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北市政府原住民族行政局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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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生課後扶植計畫。
（六）原住民族服務中心之營運及管理。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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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原住民族振興計畫。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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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語言發展委員會。
（二）族語魔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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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立案社團資訊服務平台計畫、原住民族社團幹部研習暨溝通平台計畫、原住民族立案
團體幹部工作補助津貼。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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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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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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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計畫總論

(質化說明)

103 年
計畫經費

執行地點

(千元)

1

興建原住民 □市長政見
一、計畫內容：
族文化會館 □旗艦計畫
為推廣原住民族藝術文化展演、整合培
及園區
訓、技術研習等活動，並由資訊科技輔
■專案計畫(市
長指示(承
助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以下簡稱原
諾)、中央重
創產業)特性，如完善的劇場、策展空
大政策、議會
間與文創商品設計及製作，打造原創產
決議案)
業的創價流程，以高附加價值產品與服
□其他(___)
務為目標。
二、計畫期程(起訖年月)：
100 年 10 月 1 日-104 年 12 月 30 日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說明：
(一)101-102 年度：辦理可行性分析研究
後，確認基地區位或本市轄內合適作為
本市原住民族會館的閒置建物，並接續
辦理該區位土地查估、土地補償金預估
作業或閒置建物改建等評估。
(二)102-103 年度：依本案會議決議辦理可
行性評估結案驗收，並將積極爭取中央
單位之參與以及相關計畫的補助，以期
共同促成園區之開發。

結合地方特色及資源，建構原住
民族文化產業，經濟觀光發展等
特色之文化園區，作為新北市具
有國際規模之原住民特色文化
會館及園區。

0 三峽區

2

三峽原住民 □市長政見
一、計畫內容：
將成為全國照顧都市原住民居
族文化園區 □旗艦計畫
協助河濱原住民部落重建，共可扶助 42 住權之示範案例，具有指標作
案
□專案計畫(市
戶原住民家戶將近 210 人搬遷到合法安 用。未來此處將由民間興辦社會
長指示(承
全的社會住宅基地，創造 42 棟「原住 住宅基地，興建 42 棟「原民文
諾)、中央重
民族文化語彙家屋」由民間興辦於都會 化語彙家屋」以群聚方式建構傳
大政策、議會
地區維持原鄉之文化傳統，藉由未來將 承部落文化語彙、教育學習、文
決議案)
興建之聚會所、社區教室、及文化產業 化祭儀活動之家屋型制 ，以生
■其他(府管工
設施，此園區將可邀請更多其他族群之 態工法為基礎興建之永續生態
程)
民眾共同學習與分享原民文化「原住民 示範社區，在都會地區仍能維持
族文化語彙家屋」建築社會住宅。建築 原鄉之文化傳統，使原民文化得
工程包含 3.5 公頃的文化生活園區及相 以傳承與發揚。甚至更進一步，
關設施、以及 0.7 公頃的家屋建築面積 藉由未來將興建之聚會所、社區
及活動中心等。
教室、及文化產業設施，此園區
二、計畫期程(起訖年月)：
將可邀請更多其他族群之民眾
100 年 1 月 1 日-103 年 12 月 30 日
共同學習與分享原民文化，成為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說明：
新北市境內一處兼具傳承發揚
(一)100-101 年度：計劃規劃設計階段：進 原住民族文化與照顧原民居住
行園區初步規劃、細部規劃設計工作。 福利之園區。
(二)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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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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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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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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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三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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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計畫內容：
溪州阿美族 □市長政見
(一)為解決都市原住民文化展演及生活需
文化園區計 □旗艦計畫
求，提供其在都市永續發展之機會，協
□專案計畫(市
畫
助都市原住民採用參與式設計營造家
長指示(承
諾)、中央重
屋及文化展演空間。本府規劃興建兼具
大政策、議會
原住民文化、生活習俗、建築風貌、農
決議案)
耕園區、藝術展演、及民族商場之多功
■其他(府管工
能複合園區，亦配合政府社會住宅安居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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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103 年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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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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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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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03 年細部設計監造；公共設施及家屋

新店碧潭地區現已為大台北都
會區重要熱門旅遊景點，每逢假
日吸引許多人潮，而淡水河流域
腳踏車道也已串聯成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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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具備文化觀光遊憩的潛
質，若落成完工後，待相關軟硬
體設施完備，將可成為重要的新
北市單車道節點及文化觀光旅
遊熱點。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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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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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一、計畫內容：
新北市都會 ■市長政見
(一)服務對象：其優先順序如下：
區原住民老 □旗艦計畫
人日間關懷 □專案計畫(市
1.五十五歲以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長指示(承
站補助設置
戶、獨居原住民老人。
計畫
諾)、中央重
2.年滿五十歲以上輕度失能原住民。
3.五十五歲以上原住民老人。
大政策、議會
(二)服務人數：至少服務 30 位以上之原住
決議案)
□其他(__)
民老人。
(三)關懷站人力配置：
申請單位應聘用下列服務人員：
1.督導員 1 人。
2.照顧服務員 2-3 人。
3.志工數人。
4.其他人員，如會計人員等。
(四)服務項目：
每一關懷站應提供下列服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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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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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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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計畫總論

(質化說明)

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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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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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心靈、文化與教育等促進老人身、
心、靈健康之成長課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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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畫期程：自民國 103 年 1 月至民國
103 年 12 月止
5

計畫經費

執行地點

(千元)

顧服務體系。

新北市原住 ■市長政見
一、計畫內容：
一、藉結合民間資源有效建立原
民族家庭暨 □旗艦計畫
為提供本市原住民更完善多元之服
住民婦女保護個案及一般
婦女服務中 □專案計畫(市
務，連結本市社褔團體、教會及原住民
原住民家庭服務窗口，迅速
心
長指示(承
族社團等資源網絡，建立服務據點，將
提供保護及服務工作，建構
諾)、中央重
中心服務資訊傳達出去，因本市幅員遼
原住民資源網絡，暢通社會
大政策、議會
闊，專業社工人力僅有 2 位服務人力顯
福利服務資訊，減少原住民
決議案)
不足，本局訂定本計畫再增設 2 處「原
婦女及家庭問題發生。
□其他(_)
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期望藉 二、運用宣導、成長團體、研討、
由家婦中心之專業性與功能服務提供
座談方式關心原住民家庭
原住民婦女及家庭之諮詢服務、個案訪
和原住民婦女外有關文
視、家庭遭遇(意外、災害、暴力、經
化、福利、教育、就業、經
濟)生活危機之關懷輔導之服務窗口，
濟、人身安全、健康等事
以減少社會問題再發生。
務。
(一)預計服務地區：計 2 處
三、提供更多元福利服務層面，
1.板橋區域：三重區、新莊區、蘆洲區、
滿足偏遠地區的福利需
五股區、板橋區、樹林區、永 和區、
求，建構原住民社會工作方
中和區、土城區、鶯歌區、三峽區、
法。
新店區、烏來區、泰山區、林口區。
2.汐止區服務中心：汐止區、深坑區、
三芝區、石門區、金山區、萬里區、
瑞芳區、雙溪區、貢寮區、坪林區、
石碇區、平溪區、淡水區、八里區。
(二)設置地點：新北市樹林區原住民多功能
活動中心，新北市汐止區山光社區活動
中心
(三)工作內容：
1.建立服務及輔導人口群統計資料：
(造冊並每季更新一次)。
2.個案管理與轉介：設置諮詢專線服
務、婦女保護個案訪視與轉介安置、
高關懷家庭追蹤輔導共計 80 個案。
3.專案服務：
(1)加強辦理原住民家庭及婦女人身安
全、健康、就業、福利、法律等權
益講座或宣導共計 10 場。
(2)積極推動原住民婦女成長團體 2 場
(3)推展婦女保護與權益宣導教育 4 場
(4)建立資源網絡：連結正式及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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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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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說明)

103 年
計畫經費

執行地點

(千元)

相關組織、單位、人士並造冊，並
參加地方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聯會報。
二、計畫期程：自民國 103 年 1 月至民國 103
年 12 月止
6

設置新北市 □市長政見
一、計畫內容：
原住民族文 □旗艦計畫
為使新北市泰山區之原住民族同胞，有
化活動中心 ■專案計畫(市
一課程研習、文化展演、教育訓練與休
長指示(承
閒活動之展演場所，茲將泰山區辭修路
9 號建物修建後，提供本市泰山區族人
諾)、中央重
及市民使用，並作為舉辦各項原住民族
大政策、議會
之活動。
決議案)
二、計畫期程(起訖年月)：102 年 1 月 1 日
□其他(_)
-103 年 12 月 31 日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說明：
(一)102 年度：7 月底前完成第一期工程，
第二期工程預計 5 月底提送第二期工程
預算書，將另案籌措財源支應，預計需
求為 300 萬元整。
(二)103 年度：預計 1 月完成設備及設施維
修工程。

7

第 四 屆 原 □市長政見
一、計畫內容：
藉音樂競賽選拔活動，鼓勵原住
BAND 大賞- □旗艦計畫
藉音樂競賽選拔活動，鼓勵原住民展現 民展現自我，提供原住民優質樂
全國原住民 □專案計畫(市
自我，提供原住民樂團儘情揮灑與展演 團 一 個 揮 灑 熱 情 與 展 現 的 平
樂團創作大
長指示(承
的舞台;同時激發更多年輕人使用族 台，形塑本市成為全國原住民音
賽
諾)、中央重
語，創作展新的音樂風格，繼而產生更 樂文創發展的領頭羊，強化本市
大政策、議會
廣的文化效益，形塑本市成為全國原住 文化創意產業形象新魅力。
決議案)
民音樂文創發展的領頭羊，強化本市文
■其他(_)
化創意產業形象新魅力。
(一)初賽：
1.辦理時間：預訂 103 年 4 月中旬辦理。
2.活動內容：遴聘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委
員小組負責評審工作，嚴選 10 組樂
團進入決賽。
(二)決賽：
1.辦理時間：預訂 103 年 5 月底辦理。
2.活動內容：遴聘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委
員小組負責評審工作，第 1 名獎金
30 萬、第 2 名獎金 15 萬、第 3 名獎
金 10 萬元。
二、計畫期程(起訖年月)：103 年 1 月 1 日
-103 年 12 月 31 日

5,000

全市

8

新北市原住 □市長政見
一、計畫內容:
民族產業發 □旗艦計畫
(一)原住民產業精進—推動本市原住民業
□專案計畫(市
展計畫
者異業結盟、原住民店家診斷輔導、經
長指示(承
理人培訓、產業創意及農耕技術等課
諾)、中央重
程，優化本市原住民業者經營條件。
大政策、議會 (二)原住民地區觀光行銷—原住民地區遴
決議案)
選配合遊程店家、活動開跑記者會、套
■其他(_)
裝旅遊行程、推行自由行優惠券、辦理
展銷活動、製作飛

8,500

全市

287

為結合地方特色及原住民之文
化發展傳承及保存，提供本市原
住民一個集合及舉辦各項文化
活動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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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泰山區

新北市政府原住民族行政局 103 年度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計畫總論

(質化說明)

鼠趴趴照護照、彩繪飛鼠巴士。
(三)多元廣宣—推動媒體廣告宣傳計畫、文
宣設計製作、專屬網站設置及維護。
二、計劃期程:103 年 1 月 1 日-103 年 12 月
31 日

288

103 年
計畫經費
(千元)

執行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