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
2017 年全國文化會議暨分區論壇實施計畫
106.3.10

壹、計畫緣起
為落實總統提出「厚植文化力，打造臺灣文藝復興新時代」文化
政策主張，建構整體施政文化願景，文化部將總統文化政見的七大目
標，架構歸納為五大政策主軸，據以研擬具體施政計畫。為面對與因
應瞬息萬變的全球政治經濟環境，以及臺灣社會文化結構轉變的困境
與挑戰，文化部刻擘劃更具整體、前瞻性之文化施政藍圖，以「21
世紀臺灣文化總體營造」為主題，本文化公民、審議思維、公共參與、
多樣平權、協力治理之理念，辦理「2017 年全國文化會議暨分區論
壇」。藉由擴大文化政策之全民參與，廣納各界意見，強化民間討論
形成文化共識，以建構臺灣文化核心價值與文化政策的主體性論述。
貳、計畫目標
翻轉由上而下的傳統文化治理模式，讓人民充分參與、討論文化
政策的重要議題、凝聚共識，據此研訂行政院文化政策白皮書、文化
基本法。
參、主辦機關：文化部
肆、執行方式
全國文化會議將分 3 階段辦理，第 1 階段預計於 2017 年 3 至 6
月辦理分區論壇(含北、中、南、東、離島地區)、青年論壇、新住民
論壇及相關主題式論壇；第 2 階段預計於 8 月 19 日召開預備會議，
將整合分區論壇意見，並由專家協助聚焦議題找出共識；第 3 階段預
計於 9 月 2 日至 3 日召開全國大會，匯聚共識後提出總體結論。本部
另規劃在辦理分區論壇期間，同步透過本計畫設置之專屬網站及公私
部門的網路資源，召集公民智囊團提案，廣徵意見。
本部另建立諮詢專家學者智庫，設置諮詢委員 15 名，委員涵括
行政院文化會報成員、學者專家、民間社團代表、中介組織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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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智庫由鄭部長麗君擔任召集人邀集委員就白皮書篇章架構與撰擬
方向、研提文化會議議題、文化基本法草案等提供建言。
伍、議題規劃
一、 議題設定：
(一) 以「21 世紀臺灣文化總體營造」為主題，行政院文化會報決議
之文化政策白皮書(草案)為基礎，規劃六大議題主軸，並納入相
關子議題，且擴及文化輿論分析，綜整為 55 項子議題及開放議
題。
(二) 六大議題主軸分述如下:
A、推動文化治理變革與組織再造（文化民主力）。
B、支持藝文創作自由與培植美感素養（文化創造力）。
C、文化保存與扎根、連結土地與人民歷史（文化生命力）
。
D、文化經濟與文創產業生態體系的永續（文化永續力）。
E、文化多樣發展與交流（文化包容力）
。
F、開展文化未來、人文科技與跨界融合（文化超越力）。
各議題項下之子議題如附件 1。
(三) 為廣泛徵詢大眾意見，不僅函詢公部門(包括各部會、各地方政
府)、召開各議題分組諮詢委員會議外，同步公開子議題於本部
建置專屬網站平台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所管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
平台，供大眾討論。相關具體建議及回饋，經蒐整後將配合分區
論壇滾動式修正議題。
二、 議題分組與運作：
(一) 成員：依六大議題分組，成員組成包括本部核定之召集人、副召
集人、主持人、引言人、與談人等，並包括本部業務單位人員及
幕僚人員，除副召集人由本部各業務司司長、局長層級擔任外，
其餘為學者專家。
(二) 任務：
1、召集人應負責各議題分組運作，包括安排分區論壇各場次主
持、引言、與談人、各子題委員分工、資料蒐集，議題論述、
結論討論報告；引言人應撰寫議題總體論述，並於各場次報
告；業務人員應提供業務意見及議題論述資料、參與討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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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論壇協助詢答、負責所管業務記錄；幕僚人員需負責會議
行政事宜、紀錄初步審閱、定期上網蒐整意見等。
2、分區論壇後，召集人應召集委員、業務人員，依各場次所蒐集
之民間意見及網路回饋，密集討論形成結論報告，並綜合彙整
出較具共識之議題，提請諮詢會議確認後，於預備會議、全國
大會討論。
三、 議題背景資料：
(一) 資料範圍及蒐整：
為讓與會民眾都能清楚了解議題背景，並更能掌握目前議題趨
勢，資料範圍可含括調查臺灣目前現況、相關部會政策或國外相
關案例及作法。
(二) 撰寫方式：
因議題討論形成之共識及結論，將歸納成為文化白皮書內容，爰
議題背景資料之撰寫，不僅需配合議題設定，內容編排亦需考量
文化白皮書篇章架構，文字需具可讀性，誘發民眾進一步閱讀，
相關議題背景資料亦提供資料出處，方便民眾查詢。
(三) 提供方式及時機：
1、背景資料可以文字、影音、圖片等多種方式呈現，方便民眾快
速了解議題內涵。
2、自啟動分區論壇起，將議題背景資料由淺入深的方式分次提
供，並同時公開於專屬網頁及相關文化社群網絡。
陸、會議規劃
分為「舉辦論壇」、
「預備會議」及「全國會議」三個階段進行。
一、舉辦論壇：分「分區論壇」
、
「離島論壇」
、
「青年文化論壇」
、
「新住
民文化論壇」
、「主題論壇」等，舉行至少 19 場。
(一) 論壇形式:
1. 分區論壇-於北、中、南、東區共辦理 12 場次，每場次利用全
日時間，分上、下午時段討論兩組議題(含開放議題)及文化
基本法。
2. 離島論壇-於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分別辦理，共 3 場次。
每場次利用全日時間分上、下午時段討論六大議題(含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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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及文化基本法。
3. 青年文化論壇-辦理 1 場次，全日討論六大議題。
4. 新住民文化論壇-辦理 1 場次，暫規劃不設定議題。
5. 主題論壇-就文化科技、文化經貿等專門議題，各辦理 1 場次。
(二) 辦理時間：106 年 3 月至 6 月
(三) 參與對象：本部核定諮詢委員、在地藝文人士、公部門代表、公
民團體(含文史工作者、公協會、兒少團體、新移民及身心障礙
者等)外，另開放民眾網路報名。出席人數將視各場地酌予調整，
平均各場次原則不低於 100 人。
(四) 進行方式：
1. 議題分組討論：各分組至少 1 名主持人、1 名引言人、1 名與
談人，活動流程應包含各議題分組主持人開場說明、引言人報
告議題總體論述、與談人就報告內容提供反饋意見、開放與會
者提問；召集人、引言人、與談人、業務單位代表等參與討論。
2. 討論結果發布：各分區論壇結束後，先就現場會議紀要初步整
理，並請召集人確認，於專屬網站及相關文化社群網絡發布。
另將綜整所有會議結論，復於專屬網站及相關文化社群網絡發
布並蒐集回饋意見，以利後續預備會議及全國大會討論之子議
題內容修正。
二、預備會議
(一) 參與對象：本部核定諮詢委員、公部門代表、公民團體(含文史工
作者、公協會、兒少團體、新移民及身心障礙者等)、文化產業界
代表。
(二) 辦理時間：106 年 8 月 19 日。
(三) 進行方式：原則規劃一天的會議，依六大議題分組會議，各分組
需安排至少 1 名主持人、1 名與談人或引言人，除就正式會議報告
內容進行討論及演練外，由專家協助聚焦議題找出共識，提出 初步
結論。
三、全國會議
(一) 參與對象：本部核定諮詢委員、全國藝文人士、公部門代表、公
民團體(含文史工作者、公協會、兒少團體、新移民及身心障礙者
等)、民意代表外，另開放民眾網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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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時間：106 年 9 月 2-3 日。
(三) 進行方式：
1. 議題分組討論：各分組至少 1 名主持人、2-3 名與談人就分區論
壇、預備會議形成之初步結論逐項討論，討論內容以修訂文字
建議與歸整為共同意見或其他意見為原則。
2. 議題總結會議：依分組順序由各分組報告結論，主持人徵詢與
會人員逐項確認收斂為共同意見或其他意見，產出各議題總結
報告。
3. 專家演講：安排國內外專家學者演講。
4. 網路直播：全程網路直播並開放所有未能實際參與全國會議之
民眾，透過網路平臺即時得知現場進行實況。
柒、活動宣傳
一、專屬網頁建置：即時提供政策論壇最新消息、完整議題資訊、活動
資訊等，方便民眾快速獲取所需訊息，並搭配粉絲專頁，以有效達
成溝通與宣傳的目的。
二、粉絲專頁宣傳：運用粉絲專頁，在系列活動辦理期間，發布議題懶
人包、焦點人物專訪、活動精華影片、活動照片、進行網路活動等
方式，加強與網友互動，引起民眾對議題的關注，進而參與政策論
壇討論。
三、焦點人物採訪：在論壇辦理期間，透過焦點人物(如：專家學者、
參與青年、主持人…等) 專訪，採訪其對議題的看法或參與感想，
並將專訪內容上傳至專屬網頁及粉絲專頁，以加深民眾對議題的認
識及參與程度。
四、活動精華影片剪輯：將實體活動以影音串流方式記錄，並剪輯成 1
分鐘或 3 分鐘不等之精華影片，上傳至專屬網頁及粉絲專頁、主辦
機關網站及 YouTube，擴大宣傳效益。
五、網路活動規劃：在各論壇辦理期間，將視議題討論情形，在粉絲專
頁規劃網路活動或線上調查(如：按讚留言、人氣徵文、簡易式調
查等)，以提升民眾參與意願。
捌、預期效益
一、提供文化界參與文化政策意見交流溝通的平臺。
二、藉由分區論壇開啟與各地方文化社團之連結，期盼延續文化公民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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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參與文化公共事務之能量，規劃辦理定期論壇，深化與地方之連
結，使全民瞭解國家文化政策發展方向，進而認同和參與，促進與
民間、文化機構之夥伴關係。
三、匯集各項會議與會人員之意見與討論，編印會議實錄，供公私部門
規劃文化長期政策參考。
玖、全國文化會議時程表
依分區
類型

北區論壇

中區論壇

南區論壇

東區論壇

離島論壇

場次/時間

地點

備註
議題 B／議題 C

基隆─6/4（日）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第一會議室

新北─5/14（日）

板橋 435 藝文特區枋橋大劇院

議題 A／議題 E
／文化基本法

新竹─5/4（四）

集思竹科會議中心愛因斯坦廳

議題 D／議題 F
／文化基本法

臺中─4/23（日）

中區再生基地

議題 D／議題 F
／文化基本法

南投─4/22（六）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工
藝資訊館國際會議廳

議題 A／議題 E
／文化基本法

雲林─4/29（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議題 B／議題 C
／文化基本法

臺南─4/15（六）

國立臺灣文學館國際會議廳

議題 B／議題 C
／文化基本法

高雄─4/16（日）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際會廳

議題 A／議題 F
／文化基本法

屏東─3/25（六）

屏東菸葉廠 14 號倉庫

議題 E／議題 D
／文化基本法

宜蘭─5/6（六）

蘭陽博物館會議廳

議題 B／議題 C
／文化基本法

花蓮─4/8（六）

a-zone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議題 D／議題 E
B19-2 樓稻住通教室
／文化基本法

臺東─4/9（日）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際 議題 A／議題 F
會議廳
／文化基本法

／文化基本法

澎湖─5/27-28(六
日)

未定

六大議題／文化
基本法

金門─6/24(六)

未定

六大議題／文化
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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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青年論壇
新住民論壇
主題論壇

場次/時間

地點

備註

馬祖─6/9(五)

未定

六大議題／文化
基本法

6/17（六）

空總創新基地展演廳 2 樓（聯 六大議題／文化
合餐廳）
基本法

未定

未定

文化科技─未定

未定

文化科技議題

文化經貿─未定

未定

文化經貿議題

預備會議

8/19（六）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
教會館

全國大會

9/2-3（六日）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
教會館

依時間
時間
106 年 3 月下旬

工作項目
第 1 場次分區論壇(3/25-屏東場)

E 文化包容力／D 文化
永續力／文化基本法

第 2 場次分區論壇(4/8-花蓮場)

D 文化永續力／E 文化
包容力／文化基本法

第 3 場次分區論壇(4/9-臺東場)

A 文化民主力／F 文化
超越力／文化基本法

第 4 場次分區論壇(4/15-臺南場)

B 文化創造力／C 文化
生命力／文化基本法

第 5 場次分區論壇(4/16-高雄場)

A 文化民主力／F 文化
超越力／文化基本法

第 6 場次分區論壇(4/22-南投場)

A 文化民主力／E 文化
包容力／文化基本法

第 7 場次分區論壇(4/23-臺中場)

D 文化永續力／F 文化
超越力／文化基本法

第 8 場次分區論壇(4/29-雲林場)

B 文化創造力／C 文化
生命力／文化基本法

第 9 場次分區論壇(5/4-新竹場)

D 文化永續力／F 文化
超越力／文化基本法

第 10 場次分區論壇(5/6-宜蘭場)

B 文化創造力／C 文化
生命力／文化基本法

第 11 場次分區論壇(5/14-新北市場)

A 文化民主力／E 文化

106 年 4 月上旬

106 年 4 月中旬

106 年 4 月下旬

106 年 5 月上旬

106 年 5 月中旬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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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工作項目

備註
包容力／文化基本法

離島地區分區論壇(5/27、28-澎湖場)

討論六大議題／文化基
本法

第 12 場次分區論壇(6/4-基隆場)

B 文化創造力／C 文化
生命力／文化基本法

離島地區分區論壇(6/9-馬祖場)

討論六大議題／文化基
本法

106 年 6 月中旬

青年論壇(6/17-空總)

討論六大議題／文化基
本法

106 年 6 月下旬

離島地區分區論壇(6/24-金門場)

討論六大議題／文化基
本法

106 年 7 月中旬

1. 彙整所有分區論壇暨網路意見
2. 各分組提出綜合結論，提請諮詢委員
會議確認

106 月 8 月上旬

籌備預備會議

106 年 8 月中旬

預備會議(8/19)

106 年 8 月下旬

1. 籌備全國大會
2. 確認全國大會議題

106 年 9 月上旬

全國會議(9/2-3)

106 年 5 月下旬

106 年 6 月上旬

106 年 10 月下旬 彙集完成會議實錄
106 年 11 月

將具高度共識之政策方針納入文化政策
白皮書

106 年 12 月上旬 完成制訂文化政策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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