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104 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一、推展民族教育
（一）原住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
（二）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三）原住民族家庭及社會教育推廣活動。
（四）原住民族運動會暨單項體育競賽。
（五）原住民族服務中心之營運及管理。
（六）各級學校辦理原住民族文化與教育活動補助。
二、深耕民族文化
（一）辦理傳統歲時祭儀暨文化藝術系列活動。
（二）培育多元族群文化祭儀及影視人才。
（三）原住民族振興計畫。
（四）召開原住民族事務發展會議。
三、活化民族語言
（一）原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
（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委員會議。
（三）原住民族語言巢計畫。
四、改善居住環境
（一）補助原住民購置修建自有住宅計畫。
（二）辦理原住民集合式住宅維護管理計畫。
（三）推動河濱部落安遷計畫。
五、保障工作權益
（一）推動原住民族就業促進委員會。
（二）辦理原住民職業訓練專班。
（三）獎勵原住民考取技術士證照計畫。
（四）原住民就業輔導計畫。
六、健全衛生福利
（一）辦理原住民消費者保護及法治教育宣導計畫。
（二）辦理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及部落與都會老人日間關懷站。
（三）推動原住民婦女、兒童、青少年等權益。
（四）推廣原住民參與志願服務。
（五）原住民族衛生保健服務、原住民意外死亡慰助暨急難救助計畫。
（六）原住民族社團幹部研習暨溝通平台計畫
（七）原住民族立案團體績效考評獎勵。
七、厚植優勢產業
（一）原創音樂發展計畫－原 Band 大賞全國原住民樂團創作大賽。
（二）原住民族產業發展計畫。
（三）原住民族產業行銷推廣及創意經濟計畫。
（四）原住民族文創產業創新育成工作坊輔導計畫。
（五）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營運管理。
（六）原住民族表演藝術產業輔導計畫。
八、強化企業體質
（一）原住民企業經營培力計畫。
（二）原住民事業輔導工作計畫。
（三）補助原住民勞動合作社營運發展計畫。

新北市政府104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1

2

計畫名稱

可達成效益之衡量指標及
預期成果(量化說明)

一、計畫內容：
(一)為解決都市原住民文化展演及生活需求，提供其在都市永續發展之機
會，協助都市原住民採用參與式設計營造家屋及文化展演空間。本府規劃
興建兼具原住民文化、生活習俗、建築風貌、農耕園區、藝術展演、及民
族商場之多功能複合園區，亦配合政府社會住宅安居政策，採政府興建模
式。
(二)建築工程包含7000平方公尺的文化生活園區及相關設施、以及1000坪
的家屋建築面積、以及一棟室內面積250平方公尺的部落聚會所。
二、計畫期程(起訖年月)：101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說明：
（一）101年度－計劃規劃設計階段：根據先前規劃成果，進行溪洲未來
家屋興建規劃設計工作
（二）102年度至103年度－計劃執行階段：依規劃工作項目，執行家屋興
建工程項目。
①委由城鄉局代為發包執行第一期基礎設施工程，包含主要公共管線與
道路設施。
②第二期為家屋興建工程，主要包含各家屋建築物本體與部落聚會所。
③第三期為戶外景觀與住戶自行創意施作工程，包含阿美族建築特色裝
飾與庭院景觀
（三）104年度-細部設計監造；公共設施及家屋。
(四)105年度－計劃驗收輔導進住與維護經營管理階段：輔導居民進住並
與溪洲阿美族文化永續暨社區發展協會進行維護管理。

一、形成旅遊景點：溪洲阿美生活文化園
區基地正位於碧潭風景區西側及河濱單車
道上，具備文化觀光遊憩的潛質，落成完
工後，將成為重要的新北市單車道節點及
進而成為本市文化觀光旅遊景點。
二、文化傳承及分享：溪洲部落現已為旅
北原住民重要的文化復興基地，每逢節慶
都吸引許多原住民前來，文化園區的落成
將可提供都市原住民一個雖處都市卻類似
原鄉的部落空間，將可繼續繁衍及共享文
化，且贏得都市原住民的及社會有志原住
民文化工作者的廣大支持。

協助新店溪河岸溪洲部落遷移，共可扶助
34戶阿美族家戶將近200人搬遷到合法安全
的社會住宅基地，創造34棟都市原住民社
會住宅。
104年預計成果如下：
一、完成34棟1-2層樓原住民社會住宅工程
二、完成電力供應管線、自來水供應管
線、衛生工程污水處理排放管線、消防防
災相關設施、瓦斯管線、電信通訊與網路
管線。
三、完成區內道路、兒少福公園綠地、停
車場、公共廁所等公共工程
四、聚會所、入口意象、文化廣場等文化
設施工程

58,000

37,600

新店區

一、計畫內容：強化社區原住民老人照顧服務與支持系統，保障原住民老
人獲得適切的服務及生活照顧。
二、工作項內容：
(一）關懷訪視：志工定期至服務區域之老人家中進行訪視，關心老人的
生活近況。
（二）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志工定期打電話給老人家了解其生活
情形，必要時提供福利訊息活轉介等服務。
（三）健康促進活動：定期辦理健康促進活動，以改善其健康狀況，並透
過參加活動，使老人的生活豐富。
（四）心靈、文化與教育等促進老人身、心、靈健康之成長課程。
(五)服務時間：每週至少開放3日，開放時間原則自每日上午8時至下午4
時。
三、計畫期程(起訖年月)：104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

一、強化社區原住民老人照顧服務與支持
系統，保障原住民老人獲得適切的服務及
生活照顧。
二、推展健康促進活動，維持原住民老人
之健康生理機能。
三、鼓勵原住民老人參與社區休閒活動，
以增進人際互動與社會參與，提昇原住民
老人生活滿意度及自我的肯定。
四、運用社政、衛政、當地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教
會團體等相關資源，協助社區獲取「經濟
安全」、「健康醫療」、「居家照顧」、
「社區照顧」等層面之福利資源，以建立
預防性及連續性之照顧服務體系。

一、103年度於都會區已完成設置老人日間
關懷站9站，預計104年完成設置11站都會
區原住民老人日間關懷站。
二、提供至少300名老人連續性、多樣性服
務，落實社區老人關懷照顧服務。
三、辦理400場次心靈與文化、健康促進活
動，提升生活品質。
四、發展社區長期照顧網絡，提供原住民
30個在地就業機會。

7,400

7,400

全市

計畫屬性

計畫總論

□市長政見
□旗艦計畫
□專案計畫
(市長指示
(承諾)、中
央重大政
策、議會決
議案)
■其他(府管
工程)

□福利
■建設
□活動
□計畫

■市長政見
□旗艦計畫
□專案計畫
(市長指示
(承諾)、中
央重大政
策、議會決
議案)
□其他(__)

□福利
□建設
□活動
■計畫

溪洲阿美
族文化園
區計畫

新北市都
會區原住
民老人日
間關懷站
補助設置
計畫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質化說明)

計畫來源

計畫總經費 104年計畫
(千元)
經費(千元)

執行地點

新北市政府104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3

4

5

計畫屬性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質化說明)

可達成效益之衡量指標及
預期成果(量化說明)

■市長政見
□旗艦計畫
□專案計畫
(市長指示
(承諾)、中
央重大政
新北市原 策、議會決
住民族家 議案)
庭服務中 □其他(_)
心

□福利
□建設
□活動
■計畫

一、計畫內容：為提供本市原住民多元之服務，以連結本市社褔團體、教
會及原住民族社團等資源網絡，建立服務據點。
二、工作內容：
(一)建立服務地區人文與甩目標人口群統計資料。
(二)諮詢服務。
(三)個案管理與轉介服務。
(四)社會褔利及權益宣導。
(五)教育講座。
(六)社會團體工作。
(七)志願服務。
(八)建立資源網絡。
三、計畫期程(起訖年月)：104年1月至民國104年12月31日。

一、藉結合民間資源有效建立原住民婦女
保護個案及一般原住民家庭服務窗口，迅
速提供保護及服務工作，建構原住民資源
網絡，暢通社會福利服務資訊，減少原住
民婦女及家庭問題發生。
二、運用宣導、成長團體、研討、座談方
式關心原住民家庭和原住民婦女外有關文
化、福利、教育、就業、經濟、人身安
全、健康等事務。
三、提供更多元福利服務層面，滿足偏遠
地區的福利需求，建構原住民社會工作方
法。

一、每月更新服務地區人文與目標人口群
統計資料。
二、諮詢服務至少360人次。
三、個案管理與轉介服務至少60至80個案
量。
四、社會褔利及權益宣導至少辦理12場
次。
五、教育講座至少辦理10場次。
六、社會團體工作至少辦理2個社會團體工
作。
七、志願服務至少辦理3場次志工訓練或分
享會議。
八、建立資源網絡會議或活動至少4場次。

1,854

1,854

全市

□市長政見
□旗艦計畫
□專案計畫
新北市原 (市長指示
住民族產 (承諾)、中
業發展計 央重大政
策、議會決
畫
議案)
■其他(_)

□福利
□建設
□活動
■計畫

一、計畫內容:
(一)原住民產業精進—發展本市原住民特色農業，推動農業及餐飲業之異
業結盟、診斷輔導及導入創意改善原民特色餐飲店家、辦理經營培訓、產
業創意及農耕技術等課程，優化本市原住民業者經營條件。
(二)原住民地區觀光行銷—原住民地區(烏來)遴選配合遊程店家、活動開
跑記者會、套裝旅遊行程、培力在地導覽人員以及配合辦理多元廣宣
(如：推動媒體廣告宣傳、文宣設計製作、專屬網站設置等)。
二、計畫期程(起訖年月):104年1月1日至104年10月31日。

藉由完整功能組成的專業輔導團隊，提升
原住民業者市場競爭優勢，逐步強化原住
民店家的經營體質，並透過媒體廣宣的運
用，系統性的行銷本市原住民業者，協助
創造商機，並透過遊程推廣，有效提升烏
來在地產業的發展。

1.推動烏來區套裝行程，預計參與目標人
次約3,000人次。
2.辦理專業經營培訓課程至少4場次。
3.藉由專業團隊輔導原住民事業至少10
家。
4.辦理行銷推廣活動至少2場次。
5.辦理文創產業輔導課程至少20小時。
6.輔導文創業者10家。

7,800

7,800

全市

□市長政見
□旗艦計畫
□專案計畫
(市長指示
(承諾)、中
央重大政
新北市原 策、議會決
住民族藝 議案)
文團隊扶 ■其他(_)
植

□福利
□建設
■活動
□計畫

一、 計畫內容：
(一)第五屆原Band大賞-全國原住民樂團創作大賽：藉音樂競賽選拔活動
，鼓勵原住民展現自我，提供原住民樂團儘情揮灑與展演的舞台;同時激
發更多年輕人使用族語，創作展新的音樂風格，繼而產生更廣的文化效益
，形塑本市成為全國原住民音樂文創發展的領頭羊，強化本市文化創意產
業形象新魅力。
(二)原住民族表演藝術產業輔導計畫：輔以表演力課程如舞台知識、肢體
表達、聲音表演等專業訓練，並由專業團隊（或專業經理人）從旁扶植，
提升本市原住民表演藝術產業軟實力，進而提供表演團體之表演舞台，以
推廣本市優良原住民表演藝術產業。
(三)新北市原住民族詩歌交響樂：大型原住民族詩歌音樂演出及透過行銷
宣傳，讓市民對於原住民文化更熟悉，使原住民族文化得以永續發展。
二、計畫期程(起訖年月)：104年1月1日至104年10月31日。

一、藉音樂競賽選拔活動，鼓勵原住民展
現自我，提供原住民優質樂團一個揮灑熱
情與展現的平台，形塑本市成為全國原住
民文創發展的領頭羊，強化本市文化創意
產業形象新魅力。
二、辦理舞台表演等訓練課程，培育全方
位表演藝術產業種子人才,提供本市具有表
演藝術天分和興趣的原住民朋友一個舞台
，

一、評選10組優質樂團。
二、辦理1場演唱會活動。
三、創造至少20場表演機會。
四、規劃表演場次計60場。
五、預計參與人次5200人。

8,100

8,100

全市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經費 104年計畫
(千元)
經費(千元)

執行地點

新北市政府104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6

8

9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質化說明)

可達成效益之衡量指標及
預期成果(量化說明)

計畫總經費 104年計畫
(千元)
經費(千元)

計畫屬性

計畫總論

執行地點

□市長政見
□旗艦計畫
□專案計畫
(市長指示
新北市原 (承諾)、中
住民族歲 央重大政
時祭儀系 策、議會決
議案)
列活動
■其他(重大
活動)

□福利
□建設
■活動
□計畫

一、 計畫內容：
藉由辦理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活動，凝聚本市原住民族人文化認同感及尊榮
感，並透過活動內容讓非原住民之民眾對於原住民族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
識與體會，以順利推廣與落實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政策。
二、辦理方式：辦理各族群文化講座、展覽、音樂會、親子體驗等活動方
式推廣並深耕原住民族文化。
三、計畫期程(起訖年月)：104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

一、藉由辦理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活動，凝
聚本市原住民族人文化認同感及尊榮感，
並透過活動內容讓非原住民之民眾對於原
住民族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體會，以
順利推廣與落實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
政策。
預計參與人次達1萬人次。
二、結合表演藝術產業及文化創意，成功
將原住民族文化推向經濟市場。

3,000

3,000

全市

□市長政見
□旗艦計畫
□專案計畫
(市長指示
(承諾)、中
原住民族
央重大政
語言振興
策、議會決
計畫
議案)
■其他

□福利
□建設
□活動
■計畫

一、 計畫內容：為落實族語學習家庭化、部落化及社區化，強化原住民
族語（以下簡稱族語）保存與發展之推動力度與深度，有效提升語言傳承
活力。
二、辦理方式：
(一)辦理族語學習家庭、原住民教會族語扎根、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等活
動，藉以驗證各項族語學習計畫之推展成效。
(二)辦理原住民族魔法學院：結合本市具有原住民族特色及各項資源，學
校共同規劃族語體驗活動內容之課程，營造學習原住民族文化特色之學習
環境。
三、計畫期程(起訖年月)：104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

結合各級機關、原鄉部落(社區)及民間團
體，共同推動各項族語振興措施，建構更
多元的族語學習管道，營造族語學習與生
活環境，全面帶動原住民族社會「聽、
說、讀、寫」族語的風氣。

104年預計成果如下：一、族語學習家庭30
戶。
二、原住民教會族語扎根，計8間教會參
與。
三、沉浸式族語學習體驗活動參與人數520
人。
四、族語魔法學院，預計參與人次達500人
次。

5,436

5,436

全市

□市長政見
□旗艦計畫
□專案計畫
(市長指示
(承諾)、中
新北市原 央重大政
住民族部 策、議會決
議案)
落大學
■其他(重大
活動)

□福利
□建設
□活動
■計畫

一、計畫內容：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已逾10年，本市部
落大學自95年開辦以來，係提供本市原住民族之學習機會，亦開辦各類產
業課程，提升原住民之就業競爭力，並且創造本市原住民傳統文化與都會
區文化之新價值，達到原住民族文化傳承之目的。希望創造終身學習平台
，提高原住民族生活品質，培養正當之休閒娛樂，發揮原住民族潛能，培
養人才及鼓勵參與社區活動、公共事務及落實原住民權益，提昇自信心與
自我認同。
二、辦理方式：培養原住民族在文化、產業及傳統知識之人才建置網路知
識及經驗分享平台，行銷原住民人才及文化，建構終身學習平台，提昇原
住民就業競爭力。
三、計畫期程(起訖年月)：104年1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

一、藉由部落大學課程，培育本市原住民 一、於本市各區開設7大學程，至少30班（
族於文化、產業及傳統知識之人才。
上、下學期至少60班）
二、建置網路及經驗分享平台，行銷原住 二、預計參與學員計1,200人次。
民族傳統與現代文化特殊性。
三、建構原住民族終身學習平台，提昇族
群就業競爭力。
四、透過文化傳承與學習，重拾原住民對
於自身文化之自信心，彰顯部落主體性，
以達肯定及認同自我價值。

5,100

5,100

全市

新北市政府104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三峽原住
新增 民族文化
園區計畫

計畫來源

計畫屬性

計畫總論

□市長政見
□旗艦計畫
□專案計畫
(市長指示
(承諾)、中
央重大政
策、議會決
議案)
■其他(府管
工程)

□福利
■建設
□活動
□計畫

一、計畫內容：
協助河濱原住民部落重建，共可扶助42戶原住民家戶將近210人搬遷到合
法安全的社會住宅基地，創造42棟「原住民族文化語彙家屋」由民間興辦
於都會地區維持原鄉之文化傳統，藉由未來將興建之聚會所、社區教室、
及文化產業設施，此園區將可邀請更多其他族群之民眾共同學習與分享原
民文化「原住民族文化語彙家屋」建築社會住宅。建築工程包含3.5公頃
的文化生活園區及相關設施、以及0.7公頃的家屋建築面積及活動中心
等。
二、計畫期程(起訖年月)：
100年1月1日-104年12月31日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說明：
（一）100-102年度－計劃規劃設計階段：進行園區初步規劃、細部規劃
設計工作。
（二）103年度－計劃執行階段：依規劃工作項目，執行園區基礎工程及
家屋建築興建工程項目，委由城鄉局代為發包執行第一期基礎設施工程，
包含主要公共管線與道路設施。
（三）104年度－1.第二期為農耕園區、停車場及家屋基礎工程。2.第三
期為公共建築含戶外景觀與住戶自行創意施作工程，包含建築特色裝飾與
庭院景觀。
（四）105年度-計
劃驗收輔導進住與維護經營管理階段：輔導居民進駐文化園區永續發展暨
部落公益社團法人協會進行維護管理。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質化說明)

可達成效益之衡量指標及
預期成果(量化說明)

1.將成為全國照顧都市原住民居住權之示 1.安置42戶家戶，受益人數210人。 2.完
範案例，具有指標作用。未來此處將由民 工後每年預計有2,000以上人次進行文化交
間興辦社會住宅基地，興建42棟「原民文 流。
化語彙家屋」以群聚方式建構傳承部落文
化語彙、教育學習、文化祭儀活動之家屋
型制 ，以生態工法為基礎興建之永續生態
示範社區，在都會地區仍能維持原鄉之文
化傳統，使原民文化得以傳承與發揚。
2.此園區將可邀請更多其他族群之民眾共
同學習與分享原民文化，成為新北市境內
一處兼具傳承發揚原住民族文化與照顧原
民居住福利之園區。

計畫總經費 104年計畫
(千元)
經費(千元)
54,600

38,800

執行地點
三峽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