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縣政府 110 年度獎勵參加客語能力認證實施計畫
壹、目的：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發揚推廣客語，傳承客家文化，提升
全體縣民客語能力，鼓勵踴躍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依據客家
基本法第 15 條規定，特訂定本計畫。
貳、主辦單位：本府民政處
叁、獎勵對象：
一、設籍本縣民眾，報名參加 110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且獲各級別考試合格
者。
二、本府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與本縣各鄉鎮市公所、代表會員工(含公教
人員、約聘僱人員、工友、技工及臨時人員)，參加 110 年度客語能力
認證各級別考試合格，並於取得合格證書時，仍任職本縣各機關學校
者。
三、申請人就同一級別認證，依其他規定受有補助或獎勵者(獎狀獎勵者除
外)，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獎勵；申請人如已通過較高級別認證並受有
補助或獎勵者，不得以較低級別認證申請本計畫獎勵；但不同腔調者，
不在此限。
四、本縣公私立高中及國民中小學學生，依照「新竹縣中小學 110 年度獎
勵客語能力認證實施計畫」辦理，不得重複申請獎勵。
肆、實施方法：
一、個人獎勵金核發基準如下：
（一）初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新臺幣一千元。
（二）中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新臺幣二千元。
（三）中高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新臺幣三千元。
（四）申請人為機關學校任職者，以上獎勵金改發同額獎勵品。
二、公教員工全程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者，各機關學校應按認證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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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給予補休：
（一）初級認證，核給半日補休。
（二）中級、中高級認證，核給一日補休。
三、依據「客家委員會奬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公
教人員通過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並取得合格證書，且於申請時仍任職於
原機關者，通過客語初級認證，嘉獎一次；客語中級認證，嘉獎二次；
客語中高級認證，記功一次。
四、報名各級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且通過者，除發給獎勵金並補助報名費；
公務人員補助報名費部分，由各機關（單位）業務經費項下支應。
（一）申請人為設籍本縣民眾者，核發獎勵金及補助報名費：
1.應自 110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考試寄發合格證書日起 30 日內，檢
附「新竹縣政府 110 年度獎勵通過客語能力認證合格獎勵金申請表」
（附件 1）
、考試合格證書影本(應由申請人簽名)、國民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或戶口名簿(足資證明申請人各級認證考試報名截止日前，為已設
籍本縣之民眾)、
「跨行通匯同意書」(附件 2)、
「領據暨切結書」(附件
3)，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民政課提出申請，並提供身分證正
本現場查驗後返還，逾期不予受理。
2.本計畫申請資料，請各鄉(鎮、市)公所於 110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
考試寄發合格證書日起 60 日內，統一彙整「新竹縣政府 110 年度獎
勵民眾參加客語能力認證獎勵金請領清冊」(附件 4)、公所領款收據
及納入預算證明等各 1 份，函送本府民政處（客家事務科）
，經審核
無誤後，核撥經費予各該鄉(鎮、市)公所轉匯各申請人。
3. 倘申請人未滿 18 歲者，申請表與領據除本人簽章外，須由法定代理
人簽章後始能申辦。
（二）申請人為本府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與本縣各鄉鎮市公所、代表會
員工(含公教人員、約聘僱人員、工友、技工及臨時人員)者，核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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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金及補助報名費：
1.自 110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考試寄發合格證書日起 30 日內，檢附
考試合格證書影本(應由申請人簽名)、領據暨切結書(附件 5)，由服務
機關學校人事單位填報「新竹縣政府 110 年度獎勵所屬機關學校公務
人員參加客語能力認證獎勵金請領清冊（一）」(附件 6)，向本府人事
處提出申請，個案申請或逾期均不受理。
2.請本府人事處於 110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考試寄發合格證書日起
起 90 日內，統一彙整「新竹縣政府 110 年度獎勵所屬機關學校公務
人員參加客語能力認證獎勵金請領清冊（二）」(附件 7)1 式 2 份，送
交本府民政處核撥同額獎勵品，再由人事處發交各申請單位轉致考試
合格人員。
3. 補助報名費部分，請於 110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考試寄發合格證
書日起起 60 日內，檢附考試合格證書影本，逕向服務機關（單位）
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伍、為鼓勵團體報名參加客語能力認證，提升通過人數與比例，訂定推動客
語為通行語績優單位基層帶動獎勵規定：
一、公務人員部分（含本府及所屬各級機關、學校與本縣各鄉鎮市公所之
公教人員、約聘僱人員、工友、技工及臨時人員）獎勵標準：
（一）單位區分：
以本府縣長室（含副縣長、秘書長、參議、秘書、消保官辦公室）
、
民政處（含戶政所）
、財政處、產業發展處、交通旅遊處、工務處、
教育處（含家庭教育中心、教網中心、體育場）、農業處（含家畜
疾病防治所)、社會處、勞工處、地政處（含地政所）
、原住民族行
政處、行政處、人事處、主計處、政風處、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
竹縣政府消防局、新竹縣政府衛生局（含各衛生所)、新竹縣政府
稅務局、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新竹瓦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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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各鄉鎮市公所為單位，共 36 單位。
（二）110 年度新增報名人數行政獎勵標準：
1.鼓勵尚未通過客語能力認證同仁報名人數達 10 人以上，且報名人數
達尚未通過認證人數達 60%以上者，負責推動承辦、主管嘉獎 1 次。
2.鼓勵尚未通過客語能力認證同仁報名人數達 20 人以上，且報名人數
達尚未通過認證人數達 80%以上者，負責推動承辦、主管嘉獎 2 次。
（三）110 年度每單位新增通過認證人數獎勵金〈同額獎勵品〉
：
1.通過人數 5-10 人 : 每單位發放獎勵金 2,000 元。
2.通過人數 11-20 人 : 每單位發放獎勵金 3,000 元。
3.通過人數 21-30 人 : 每單位發放獎勵金 4,000 元。
4.通過人數 31-40 人 : 每單位發放獎勵金 5,000 元。
5.通過人數 41-50 人 : 每單位發放獎勵金 6,000 元。
6.通過人數 51 人以上 : 每單位發放獎勵金 8,000 元。
二、全縣 192 個村里一般民眾〈不含學生、政府機關學校公教人員〉
，110
年度每村里新增通過人數獎勵金〈同額獎勵品〉標準：
（一）通過人數 10-20 人 : 每單位發放獎勵金 2,000 元。
（二）通過人數 21-30 人 : 每單位發放獎勵金 3,000 元。
（三）通過人數 31-40 人 : 每單位發放獎勵金 4,000 元。
（四）通過人數 41-50 人 : 每單位發放獎勵金 5,000 元。
（五）通過人數 51-100 人 : 每單位發放獎勵金 6,000 元。
（六）通過人數 101 人以上 : 每單位發放獎勵金 8,000 元。
三、110 年度達到發給績優單位基層帶動獎勵措施獎勵金〈同額獎勵品〉
之請領方式：
（一）公務人員部分
經本府審核為為績優單位者，本府將函請各續優單位領取獎勵品。
（二）村里一般民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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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鄉鎮市公所於 110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最後一梯次考試，寄發合格
證書日起 60 日內，就個人申請獎勵金提報相關資料，協助彙總填
報「新竹縣 110 年度奬勵客語能力認證基層帶動獎勵金申請表」(附
件 8)函報本府民政處書面審核，審核通過，請各鄉鎮市公所轉發獎
勵金〈同額獎勵品〉
。
四、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表件不全者，受理單位得要求限期
補正，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不予受理。
五、各獲獎機關（單位）指定人事單位或代表人 1 名為聯絡人，負責與
相關承辦單位聯繫及獎勵金〈同額獎勵品〉領取等事宜，並應自行負
責獎勵獎項之妥善分配，如有爭議，均與承辦單位無涉。
六、獎勵金〈同額獎勵品〉由各獲獎機關（單位）向承辦單位申請領取，
或安排於公開場合請縣長親自頒贈表揚。
陸、為提升學生客語能力，加強推展客語向下扎根，鼓勵學生踴躍參加客語
能力認證考試，本府教育處訂定「新竹縣中小學 110 年度獎勵客語能力
認證實施計畫」(附件 9) ，申請單位為學校時，依該計畫送請本府教育
處審核後，統一彙整請領清冊，送本府民政處核撥獎勵金，再由教育處
轉致各申請學生與相關人員。
柒、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得撤銷原核定之獎勵，並追回全部獎勵
金：
（一）申請資料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
（二）違反本計畫規定重複申請者。
（三）其他違背法令情形。
有前項各款情形經通知繳回獎勵金，逾期不繳者，本府得依相關法令強
制執行。
捌、有關本計畫核發獎勵金或同額獎勵品，逾期申辦未合規定不得請領，若
確屬情況特殊且不可歸責於當事人者，得由業務主辦單位專案審查，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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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補發。
玖、本計畫獎勵金俟該年度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再行發放，倘該年度經費有
限或不足時，得視情況酌予調整獎勵額度。
拾、經費來源：
納入本府 111 年度預算民政業務-客家事務工作-獎補助費項下支應。
拾壹、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核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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