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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六堆後生種子隊」活動簡章 

壹、 活動目的 

為鼓勵六堆後生認識六堆客家文化，籌備成立六堆後生種子隊，透過客庄文

化、聚落、產業探訪及體驗活動，讓六堆後生深入瞭解六堆客家文化，進而

參與六堆客家事務，培育新世代的六堆人才。 

 

貳、 主辦單位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參、 活動時間 

2020年8月24日（星期一）至8月29日（星期六），共計6天5夜。 

 

肆、 活動費用 

錄取者需繳交保證金新臺幣2,000元整，於結訓當日退款(詳情請參閱保證金

相關規定)。 

 

伍、 活動行程與內容 

課程規劃內容如下，主辦單位保留行程調整之權利，行程表詳見活動網站

（http：//liuduiyouth.tw520.info）。 

一、 六堆客庄探訪：巡禮客庄傳統建築、聚落、史蹟…等。 

二、 產業參訪暨DIY體驗：參訪六堆地區傳統及新興產業。  

三、 文化講座：六堆傑出人士及在地社團座談，分享在各界耕耘的心路歷程、

成果、未來期許等。 

四、 參與「六堆300年慶典活動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 

 

陸、 報名資格 

一、 年齡為滿18歲至35歲之客家後生。 

二、 有客家淵源，或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具六堆客家淵源者優先錄取。  

三、 稍具客語溝通能力尤佳。 

四、 有參與公共事務或客家文化活動經歷者尤佳。 

 

 

http://liuduiyouth.tw520.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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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 線上報名：於活動網站（http：//liuduiyouth.tw520.info）填妥報名

資料並上傳相關附件。 

二、 紙本報名：自活動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妥報名資料後郵寄或親送，收件

地址為 80764高雄市三民區光裕路43號1樓。 

三、 可採自行報名或社團、學校推薦等方式參加。 

四、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9年8月5日（星期三）24時止。 

(以郵戳為憑，逾期者不予受理) 

 

捌、 報名審查程序 

一、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一) 由專案小組依報名書面資料審查文件是否齊全，凡逾期或資格不符

者，不予錄取。若資料不全，承辦單位將以電子郵件通知補件，通

知後3日內未補齊者，視同放棄。 

(二) 應繳交書面資料如下： 

1. 報名表。 

2. 自傳與相關佐證資料(參與客家公共事務、服務或活動經歷；若具

志願服務紀錄手冊者，請附上封面及內頁紀錄)。 

3. 客語能力相關證明文件。  

4. 活動照片及成果分享之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及切結書。 

5. 健康自評表。 

(三) 通過書面審查者，專案小組將以電子郵件、簡訊或電話個別通知。 

二、 第二階段「面試審查」： 

(一) 主辦單位得視需要辦理第二階段「面試審查」。 

(二) 通過第一階段書面審查者，主辦單位將於109年8月10日(星期一)

前以電話及E-mail個別通知面試時間，未通過第一階段審查者不另

行通知。通過第一階段審查但未能參與面試者，將依書面資料審查

結果，不保證錄取名額。 

(三) 面試時間：暫訂於109年8月12日(星期三)、8月13日(星期四)。 

(四) 面試地點：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屏東

縣內埔鄉建興村信義路588號) 

(五) 錄取名額：正取60名，備取10名。 

 

http://liuduiyouth.tw520.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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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錄取人員須知 

一、 錄取名單將於109年8月17日(星期一)前於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官網及本活動官網公告，並以電子郵件及簡訊通知。 

二、 正取人員如有特殊狀況無法參加活動，須於錄取公告2天內告知承辦單

位，並由備取人員遞補。 

三、 全程參加且遵守相關規定者發給結業證明書乙紙，並可優先獲得未來參

與「六堆300年慶典活動」及客發中心相關活動資格。 

四、 經查明報名所繳交之文件，如有虛偽不實或不合申請資格者，已錄取者

則喪失錄取資格。 

五、 無論錄取與否，報名者繳交之相關資料恕不退還。 

六、 經錄取者，須全程參與活動行程，除遭遇不可抗力等因素，其餘無故中

途退出、缺席或因違反相關規定受退團處分者，主辦單位有權追回已支

付個人或相關費用並沒收保證金，當事人未來不得參與客發中心相關活

動。 

七、 因應相關防疫措施，學員於報到當日若經體溫量測超過37.5度者，恕無

法同意繼續參與本活動。 

 

壹拾、 保證金相關規定 

一、 錄取者需繳交保證金新臺幣2,000元整，全程參與活動行程且未違反相

關規定者，將於結訓當日退還保證金。 

二、 中低收入戶（請提供證明）或有特殊原因者，經主辦單位同意，可免繳

保證金。 

三、 錄取者請於收到錄取通知後3日內繳交保證金至指定帳戶，相關匯款手

續費須自行負擔。匯款後請將匯款憑證傳真至Fax：07-387-6530 紳昱

祥創意有限公司。未於繳費期限內繳交保證金者，將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其名額將改由備取者遞補。 

四、 保證金匯款帳戶為【戶名：紳昱祥創意有限公司，帳號：台北富邦銀行 

三民分行﹝代號012﹞723-102-014865】。 

五、 已完成繳費之學員，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完成課程者，不予退費。如特殊

原因經主辦單位同意者，將全額或退回部分保證金。 

六、 有關保證金繳費事宜，若有任何疑問，請洽紳昱祥創意有限公司-六堆

後生種子隊工作小組 顏凰婷/李秀美小姐，電話：(07)387-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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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 參加活動之學員若身體有特殊狀況者，請務必於報名時註明。如有特殊

疾病(包括心臟病、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精神病、癲癇症、傳染疾病

及其他可能發生身體重大不適症狀等)將足以影響活動正常參加者，請

勿報名參加，否則因此發生事故應自行負責。活動期間學員因疾病送醫

治療，應自行負擔醫藥費，學員及家長不得向主辦單位提出任何要求。 

二、 活動細節及報到須知等將於行前另行通知。主辦單位得視實際情形適時

調整課程內容及順序。 

三、 主辦單位負擔活動全程膳宿、研習、交通、旅遊平安險、參訪與活動體

驗等費用（不含個人行動、疾病醫療等個人因素造成之損害賠償費用），

另自居住地往返至集合地點之交通費自行負擔。 

四、 本活動從集合地點完成報到至結束，學員應以團體行動為原則，積極參

與主辦單位所安排之行程，並配合成果分享。 

五、 團體活動期間必須守時，遵守紀律，非經請假獲准不得無故缺席。  

六、 因病或其他原因無法上課或參加活動，需事前向承辦單位請假(備證明)；

如需請假離團者應取得主辦單位同意。 

七、 活動期間所拍攝之照片及錄影等，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得無償

播放使用。 

 

壹拾貳、 承辦單位及聯絡人 

一、 主辦單位：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楊先生 (08)723-0100#202 

徐小姐 (08)723-0100#210 

二、 承辦單位： 

紳昱祥創意有限公司-六堆後生種子隊工作小組  顏凰婷、李秀美 

電話：(07)387-3585 

地址：80764 高雄市三民區光裕路43號1樓) 

Email：ourshakka@gmail.com 

 

壹拾參、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取消、終止、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 

  

mailto:ourshakka@gmail.com


- 5 - 
 

六堆後生種子隊行程 

日 期 時 間 行 程 內 容 

第一天 

(8/24) 

上午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報到集合 

開訓典禮 

下午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參訪 

專題講座：六堆歷史初探 

第二天 

(8/25) 

上午 客庄聚落探訪：中堆 

下午 
客庄聚落探訪：前堆 

專題講座：客庄產業交流分享 

第三天 

(8/26) 

上午 客庄聚落探訪：後堆 

下午 客庄聚落探訪：左堆 

第四天 

(8/27) 

上午 客庄聚落探訪：右堆 

下午 專題講座：客籍音樂家及農村文化行動分享交流 

第五天 

(8/28) 

上午 客庄聚落探訪：先鋒堆 

下午 成果發表準備 

第六天 

(8/29) 

上午 六堆300年慶典活動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 

下午 結業式、賦歸 

註：主辦單位保有行程調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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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六堆後生種子隊-報名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請自行 

黏貼照片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是否為客家子弟 □是  □否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畢業(就讀) 

學校∕科系 

 
公司∕職稱 

 

飲食偏好 □葷 □素 □其他 

客語能力 □流利/□普通/□不會，是否有客語認證(□有     級∕□否) 

推薦人∕單位  

緊急聯絡人(需年滿20歲以上) 

姓名  電話  手機  

與本人之關係  E-MAIL/FAX  

為使學員於活動後可相互交流聯繫，是否同意公開通訊資料以製作通訊錄? 

□同意，公開項目 □電子郵件；□電話；□LINE ID；□地址；□其他       。 

□不同意。 

二、請勾選您偏好的課程類別(可複選) 

□六堆客庄探訪 □產業參訪 □DIY體驗 □文化講座 □其他           

三、請問您的客家淵源?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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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我介紹(簡述300字內)。 

 

四、請問您想參加此種子隊活動的原因，以及您對本活動的期待。 

 

六、參與客家公共事務或文化活動經歷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尤佳；若有志願服務紀錄手冊者，請附上封面及內頁紀錄) 

 

本人保證在此陳述之內容均屬實，並完全瞭解，任何不實陳述依法將取消報名資格。本人並同意授權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基於活動報名相關業務上之目的，得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之規

定範圍內進行使用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申請人親簽：  

法定代理人簽署： 

(未滿20歲者，需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申請日期： 

 

附註： 

截止報名收件日期：109年8月5日(星期三) 24 時止，郵戳為憑，逾期者不予受理。 

收件地址：80764 高雄市三民區光裕路43號1樓 (紳昱祥創意有限公司-六堆後生種子隊工作小組) 

 

**本報名表之個人資料將僅於本次活動使用，在未經填表人同意之下，您的個人資料將不會提供予任

何與本活動無關之第三人，或移作其他目的之使用，特此聲明。 

※相關檢附證明文件，列印後請註明報名者姓名，隨報名表郵寄至本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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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六堆後生種子隊 

著作權及肖像權授權同意及切結書 

 
本人              參加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客發中心）主

辦之「2020 六堆後生種子隊」活動，已詳細閱讀活動簡章內容，並同意遵守相

關規定，如因違反規定造成糾紛，同意自負所有法律責任並賠償主辦單位之所有

損害。 

 

本人如錄取為團員，同意於活動期間內完全配合所有相關活動(課程安排、參訪

交流行程及成果發表等)，並與其他團員相互合作、達成活動目標，除遭遇不可

抗力因素需中途退出、缺席者(需經主辦單位同意)，其餘無故中途退出、缺席或

因違反相關規定受退團處分者，客發中心有權追回已支付個人或相關費用並沒收

保證金，當事人未來不得參與客發中心相關活動。 

 

本人同意報名資料及心得報告(含照片及影片)之全部著作財產權及肖像權無條

件授權予客發中心，客發中心擁有不限時間、次數及地域之利用權限，包括但不

限享有例如出版各式影音、書籍、發行各類形態媒體、網路宣傳、公開演出、公

開 播送、公開傳輸等之權利，主辦單位並得再授權第三人利用，且不需另行通

知及支付報酬；另有關著作人格權，立切結書之本人及第三人均不得對客發中心

主張相關權利。 

 

以上本人絕無異議，特立此同意書。 

 

立  書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簽章)  

(未滿20歲者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電話： 

地址：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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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六堆後生種子隊-健康自評表 

您目前有以下的病史或症狀嗎： 

□心臟疾病                         □有高血壓 

□心絞痛、心悸或心臟雜音           □中風  

□氣喘                             □癲癇  

□藥物反應                         □背部、頸部、膝蓋疾病 

□糖尿病                           □其它 

□過敏反應 

若您有勾選以上任一項目，請您說明：                                 

您有過重大手術經驗嗎？ □有 □沒有（若有，請說明）：               

您最近曾受過傷嗎？   □有 □沒有（若有，請說明）：               

請您列出其他我們需要注意的事項：                                    

 

※經過自我評估後，認為自己可以且願意參加「2020 六堆後生種子隊」? 

  □是 □否 

 

註：主辦單位已為團員投保公共意外險、旅行平安險及意外醫療險。 

另為配合相關防疫，報到當日如有發燒超過 37.5度者請勿繼續參與活動。 

 

團 員 簽 章：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簽章：                  (簽章) 

(未滿20歲者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