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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110年度部會管制計畫評核結果 

＊成績等第分類如下：90分(含)以上為優等、80分(含)以上未達 90分為甲等、70分   

                    (含)以上未達 80分為乙等、未達 70分為丙等。 

項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1 
客家族群主流

化發展計畫 

1. 本計畫由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泰國、印尼及日

本等 7 個國家共 11 所大學與學術機構組成之「全球客家研

究聯盟」，於 2021年 11月 6、7日在臺舉辦首屆國際雙年學

術研討會，針對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或特定區域的客家研究成

果進行回顧、比較分析，共計 43 篇論文發表，凝聚客家研

究能量、擴大客家研究網絡，效益顯著。 

2. 為表彰積極參與客家事務及推動客家文化發展有功的海內

外人士，110 年甄選出 2 位終身貢獻獎得主，1 位特別貢獻

獎得主，及 6位傑出成就獎得主，於 10月 27日舉辦「客家

貢獻獎」獻獎典禮，並於 12 月 7 日晉見總統，進行意見交

流，執行成效良好。 

3. 行政院於 110年 6月 15日核定「國家客家發展計畫」，構建

客家事務的發展藍圖，以「族群主流化」為核心，與各部會

及地方政府、跨政府協力合作共同推展多元文化社會、營造

友善講客環境、推動客庄地方創生、厚植客庄藝文活力、強

化全球客家鏈結，讓客家接軌國際使世界看到臺灣客家，具

創新性。 

優等 

2 
客家語言深植

計畫 

1. 本計畫透過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客語生活學校計畫、

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實施計畫及客語深根服務計

畫與「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及「辦理客語

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實施計畫」等相關獎勵措施，營造客

語友善環境，並藉由家庭、學校、社區和公共領域的帶動，

加速客語復甦，讓客語代代薪傳，各項執行成果均達年度預

定目標，成效具體顯著。 

2. 建置之臺灣客語語料庫，已蒐整各腔書面語料 580萬字、口

語語料達 34萬字，並完成語料庫系統開發，於 110年 12月

28日開放各界試用，對保存客語語言文化貢獻良多。 

3. 為符應民眾數位化閱讀趨勢，並解決客語少數腔調師資不足

及客語文教材資源有限困境，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神，開

發國小數位學習教材，以生命教育為總題，並按照國小學童

年齡、發展狀況及生活經驗，編撰課程內容，設計範例教案

及標準本位評量，俾利教師選用適合學童之數位教材教學，

以提高學習成效，執行成果良好。 

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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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4. 本計畫因受疫情影響，各管考週期預算平均執行率僅 88.4%。 

5. 年度目標「18歲以下參與客語課程或認證人數」及「跨域合

作社區推廣客語學習班數成長率」，因受疫情影響，爰未達成

目標值。建議主辦單位未來目標設定應納入風險管理機制，

妥為規劃因應對策。 

3 
客家浪漫臺三

線計畫 

1. 本計畫補助項目多元，涵蓋浪漫臺三線國家自然步道、臺三

線省道軸帶自然景觀優化、臺三線市鎮街區與立面改造、客

家重要建築與客家大師故居修建及藝術村與大地園藝建置

等 5大類，並依據核定案件實際需求訂定補助案件重大里程

碑，透過與地方首長聯繫及召開工作會議等方式加強溝通、

協調，以落實進度管控。 

2. 推動桃、竹、苗、中臺三線周邊地區自然及人文環境紋理復

原、傳統建築保存再利用及青創空間釋出等工作，涉及跨縣

市、跨部會協調整合，全面盤點綜整資源分配，推動整體施

政策略整合，聚焦客家地區重要施政，計畫效益顯著。 

3. 本計畫兼具促進客家文化平權及客庄平衡發展之目的，透過

公共建設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環境景觀優化及產業設施整備

等先期投資，結合相關部會創業貸款、人才培力、技術輔導

及產品、觀光創意加值行銷等資源，創造客家藝文工作者進

駐及客庄青年返鄉創/就業友善環境，促進客庄之永續發展，

貢獻良多。 

4. 本計畫各項執行成果均達年度預定目標，執行成效良好。 

優等 

4 
客庄創生及環

境營造計畫 

1. 本計畫成立「行政院客庄 369治理平臺」，擴大以臺三線、六

堆及臺九線之客庄區域為治理範圍運作，於「人文形塑」、「環

境整備」及「產業發展」三大面向，策略整合相關資源投入，

再造客庄新生命。 

2. 以「來食來聊 撩客庄」為策展主軸，整合 369客庄觀光旅遊

等產業特色資源，邀集客庄小旅行社區團隊、職人工匠、旅

行社業者及客庄產業等 32 家社區及業者共同參展 2021ITF

臺北國際旅展、2021 高雄市旅行公會國際旅展，推出 33 條

以上客庄深度遊程，拓展國際能見度。 

3. 透過「桐花小旅行」補助計畫，補助地方政府計 45條桐花小

旅行遊程，另將運用 IOT監測技術，於全臺 10處桐花景點

設置微氣象站及縮時攝影，蒐集花況及氣候數據於本會網站

揭露，並串聯林務局及氣象局的「臺灣山林悠遊網」、「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網站共同宣傳，貢獻顯著。 

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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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4. 年度目標「客庄觀光旅遊人數累計成長率 15.00%(含)以上」，

因受疫情影響，爰未達成目標值。建議主辦單位未來目標設

定應納入風險管理機制，妥為規劃因應對策。 

5 
火車頭園區建

置計畫 

1. 本計畫於先期規畫期間邀集苗栗縣政府苗栗市公所、苗栗市

仕紳里長、專家學者、鐵道文化工作者及關心議題之里民等，

召開多場規劃說明會，納入民眾參與機制，並於極短時間內

協調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及苗栗縣政府等

單位整合工程界面、法規及使用管理等問題，跨部會積極推

動協調整合，成效良好。 

2. 本計畫以觀光遊憩導向，打造具國際級規格，並兼顧不同性

別、年齡層、使用便利性及安全性之火車頭園區，期能藉由

計畫資源挹注，達成充實在地觀光發展資源、打造優質環境、

釋出青創空間、促進穩定就業及營造性別友善環境等 5項目

標，藉以帶動苗栗地區整體發展。 

3. 本計畫規劃於 113年開館營運，成為臺灣珍貴鐵道文化保存

先驅，並有機會與世界鐵道發展先進國家如英國、日本等，

共同推動工業革命發展與鐵道工業藝術保存工作，行銷臺灣

價值與觀光產業，有助保存及行銷臺灣鐵道文化。 

4. 年度目標「臺鐵苗栗號誌分駐所辦公室及倉庫遷建工程施工

進度達 50%」，因臺鐵苗栗號誌分駐所辦公室及倉庫遷建工程

未完成招標，爰未達成目標值。建議主辦單位未來目標設定

應納入風險管理機制，妥為規劃因應對策。 

甲等 

6 
客庄 369幸福

計畫 

1. 本計畫 110年度係辦理世界客家博覽會及藝術季前期籌備作

業，自 111年度起陸續啟動世界客家博覽會與藝術季策展作

業及客庄人文產業建設實體環境改造規劃設計作業，112 年

辦理世界客家博覽會及藝術季開展，113 年進入客庄人文產

業建設施工階段，114 年度各項補助工程完工並實體產出，

110 年度已完成相關世界客家博覽會及藝術季前期籌備作

業，成效良好。 

2. 世界客家博覽會及藝術季經過 110年度整備、團隊招募、地

方政府溝通與協調，陸續規劃多場共識會議，邀請各地團隊

及各地方政府共同參與，創造良性的對話與互動，說明策展

理念，透過與地方首長聯繫及召開工作會議等方式加強溝

通、協調，以落實進度管控。 

3. 本計畫各項執行成果均達年度預定目標，執行成效良好。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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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7 
客家藝文發展

計畫 

1. 本計畫辦理「客家親子劇-《雨馬》」，於 110年 3月 12日在

兩廳院藝文廣場舉辦首演，3 月 13 日推出現場直播，另於

110 年 3 月 25 日至 28日在國父紀念館中山公園噴水池前廣

場，以展示暨行動劇方式重現，以及 10 月 1 日至 3 日於高

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廣場辦理精華版演出及展覽，共計演出 16

場次，讓孩子們於疫情時期，因雨馬代表，堅毅、勇敢、溫

柔的力量，而感到溫暖；並為擴大宣傳效益而辦理線上演出，

累計超過 30萬人觀看，執行成效良好。 

2. 辦理「2021《戲中壁 X》演出企劃」，於 9 月 10 日、9 月 11

日臺北華山文創園區及 9 月 18 日、9 月 19日臺中國家歌劇

院演出 4場次，透過本劇呈現當時客家族群對於社會的態度、

政策的關心，與自我價值的認同轉變，強化客家文化深度。 

3. 辦理 2021-2023客家流行音樂推廣計畫，期藉由「2022全球

客家流行音樂大賽」發掘具潛力之客家音樂新星，進行人才

培訓與包裝行銷，鏈結客家音樂、影視產業及數位串流平臺，

與主流市場接軌，活絡客家音樂市場，厚植在地客家藝文深

度。 

4. 本計畫因受疫情影響，各管考週期預算平均執行率僅

82.79%。 

5. 年度目標「補助客家學術文化活動件數達 550(含)件以上」

因受疫情影響，爰未達成目標值。建議主辦單位未來目標設

定應納入風險管理機制，妥為規劃因應對策。 

乙等 

8 
客家傳播行銷

計畫(第 2期) 

1. 本計畫與公共電視合製時代生活劇《茶金》，全劇共 12集，

總製作費約 1 億 1 千萬元，客委會出資新臺幣 4,196 萬元

整，公視出資 5千多萬元，及製作團隊瀚草影視公司尋找民

間投資。推出臺灣首部「海陸腔」客語 4K/UHD HDR（高動態

範圍）製作連續劇，挑戰臺劇地板新高度，穩坐同期戲劇性

節目收視冠軍，並奪下數家影音平臺收視冠軍，執行成效良

好。 

2. 本計畫積極透過多元行銷策略提升「客語聲望」及「族群行

銷」，在 1228還我母語運動日結合 101點燈、跨年晚會演唱

客語歌曲等，讓客家介入主流，同時透過客語聲望短片播出，

引起社會討論話題，發揮創意及運用事件行銷，產出優質行

銷策略與內容，讓客家語言和文化在各個領域被看見。 

3. 製播之「客語聲望系列短片」榮獲 2021「行銷傳播傑出貢獻

獎」的「年度傑出廣告主創新精神獎-多元共融倡議類」銀獎

及「年度政策行銷獎」銅獎雙獎殊榮。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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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4. 首度以日本插畫家小池博征作品為領路人，出版專書及宣傳

日本介紹臺灣客庄，期透過插畫家筆下的軟實力及客庄山林

之美，傳遞跨國界文化能量。 

9 

客家-文化傳

薪•接軌國際

亮點計畫 

1. 本計畫積極蒐整累積各類客家文化資源，實體藏品部分計有

約 1萬 5,000 餘件，具珍貴保存價值的典藏品約 900餘件，

其中六堆佳冬的「賴熊飛大刀」經屏東縣政府公告為法定「一

般古物」，對保存客家文化貢獻良多。 

2. 臺灣客家文化館 2021 年度參與「第八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評比，榮獲苗栗縣環教育獎徵選特優殊榮肯定，成效優異。 

3.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立聯合

大學等簽署 5年合作交流協議書，積極拓展國內外客家或族

群博物館館際合作，更進一步向外擴展學術研究、典藏、展

示與文化教育推廣等博物館領域業務。 

4. 本計畫各項執行成果均達年度預定目標，執行成效良好。 

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