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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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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文獻分析法就國內外法制規範及實作經驗，檢視「紀念日」

及「節日」之差異，並運用公共政策理論，界定「紀念日」不但是「象

徵型」政策工具，而且是「政治社會化」重要途徑。經檢視天穿日為全

國客家日之訂定歷程，並分析全國客家日公聽會意見，本文建議全國客

家日應定位為「紀念日」性質，並重定還我母語運動日（12 月 28 日）

為全國客家日。重定後的全國客家日，在紀念議題及活動，應彰顯臺灣

客家運動（還我母語運動）及《客家基本法》對客家族群之意義，俾利

客家集體記憶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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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employs a theory on public policy and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morial day and holidays. The 

function of the memorial day is not only the utilization of symbols as a policy 

instrument, but also a form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By reviewing the dispute 

and public hearing of the National Hakka Da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National Hakka Day should be defined as the memorial day and should  

re-designate on the day of Restore My Mother Tongue Campaign (December 

28). In order to build the Hakka collective memory,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Hakka Day should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aiwan Hakka Campaign (Restore My Mother Tongue Campaign) and Hakka 

Basic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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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80 年代，臺灣民間力量日益解放，各種社會運動興起，驅動臺

灣民主轉型。客家菁英趁此大環境變化之際，以社會運動方式，推動臺

灣客家運動，將客家議題公共化。臺灣客家運動，以 1987 年《客家風

雲雜誌》發行，及 1988 年的「還我母語大遊行」為核心，其具體成果，

概有：（1）設立「客家事務專責機關」，即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現

已改制為客家委員會）；（2）建構「客家知識體系」，包含中央大學

客家學院、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高雄師範

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等「三院二

所」；1（3）建置「客家傳播媒體」，包含 2003 年 7 月 1 日開播的「客

家電視頻道」、2017 年 6 月 23 日開播的「講客廣播電臺」、2019 年 12

月 27 日營運的「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4）2010 年 1 月制

定《客家基本法》（2018 年 1 月修正為現行法）（邱榮舉等 2017）。

按《客家基本法》之規範機制，約略可分為「既存」與「新創」兩

類（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a）：（1）既存者，指部分條文是將行政院客

家委員會成立以來所推行的相關行政措施，提升為「法律」層次，例如，

辦理客語認證與推廣、落實客語無障礙環境、發展客語生活化之學習環

境、獎勵客家學術研究等；（2）新創者，指以基本法建構客家政策與

客家事務推動之制度化機制，例如，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賦予「客

庄」法定地位，並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實施客語為通行語；或以「全

1　從廣義客家知識體系概念，除「三院二所」外，臺灣客家研究學會、臺灣客家語文學 
   會等二個學術社群，亦可納入客家知識體系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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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客家日」為象徵性工具，凝聚客家意識。

2010 年《客家基本法》施行，客家委員會定農曆 1 月 20 日之天穿

日為全國客家日，南部六堆客家地區因無天穿日習俗，以天穿日為全國

客家日之決策招致批評。2018年立法院審議《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時，

做出附帶決議：應將「還我母語運動日」、「客家委員會成立日」納入

選項，檢討全國客家日（客家電視臺 2017）。事實上，天穿日為民俗

性節日，與還我母語運動日、客家委員會成立日之紀念日，兩者性質有

別，反映出各界對全國客家日想像之歧異性。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檢視紀念日及節日之差異，並運用公共政策理

論，分析紀念日之政策功能性，探討：（1）現行以「節日」（天穿日）

為全國客家日之爭議為何？（2）以「紀念日」重新指定全國客家日之

可能方案為何？

二、分析架構

政府指定諸多特定日為紀念日或節日，一般民眾或許僅關心是否放

假，但就政府政策目的、國家所欲塑造的集體記憶而言，兩者有所不同。

（一）紀念日與節日之差異性

紀念日（memorial day），2 指特殊歷史事件或特定人物，對國家發

展有重要意義或貢獻，而以儀式性活動予以紀念者；如開國紀念日、

2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b），及《紀念 
  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4），皆將「紀念日」英譯為 memorial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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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日、行憲紀念日、孔子誕辰紀念日、國父誕辰紀念日等。施正鋒

（2005）指出，就紀念的內容以觀，諸如國家歷史事件（獨立建國日、

制憲紀念日）、民族英雄及特殊貢獻人物（美國國父華盛頓的生日、榮

民日）、或是族群特色（馬來西亞華人的新年）等，多具政治上的意

義。例如，美國的 7 月 4 日獨立紀念日（Independence Day）為聯邦假

日（federal holiday），以各種儀式或活動，激發人民的愛國心。

又紀念日，一般多會舉行特定的紀念儀式。以「國殤紀念日」

（Remembrance Day）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於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 時結束，而後 11 月 11 日遂成為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家之「國殤

紀念日」，美國則將此日訂為「退伍軍人日」（Veterans Day）。在英

國，國殤紀念日有全國性的二分鐘的默哀（two-minute silence）傳統，

不論政府部門或私人企業，在 11 月 11 日上午 11 時，放下手邊工作，

聚集在一起默哀；而在國殤紀念日之前後數日，民眾會配戴紅色的虞美

人花（poppy）表達紀念之意，而主要的紀念活動則在 11 月的第二個週

日（Remembrance Sunday）舉行。McGee（2016：102）指出，國殤紀

念日是當代英國人生活、文化、遺產的重要元素，虞美人花則象徵著記

憶與希望。3至於我國《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第 3條，各紀念日，

全國懸掛國旗，政府機關及學校並舉行相關紀念活動（或春祭國殤）（全

國法規資料庫 2014）。4

節日（holiday），指民間長期慣行之文化傳統、習俗，或為彰顯特

3　此外，除了國殤紀念日外，2014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屆滿一百年，為使人民理解第一 
   次世界大戰對英國社會的影響，英國政府從紀念活動（Commemoration）、社區參與及 
  教育（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education）、文化（Culture）三個面向進行「一戰 
   百年紀念」（First World War Centenary）活動（GOV.UK 2015）。
4   依《國旗下半旗實施辦法》第 3 條規定，和平紀念日當日下半旗一日（全國法規資料 
   庫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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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職業、群體之重要性，而由國家予以肯認者；如春節、中秋節、軍人

節、教師節、婦女節、兒童節等。基本上，民俗節日與人民生活習慣密

切相關，政府機關或學校一般不辦理紀念或慶祝活動，而予以放假；5

如美國 11 月第 4 個星期四的感恩節（Thanksgiving Day）為聯邦假日，

方便親人團聚。又部分節日會出現與紀念日同日之情況，如我國 9 月 28

日同時為教師節及孔子誕辰紀念日，11 月 12 日同時為國父誕辰紀念日

及中華文化復興節。

我國關於紀念日及節日之法制規範，略有：（1）依《二二八事件

處理及賠償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定每年 2 月 28 日為「和平紀念

日」，為國定紀念日，應予放假（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b）。（2）依《紀

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分成「紀念日」、「民俗節日」、「節日」

三類（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4）。（3）依《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第 1 項

規定，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全國法規資料庫 2020）。（4）依《公務人

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3 條規定，應放假之紀念日、民俗節日、節日

等（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c）。6

    

5　為便利人民安排其生活，另訂有《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就農曆除夕及春 
  節連假、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端午節、中秋節等「民俗節日」，上班日為星期 
  一或星期五，其後一日或前一日逢星期二或星期四，調整該上班日為放假日（提前於 
   前一週之星期六補行上班）（全國人事法規釋例資料庫檢索系統 2013）。
6 另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 5 條之 2 規定，第 2 條、第 4 條及第 5 條規定紀念 
  日及節日以外具特殊意義，有慶祝或舉辦活動必要之日，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 
  有關機關訂定實施之。現行日常生活中熟知的母親節、父親節、禁菸節、農民節、護 
  士節、植樹節、全國客家日等，由內政部每年發布「紀念日、節日及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之日」公告周知（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4）。



全球客家研究

       
7 Global Hakka 

                               Studies

表 1 現行紀念日及節日規範

依據 紀念日
節日

民俗節日 特定節日

二二八事件處
理及賠償條例

和平紀念日：2 月 28 日
（放假）

紀念日及節日
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1
月 1 日（放假）

春節（放假）
道教節：農曆 1 月 1
日

和平紀念日：2 月 28 日
（放假）

民族掃墓節（放
假）

婦女節：3 月 8 日

反侵略日：3 月 14 日 端午節（放假） 青年節：3 月 29 日

革命先烈紀念日：3 月
29 日

中秋節（放假）
兒童節：4 月 4 日（放
假）

佛陀誕辰紀念日：農曆
4 月 8 日

農曆除夕（放
假）

勞動節：5 月 1 日（勞
工放假）

解嚴紀念日：7 月 15 日

原住民族歲時
祭儀（放假）a

軍人節：9 月 3 日（依
國防部規定放假）

孔子誕辰紀念日：9 月
28 日

教師節：9 月 28 日

國慶日：10 月 10 日（放
假）

臺 灣 光 復 節：10 月
25 日

臺灣聯合國日：10 月 24
日

中華文化復興節：11
月 12 日

國父誕辰紀念日：11 月
12 日 b

行憲紀念日：12 月 25
日

說明：
a.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之各該原住民族放假日期，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酌各該原住民
族習俗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b. 國父逝世紀念日在三月十二日植樹節舉行。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就族群性紀念日或節日以觀，全國客家日為《客家基本法》第 20

條所明定，但未規範其性質為紀念日或節日。「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規

範於《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原住民族日」（8 月 1 日）則由行

政院於 2016 年 7 月 29 日核定（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4）。另檢視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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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2010 年 5 月 24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7

明定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為「紀念日」、「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為

「民俗節日」；至於全國客家日未納入本條例草案（行政院 2010）。

（二）紀念日之政策功能性

聯合國為彰顯特定事件或議題，以指定特定日為「國際日」

（international day）或國際年（international year）方式，促進國際共

同合作。如為促進文化多樣性、語言多樣性，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

組織大會於 1999 年指定每年 2 月 21 日為國際母語日（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8 或定 2008 年為國際語言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Languages）、2019 年為國際原住民語言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Indigenous Languages）等（United Nations，n. d.）。就聯合國行動策略

而言，指定特定國際日或國際年，旨在建構一個合作機制（cooperation 

mechanism），以提高全球對特定議題或主題的關注，動員不同參與者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進行合作（UNESCO 2018）。

7　為實施公務人員週休二日，立法院 2000 年 6 月 30 日三讀修正《公務員服務法》 
  時，做出附帶決議，應將《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提升為法律位階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4）。行政院先後於 2002 年、2005 年、2010 年向立法院提出《紀念日及節日實施 
   條例草案》（內政部 2017）。
8　聯合國所定眾多國際日中，涉及多語主義（multilingualism）者，除國際母語日外，尚 
   有 3 月 20 日聯合國法文日（French Language Day）、4 月 20 日聯合國中文日（Chinese  
     Language Day）、4 月 23 日同時為聯合國英文日（English Language Day）及聯合國西 
  班 牙 文 日（Spanish Language Day）、6 月 6 日 聯 合 國 俄 文 日（Russian Language  
     Day）、9 月 30 日國際翻譯日（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12 月 18 日聯合國阿 
  拉伯文日（Arabic Language Day）等（United Nations n. d.）。按聯合國的官方語言共 
   有 6 種，每種官方語言基於不同原因而選定其國際日：（1）聯合國法文日選定法語組 
   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a Francophonie）成立日；（2）聯合國中文日（Chinese  
      Language Day）選定二十四節氣之「穀雨」，以紀念倉頡造字的貢獻；（3）聯合國英 
  文日選定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辭世日；（4）聯合國西班牙文日選定塞凡 
   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辭世日；（5）聯合國俄文日選定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出生日；（6）聯合國阿拉伯文日選定聯合國大會 1973 年決議阿拉伯文為聯 
   合國官方語言之日（Santiago Time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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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家層次而言，為達成政策目標，選擇適當的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為政策成功與否之關鍵。政策工具，旨在促使標的群體

（target populations）順服政策，Anne Schneider 和 Helen Ingram 將政

策工具分為權威型（authorities）、誘因型（incentives）、能力建立

型（capacities building）、象徵與勸勉型（symbolic and hortatory）與

學習型（learning）等五種（Schneider and Ingram 1993）。Vedung 將

政策工具區分為管制型（regulation/stick）、經濟型（economic means/

carrot）、 資 訊 型（information/sermon） 等 三 類（Bemelmans-Videc 

2010：9）。Christophe Hood（1986）則將政策工具分為資訊型（nodality/

information）、 權 威 型（authority）、 財 政 型（treasure）、 組 織 型

（organization）四大類型（所謂的 NATO scheme）。

又國家多會運用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途徑，以國

旗、國歌、政治口號、國家英雄等象徵型符號，型塑公民的國族認同感

（national identity）（Conover 1991：137；Reyes 2013）。政治社會化

亦有助於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之塑造與發展，如美國 1960 年

代的黑人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對於政治態度與行為之型塑

（Walton and Smith 2016：65）。

而國家訂定「紀念日」，具有運用「象徵型」政策工具，以政治社

會化機制，型塑公民政治取向。意即，國家指定特定日為「紀念日」，

採懸掛國旗、舉行紀念活動，敘說歷史事件、人物故事，對於集體記憶

形塑，發揮重要功能。至於「節日」，政策導向性較低，為國家肯認社

會既存的傳統習俗，或推崇特定職業、事務，採放假或辦理慶祝活動方

式。以原住民族為例，分別有「原住民族日」、「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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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原住民族日」，係以原住民族正名成功日（原住民入憲日）9

之 8 月 1 日為原住民族日，具有紀念日性質，2016 年總統蔡英文代表政

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就選擇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10 至於「原住民族歲時

祭儀」則屬民俗節日，未具政策功能性。

2018 年修正後《客家基本法》第 20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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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客家族群對臺灣多元

文化之貢獻（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a）；國家之各種紀念日、地點、地

景及其他文化象徵，應納入客家族群之文化與記憶。11 修正後條文，雖

未明定全國客家日為紀念日（第 1 項），但寓有以紀念日為政策工具形

塑客家集體記憶之思維（第 2 項）。

9　以原住民入憲之日作為原住民族日，有三個重要的意義：（1）「原住民族」是自己決 
  定的稱呼，而不是他者所賦予，使用自我決定的名稱，是族群主體意識的建構，也象 
   徵自尊的重建及社會正當地位的追求，以及擺脫殖民統治的堅定意志；（2）回顧正名 
  運動的歷程，原住民族所爭取的，不僅是「名稱」的自我決定權，也包括自治及土地 
  等核心的固有權利；（3）原住民族日不僅是紀念原住民族正名的歷程，也要回顧臺灣 
  數千年的歷史，以及原住民族長期以來對於臺灣的貢獻，深刻體認我國是多元族群共 
   存共榮的國家。資料來源：行政院 2016 年 7 月 27 日院臺原字第 1050171747 號函核定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之由來與意義」。
10  22 年前的今天，憲法增修條文裡的「山胞」正名為「原住民」；這個正名，不僅去除 
  了長期帶有歧視的稱呼，更突顯了原住民族是臺灣「原來的主人」的地位；站在這個 
  基礎上，今天，我們要更往前踏出一步，我（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全體原住民族， 
   致上我們最深的歉意：對於過去 4 百年來，各位承受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代表政府， 
   向各位道歉（總統府 2016）。
11 按《客家基本法》第 20 條之修法說明為：「為使各族群認識及共享客家文化價值，現 
  行條文酌作文字修正，並列為第一項。為使國家各種象徵與資源於規劃設置階段均能 
   評估納入客家族群之文化及記憶，爰增訂第二項」（客家委員會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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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檢視 2010 年訂定全國客家日過程之相關會議

紀錄、法律草案，以及 2018 年修正《客家基本法》之立法院附帶決議、

客家委員會所辦理三場全國客家日公聽會之會議記錄；以茲探討天穿日

為全國客家日之爭議，並從紀念日之政策功能性優於節日角度，思考重

新訂定全國客家日，打造全國客家日為客家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

象徵符號，以形塑客家集體記憶。

三、全國客家日為天穿日之選定與爭議

政府文獻資料中，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客家委員會）於

2007 年 3 月 27 日第 54 次委員會議，已有全國客家日之討論紀錄，該

次委員會議決議為：（1）全國客家日訂為每年 12 月 28 日，請企劃處

研議相關活動辦法；（2）請相關單位將「客家日」納入明年度施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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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計畫項目內；（3）請於 3 年內以立法方式通過客家日實施條例，並

正式列入國家慶典內。然而，檢視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8 年年度施政

目標與重點，及 2008 年年施政績效評估報告，未見有推動全國客家日

相關作為。

嗣後，為期建立制度性規範，確保客家事務法制化，以增強推動之

力度與效果，確立客家事務未來基本方向，政府於 2010 年 1 月 27 日公

布《客家基本法》，並於第 14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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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為第 20 條第 1 項）（全

國法規資料庫 2018a）。按行政院 2009 年 10 月 22 日第 3167 次會議通

過並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客家基本法草案》，共計 14 條，未有「全國

客家日」之規定；而全國客家日納入法律，係於立法院審議《客家基本

法草案》時，採用立法委員管碧玲等 26 人所擬具《客家基本法草案》

第 15 條。12 立法委員管碧玲等人所擬具《客家基本法草案》第 15 條立

法說明為：「藉由紀念日（或節日）及其慶祝活動儀式之深化推展，彰

顯客家族群對於臺灣多元文化之貢獻，並使客家族群，甚至其他族群

（包括原住民、河洛、外省等）體驗客家文化」。就上開立法說明，可

觀察到：（1）全國客家日之定位，似較偏向紀念日（但亦可採節日）；13

（2）相對於客家族群專屬的客家日（全國客家人的日子），立法理由

似趨向將全國客家日視為跨族群的客家日（全國人的客家日）。

12 立法院審議《客家基本法草案》計有兩案，一案為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者，另一案 
  為立法委員管碧玲等 26 人所擬具者，訂定全國客家日之條文，係管碧玲等 26 人所擬 
   具之草案（立法院公報處 2010：311）。
13 按行政院 2010 年提出《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第 3 條立法說明指出，紀念日， 
  有其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或對國家發展具深遠影響，足資全國人民紀念者（行政院  
  2010）。又立法委員吳玉琴等 19 人擬具紀念日及節日法草案》總說明指出，節日， 
  係為彰顯社會文化傳統、習俗、信仰、事跡、職業、和價值觀之特定日者（法源法律 
   網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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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基本法》施行後，為指定「全國客家日」，客家委員會採取

兩階段意見徵詢方式：第一階段以開放式問卷收集立法委員、相關領域

學者專家、客家事務地方機關、團體代表、客家先進、客家社團負責人

等意見，第二階段再委託專業調查機構，針對全臺 15 歲以上客家民眾

進行電話調查；前 8 名依日期排序分別為，客家基本法三讀通過日（國

曆 1 月 5 日）、客家人掃墓祭祖日（農曆 1 月 16 日）、天穿日（農曆

1 月 20 日）、客委會成立日（國曆 6 月 14 日）、義民節（農曆 7 月 20

日）、還福收冬戲（農曆 10 月 15 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國曆 11 月

12日）、還我母語運動（國曆 12月 28日）14，最終基於客家文化獨特性、

且無族群排他性，兼具國際視野之考量，是客家人獨有的特殊節日，擇

定「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客家委員會 2010；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

上開 8 個選項，呈現宗教性、民俗性、紀念性之多元取向。客家委

員會選定「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之理由：「天穿日」為舊時相傳

水神與火神相爭，將天撞出一個大洞，女媧為免去人間災苦，於是煉石

補天，人們為感念女媧的幫助，遂以農曆正月二十日作為「天穿日」紀

念她；過往農業時代，客家族群非常重視這個節慶，這天客家人不工作，

一方面是紀念女媧義舉，更深層的意義是讓大地休養生息；同時客家人

也會將保留一塊年節時做的甜粄，煎過後於「天穿日」上香祭祀，取其

煎炸過的甜粄黏稠適中，有助女媧補天之意（客家委員會 2010）。客

家委員會強調天穿日長期為客家人的民俗節慶，15 而從「民俗節日」角

14  12 月 28 日亦為「紀念日、節日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日」所公告之「電信 
   節」。
15 天穿日跟客家人的關係，或許可從客家俗諺中窺見。客家俗諺說：「有做無做，尞到 
   天穿過」，或「有賺無賺，總愛尞天穿」（客家委員會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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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選擇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也因此，不贊同「天穿日」為「全國客

家日」者，亦是從民間習俗角度：（1）南部六堆客家地區無天穿日習俗，

（2）天穿日非北部客家人獨有習俗，閩南人亦有天穿日習俗（陳石山 

2012；邱彥貴 2016）。

又客家委員會政策實作，亦將全國客家日全國客家日定位為節慶活

動。如依《客家委員會2018客庄12大節慶實施計畫》貳之三規定：「『全

國客家日』、客家桐花祭及六堆運動會等節慶活動，另案申請」（客家

委員會 2018a）。16 而在活動屬性上，全國客家日以「休閒性」節慶活

動方式慶祝，17 如客家委員會 2018 年的「客家委員會『唱歌尞天穿』實

施計畫」，目的為以各式活動推動說客語及唱客家歌，未有客家族群集

體記憶之型塑功能。

綜上，可以觀察到全國客家日之爭點有二，（1）天穿日為全國客

家日之普遍代表性不足：「天穿日」非普遍的客家習俗，是否可作為「全

國」客家日，不同地區客家族群呈現分歧意見。（2）全國客家日之定

位模糊：就《客家基本法》立法說明，及立法委員對於實施紀念日及節

日所提法律草案，18 全國客家日在法制規範上，似較偏向「紀念日」；

16 客庄 12大節慶活動採地方政府提案申請，中央政府（客家委員會）補助經費辦理模式。 
   按《客家委員會 2020 客庄 12 大節慶實施計畫》將客家節慶分為兩類：（1）傳統型， 
   指具在地深厚文史意涵，或重大歷史意義之客家節慶；（2）創新型，指以客庄文化為 
   基底，創新詮釋在地生活之客家節慶。
17 海外客家社團在政策引導下，也已習慣辦理慶祝天穿日的活動，諸如菲律賓客家聯誼 
  會、紐西蘭客家同鄉會、泰國臺灣客家同鄉會、柬埔寨客家會；且海外客家社團辦理 
   天穿日活動常與新春團拜一同舉行（中央社 2018；客家委員會 2018c，2013；僑務委
   員會 2018）。
18  檢視第 9 屆立法委員對於實施紀念日及節日所提法律草案，呈現多數觀點認為「全國 
   客家日」應為「紀念日」性質：（1）界定全國客家日為「紀念日」者，立法委員陳超 
  明等 17 人擬具《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2016 年 11 月）、立法委員姚文智等 
  16 人擬具《國定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2016 年 4 月）、立法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擬具《國定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2016 年 4 月）、立法委員吳志揚等 16 
     人擬具《中華民國國定紀念日及節日條例草案》（2016 年 3 月）；（2）界定全國客 
  家日為「節日」者，立法委員吳玉琴等 19 人擬具《紀念日及節日法草案》（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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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客家委員會指定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及相關天穿日活動，全國客家

日實作上，似較偏向為「節日」。

四、全國客家日以紀念日為宜

公共政策會隨著外環境改變，而產生政策變遷（policy change）。

政策變遷可分為「現行政策的漸進調適」、「特殊政策領域產出新政

策」、「政黨輪替導致政策變遷」等三類（林水波 2006）。檢視全國客

家日迄今的發展，2010年制定《客家基本法》建構「全國客家日」機制，

經客家委員會（國民黨執政時期）做出政策決定，擇定「天穿日」為全

國客家日。然而，或許天穿日之「普遍性」不足，並非各地的客家庄都

有慶祝天穿日之習俗，致使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之爭議性無法緩解。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後，客家委員會於 2016 年 8

月 9 日啟動「臺灣各地方客家節慶、紀念日調查」，19 並進行《客家基

本法》之修法。修正後《客家基本法》第 20條第 1項之全國客家日條文，

增列「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之文字（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a）。

  11 月）（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 2016）。上開提案，皆定農曆 1 月 20 日天穿日為全 
   國客家日，但提案立法說明多援引行政院 2010 年 5 月 24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紀念日
   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對於紀念日的界說（行政院 2010）。
19 「臺灣各地方客家節慶、紀念日調查」，係客家委員會函請各縣市政府及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之鄉（鎮、市）公所協助調查，並訂定《客家紀念節慶日實施方案》。客家 
  委員會訂定《客家紀念節慶日實施方案》之目的，係為使客家歷史與文化成為全民共 
  享之記憶與光榮，故方案第 2 點規定，客家紀念節慶日依其對臺灣客家人文歷史之意 
   義、重要性及影響力，分為 3 等級：（1）國家級：能彰顯客家族群對臺灣多元文化之 
  貢獻，在國家歷史占有重要地位或對社會發展具深遠影響，其影響力擴及 2 個以上縣 
   市地區，足資紀念者；（2）縣市級：具在地特殊記憶，且其影響力橫跨 2 個以上鄉鎮 
   市區，足資紀念者；（3）鄉鎮市區級：具在地特殊記憶，足資紀念者。上開《客家紀 
   念節慶日實施方案》有意以紀念日為象徵型政策工具，打造客家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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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策變遷角度，2016 年政黨輪替，導致《客家基本法》所定全國

客家日之法律規範，產生政策變遷（法律變遷）。但規範全國客家日之

法律變遷，係將全國客家日之價值，由「彰顯客家族群對臺灣多元文化

之貢獻」提升為「促進各族群認識與共享客家文化價值，彰顯客家族群

對臺灣多元文化之貢獻」，尚無法直接改變全國客家日為天穿日之政策

（即全國客家日指定日變遷）。因而，為促成全國客家日指定日之變遷，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於《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審查完竣時，遂同時做出

一項附帶決議（客家委員會 2018d）：

有鑑於天穿日訂為全國客家日爭議未決，等同無法透過全國客

家日訂定，以成功凝聚全國客家族群意識，參北歐原住民薩米

族係以 1917 年 2 月 6 日，薩米婦女 Elsa Laula Renberg，所召

開的全球第一屆「薩米大會」時間作為全球薩米日的訂定，成

功凝聚族群與文化意識，並迫使挪威、瑞典等北歐各國重新反

省過去對薩米的迫害歷史，積極尋求彌補過去邊緣化與迫害的

影響；故主管機關於本基本法通過後，應於六個月內，檢討當

前全國客家日推動的爭議，並召開各地公聽會進行重新訂定的

社會溝通，並應將 12 月 28 日還我母語運動日、6 月 14 日客委

會成立日列入主要討論的選項。

就上開立法院附帶決議，所引述的全球第一屆「薩米大會」之召開，

以及建議將 12 月 28 日還我母語運動日、6 月 14 日客委會成立日列為

討論選項，似已有將全國客家日由「節日」調整為「紀念日」之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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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執行立法院附帶決議事項，客家委員會於 2018 年 5 月 6 日、5 月

9 日及 5 月 12 日，分別於南區（高雄市）、東區（花蓮縣）及北區（新

竹縣）辦理「全國客家日公聽會」，廣徵眾議。依客家委員會 2018 年

4 月 25 日客會綜字第 10700062341 號函附《全國客家日公聽會實施計

畫》指出：「全國客家日應具有普遍性、紀念性及展望性，全國客家日

究竟是『全國客家人的日子』抑或為『全國人的客家日』，20 何者才是

推動全國客家日之初衷？民眾對全國客家日的想像為何？理想的全國客

家日之具體條件為何？除了天穿日、還我母語運動日、客家委員會成立

日外，是否還有其他選項」（客家委員會 2018d）。

表 2 公聽會意見彙整
場次 大體意見方向

南部地區
全國客家日是「全國人的客家日」，主張以 12 月 28 日還我母語運動日
為全國客家日

東部地區
全國客家日是「全國客家人的日子」，主張以 6 月 14 日客家委員會成立
日為全國客家日

北部地區 多元意見

維持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者
以還我母語運動日為全國客家日者
全國客家日可分為客家母語日、客家運動日、客家文化日
等數日模式
「客家日」之包容性大於「全國客家日」，而無庸「全國」
兩字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

另在全國客家日之選項上，公聽會與會者，另提出農曆 1 月 16 日

掛紙（掃墓）、農曆 2 月 2 日伯公（土地公）生日、農曆 2 月 15 日三

20 依《客家委員會 2017 年全國客家日實施計畫》三、計畫方向：為使「全國客家日」提 
  升為「全體國人之客家日」，參照美國「臺灣傳統週」模式，以多元文化表現等展演 
  活動，吸引各族群共同參與，並鼓勵各企業、機關團體舉辦內部客家日，使員工認識 
   客家；由於「全國客家日」與「221世界母語日」日期相近，可結合世界母語日之精神， 
  提高民眾對臺灣母語的認識，並在包容和對話的基礎上，建構跨族群之主流文化。就 
   上開實施計畫，得以窺見客家委員會有意將全國客家日定位為「全國人的客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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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國王生日、母親節、農曆 7 月 15 日中元節等建議。又花蓮場及新竹

場皆有建議全國客家日應列為國定假日（放假）。21 就上開公聽會意見，

南部客家族群可能因無天穿日習俗，而較支持還我母語運動日；而東部

客家族群或許因客家社團與政府長期互動，22而偏好客家委員會成立日。

總體來說，三場公聽會中，支持維持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者，為少數；

多數意見認為全國客家日應由天穿日改定為其他日子。

為何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無法獲得公聽會多數支持？可能原因，

就普遍性、獨特性、吸引性而言：（1）天穿日是否為臺灣各地普遍存

在的習俗？顯然不是，天穿日多為北部客家族群的習俗。（2）天穿日

傳說在紀念女媧補天，但女媧補天為中國神話故事，為華人社會所共享

的記憶，非客家族群所特有。（3）全國客家日應為客家族群最重要的

日子，應能吸引客家青年參與，惟目前唱誦客家山歌者，多為年紀較長

的中老年人，23「唱山歌尞天穿」活動恐不易吸引年輕人參與。

事實上，居住於都會區的客家人，及年輕一代的客家人，客家語言

及文化面臨傳承危機較為嚴峻，或可採全國客家日之政策工具，以「象 

徵性族群」（symbolic ethnicity）24 概念，提升渠等之客家認同感、忠誠 

21 公聽會意見，可參閱 2018 年「全國客家日公聽會」發言意見節錄彙整表（國家發展委 
   員會 2018）。
22  花蓮最具規模的「花蓮縣客屬會」，成立於 1985 年，在許多（鄉、鎮、市）皆成立分 
  會，目前有 9 個分會，傅崐萁任縣長時，並兼花蓮縣客屬會理事長。花蓮縣訂有《花 
  蓮縣客家事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花蓮縣客屬會前後任理事長多能被聘為諮詢委 
   員（花蓮縣政府 2014）。
23  目前唱誦客家歌曲約有兩類，一群是年紀較長的中老年人，長年在山歌班學習並唱誦 
  客家歌曲；另一群則是藉由客語生活學校或各式客家慶典、活動和比賽學唱童謠的兒 
   童（吳翠松 2014）。2020 年列入客庄 12 大節慶的「竹東天穿日臺灣客家山歌比賽」， 
   已辦理第 56 屆。
24 追求美國夢的移民，為 1910 年代到 1920 年代的美國，帶來移民潮，經過一代或二代 
  的同化後，第三代移民後裔出現族群復甦（ethnic resurgence）現象，重新關注自身原 
  生族群的文化與認同（王甫昌 2002：241、243）。對移民先輩或其移出國，移民後裔 
  出現懷舊的忠誠（nostalgic allegiance），以及對族群傳統的熱愛與自豪，形成「象徵 
  性族群」（symbolic ethnicity）概念（Gans 1979：204），而藉以區分族群（eth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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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自豪感。又當代客家發展的核心問題為客語流失嚴重問題：就客

語傳承的現況來看，依客家委員會 2016 年的調查研究顯示，有 16.8%

的客家民眾表示與子女交談主要是使用客語（幾乎全講客語 9.5%、大

多數講客語 7.3%），呈現客家「家庭內隔代之間使用客語比重急速減

少」的情況（客家委員會 2017a：14-15），多數的客家家庭內的交談語

言，客語並非是第一語言（non-first language），客語的代際傳承出現

斷裂。又基於 20 歲世代僅有 14.45%、10 歲以下的孩童更僅有 7.86% 會

使用客語，客語濱危已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定義「嚴

重瀕危」程度（客家委員會 2017b）。25 事實上，學習語言的動機約略

可分為工具取向型（instrumental orientation）及融合取向型（integrative 

orientation）兩類，工具取向型語言學習者，因工作、考試等動機；相

對地，融合取向型語言學習者，對於特定語言背後的文化，有極高的興

趣，透過習得該語言，以融入該語言社群，而具有較高學習動機及成效

（Lin and Warschaue 2011）。因此，若能以政策工具建構客家青年世代

所共享的集體記憶，將促使渠等成為融合取向型之語言學習者，而提升

學習與使用客語的動機，有助於客語傳承。

此外，全國客家日是否放假，亦是可討論的議題。紀念日採放假模

式，較具政策效益；如 12 月 25 日為政府所定行憲紀念日（亦為民間所
   與非族群（nonethnics）（Barlow 2013：43）。 
2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2003 年將語言的瀕危度分為安全（safe）、不安全 
  （unsafe）、已達瀕危（definitely endangered）、嚴重瀕危（severely endangered）、極 
   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滅絕（extinct）等六級；並建構語言活力評估（Language  
      Vitality Assessment）的九項指標：（1）語言的代際傳承，（2）語言使用的人數，（3） 
  總人口中使用特定語言的比例，（4）語言使用的轉變，（5）新領域和媒體的語言使 
  用，（6）語言教育和學習教材之使用，（7）政府的和機構的語言態度和語言政策， 
  包括語言的官方地位和使用，（8）社群成員們對自己語言的態度，（9）語言記錄的 
   數量與品質（UNESCO 2003：7-16）。嗣後，201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一步就「語 
  言代際傳承」（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Transmission）程度，以語言的瀕危度量表繪 
   製濱危語言地圖（Mosele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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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聖誕節），在 2000年後調整為「只紀念不放假」，人們便逐漸淡忘。

又如 2 月 28 日和平紀念日，採放假模式，並於當日辦理許多紀念儀式

活動，而發揮相當程度的「政治社會化」的功能。

    

五、結論

立法院於 2017 年審議《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時，做出檢討全國

客家日之附帶決議（客家電視臺 2017），客家委員會依立法院附帶決

議，辦理公聽會廣徵民意，檢討是否調整全國客家日，觸發全國客家日

指定日之政策檢討。本文就國內外規範及實作經驗，檢視紀念日及節日

之差異，界定「紀念日」不但是「象徵型」政策工具，而且是「政治社

會化」重要途徑。經檢視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之爭議，並考量客家委員

會檢討全國客家日三場公聽會之多數意見，為改定全國客家日；本文建

議全國客家日之改定，可採：（1）「數日」模式，兼採紀念日及節日，

即就具有紀念意義的客家歷史事件或人物，擇定為紀念日；並就客家人

傳統習俗或生活習慣密切相關者，作為節日。在數日模式下，紀念日部

分，《客家基本法》三讀通過日或公布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日、

還我母語大遊行日等，皆可定為全國客家日。（2）「單日」模式，全

國客家日如僅限單日者，宜將全國客家日從「節日」性質，調整為「紀

念日」性質。 

如採「單日」模式，如何擇定全國客家日？以刪除法，檢視 2010

年曾被討論過的全國客家日的可能選項，其中具有紀念日性質者，為客

家基本法三讀通過日、客家委員會成立日、國父誕辰紀念日、還我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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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日等四個選項。又 2017 年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客家基本法修

正草案》附帶決議要求將還我母語運動日、客委會成立日列入主要討論

的選項（客家電視臺 2017）。就三場次公聽會支持維持天穿日者，屬

少數，並比對2010年制定《客家基本法》及2018年修正《客家基本法》，

兩次對於全國客家日之公眾討論，重定全國客家日的可能選項剩下為：

還我母語運動日及客委會成立日兩個。本文建議定「還我母語運動日」

（12 月 28 日）為全國客家日，理由為：（1）學界普遍接受 1988 年 12

月 28 日還我母語大遊行（臺灣客家運動）26 為臺灣客家發展的重要轉捩

點；如蕭新煌、黃世明（2008：161），邱榮舉、謝欣如（2008：113）等。

（2）民眾普遍接受客家族群母語（客語）具有重要象徵意義，最能代

表客家；如客家委員會 2016 年所進行《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

調查研究》顯示，關於「客家民眾對不同客家物質、文化、特質與態度

的看法」，平均分數最高者為客語（客家委員會 2017a：20）。又還我

母語運動日與 2010 年《客家基本法》三讀通過日（1 月 5 日），相隔

僅 1 週，故以「紀念日」重定全國客家日，在紀念議題及活動，應彰顯

臺灣客家運動（還我母語運動）及《客家基本法》對客家族群之意義，

俾利客家集體記憶的建構。

此外，客家集體記憶之建構，應具有跨世代性，特別是年輕一代客

家人對客家的想像及記憶，為客家世代傳承之關鍵。全國客家日既為一

重要的象徵型政策工具及政治社會化機制，應妥善運用全國客家日以提

升都會客家人及客家年輕人之客家認同，並處理文化及語言流失危機。

26 關於臺灣客家運動的起點，約略有兩種觀點：（1）1987 年 10 月 25 日，發行《客家 
   風雲雜誌》，如邱榮舉（2015）、張維安（2015：106）；（2）1988 年 12 月 28 日， 
   臺北「還我母語」大遊行；如宋學文、黎寶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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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在全國客家日改採紀念日模式脈絡下，以政治社會化途徑，透過

學校場域、大眾傳播媒體（或社群媒體）、紀念儀式活動等媒介，讓青

年世代瞭解臺灣客家運動之歷史背景，以及對臺灣客家發展做出貢獻的

客籍人物，以型塑青年世代之客家集體記憶，俾利客家世代傳承。

謝誌 : 作者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並誠摯感謝期刊編

委會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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