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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推廣



生活客語教學
￭ 利用簡單、有趣、生活化教學方式吸引學童學習客語

￭ 輔導公私立幼兒園及各級學校開辦客語課程，學唱客家童謠說客語

￭ 全力提供教學所需客語師資、教材及鐘點費

學校

都會區

客庄區

客家實
驗小學

全客語沉浸教學
￭ 自102年7月起在本市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國小及幼兒園強力推動

￭ 以客語做為授課的主要語言

￭ 107學年度三至六年級實驗班＆對照班前後測比較至少+8%

￭ 辦理師資培訓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成立全台第㇐所客家實驗小學
￭ 成功輔導美濃區吉東國小於108學年度實施

￭ 建構融入客家文化主題及接軌國際教學教法之全客語學習環境

￭ 在低年級實施客語陪伴班，讓小朋友從小習慣講客家話且認同自己的文化



招募本市20個(市區10個、美濃10個)客語種子家
庭參與、辦理多場次親子活動、提升家庭客語
使用動機、養成家長與幼兒客語互動習慣，並
逐步擴展宣傳，讓更多家庭參加

與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美濃、杉林、六龜、
甲仙4區衛生所聯合推動「家庭母語」，利用父
母帶著新生兒前往注射預防針時，倡導父母在
家多和子女說客語，落實母語生活化

與本市各育兒資源中心，公私立托嬰中心合作，
建立61位客語保母資源庫，108年成功媒合6位
小朋友接受客籍保母托育，鼓勵保母以客語與
孩童互動

落實母語在家學政策

108年4月13、27日
親子說唱培力及道具製作工作坊、客語說說唱
唱親子演出觀摩活動，共2場次
49組家庭111名本市國小學生及家長參加



親子客語說唱活動



推動母語社區化

推廣客語友善商店

與美濃2家文創商店合作，建構客家語言地景，

並以客語作為買賣交易溝通的主要語言，提升

客語流通性及使用率

巡迴本市國小及幼兒園，以說故事方式推廣客

家文學閱讀，讓客家文學走入孩童生活

辦理客家文學行動圖書館

透過影片傳達「講客語是件很酷的事」、「原來

客家短片也可以這麼有趣」等印象，營造「在美

濃，我們可以用客語買東西」的社區群體意識

拍攝客語短片宣達

與客庄區禮儀公司合作建立40名客語主持人

名冊，增加客語在婚喪喜慶場合之能見度

建立客語主持人資料庫



開辦多元客語學習課程

鳳山、旗山客家文化課程
以中山國小、旗美高中為據點，108年7月起陸續開辦

「載歌載舞玩唱節奏客家」、「客家話的現代論壇」、

「竹編小物」及「甜品擂茶」等課程

高雄市客家學苑
108年1-7月於新客家文化園區

開辦10門客語學習及文化技藝傳習課程

鼓勵學員報名參加客語能力認證



營造客語無障礙環境

於三民區公所、美濃客家文物館、

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

提供客語專業服務解說及導覽

108年1-7月計93名志工投入志願服務工
作

協助凱旋醫院等7處公共場域完成設置電梯

客語播音、客語標示、客語叫號，營造民

眾洽公客語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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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承



於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辦理

遵循古禮儀式祭拜，祈求上天保佑

多樣DIY親子活動

吸引700位家⾧跟小朋友參與

新春祈福暨同樂會

輔導55個客家社團開辦培訓課程
與客家文化活動

辦理「傳統客家美食教學與推廣
活動」、「美濃黃蝶祭」、「笠
山文學營」等

參與鄉親及民眾達15,810人次

輔導社團發展

邀請國內外專業團體演出

客庄輕旅行、好客市集、

多元服裝走秀

108年田園音樂會

文化傳承

以藍衫為設計元素，分上衣組、背心
組、潮T組

計71件作品投稿

7/27以走秀方式舉辦決賽及頒獎

創意藍衫設計比賽



美濃客家八音
過去是美濃人的生命禮俗、歲時祭儀服務

期望
串起八音與南部右堆常民共同記憶

「美濃藝傳師」計畫
邀請美濃鍾雲輝客家八音團、溫福仁客家八音團、

林作長客家八音團至美濃客家文物館現場展演

「美濃百工百業之師」計畫

記錄美濃傳統技藝師傅的文化價值和定位

宣揚客家傳統生活工藝之美

108年規劃「生命禮俗、禮儀」主題技藝調查

文化傳承



文化傳承

由美濃在地團體聯合舉辦、社區居民自發性
參與，屬於保護環境的生態活動，1995年舉
辦迄今

每年農曆7月20日舉行，是紀念義民爺當年
忠膽報國義舉與客家人硬頸精神的祭祀活動

以「鍾理和文學」及「臺灣文學」
推廣與發展為活動主軸，每年於美
濃笠山下舉辦，今年已邁入第23屆

每年農曆正月初九天公生，在「廣
善堂」舉行燒字紙的傳統儀式，象
徵客家人尊重文字與愛惜紙張的文
化



媒體行銷客家
與高雄廣播電臺合作

「最佳時客」現場直播節目

每週㇐下午4時至5時於FM94.3播出，落實
客家語言文化推廣，讓其他族群更認識客家

拍攝市政行銷短片宣達

透過影片行銷美濃啖糕堂、文創

中心搖籃咖啡、牛埔庄生活文化

館等特色產業，並展現本會客語

沉浸教學、客庄生活營造等施政

成果

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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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營造



 107年3月出租「晟人億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

 餐廳：提供客家料理及中式餐

飲服務

 展售中心：販售客家文創及農

特產品

 部份空間作為「創客中心」，

提供創業輔導資源及研習活動

空間

文物館

 提供導覽、兒童體驗廳、、文

物展示廳、搗麻糬、DIY活動、

彩繪紙傘體驗活動

 108年1-7 月入館人數約2萬

5000人次

 精彩特展：

「濃情藝美墨畫香」

「春暖花開-圓夢畫會會員創

作聯展」

「高雄市書畫學會會員聯展」

「藝．貳參-高雄市壽山國中

美術班畢業美展」

「高雄市采風美術協會藝術

交流聯展」

 出租「集和娛樂事業有限公

司」經營管理

 以藝文、歌舞、特技、短劇

型態，結合客家元素吸引遊

客、㇐天表演四場

 108年1-7月計有2萬4,000人

次觀賞

圓樓餐廳及展售中心

新客家文化園區

生活環境營造

演藝廳

 出租「晟人億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經營管理

 餐廳：提供客家料理、中式餐

飲及客製化訂席服務

 展售中心：販售客家文創及農

特產品，並供應咖啡、茶飲及

舒適的休憩空間

 部份空間作為「創客中心」，

提供創業輔導資源及研習活動



營收 186萬2,299元
108年1月-8月

參訪人數 6萬1,173人

「兒童探索區」

以積木為元素將美濃自然人

文地景特色融入設計

吸引眾多家⾧攜帶幼兒入場

共樂

配合各級學校辦理戶外教學

提供導覽、彩繪紙傘、陶板、趣味童玩DIY體驗活動

美濃客家文物館
生活環境營造



美濃文創中心

由「財團法人薛伯輝基金會」取得經營權

辦理以文學為主之搖籃咖啡、季節性藝文展覽

結合民間參與力量、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建置文創商品販售平台，與在地業者合作

開發陶板、紙傘供民眾彩繪

鼓勵公私團體利用美濃文創中心「開庄廣

場」舉辦各項藝文活動

與大專院校文創相關系所合作，齊力輔導

在地傳統產業創新升級，整合行銷增進產

品經濟價值

生活環境營造



營造客家文化生活環境

生活環境營造

邱義生夥房整修工程案

修復傳統客家夥房空間，整理美濃庄⾧邱義生、省議員邱智生家族故事，

以推動永安聚落家族夥房保存工作

自108年7月開始整修，工程總經費2,385萬元，其中客家委員會補助

2仟萬元，預計109年5月完工

邱義生夥房調查研究計畫

建立美濃邱義生夥房家族博物館未來展示規劃及營運基礎資料

 108年6月委託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辦理研究調查，總經費49萬3,000元，

其中客家委員會補助41萬4,120元，預計109年4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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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



每名最高獎助50萬元，鼓勵各領域優秀文創人才回流美濃創業
以美濃文創中心為起點，延伸至美濃永安老街展店營運

透過文創人才及特色商店的進駐與群聚
發展美濃區產業契機，帶動老街活化

105年至107年成功輔導6家：李英傑「美濃啖糕堂」、林彥伶「草木生活藝術工作室」、陳振銘「濃夫生活」、

葉怡麟「鹿米竹工坊」、蔡佳蓉「果然紅工作室」及劉文嵐「趣美濃-冰紛文創館」

108年8月21日遴選出林明靜「文清甜點工藝所」展店計畫

產業發展
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

留美培力計畫



配合產季及節慶活動舉辦

集結美濃、六龜、杉林、甲仙和原住

民特色商品與風味小吃、高雄優質農

特產品

好客市集108年7月27-28日
IG秘境㇐日遊、親子㇐日遊、深
「客」體驗二日遊

引領遊客體驗客家美食、美景及手
作DIY

客庄輕旅行

產業發展

以美食、人文、生態3大軸線簡介
客家特色景點

預計9月出版，於旅展、交通據點、
各項活動現場發放宣傳

編印中、英文版客庄旅遊手冊



未來施政重點



客語學習多元化

「家庭母語」、「學校客語」雙管齊下

相輔相成㇐起扎根

生活客語教學

幼兒全客語沉浸教學

學校

客家親子說說唱唱活動

擴展客話大家庭

家庭



創意行銷客家文化

高雄客家婚禮
50對新人穿著創意客家藍衫禮服

在悠揚的客家八音樂聲中

遵循古禮為⾧輩插頭花及奉新娘茶

緣定終身 浪漫成婚

二月戲
美濃客家庄獨特的

在地文化活動

表達村民對各界神祇守護

村莊的謝意



客庄新風貌

活化美濃永安老街

輔導成立「老街發展協會」，引進
藝術家、社區文史團隊之參與及駐
地創作，帶動社區擾動，達到地方
創生、提高工作機會、活化街區經
濟之目的

營造優質客家生活環境

修復傳統客家夥房空間，並整理美濃庄
⾧邱義生、省議員邱智生家族故事，整
修完成後將以夥房博物館形式展示邱義
生家族歷史並活化空間，達到傳統風貌
保存與現代功能結合之目標

邱義生家族夥房修復工程



強化館舍營運

強化「美濃客家文物館」軟硬體設
施，持續辦理各項藝文展演，發揚
美濃在地客庄精神與特色，有效帶
動觀光產業

充實「新客家文化園區」公共基礎
設施，透過體驗式活動吸引民眾參
訪，協助承辦廠商加強營運能力，
共同合作永續經營

提升館舍觀光效益



引導社團年輕化

輔導本市各大專院校成立客家青年社團
引領青年探究客家文化事務

鼓勵青年社團推辦各項活動
自主發展成為客家文化尖兵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