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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全國客家會議」議題研析報告 

前言 

為傾聽各界民意，暢通溝通管道，並落實客家基本法「應定期召開全國

客家會議，研議、協調及推展全國性客家事務」之規定，客家委員會自民國

98 年起首次召開「全國客家會議」，今年已是第 6 屆，希冀集結各方力量，

邀集產、學界及客家實務推動者與會討論，以廣納意見，凝聚共識，為客家

未來發展擘劃藍圖。 

本次會議因應新政府重視本土、多元的文化價值，同時為落實蔡總統所

提「確保客家語言、文化永續發展」、「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等

客家政見主張，以及本會致力開創客家文化回歸主流的客家新施政。本次大

會以「點亮臺灣新客家」為主題，並以「族群主流化與客家公共參與」、「客

家基本法與客家法制建設」、「客語復興運動的策略」及「浪漫臺三線與客家

文藝復興」為會議的四大中心議題。 

相關籌備工作自 105年下半年開始展開，經洽邀各議題領域之學者專家

成立「議題研析小組」，針對各議題研提分組討論提綱計 18項，並採由下而

上方式進行探討；各分組分別於北、中、南、東各區召開「分組焦點座談」，

合計 16場次，邀請近 90位產、官、學、研各領域專家、菁英，進行廣泛且

深入的討論，復經召開 4 場次之「議題研析整合會議」，進行各項議題討論

內容之聚焦及彙集後，提出各議題之「推動建議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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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組議題推動建議與策略 

壹、族群主流化與客家公共參與              召集人：徐正光 

  ◆ 提綱 

一、如何利用政策工具推動各級政府推展族群主流化。 

二、如何深化客家族群主流化意識。 

三、如何增進客家族群公共參與。 

四、如何強化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文化意識。 

 

◆ 推動建議與策略 

一、確立族群主流化的社會願景 

臺灣係多元族群與文化的國家，族群主流化的價值及目標即在追求

多元族群共同參與，建構多元族群友善互動空間，確保族群帄等與

共存共榮，使族群與文化的多元性、豐富性，永續發展，成為全民

共享的珍貴資產。 

二、成立「族群帄等委員會」 

(一)在行政院成立「族群帄等委員會」，推動「多元文化保障基本法」，

制度性的規範、監督各級政府在研擬及推動政策時，對於族群關

係與多元文化議題具有積極的同理心與敏感度。 

(二)各級公務人員應在考試任用與在職期間，充分培養對於族群與多

元文化的人文素養。 

三、導入族群主流化至學校教育 

(一)檢視目前教科書中不符合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概念的內容，並全

面修訂各級學校教科書，重新編寫具有本土歷史文化的內容。 

(二)族群主流化的基本價值可先從學校開始推行，在校長、主任及老

師們的研習課程中加入「族群主流化」課程，讓他們清楚了解其

內涵後，帶回校園傳達予學生。 

四、倡議族群主流化延伸至客家公共參與 

(一)客家相關行政部門應與客家社團建立永續的關係，以借助客家社

團之力，推廣各項客家政策及客家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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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藉由辦理客家重要節慶活動(如：天穿日、義民祭等活動)，強化

社團參與並活化客家社團。 

(三)舉辦客家相關活動，應邀請其他族群共同參與，以強化族群間的

交流與和諧。 

(四)借鏡國際非政府組織（如：國際青商會、獅子會）的經驗，舉辦

國內及國際性的客家活動，特別是與東南亞的客家社團，應多辦

理跨國性的交流，以配合政府的南向政策。 

五、營造各族群語言於公共領域使用之環境 

(一)在公共與公家領域應尊重各族群語言之使用，並確認各族群語言

作為公事溝通及協商之工具。 

(二)在任何場所，不應對任何文化或族群有歧視性發言或政策，造成

積極或消極性的排擠作用。 

(三)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公務人員應具備充分的客語能力，以強化

及推動族群與文化相關之公共事務。 

六、深化年輕世代的客家認同與發展 

(一)大專院校社團是培育年輕人客家意識的場域，應多鼓勵大專院校

成立客家社團並提供經費補助，將客家青年找回來。 

(二)臺灣的客家社會缺乏凝聚感，應從小培養後代對客家的認同感及

客家意識，建議可用漫畫、繪本、電影等年輕人喜歡的媒介來介

紹客家、認識客家。 

(三)在推動地方產業與社區發展計畫時，應鼓勵並支援年輕世代投入

社區營造及產業發展，如此即可連結客庄家庭及地方耆老，一方

面促進客家文化與社區的復振及發展，一方面建立青年培育與深

耕計畫。 

(四)請鼓勵及支持年輕人投入家族史及地方史的研究，透過田野調查

與實作，建立年輕世代對於家鄉與客家的認同。 

七、其他綜合性建議 

(一)全國客家會議應由客家委員會提出未來施政藍圖，讓參與者與客

家社團具體瞭解政府短、中、長期客家施政之構想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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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纂及出版具創新性與現代性的讀物，共同參與多元文化與國家

歷史記憶的建構。 

(三)客家委員會的施政應建立中長期的評估機制，例如客家日及客家

節慶活動，應加強更深刻的民俗文化論述，以彰顯節慶活動與客

家歷史文化的關係。 

(四)政府施政要更深入地方文化脈絡，因地制宜推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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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客家基本法與客家法制建設              召集人：謝在全 

◆ 提綱 

一、制訂客家基本法之憲法依據為何？ 

二、客家基本法應如何規定，方能發揮「憲法之補充法」效力？ 

三、應否訂立客家基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推動客家法制之建設，主管機

關應否設置專責部門？ 

四、如何修訂客家基本法，具體落實客家語言、文化政策？ 

五、如何建立客家專業單位之法制化，協助客語傳播、語言及文化之推

動。 

 

◆ 推動建議與策略 

一、客家基本法制訂之憲法依據及其與憲法之關係〈客家基本法特殊位

階之闡明〉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前段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客家基本法（以下簡稱本法）乃推動全國客家事務所建立之制度性

規範，亦為憲法首揭基本國策理念之具體化，具有連結憲法與一般

各別法律關係之作用，舉凡涉及客家事務者，固不得違反客家基本

法之規範，更應優先其他法律而適用。又客家基本法之健全與強化

為客家法制建設之首要。是以，應闡明上述有優先其他法律而適用

之意旨，以彰顯本法來自基本法效力上之特殊位階。 

二、彰顯客家委員會在本法之地位，並強化其推動法制建設所需之內部

組織 

依客家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之規定，客家委員會係客家事務統合協

同之機關，具有承擔客家事務之責。其次，本法內容係以客家政策

為根本領域，多屬原則性、抽象性之規定，仍賴制訂法律、頒布命

令方得具體化，據以實施。甚且，本法中諸多不確定概念，更頇由

客家委員會本於法令適用之職權，頒布函示，形成操作型定義。然

徒法不足以自行，上述推動催生條款法律之擬定、授權命令（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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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政命令之發布及行政函示之頒行等各端，倘客家委員會

內非有法律專業人員負責其事，殊難盡其全功。 

(一)為具體彰顯客家委員會在本法之地位，建議客家委員會應研擬國

家級客家發展相關計畫，以作為各級政府施政之依據；可於事前

與相關部會先行協商，凝聚共識，策訂具體實施計畫共推執行，

並有效追蹤後續辦理，以突顯客家委員會於推動本法客家事務，

不可旁貸之責任及地位。 

(二)客家委員會內部應設置法制專責單位（例如法制處、法制組），

或充實法律專業人員，推動客家法制建設，以法律建立永續之客

家政策制度。 

三、充分運用授權命令，建立本法實行配套措施之法制 

時代在進步，社會在變動，為茲面對，法律規定之一定比例即不得

僵化，應有適度之授權規定，以因應彈性之需求；其次，本法涉及

諸多獎勵或補助事項，為適當執行此等法律之規定，就其獎助之條

件、方法等，應得授權相關機關以命令定之，據以建立本法實行配

套措施之法制體系，以有效推展客家事務，惟應符合授權明確性原

則，自屬當然。 

(一)本法有關事務之推動，不乏涉及客家人口之一定比例者，應授權

客家委員會視人口流動及其他社會之實際情況等，得為必要之調

整，此與避免都會地區，產生都會客家族群邊緣化之畸形現象，

密切攸關。 

(二)為落實客語友善環境，以及客家學術研究之推展所設之獎勵規定，

應授權客家委員會訂定辦法或行政命令，以具體施行。又於實施

獎、鼓勵大學校院設立客家學術相關研究之際，應斟酌我國人口

結構改變，對大學院所生態之衝擊。 

四、推動客家語言文化傳承之法制 

為推動客語為國家語言之一，於公共領域使用，或於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以客語為通行語，俾傳承客家語言文化，進而，讓客家豐富

臺灣多元文化，本法針對客家語言、文化傳承等方向之條文，特別

予以加強，立意良善。然而，充分善用現有資源、客語支援教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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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及鑑於客家僑界奉獻客家事務之熱誠，建立導入其豐沛資源

之管道，更能紓減國家之財政負擔，亦為務實可行之良方。 

(一)鼓勵地方政府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與基於行政區域

規劃、客家人口及區域發展特性等因素，使之形成客家族群地區，

請斟酌何者較為務實可行。  

(二)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客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其設置及相關事項，

另以法律定之，可預留選擇之空間，確屬良策，惟是否亦應一併

建立導入客家界豐沛資源之順暢管道；此外，為使該機構達成傳

承客家語言文化之公共任務，就其運作模式、正當程序等，是否

亦應規範適當之法律框架，俾公共任務法人化之後，國家仍能實

踐其擔保責任。 

(三)積極善用現有客語教師支援人力，擴大其效益，蓋教育以優秀之

師資為首要，後續應賡續推動具有相當資歷之「客語薪傳師」，

得於國民中、小學校充任客語教師之支援人力，倘以辦法方式辦

理，可由客家委員會會同教育主管機關商定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之，或另由法律定之；以確立「客語薪傳師」在教育體系之地位，

給予必要之保障及尊重，應是推動客家語言文化傳承重要之一

環。 

五、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媒體近用權之法制 

建立完善之族群傳播體系，因應客家廣播電視及其他新型態傳播媒

體之運用，以保障客家族群媒體之近用權，乃肯定多元文化、傳承

及發揚客家語言、文化，推動客家事務之命脈，於資訊數位化、網

路化突飛猛進之今日，法律制度上更應追求講究。而公、私傳播體

系之雙軌兼顧，尤為善用社會資源之良方。 

(一)政府應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其設置及相關事

項，另以法律定之，保留日後規劃之空間，確屬前瞻、彈性之立

法設計，然此項法律是否亦應及於其行為方式、運作等之規範，

俾能於選擇組織型態，發揮機構之獨立性、自主性之外，更能兼

顧客家媒體之公共性。 



8 
 

(二)本法有關對製播客家語言文化節目之廣播電視相關事業，得予獎

勵或補助之規定，為使私立廣電媒體，因而具有努力之標竿，於

激烈商業競爭中，仍能堅持為傳承客家語言、文化而奉獻之理想，

奮進不懈，可續由客家委員會會同廣播電視主管機關商定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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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客語復興運動的策略                    召集人：黃永達 

◆ 提綱 

一、如何營造客語學習氛圍與普遍應用環境。 

二、客家語文要如何有效應用資訊與網路科技。 

三、如何推動客語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 70個鄉鎮市區通行(主

流)語言之一。 

四、如何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及「客華雙語教學」。 

五、為建置及維護客語語料庫，應否以及如何成立客家語言研究中心。 

六、如何強化宣導並建立「講、聽、寫」客語的自尊與信心。 

 

◆ 推動建議與策略 

一、如何營造客語學習氛圍與普遍應用環境 

(一)獎勵大專院校開設以客語授課的通識課程、樹立標竿成立全客語

上課之院系所、鼓勵各界用客語發表論文或演講、補助高中大學

成立客家社團。 

(二)獎勵學校電梯、電話加入客語播音，落實查核公共領域客語使用

情形，盤整公共場所需用客語詞彙的正確性，並讓各縣市遵循使

用。 

(三)鼓勵網路及媒體使用客語，客家電視以客語發音的比例至少應達

八成以上，並鼓勵其他電視臺製作客語節目。 

(四)鼓勵觀光地區設置客語導遊，臺三線地區的交通工具、展演場所

及商家應以全客語發音。 

二、客家語文要如何有效應用資訊與網路科技 

(一)推出可在網路或行動裝置上使用的播放、學習帄臺；設置客語資

料庫、客語辭庫及客語用字系統，並設計一套客語詞彙輸入法。 

(二)公私部門網路資源應進行整合，針對不同腔調的語言設立連結網

址，打破疆界，讓各行各業均能接觸學習。 

(三)善用媒體網路資源，吸引年輕族群接觸客家，進而學習客語。開

發帅兒可操作的客語學習機，讓孩子透過遊戲熟悉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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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各種媒體的推廣，如報紙、網路合作，增加客語曝光機會，

帶動客語的書寫及使用客語的自信與風潮。 

三、如何推動客語為 70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通行(主流)語言之

一 

(一)要求並鼓勵 70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內首長及民意代表使用客

語，發揮客語影響力。 

(二)鼓勵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公務單位、商家，以客語為主要語言；

各種客庄活動，應要求主持人使用客語。 

(三)建議使用「我講客語」標章，以方便洽公，更可增進客語推廣與

客家人的自信。 

(四)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托兒所、帅稚園及各級學校實施「客華

雙語教學」或全客語教學，將其視為推展客語的「點」，進而擴

充到策略聯盟的「線」，以及全國的「面」。 

四、如何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及「客華雙語教學」 

(一)推行「客語沉浸式教學」應給予老師更多實際的權力和資源。 

(二)「客語生活學校」應轉型，鼓勵親子共學，及強化家庭母語傳承

的功能。 

(三)請教育部明訂母語修習時數，規劃適合以客語進行授課的科目並

發展教材；客語教學應延伸到十二年國教，及加強對客家研究教

師經費的支持。 

(四)開發「客語沉浸式教學」教材，讓教師、學生均能隨點隨選學習；

「把戶外當教室」，帶領學生實施戶外教學，配合課堂，雙管齊

下。 

五、為建置及維護客語語料庫，未來客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之核心任務

及組成 

(一)善用現有客語教師資源，成立 5大腔調之客語研發及客語教學資

源中心，使客語在中小學扎根。 

(二)建立客語教學資料庫，鼓勵進行客語教材教法之研究，充實客語

現代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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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客語語料庫或資料庫中心，鼓勵個人建立資料庫，再透過教

學資源中心系統分享成果。 

六、如何強化宣導並建立「講、聽、寫」客語的自尊與信心 

(一)推廣「客語是教學語言」並擇校試辦，成效提供他校模仿學習。 

(二)獎勵「客華雙語教學」、「客語沉浸式教學」，讓學生更有自信

說客語。 

(三)強化客語的主體性與實用性，如通過客語能力甄試，可成為正式

的客語教師。 

(四)客家相關會議及活動應要求全程客語發言，以提升說客語的自信

心、自尊心。 

七、其他有關復興客語的策略 

(一)建議客家委員會組織客語推廣宣講團，密集至各地宣達講客語的

意義與功能。 

(二)呼應新南向政策，規劃臺灣地區的客庄學生、社團與東南亞地區

的客家人進行交流；開設東南亞地區的客語學習課程，強化客庄

的中小學客語學習，以利南向發展。 

(三)儘速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立法；推動客語相關政策的法制化

工作為首要，例如訂定「客語復振緊急特別條例」、甄選正式客

語教師辦法等。 

(四)請就相關法令規範重新盤整，推出如「十年政綱」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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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浪漫臺三線與客家文藝復興               召集人：張維安 

◆ 提綱 

一、如何透過「文化」將觀光經濟定錨在客家鄉鎮？非依靠節慶活動刺

激消費者進入鄉村。 

(一)如何展現臺三線的浪漫元素？ 

(二)如何從人文、環境、產業三大面向，形塑浪漫臺三線？ 

(三)如何透過客家文化資源調查，找出臺三線上常民觀點的客家文化、

人文元素？ 

二、如何使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政策，促進客家族群文藝復興運

動。 

(一)強化文藝復興與客庄連結性，落實客家藝文在地扎根。 

(二)運用客家聚落網絡帄臺，多元呈現臺三線客家藝文。 

(三)推動藝術家進駐臺三線，孕育創作並帶動藝文發展。 

三、如何以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作為創新生活型態之國

家重大建設。 

(一)臺三線文化如何復甦？ 

(二)臺三線族群文藝的復興？ 

(三)臺三線新生活型態如何建立？ 

 

◆ 推動建議與策略 

一、綜合性建議 

(一)浪漫臺三線政策宜從國家層級的整體高度擘劃藍圖，形成共識，

整合資源；雖由客家委員會擔任協調的帄臺，但仍需有跨部會的

共識為基礎，形成具整合性的政策，擬定短、中、長程計畫；且

軟體優先，以避免硬體建設帶來之破壞；社會優先，以避免市場

經濟帶來的衝擊。 

(二)浪漫臺三線政策推動前，民間已有許多先行者，整合引導民間力

量和創新，值得參考。 

二、鑲嵌於歷史文化、生態的浪漫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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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造臺三線為具有歷史文化脈絡、土地生態魅力以及安全心怡的

體驗旅遊環境；客家先民的水田文化、水圳及用水的智慧與景觀，

可納入臺三線特色文化項目；精選特色景觀，結合土地、歷史、

文化、文學、人文與文創，締造幾個臺三線地標。 

(二)建立浪漫臺三線生活文物舘，整理客家文物、名人、文學、藝術、

音樂，並展示（演）之；重視客家信仰，如天神、伯公、義民、

恩主公和在地的佛、道信仰，可納入臺三線特色營造項目。 

(三)推動臺三線客家農藝復興運動，推動社區協力農業與智慧農業，

與年輕世代共創新局合作找幸福；以公民參與方式共創浪漫鄉村

生活，完善交通、水質、空氣、廢棄物處理、托育、托老等，共

同建構各年齡層所需的環境。 

(四)規劃自行車體驗路線、古道縱橫走、宗教文史探索之旅，水庫與

水源地自然體驗；保持臺三線樸實自然的風貌，著重減法的建設，

如有美化工程，應藉之凸顯當地客庄特色，跳脫重製傳統客家的

刻板印象。 

三、客家及周邊族群文化復興政策 

(一)臺三線政策應為一個百年族群文藝復興計畫，對於客家與其他族

群的語言、文學、音樂、戲曲、農藝文化之提振有積極的規劃，

恢復地方客語或原住民語之名稱；臺三線文藝復興不應著重在休

閒、觀光為目的；臺三線成為具有客家文化元素的浪漫大道，但

勿以都市人的後花園格局規劃臺三線。 

(二)臺三線浪漫大道政策，即是客家與其他族群文藝復興政策，作為

振興客家與其他族群之語言、文化與生計政策，也是營造浪漫的

基礎；發掘臺三線歷史、開墾、抗爭、族群關係的歷史，詮釋臺

三線藝文人士的作品，並與文創結合，豐富臺三線客庄浪漫文化。 

(三)恢復地方的客語命名，重新詮釋其生態、文化、族群互動的脈絡；

重視地方的參與，豐富地方知識，培養愛鄉意識。 

(四)鼓勵客家語言村，推動客語生活學校、客語家庭，落實沉浸式客

語學習政策。 

四、創設臺灣未來的浪漫理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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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三線政策應為一個新生活方式的社區創建計畫。環境整備應包

括優質教育環境，年輕人的生計生活環境，老年人的養生和醫療

照護環境之整備；以人類的創意及先進技術，營造臺灣下一世代

理想教育、生態保育、社會企業、慢城理念、農藝復興、智慧農

業，以及族群文化復興理想的生活環境。 

(二)倡議「里山生活」，以永續的生態保育以及結合當地自然資源的

生活方式，與土地產生互動，鑲嵌於土地，營造具備慢活精神的

浪漫臺三線「鄉村生活」；創造社區青年與老年共居或對話的空

間，落實老有所用理想、伯公醫療網與伙房照護系統；臺三線居

民應過著有品質、有品味的生活，作為下一世代臺灣社會的理想

生活典範。 

(三)浪漫臺三線可發展慢文化，營造慢城、慢遊、慢食、慢活的優質

生活文化。 

(四)營造電子農舍，鼓勵文化人、藝文人士、知識經濟工作者走進浪

漫臺三線，和客家一起築夢。 

(五)鑲嵌於土地、文化與智慧科技，創建下一世代的浪漫理想社會。 

五、整合民間力量結合科技新知 

(一)為倡議新生活與新產業，増進公民參與機制，建議推動地方工作

坊，集思廣益、分享互助，適度匯集、引導民間力量和創意，鼓

勵優質築夢青年、地方達人與專家開設「地方知識和創意實踐工

作坊」，活化地方知識，強化創意與創作能力。 

(二)為活化地方文化産業與智慧農業，建議於適當地點設立實體通路，

以及網絡經濟的帄臺，面向國內外的消費端；產業的文化論述，

重在有接地氣產業，農夫市集亦頇留意碳足跡指標。 

(三)設立或協調浪漫臺三線社會企業或共享經濟實作的獎勵或基金。 

(四)建構優質、多語言網站、方便的 APP，強化社會媒體的資訊行銷；

普遍設立對話帄臺與工作坊的空間，推動集思創意、範例分享和

學術講座，藉以形成優質社會發展的共識基礎。 

(五)發行浪漫臺三線生活雜誌，推廣優質案例與新觀念，提供意見討

論帄臺，增益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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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一)浪漫臺三線的範圍，宜兼顧生活圈、經濟圈、環境水系等社會與

自然範圍，不宜用行政區劃來割裂。 

(二)推動浪漫臺三線軌道交通設施，建立預約、共乘、乾淨、安靜、

清潔的交通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