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委員  

 重大計畫執  

  中華民國  

實現數 應付數 賸餘數

客家語言發展計畫 1,041,391          765,436        - 176,462      176,462 176,462   -       -       

客家傳播發展計畫 4,214,507        3,216,360        - 651,905      651,905 619,980   -       -       

南北園區設施管理

及擴充計畫

   2,088,399        522,899    243,177    522,899    766,076    721,667     43,753        -

本期執行數計畫名稱 計畫總金額
截至本年度已編

列預算數

可支用預算數

以前年度 本年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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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所屬

  行績效報告表

   101 年度

合計 實現數 應付數 賸餘數 合計

本期實現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本期應付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本期賸餘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合計

   176,462 753,494   -       11,942       765,436 100.00 0.00 0.00     100.00

   619,980 3,146,261 -       -        3,146,261       95.10         -         -      95.10

   765,420    721,667     43,753        -    765,420       94.20        5.71         -      99.91

累計執行數 本期執行數占可支用預算數百分比%

執行數
                                            執行數 

                                              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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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  

 重大計畫執  

 中華民國  

累計實現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累計應付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累計賸餘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合計 總累計％ 年累計％ 總累計％

         98.44            -           1.56     100.00 80.00 100.00 79.99

         97.82            -            -      97.82 78.19 100.00 77.64

        138.01           8.37            -     146.38      25.00     100.00      23.81

預定        實際
執行未達90%之原因及其改進措

施

計畫執行進度
    占預算數

      比％

累計執行數占截至本年度已編列預算數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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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所屬

  行績效報告表

   101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累計％

99.94 截至97年~101年年底業核定2,207校次辦理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計畫及補

助48校客語教學資源中心之相關硬體設備；業辦理5次客語能力認證初

級、中級暨中高級考試，初級計28,882人通過、中級計16,803人通

過、中高級計9,187人通過；「幼幼客語闖通關 」遊戲式客語能力認

證，2,439人完成認證；核定233件辦理推動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計

畫；98年~101年審查通過認定之客語薪傳師2061人次；99年~101年

計核定1,436位客語薪傳師開辦2,243班，共38,046人參與客語薪傳師

傳習計畫；與教育部共同編製國中小客家語分級教材1-9級，並印製計

54萬500冊分送各縣(市)政府及學校推廣運用。

97.30 1.主要係辦理委託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營運客家電視頻

道，委託製播「來怡客」客語教學電視節目、「哈客Do Re Mi」客家

童謠及「哈客嗚啦啦」客語教學兒童電視節目、「感動石客(時刻）」

客家文化專題節目等3案；委託國立教育廣播電臺等公營廣播電臺製播

9案客家廣播節目，委託ICRT等民營廣播電臺製播6案客語教學、文

化、客家音樂及客家音樂網路廣播等節目。

2.補助製播29案優良客語廣播節目、7案客家議題電視節目以及專案補

助6案串聯聯播客語廣播節目，以扶植客語廣播、客家電視節目之多元

發展。維運客家兒童網站「好客小學堂」及「好客ING－客家影音網路

平臺」，並辦理相關網路行銷活動及電子報發行。

3.完成「101年全國客家日」、「2012六堆嘉年華」、「WOW！HAKKA

客著‧新裳」、「2012客家桐花祭」、「客語能力認證初級考試」、

「苗栗客家文化園區開園」、「客語能力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

「客家爭豔–客家特色商品展售會暨客家服飾巡迴展」、「Hakka

TAIWAN及客家美食HAKKA FOOD」品牌形象、「2012客家飯篼比賽」、

「2013年客家貢獻獎徵選活動」等整合行銷宣傳案及「客家好愛你

形象宣傳短片」電視及電影院託播宣傳案。

4.運用多元傳播媒體整合行銷傳播方式，推廣本會多項重要活動並形

塑客家新印象；針對具國際亮點之「客家桐花祭」進行國際宣傳，吸

引國際觀光客至臺灣客庄參加客家桐花祭活動。

5.於2012客家桐花祭活動開始前，建置日本手機網站、刊登Yahoo!

JAPAN網站廣告、中國北京機場包柱廣告、日本成田、澳門機場掛旗、

香港赤臘角機場燈箱、韓國仁川機場手推車、桃園機場手推車、燈箱

廣告、高雄機場公益燈箱廣告；並透過宣傳國家之境內媒體，選擇日

本JR地鐵、女性及旅遊雜誌，以及發行量大之雜誌，加強宣傳2012年

客家桐花祭訊息。

6.於東森亞洲衛視臺等7個境外頻道，製播「I客家」節目計40集，露

出客家文化及本會相關訊息，播送範圍包括新加坡、馬來西亞、印尼

等東南亞國家及香港、中國大陸、北美等地區，有效提升臺灣客家在

國際之能見度，並加強與海外客家鄉親之溝通互動。

     95.24 1.「六堆客家文化園區環境識別系統設計

及設置案」委託專業服務採購案已完成工

程施作，並於101年12月27日完成估驗複驗

，成果審查結果，廠商尚需修正，將俟修

正完成並經本會審核通過後儘速完成撥款

作業。

(1)園區營運成效：六堆園區自100年10月22日開園至12月底止，參訪

民眾逾185萬人次，假日平均入園人數1萬0,371人，每日平均入園人數

5,044人;苗栗園區自101年5月12日開園至12月底止，參訪民眾逾120萬

人次，假日平均入園人數1萬1,950人，每日平均入園人數6,039人，營

運成效良好。

2.「六堆園區聚落主題系列展-內埔」展示

設計及設置案，於102年春節前開展，廠商

刻正辦理展場施作、簡介印製及教育訓練

前置作業，待驗收通過後將儘速撥款。

(2)苗栗開園階段性營運成果：開園以後辦理多場次藝文展演、教育推

廣、國際研討會與研習營等活動，並持續累積數位典藏資源(建置完成

典藏管理系統，累積建置約9萬5,000筆數位化資料)：藝文展演與教育

推廣活動部分，包括七夕愛在客家活動、漫步客庄客家音樂饗宴活

動、鄉土教育及文化藝術活動(自101年5月至11月辦理，社團匯演總計

邀請客家社團逾100團以上，並同步辦理假日市集、客庄鄉

總計畫實際執行進度未達

預定進度之原因及其改善措施
總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1.原因：受補助製播客家議題電視節目之

廠商，修正計畫期程，未能於101年底播畢

，無法撥付款項；另有未分配數新臺幣

31,925千元，經函請行政院申請動支未獲

同意，仍須計入執行率，致總累計執行進

度落後0.55%。

2.改善措施：嗣後已積極辦理，並完成款

項撥付事宜。爾後若有未分配數相關情形

，將提早積極進行溝通協調，俾符預定執

行進度及預算支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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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  

 重大計畫執  

  中華民國  

實現數 應付數 賸餘數

本期執行數計畫名稱 計畫總金額
截至本年度已編

列預算數

可支用預算數

以前年度 本年度 合計

客家文化振興計畫 1,950,221        1,609,999  1,243,699 371,348    1,615,047 363,326   6,138     1,884     

客家文化生活環境

營造計畫

3,674,300        2,532,890        - 1,084,400  1,084,400 794,101   206,685   8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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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所屬

  行績效報告表

   101 年度

合計 實現數 應付數 賸餘數 合計

本期實現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本期應付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本期賸餘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合計

累計執行數 本期執行數占可支用預算數百分比%

執行數
                                            執行數 

                                              百分 

   371,348 1,587,273 6,138     2,056      1,595,467       33.50        0.57        0.17      34.24

 1,084,400 2,154,792 206,685   171,413    2,532,890       73.23       19.06        7.7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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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  

 重大計畫執  

 中華民國  

累計實現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累計應付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累計賸餘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合計 總累計％ 年累計％ 總累計％

預定        實際
執行未達90%之原因及其改進措

施

計畫執行進度
    占預算數

      比％

累計執行數占截至本年度已編列預算數百分比%

         98.59           0.38           0.13      99.10 80.00 100.00 79.45

         85.07           8.16           6.77     100.00 因地方政府於研提、修正計畫、

審查等報核程序有所延遲，且多

有工程設監造招標流標致影響後

續工程發包施作執行進度之情

形。為期計畫順利執行，並落實

70.00 100.00 6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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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所屬

  行績效報告表

   101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累計％

總計畫實際執行進度未達

預定進度之原因及其改善措施
總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3.「苗栗園區辦理民間參與營運作業規劃

及招商」委託專業服務勞務採購案，因OT

案經2次公告均無廠商投標而流標，嗣再辦

理第三次公告招商，公告期程自101年12月

26日起至102年3月4日止（本計畫檢討期間

開標結果仍流標，刻正進行標案檢討中）

土教育體驗等)、配合各特展主題特色辦理親子DIY體驗活動、特展區

文化創意產業館之第二檔特展「藏富客庄-漆藝產業展」於12月23日開

展(2012愛在客家-好客童樂會同步配合辦理)，民眾反應良好。在調查

研究、研討會及研習營部分，101年舉辦完成2場次國際交流研討會(客

家文化產業交流會議4天會議總計參與學員約760人次；舉辦「2012東

南亞客家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並預計102年中出版論文集)、調查

，俟有廠商投標且選出最優申請人將依契

約規定撥款。

4.保留款項目 :

(1)「六堆園區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書」

業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專案小組於101年12

月20日審查通過，102年3月提送該署環評

研究計畫完成東南亞第二期客家研究成果及六堆文獻蒐整與分析計畫

等；另101年亦完成園區3處公共藝術設置、志工人力培訓達129人，園

區整體營運成果良好。

(3)六堆園區階段性營運成果：101年度辦理多場次活動與特展換展計

畫：包括六堆客家兒童藝文嘉年華(吸引逾17萬人次參與)、工藝兒童

館童玩特展開展、六堆園區南方客創美食大賞(行銷南部客家料理美

大會審查，俟審查通過後可完成撥款撥付

款項。

(2)苗栗園區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勞務採購

案將俟廠商建築物綠建築標章及蘇拉颱風

水損報告等契約項目，預計102年8月前

食)、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揭幕(以「移、墾、耕、讀」四座公共藝術作

品，展現六堆先民開墾拓荒的歷史)、六堆地區人才培訓計畫等。為延

續開園熱度，101年10月舉辦「六堆園區慶周年系列活動」，吸引民眾

到訪園區、舉辦10場次六堆地區客家文史人才培訓系列講座，逐步培

養南部地區客家人才；另亦於101年11月與OT廠商簽約將具消費服務空

間委託營運，刻正辦理營運整備工作及試營運，預計102年5月正式整

體營運。

(4)「南北園區設施管理及擴充計畫(期程101年至104年)」為「臺灣客

家文化中心-六堆園區計畫(期程93年至100年)」與「臺灣客家文化中

心-苗栗園區計畫(期程93年至100年)」延續性計畫，因前述兩公共建

設計畫已向經建會完成結案，爰兩計畫之保留款併入「南北園區設施

管理及擴充計畫」列管，保留款金額為243,177千元。

97.30 一、文化資產部分：

辦理客庄文化資源普查及深入主題調查，以逐步保存客家重要文化資

產。

二、文藝發展部分：

（一）辦理提升客家文化創新價值之民俗文化活動：委託及補助辦理

（四）補助地方政府、公立學校及社團辦理客家藝文下鄉活動

客家桐花祭、六堆嘉年華及全國客家日活動。

（二）辦理客家傳統藝術保存及現代藝術文化推廣工作。

（三）扶植客家藝文團隊成長及創新客家表演藝術（五）辦理客庄十

二大節慶。

三、知識體系發展部分

建立學術發展暨審查機制；補助學校大學校院客家學術機構辦理發

展客家學術研究，以及開設客家語言文化相關通識教育課程；獎助客

家學術研究申請案；獎助客家研究優良博碩士論文申請案等，以建構

客家知識體系的完整論述，及客家研究永續發展的環境。

四、園區營運管理部分

建構核心客家文化園區，利用多元豐富的展演手法與活動企劃，提供

適合之相關文化設施與活動。鏈結地方衛星園區，運用資訊網絡與

交通工具連結，保存及展現在地自然與人文特色。希冀透過核心園區

集中展現與地方園區生活展現的模式，實現可親、可觸、可遊、可居

的生活博物館理想，以達成展現與活化客家文化的目標。

91.74 因地方政府於研提、修正計畫、審查等報

核程序有所延遲，且多有工程設監造招標

流標致影響後續工程發包施作執行進度之

情形。為期計畫順利執行，並落實客家基

本法第六條有關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文化

傳承及發揚

截至97年~101年年底，已核定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

造案468件、客家文化館舍活化經營案157件、客家文化加值產業公共

設施補助19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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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  

 重大計畫執  

  中華民國  

實現數 應付數 賸餘數

本期執行數計畫名稱 計畫總金額
截至本年度已編

列預算數

可支用預算數

以前年度 本年度 合計

客家特色產業發展

計畫

923,825            694,680      7,260 147,668      154,928 145,071   8,814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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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所屬

  行績效報告表

   101 年度

合計 實現數 應付數 賸餘數 合計

本期實現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本期應付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本期賸餘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合計

累計執行數 本期執行數占可支用預算數百分比%

執行數
                                            執行數 

                                              百分 

   154,928 654,365   8,814     31,501       694,680       93.64        5.69        0.6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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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  

 重大計畫執  

 中華民國  

累計實現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累計應付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累計賸餘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合計 總累計％ 年累計％ 總累計％

預定        實際
執行未達90%之原因及其改進措

施

計畫執行進度
    占預算數

      比％

累計執行數占截至本年度已編列預算數百分比%

客家基本法第六條有關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區文化傳承及發揚之規

定，針對設計監造、工程發包等

作業，持續督請地方政府檢討招

標文件及積極邀標，且請督導團

以個案輔導方式瞭解地方政府執

行困難及時提供解決方案改善，

加速地方政府施工前相關發包作

業。

         94.20           1.27           4.53     100.00 85.00 100.00 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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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所屬

  行績效報告表

   101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累計％

總計畫實際執行進度未達

預定進度之原因及其改善措施
總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之規定，針對設計監造、工程發包等作業

，持續督請地方政府檢討招標文件及積極

邀標，且請督導團以個案輔導方式瞭解地

方政府執行困難及時提供解決方案改善，

加速地方政府施工前相關發包作業。

96.88 一、「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辦理情形：

(一)經常門部分：101年度核定補助68案（規劃設計類25案，行銷推廣

類43案），補助金額計2,113萬元，除花蓮縣政府1案辦理保留外，其

他補助案件皆已辦理核銷作業(含規劃設計第3期補助款)。

(二)資本門部分：

1.100年度「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經費保留資本門計717

萬元，分別為苗栗縣公館鄉客農育成中心第二期整建案第1期及第2期

經費共280萬及桃園縣新屋鄉客家雙星–產業雙軸計畫–形塑永安客家

漁港加值產業發展計畫437萬元，已於101年度轉正核銷。

3.針對工程發包等作業，持續督請地方政

府檢討招標文件及積極邀標，且請督導團

以個案輔導方式瞭解地方政府執行困難即

時提供解決方案改善，加速地方政府施工

前相關發包作業。

2.101年度「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公共設施補助，業完成

臺東縣池上鄉等3案之核定作業，核定金額1,964萬元，業已核撥第1、

2期補助款項，共計982萬元，因受補助單位業完成設計監造發包，已

發生契約權責，故尚有982萬元辦理預算保留。

3.為協助受補助單位儘速按期程推動計畫內容，業請「101至102年度

客家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督導團」進行個案計畫工作小組實地訪查

工作，已完成3案之實地訪視行程，實際督導受補助單位執行情形，協

助受補助單位加速趕辦計畫。

二、「101至102年度客家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督導團」辦理情形：

1.101年度「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實地訪查作業，已完成

苗栗縣三義鄉公所等38案受補助單位實地訪視行程。

2.為擴大宣導102年相關補助計畫，鼓勵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積極

踴躍提案，並協助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撰擬計畫內容及了解申請程序

，於11月8日至11月20日假苗栗客家文化園區國際會議廳、花蓮國安郵

局會議室、六堆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及桃園勞工育樂中心101會議室辦

理4場分區說明會，共計109人參與。

三、「客家特色產業精進輔導計畫」辦理情形：

1.於10月11日至10月16日期間，完成4場分區說明會，共計241家業者

參與；於10月18日及10月19日辦理2場「事業化創新經營元素淬鍊營」

，共計44家業者參與。

2.基礎扶植組計有135家業者，共計260項商品報名；精進輔導組計有

49家業者報名，於11月16日召開會議審查（複審）完竣，共遴選出

「基礎扶植組」88項商品及「精進輔導組」10家業者。

3.於12月10日至13日假臺灣創意設計中心、六堆客家文化園區、臺

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及花蓮客家民俗會館辦理4場次基礎扶植組商品設

計媒合會，計有102位業者及20家設計公司參與進行媒合。

四、為建構區域產經整合計畫之人才培育及創新能量，辦理「客家產

業創新育成計畫」，六堆地區於11月14日及15日假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及財團法人中國生產力中心高雄服務處舉行2場招生說明會，

1.「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公

共設施補助因屬首度推辦之新事項，地方

政府於研擬提案、計畫修正、審查等報核

程序有所遲延，且執行能量不足，致部分

鄉鎮公所提案後撤案 。

2.101年度已核定補助計畫，地方政府除於

研擬提案、計畫修正、審查等報核程序有

所遲延外，在工程設計階段也有延宕，以

致影響後續工程發包施作及本會撥付款項

之執行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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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  

 重大計畫執  

  中華民國  

實現數 應付數 賸餘數

本期執行數計畫名稱 計畫總金額
截至本年度已編

列預算數

可支用預算數

以前年度 本年度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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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所屬

  行績效報告表

   101 年度

合計 實現數 應付數 賸餘數 合計

本期實現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本期應付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本期賸餘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合計

累計執行數 本期執行數占可支用預算數百分比%

執行數
                                            執行數 

                                              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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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  

 重大計畫執  

 中華民國  

累計實現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累計應付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累計賸餘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合計 總累計％ 年累計％ 總累計％

預定        實際
執行未達90%之原因及其改進措

施

計畫執行進度
    占預算數

      比％

累計執行數占截至本年度已編列預算數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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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所屬

  行績效報告表

   101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累計％

總計畫實際執行進度未達

預定進度之原因及其改善措施
總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共計70人參與；第1期客家產業創新育成人才培訓課程分別於12月4日

及12月7日假大華科技大學及國立屏東科技大學辦理培訓專班開訓典

禮。

五、「客庄區域產經整合計畫-臺三線」專業服務勞務採購案：於12月

7日完成專業服務委託，並接續辦理後續亮點產業遴選及分區說明

會作業相關事宜。

六、辦理「101年度臺灣客家特色商品標章認證作業」，審查結果「工

藝品類」通過11項、「生活用品類」通過12項、「特色食品類」通過

28項；本年度共計通過51項商品。

七、「100年度客家服飾人才培育暨客家創意制服開發計畫」於101年8

月30日辦理完畢，重要成果摘述如下：

1.完成22場客家服飾文化校園推廣活動。

2.辦理1場設計大賽共計371人參與。

3.辦理4場「客家創意制服開發成果巡迴展」活動，以動、靜態方式展

出「100年度客家創意學童制服設計比賽」45套優秀得獎作品及45

套時尚設計師示範作品，計吸引6萬110人次參觀，有效推廣客家文化

之美。

八、「2011-2012客家特色商品整合行銷計畫」於101年12月15日辦理

完畢，重要成果摘述如下：

1.完成29場次臺灣客家特色商品展售會，計有1,000家次廠商參展，吸

引逾19萬人次參觀。

2.實體通路及相關宣傳露出：

(1)完成1場臺灣客家特色商品旗艦店開幕聯合宣傳記者會，行銷客家

特色商品。(2)假統一阪急百貨（臺北店）B2(1處)及全台北、中、

南、東4區7-11超商(共7處)設置8處臺灣客家特色商品專區。

(3)分別於4月份假黑貓探險隊購物誌、9月份假臺灣高鐵T-Shop購物誌

各辦理1檔臺灣客家特色商品型錄預購活動。

(4)為加強行銷宣傳本計畫，自8月16日至9月15日；10月15日至11月14

日假松山及桃園機場共8處C2數位多媒體製播2波「臺灣客家特色商

品」宣傳影片，每次30秒，每波每處計播放1,920次。

(5)為提升臺灣客家品牌能見度，完成3篇全國性平面雜誌廣告宣傳事

宜。

3.國際商機媒合：於3月15日至18日配合「2012春季上海國際禮品

、家用品展覽會」（上海世貿商城）設置客家特色商品專區辦理行銷

推廣活動，促進國外通路商機媒合。

4.拓展多元行銷通路：於計畫期間，建置雲端商城，計有52家廠商參

與，商城累計流量達3萬4000人次。

九、「2012-2013臺灣客家特色商品網路商城暨行銷推廣計畫」辦理情

形：

1.電子報發送及好客卡相關推廣情形：

(1) 截至101年12月底完成發送11,225張好客晶片卡。

(2)截至101年12月底完成發送30期臺灣客家等路大街電子報。

(3)完成150台好客卡感應設備布建工作。

2. 相關培訓課程辦理情形：

(1)完成「臺灣客家特色產業電子商務行銷輔導」培訓課程，共計

培育60名在地輔導顧問師。

(2)完成125家臺灣客家特色產業電子化行銷輔導工作。

(3)完成21場「臺灣客家特色產業網路行銷巡迴講座」，計1,542家次

參與。

十、「『Hakka TAIWAN』、『HAKKA FOOD』及青年返鄉創業啟航聯合

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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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  

 重大計畫執  

  中華民國  

實現數 應付數 賸餘數

本期執行數計畫名稱 計畫總金額
截至本年度已編

列預算數

可支用預算數

以前年度 本年度 合計

綜合規劃客家政策

及法規

13,558              13,558 13,558        13,558 11,502    -       2,056     

海外合作交流計畫 327,037            233,598        - 60,050        60,050 58,9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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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所屬

  行績效報告表

   101 年度

合計 實現數 應付數 賸餘數 合計

本期實現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本期應付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本期賸餘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合計

累計執行數 本期執行數占可支用預算數百分比%

執行數
                                            執行數 

                                              百分 

    13,558 11,502    -       2,056         13,558       84.84         -       15.16     100.00

    58,930 231,369   -       896          232,265       98.13         -         -      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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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  

 重大計畫執  

 中華民國  

累計實現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累計應付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累計賸餘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合計 總累計％ 年累計％ 總累計％

預定        實際
執行未達90%之原因及其改進措

施

計畫執行進度
    占預算數

      比％

累計執行數占截至本年度已編列預算數百分比%

         84.84            -          15.16     100.00 1.經費執行未達90%原因及改進

措施:全國客家會議經連續3年辦

理後，經專案檢討其推動之期程

與效益，101年度初步改以隔年

辦理，故原編列辦理全國客家會

議預算，除252萬元支用於辦理

    100.00     100.00      96.89

議題研析小組各分組會議議題規

劃及座談外，其賸餘部分經核准

勻用於獎助客家研究案(即其他

項列管計畫)。

2.本項計畫工作內容均執行完成

，故右列計畫執行進度為100%。

         99.05            -           0.38 99.43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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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所屬

  行績效報告表

   101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累計％

總計畫實際執行進度未達

預定進度之原因及其改善措施
總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1.於7月25日假中油大樓中油大廳辦理完竣，並同步發布「臺灣客家特

色商品標章認證」、「臺灣客家特色商品通路標章授權使用」及「客

家青年返鄉創業啟航補助計畫」等3項客家產業新興政策，有效提升客

家特色品牌知名度及創造多元商機，並培養客家特色產業尖兵。

2.為協助業者瞭解相關計畫及申請程序，於8月9、14、16及29日假花

蓮、苗栗、桃園及屏東辦理4場次巡迴說明會，計有184家業者共237人

參與。

十一、「客家特色餐廳認證輔導暨人才培訓計畫」計71家餐廳報名申

請，經辦理資格審查作業，於12月7日假本會第1會議室召開甄選會議

決議 計46家正取 20家備取 5家不符資格 刻賡續辦理培訓相關事宜。

十二、「2012客家飯篼比賽」於12月15日假臺北市信義區新光三越

A11旁廣場辦竣，號召1,000名民眾參與「千人集氣‧共享福氣」開幕

式，「客家飯篼比賽」，「社區/團體組」、「家庭組」、「學生組」

及「職業組」等4組各決選出冠亞季軍1隊、佳作2隊。活動期間安排豐

富多元的「客家藝文表演」、「名廚示範秀」、「客家飯篼

DIY」、「翫食力趣味遊戲」等活動，相關活動皆派員督導查核；另辦

理1場「臺灣客家特色商品展售會」邀請40家客家產業業者共襄盛舉，

活動一日營業額達72萬 7,825元，好客晶片卡發卡數達683張，總計1

萬2,768人次前往參觀，對於推廣客家美食及產業甚有助益。

     96.89 總計畫工作項目均執行完成。

市客家事務機關代表出席，研議客家相關公共事務。

(2)辦理2011年全國客家會議結論分辦事項之101年度執行情形追蹤、

彙整。

(3)辦理2013年全國客家會議分組議題規劃及座談，於101年11月至12

月底計召開6場次專家學者分組座談。

3.辦理「客家貢獻獎」評選作業機制檢討及受理報名暨行政審查相關

事宜

(1)101年10月完成「客家貢獻獎」評選作業機制檢討，並於11月1日公

告本會「客家貢獻獎頒給要點」。

(2)101年11月8日至12月17日受理客家貢獻獎報名，共受理69件；另提

名小組提名3件，總計受理72件。

(3)12月24日完成初審作業。

100.00 總計畫工作項目均執行完成。 1.辦理2012海外客家社團負責人諮詢會議，計有28國262位參加，另規

劃2013年度規劃辦理全球懇親大會，擬邀請海外客家社團鄉親約600人

與會。

2.辦理歐洲及非洲客家人物故事編撰出版計畫，採訪歐非客家傑出人

物20人，編輯撰稿審查；海外客家網營運暨維護案。

3 海外青年客家文化研習營2梯次 海外客語教師研習班(家歌謠

1.召開本會委員會議、客家學術發展委員會議

(1)已於101年2月2日、3月17日、4月28日、5月12日、6月28日、8月22

日、9月13日及11月9日召開共8次委員會議，共同研討本會業務。

(2)已於101年1月6日、11月28日及102年1月4日(原訂12月28日因故延

期)召開3次客家學術發展委員會議，完成客家學術獎補助計畫審議作

業。

2.辦理客家事務首長會議、2011年全國客家會議結論事項分辦追蹤及

協調輔導客家事務

(1)已於101年8月22日召開客家事務首長會議，共計123位全國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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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  

 重大計畫執  

  中華民國  

實現數 應付數 賸餘數

本期執行數計畫名稱 計畫總金額
截至本年度已編

列預算數

可支用預算數

以前年度 本年度 合計

辦理客家文化資產

之規劃與協調

12,076              12,076        - 12,076        12,076 12,076    -       -       

數位典藏與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畫–拓

展臺灣數位典藏分

項計畫–數位臺灣

客家庄

74,230              74,230        - 14,156        14,156 14,156    -       -       

客家語言文化數位

學習網及推廣計畫

58,209              56,591      2,425 9,274         11,699 11,699    -       -       

臺灣客家知識體系

深耕計畫

49,681              27,831      3,739 13,981        17,720 15,560    2,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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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所屬

  行績效報告表

   101 年度

合計 實現數 應付數 賸餘數 合計

本期實現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本期應付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本期賸餘數占

可支用預算數

百分比 ％

合計

累計執行數 本期執行數占可支用預算數百分比%

執行數
                                            執行數 

                                              百分 

    12,076 12,076    -       -           12,076      100.00         -         -     100.00

    14,156 74,679    -       -           74,679      100.00         -         -     100.00

    11,699 55,056    -       1,535         56,591      100.00         -         -     100.00

    17,720 25,161    2,160     510           27,831       87.81       12.19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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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  

 重大計畫執  

 中華民國  

累計實現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累計應付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累計賸餘數占截

至本年度已編列

預算數百分比 ％

合計 總累計％ 年累計％ 總累計％

預定        實際
執行未達90%之原因及其改進措

施

計畫執行進度
    占預算數

      比％

累計執行數占截至本年度已編列預算數百分比%

        100.00            -            - 100.00

        100.60            -            - 100.60

         97.29            -           2.7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0.41           7.76           1.83     100.00 60.00 100.00 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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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及所屬

  行績效報告表

   101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累計％

總計畫實際執行進度未達

預定進度之原因及其改善措施
總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初階及進階班)、海外客家美食料理研習班3梯次；並規劃2013年客家

美食料理研習班計初階班4梯次、進階班2梯次。

4.核定補助海內外客家文化合作交流活動計85件。

5.辦理東南亞客家文化巡廻表演3場次。

6.核定20位築夢者出國執行築夢計畫。

7.辦理派員參加海外客家社團年會。

8.與僑委會共同辦理北美台灣傳統週及加拿大台灣文化節活動。

9.規劃辦理2013年境外頻道多元傳播計畫。

一、蒐集保存台灣客家史料、出版《臺灣客家系列叢書》：

  （一）與國史館臺灣文獻館合作出版《臺灣客家之區域語言調查：

高屏地區客家話多樣化現象研究》等5書籍辦理「年輕世代與客家社

會、文化之研究：以雲林詔安客家族群為例」等3項委託研究。

  （二）出版《新‧賞客庄》套書6冊及影音DVD乙片。

二、補助出版客家出版品：101年度客家出版品補助受理申請85案，完

成出版結案，計有73案，共補助新臺幣489萬元。

101年度計完成8座客家建築及81件客家文物數位影音影像掃描、拍測

及測繪；精選495筆客庄文化數位典藏資料；客家圖書文獻、期刊及作

家資料影像數位化共9萬5,247頁、客家相關主題文獻及作家資料分析

建檔3,076筆、10位客籍作家相關資料之蒐集、整理與建檔；客家影音

數位化204.9小時；舉辦「數位臺灣客家庄–第四屆客家文化教案製作

比賽」等3場行銷推廣活動、1場「2012數位臺灣客家庄成果

發表會」等，均達成計畫執行目標。

100.00 維護與建置哈客網路學院網站、臺灣客語詞彙資料庫網站，並於99年

整合客語能力認證網站；計畫期間已辦理了28場網站行銷推廣活動，

網站使用瀏覽人次約為450萬人次；計畫期間共辦理客語生活學校校園

巡迴推廣研習活動共210場次；製作102門數位學習教材，其中有8門數

位教材通過課程品質認證；於101年開發製作10門電子書初級認證教材

與2門APP版行動數位教材；製作與印製課程手冊學習光碟

45,000套，活動宣傳海報5,000張，寄送給各縣市客語生活學校與客語

教師使用。

97.90 1.「中部客家研究：回顧與展望」及「東

部客家研究：回顧與展望」2案皆因承商未

及於年度結束前修正期末報告竣事，致未

及辦理撥款，造成支用比及進度落後。

2.將督度承商儘速修正期末報告，積極趕

辦撥款事宜。

1.本計畫已推展「客家區域整合型研究」執行「本土型客家研究」分

項計畫，於100年度完成「六堆」，101年度「東部」及「中部」等3地

區，102年賡續執行蒐整大臺北都會地區及高雄都會區既有的客家研究

文獻，製作目錄彙編，立足於已有的研究理解上，分析當地客家的共

(普)同性與獨特性，提出具有整合性的綜觀論述，以發掘當地客家的

發展潛力與條件，強化臺灣客家的本土觀點與論述。

2.依據100年度「建構『客家知識體系』規劃研究」之研究成果為基礎

，101年度辦理「建置『臺灣客家知識網』及線上申請」計畫，除蒐整

臺灣客家知識體系相關網站及資訊外，並匯入客家研究資料、建立客

家研究人才，提供獎補助計畫線上申請及評核作業等內容，期運用網

站及資訊系統功能，提升行政效能及服務品質，永續發展臺灣客家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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