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新北市青年客家產業夏令營』調查分析 
 

壹、 緣起  

新北市客家族群面對傳統與現代都會，衝擊廣泛，各類產業

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等現代青年所關心之產業議題，希

望透過不同領域產、官、學界的對話平台，理論與實務的討論激

盪，激發出新的火花，找出現今都會客家產業發展之課題與方向，

累積客家學術能量，同時鼓勵青年投入客家產業之推展。為擴大

客家新生代或非客裔子弟參與認識客家事務，促使新北市客家產

業與學術交流對話，繼去年「都會客家與多元文化」青年論壇後，

105年特規劃舉辦「青年客家產業夏令營」。 

貳、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三、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參、 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 105年 6月 29日(三)、6月 30日（四） 

二、 地點: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 239號） 

三、 活動流程: 

 

時   間 行    程 

6月 29日（三）專題演講 

09:00-09:20 報  到(演藝廳) 

09:20-09:40 開幕式(含表演） 

09:40-10:30 專題演講：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張維安院長 

10:30-10:50 團體合影、茶敘 

10:50-12:00 
產業分享：高興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劉德進先生 

          長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吳國智先生 

論   壇 



時   間 行    程 

12:00-12:20 分組時間 

12:20-13:10 午餐 

13:10-13:30 表演 

13:30-14:10 園區導覽 

14:10-15:50 論壇(三場不同主題同步召開，學員可自擇主題參加) 

15:50-16:10 茶敘 

16:10-16:40 論壇綜合座談（演藝廳） 

16:40-17:00 閉幕式 

17:00-18:20 晚餐 

18:20-19:20 前往住宿飯店（含住房分配） 

19:20-21:30 青年之夜（築夢計畫、在地故事、文創產業） 

6月 30日（四） 產業參訪 

07:00-08:20 早餐 

09:30-11:30 分組參訪地點(一)新北觀光工廠及有機農場  (二)桃園產業 

11:30-13:00 午餐 

14:00-16:00 分組參訪地點(三) 新北觀光工廠及有機農場 (四) 桃園產業 

17:00 賦歸 

 

四、 辦理內容 

（一） 專題演講 

張維安-客家文化與產業發展趨勢 

吳國智-分享經濟之客家青年創業論壇 

       廖永源-JONNESWAY強斯威由生產製造到品牌行銷 

（二） 專題論壇(第一組)：豐衣足食話客家 

葉立誠-臺灣客家婦女傳統服飾「大襟衫與大襠褲」之概述 

劉永豐-衣的革命  

郭敏昌-客家飲食的傳承與新創  

張承均-客家糕餅的發展經歷   

（三） 專題論壇（第二組）：當文化遇見休閒育產業 

謝麗玫-以行銷的角度瞭解文化在休閒育樂產業的發展與問題  



傅珍紹-布馬傳藝 傳承客家 溫尹嫦 音樂能做的事   

黃兆鋒-認識客家戲曲  

（四） 專題論壇(第三組)：尋找客家產業的春燕  

林文琇-返璞歸真的大地滋味  加工廠變出客家食茶新文化  

鍾俊宏-燕歸有時客尚留--輕彈(談)產業的過山調  

（五） 青年之夜：在地故事、文創產業、築夢計畫 

林烱任-三角湧街十大事  

徐明偉-台灣文創產業的未來環境與計設案例   

張瀞今-從廢料開始的築夢之旅，和那以外的事 

（六） 參訪內容 

A. 路線 1: 

三峽福容大飯店 →樹林有機農場→土城手信坊觀光工廠 →

龍潭聖蹟亭 (敬字亭) →午餐(桃園市龍潭大江屋) →桃園新

屋建迪電動車企業 →平鎮石聯大理石企業 →新屋范姜古厝 

→ 回程 

B. 路線 2： 

三峽福容大飯店 →樹林有機農場 →土城大黑松小倆口觀光

工廠→新埔 褒忠義民廟→午餐(新竹新埔日勝餐廳)→平鎮石

聯大理石企業 →桃園新屋建迪電動車企業 →新屋范姜古厝

→ 回程 

肆、 報名方式 

一、專題演講：有中華民國國籍，對客家事務有興趣，17歲以上民眾

均可現場參加。 

二、論壇及產業參訪（含食宿）：有中華民國國籍，對客家事務有興

趣，年滿 17歲至 35歲之青年可報名，以 200人為限。本活動免

費並開放現場報名。 

三、報名日期：至 105年 6月 28日中午 12時止。  

四、報名方式： 

1.網路報名：於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網站「青年客家產業夏令

營報名」線上報名，系統將發送報名成功通知信。 

2.傳真報名：於以上網站下載活動簡章與報名表，紙本填妥傳真

至(02)8226-2785。 

伍、 活動摺頁 



 

 

 



陸、 問卷調查(目的:105年新北青年客家產業夏令營參加學員滿意度調查) 

105 年新北青年客家產業夏令營  滿意度調查表 
一、 基本資料 
1. 性    別      □男     □女 
2. 年    齡 □17 歲～25 歲 □26 歲～35 歲 □36 歲～50 歲□51 歲～65 歲  □65 歲以上 

3. 居 住 地 
□新北市    □臺北市    □基隆、宜蘭    □桃園     □新竹    □苗栗  

□其他：              

4. 職    業 □公  □教  □工農  □商   □學生   □退休人士  □其他：              

5. 教育程度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碩士   □博士以上 
6. 訊息來源 □經人介紹  □廣播報章雜誌  □活動文宣  □網路  □其他：                 

7. 客家血緣 □有    □無      □諳客語         

二、滿意度調查 
1. 整體而言，您對本次活動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2. 請問您對於活動時間安排的適切性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3. 請問您對於活動地點的方便性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4. 請問您對文宣、旗幟、指標之整體設計與設置狀況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5. 請問您對參加活動的人員接待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6. 請問您對於 6/29 上午專題演講及產業分享的主題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沒參加 
7. 請問您對於 6/29 下午論壇的主題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沒參加 
8. 請問您對於青年之夜及住宿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沒參加 
9. 請問您對於產業參訪的主題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沒參加 
10. 請問您對於本次活動有沒有其他建議要提供給我們呢? 

                                                                           
11. 如您願意的話，請留下 e-mail，日後我們會將本局各項活動訊息傳遞給您： 

e-mail：               @                                               

 



柒、 問卷調查分析(回收有效問卷 131 份) 

 
§問卷分析: 

本次活動參與以女性佔大多數約 76%，因活動議題以客家結合產業為

主軸，偏向靜態講座及學術討論會，因此男性青年參與興趣較低。

有鑒於此，未來舉辦類似活動將研酌加入更多動態課程或互動式課

程，例如手作工藝、實地考察或鄉村體驗等，另對於講座討論議題，

亦考量男性青年關注議題為取向，藉此提升男性學員參與率。 
 
 

 
 
 

§問卷分析: 

活動參與以 17歲~25歲為主約 100人，26歲~35歲約 31人。因本次

活動主軸以青年為主，活動參加者皆為青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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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析: 

因本次活動舉辦地點以新北市三峽區為主，故參與者居住地以新北市

為主，其次為台北市及桃園地區等，北北基為主要來源。 
 
 

 
 
 

 §問卷分析: 

因活動針對青年為主，參加者年齡為 17歲至 35歲，以學生身分居多。

另因部分學生畢業或在職中且議題中產業為主，因此職業類別為「商

業」亦佔有 20%。問卷調查有效數 131人中，89人為學生;約 26人從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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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析: 

活動參與以青少年為主，藉由同儕團體間相互告知本活動，以及網路

宣傳。由樣本資料可知經人介紹最為有效，其次為網路宣傳。 

 
 
§問卷分析: 

因活動參加者年齡為 17歲至 35歲，多數屬於大專院校學生，未來相

關活動可以多邀請各技職院校及研究所的同學參與，促使更達成產、

官、學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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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析: 

雖然高達半數以上為客籍子弟，但熟諳客語比例僅 8%，足見客語流

失嚴重，未來舉辦類似活動可考慮課程中增加客語教學，讓青年學子

熟悉傳統客語，減少客語人才流失及斷層。 

 

 
  

 §問卷分析: 
本次活動以客家族群面對傳統與現代都會，衝擊廣泛，各類產業包

括食、衣、住、行、育、樂等現代青年所關心之產業議題為主，正

因以客家為出發點，吸引客家子弟高達 52%，另高達 48%非客籍血緣，

也代表客家文化推廣漸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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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滿意度調查 

 

玖、 檢討與改善 

一、 報名、報到管理 

訂定詳細報名機制及收取活動押金，避免報名確未到場。並落實點明

制度。確認人員參與狀況並掌握人數。 

二、 流程安排 

為使學員充分認識學習客家文化產業，議題及行程安排過於緊湊，將

檢討研議精確課程內容之安排。 

三、 參訪建議 

參與者表示產業參訪介紹內容不夠深度以及參訪時間太短，未來將更

詳細介紹產業相關，另加強企業與客家文化之關聯性，以期達到產經

學完整交流。 

四、 互動交流 

往後將多採用引導式活動，避免演講議題過多讓學員感覺過於疲勞。

另加強分組討論提供心得交換引導大家認識更多客家文化議題，多些

學員間可思考討論的互動，更可幫助學習喔。 

 
 



壹拾、 綜合評論 

一、 活動效益 

本次活動近 20多位學者專家發表與談，藉由具客家產業、客家文創等

學者或實務經驗者擔任講者，透過面對傳統與現代都會，各類食、衣、

住、行、育、樂等現代青年所關心之產業議題，不同領域產、官、學

界理論與實務的討論，找出現今都會客家產業發展之課題與方向，累

積客家學術能量，鼓勵青年投入客家產業之推展。更藉由實地產業參

訪，讓將近 400位學員達成深化認識客家，傳承、創新與永續客家之

立意。 

二、 未來展望 

舉辦客家青年論壇之目的，希冀參與之青年從認識客家、體驗客家，

進一步學習傳承、創新與永續客家。本活動由結合客家文化與產業兩

個最夯的主題，透過不同世代的交流，共同推動客家未來的發展，除

此之外，更廣邀年輕人能加入客家青年創業論壇，藉由生態圈的擴展

與國際接軌輔以產業現場及客庄文化參訪行程，期許未來希望繼續開

拓相關主題，讓青年、產業、學界之間有更多的交流聯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