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事務
一、108 年度上半年重要施政成果
(一) 打造客家語言友善環境
1. 辦理客語師資培訓：培訓課程內容涵蓋客家文化、語言、教學教法、教案實作與分享
、客語實務演練與教學課程等，於 7 月 15 至 19 日與教育局合作辦理「本土教學客語
支援教師有效能教學研習」，並於 7 月下旬辦理客語師資培訓計畫，培訓專業教師。
2. 推動幼兒園客語教學：幼兒期是語言學習最佳黃金時期，冀以透過補助款方式鼓勵各
幼兒園開辦客語教學課程，讓幼兒於日常生活當中學習客語能長期持續進行，108 年
共計補助 21 所幼兒園。
3. 辦理國中小補助計畫：藉由多元化之客語教學、訪視輔導來優化客語教學，提升學
童使用客語之意願與能力，108 上半年度由本市國中小學各校申請各項客語傳承計畫
，共計補助輔導 41 個客語社團、10 個主題營隊、1 個情境教室、2 個客語認證研習
班。
4. 童遊客家－客語推廣計畫：以沉浸式客語教學，舉辦「童遊客家夏令營」，透過手作
體驗、音樂、影像、藝術等方式，營造多元之語文教育環境，並串聯大專院校生擔任
小隊輔，推動客家文化教育與客語推廣活動，以提升家長與學員對於客語之認同及接
受度。5 月 26 日辦理「客家青年工作營－第一梯次」，上午進行水彩色鉛筆畫客家
菜單及手繪明信片等課程，下午進行玩桌遊、學客語及設計桌遊等課程，共計 44 人
報名參與。6 月 29 日辦理「客家青年工作營」第二梯次，上午以「客家歌曲」為主
題，共同學習「玩桌遊、學客語及設計客家桌遊」課程，下午進行以「我要感謝之人
」為主題，執行「水彩色鉛筆畫客家繪本卡片及手繪明信片」課程，共計 44 人報名
參與。
5. 輔導客語教育中心：補助輔導個人或團體辦理客家文化語言研習，以落實走入社區，
達到客語傳承及文化推廣之目的。108 年共補助成立 42 個歌謠班、8 個舞蹈班、4
個鼓陣班、14 個弦樂班、17 個讀書會及 2 個書法班等共計 87 班。
6. 增加客語學習教材資源：規劃製作文圖並茂之繪本及全新創作之方式製作兒歌專輯，
期以優質客語教材提升客語及客家文化推展，協助客語教師多元應用於課堂上，並規
劃於客委會網站及 youtube 影音平臺放置兒歌專輯與繪本教材，提供教學運用，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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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傳統客語教材模式及優化客語教學之目的。客家文化季刊 108 年度將發行第 67
至 70 期電子書，刊載於本府客委會官網及『臺北美好新視界』平臺，同時串聯新媒
體社群，延伸本刊物之閱讀擴散力。
7. 強化臺北客家推廣教育中心課程：整合「新藝術」、「新工藝」、「新農業」、「新
風尚」四大主題，發展當代客家文化，以手作、展覽、體驗、舞蹈、唱遊等方式，讓
學員體驗客家族群生活智慧與共生精神，培養對客家文化精神之重視。致力培養具客
家文化內涵之人才，建構都會區客家終身學習環境。108 年度第一期共開設 15 班，
學員人數 417 位，講座、工作坊及公共性活動等共 20 場。
8. 推動辦理臺北客家書院：針對長青與年輕族群開設兩類課程，客家八音是最具客家音
樂代表之傳統音樂，課堂上敎授傳統之吹揚音樂、弦嗩音樂以及北管唱腔，是珍貴之
客家文化寶藏，共開設 2 期，64 人次。
9. 辦理志工培訓計畫：擴大招募對客家文化有興趣，且有意投入志願服務之市民及後生
青年成為客家公園志工；透過專業培訓課程培育志工深入認識及了解客家文化，成為
客家文化推廣種子；將志工進行專業分組與運用，建立其服務成就與榮譽感。制度化
經營管理志工團隊，凝聚志工對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向心力，成為永續之人才資源。
1 至 6 月份提供公園場館導覽解說服務共 116 團，共約服務 4,183 人次；安排公園說
故事活動共 14 場，共約服務 659 人次。
(二) 著重客家青年世代傳承
1. 辦理「2019 後生文學獎」徵文比賽：徵選短篇小說、散文、小品文及客語詩，投稿
人年齡限定為 40 歲以下，不限國籍，以鼓勵青年進行創作，已於 4 月底完成海報設
計及印刷工作，將宣傳文宣發送至各大捷運站、全國大專院校進行宣傳事宜，並於網
路平臺、臉書粉絲專頁宣傳徵文活動，5 月 1 日開始徵稿，得獎作品亦收集編輯成專
書出版，並於年底舉辦 1 場次座談會。
2. 規劃多元文化與流行音樂工作坊：將結合管樂與 Acapella，將傳統客家民間山歌、對
唱情歌融入古巴拉丁音樂，推動音樂跨界多元文化為課程主軸，引領對音樂有高度興
趣之青年學子探索母語文化、走進創作之門，預計辦理初階與進階班、4 場地校園講
座、1 場次成果發表會及發行 1 張數位專輯等，朝向年輕化、專業化，以達到保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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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客家文化之目的。
3. 客家串流徵件計畫：以客家文化、歷史、遷徙、記憶為底藴，重新鏈結人與人、人與
土地之關係，藉由駐點深耕、跨領域對話等方法，以宏觀之視角觀看當代客家社會，
提出創新思維，並透過影像、音樂、文學、藝術或社會行動等多元媒材作為實踐方法
，回應「當代客家」之議題與樣貌，收件日期自 5 月 24 日至 7 月 1 日止，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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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全球客家串流計畫說明會」，邀請歷屆獲選之優秀青年分享精采串流案例，於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一樓展區辦理，參與人數約為 45 人次。
4. 辦理客家珍貴史料數位典藏計畫：為加強保存客家文化資產，客家珍貴史料數位典藏
，走入田野拜訪客家社團、文史工作者、客籍藝術家等，本案共計徵集有故事性拍攝
腳本 8 主題，達到推廣及傳承客家文化之目的。
5. 辦理客語家庭調查計畫：透過客委會舉辦相關活動，增加親子協力、祖孫同樂項目，
藉以蒐集調查客語家庭數量，作為爾後辦理活動邀請目標對象，達客家文化語言傳承
之目標。
6. 大學青年學習系列活動計畫：透過年輕世代角度，參與客家事務。
(三) 推動都會客家文化特色
1. 規劃辦理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以移民節慶之方式呈現客家族群在臺北扎根之文化背
景與歷史脈絡，從「祭典」、「遊行」以及「藝文展演」三大主軸脈絡下，融合多元
系列文化活動方式，創造傳統與現代、都會與原鄉、客家與多元之對接，形塑都會客
家慶典新樣貌，並鼓勵民間社團及市民大眾從參與籌備規劃、執行到成果分享，逐步
強化與擴大民間參與，達成以民間辦理為主，公部門協助輔導為輔之目標，進而使本
市成為全臺客家文化平臺，同時推至國際舞臺，打造深具客家特色之城市藝術節。
2. 辦理傳統客家節慶之端午節活動：與兒童新樂園合作，以「客家本草」為主軸，舉辦
具客家文學、音樂內涵之詩人節活動，及與客家五月節習俗、植物等相關推廣體驗與
展示，包括主題故事展、防蚊液/手工皂手作體驗、童謠詠唱、兒童故事劇及樂學客
語送客粽闖關活動等，共計約 2,000 人次參與。
3. 規劃辦理文化節活動：以客家人之聚集地為發想主題，以臺北客家群聚之社區營造概
念，藉由田野調查方式訪查客家人在臺北客莊之生活脈絡，感受當地客家人之生活樣
態、人文風景，據以創作客家音樂及影像故事，辦理相關音樂發表及成果展示，以音
樂、文字、影像等不同之載體，延續並營造臺北客莊精神，記錄呈現客家轉身之過去
與未來。
4. 場館體驗教學推廣及培育計畫：透過各種主題 DIY 體驗活動及研習課程，讓民眾體
驗手腦並用之創作喜悅，利用各種工具、手法與媒材，體驗傳統客家文化工藝，同時
藉由手做教室之客語教學體驗，落實並加強客語教育推廣。1 至 6 月共計辦理 39 場
活動，約 1,967 人付費體驗手作課程。
5. 臺北客家農場推動計畫：運用「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戶外空間為場域，透過維
護生態資源、營造客莊意象、打造農耕場所等面向，廣邀社群參與環境管理與發展運
作，形塑協力、分享與共創之實踐平臺，藉以對接傳統客家夥房精神與生活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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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臺北田園城市市政願景，打造客家友善環境。1 至 6 月份計有 1 萬 1,469 人次參
與。
6. 客家公園行銷宣傳計畫：打造友善農業、跨界藝術、創新工藝、流行風尚之都會客家
品牌形象，將客家之日常生活風格化，行銷「剛剛好，就是最好」之生活型態。
7. 客家文化主題特色展示計畫：年度主題性特展緊扣臺北都會客家文化之脈絡，以社會
學、人類歷史學等觀點詮釋客家文化，以更具全貌之觀點，提升客家文化推廣之質化
效益。5 月 30 日開幕記者會計有 165 人次參加，媒體露出 6 則。6 月推廣活動共 2
場，第一場於 6 月 29 日辦理「體驗小旅行」，6 月 18 日於公園 Facebook 專頁宣傳
，第二場於 6 月 30 日辦理「多變之客家菜」飲食講座。
8. 主題表演藝術節目邀演計畫：以「音樂、戲劇、跨界影音」等三種表演藝術構面切入
，打造 3 檔不同表演藝術類型之當代客家節目，累積當代客家文本。音樂戲劇中心辦
理年度委創節目案，規劃於 11 月辦理製作前期展演發表演出。音樂戲劇中心於 5 月
20 日辦理公園主題曲徵件，已有 3 案獲選為公園主題曲，將於 7 月辦理成果音樂會
活動。
9. 客家表演藝術新創徵件計畫：為建立優質客家文化展演平台，鼓勵藝文團體將客家文
化融入創作、拓展表演藝術多元視野，徵求結合客家元素、連結與想像為主題之專業
劇目製作與演出。計有 4 案獲選本年度徵件演出節目，其中親子展演類 2 案，展演出
版類 1 案，當代戲劇類 1 案。
10. 客家美學系列展演計畫：以客家文化節慶為主題，透過藝術介入方式，規劃展館主題
布置及系列展演活動，藉由節慶主題氛圍布置，營造回家過節團圓之溫馨熱鬧氣氛，
給予民眾深刻感受臺北新客莊（家）及節慶（團圓）之溫暖意象。客家文化節慶－元
宵節（正月半）為主題，於客家文化中心 1 樓客憩區執行節慶主題氛圍佈置，並配合
節慶舉辦「正月半揣令子－元宵猜燈謎」活動，客家電視台新聞採訪 1 則；臉書粉絲
團發文 3 篇，觸及人數共 2,471 人，互動次數為 273 次。客家文化節慶－端午節（
五月節）為主題，於客家文化中心大門口及 1 樓梯廳執行節慶主題氛圍佈置。「五月
節客家本草」系列活動，包含共下划草船－端午暖身打卡活動、端午愛做什个－客家
習俗排排看、客家本草工作坊－粽子零錢包植物染、本草謎香－客家本草猜猜看，計
有網路新聞 1 篇，臉書粉絲團發文 4 篇，觸及人數共 4,064 人，互動次數為 57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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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客家民間信仰與歲時節俗推廣計畫：透過於都市客家中展現傳統慶典，達到凝聚客家
鄉親，發揚客家文化之精神，以減少斷層、增加青年參與為目標，讓民間信仰活動注
入新活水，攪動客家節俗新生命。1 月 27 日辦理「豬福滿滿」新春活動，規劃安排
「熱鬧滾滾－迎春接福音樂會」、「好運聯聯－新春揮毫過好年」、「福氣滿滿－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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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彩繪豬撲滿」等活動，共計約有 1,000 人次參與。3 月 8 日至 3 月 10 日期間辦理
「伯公生慶典」活動，安排一系列豐富之客家文化主題活動，包含有祭祀儀式、偶戲
劇場、傳習體驗、食福野餐、擲筊贈獎等活動，3 日共計有 950 人次參與。3 月 30
日辦理「三山國王慶典」活動，安排一系列客家主題體驗活動，包含有三山國王知識
解謎、環保袋絹印、公仔圖卡著色、打卡贈獎等活動，計有 550 人次參與。
12. 補助「客家學術、社區營造、政策推廣、音樂及劇本創作等」計畫，以傳承客家語言
及推展客家文化，共補助 45 件。
(四) 建構客家多元交流平臺
客家生活暨物產推廣平臺：以客家生活物產，加強與客莊原鄉連結性，對接全臺客
莊文化及產業特色，成為行銷全台客莊文化產業及物產之公共場域，並定義平臺活動連
結客莊之議題性與產業推廣效益。3 月 16 日辦理「平起平坐野餐日暨苗栗客家文化嘉年
華」，約 350 人次參與；4 月 27 日辦理「平起平坐野餐日暨新竹客家生活嘉年華」系列
活動之總參與人數為 510 人；5 月 25 日辦理「平起平坐野餐日見學客莊－苗栗」活動，
計有 26 位學員參與。「客家國際文化交流週－加拿大國慶節」，於 6 月 29 日辦理 1 場
友善農產市集、4 場客趣學堂、1 場產業推廣活動，以及楓葉大粄生日蛋糕品嘗，約有
895 人次參加。

二、已實施之創新作為
辦理客語師資培訓
自 7 月起至 12 月除與本市南港親子館合作辦理相關客家文化教學外，更與社區教保
資源中心合作辦理，於大同、信義及北投等 3 所教保資源中心，結合社區資源，由專業
客語師資帶領青年後生組成團隊，將「客家」以不同面向呈現，深入社區、家庭，讓親
子透過相關體驗課程，領略客家文化之奧妙，讓不同世代教師之教學經驗彼此交流與觀
摩，同時培育後生青年加入客語師資行列，以提升客語教學效能及落實客家文化扎根，
共計有 1,100 人次親子參與。

三、未來施政重點

客家事務

(一) 打造客家語言友善環境
1. 辦理客語師資培訓：規劃於 7 月 15 至 19 日與教育局合作辦理「本土教學客語支援
教師有效能教學研習」，並於 7 月 25 日及 7 月 29 日至 8 月 2 日辦理客語師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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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培訓專業教師，透過多元之學習課程，達到保存母語及延續客家文化之目的。
2. 推動幼兒園客語教學：108 年共計補助 21 所幼兒園，預計於 7 至 11 月間至受補助
園所舉辦客語故事屋巡迴演出、客家教學訪視輔導、客家文化體驗活動，並規劃於
11 月中下旬辦理教學觀摩發表會，增進幼兒園師生對於客家文化之認識與體驗。
3. 辦理國中小補助計畫：108 上半年度由本市國中小學各校申請各項客語傳承計畫，推
展客語課程，預計於 7 月至 11 月間由專家學者組成訪視輔導小組，安排訪視委員至
接受補助之各國中小學校實地觀摩教學並與輔導教師座談，以掌握客家語言教學之狀
況。並規劃於 11 月下旬舉辦學習成果發表活動。
4. 辦理童遊客家－客語推廣計畫：以客語教學，舉辦「童遊客家夏令營」，透過戲劇、
音樂、文學、詩歌、環境、體育、美術等方式，營造多元之語文教育環境，培育學員
語言溝通與理性思辨之知能，奠定適性發展與終身學習之基礎。串連高中以上客家青
年及各領域陪伴老師，找到並鼓勵臺北市青年客家人組織化，設計活動刺激互動，共
同建構及創造都會客家、臺北客家之當代面貌與論述。
5. 輔導客語教育中心：補助輔導個人或團體辦理客家文化語言研習，以落實走入社區，
達到客語傳承及文化推廣之目的，並規劃於 7 至 8 月間邀請學者專家 7 至 10 人組成
訪視輔導團，安排 1 至 2 位學者專家於各班研習活動期間就補助案之計畫實際執行情
形、內容品質、成果效益等事項進行實地訪視輔導與交流。為推動客語家庭傳承，規
劃於 8 月下旬起，舉辦 5 場成果發表觀摩活動，吸引市民參與體驗客家文化，展現本
市客語學習與文化推廣成果。
6. 辦理客家文化到校服務：108 年度主題為「行尞 HAKKA（跟著照片尞客家）」，預
定於 7 至 12 月間辦理客家文化到校服務，規劃以「客家語言文化」為主軸，國小組
及幼兒組各設 5 個活動單元，內容涵蓋互動、情境式小劇場表演、遊戲體驗、DIY 手
作及看展學習等活動，並以親子、師生或同儕互動，共同協力完成為主，另安排客家
語專業講師與大學生擔任志工老師及隊輔，預計服務 40 所國小、19 所幼兒園及 1 所
外僑學校。
7. 增加客語學習教材資源：規劃發行客語繪本教材，以作家張維中之《九層之家》小說
為故事原型改編，搭配客家文化內容教學頁，以圖文並茂之方式編製教材及發行客家
語兒歌專輯，期以優質客語教材協助客語與客家文化推展。客家文化季刊規劃於 7 月
客家事務

、9 月及 12 月份發行第 68 至 70 期電子書，刊載於本府客委會官網及「臺北美好新
視界」平臺，同時於每期發行後串聯相關新媒體社群宣傳。
8. 強化臺北客家推廣教育中心課程：整合「新藝術」、「新工藝」、「新農業」、「新
風尚」四大主題，發展當代客家文化，以手作、展覽、體驗、舞蹈、唱遊等方式，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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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體驗客家族群生活智慧與共生精神，培養對客家文化精神之重視，致力培養具客
家文化內涵之人才，建構都會區客家終身學習環境。
9. 辦理志工培訓計畫：招募對客家文化有興趣，且有意投入志願服務之市民及後生青年
成為客家公園志工。結合客家公園周邊大專院校，進行服務學習課程合作，提升後生
青年參與客家事務人數，並規劃辦理專業志工培訓課程，著重於客家語言傳承或親子
互動課程內容，強化志工服務專業職能與成效。
(二) 著重客家青年世代傳承
1. 辦理「2019 後生文學獎」徵文比賽：徵選短篇小說、散文、小品文及客語詩，投稿
人年齡限定為 40 歲以下，不限國籍，以鼓勵青年進行創作，於 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徵稿，得獎作品亦收集編輯成專書出版，並於年底舉辦 1 場次座談會。
2. 推動多元文化與流行音樂工作坊：引領對音樂有興趣之青年學子探索母語文化、走進
創作之門，預計辦理初階、進階班與 1 場成果發表會，朝向年輕化、專業化，以達到
保存及推展客家文化之目的。
3. 辦理全球客家串流計畫：為鼓勵青年參與客家事務，透過「串流」延伸行動脈絡方法
，參與者將自我當成媒介，串接傳統與當代客家文化。本計畫有別於傳統客家面向，
以更多元豐富實踐類型，開創對當代客家之想像，增添客家藝文能量，深度培力客家
人才，尋找年輕一輩新銳客家組織者/創作者/創新者，期望更多青年為客家文化帶來
嶄新之思考。
4. 辦理客家文化資產數位典藏學習計畫：為加強保存客家文化資產，帶動非客家族群對
客家文化之探索，客家文化資料數位典藏預期以「客語家庭」圖像為主軸，拍攝 8 支
影片與辦理 1 場次成果發表會，以達到推廣及保存客家影像之目的。
5. 辦理國際客家事務研討交流計畫：邀請發表客家相關碩博士論文者、客家專案研究計
畫者或具可分享經驗之知名客家人士，辦理當代客家學論壇，讓當代客家各領域學者
及專業人士與聽眾面對面，以臺北客家、文化、歷史、藝術、產業、農業、生態、環
保及社區營造等多元面向，建立跨領域之交流平臺。以當代客家學沙龍及座談會方式
，邀請關注並投入客家公共事務青年，進行客家文化推展之經驗交流分享，展現客家
青年及專業工作者之精心成果，串連起青年世代與工作者之間之對話，展現當代客家
軟實力。

客家事務

6. 辦理客語家庭調查計畫：透過客委會舉辦之相關活動，增加親子協力、祖孫同樂項目
，藉以蒐集調查客語家庭數量，作為爾後辦理活動邀請目標對象，以達客家文化語言
傳承之目標。
7. 大學青年學習系列活動計畫：透過年輕世代角度，參與客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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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都會客家文化特色
1. 辦理客家義民嘉年華活動：預定於 10 月 26 至 28 日辦理，以移民節慶之方式呈現客
家族群在臺北扎根之文化背景與歷史脈絡，從「祭典」、「遊行」以及「藝文展演」
三大主軸脈絡下，融合多元系列文化活動方式，創造傳統與現代、都會與原鄉、客家
與多元之對接，型塑都會客家慶典新樣貌，並鼓勵民間社團及市民大眾從參與籌備規
劃、執行到成果分享，逐步強化與擴大民間參與，達成以民間辦理為主，公部門協助
輔導為輔之目標，進而使本市成為全臺客家文化平臺，同時推至國際舞臺，打造深具
客家特色之城市藝術節。
2. 推展「客家就在巷子裡」藝文展出活動：預計由 12 個行政區里媒合擇定適當里別辦
理 12 場演出，以推廣至本市 12 行政區，將於活動前在每場次行政區里召開相關協
調會議，預計於 10 月前完成全部活動場次。
3. 辦理傳統客家節慶之中秋節活動：由中秋感恩、團聚意涵擴大為世界性概念，延伸舉
辦突顯客家八月半文化內涵之活動，並藉由跨域合作方式，有效達到資源共享及城鄉
連結。
4. 辦理文化節活動：以客家人之聚集地為發想主題，以臺北客家群聚之社區營造概念，
藉由田野調查方式，訪查客家人在臺北客莊之生活脈絡，感受當地客家人之生活樣態
與人文風景，據以創作客家音樂及影像故事，辦理音樂發表及成果展示，以音樂、文
字、影像等不同之載體，延續並營造臺北客莊精神，記錄呈現客家轉身之過去與未來
。下半年度以「臺北市民大道鐵路沿線」為藍本，以工作坊田野調查及受訪人之故事
文本為基礎，同步產生音樂創作、音樂影像故事，最後以成果展示及音樂會發表形式
，再現臺北客家移動史，引起不同世代、相同之情感共鳴。
5. 辦理主題表演藝術節目邀演計畫、客家表演藝術新創徵件計畫及客家敘事影像放映計
畫：透過自製客家節目、公開徵件與各類型之跨界展演節目，建立優質客家文化展演
平臺，鼓勵藝文團體將客家文化融入創作，拓展表演藝術多元視野，並以客家音樂戲
劇中心為製作基地，用充滿議題性之創新展演製作，使未來之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不
僅是一個展示與呈現之空間，更是一個「客家藝術創生基地」，以累積當代客家文本
，活絡客家表演藝術生態，以形塑當代客家意象。
客家事務

6. 辦理臺北客家農場推動計畫：推動市民認養之機制，參與公園戶外場域服務及自主回
饋，協助環境管理與客家農場教育推展，並以時令、節氣為基礎，客家農業發展為主
軸，整合客家農場空間與人力，辦理第 1 期稻作插秧禾仔活動、生活曆、多齡參與計
畫，藉以結合臺北田園城市市政願景，展現都會客家文化特色。
7. 辦理場館體驗教學推廣及培育計畫：透過各種主題 DIY 體驗活動及研習課程，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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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體驗手腦並用之創作喜悅。利用各種工具、手法與媒材，體驗傳統客家文化工藝，
發掘手作之樂趣，激盪出多元之客家文化，同時藉由手做教室之客語教學體驗，落實
並加強客語教育推廣。
8. 辦理客家美學系列展演計畫：以客家文化節慶為主題，透過藝術介入方式，規劃展館
主題布置及系列展演活動，藉由節慶主題氛圍布置，營造回家過節團圓之溫馨熱鬧氣
氛，給予民眾深刻感受臺北新客莊（家）及節慶（團圓）之溫暖意象。
9. 辦理客家民間信仰與歲時節俗推廣：透過於都市客家中展現傳統慶典，達到凝聚客家
鄉親，發揚客家文化之精神，以減少斷層、增加青年參與為目標，讓民間信仰活動注
入新活水，攪動客家節俗新生命。透過慶典中各項特色活動，讓更多市民接觸參與，
瞭解客家人文信仰及生活智慧，達到推廣客家族群信仰歷史之脈絡與重現當代客家信
仰價值。
10. 補助「客家學術、社區營造、政策推廣、音樂及劇本創作等」計畫，以傳承客家語言
及推展客家文化。
(四) 建構客家多元交流平臺
1. 辦理客家文化產業交流計畫：預定 9 月 28 至 29 日於花博公園辦理「小禾埕市集」
展售會活動，藉由邀請全臺各地客家店家，推廣特色客家商品及伴手禮，增進市民對
客家文化之認識，打造臺北客家產業品牌。另外規劃客莊城鄉交流活動，邀請臺北客
家領袖及後生青年進行交流，認識臺灣客莊文化內涵，參訪並推廣客家文創產業。
2. 辦理客家生活物產推廣平臺：透過假日市集、平起平坐野餐日為操作策略，以臺北客
家為起點，連結原鄉客莊生活文化與產業，聚合各原鄉客莊文化內涵於臺北客家公園
，呈現臺北客家之豐厚樣貌。
3. 辦理國際唱客音樂交流計畫：當代客家表演藝術多元精彩，其中合唱一直是作為保存
語言與文化重要之一環，期望藉由本計畫之舉辦與跨界展演之合作，結合客家社團、
青年團隊，以及國際優秀藝文團隊，透過合唱形式，延續客莊唱山歌之生活與記憶，
呈現臺北當代都會客家生活，打造國際客家合唱音樂節。
4. 辦理客家藝術文化交流計畫：邀請青年藝術家進駐文化中心場館，透過藝術創作之角
度與應用媒材，探討客家美學之設計邏輯及跨界實驗，體現傳統再生之新能量。
客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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