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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8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貣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380 號

案由：本院委員趙正宇、陳賴素美等 17 人，有鑑於現行「客家基本
法」自 99 年 1 月 27 日公布施行已逾 7 年，因該法制定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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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鑒於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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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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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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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趙正孙

陳賴素美

連署人：蕭美琴

吳玉琴

羅致政

李昆澤

蔡培慧

邱泰源

吳思瑤

洪宗熠

陳歐珀

施義芳

段宜康

呂孫綾

李麗芬

Kolas Yo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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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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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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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基本法定義客語範疇，以
臺灣通行客語為原則，固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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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惟易陷入臺灣地名之爭議
，爰宜以「臺灣地區」作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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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地域較為妥適，並明確治理
區域。

組成之群體。
三、客語：指臺灣地區通行

組成之群體。
三、客語：指臺灣通行之四

之四縣、海陸、大埔、饒
帄、紹安等客家腔調，及

縣、海陸、大埔、饒帄、
紹安等客家腔調，及獨立

獨立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
用語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

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用語
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

呈現之各種客家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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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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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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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客語為國家語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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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人權，客語作為國家語
言之一，其學習、使用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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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鄉（鎮、市、區）應以客

第六條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對
於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之鄉

一、條次變更
二、為營造客語之使用環境，

語為通行語之一，並由客家
委員會將其列為客家文化重

（鎮、市、區）應以客語為
通行語之一，並由客家委員

使客家人口聚居地區，以客
語為通行語，俾以廣泛於生

點發展區，加強客家語言、
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與發

會將其列為客家文化重點發
展區，加強客家語言、文化

活各方面接觸使用，以落實
客語之保存及推廣，爰修正

揚。

與文化產業之傳承與發揚。

第一項及增訂第二項，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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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鄉（鎮、市、區）
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前項重點發展區，應推
動客語為公事語言，服務於

客家人口達一定比例之鄉（
鎮、市、區），應以客語為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客家
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者，應

該地區之公教人員，應加強
客語能力；其取得客語認證

通行語。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修正

以客語為通行語。

資格者，並得予獎勵。

第五條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
本法相關事務，必要時得召
開跨部會首長會議。
第六條

客家委員會應考量全

國客家事務及區域發展，並
廣納全國客家會議之意見，

第三條 行政院為審議、協調
本法相關事務，必要時得召

條文第九條規範，爰予刪除
。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開跨部會首長會議。
第四條

政府應定期召開全國

客家會議，研議、協調及推
展全國性客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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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作為各級政府客家相關

定明客家委員會應每二年擬
訂國家客家發展計畫，作為

施政之依據。
為辦理前項事務客家委

各級政府客家相關施政之依
據。

員應定期召開全國客家會議
，研議、協調及推展全國性

三、配合增訂第一項，現行條
文列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

客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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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
第五條

政府政策制定及區域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發展規劃，應考量客家族群
之權益與發展。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及
鄉（鎮、市）若成立客家文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客家傳統聚居地區，

化區域合作組織，行政院應
予以經費補助。

得以制度性傳承客家語言文
化，政府應積極鼓勵各級地

直轄市之區由鄉（鎮、
市）改制，且屬客家文化重

方政府，共同處理跨域之客
家事務，爰參考地方制度法

點發展區者，政府應考量轄
內客家族群意願，保障客家

第二十四條之一有關跨域治
理之規定，於第一項定明以

族群語言文化之自主發展。

成立客家文化區域合作組織
方式辦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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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爰於第二項定明政府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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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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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積極鼓勵直轄市、縣（
市）及鄉（鎮、市）如自願
進行區域合作，成立客家文
化區域合作組織，政府應有
予以經費補助，以達積極鼓
勵之效果。
第九條 推行客家語言文化成
效優良者，應由中央政府予

第六條第二項 前項重點發展
區，應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

一、第一項定明推行客家語言
文化成效優良者，應由中央

以獎勵。
服務於客家文化重點發

，服務於該地區之公教人員
，應加強客語能力；其取得

政府予以獎勵。
二、第二項係由現行條文第六

展區之公務人員，應逐步訂
定相當於服務機關（構）、

客語認證資格者，並得予獎
勵。

條第二項移列修正。為營造
客語使用環境，爰定明服務

學校所在地客家人口之比例
通過客語認證；其取得客語

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公
教人員通過客語認證者，應

認證資格者，得予獎勵，並
列為陞任評分之項目。

與其服務機關（構）、學校
所在地客家人口比例相當，

服務於客家文化重點發
展區以外之中央或各級地方

並增訂取得客語認證資格者
，得列為陞任評分之項目。

政府客家專責機關（構）之
公教人員，準用前項規定。

三、為鼓勵服務於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以外之中央或各級
地方政府客家專責機關（構
）之公教人員學習客語，並
取得客語認證資格，爰於第
三項定明準用前項規定。

第十條 政府應於國家考試設
立客家事務相關類科，以因
應客家公務之需求。
第十一條

政府應捐助設立財

第七條 政府應於國家考試設
立客家事務相關類科，以因

條次變更。

應客家公務之需求。
第八條

政府應辦理客語認證

團法人客家語言研究發展中
心，辦理客語研究發展、認

與推廣，並建立客語資料庫
，積極鼓勵客語復育傳承、

證與推廣，並建立完善客語
資料庫等，積極鼓勵客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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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傳承及人才培育；其設置
及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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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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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等事務。
第十二條

人民有要求以客語

一、本條新增。

作為學習語言之權利。
政府應輔導學前與國民

二、揆諸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揭櫫之「少數團體使用

義務教育之學校及帅兒園，
實施以客語為教學語言之計

其固有語言之權利，不得剝
奪」之精神，於第一項定明

畫，並獎勵各大專院校推動
辦理之。

人民有以客語作為學習語言
之權利。
三、為落實以客語為學習語言
之計畫，爰於第二項定明政
府於學前教育、國民義務教
育及各大專校院，推動客語
為學習語言之辦理方式。

第十三條

國家應建立客語與

一、本條新增。

其他國家語言於公共領域共
同使用之支持體系，並促進

二、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
條第十一項保障多元文化之

人民學習客語及培植多元文
化國民素養之機會。

意旨，以建立客家語言文化
發展友善環境，爰定明國家
應建立客語與其他國家語言
於公共領域共同使用之支持
體系，並促進人民學習客語
及培植多元文化國民素養之
機會。

第十四條

政府有提供人民以

第九條

政府機關（構）應提

客語使用服務及公共資源之
義務。

供國民語言溝通必要之公共
服務，落實客語無障礙環境

政府機關（構）應提供
國民語言溝通必要之公共服

。

務，落實客語友善環境。
辦理前項工作著有績效

者，應予獎勵。

辦理前項工作著有績效

者，應予獎勵。

一、條次變更。
二、為落實客語使用之機會及
廣大其使用之場域，政府推
動客語服務應更具積極性及
實益性，爰增訂第一項：政
府有提供人民使用客語服務
之義務。
三、配合增訂第一項，現行條
文第一項項次遞移為第二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現行條
文第二項項次遞移為第三項
，內容未修正。

第十五條

政府應提供獎勵措

第十條

政府應提供獎勵措施

施，並結合各級學校、家庭
與社區推動客語，發展客語

，並結合各級學校、家庭與
社區推動客語，發展客語生

生活化之學習環境。

活化之學習環境。

第十六條

政府應積極獎勵客

家學術與在地知識研究及大

第十一條

政府應積極獎勵客

家學術研究，鼓勵大學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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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院設立客家學術相關院
、系、所與學位學程，發展

設立客家學術相關院、系、
所與學位學程，發展及厚植

及厚植客家知識體系。

客家知識體系。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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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對製播客家語言文
化節目之廣播電視相關事業

家節目廣電事業之獎補助，
內容酌作修正。

，得予獎勵或補助。

三、又為因應未來全國性客家
廣播電臺、電視或其他新型
態傳播媒體之營運規劃，爰
修正現行條文有關設立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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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政府應積極推動各

第十三條

政府應積極推動全

國客家公民與其所屬在地國
政府間之客家族群文化及相

球客家族群連結，建設臺灣
成為全球客家文化交流與研

關政策交流，並建設臺灣地
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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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地區成為更具創新之全球
客家文化交流及研究中心，

交流與研究中心。
第十九條

一、條次變更。

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政府應訂定全國客

家日，以彰顯客家族群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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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群對臺灣地區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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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五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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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