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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的話
聯合國於2015 年通過 2030 永續發展議程，提出17項全球邁向永續發展的核心目標，藉此引領政府、

地方政府、企業、公民團體等行動者，共同創建「每個國家都實現持久、包容和永續的經濟增長和每

個人都有合宜工作」的世界，一個得以永續的方式進行生產、消費和使用從空氣到土地、從河流、湖

泊和地下水到海洋的各種自然資源。

    蔡總統自 2016 年就任後，致力於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建構客家經濟政策新思路

之客家政見，並推動「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方案」，期藉由結合生活、文化、生態、產業與觀

光等共同打造一條具備歷史縱深的「浪漫大道」，並冀望透過此一創新生活型態的政策新思維，活絡

客庄產業經濟，並吸引青壯人才回流或移居客庄，與兼顧文化保存與產業發展，建構適宜文化生態旅

遊的需求環境，帶動小農、導覽、休閒旅遊、文史、生態及藝術人才在地就業，完成社會資本重建，

達成客家文化復興及永續發展的願景。

    俗稱「內山公路」的臺三線有 150 公里長，像母親臍帶沿線輸送許多養分匯聚沿線客庄群落，豐

厚的客家文化及產業匯流於此，各有其珍貴的村落內涵與記憶；世世代代以來臺三線肩負著產業發展

的重任，繁榮了內山地區，而今源遠流長的歷史積累，更加豐富的人文生態，藉由「行政院臺三線客

庄浪漫大道治理平臺」的運作，「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已獲致具體成效；另自 2020 年起，

客家委員會借鏡「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跨域治理模式，推動客庄 369 計畫，期延續人文形塑、

環境整備及產業發展等三大面向策略，透過跨部會資源投入，讓客庄特有的人文地產景，得以妥善保

存與恢復，再造「持久、包容和永續的經濟增長和每個人都有合宜工作」的客庄新生命。

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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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緣起

105 年起，客委會推動「浪漫臺三線」，以文化觀光 / 休閒產

業模式，將北臺三線沿途客庄指定為國家級客家人文風貌區，

藉此保存豐富的客家人文、產業、生活與文化，進而打造出

一條帶狀的浪漫大道。其基礎在於桃竹苗地區為臺灣客家生活

重鎮，客家人口比例全國最高，其中新竹縣占 73.6％居冠、

其次是苗栗縣以及桃園市。「浪漫臺三線」係結合產業經濟、

生活科技、文化記憶與自然地景、環境教育、農業生產等多元

面向的客家文藝復興，客委會也提出推動浪漫臺三線的三大發

展策略，包括「人文形塑」、「環境整備」以及「產業發展」

等三大面向，並以區域聯合治理概念，進行臺三線行政部門整

合，並藉由「歷史大道」、「人文大道」及「產業大道」三大

面向策略，整合跨界資源投入，奠定浪漫客庄發展基礎。

二 政策核心價值

「浪漫臺三線」政策，是一項「百年文化工程」，其核心價值

並不僅是針對單一族群（客家）來予以施惠，而是基於臺灣為

多族群國家的歷史過程與社會現實，強調在個別族群的資源支

持和發展之外，進一步建構多元族群的友善互動空間，確保各

族群的平等與共存共榮。

這種共同參與主流建構的族群關係，其多樣化、豐富性、永續

發展，將成為全民共享的珍貴資產。因此，我們以「族群關係

政策」來重新定位客家政策，客家族群既是相對多數，也是相

對少數，可以擔起既是反省者、也是參與者的重要角色。這種

族群敘事位置的多元性，構成「浪漫臺三線」政策規劃與推動

的主要軸線。

臺三線不僅是條貫串北臺灣的內山公路，更是擁有豐富地景與

特色產業的人文廊道，而其宜人的自然風貌與生活型態，也孕

育出獨特的客庄風情。細數臺三線培育出來的大師，如鍾肇

政、李喬、劉興欽等文學家、藝術家，還有技藝精湛的各式傳

統產業，如陶藝、木雕、藍染、竹編等，既富豐美的人文基礎，

又具發展文創事業的厚實根底，絕對有足夠的條件來結合傳統

與創新、政策與資源，而躍為國家重要的文化工程。

第一章   永續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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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委會推動永續發展組織架構

第二章   組織架構與推動機制

以組織面來看，客委會設綜合規劃處、語言發展

處、產業經濟處、藝文傳播處等 4 個業務單位，

以族群主流化、客家在地化、藝文社區化、產業

品牌化、客家國際化等原則，逐步由客家語言、

文化、傳播、知識體系、藝文創新、歷史詮釋、

客庄產經、青年培育及國際參與等領域，全方位

拓展客家新活力；設秘書室、人事室、政風室、

主計室等 4 個輔助單位，協助客委會各項業務

推動；設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營運管理苗栗及屏東

兩國家級園區，希望提供民眾接觸客家文化的窗

口，整合串聯客庄的觀光資源與特色產業、提升

客庄的生命力；另為辦理法制業務，設法規會為

常設性任務編組。

客委會積極投入永續發展，以產業經濟處為主責

單位，主要業務包括整合跨域資源，分年分期推

動「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方案」，將「浪

漫臺三線」結合在地客庄資源，重建客庄優質人

文地景，復育文化生態，打造優質的產業發展環

境，並鼓勵青年返鄉創 ( 就 ) 業及產業創新發展，

進而帶動客庄經濟發展及厚植客家力等永續發展

事務推動。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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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機制

客委會以區域聯合治理概念，進行臺三線行政部門整合，並藉由「歷史大道」、

「人文大道」及「產業大道」三大面向策略，整合跨界資源投入，奠定浪漫客

庄發展基礎。並藉由「浪漫臺三線」政策的推動，達成永續客庄之核心目標 11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

歷史大道

人文大道

產業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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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策方針與推動亮點
一、政策方針

核心目標：永續發展目標之 18 項核心目標中，客委會係永續會國土資源與城鄉發展

工作分組，有關核心目標 11「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之

協辦機關之一，與客委會相關之具體指標為 11.4.1：用於維護、保護我國文化與自然

遺產的人均總支出（政府年度決算數 ÷ 年度人口總數）。

政策目標：客委會每年均依規提供永續會有關補助地方政府用於臺三線周邊工程案，

用於維護、保護客家聚落之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及民俗文物之人均總支出。

二、推動亮點：浪漫臺三線

  面對之挑戰／機會

「浪漫臺三線」政策的推動，是中央與地方通力合作的成果，利用補助地方政府臺三

線周邊工程，改善相關軟硬體設施，並辦理相關藝文活動，共同打造北臺灣內山地區

之跨域文藝復興運動。惟在執行過程中，因涉及多個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常囿於部

會間業務職掌不同、地方政府量能不足造成工程進度落後及配合度不足等問題。

為致力於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客委會定期邀集各部會及地方政府，

共同研討臺三線治理相關議題，並提出解決方案；另針對工程補助案件，每年均辦理

地方政府提案說明會，並針對工程進度落後案件，每月召開檢討會議，同時組成工程

督導團及專家學者至工程現場與地方政府討論解決對策。

  相關中央及地方機關

中央部會：包含經濟部、農委會、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勞動部、衛生福利部、

文化部、科技部及原住民委員會等治理平台成員。

地方政府：包含桃園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及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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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措施及成果

「浪漫臺三線」政策以「歷史大道」、「人文大道」及「產業大道」三大面向策略，推動的亮點說明如下：

歷史大道

樟之細路

108 年度辦理「樟之細路

貫通手作自然步道」、

「浪漫臺三線國家自然步

道指標系統建構規劃設

計」及「樟之細路國際推

廣交流計畫」，完成樟之

細路指標系統建構規劃，

以及樟之細路與韓國濟州

偶來步道締結交流儀式，

開啟國際推廣交流之門。

樟之細路結合文化記憶

及生態旅遊，總長約 380

公里，分為主副軸線，目

前路線上行經共有 28 條古道，沿途跨越約 18 鄉鎮。現階段已完成桃園小粗

坑古道、新竹渡南古道、石峎古道、苗栗水寨下古道、鳴鳳古道、出關古道

等指標設置及環境整備，除持續完成其餘步道之環境整備外，將規劃推廣行

銷前揭步道遊程，連結周邊客庄鄉鎮文化景點，成為國家級綠道之亮點。

乙未戰爭紀念公園

乙未戰爭是在臺灣史上，戰鬥地

域最廣、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

多、死傷嚴重且規模最大的一次

戰爭，是全臺灣人民保衛家園，

捍衛臺灣的自主行動。透過國家

級戰爭紀念公園的設立，紀念此

次重要的戰爭，以文化地景與藝

術創作設計結合，利用簡潔不落

柱的環形跨橋「乙未之環」串連

兩塊基地，彰顯客家人團結抵抗

外敵與義勇保臺精神，並設有連

接地上與地下的記憶展示廳，作

為文化展演空間，宣揚義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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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街區改善

推動「龍潭十一份」、「關西老街」、「大

湖老街」、「東勢老街」、「東勢大茅埔」

及「豐原翁仔社」等客庄傳統街區環境改造

工作，重現客庄傳統街區歷史紋理及營造質

樸整潔之環境氛圍。

古蹟群修建

自 105 至 109 年度止，業已辦理「新竹縣關

西分駐所修復工程」、「臺中市歷史建築萬

選居修復工程」及「臺東客家學堂修繕計畫」

等文化資產維護及聚落保存案計 36 件，藉

由古蹟的修繕與閒置空間再利用，認識文化

資產的新價值，充實在地之文化設施，創造

新的資產活力，並結合地方團體力量發展地

方特色，利用現有豐富的環境發展在地地方

特色，塑造獨特的人文風情。

 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

園區基地包含龍潭國小日式宿舍及龍潭武德殿，分別於

101 年 4 月 20 日及 97 年 2 月 1 日登錄歷史建築，見證

臺灣於日本時代之建築及歷史意涵，而臺灣文學巨擘鍾

肇政先生，其成家、成名、重要作品的撰寫以及對臺灣

文壇的積極灌溉，都在其居住於日式宿舍的11年間發生，

因此，極具修復價值。

 姜阿新洋樓

新竹地區茶產業之發展大約始於清朝光緒年間，興盛於日

治時期，並具備有外銷國際之競爭實力，當時成為新竹

縣重要的經濟產業，也開創臺灣茶業產銷黃金時期。在

這條茶產業的歷史脈絡中，以關西與北埔是主要的產區，

而在北埔的茶產業中，又以姜阿新的永光茶公司為代表，

他可以說是見證了從日治到光復後整個茶產業的興衰史，

藉由此次修復工程，讓世人感受到當時的興盛氣息。

人文大道

大師故居修建

自 105 至 109 年度止，計投入逾 4 億元經費進行相關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完成多處客家大師故居修

復再利用工作，為臺三線客家大師故居主題文化旅行奠定基礎。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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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梅故事園區（張芳杰校長宿舍）

張芳杰出身楊梅客家書香世家，光復初期，

各地就學需求日益增加，張校長受到楊梅

父老託付，回鄉與楊梅仕紳共同籌設「楊

梅中學」，在民生窮困的時代，張校長集

結民間群體力量建校，正體現了客家人胼

手胝足、團結合作、尊崇文教的精神。

 龍瑛宗文學館（北埔國小日式宿舍）

北埔國小日式宿舍興建於 1916 年（大正 5

年），為北埔聚落自上街拓展至下街之重

要見證，爰由新竹縣政府指定為歷史建築，

因客籍文學大師龍瑛宗曾於北埔國小擔任

教職，客委會於 106 年補助修復並作為龍

瑛宗文學館使用，業於 109 年度竣工啟用，

為臺三線客家大師故居增添一處重要據點。

 詹冰故事文學館（卓蘭國小日式宿舍）

詹冰是卓蘭鎮知名已故客家詩人，開過藥局，擔任過國中理化老師，有「藥學詩人」之

稱，在臺灣現代文學發展史上具重要地位，推動詹冰故事文學館暨饒平客語園區計畫，

主要將原本年久失修頹圮的百年歷史建物、卓蘭國小日式宿舍加以整修活化，結合校史

保存與青創基地型態，落實建築活化再利用，除修復歷史建築物，館內展出詹冰手稿、

詩集作品等文物，也搭配周邊景觀改善，將文學氣息融入環境，作為後續客語學堂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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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學花園

苗栗縣公館鄉的客家文學花園，園區景觀結合不同

客籍文學家的經典作品、詩詞，並以「荒野花園」

概念，保留在地原始自然景致，透過客家文學花園

之建置，期以凸顯包含了富饒歷史遺跡與優美風景

的牛鬥峽谷靈魂，並將作為浪漫臺三線上，具規模

性的住宿空間，讓遊客充分領略並體驗深度客庄旅

遊及文化。

竹北東興圳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圳具有 200 多年歷史，在過去

農業社會是重要的灌溉水圳，隨著近年經濟發展，

高鐵區段徵收後，留下水圳和大面積綠帶，是城市

發展難得的珍貴綠地，透過計畫營造帶狀的水圳文

化公園，串聯起六家地區周邊豐富的故事與文化資

產（如汾陽堂、問禮堂、忠孝堂、大夫第及客家文

化保存區等），並期將東興圳化身為生活的場景，

以文化與自然述說新的六家故事，帶給竹北新住民

一個新的休憩場域。

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區

桃園市新屋區永安漁港是全臺唯一的客家漁港，當地海客利用海洋資源衍生出包括牽罟、吹海螺及

石塭捕魚等特有的在地文化，透過計畫建置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園區，打造海洋客家文化體驗教育場

域，除深度體驗全臺唯一海客文化外，亦進而帶動周邊觀光產業的產值。

產業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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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坪文化地景園區

原為日治昭和時期國際電話株式會社觀音崙坪受信所的所在地，提供臺灣至日本、中國之間的無

線電通信業務。1986 年後相關設施搬遷至交通部電信研究所，至此園區逐漸荒廢，後透過計畫將

整體環境重塑，順應園區自然原貌，保留現有茂密樹林，打造崙坪文化地景園區。

園區分為「庭園展銷區」、「綠野體驗區」及「客家工藝聚落」等 3 區，其中的「庭園展銷區」

建置仿生龜殼木結構設施，提供展覽表演使用並可銷售文創產品及農特產；「綠野體驗區」以有

草原及綠蔭體驗，打造適合森林活動的體驗場域；「客家工藝聚落」包含客家工藝館及好客食堂，

客家工藝館納入客家百工百業，包括木工、藍染、竹編、草編、服飾及家具等，推動桃園客家工

藝發展及傳承。

臺灣客家茶文化館

臺三線歷史上重要的茶產業文化，

曾為臺灣過去重要貿易商品，透過

文化館的建置，循序漸進發展客庄

文化及茶文化產業，並以「擴大茶

文化產業規模，提升臺三線客庄茶

文化產業特色，帶動臺三線經濟成

長」為長期發展目標。以茶園地景

營造館舍外景觀空間，館舍內空間

融入茶道精神，規劃茶工廠、展廳

及茶廊等功能空間，讓遊客可沉浸

於臺三線茶文化故事中。

11 



蔡總統自 2016 年就任後，致力於打造「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

建構客家經濟政策新思路之客家政見，並推動「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

漫大道方案」，期藉由結合生活、文化、生態、產業與觀光等共同打

造一條具備歷史縱深的「浪漫大道」，並冀望透過此一創新生活型態

的政策新思維，活絡客庄產業經濟，並吸引青壯人才回流或移居客庄，

與兼顧文化保存與產業發展，建構適宜文化生態旅遊的需求環境，帶

動小農、導覽、休閒旅遊、文史、生態及藝術人才在地就業，完成社

會資本重建，達成客家文化復興及永續發展的願景。

臺三線有 150 公里長，像母親臍帶沿線輸送許多養分匯聚沿線客庄群

落，豐厚的客家文化及產業匯流於此，各有其珍貴的村落內涵與記憶；

世世代代以來臺三線肩負著產業發展的重任，繁榮了內山地區，而今

源遠流長的歷史積累，更加豐富的人文生態，藉由「行政院臺三線客庄

浪漫大道治理平臺」的運作 ( 後擴大為行政院客庄 369 治理平臺 )，「國

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已獲致具體成效；另自 2020 年起，客委會

借鏡「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跨域治理模式，推動客庄369計畫，

期延續人文形塑、環境整備及產業發展等三大面向策略，透過跨部會

資源投入，讓客庄特有的人文地產景，得以妥善保存與恢復，再造「持

久、包容和永續的經濟增長和每個人都有合宜工作」的客庄新生命。

第四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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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協辦之「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對應指標

核心目標 11

11.4

11.4.1 客家聚落 之古蹟、歷史 建築、聚落建築群及
民俗文物之人均總支出

達成 2020 年目標值

平均 5.50 元 (2020)

平均 6.00 元 (2020)

11.4

具體指標

對應指標

指標進展

基礎值
( 年度 )

最新數據
( 年度 )

對照聯合國
具體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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