方式，結合學

術機構、民間團體及文史工作者，進行在地人文研究調查，分年期辦理系列人文社會科學

整合型計畫，擴大客家學術能量，深化本土人文知識基礎。 

（二）以競爭型方式，結合本會未來施政目標，加深整合型計畫政策引導強度，掌握研究成果之

政策參採情形，提升後續加值應用可行性；鼓勵學術社群從事海外客家研究交流，促成國

際客家研究之合作聯盟。 

（三）培植客家知識體系學術研究人才，針對客家研究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推辦相關延攬

及培育計畫，育成新一代客家人才。 

七、促進臺灣客家及青年國際交流，推動成立國際客家組織 

（一）召開全球性客家會議，舉辦客家語言、文化與美食等研習課程及重要節慶活動，促進海外

客家返臺體驗客家文化，積極推動與全球客家族群相關民間及政府之文化與政策交流，建

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創新、研究與交流中心。 

（二）協助海內外客家社團及藝文團體參與海外主流社會活動，扶植海外客家社團辦理大型臺灣

慶典，舉辦海外客家文化巡演，促進客家文化躍升國際舞台。 

（三）積極尋求與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於產業、傳播、藝文及語言教學等方面

之交流與合作機會，辦理東南亞地區客庄與臺灣客庄間之雙向深度交流。 

（四）推動籌組國際客家組織，參與國際 NGO 會議及活動，並與其他國家少數族群文化部門進行

交流，輸出臺灣客家政策經驗。 

（五）輔導建立常態性客家青年社群公共論壇，凝聚青年客家意識，結合在地社區組織，針對公

共議題，研提具體解決方案，藉由客庄社區居民共同參與過程，強化青年與客庄之聯結。 

八、強化北館（臺灣客家文化館）、南園（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定位，深化文化扎根與在地連結 

（一）探索客家歷史事件，收錄重要文物文獻，辦理常民文化調查與典藏徵集，厚實典藏資源；

透過文資調查結果、村史紀錄、實體與數位典藏資源，策劃豐富多元主題特展，並進行合

作、運用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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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客家文化館」定位為「全球客家博物館」、「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定位為「生態博

物館」，積極連結周邊客家館舍，進行跨域整合及策略聯盟，展現更加多元及深耕在地的

客庄文化；發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功能，積極培訓志工及推廣教育，傳承客家文化。 

（三）拓展國內外族群博物館研究及館際合作交流，仿效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印尼客家博

物館簽定合作交流協定經驗，積極參與相關國際組織或會議，開拓交流面向與合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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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綜合規劃發展 綜合規劃客家

政策及法規 

其它 一、辦理本會委員會議、客家學術計畫審查及學術發展會

議等。 

二、籌備全國客家會議及辦理客家貢獻獎評選、辦理全國

客家事務首長會議及各項客家事務諮詢、協調會議。 

三、辦理客家法制政策與族群主流化研究及性別平等與消

費者保護相關事務。 

客家文化躍升

計畫－知識體

系發展計畫 

社會

發展 

辦理「客家文化躍升計畫－知識體系發展計畫」 

一、補助大學校院客家學術機構發展客家學術研究。 

二、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及客家青年創新發展。 

三、獎助客家學生專題及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 

四、辦理國家級客家知識體系計畫。 

海外客家事務

推展計畫 

社會

發展 

辦理「海外客家事務推展計畫」 

一、辦理全球性客家會議及海外客家文化推廣活動。 

二、派員參加海外客屬重要會議及交流活動。 

三、辦理臺灣與全球客家公共參與暨國際客庄交流活動。 

四、補捐助辦理海內外客家文化交流活動。 

五、補捐助辦理赴海外參與大型文化藝術節慶活動。 

六、推動國際客家組織及參與國際會議。 

南北園區營運

及設施管理 

客家文化躍升

計畫－園區領

航計畫 

社會

發展 

辦理「客家文化躍升計畫－園區領航計畫」 

一、推廣客家文化教育暨推動區域產業發展計畫。 

二、客家文化主題出版、館際交流及周邊客庄資源整合連

結等計畫。 

三、「2019 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暨日本（大阪）國立民

族學博物館館際巡迴特展合作」考察計畫。 

四、客家文化資產典藏資源蒐 整、研究及再發展計畫。 

五、客家節慶活動暨藝文展演計畫。 

六、園區執行業務活動關聯計畫。 

七、國際客家學術研究交流計畫。 

客家文化雙燈

塔跨域加值整

合發展計畫 

公共

建設 

辦理「客家文化雙燈塔跨域加值整合發展計畫」 

一、推展客家文化創新加值。 

二、建構「跨域整合客家雙燈塔」 亮點廊帶計畫：臺灣客

家文化館常設展更新、南北園區走入客庄－主題性旅

遊體驗及區域性觀光巴士連結、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強

化水域濕地生態場域資源及相關設施功能提升。 

客家文化資源

調查、活化、

運用及數位化

相關事宜 

社會

發展 

辦理「客家文化躍升計畫—客庄文化資源保存及發展

計畫」：客家重點區域之文化資源、村史、老相館及主題

等調查計畫；盤整歷年文資及相關調查授權資料，並進行

後續運用及推廣。 

客家文化產業

發展 

客家文化產業

輔導創新育成 

社會

發展 

辦理「客家特色產業創新發展計畫—客家文化產業輔

導創新育成計畫」 

一、客庄產業創生推廣計畫。 

二、辦理客庄整體發展策略推動研析及協同作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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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三、補捐助辦理「客庄產業聚落形塑暨示範計畫」。 

四、辦理日本羅曼蒂克大道訪查及國際旅展之觀摩計畫。 

客家文化產業

行銷推廣 

社會

發展 

辦理「客家特色產業創新發展計畫－客家文化產業行

銷推廣計畫」 

一、辦理客庄觀光產業相關推廣計畫。 

二、辦理客家美食整合推廣計畫。 

三、辦理客家產業行銷推廣計畫。 

四、辦理新加坡國際旅展之觀摩及訪查計畫。 

客家聚落文化

特色及產業發

展環境營造 

公共

建設 

辦理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 

一、辦理客家文化及產業環境營造之審查、培訓、資源調

查、活動、展示（售）、推廣、輔導機制建立暨客庄

環境景觀踏查診斷等相關工作。 

二、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客家聚落特色風貌及環境營造等計

畫。 

四、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客家傳統聚落空間保存再利用等計

畫。 

四、補助地方政府及捐助國內團體、私校等辦理客家文化

及產業設施活化與產業發展、輔導等計畫。 

五、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區先期資源調

查、 跨域整合規劃及駐地工作等 計畫。 

客家浪漫臺三

線 

公共

建設 

辦理「客家浪漫臺三線計畫」 

一、補助地方政府修復臺三線古步道及山林史蹟。 

二、補助地方政府優化臺三線軸帶自然景觀。 

三、補助地方政府改造臺三線傳統聚落街區與立面。 

四、補助地方政府修復客家重要建築、大師故居及建置紀

念專館。 

五、補助地方政府建置藝術村與大地園藝。 

文化教育推展 客家文化躍升

計畫－文藝發

展計畫 

社會

發展 

辦理「客家文化躍升計畫－文藝發展計畫」 

一、辦理推展客家文化藝術活動計畫。 

二、辦理扶植客家藝文團隊成長、創新發展客家藝文展演

及扶植國家級「客家傳統劇團」及「客家兒童合唱

團」。 

三、辦理跨域型客家文化活動計畫。 

四、辦理輔導地方客家節慶活動計畫。 

五、辦理「客庄藝文發展計畫」。 

六、辦理「客家戲劇音樂等演出教學、紀錄及推廣傳承計

畫」。 

客家語言深耕

計畫 

社會

發展 

辦理「客家語言深耕計畫」 

一、辦理客語推廣相關競賽、活動及數位學習。 

二、辦理全國客語能力分級認證及推廣。 

三、推動客語向下扎根，推廣客語教育相關計畫。 

四、推動友善客語生活學校計畫。 

五、辦理公共領域客語友善環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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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六、辦理客語為教學語言相關計畫。 

七、推動客家語文基礎建設及建置客家語料資料庫。 

八、推動客語為通行語相關配套措施計畫。 

九、推動客語師資培育與聘用業務及相關獎勵措施計畫。 

十、推動獎勵學校、家庭及社區推動客語計畫。 

十一、辦理地方政府整體發展客家語言及文化。 

傳播行銷推展 客家傳播行銷

計畫－推展及

輔導客家傳播

媒體 

社會

發展 

辦理「客家傳播行銷計畫－推展及輔導客家傳播媒體

業務」 

一、設立客家電視頻道，辦理相關頻道提供、節目傳輸、

攝影棚租用、後製剪接、配音及各類節目、高畫質節

目製播、採購等。 

二、營運全國頻道客家廣播電臺。 

三、製播客語教學、兒童、藝文、文史、產業相關電視、

影音節目。 

四、運用廣播電臺、網路或多媒體傳播，推廣客家語言及

文化。 

五、鼓勵傳播媒體多元呈現臺灣客家語言、文化及亮點，

提升客家能見度。 

六、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客家傳播行銷

計畫－推動客

家整合行銷傳

播 

社會

發展 

辦理「客家傳播行銷計畫－推動客家整合行銷傳播業

務」 

一、推廣客家語言、文化、旅遊、產業等類型之宣傳短

片、廣播廣告、平面媒體素材企劃設計製作。 

二、辦理電視、電影、廣播等媒體通路整合行銷傳播。 

三、辦理國內平面媒體通路刊登。 

四、辦理族群傳播之事件行銷、網路、戶外、新傳播媒體

等通路整合行銷傳播。 

五、辦理客家文化海外整合行銷傳播，提升客家國際能見

度。 

六、辦理每日輿情蒐報、資料建檔及新聞聯繫與發布事宜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