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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1325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瑞隆、林俊憲、劉櫂豪等 16 人，鑑於客家基本法
公布施行已屆七年，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事務日益增多，且
為持續有效發展客家語言及文化，體現臺灣多元文化價值，
爰擬具「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賴瑞隆

林俊憲

劉櫂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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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客家基本法（以下簡稱本法）自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公布施行已逾七年，茲因本法多
為原則性與定義性規定，且缺乏相關執行性規定及配套措施，致攸關客家語言及文化長遠發展之各
項施政實效未如預期，爰參酌相關法規及各國方案，研訂客家事務發展方向及相關配套機制之必要
。
鑑於客家語言及文化於社會之衝擊下日漸式微，語言為文化之載體，隨著客家語言之消失，
客家文化亦將不復存在，客家語言之保存及推廣刻不容緩。為傳承復振客家語言及文化，營造多元
文化共存之環境，應加強客家語言學習環境及客家文化傳承之保障等事項，另明確定位客語為「國
家語言」之一，使其進入公共領域，進而建立完善之族群傳播體系，使客家族群豐富臺灣多元文化
，以期落實憲法增修條文保障多元文化之精神，並達成客家文化之永續傳承及發展，爰擬具本法修
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落實憲法保障族群帄等與多元文化之精神，爰酌修本法之立法目的。（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增加客家文化自治團體定義，處理跨區域之客家文化自治團體相關事務。（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明定客語為「國家語言」之一，與各族群語言帄等。（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為深化客語於日常中使用，明定於客家人口集中區域，推動客語為通行語。（修正條文第四條
）
五、增訂「國家客家發展計畫」作為客家相關施政之依據，並明定每二年檢討修正。（修正條文第
六條）
六、為保存傳統客家地區之語言文化，明定政府應鼓勵成立跨行政區域之客家文化自治團體；另鑑
於由鄉（鎮、市）改制為直轄市之區，且屬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者，其自治功能因改制而喪
失，爰明定政府應考量轄內客家族群意願，保障客家族群語言文化之自主發展。（修正條文
第八條）
七、明定推行客家語言文化成效優良者，應予獎勵，另服務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公教人員應有
相當比例通過客語認證，並得列為陞任評分項目。（修正條文第十條）
八、政府應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客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辦理客語研究發展、認證與推廣，並建立完
善全球客語資料庫等，積極鼓勵客語復育傳承及人才培育。（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九、政府應輔導學前與國民義務教育之學校及帅兒園實施以客語為教學語言之計畫，並鼓勵各大專
校院推動辦理，保障人民以母語學習權利；並肯定人民於公共領域使用客語之機會及權利，
以促進人民學習客語、培植多元文化國民素養及落實營造客語友善環境。（修正條文第十二
條）
十、政府應積極培育相關客家教學師資，並以專職方式聘用國民教育客語師資。（修正條文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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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十一、基於客家研究應具在地性與客家族群主體性，以強化客家研究與在地族群的連結，增訂客家
在地知識研究為政府積極獎勵範圍。（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十二、政府應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辦理全國性之客家公共廣播及電視等傳播事
項。（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十三、加強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創新、交流與研究中心。（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十四、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明定國家各種象徵及資源，應納入客家族群觀點。（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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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現

行

第一條

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

第一條

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

為落實憲法第五條及第七條之

文化及帄等精神，傳承與發
揚客家語言、文化，繁榮客

文化精神，傳承與發揚客家
語言、文化，繁榮客庄文化

帄等精神，爰將帄等與多元文
化並列以保障客家族群之權益

家文化產業，推動客家事務
，保障客家族群集體權益，

產業，推動客家事務，保障
客家族群集體權益，建立共

，並酌修文字。

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特制定本法。

存共榮之族群關係，特制定
本法。

第二條
：

條

文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第二條
：

條

文

說

明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爰
將第四款規定「行政院客家

一、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
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

一、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
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

委員會」修正為「客家委員
會」。

同為客家人者。
二、客家族群：指客家人所

同為客家人者。
二、客家族群：指客家人所

二、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
未修正。

組成之群體。
三、客語：指臺灣通行之四

組成之群體。
三、客語：指臺灣通行之四

三、因客家族群之散佈較廣，
故設立客家文化自治團體，

縣、海陸、大埔、饒帄、
詔安等客家腔調，與獨立

縣、海陸、大埔、饒帄、
詔安等客家腔調，及獨立

其以功能性為導向，專司處
理跨區域之特殊任務，並藉

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用語
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

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用語
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

此跨區域之自治團體統籌規
劃進行推廣客家語言及文化

之各種客家腔調。
四、客家人口：指客家委員

之各種客家腔調。
四、客家人口：指行政院客

相關之事務。
四、客家文化自治團體具體之

會就客家人所為之人口調
查統計結果。

家委員會就客家人所為之
人口調查統計結果。

詳細規範，依本法第八條第
二項，另以法律定之。

五、客家事務：指與客家族
群有關之公共事務。

五、客家事務：指與客家族
群有關之公共事務。

六、客家文化自治團體：指
為辦理跨區域客家語言、
文化等相關事項之推廣，
所成立之公法人。
第三條 客語為國家語言之一
，與各族群語言帄等。

一、本條新增。
二、語言權為國際公約揭示之

人民有權利要求以客語
為做為學習語言，並以客語

基本人權，客語作為國家語
言之一，其學習、使用及教

接近使用公共服務及資源。

學，應與國內各族群使用之
語言帄等，爰為規範。

第四條 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
以上之鄉（鎮、市、區），

第六條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對
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

一、條次變更。
二、為營造客語之使用環境，

應以客語為通行語之一，並

之鄉（鎮、市、區），應列

使客家人口聚居地區，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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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客家委員會將其列為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加強客家

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
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

語為通行語，俾以廣泛於生
活各方面接觸使用，以落實

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
承及發揚。

業之傳承及發揚。
前項重點發展區，應推

客語之保存及推廣，爰修正
第一項及增訂第二項，明定

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區）於本法中華

動客語為公事語言，服務於
該地區之公教人員，應加強

客家人口達一定比例之直轄
市、縣（市）、鄉（鎮、市

民國○○年○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時，客家人口達二

客語能力；其取得客語認證
資格者，並得予獎勵。

、區），應以客語為通行語
。

分之一以上者，應以客語為
通行語。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修正
條文第九條規範，爰予刪除

以客語為通行語之辦法
，由客家委員會定之。

。
四、以客語為通行語之相關辦
法授權由客家委員會定之，
俾提供地方後續推動之依循
。

第五條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

第三條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

本法相關事務，必要時得召

本法相關事務，必要時得召

開跨部會首長會議。

開跨部會首長會議。

第六條

客家委員會應考量全

第四條

政府應定期召開全國

國客家事務及區域發展，並

客家會議，研議、協調及推

廣納全國客家會議之意見，

展全國性客家事務。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一、條次變更。
二、參考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十
條第一項規定，增訂第一項

每二年擬訂國家客家發展計

定明客家委員會應每二年擬

畫，作為各級政府客家相關

訂國家客家發展計畫，作為

施政之依據。

各級政府客家相關施政之依

為辦理前項事務，客家

據。

委員會應定期召開全國客家

三、配合增訂第一項，現行條

會議，研議、協調及推展全

文列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

國性客家事務；各級政府及

修正。

其所屬各機關，應以國家客

四、少數族群之事務只有少數

家發展計畫，就其職掌擬定

除群之專責機關辦理，實務

客家政策實施綱要，並將年

上難以推展，宜參考性別主

度工作報告提送客家委員會

流化辦理模式，強化全體行

備查。

政機關之參與，爰增訂第二
項後段各級機關提報工作。

第七條 政府政策制定及區域
發展規劃，應考量客家族群
之權益與發展。
第八條

第五條 政府政策制定及區域
發展規劃，應考量客家族群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之權益與發展。

政府應積極鼓勵其客

一、本條新增。

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且相鄰之
鄉、（鎮、市、區）成立客

二、由於客家傳統聚居地區橫
跨地方政府之界線，為制度

家文化自治團體。

性傳承完整客家語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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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客家文化自治團體
之推動方式另以法律定之。

政府應積極鼓勵各級地方政
府，共同處理跨域之客家事

直轄市之區由鄉（鎮、
市）改制，且屬客家文化重

務，爰參考地方制度法第二
十四條之一有關跨域治理之

點發展區者，政府應考量轄
內客家族群意願，保障客家

規定，於第一項定明以成立
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方式

族群語言文化之自主發展。

辦理。
三、考量後續推動情形有跨縣
市區域之可能，且與地方制
度法有相當重疊討論空間，
需有法律授權相關細部規範
，爰規定第二項。
四、基於部分客家人口比例高
度集中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由縣轄鄉、鎮、市改制
為直轄市之區，其原具有之
地方自治功能因改制而喪失
，爰於第三項定明政府應充
分考量客家族群之意願，就
客家事務之自主權給予適度
之保障。

第九條

政府應於國家考詴設

第七條

政府應於國家考詴增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立客家事務相關類科，以因
應客家公務之需求。

訂客家事務相關類科，以因
應客家公務之需求。

第十條 政府機關（構）應提
供國民語言溝通必要之公共

第九條 政府機關（構）應提
供國民語言溝通必要之公共

一、第二項定明推行客家語言
文化成效優良者，應由中央

服務，落實客語友善環境。
推行客家語言文化成效

服務，落實客語無障礙環境
。

政府予以獎勵。
二、為鼓勵服務於客家文化重

優良者，應由中央政府予以
獎勵。

辦理前項工作著有績效
者，應予獎勵。

點發展區及發展區以外之中
央或各級地方政府客家專責

取得客語認證資格之公
教人員，得予獎勵，並列為

第六條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對
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

機關（構）之公教人員學習
客語，並取得客語認證資格

陞任評分之項目。
服務於客家文化重點發

之鄉（鎮、市、區），應列
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加

，得列為陞任評分之項目，
爰於第三項定明準用前項規

展區之公教人員，應逐步有
訂定相當於服務機關（構）

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
業之傳承及發揚。

定。
三、第四項係由現行條文第六

、學校所在地客家人口之比
例通過客語認證。

前項重點發展區，應推
動客語為公事語言，服務於

條第二項移列修正。為營造
客語使用環境，爰定明服務

本條之實施方式由客家
委員會會同相關機關定之。

該地區之公教人員，應加強
客語能力；其取得客語認證

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公
教人員通過客語認證者，應

資格者，並得予獎勵。

與其服務機關（構）、學校
所在地客家人口比例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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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增訂取得客語認證資格者
。
四、因應公教人員陞任評分等
細節，爰增訂第五項，其辦
法授權相關機關會商定之。
第十一條 政府應捐助設立財
團法人客家語言研究發展中
心，辦理客語研究發展、認
證與推廣，並建立完善全球
客語資料庫等，積極鼓勵客
語復育傳承及人才培育；其
設置及相關事項，另以法律
定之。

第八條 政府應辦理客語認證
與推廣，並建立客語資料庫
，積極鼓勵客語復育傳承、
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

一、條次變更。
二、鑑於客家語言之研究長期
缺乏核心單位，相關研究成
果難以整合、累積，且客家
語言之研究涉及語言學、教
育學、統計學等多門學術領
域，具有高度專業性，以政
府現有之人力，實有推行之
困境，為使相關研究更加全
面完善，有成立專責單位之
必要，爰參考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法第七條規定，定明以
捐助設立財團法人方式，辦
理客語研究發展、認證與推
廣等事務。
三、配合本法修正草案第十七
條之規定，將全世界各地之
客家語言納入客語資料庫，
以期成為國際上客家語言的
文化中心，更全面促進全球
、新南向國家之客家交流。

第十二條

第十條

一、條次變更。

政府應提供獎勵措

政府應提供獎勵措施

施，並結合各級學校、家庭
與社區，發展客語與其他國

，並結合各級學校、家庭與
社區推動客語，發展客語生

家語言於公共領域共同使用
之支持體系及生活化之學習

活化之學習環境。

二、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
條第十一項保障多元文化之
意旨，以建立客家語言文化
發展友善環境，爰於第一項

環境，促進人民學習客語及
培植多元文化國民素養之機

明定國家應建立客語與其他
國家語言於公共領域共同使

會。
政府應輔導學前、國民

用之支持體系，並促進人民
學習客語及培植多元文化國

義務教育之學校實施以客語
為教學語言之計畫，並鼓勵

民素養之機會。
三、為落實以客語為學習語言

各大學院校推動辦理之。
客語之字、詞、音及認

之計畫，爰於第二項定明政
府於學前教育、國民義務教

證辦法由客家委員會會同相
關機關定之。

育及各大專校院，推動客語
為學習語言之辦理方式。
四、客語之現行適用上多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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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標準，於推行客語時易造
成混淆，爰於第三項明訂客
語標準化作業。
第十三條

政府應積極培育客

一、本條新增。

語及客語沉浸式教學師資，

二、因應國民教育各級學校對

並專職聘用國民教育客語師

於客語課程教學師資之需求

資；聘用辦法由中央教育主

，定名客語師資之聘用原則

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

；其辦法授權相關機關會商
定之。
三、參考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相關教育師資之培育及聘
用辦法（第二十二條），由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政府應積極獎勵客

第十一條

政府應積極獎勵客

一、條次變更。

家學術及在地知識研究，鼓

家學術研究，鼓勵大學校院

二、基於客家研究應具在地性

勵大學校院設立客家學術相

設立客家學術相關院、系、

及客家族群主體性，爰增訂

關院、系、所與學位學程，

所與學位學程，發展及厚植

在地知識與客家學術並列為

發展及厚植客家知識體系。

客家知識體系。

客家文化研究之項目，以強
化二者間之連結。

第十五條

政府應保障客家族

第十二條

政府應保障客家族

一、條次變更。

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
政府應捐助設立財團法

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依法
扶助規劃設立全國性之客家

二、為使政府辦理之客家事務
項目更為明確，爰將現行條

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辦
理全國性之客家公共廣播及

廣播及電視專屬頻道；對製
播客家語言文化節目之廣播

文分列三項規定；第一項為
現行條文有關保障傳媒近用

電視等傳播事項；其設置及
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電視相關事業，得予獎勵或
補助。

權之規定，酌修標點符號，
另第三項為現行條文有關客

廣播電視頻道之節目及
廣告應有一定比例使用客語

家節目廣電事業之獎補助，
內容酌作修正。

；政府對製播客家語言文化
節目之廣播電視相關事業，

三、又為因應未來全國性客家
廣播電臺、電視或其他新型

得予獎勵或補助；其實施辦
法由客家委員會會同國家通

態傳播媒體之營運規劃，爰
修正現行條文有關設立全國

訊傳播委員會定之。

客家廣電頻道之規定並列為
第二項，定明政府應捐助設
立財團法人，專責辦理客家
公共傳播事項，其組織設置
及相關事項以法律定之。
四、依聯合國文化多樣性宣言
之精神，使用廣播電視資源
者須合理擔負多元文化發展
之責任，爰規定廣電節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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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宜有一定比例使用客噢
，其比例及辦法由相關主管
機關會商定之。
第十六條

政府應積極推動全

第十三條

政府應積極推動全

球各國客家公民與其所屬在
地國政府間之客家族群文化

球客家族群連結，建設臺灣
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流與研

及相關政策交流，並建設臺
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創新、

究中心。

政府應訂定全國客

家日，以促進各族群認識與
共享客家文化價值，彰顯客

二、為強化客家族群與其所屬
在地國間之交流，並建設臺
灣成為更具創新之全球客家
文化交流及研究中心，爰酌

交流與研究中心。
第十七條

一、條次變更。

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政府應訂定全國客

家日，以彰顯客家族群對台
灣多元文化之貢獻。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各族群認識及共享客
家文化價值，現行條文酌作

家族群對臺灣多元文化之貢
獻。

文字修正，並列為第一項。
三、為使國家各種象徵與資源

國家之各種紀念日、地
點、地景及其他文化象徵，

於規劃設置階段均能評估納
入客家族群之文化及記憶，

應納入客家族群之文化與記
憶。

爰增訂第二項。

第十八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五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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