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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10年第 2次會議議程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2時整 

貳、地點：本會第 2會議室 

參、主席：范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佐銘 

肆、主席致詞 

伍、報告事項：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1 請法規會了解第 139項資料

集「客家委員會國家賠償事

件統計」無資料卻有高瀏覽

量之原因。 

鑒於本會及所屬機關客

家文化發展中心近年來

均甚少受理國家賠償申

請事件，惟政府開放資

料平臺瀏覽人數計算，

依點擊資料集連結計

算，內容須經下載開啟

後方可得知，民眾應基

於想瞭解而點選本資料

集，爰產生無相關統計

數據資料，卻有較高瀏

覽量之情形發生。 

2 請語發處評估將客話學習網

相關學習資料，加入本會開

放資料集。 

將客話學習網相關學習

資料，加入本會開放資

料集。 

3 請綜規處於下次檢核時，另

針對抽查次數為 0次且未更

新之資料集，檢查其聯結正

確性及機器可讀性。 

已於每季檢核時，另針

對抽查次數為 0次且未

更新之資料集，檢查其

聯結正確性及機器可讀

性(如報告事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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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下次會議彙整民眾針對本

會開放資料提供之意見，提

供委員知悉。 

截至本會開放資料至

今，尚未收到民眾針對

本會開放資料提供之意

見。 

5 請綜規處提供客家雲應用程

式介面(API)之詳細技術移轉

文件，並對各業務單位及系

統承商辦理教育訓練。 

已於 11月 23日辦理教

育訓練及提供技術文

件。 

6 各業務單位針對「客家雲資

料來源及開放資料介接建

議」，研議是否可提供或修

改開放資料，並於 2週內提

出時程規劃。 

各業務單位回復配合時

程如附件 1 

 

二、本會辦理「政府資料開放」現況及資料更新情形，報請核

備。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 106年 11月 16日院授發資字第 1061502882號

函修訂「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第 11 點規定

辦理。 

(二) 本季預計下架 8 項資料集(第 58、92、95、96、97、98、

99、100項，因網站已關閉，不再提供該資料集更新下載)，

及新增 3 項資料集(訂為第 153-155 項)，為避免混淆，上

述皆為舊序號，並於異動完成後重新編列序號，調整後開

放資料集總計 147項。（如附件 2） 

(三) 謹提請本次會議核備。 

三、本會 110年度第 3季「政府資料開放」績效評估結果，報請

核備。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資料開放行動方案」第 4 點及本會資料開放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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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集檢核表操作說明執行(如附件 3)。 

(二) 本次績效評估檢核數量就已公開資料集(152 項)之 10%計

為 16項，自本季更新之資料集挑選，挑選原則為 108年第

1 季起各資料集抽查次數(統計表如附件 4)，由次數最低

者依序挑選，如該次數本季更新項數超過抽查數量時，則

以隨機方式抽選檢核原則。 

(三) 本次抽核之資料集為「33.客家委員會海外客家美食料理

研習班」、「53.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中級考試暨中

高級考試性別統計」等共 16 項，依績效檢核表之抽樣檢

核項目，上開 16 項資料集之更新時效性（40 分）、連結

正確性（30 分）、機器可讀性（30 分）等，皆為 100 分

(如附件 5)，另針對抽查次數為 0 次且未更新之資料集，

檢查其聯結正確性及機器可讀性，皆符合規定(如附件 6)。 

四、 有關本會客家雲開放資料應用辦理情形，報請核備。 

說 明： 

(一) 於 110年第 1次會議提案由客家雲參加下次政府開放資料

應用獎，並由客家雲(全球資訊網)承商完成工作如下： 

(1)提供開放資料應用程式介面功能：將本會現有開放資料

集(計 152項)製作應用程式介面(API)，開放資料之更

新及取用可以程式自動透過 API方式介接。 

(2)客家雲資料來源更新：現已有 6項資料集透過前述方式

自動更新(「建築類圖像及後設等資料」、「客語認證

詞彙資料庫」、「好客 ING」、「哈客網路學院」、

「客家桐花祭網站」及「客家節慶」)，後續 7項配合

業務單位時程提供介接(同附件 1)。 

(3)建置開放資料應用程式介接示範應用：與全球資訊網

「最新消息」自動介接。  

(二) 已將開放資料介接規範、使用手冊及詳細技術文件轉知業

務單位，各單位後續若辦理標案，蒐集相關可公開供民眾

運用之資料，請將開放資料介接規範列於招標規範，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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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開放資料後續推廣應用。 

陸、討論事項 

案 由：重新檢視本會及所屬所有資料集及盤點可提供之資料

集，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配合行政院政策，從 102 年開始提供資料集至今，已

提供 152 項資料集(本次調整後為 147 項)，惟其間歷經組

織及業務調整，致資料集已不合時宜，或因提供資料集之

格式問題，造成資料集應用價值低之情形。 

(二) 為利提升本會資料集應用價值，請各單位盤點並重新檢視

可提供之資料集，檢視方式如下： 

(1)已不合時宜之資料集，建議下架。例如：客家委員會補

助客家出版品(如附件 7)。 

(2)無法持續更新之資料集，建議檢視其妥適性或是否可更

新。例如：客家委員會客庄景點(同附件 7)。 

(3)因新增或轉型之業務，並有可開放予民眾應用之資料

集，建議新增。例如：樟之細路、桐花花況、客庄主題

遊程、語料庫等，建議新增資料集，並利用 API方式介

接。 

(4)檢視資料集格式是否合適。例如：如資料集之內容僅提

供標題及連結無其他說明，或欄位內容為時間，是否符

合政府資料標準格式，以利民眾運用及資料交換。 

柒、散會 



客家雲資料來源及開放資料介接建議回復彙整資料 附件1

資料來源 負責單位 建議 回復內容 辦理情形

客委會全球資訊網 綜合規劃處
將針對最新消息提供開放資料，並與

客家雲API介接(預計9月底完成)

已完成最新消息提

供開放資料，並與

客家雲API介接。

已提供介

接

客語認證詞彙資料庫 語言發展處

1.建議將同樣名詞不同腔調合併成同

一筆開放資料

2.建議後續提供API介接

哈客網路學院 語言發展處 建議後續提供API介接

語言發展處
請語發處評估將客話學習網相關學習

資料，加入本會開放資料集。

客話學習網得將下

列資料加入開放資

料集：

grade(年級)、

course_name(課程

名稱)、kind(分

類)、accent(腔

調)、

course_descriptio

n(課程簡介)、

url(連結)

台灣客家等路大街 產業經濟處 建議提供開放資料，後續提供API介接

提供詳細技術文件

轉移承商，並協助

教育訓練後1個月內

，提供介接資料。

預計110年

12月前提

供計介

接。

好客ING 藝文傳播處 建議後續提供API介接

經洽承商工程師評

估後，可提供開放

資料，惟因目前尚

未瞭解介接方式與

規範，保守估計自

綜規處資管科提供

介接程式起，承商

開發程式完成時間

約需6週。

預計110年

12月前提

供計介

接。

客家桐花祭網站(暫時

下架)
藝文傳播處

僅提供部分開放資料集，建議後續增

加資料，後續提供API介接

網站已下架，爰無

法提供資料。

客家節慶 藝文傳播處 建議持續更新資料
將持續提供開放資

料。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全球

資訊網
客發中心

建議提供最新消息開放資料，後續提

供API介接

於本會定義出全球

資訊網最新消息欄

位及AIP規則，待確

認完成後預計2個月

內執行完成。

預計110年

12月前提

供計介

接。

本案所列有關客語

認證詞彙資料庫及

哈客網路學院開放

資料介接客家雲資

料之建議，經評估

尚屬可行，惟因系

統維運廠商與本會

契約即將期滿，將

與新承作廠商提出

需求，預計於履約

開始後6個月內完成

介接事宜。

預計111年

5月前提供

計介接。



客家雲資料來源及開放資料介接建議回復彙整資料 附件1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典藏管理系統
客發中心

1.資料集內容無圖、且詳細說明(太

少)，建議提供更多資訊。

2.建議提供開放資料，後續提供API介

接

有關資產數位網

open data 資料集

欄位及API提供時間

，預計12月可提供

新欄位之資料集，

API也預計12月建置

完成並可提供本會

介接。

預計110年

12月前提

供計介

接。



 110年客家委員會資料盤點表

資料分類 現況

甲類:開放

資料

1.免費使

用

乙類:有限

度利用資料

2.免費申

請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欄位說明
丙類:不開

放資料
3.收費

1
客家委員會支付或接受

之補助

客家委員會支付或接受之補

助資料
year(年度)、file_name(檔案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裕榮 2015/02/05 1673 113

2
客家委員會地方客家單

位

介紹全台地方客家單位網站

資訊，提供多元化資訊內容

給民眾使用。

no(序)、unit_name(單位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劉芝榕 2020/01/13 2182 182

3
客家委員會行動應用軟

體服務績效調查表

客家委員會暨所屬之行動應

用軟體服務績效調查表
year(年度)、file_name(檔案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裕榮 2015/02/09 1743 120

4
客家委員會客家人口比

例及推估人數

本會為客家族群人口數，以

及縣市、鄉(鎮、市、區)分

布，以推估全國客家人口數

資料。

year(年度)、defined_category(定義類別)、

estimated_number(推估人數)、male_proportion(男生比例)、

male_number(男生人數)、female_proportion(女生比例)、

female_number(女生人數)、y0_9_proportion(0-9歲比例)、

y0_9_number(0-9歲人數)、y10_19_proportion(10-19歲比

例)、y10_19_number(10-19歲人數)、y20_29_proportion(20-

29歲比例)、y20_29_number(20-29歲人數)、

y30_39_proportion(30-39歲比例)、y30-39_number(30-39歲人

數)、y40_49_proportion(40-49歲比例)、y40_49_number(40-

49歲人數)、y50_59_proportion(50-59歲比例)、

y50_59_number(50-59歲人數)、y60_69_proportion(60-69歲比

例)、y60_69_number(60-69歲人數)、y70_proportion(70歲以

上比例)、y70_number(70歲以上人數)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劉芝榕 2017/12/22 3147 368

5
客家委員會-法規及行

政規則

客家委員會相關法規及行政

規則等資訊
category(類別)、act_title(法令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裕榮 2015/02/05 1416 107

6 客家委員會相關網站
介紹本會暨所屬相關主題網

站
no(編號)、site_name(網站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裕榮 2020/01/13 1891 133

7
客家委員會客家學術機

構

國內大學校院成立之客家學

院系所及客家研究中心資料

no(編號)、school_name(校名)、agency_name(名稱)、

found_date(成立時間)、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廖晨佐 2020/01/13 4012 332

8
客家委員會客家歷年貢

獻獎

歷年客家貢獻獎獎項別及得

獎人

yyy(年度)、handle_year(辦理屆次)、awards_name(獎項別)、

category(類別)、awards_person_name(得獎者姓名)、

awards_person_sex(得獎者性別)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黃伃君 2017/11/22 2151 174

9
客家委員會政策宣導相

關廣告

客家委員會暨所屬之政策宣

導相關廣告資料
year(年度)、file_name(檔案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裕榮 2015/02/09 1606 134

10
客家委員會施政計畫與

績效

客家委員會之施政計畫與績

效資料
category(類別)、file_name(檔案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黃秀蓉 2015/02/05 1406 102

序號

不能開

放之理

由(含法

規依據)

已開放

/ 預定

開放日

期

累計下載

次數(開

放起至

110年9月

30日止)

管理單位 承辦人 備註 開放日期

累計瀏覽

次數(開

放起至

110年9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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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客家委員會資料盤點表

資料分類 現況

甲類:開放

資料

1.免費使

用

乙類:有限

度利用資料

2.免費申

請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欄位說明
丙類:不開

放資料
3.收費

序號

不能開

放之理

由(含法

規依據)

已開放

/ 預定

開放日

期

累計下載

次數(開

放起至

110年9月

30日止)

管理單位 承辦人 備註 開放日期

累計瀏覽

次數(開

放起至

110年9月

30日止)

11
客家委員會海外客家社

團

客委會自95年起收錄海外客

家社團之基本資料

team_name(社團名稱)、country_name(社團所在國家)、

city_name(所在城市)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黃伃君 2020/01/13 4801 463

12 客家委員會基礎資料
客家人口相關基礎資料調查

資訊
category(類別)、file_name(檔案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廖晨佐 2015/02/05 1450 117

13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

究優良博碩士論文概況

介紹本會歷年獎助客家研究

優良博碩士論文。

year(年度)、title(論文標題)、summary(論文摘要)、author(作

者)、author_sex(作者性別)、graduation_school(畢業學校)、

graduation_department(畢業系所)、graduation_date(畢業年

月)、scholarship(獎助金額)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劉芝榕 2017/11/23 1918 158

14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

術研究概況

介紹本會歷年獎助客家學術

研究。

year(年度)、author(作者)、author_sex(作者性別)、

title_of_thesis(論文名稱)、grant_amount(獎助金額萬元)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黃曉珮 2017/11/23 2066 143

15
客家委員會資料開放行

動策略

客家委員會資料開放行動策

略。
no(序)、name(名稱)、url(連結)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林佩璇 2016/02/26 926 49

16
客家委員會資料開放諮

詢小組會議紀錄

客家委員會資料開放諮詢小

組歷次會議紀錄

name(會議名稱)、meeting_date(會議日期)、data(會議資

料)、meeting_record(會議紀錄)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林佩璇 2016/01/22 1253 196

17 客家委員會資料盤點表 客家委員會資料盤點表

no(序號)、database_name(系統資料庫名稱)、describe(系統資料庫描

述)、user_object(使用對象)、item(蒐集資料項目)、type(資料分類)、

situation(現況)、no_open_reason(不能開放之理由含法規依據)、

opening_or_opendate(已開放或預定開放日期)、unit(管理單位)、memo(備

註)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林佩璇 2017/11/22 313 32

18
客家委員會公務出國報

告

客家委員會歷年公務出國報

告

report_name(報告名稱)、member(出國人員)、category(出國

類別)、place(前往地區)、period(出國期間)、

report_date(報告日期)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裕榮 2016/07/25 529 37

19
客家委員會與其他機關

之業務分攤

客家委員會與其他機關之業

務分攤
year(年度)、season(季)、url(公告)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裕榮 2017/11/27 215 4

20 客家委員會出版品 客家委員會出版品

book_name(書名)、author(作者)、category(出版類型)、

date(出版年月)、size(規格)、price(定價)、isbn(ISBN)、

sale(展售)、introduce(特色介紹)、gpn(GPN)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林佩璇 2016/07/25 595 55

21
客家委員會築夢計畫歷

年錄取名單
築夢計畫歷年錄取名單

year(年度)、name(姓名)、sex(性別)、project_theme(計畫主

題)、type(類別)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黃涵紋 2016/07/26 496 34

22 客家委員會大事紀 客家委員會大事紀 date(日期)、activities(重要活動)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裕榮 2016/07/26 49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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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客家委員會獎項 客家委員會獎項說明
name(獎項名稱)、basis(辦理依據)、purpose(獎項宗旨)、

period(創立時程及辦理週期)、objects(獎勵對象)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依婷

提報下

次諮詢

小組會

議討論

1.目前本項包含以

下項目：

(1)客家事務專業

獎章

(2)客家貢獻獎

(3)客家青年創新

發展獎

(4)桐花文學獎

(5)潮客音樂獎

(6)公視客語無障

礙環境評鑑

(7)全國中小學客

家藝文競賽

2.為確保開放資料

之正確性，建議由

各業務處列管及更

新。

2016/07/26 548 22

24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

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

機構

school(學校名稱)、plan(計畫名稱)、subsidy(ten thousand

dollars)、year(年度)、description(說明)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黃曉珮 2016/07/26 491 45

25
客家委員會客語使用狀

況調查
歷年客語使用狀況調查 year(年度)、report(使用狀況報告書)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劉芝榕 2016/07/26 704 72

26 客家委員會委員 客家委員會委員
session(屆期)、name(委員姓名)、gender(性別)、

category(派聘兼類別)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劉芝榕 2016/07/28 433 18

27
客家委員會業務說明電

話與聯絡

客家委員會業務說明與聯絡

電話

Section(處室科別)、Position(職稱)、Name(姓名)、Line(專線電

話)、Ext(分機)、business(業務職掌)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裕榮 2016/10/19 420 25

28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

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之

鄉(鎮、市、區)，提供該鄉

（鎮、市、區）客家人口比

例、主要客語腔調及公所網

站等資訊。

area_name(直轄市或縣市)、city_name(鄉鎮市區)、

proportion_of_the_population(人口比例)、hakka_accent(客語腔

調)、major_festivals(重大節慶)、url(公所網站)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劉芝榕 2020/01/13 3049 239

29 客家委員會客籍作家
介紹本會97年至101年收錄

之100位客籍作家。

writer(作家)、person_name(本名)、other_aliases(其他別

名)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裕榮 2020/01/13 2142 152

30
客家委員會客家領袖夏

令營
歷屆參加學員之男女比例 year(年度)、man_count(男生人數)、woman_count(女生人數)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劉芝榕 2017/11/03 303 4

31
客家委員會補助海外客

家事務交流合作活動

歷屆申請團體數、受補助團

體數之男女比例

year(年度)、group_woman_count(申請團體)女性人數、

group_man_count(申請團體男性人數)、subsidy_group_woman_count(受補

助團體女性人數)、subsidy_group_man_count(受補助團體男性人數)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黃伃君 2017/11/03 207 3

32
客家委員會海外青年客

家文化研習營
歷屆參加學員之男女比例

year(年度)、stage(梯次)、woman_count(女性學員人數)、

man_count(男性學員人數)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依婷 2017/11/03 357 9

33
客家委員會海外客家美

食料理研習班
歷屆參加學員之男女比例

year(年度)、stage(梯次)、woman_count(女性學員人數)、

man_count(男性學員人數)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依婷 2017/11/03 94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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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客家委員會蒲公英行動

計畫
歷屆參加學員之男女比例 year(年度)、woman(女性學員人數)、man(男性學員人數)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依婷 2017/12/28 340 14

35
客家委員會補助客家出

版品
本會歷年補助之客家出版品

book_name(書名)、type(出版類型)、date(出版年月)、

Publishing Unit(出版單位)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裕榮 2016/09/26 546 50

36
客家委員會大專校院合

作課程表

哈客網路學院內容包含「客

語教學」、「客家文學」、

「兒童客家」、「客家音

樂」、「客家民俗歷史」、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大專校院合作課程」、

「影書選粹」等八大類數位

教材。

course_name(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師/製作單位)、

source(著作來源)、course_series(課程系列)、

course_outline(課程大綱)、course_description(課程簡介)、

subject_keyword(科目關鍵字)、subject_properties(科目屬性)、

hours(上課時數)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20/01/13 187 18

37
客家委員會年度客家民

俗節慶活動

提供本會歷年客庄12大節慶

相關活動訊息資料

year(年度)、festival_name(節慶名稱 )、handle_date(辦理

日期)、apply_counties(辦理縣市)、handling_units(辦理單

位)、open_location(開放地點)、script(內容說明)

甲類 1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羅育文 2019/03/19 4760 312

38
客家委員會兒童客家課

程表

透過客家特有的童玩遊戲及

童詩創作等互動學習方式，

讓兒童自然而然產生學習的

動機。在本主題裡，有「客

語童詩寫作」、「客家童

玩」等課程，讓小朋友玩在

客語、寫在客語、說在客

語！

course_name(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師/製作單位)、

source(著作來源)、course_series(課程系列)、

course_outline(課程大綱)、course_description(課程簡介)、

subject_keyword(科目關鍵字)、subject_properties(科目屬性)、

hours(上課時數)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20/01/13 194 34

3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創

意產業課程表

當傳統客家民俗，加入創意

新奇元素，可以為客家激發

出哪些創意火花呢？「藍衫

與花布的創新設計與應用」

及「文創產業再造客庄」、

「探索創新客家美食的奧

秘」等課程為您揭曉絕妙好

點子！

course_name(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師/製作單位)、

source(著作來源)、course_series(課程系列)、

course_outline(課程大綱)、course_description(課程簡介)、

subject_keyword(科目關鍵字)、subject_properties(科目屬性)、

hours(上課時數)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20/01/13 259 29

40
客家委員會客家日本時

期唱片總目錄

介紹 日本時期出版之客家

唱片。

list(目錄)、record_number(唱片編號)、category(類別曲

種)、 tracks(曲目)、performer(表演者)、remark(備註)
甲類 1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楊家梅 2020/01/13 2167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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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客家委員會客家民俗歷

史課程表

想深入客家文化，可以從客

家建築及各地客家庄風采等

細細探討，您將會發現每個

小地方，都充滿著濃厚客家

人文色彩！在本主題課程裡

，包含「福佬客庄承先啟

後」、「蘭陽客庄風情」、

「客家傳統建築的堂號棟

對」等課程，邀您一同感受

豐富的客家風情！

course_name(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師/製作單位)、

source(著作來源)、course_series(課程系列)、

course_outline(課程大綱)、course_description(課程簡介)、

subject_keyword(科目關鍵字)、subject_properties(科目屬性)、

hours(上課時數)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20/01/13 254 20

42
客家委員會客家音樂課

程表

從傳統到現代，從原始到創

新，在客家音樂主題裡有

「客家現代音樂賞析」、

「客家傳樂響徹八方」、

「臺灣客家歌謠傳唱」等課

程，讓您我一起穿梭在客家

音樂的現在與未來之時光隧

道中！

course_name(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師/製作單位)、

source(著作來源)、course_series(課程系列)、

course_outline(課程大綱)、course_description(課程簡介)、

subject_keyword(科目關鍵字)、

subject_properties(科目屬性)、

hours(上課時數)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20/01/13 148 13

43
客家委員會客家音樂戲

劇人才資料庫

為系統蒐集、整合、保存、

輔導客家音樂及戲劇相關人

才名單、影像、作品等資料

，，透過統整、資料庫建置

方式，提供客家音樂類、戲

劇類學識研究及人才資訊。

name(姓名)、review(人物介紹)、expertise(專長)、

awards(得獎紀錄)
甲類 1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楊家梅 2020/01/13 2441 171

44
客家委員會客家傳統樂

器介紹

介紹客家演奏所使用的樂

器。

music_instrument_name(樂器名稱)、

music_instrument_introduction(樂器介紹)
甲類 1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楊家梅 2020/01/13 2698 207

45
客家委員會客家藝文團

隊

介紹客家藝文團隊概況(110

年輔導藝文團隊)。

societies_name(社團名稱)、 person_in_charge(負責人)、

societies_nature(連絡方式)
甲類 1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林珈羽 2020/01/13 2531 183

46
客家委員會客語文學課

程表

客家話已是發展成熟又完整

的文學語言，不僅可用來述

景談情、寫人事物，也能用

詩表達抽象曼妙意象。在此

很榮幸邀請到何石松、吳秀

媛、曾喜城等幾位老師，帶

領大家一起賞析客家俚語、

童謠、打油詩，透過文學的

方式，領略客家文化獨特之

美。

course_name(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師/製作單位)、

source(著作來源)、course_series(課程系列)、

course_outline(課程大綱)、course_description(課程簡介)、

subject_keyword(科目關鍵字)、subject_properties(科目屬性)、

hours(上課時數)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20/01/13 23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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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客家委員會客語生活學

校

客委會歷年補助辦理客語生

活學校計畫之學校資料

serial_number(年度)、school_name(校名)、area_name(縣

市)、city_name(鄉鎮)、address(地址)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張靜茹 2020/01/10 303 94

48 客家委員會客語百句

為鼓勵初學者輕鬆學習日常

生活實用客語，提供「好客

100句」線上學習服務，網

站上提供了詞彙學習區、電

子書專區、行動APP專區、

模擬測驗、學習社群等多元

學習服務。

accent(腔調)、kind(種類)、hakka(客語)、chinese(華語)、

phonetic(標音)、other_phonetic1(其他語音1) 、

other_phonetic2(其他語音2)、url(音檔路徑)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20/01/13 313 28

49
客家委員會客語教學課

程表

想認識更多的客家話，體驗

語言之美嗎？想知道自己的

客語程度如何嗎？參加客語

能力認證考試就知道！在客

語教學系列中，有「客語能

力認證考試基本詞彙」、

「客家話的趣味」、「客語

話摩登」等課程，讓客語的

趣味與奧妙透過情境動畫生

動呈現！！

course_name(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師/製作單位)、

source(著作來源)、course_series(課程系列)、

course_outline(課程大綱)、course_description(課程簡介)、

subject_keyword(科目關鍵字)、subject_properties(科目屬性)、

hours(上課時數)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20/01/13 262 32

50

推動客語薪傳師傳習補

助作業要點(要點已於

107年1月1日廢止生效)

提供客語薪傳師傳習計畫課

程開班資訊。

city_name(縣市別)、teaching_curriculum(傳習課程)、

url(網址)、teacher(薪傳師)、start_date(開班時間)、

for_locations(辦理地點)、number_of_participants(參與人

數)、remark(備註)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吳若瑄 2020/01/13 176 11

51
客家委員會客語薪傳師

總覽

網站公告客語薪傳師各縣市

與各類別薪傳師名單與人數

統計資訊。

kind(類別)、area_name(區域名稱)、person_name(人名)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張昀婷 2020/01/13 253 26

52
客家委員會客語辭彙

(已不適用)

客語詞彙資料庫網站，可透過

腔調種類（四縣、饒平、六

堆、海陸、美濃、詔安及大

埔）、詞彙分類（30大類）及

關鍵字，做為搜尋條件，每個

詞彙有華語、英語的辭義解釋

，並有造句範例說明及發音，

透過線上即時播放功能。

kind(分類)、accent(腔調)hakka_risigned(客家辭義)、

hakka_phoneticon(客家音標)、chinese_risigned(華語辭

義)、english_ridigned(英語辭義)、hakka_sentence(客語例

句)、hakka_sentence_voice(客家例句語音)、

chinese_translation(華語翻譯)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邱婉清 2020/01/13 241 29

53

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

證中級考試暨中高級考

試性別統計

本會客語能力認證中級考試

暨中高級考試報名者及通過

者性別統計概況。

year(年度)、number_of_all(報名人數)、number_of_women(女

性人數)、pass1_of_women(女性通過中級人數)、

pass2_of_women(女性通過中高級人數)、number_of_men(男性

人數)、pass1_of_men(男性通過中級人數)、pass2_of_men(男

性通過中高級人數)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17/11/15 565 43

54
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

證初級考試性別統計

本會客語能力認證初級考試

報名者及通過者性別統計概

況。

year(年度)、number_of_all(報名人數)、number_of_women(女

性人數)、pass_of_women(女性通過人數)、number_of_men(男

性人數)、pass_of_men(男性通過人數)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17/11/15 47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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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客家委員會客語薪傳師

性別統計

本會客語薪傳師通過者性別

統計概況。

year(年度)、number_of_women(女性人數)、

percentage_of_women(女性百分比)、number_of_men(男性人

數)、percentage_of_men(男性百分比)、total(總計)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20/01/13 254 20

56 客家委員會桐花文學獎
介紹本會歷屆桐花文學得獎

作品。

year(年度)、award_categories(獎項類別)、rank(名次)、

author(作者)、works_name(作品名稱)
甲類 1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楊家梅 2020/01/13 2736 172

57
客家委員會桐花創作音

樂

介紹本會歷屆桐花創作音樂

得獎作品。
year(年度)、music_name(作品名稱)、author(作者) 甲類 1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楊家梅 2020/01/13 2973 293

58
客家委員會桐花景點步

道

客委會桐花祭活動推薦之賞

桐景點及步道資料

viewpoint(景點)、address(地址)、tel(電話)、

transportation_1(交通方式1)、transportation_2(交通方式

2)、memo(備註)、charge(收費方式)、latitude(緯度)、

longitude(經度)、url(圖片)

甲類 1
網站已

關閉。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楊家梅

因網站已關閉，不

再提供該資料集下

載，請下架。

2019/03/14 9852 7039

59
客家委員會資訊課程課

程表

哈客網路學院提供電腦資訊

線上課程(如word、excel、

powerpoint..等IT類線上教

材)，方便學習者進行資訊

課程內容學習。

course_name(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師/製作單位)、

source(著作來源)、course_series(課程系列)、

course_outline(課程大綱)、course_description(課程簡介)、

subject_keyword(科目關鍵字)、subject_properties(科目屬性)、

hours(上課時數)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20/01/13 223 17

60
客家委員會影書選粹課

程表

想要觀賞優質的客家影集，

來到影書選粹準沒錯！不論

是優質戲劇「源」或「牽紙

鷂的手」、小朋友愛看的

「奧林P客」、「客家安

可」，在本主題課程中，您

可以任意觀賞，不讓您錯過

任何精彩節目！

course_name(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師/製作單位)、

source(著作來源)、course_series(課程系列)、

course_outline(課程大綱)、course_description(課程簡介)、

subject_keyword(科目關鍵字)、subject_properties(科目屬性)、

hours(上課時數)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20/01/13 213 21

61

客家委員會「客家美食

HAKKA FOOD」榮譽標章

餐廳

提供本會「客家美食HAKKA

FOOD」榮譽標章餐廳相關資

訊。

restaurant_name(餐廳名稱)、tel(電話)、address(住址)、

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url(圖片)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9/03/14 2116 110

62
客家委員會「客家產業

輔導計畫」亮點業者
提供「客家產業輔導計畫」

輔導之亮點業者資訊。

business_name(業者名稱)、address(地址)、tel(電話)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林吳通 2020/01/13 1984 201

63
客家委員會好客卡特約

商店

提供好客卡特約商店地址及

相關優惠內容

company_name(業者名稱)、address(地址)、tel(電話)、

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20/01/13 3903 408

64 客家委員會客庄景點
提供全台客庄旅遊景點等相

關資訊。

title(標題)、area_name(縣市)、country_name(鄉鎮)、

address(地址)、explanation(說明)、url(資料連結)、

remark(備註)、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楊明璟 2017/11/30 4077 546

65
客家委員會客家創意菜

色及經典菜餚食譜

1.提供客家創意菜之做法及

成品圖片。

2.客家經典菜餚─四炆四炒

介紹及烹調作法

kind(類別)、classification(分類)、dishes_name(菜色名

稱)、 creative(創作者)、specialty_dishes(菜餚特色)、

practic(作法)、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7/11/23 610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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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客家委員會歷年補助地

方興建公共設施

客家委員會之歷年補助地方

興建公共設施資料
no(序)、category(類別)、url(資料連結)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吳棟隆 2015/02/09 1771 135

67

客家委員會「Hakka

TAIWAN臺灣客家」登錄

商品

提供各家特色商品及業者資

訊。

company_name(業者名稱)、product_name(商品名稱)、

address(地址)、tel(電話)、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

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6/08/25 569 57

68

客家委員會「客庄區域

產經整合計畫」亮點業

者

提供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計畫

之臺3線茶產業、六堆及東

部客家產業亮點業者相關資

訊

area(客庄區域)、company_name(業者名稱)、product_name(商

品名稱)、product_kind(商品性質茶產業)、address(聯絡地

址)、tel(電話)、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李聯裕 2017/11/23 290 19

69

客家委員會「客庄區域

產經整合計畫」亮點遊

程

提供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計畫

之臺3線、六堆亮點遊程。

area(客庄區域)、Industry(景點或業者名稱)、address(地

址)、tel(電話)、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李聯裕 2017/11/23 347 36

70

客家委員會103至105年

度「客家產業創新育成

計畫」創業培訓課程表

於103至105年度辦理之「客

家產業創新育成計畫」開辦

創業培訓課程相關資訊。

lesson(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師)、program(課程系

列)、hour(上課時數)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李聯裕 2016/08/25 807 28

71

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特

色商品通路標章授權業

者

提供獲本會授權「臺灣客家

特色商品通路標章」之業者

資訊。

business_name(業者名稱)、address(地址)、latitude(緯

度)、longitude(經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6/08/25 542 36

72

客家委員會「客庄青年

新創事業競賽」及「青

年新創客家事業競賽」

通過複審業者(硬頸良

品)

提供參與「客庄青年新創事

業競賽」及「青年新創客家

事業競賽」通過複審行銷平

臺。

Industry(業者名稱)、product(商品名稱)、address(地址)、

tel(電話)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6/08/25 573 26

73 客家委員會創業大補帖

邀請客家文化、客家產業及

創業等相關面向之專家學者

，提供客家特色產業創業建

言及相關寶貴意見。

no(序)、title(文章標題)、link(資料連結)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6/08/25 705 31

74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創標

竿錄

遴選本會歷年輔導業者成功

案例，提供創業青年事業營

運及經驗分享。

Industry(業者名稱)、title(文章標題)、link(資料連結)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6/08/25 620 37

75
客家委員會客庄返鄉創

業誌

本會輔導之客家創業青年，

藉由其返鄉創業甘苦談及成

果紀錄。

Industry(業者名稱)、title(文章標題)、link(資料連結)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6/08/25 523 23

76
客家委員會創業輔導網

絡

提供創業青年創業輔導相關

資訊。

company_name(單位名稱)、address(地址)、tel(電話)、

link(資料連結)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6/08/25 545 26

77
客家委員會樂活客家輕

時尚新創輔導業者

客家服飾人才培育「新創輔

導」業者介紹。

Industry(業者名稱)、product(商品名稱)、address(地址)、

tel(電話)、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張淑楓 2016/08/25 688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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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客家委員會客家特色餐

廳服務禮儀手冊

提供客家美食基本認識 、

餐飲服務禮儀、服務流程與

應對技巧、客家招呼語、專

業解說技巧及客家音樂導入

等資訊。

manual(手冊)、link(資料連結)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6/08/25 740 55

7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意

象暨桐花布料設計專利

權及著作權授權利用單

位

提供客家文化意象暨桐花布

料相關應用業者資訊。

industry(業者名稱)、product(商品名稱)、

application_image(應用圖案)、url(圖案網址)、address(地

址)、tel(電話)、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張淑楓 2016/10/24 376 20

80
客家委員會地方政府推

薦客家餐廳

提供地方政府推薦之客家餐

廳相關資訊。

restaurant(餐廳名稱)、tel(電話)、address(住址)、

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9/03/14 425 53

81
客家委員會客家美食校

園深耕課程表

於10所大專院校或高中職學

校辦理客家美食政策、客家

文化元素及特色介紹、四炆

四炒示範教學及客家創意料

理等相關課程。

lesson(課程名稱)、school(製作單位)、teacher(開課教師)、

program(課程系列)、hour(上課時數)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6/08/25 670 31

82
客家委員會客庄輕旅行

遊程索引

包含7大在地遊程地圖，以

及客庄景點、業者基本資訊

，提供民眾參訪客庄參考。

Scenic spots/Industry(景點或業者名稱)、address(地址)、

tel(電話)、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吳棟隆 2016/09/14 684 70

83
客家委員會創業輔導資

源整合

提供其他政府機關創業資源

相關資訊
item(項目)、link(資料連結)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李聯裕 2016/08/25 676 29

84

客家委員會「國家級臺

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推

動策略及內涵

提供「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

漫大道」推動策略及內涵。
policy(政策)、description(說明)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李聯裕 2017/10/13 524 28

85

客家委員會「客庄智慧

樂活4G應用服務計畫」

業者

提供「客庄智慧樂活4G應用

服務計畫」業者及商品資

訊。

viewpoint(景點或業者名稱)、product_name(商品名稱)、

address(地址)、tel(電話)、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

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7/10/13 360 10

86

客家委員會「105年客

家產業群聚創新推動計

畫」輔導成果

提供「105年客家產業群聚

創新推動計畫」輔導成果。

company_name(業者名稱)、owner(負責人)、address(地址)、

tel(電話)、item(輔導項目)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林佩琪 2017/10/13 388 13

87

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

文化巡禮」及「客家節

慶」踩線遊程

提供「臺灣客家文化巡禮」

及「客家節慶」踩線遊程資

訊。

viewpoint(景點或業者名稱)、address(地址)、tel(電話)、

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楊明璟 2017/10/13 361 27

88

客家委員會「客家特色

產業國內大型展售會」

歷年參展

提供「客家特色產業國內大

型展售會」歷年參展資料。

annual(年度)、date(日期)、activity(活動名稱)、place(地

點)、description(說明)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楊明璟 2019/03/14 252 13

89
客家委員會「客家宴廚

藝爭霸賽」得獎業者

提供「客家宴廚藝爭霸賽」

得獎業者名單。

award(獎項)、company_name(業者名稱)、product_name(商品

名稱)、food(菜色)、address(地址)、tel(電話)、

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7/12/22 308 27

90
客家委員會臺三線客家

山林古道

提供臺三線客家山林古道相

關資訊。
route(路線)、photo(圖片)、description(說明)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楊舒棣 2018/03/09 48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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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客家委員會低碳食材暨

食育課程表

提供低碳食材暨食育課程

表。

course_name(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師/製作單位)、

course_series(課程系列)
甲類 1 已開放 產業經濟處 盧廷鈞 2018/03/09 290 13

92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資

訊

以兒童為主要對象，客家文

化介紹(主題動畫、遠足日

記、魔力小百科)。

kind(類別)、title_name(主題名稱)、url(連結) 甲類 1
網站已

關閉。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劉子瑄

因網站已關閉，不

再提供該資料集下

載，請下架。

2017/11/10 346 29

93
客家委員會客家網路廣

播

提供民眾隨選收聽客家廣播

電台與廣播節目。

radio_name(電台名稱)、show_name(節目名稱)、

about_show(節目介紹)、host_name(主持人)、about_host(主

持人介紹)、link(網站連結)

甲類 1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劉子瑄 2017/11/30 1848 154

94
客家委員會客家網路影

音

提供民眾隨選收看歷年來典

藏的各類客家影音節目。

name(主要題名)、author(製作者)、description(摘要/故事大

綱)、length(影音檔秒數)、date(上架日期)、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劉子瑄 2020/01/13 2467 201

95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
以兒童為主要對象，簡易客

語對話及單字教學。
title_name(主題名稱)、url(連結) 甲類 1

網站已

關閉。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劉子瑄

因網站已關閉，不

再提供該資料集下

載，請下架。

2020/01/13 2803 151

96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

冒險任務

藉由寓教於樂的方式，在遊

戲中學習客家文化。
title_name(主題名稱)、url(連結) 甲類 1

網站已

關閉。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劉子瑄

因網站已關閉，不

再提供該資料集下

載，請下架。

2016/09/26 692 24

97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

電子賀卡

以小學堂故事主角製作可愛

的賀卡，讓孩童相互傳遞祝

福。

no(序)、title_name(主題名稱)、url(連結) 甲類 1
網站已

關閉。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劉子瑄

因網站已關閉，不

再提供該資料集下

載，請下架。

2016/09/26 615 67

98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

塗鴉牆

以繪本主角製作著色圖，讓

兒童或老師教學時可下載使

用。

no(序)、title_name(主題名稱)、url(連結) 甲類 1
網站已

關閉。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劉子瑄

因網站已關閉，不

再提供該資料集下

載，請下架。

2016/09/26 537 20

99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

桌布下載

以故事繪本為基底，繪製具

有客家文化特色之桌布。
no(序)、title_name(主題名稱)、url(連結) 甲類 1

網站已

關閉。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劉子瑄

因網站已關閉，不

再提供該資料集下

載，請下架。

2016/09/26 549 30

100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

故事屋

以繪本及動畫方式介紹客家

歷史與文化。

name(主要題名)、author(製作者)、description(摘要/故事大

綱)、length(影音檔秒數)、date(上架日期)、url(網址)
甲類 1

網站已

關閉。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劉子瑄

因網站已關閉，不

再提供該資料集下

載，請下架。

2016/10/24 450 33

101
客家委員會歷年發布新

聞稿清冊
歷年發布新聞稿清冊 date(日期)、title(標題)、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藝文傳播處 吳于珊 2017/11/24 235 25

102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會計報表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會計報表

category(類別)、year(年度)、month(月份)、file_name(檔案

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楊舒雲 2017/09/14 33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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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法規及行政規則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之法規及行政規則資料
category(類別)、act_title(法令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張耀中 2015/02/09 1875 109

104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預算及決算書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之預算及決算書資料

category(類別)、year(年度)、file_name(檔案名稱)、url(網

址)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楊舒雲 2015/2/9 1847 117

105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圖書資料中心館

藏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圖書資料中心館藏。

Title(編著)、Author(作者)、Publisher(出版社)、

Publication_Date(出版日期)、ISBN(ISBN)、PrimaryCallNO(編號)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劉莉萱 2019/03/14 3830 227

106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線上教學資源

建立客家線上教學主題單

元、開發輔助教材。以「遠

距學園」概念，配合幼兒

園、國小鄉土相關課綱及依

兒童年齡層，設計數位學習

教材。

Topic_type(主題類別)、Topic_name(主題名稱)、grade(適用

年級)、content(內容概述)、website(網站)、object(對象)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張耀中 2017/09/11 239 17

107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出版品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歷年出版

品資料

No(編號)、Title(書名)、Publication_Date(出版年月)、

Introduction(簡介)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梁惠珠 2016/08/31 444 42

108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大事紀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歷程

park(園區)、status(辦理情形)、date(日期)、location(地

點)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郭俐君 2017/09/11 312 14

10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志工性別統計

歷年園區志工人數及性別分

析

Year(年度)、location(園區)、The_number_of_teams(隊數)、

Total(總計)、Total_Male(總計_男)、Total_female(總計_女)、

Male_12_years_under(未滿12歲_男)、female_12_years_under(未

滿12歲_女)、Male_12_17years(12-17歲_男)、

female_12_17years(12-17歲_女)、Male_18_29years(18-29歲_

男)、female_18_29years(18-29歲_女)、Male_30_49years(30-49歲

_男)、female_30_49years(30-49歲_女)、Male_50_54years(50-54

歲_男)、female_50_54years(50-54歲_女)、Male_55_64years(55-

64歲_男)、female_55_64years(55-64歲_女)、

Male_Over_65years(65歲以上_男)、female_Over_65years(65歲以

上_女)、Indigenous_Male(具原住民身分_男)、

Indigenous_female(具原住民身分_女)、

Public_Personnel_employment_Male(軍公教人員在職_男)、

Public_Personnel_employment_female(軍公教人員在職_女)、

Public_Personnel_Retired_Male(軍公教人員已退休_男)、

Public_Personnel_Retired_female(軍公教人員已退休_女)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張紘睿 2017/09/12 27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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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導覽人員性別統

計

歷年園區導覽人員人數及性

別分析

Year(年度)、location(園區)、Total(合計)、Male(男)、

Female(女)、Male18_29(男18-29歲)、Female18_29(女18-29

歲)、Male30_49(男30-49歲)、Female30_49(女30-49歲)、

Male50_54(男50-54歲)、Female_50_54(女50-54歲)、

Male55_64(男55-64歲)、Female55_64(女55-64歲)、

Male65_up(男65歲以上)、Female65_up(女65歲以上)、

Male_hakka(男客家族群)、Female_hakka(女客家族群)、

Male_hakka_language(男客家語言)、

Female_hakka_language(女客家語言)、

Male_hakka_teacher(男客語薪傳師身份)、

Female_hakka_teacher(女客語薪傳師身份)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張紘睿 2017/09/11 320 9

111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團體導覽屬性分

析統計

園區團體導覽屬性分析

Year(年份)、Month(月份)、location(園區)、Group_number(團數)、

People_number(人數)、General_group(一般團體)、General_people(一般

團體人數)、Education_group(教育團體)、Education_people(教學團體人

數)、Gov_group(政府機關)、Gov_people(政府團體人數)、

Academic_group(學術單位)、Academic_people(學術團體人數)、

Overseas_group(海外團體)、Overseas_people(海外團體人數)、

hakka_group(客家團體)、hakka_people(客家團體人數)、

Community_group(社區團體)、Communitu_people(社區團體人數)、

Other_group(其他社團)、Other_people(其他社團人數)、

New_resident_group(新住民團體)、New_resident_people(新住民人數)、

Environment_group(環教團體)、Environment_people(環教人數)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張紘睿 2017/09/11 187 5

112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展示

園區各展館主題展示內容

(含歷史展)

content(展示內容)、time(開展時間)、build(展館)、area(園

區)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黃芃瑋 2017/09/08 219 3

113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藝文活動

園區辦理藝文活動名稱與時

間
year(年度)、name(活動名稱)、time(活動時間)、area(園區)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黃芃瑋 2017/09/08 305 5

114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藝文表演團體
園區邀請藝文表演團體名稱

actor(表演者)、type(表演類型)、experience(園區演出經

歷)、race(族群)、area(表演園區)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黃芃瑋 2017/09/08 471 42

115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圖書資料中心客

家族譜書目

苗栗園區圖書資料中心所收

藏之客家族譜書目資料

No(登錄號)、book_name(書名)、Author(作者)、publisher(出

版商)、year_of_publication(出版年)、call_number(索書

號)、ISBN、particular(特)、part(分)、

author_number(作)、year(年)、volume(冊)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劉莉萱 2016/10/25 493 29

116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區域結盟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區域結盟

year(年度)、alliance(結盟機關)、position(機關位置)、

url(網址)、cause(案由)、area(區域)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張紘睿 2017/09/08 167 2

117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停車場空間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停車場空間

year(年度)、area(場域)、car_number(汽車格數)、

bike_number(機車格數)、cause(收費辦法)、remarks(備註)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張紘睿 2017/09/08 304 11

118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場域租借空間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場域租借空間

year(年度)、area(園區)、land(場域)、unit(計價單位)、

according(收費辦法)、margin(保證金)、remarks(備註)、

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張紘睿 2017/09/08 198 2

11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招商委外空間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招商委外空間

year(年度)、area(園區)、land(場域)、unit(空間大小)、

according(收費辦法)、margin(保證金)、remarks(備註)、

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張紘睿 2017/09/08 27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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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AED緊急救護系

統位置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AED緊急救護系統位置

year(年度)、area(園區)、position(設置位置)、number(數

量)、baby(嬰兒專用貼片)、remarks(備註)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張紘睿 2017/09/08 208 5

121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定時定點導覽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定時定點導覽

year(年度)、area(園區)、position(園區空間)、time(定時導

覽時間)、remarks(備註)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張紘睿 2017/09/08 324 12

122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

展中心影片播放資訊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影片播放資訊

area(所屬園區)、year(年度)、movie(片名)、time(撥出時

間)、position(撥放場域空間)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張紘睿 2017/09/08 279 13

123

客家委員會辦理人民申

請提供政府資訊案件統

計

客家委員會暨所屬之辦理人

民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案件統

計

year(年度)、NumberofRecord(已提供筆數)、all_agree(申請

內容全部核准案件數)、partially_agree(申請內容部分核准案

件數)、disagree(駁回案件數)

甲類 1 已開放 秘書室 吳旻諭 2015/02/05 1770 123

124
客家委員會採購標案公

開上網資訊

客委會採購標案之公開上網

資訊
title(標題)、website(網頁) 甲類 1 已開放 秘書室 李文端 2016/10/24 355 28

125
客家委員會各年度採購

案件一覽表

客委會各年度採購案件一覽

表

Serial_number(序號)、year(年度)、case_number(標案案號)、

tender_name(標案名稱)、awarding_method(決標方式)、budget_amount(預

算金額)、subject_of_this_procurement(標的分類)、tender_method(招標

方式)、value_of_this_procurement(採購金額級距)、

successful_bidder(得標廠商)、tender_award_date(決標日期)、

government_estimate(底價金額)、tender_price(總決標金額)、

percentage_of_tender_price(標比-百分比)、bidder(投標廠商-商家數)、

memo(備註)

甲類 1 已開放 秘書室 李文端 2016/10/24 509 59

126
客家委員會公文統計資

料
客家委員會公文統計資料 date(日期)、received(收文件數)、dispatch(發文件數) 甲類 1 已開放 秘書室 吳旻諭 2017/09/12 254 15

127
客家委員會電子公文交

換比率

客家委員會電子公文線上簽

核、發文比率

date(日期)、e_doc_percentage(電子公文線上簽核比率)、

dispatch_percentage(發文比率)
甲類 1 已開放 秘書室 吳旻諭 2017/09/12 296 6

128
客家委員會工程施工查

核小組查核件數統計

客家委員會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查核件數統計

check_date(查核日期)、organizer(工程主辦單位)、title(工

程名稱)、point(評分等第)、progress(查核時施工進度)、

missing(查核主要缺失)、manufacturers(施工廠商)

甲類 1 已開放 秘書室 張宸豪 2017/12/01 258 18

129
客家委員會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

客家委員會性別主流化資訊

網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basis(設置依據)、current_Members(現任委員)、record _of_

meeting(會議紀錄)
甲類 1 已開放 人事室 賴沛如 2017/12/01 328 63

130
客家委員會組織人力概

況
客家委員會組織人力概況 year(年度)、unit(單位)、gender(性別)、number(人數) 甲類 1 已開放 人事室 梁瑞堂 2017/11/24 300 37

131
客家委員會職務出缺公

告
本會職務出缺公告 no(序)、name(本會職缺出處)、link(連結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人事室 梁瑞堂 2017/11/23 310 43

132
客家委員會累計提列公

務人員高普考試職缺數

本會年度內累計提列公務人

員高普考試職缺數
year(年度)、number(累計提列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職缺數) 甲類 1 已開放 人事室 梁瑞堂 2017/11/24 420 28

133
客家委員會各年度廉政

會報資料

客家委員會本會各年度廉政

會報資料
title(標題)、website(網頁) 甲類 1 已開放 政風室 黃俊鈞 2016/10/24 465 15

134
客家委員會廉政法規政

策資料

客家委員會廉政法規政策資

料
title(標題)、website(網頁) 甲類 1 已開放 政風室 黃俊鈞 2016/10/24 499 14

135
客家委員會財產申報相

關法規資訊

客家委員會財產申報相關法

規資訊
title(標題)、website(網頁) 甲類 1 已開放 政風室 黃俊鈞 2016/10/24 39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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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類 現況

甲類:開放

資料

1.免費使

用

乙類:有限

度利用資料

2.免費申

請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欄位說明
丙類:不開

放資料
3.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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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開

放之理

由(含法

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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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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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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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單位 承辦人 備註 開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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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開

放起至

110年9月

30日止)

136 客家委員會會計報告 客家委員會年度會計報告
category(類別)、year(年度)、month(月份)、file_name(檔案

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主計室 吳建璋 2017/11/03 1014 72

137
客家委員會預算及決算

書
客家委員會預算及決算書

category(類別)、year(年度)、file_name(檔案名稱)、url(網

址)
甲類 1 已開放 主計室

預算-羅

巧慧

決算-吳

建璋

2015/02/05 1263 186

138 客家委員會公務統計 客家委員會之公務統計資訊 no(序)、file_name(檔案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主計室 彭悠儷

因應國發會檢測規

則暫時新增no(序)

欄位

2015/02/05 1668 124

139
客家委員會國家賠償事

件統計

客家委員會之施政計畫與績

效資料國家賠償事件統計
year(年度)、file_name(檔案名稱)、url(網址) 甲類 1 已開放 法規會 鐘民惶 2015/02/05 1794 112

140

客家委員會客家基本法

及客家委員會組織法之

條文內容

客家委員會客家基本法及客

家委員會組織法之條文內容
title(標題)、url(網頁) 甲類 1 已開放 法規會 鐘民惶 2016/10/24 481 19

141

客家委員會請願之處理

結果及訴願之決定案件

數量統計

客家委員會請願之處理結果

及訴願之決定案件數量統計
title(標題)、url(網頁) 甲類 1 已開放 法規會 鐘民惶 2016/10/24 444 19

142
客家委員會「伯公照護

站」名冊
「伯公照護站」名冊

city_name(縣市別)、No(編號)、Unit_name(單位名稱)、

Address(地址)
甲類 1 已開放 綜合規劃處 黃伃君 2019/03/14 213 47

143
客家委員會看影片學客

語

看影片學客語！不論是優質

戲劇、電影或是行腳節目，

在本主題課程中，您可以任

意觀賞，不讓您錯過任何精

彩節目！

course_name(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師/製作單位)、

source(著作來源)、course_series(課程系列)、

course_outline(課程大綱)、course_description(課程簡

介)、subject_keyword(科目關鍵字)、subject_properties(科

目屬性)、hours(上課時數)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王宇萱 2019/03/14 398 39

144
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

訂課程

客委會歷年補助辦理客語結

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計畫

之學校資料

serial_number(年度)、school_name(校名)、area_name(縣

市)、city_name(鄉鎮)、course_name(課程名稱)、

course_description(課程簡介)

甲類 1 已開放 語言發展處 張靜茹 2020/10/26 185 86

145
文獻史料刻契類圖像及後

設等資料

內容為文獻史料刻契影像及細

部描述資料。(文化資產典藏)

Identifier(詮釋資料識別碼)、Title(名稱)、

RelativePerson(關係人)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李家裕 2020/12/31 46 5

146 建築類圖像及後設等資料
內容為建築影像及細部描述資

料。(文化資源普查)

CheckSerialNo(踏查編號)、CulturalResourceName(文化資源

名稱)、CulturalResourceHakkaSpelling(文化資源客語拼

音)、ScreeningReason(篩選理由)、History(歷史源流)、

BuildingCharacteristicDescription(建築特色)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顏紫蓉 2020/12/31 130 17

147 器物圖像及後設等資料
內容為器物影像及細部描述資

料。(文化資產典藏)

Identifier(詮釋資料識別碼)、Title(名稱)、Description(摘

要/介紹)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李家裕 2020/12/31 69 11

148
建築與景觀圖像及後設等

資料

內容為建築與景觀影像及細部

描述資料。(文化資產典藏)

Identifier(詮釋資料識別碼)、Title(名稱)、Description(摘

要/介紹)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李家裕 2020/12/31 85 23

149
藝術與技術類圖像及後設

等資料

內容為藝術與技術影像及細部

描述資料。(文化資源普查)

CheckSerialNo(踏查編號)、CulturalResourceName(文化資源

名稱)、CulturalResourceHakkaSpelling(文化資源客語拼

音)、ScreeningReason(篩選理由)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顏紫蓉 2020/12/31 12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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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民俗節慶類圖像及後設等

資料

內容為民俗節慶影像及細部描

述資料。(文化資源普查)

CheckSerialNo(踏查編號)、CulturalResourceName(文化資源

名稱)、CulturalResourceHakkaSpelling(文化資源客語拼

音)、ScreeningReason(篩選理由)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顏紫蓉 2020/12/31 102 19

151 文物類圖像及後設等資料
內容為文物影像及細部描述資

料。(文化資源普查)

CheckSerialNo(踏查編號)、CulturalResourceName(文化資源

名稱)、CulturalResourceHakkaSpelling(文化資源客語拼

音)、ScreeningReason(篩選理由)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顏紫蓉 2020/12/31 126 11

152
自然風景類圖像及後設等

資料

內容為自然風景影像及細部描

述資料。(文化資源普查)

CheckSerialNo(踏查編號)、CulturalResourceName(文化資源

名稱)、CulturalResourceHakkaSpelling(文化資源客語拼

音)、ScreeningReason(篩選理由)

甲類 1 已開放 客發中心 顏紫蓉 2020/12/31 93 34

153
客委會全球資訊網最新消

息

客委會全球資訊網最新消息資

料集。

page_title(標題)、page_content(內容)、page_pubdate(張貼日

期)、link(來源網址)
甲類 1 未開放 綜合規劃處 葉裕榮 提請上架

154
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動實

施計畫

客委會歷年補助辦理客語沉

浸式教學實施計畫之校園資

料

academic_year(學年度)、county(縣市)、township(鄉鎮市

區)、school_name(校園名稱)
甲類 1 未開放 語言發展處 雷小燕 提請上架

155
推動客庄產業創新加值

及人才培育

推動客庄產業創新加值補助

計畫，培訓人數性別比例

year(年度)、number_of_women(女性人數)、

percentage_of_women(女性百分比)、number_of_men(男性人

數)、percentage_of_men(男性百分比)、total(總計)

甲類 1 未開放 產業經濟處 何俊賢 提請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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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資料開放為近年全球的發展趨勢，各國政府透過資料開放政策，

滿足人民對政府資料「知」與「用」的權利，大幅提升治理效能。 

我國為順應國際發展趨勢，活化政府資料應用，展現施政透明

度，101 年 11 月行政院院會決議推動政府資料開放，102 年 2 月

頒訂「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明定政府

資料以開放、無償提供、開放格式、允許使用者自由應用為原則。

期透過政府資料開放之推動，達成政府資訊透明，促成跨機關與民

間協同合作，推動服務創新。 

本會為配合政府資料開放政策，依據行政院 104 年 4 月 7日函

頒「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於 104 年 5月 6日奉核成

立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持續加強及提升資料開放質與量、建立推廣

及績效管理機制。 

 

二、 範圍 

(一)組織範圍：本會及所屬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二)資料範圍：提供服務之網站及業務系統資料庫。 

 

三、 執行策略 

(一)配合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政策，擬訂及推動本會資料開放政策

及作業。 

(二)以定期盤點及清查等方式，檢視本會網站及業務系統資料集。 

(三)資訊系統之規劃須納入資料開放需求。 

(四)舉辦資料開放相關講座或教育訓練，協助同仁瞭解政府開放資

料策略。 

(五)指定資料集專人負責，加速回應民眾意見，提升民眾滿意度。 

(六)建立民眾申請本會尚未開放之資料審核流程，增強民眾對本會



 
 

開放之信心。 

 

四、 績效目標 

(一)持續推動資料開放，符合行政院設定應達成目標。 

(二)定期檢核開放資料集之連結正確性、更新時效性、機器可讀性

等樣態，評估資料開放資料集品質合格率，以全年平均合格比

率達 90%以上為目標。 

(三)對於民眾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提出之意見，目標以每件於 7

日內，平均 4日內回覆。 

 

五、 開放期程 

(一)104 年度：檢討開放本會網站已公開之資訊。 

(二)105、106 年度：持續盤點本會所有業務系統及資料庫，提供

可供開放之資料集。 

(三)後續年度：持續精進資料品質，如有新規劃系統，納入資料開

放之需求。 

 

六、 開放原則 

本會資料以開放及無償提供為原則，但下列不予開放： 

(一) 機敏性資料、有法規限制（如個資法等）或有其他特殊理由者。 

(二) 涉有著作權歸屬、契約使用限制、機關是否有權授權第三人再

利用等問題時。 

(三) 因情事變更或其他正當理由，致提供該開放資料供公眾使用，

不符合公共利益。 
 

七、 開放資料 

本會提供之開放格式資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可直接取得：無需人為操作即可透過連結直接獲取資料。 

(二) 易於處理：優先提供結構化資料。 

(三) 易於理解：應於詮釋資料描述其欄位說明及編碼意義等。 

(四) 確保資料品質：不得任意分割，以確保其完整性，並力求資料

之正確性及時效性。 

(五) 利於資料間串聯運用：提供之資料欄位格式定義應與政府資料

標準相符。 

 

八、 申請資料 

本會得依使用者申請提供有限度利用資料，採有償、保留撤回權或

其他限制條件方式授權利用，申請方式依本會訂定「客家委員會檔

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辦理，收費標準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所訂定之「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收費。 

 

九、 績效評估 

(一)定期抽樣檢核開放資料集之連結正確性、更新時效性、機器可

讀性等樣態，評估資料開放資料集品質合格率。 

(二)抽檢方式以每季抽查一次，每次抽查數量為資料集比率 10%，

並以全年平均合格比率達 90%以上為目標。 

 

十、 預期成效 

(一)提升資料集之數量與品質，公平共享政府資訊，創新服務發展

契機。 

(二)透過客家資料開放，增加施政透明度，促進產、官、學、研協

同合作，引領客家語言、產業、文化創新服務，確保客家文化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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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表操作說明 

 

  

 

 

一、預先告知： 

每季於通知各處室盤點新增資料集時，同時預告資料集「績效檢核日期」，並列出資料集「來源網址」。 

二、檢核過程： 

1. 以抽籤方式選擇抽取檢核之資料集，檢核數量為已公開資料集數之 10%(無條件進位)。 

2. 檢核評分依據： 

(1)「更新時效性」：以「績效檢核日期」為基準，並依抽取資料集之【「已開放筆數」/「最新筆數」*配分 40 分】計算

此項目分數，其中「已開放筆數」為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上，該資料集之資料筆數(扣除欄位定義列)，「最新筆數」為

「來源網址」上該資料公告之筆數。 

例 1：以「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04 年度會計月報」資料集為例，「來源網址」為

http://thcdc.hakka.gov.tw/wSite/np?ctNode=996&mp=1&idPath=426_996，該資料集公告之「最新筆數」為

10 筆，另查於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data.gov.tw/node/18686）上載之資料為 8 筆，則本項分數為【「已

開放筆數 8」/「最新筆數 10」*配分 40 分】=32 分。 

例 2：以「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03 年度決算」資料集為例，「來源網址」為

http://thcdc.hakka.gov.tw/wSite/np?ctNode=720&mp=1&idPath=426_720&ctNode=996&mp=1，該資料集公告之

「最新筆數」為 1 筆，另查於政府資料開放平台（data.gov.tw/node/18736）上載之資料為 1 筆，則本項分數為

【「已開放筆數 1」/「最新筆數 1」*配分 40 分】=40 分。 

(2)「連結正確性」：「連結可下載」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上載之資料集，若可正常下載即得 15 分，反之為 0 分；「內容正

每季通知各處室

盤點新增資料及

預告績效檢核時

間、資料集與來

源網址清單 

抽籤決定受檢資

料集，並依績效

檢核表項目進行

檢核 

不合格者 

限期修正 

送交 

資料開放 

諮詢小組 

備查 

檢核作業 檢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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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性」係以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上載之資料內容與「來源網址」之資料內容相對照後之相符程度計分，資料相同則取

得 15 分，若有不合則依不合程度酌予減分。 

(3)「機器可讀性」：包含「檔案格式」及「編碼方式」，「檔案格式」係以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上載之資料集下載之檔案，

如為 CSV 格式用 EXCEL 開啟檢測，檔案為 XML 格式則用 IE 開啟檢測，如可正常開啟則「檔案格式」得 15 分，無法

開啟則「檔案格式」得 0 分 ；「編碼方式」係以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上載之資料集經下載後之檔案內容可閱讀計分，

開啟檔案後非亂碼可閱讀者則取得 15 分，反之則為 0 分。 

3. 合格分數為 80 分，檢核不合格者限期修正完成。 

4. 年平均合格率為各季合格率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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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客家委員會資料開放 XXX 年第 X季績效檢核表(草稿) 

承辦人  職稱  檢核日期  提報日期   
 

抽樣檢核項目 

資料集名稱 更新時效性 

(40 分) 

連結正確性 

(30 分) 

機器可讀性 

(30 分) 

總分 備註 最新資

料筆數 

資料集

筆數 

得分 連結可

下載 

(15 分) 

內容正

確性 

(15 分) 

得分 檔案 

格式 

(15 分) 

編碼 

方式

(15 分) 

得分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04

年度會計月報 

10 8 32 15 15 30 15 15 30 92  

 更新時效性範例檢測流程 

1.由來源網址 http://thcdc.hakka.gov.tw/wSite/np?ctNode=996&mp=1&idPath=426_996 查看公告資料，最新資料目前為 1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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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http://data.gov.tw/node/18686，檢視已開放的資料數，已開放筆數為 8筆 

 
3.計算得分：【「已開放筆數 8」/「最新筆數 10」*配分 40分】=32 分 

 連結正確性範例檢測流程 

1.連結下載性： 

由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http://data.gov.tw/node/18686 下載檔案，每個檔案下載測試，都可以存檔，得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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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容正確性：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下載開放集資料，並自來源網址下載原始資料，抽檢比對數據，大致相符，得 15分。 

 

3.計算得分：連結下載性 15分＋內容正確性 15分=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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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可讀性範例檢測流程 

1.檔案格式：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下載開放集資料，檔案格式為 XML，以 IE 開啟。 

 
可正常開啟，且自檔案結尾無錯誤訊息，得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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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編碼方式：開啟的檔案，可閱讀無亂碼，得 15分。 

 

3.計算得分：檔案格式 15分＋編碼方式 15分=30 分。 

 



序號 資料集名稱 更新 次數 抽查

3 客家委員會行動應用軟體服務績效調查表 3

5 客家委員會-法規及行政規則 3

27 客家委員會業務說明電話與聯絡 3

35 客家委員會補助客家出版品 3

37 客家委員會年度客家民俗節慶活動 3

47 客家委員會客語生活學校 R 3

66 客家委員會歷年補助地方興建公共設施 3

128 客家委員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件數統計 R 3

130 客家委員會組織人力概況 R 3

132 客家委員會累計提列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職缺數 3

1 客家委員會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2

6 客家委員會相關網站 2

9 客家委員會政策宣導相關廣告 2

13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概況 2

18 客家委員會公務出國報告 2

28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2

29 客家委員會客籍作家 2

45 客家委員會客家藝文團隊 2

51 客家委員會客語薪傳師總覽 2

54 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初級考試性別統計 R 2 R

55 客家委員會客語薪傳師性別統計 2

92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資訊 2

93 客家委員會客家網路廣播 R 2

94 客家委員會客家網路影音 R 2

95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 2

96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冒險任務 2

101 客家委員會歷年發布新聞稿清冊 R 2 R

102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會計報表 R 2

103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法規及行政規則 R 2

104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預算及決算書 R 2

105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圖書資料中心館藏 R 2

107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出版品 R 2

108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大事紀 R 2

10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志工性別統計 R 2

110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導覽人員性別統計 R 2

111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團體導覽屬性分析統計 R 2

112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展示 R 2

116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區域結盟 R 2

125 客家委員會各年度採購案件一覽表 R 2

126 客家委員會公文統計資料 R 2

127 客家委員會電子公文交換比率 R 2

145 文獻史料刻契類圖像及後設等資料 R 2

146 建築類圖像及後設等資料 R 2

147 器物圖像及後設等資料 R 2

148 建築與景觀圖像及後設等資料 R 2

149 藝術與技術類圖像及後設等資料 R 2

150 民俗節慶類圖像及後設等資料 R 2

151 文物類圖像及後設等資料 R 2

152 自然風景類圖像及後設等資料 R 2

15 客家委員會資料開放行動策略 1

19 客家委員會與其他機關之業務分攤 1

22 客家委員會大事紀 1

25 客家委員會客語使用狀況調查 1

統計區間：110年第3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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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資料集名稱 更新 次數 抽查

26 客家委員會委員 1

41 客家委員會客家民俗歷史課程表 1

56 客家委員會桐花文學獎 1

61 客家委員會「客家美食HAKKA FOOD」榮譽標章餐廳 1

63 客家委員會好客卡特約商店 1

73 客家委員會創業大補帖 1

86 客家委員會「105年客家產業群聚創新推動計畫」輔導成果 1

87 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文化巡禮」及「客家節慶」踩線遊程 1

88 客家委員會「客家特色產業國內大型展售會」歷年參展 1

106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線上教學資源 R 1 R

113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藝文活動 R 1 R

114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藝文表演團體 R 1 R

115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圖書資料中心客家族譜書目 R 1 R

117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停車場空間 R 1 R

118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場域租借空間 R 1 R

11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招商委外空間 R 1 R

120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AED緊急救護系統位置 R 1 R

121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定時定點導覽 R 1 R

122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影片播放資訊 R 1 R

123 客家委員會辦理人民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案件統計 1

129 客家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

135 客家委員會財產申報相關法規資訊 1

136 客家委員會會計報告 1

137 客家委員會預算及決算書 1

138 客家委員會公務統計 1

139 客家委員會國家賠償事件統計 1

143 客家委員會看影片學客語 1

144 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 R 1 R

2 客家委員會地方客家單位 0

4 客家委員會客家人口比例及推估人數 0

7 客家委員會客家學術機構 0

8 客家委員會客家歷年貢獻獎 0

10 客家委員會施政計畫與績效 0

11 客家委員會海外客家社團 0

12 客家委員會基礎資料 0

14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概況 0

16 客家委員會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紀錄 0

17 客家委員會資料盤點表 0

20 客家委員會出版品 0

21 客家委員會築夢計畫歷年錄取名單 0

23 客家委員會獎項 0

24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0

30 客家委員會客家領袖夏令營 0

31 客家委員會補助海外客家事務交流合作活動 0

32 客家委員會海外青年客家文化研習營 0

33 客家委員會海外客家美食料理研習班 R 0 R

34 客家委員會蒲公英行動計畫 0

36 客家委員會大專校院合作課程表 0

38 客家委員會兒童客家課程表 0

3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課程表 0

40 客家委員會客家日本時期唱片總目錄 0

42 客家委員會客家音樂課程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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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資料集名稱 更新 次數 抽查

43 客家委員會客家音樂戲劇人才資料庫 0

44 客家委員會客家傳統樂器介紹 0

46 客家委員會客語文學課程表 0

48 客家委員會客語百句 0

49 客家委員會客語教學課程表 0

50 推動客語薪傳師傳習補助作業要點(要點已於107年1月1日廢止生效) 0

52 客家委員會客語辭彙(已不適用) 0

53 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中級考試暨中高級考試性別統計 R 0 R

57 客家委員會桐花創作音樂 0

58 客家委員會桐花景點步道 0

59 客家委員會資訊課程課程表 0

60 客家委員會影書選粹課程表 0

62 客家委員會「客家產業輔導計畫」亮點業者 0

64 客家委員會客庄景點 0

65 客家委員會客家創意菜色及經典菜餚食譜 0

67 客家委員會「Hakka TAIWAN臺灣客家」登錄商品 0

68 客家委員會「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計畫」亮點業者 0

69 客家委員會「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計畫」亮點遊程 0

70 客家委員會103至105年度「客家產業創新育成計畫」創業培訓課程表 0

71 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特色商品通路標章授權業者 0

72
客家委員會「客庄青年新創事業競賽」及「青年新創客家事業競賽」通過複審
業者(硬頸良品)

0

74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創標竿錄 0

75 客家委員會客庄返鄉創業誌 0

76 客家委員會創業輔導網絡 0

77 客家委員會樂活客家輕時尚新創輔導業者 0

78 客家委員會客家特色餐廳服務禮儀手冊 0

7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意象暨桐花布料設計專利權及著作權授權利用單位 0

80 客家委員會地方政府推薦客家餐廳 0

81 客家委員會客家美食校園深耕課程表 0

82 客家委員會客庄輕旅行遊程索引 0

83 客家委員會創業輔導資源整合 0

84 客家委員會「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推動策略及內涵 0

85 客家委員會「客庄智慧樂活4G應用服務計畫」業者 0

89 客家委員會「客家宴廚藝爭霸賽」得獎業者 0

90 客家委員會臺三線客家山林古道 0

91 客家委員會低碳食材暨食育課程表 0

97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電子賀卡 0

98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塗鴉牆 0

99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桌布下載 0

100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故事屋 0

124 客家委員會採購標案公開上網資訊 0

131 客家委員會職務出缺公告 0

133 客家委員會各年度廉政會報資料 0

134 客家委員會廉政法規政策資料 0

140 客家委員會客家基本法及客家委員會組織法之條文內容 0

141 客家委員會請願之處理結果及訴願之決定案件數量統計 0

142 客家委員會「伯公照護站」名冊 R 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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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資料開放 110年第 3季績效檢核表 

承辦人 葉裕榮 職稱 分析師 檢核日期 110.11.12 
 

抽樣檢核項目 

資料集名稱 更新時效性 

(40分) 

連結正確性 

(30分) 

機器可讀性 

(30分) 

總分 備註 最新資

料筆數 

資料集

筆數 

得分 連結可

下載 

(15分) 

內容正

確性 

(15分) 

得分 檔案 

格式 

(15分) 

編碼 

方式

(15分) 

得分 

[33] 客家委員會海外客家美食料

理研習班(綜規處) 

23 23 40 V V 30 V V 30 100  

[53] 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中

級考試暨中高級考試性別統計(語

發處) 

13 13 40 V V 30 V V 30 100  

[54] 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初

級考試性別統計(語發處) 

16 16 40 V V 30 V V 30 100  

[101] 客家委員會歷年發布新聞稿

清冊(藝傳處) 

294 294 40 V V 30 V V 30 100  

[106]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線上教學資源(客發中心) 

31 31 40 V V 30 V V 30 100  

[113]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藝文活動(客發中心) 

134 134 40 V V 30 V V 30 100  

[114]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藝文表演團體(客發中心) 

1343 1343 40 V V 30 V V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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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圖書資料中心客家族譜書目(客

發中心) 

741 741 40 V V 30 V V 30 100  

[117]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停車場空間(客發中心) 

13 13 40 V V 30 V V 30 100  

[118]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場域租借空間(客發中心) 

65 65 40 V V 30 V V 30 100  

[11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招商委外空間(客發中心) 

80 80 40 V V 30 V V 30 100  

[120]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 AED 緊急救護系統位置(客發中

心) 

100 100 40 V V 30 V V 30 100  

[121]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定時定點導覽(客發中心) 

70 70 40 V V 30 V V 30 100  

[122]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影片播放資訊(客發中心) 

90 90 40 V V 30 V V 30 100  

[142] 客家委員會「伯公照護站」

名冊(綜規處) 

382 382 40 V V 30 V V 30 100  

[144] 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

程(語發處) 

214 214 40 V V 30 V V 30 100  

備註：檢核表操作說明及範例如后。 

 

 

 

 

 

 



抽查次數為0次且未更新之資料集

序號 資料集名稱
連結

正確性

機器

可讀性

2 客家委員會地方客家單位 符合 符合

4 客家委員會客家人口比例及推估人數 符合 符合

7 客家委員會客家學術機構 符合 符合

8 客家委員會客家歷年貢獻獎 符合 符合

10 客家委員會施政計畫與績效 符合 符合

11 客家委員會海外客家社團 符合 符合

12 客家委員會基礎資料 符合 符合

14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概況 符合 符合

16 客家委員會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紀錄 符合 符合

17 客家委員會資料盤點表 符合 符合

20 客家委員會出版品 符合 符合

21 客家委員會築夢計畫歷年錄取名單 符合 符合

23 客家委員會獎項 符合 符合

24 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 符合 符合

30 客家委員會客家領袖夏令營 符合 符合

31 客家委員會補助海外客家事務交流合作活動 符合 符合

32 客家委員會海外青年客家文化研習營 符合 符合

34 客家委員會蒲公英行動計畫 符合 符合

36 客家委員會大專校院合作課程表 符合 符合

38 客家委員會兒童客家課程表 符合 符合

3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課程表 符合 符合

40 客家委員會客家日本時期唱片總目錄 符合 符合

42 客家委員會客家音樂課程表 符合 符合

43 客家委員會客家音樂戲劇人才資料庫 符合 符合

44 客家委員會客家傳統樂器介紹 符合 符合

46 客家委員會客語文學課程表 符合 符合

48 客家委員會客語百句 符合 符合

49 客家委員會客語教學課程表 符合 符合

50 推動客語薪傳師傳習補助作業要點(要點已於107年1月1日廢止生效) 符合 符合

52 客家委員會客語辭彙(已不適用) 符合 符合

57 客家委員會桐花創作音樂 符合 符合

58 客家委員會桐花景點步道 符合 符合

59 客家委員會資訊課程課程表 符合 符合

60 客家委員會影書選粹課程表 符合 符合

62 客家委員會「客家產業輔導計畫」亮點業者 符合 符合

64 客家委員會客庄景點 符合 符合

65 客家委員會客家創意菜色及經典菜餚食譜 符合 符合

67 客家委員會「Hakka TAIWAN臺灣客家」登錄商品 符合 符合

68 客家委員會「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計畫」亮點業者 符合 符合

69 客家委員會「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計畫」亮點遊程 符合 符合

70 客家委員會103至105年度「客家產業創新育成計畫」創業培訓課程表 符合 符合

71 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特色商品通路標章授權業者 符合 符合

72
客家委員會「客庄青年新創事業競賽」及「青年新創客家事業競賽」
通過複審業者(硬頸良品)

符合 符合

74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創標竿錄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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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次數為0次且未更新之資料集

序號 資料集名稱
連結

正確性

機器

可讀性

75 客家委員會客庄返鄉創業誌 符合 符合

76 客家委員會創業輔導網絡 符合 符合

77 客家委員會樂活客家輕時尚新創輔導業者 符合 符合

78 客家委員會客家特色餐廳服務禮儀手冊 符合 符合

79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意象暨桐花布料設計專利權及著作權授權利用單
位

符合 符合

80 客家委員會地方政府推薦客家餐廳 符合 符合

81 客家委員會客家美食校園深耕課程表 符合 符合

82 客家委員會客庄輕旅行遊程索引 符合 符合

83 客家委員會創業輔導資源整合 符合 符合

84 客家委員會「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推動策略及內涵 符合 符合

85 客家委員會「客庄智慧樂活4G應用服務計畫」業者 符合 符合

89 客家委員會「客家宴廚藝爭霸賽」得獎業者 符合 符合

90 客家委員會臺三線客家山林古道 符合 符合

91 客家委員會低碳食材暨食育課程表 符合 符合

97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電子賀卡 符合 符合

98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塗鴉牆 符合 符合

99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桌布下載 符合 符合

100 客家委員會好客小學堂故事屋 符合 符合

124 客家委員會採購標案公開上網資訊 符合 符合

131 客家委員會職務出缺公告 符合 符合

133 客家委員會各年度廉政會報資料 符合 符合

134 客家委員會廉政法規政策資料 符合 符合

140 客家委員會客家基本法及客家委員會組織法之條文內容 符合 符合

141 客家委員會請願之處理結果及訴願之決定案件數量統計 符合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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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下架或檢視其妥適性資料集清單 附件7

序號 資料集名稱 資料集描述 欄位說明

21
客家委員會築夢計畫歷

年錄取名單
築夢計畫歷年錄取名單

year(年度)、name(姓名)、sex(性

別)、project_theme(計畫主題)、

type(類別)

29 客家委員會客籍作家
介紹本會97年至101年收

錄之100位客籍作家。

writer(作家)、person_name(本名)、

other_aliases(其他別名)

30
客家委員會客家領袖夏

令營
歷屆參加學員之男女比例

year(年度)、man_count(男生人數)、

woman_count(女生人數)

32
客家委員會海外青年客

家文化研習營
歷屆參加學員之男女比例

year(年度)、stage(梯次)、

woman_count(女性學員人數)、

man_count(男性學員人數)

33
客家委員會海外客家美

食料理研習班
歷屆參加學員之男女比例

year(年度)、stage(梯次)、

woman_count(女性學員人數)、

man_count(男性學員人數)

34
客家委員會蒲公英行動

計畫
歷屆參加學員之男女比例

year(年度)、woman(女性學員人數)、

man(男性學員人數)

35
客家委員會補助客家出

版品

本會歷年補助之客家出版

品

book_name(書名)、type(出版類型)、

date(出版年月)、Publishing

Unit(出版單位)

40
客家委員會客家日本時

期唱片總目錄

介紹 日本時期出版之客

家唱片。

list(目錄)、record_number(唱片編

號)、category(類別曲種)、

tracks(曲目)、performer(表演者)、

remark(備註)

61

客家委員會「客家美食

HAKKA FOOD」榮譽標章

餐廳

提供本會「客家美食

HAKKA FOOD」榮譽標章餐

廳相關資訊。

restaurant_name(餐廳名稱)、tel(電

話)、address(住址)、latitude(緯

度)、longitude(經度)、url(圖片)

62
客家委員會「客家產業

輔導計畫」亮點業者

提供「客家產業輔導計

畫」輔導之亮點業者資

訊。

business_name(業者名稱)、

address(地址)、tel(電話)

64 客家委員會客庄景點
提供全台客庄旅遊景點等

相關資訊。

title(標題)、area_name(縣市)、

country_name(鄉鎮)、address(地

址)、explanation(說明)、url(資料

連結)、remark(備註)、latitude(緯

度)、longitude(經度)

65
客家委員會客家創意菜

色及經典菜餚食譜

1.提供客家創意菜之做法

及成品圖片。

2.客家經典菜餚─四炆四

炒介紹及烹調作法

kind(類別)、classification(分

類)、dishes_name(菜色名稱)、

creative(創作者)、

specialty_dishes(菜餚特色)、

practic(作法)、url(網址)

68

客家委員會「客庄區域

產經整合計畫」亮點業

者

提供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計

畫之臺3線茶產業、六堆

及東部客家產業亮點業者

相關資訊

area(客庄區域)、company_name(業者

名稱)、product_name(商品名稱)、

product_kind(商品性質茶產業)、

address(聯絡地址)、tel(電話)、

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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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下架或檢視其妥適性資料集清單 附件7

69

客家委員會「客庄區域

產經整合計畫」亮點遊

程

提供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計

畫之臺3線、六堆亮點遊

程。

area(客庄區域)、Industry(景點或業

者名稱)、address(地址)、tel(電

話)、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

度)

70

客家委員會103至105年

度「客家產業創新育成

計畫」創業培訓課程表

於103至105年度辦理之

「客家產業創新育成計

畫」開辦創業培訓課程相

關資訊。

lesson(課程名稱)、teacher(開課教

師)、program(課程系列)、hour(上課

時數)

71

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特

色商品通路標章授權業

者

提供獲本會授權「臺灣客

家特色商品通路標章」之

業者資訊。

business_name(業者名稱)、

address(地址)、latitude(緯度)、

longitude(經度)

72

客家委員會「客庄青年

新創事業競賽」及「青

年新創客家事業競賽」

通過複審業者(硬頸良

品)

提供參與「客庄青年新創

事業競賽」及「青年新創

客家事業競賽」通過複審

行銷平臺。

Industry(業者名稱)、product(商品

名稱)、address(地址)、tel(電話)

73 客家委員會創業大補帖

邀請客家文化、客家產業

及創業等相關面向之專家

學者，提供客家特色產業

創業建言及相關寶貴意

見。

no(序)、title(文章標題)、link(資

料連結)

74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創標

竿錄

遴選本會歷年輔導業者成

功案例，提供創業青年事

業營運及經驗分享。

Industry(業者名稱)、title(文章標

題)、link(資料連結)

75
客家委員會客庄返鄉創

業誌

本會輔導之客家創業青年

，藉由其返鄉創業甘苦談

及成果紀錄。

Industry(業者名稱)、title(文章標

題)、link(資料連結)

76
客家委員會創業輔導網

絡

提供創業青年創業輔導相

關資訊。

company_name(單位名稱)、

address(地址)、tel(電話)、link(資

77
客家委員會樂活客家輕

時尚新創輔導業者

客家服飾人才培育「新創

輔導」業者介紹。

Industry(業者名稱)、product(商品

名稱)、address(地址)、tel(電話)、

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度)

78
客家委員會客家特色餐

廳服務禮儀手冊

提供客家美食基本認識

、 餐飲服務禮儀、服務

流程與應對技巧、客家招

呼語、專業解說技巧及客

家音樂導入等資訊。

manual(手冊)、link(資料連結)

80
客家委員會地方政府推

薦客家餐廳

提供地方政府推薦之客家

餐廳相關資訊。

restaurant(餐廳名稱)、tel(電話)、

address(住址)、latitude(緯度)、

longitude(經度)

80
客家委員會地方政府推

薦客家餐廳

提供地方政府推薦之客家

餐廳相關資訊。

restaurant(餐廳名稱)、tel(電話)、

address(住址)、latitude(緯度)、

longitude(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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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客家委員會「客家宴廚

藝爭霸賽」得獎業者

提供「客家宴廚藝爭霸

賽」得獎業者名單。

award(獎項)、company_name(業者名

稱)、product_name(商品名稱)、

food(菜色)、address(地址)、tel(電

話)、latitude(緯度)、longitude(經

度)

91
客家委員會低碳食材暨

食育課程表

提供低碳食材暨食育課程

表。

course_name(課程名稱)、teacher(開

課教師/製作單位)、

course_series(課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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