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109年度施政計畫
施政目標與重點
依據臺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規定，本會掌理原住民及客家事務等事項；並依據臺南市
西拉雅原住民事務推動會設置要點規定，負責該推動會秘書業務。本會秉持「扎根西拉雅在
地特色，促進族群多元與尊重發展」的施政理念，致力於原住民、客家及西拉雅語言及文化
的推廣與傳承；扶助原住民生活、教育、就業等基本權利；透過專業團隊輔導西拉雅聚落發
展；推動族群主流化政策，凸顯各族群主體性，建構多元差異文化發展環境，達到「多元族
群文化豐富大臺南」的目標。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建構民族知識與族語教育：（業務成果面向）
（一）落實部大原住民族教育，扶植與培育在地部大師資人才，建構在地知識體系，每年開
設 25 門課程，50 學分，年度逾 2,500 人次上課。
（二）扎根族語振興教育推廣，結合本市原住民族語推廣人員及族語師資，辦理族語聚會所、
族語學習家庭及族語傳習班，提升都市原住民年輕世代使用族語之機會與能力，增進
族語保存與傳承，預計開辦 14 班。
二、協助輔導族人就業，鼓勵「宜居．移居」臺南：（業務成果面向）
（一）輔導族人參加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100人次，推介就業逾100人次，落實族人就業。
（二）對於族人開創經濟事業之需求，輔導族人辦理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青年創業貸款、
微型經濟貸款。
（三）改善族人居住環境，輔導族人辦理建購、修繕自有住宅補助預計10戶。
（四）辦理3-4歲原住民幼兒就讀幼兒園幼托補助作業，預計200人。
（五）鼓勵原住民學童學習，核發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預計300人受惠。
（六）辦理原住民急難救助，並結合政府及民間力量提供更完善的生活救助，協助 50 戶族人
申請。
三、建立客家語言存續機制、營造優質客語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一）辦理幼兒園推廣客家語言文化教學，扎根語言學習環境，補助 10 所幼兒園推廣客家語
言文化，預計 600 位幼兒學習。
（二）建構、發展本市客家幼兒多元語言文化教學推廣模式，作為幼兒園教學或延伸的基礎
，舉辦客家語言與文化等師資相關研習課程1梯次計100人參與。
（三）建構客語推廣環境，於臺南市客家文化會館與南瀛客家文化會館辦理客家語言研習、
客家文化研習、客家藝文動靜態活動、招募客家文化志工服務、客家文化導覽人才及
營造客語使用生活化情境。預計開辦 10 班，招收 150 位學員。
（四）以「築巢」概念，於臺南市客家文化會館與南瀛客家文化會館做為推廣基地，舉辦客
家學堂、夏令營、歌唱比賽及兒童劇等活動。傳習語言文化，營造客語使用生活化情
境，提供客家文化及語言資源網絡，傳揚客家語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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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期開辦各級「客語認證研習課程」，輔導市民參與各級客語認證。預估開辦客語認
證研習課程10班，輔導150人通過客語初級、中級及中高級檢定。
（六）推動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臨櫃服務，提供客語便民服務品質及客家文化推廣，計 100 位
客語服務人員及志工投入服務行列。
四、振興推廣客家傳統文化，形塑優質客家生活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一）推廣臺南客家在地特色文化，積極辦理各項客家文化活動，預計辦理動、靜態藝文活
動約 15 場，計參與民眾人數 8,000 人次。
（二）強化臺南客家學堂，在地人文知識課程論述，吸引年輕學生世代瞭解客家文化，啟發
客家文化新思維，創新客家文化價值，達到建構客家知識體系之目的，預計開設45項
課程講座，1,125人次參加。
（三）培訓6所學校傳習客家傳統技藝，結合傳統創新元素，推陳出新永續發展，傳揚客家傳
統文化，讓客家傳統技藝在臺南與時俱進。
（四）辦理客家好樂研習，合於傳統樂器及客家舞蹈，推廣客家傳統音樂及技藝，預計開設
5 班，計 200 人次參與。
五、建全西拉雅民族總體發展：（業務成果面向）
（一）蒐集本市西拉雅族親對民族發展之意見，與《原住民身分法》修法進度。
（二）以KUVA為傳統聚落精神之核心，組織專業輔導團隊，提供本市西拉雅聚落行政事務之
諮詢與輔導，活化聚落發展運作，育成創新聚落培力，預計輔導重點部落3個，辦理培
力課程20小時。
（三）維護及傳承西拉雅族傳統文化，依據「臺南市西拉雅族文化資產第一期先期調查研究
與保存可行性評估計畫」成果，向中央爭取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相關計畫經費補助，建
構西拉雅基礎資料。
（四）為培育優秀人才，鼓勵西拉雅原住民學生奮發進取並增進其族群認同，核發西拉雅原
住民學生獎助學金，預計 180 人受惠。
六、強化西拉雅語言發展：（業務成果面向）
（一）與教育局合作將西拉雅語納入本土語言選修課程，落實於西拉雅聚落23所學校（包含
國中、國小、幼兒園、合唱團），扎根族語教育。
（二）規劃辦理西拉雅語學習成果發表，提供觀摩機會，增進族親學習族語之興趣與使用機
會，以提升學習效果。
（三）爭取原住民族委員會「平埔族群語言復振計畫」經費補助，協助本市西拉雅民間社團、
聚落組織自發性地開辦族語教學課程，增進族語日常生活使用，由淺入深漸進式地讓
族語生活化。
七、形塑西拉雅獨有特色：（業務成果面向）
（一）辦理西拉雅文化節，透過正名、語言、文化等主題展覽或講座，推廣西拉雅語言、文
化及聚落人文、音樂藝文等；預估本市參與人數達1,200人次。
（二）建置北頭洋飛番文化園區，再現北頭洋西拉雅聚落獨特生態風貌，整體永續發展、文
化推廣與保存。
八、促進多元族群文化發展：（業務成果面向）
（一）推展本市族群主流化政策，辦理臺南市族群主流化政策推動會議 2 場次，促請本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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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制定各項政策時，應具有族群敏感度並考量各族群之主體性，建構各族群永續發
展環境。
（二）辦理族群主流化教育研習推廣，增進本市公務同仁了解族群主流化概念、培養族群敏
感度與認識文化差異，辦理「族群意識培力工作坊」3 場次，預計 200 人參訓。
九、活化場館提升使用效益：（業務成果面向）
（一）依據原住民會館之特性，規劃辦理 3 場特展，結合音樂會、說故事及手作體驗等動態
活動，強化會館功能，豐富展示內涵，營造多元文化藝術環境，預估吸引 10,000 人次
入館。
（二）為提升客家文化會館功能，規劃客家文化巡迴展及精緻客家藝文演出，並開辦多元研
習體驗課程，結合文化藝術及創意（特色）產業等軟體，作為驚艷臺南客家之平臺，
預估辦理 30 項多元課程活動，吸引逾 20,000 人次入館。透過館區導覽、客家文化體驗
課程，提供學童多元文化學習，增進客家文物館使用效能，預計入館學校及團體數 20
校（團）。
（三）以西拉雅文化會館作為平臺，推動平埔正名行銷及相關作業，不定期辦理正名及文化
展覽、多元研習課程與藝文講座等相關活動，並提供各機關團體或民眾社團辦理西拉
雅相關講座、會議與文化活動，提升能見度及活化營運功能。
十、籌建原住民創意中心：（業務成果面向）
為建構南臺灣原住民特色商品行銷通路據點，建立屬於南臺灣推廣原住民文化的重要核
心。除了拆除基地舊有建築興建原住民創意中心外，亦將委託專業團隊協助辦理人才育
成、產品研發、營運輔導、行銷等工作，其中營運培訓課程預計18堂；輔導人才與商品
的育成與行銷，創新育成培訓預計18堂，以提升原住民品牌與商品之能見度，達到「一
縣市一據點」的整體願景。
十一、協助社會培力：（業務成果面向）
協助社團創新育成，以精緻族群事務及藝文技藝，提升多元文化素質及藝文表演品質
為扶植原則，鼓勵、輔導至少 17 個包含西拉雅、客家、原住民社團發展獨具或在地特
色，讓每一社團皆有區隔及各自發展重點，提升社團競爭力，發揮社會培力；提升民
眾對於文化活動之參與感，講求文化扎根，著重文化傳承，發揮民間推廣語言文化的
效果。
十二、新多元文化振興發展：（業務成果面向）
（一）傳承各族文化祭儀，鼓勵、輔導本市社團舉辦各族單一祭儀活動，讓各族文化在臺南
重現，預計逾2,000人次參與。
（二）補助西拉雅聚落、民間社團辦理夜祭及民俗文化活動，使民眾認識、瞭解西拉雅語言
文化特色；鼓勵、促進聚落族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引領其對西拉雅文化價值之體
認。
十三、加強資訊公開簡化案件流程：（行政效率面向）
為有效行銷民族事務委員會各項政策、福利措施，亦增進大眾對民族事務之瞭解，加
強民族事務委員會網站資訊公開功能，保障民眾知的權利，減少資訊落差，預計達 220
則以上訊息。
十四、提升為民服務之品質及效能：（行政效率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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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業務相關講習 1 場次，優化公務同仁專業素養，提升服務品質。
十五、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組織學習面向）
各機關（單位）公務人員每年達成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 20 小時。
十六、提高預算執行力：
（財務管理面向）
有效運用年度歲出分配預算，提高預算執行效率，並撙節各項支出。經常門預算數執
行率達90%，資本門預算數執行率達90%，而歲入預算執行率達90%以上。

貳、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原住民業務 健全原住民人口、教育、 一、本市原住民族基本資料之建立與更新。 中央：155
就業等動態資料
二、宣導各項原住民權益資訊。
本府：6
合計：161
強化社會福利及原住民 一、辦理原住民急難救助，並結合政府及民 中央：6,647
衛生保健服務
間力量提供更完善的生活救助。
本府：306
二、推展都市原民疾病防治、輔導參加全民 合計：6,953
健保，辦理健康促進活動或衛生保健講
座。
三、輔導符合資格者加入國民年金保險，並
配合相關單位宣傳本項業務。
四、輔導經濟弱勢原住民申請建購住宅及
修繕住宅補助。
提升原住民族就業及創 一、輔導原住民參加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 中央：605
業能力
提升原住民就業技能。
本府：30
二、輔導申辦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原住民 合計：635
青年創業貸款、原住民微型經濟貸款，
協助原住民開創經濟事業。
建構都市原住民族文化 一、營造族語學習環境，配合辦理族語聚會 中央：4,720
傳承機制
所、族語證照班、族語傳習班、族語學 本府：3,710
習家庭等活動。
合計：8,430
二、辦理原住民族文化、體育、歲時祭儀活
動。
三、補助各社團辦理文化傳承活動。
增加原住民教育機會
一、辦理原住民族幼兒就讀公私立幼兒園 中央：7,336
托教補助。
本府：3,250
二、辦理原住民青少年生活輔導、文化研習 合計：10,586
活動或課業輔導。
三、核發原住民獎助學金。
四、推動部落大學課程，營造族人文化學習
環境，增加族人接受教育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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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原住民文化會館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一、會館基礎維運及管理。
中央：1,535
二、推動原住民藝文展示、研習、文化交流 本府：1,590
平臺，營造本市原住民文化藝術環境。 合計：3,125

布建通路據點─原住民 一、創意中心空間設計及整建。
中央：10,000
創意中心
二、營運輔導管理。
本府：1,000
三、人才育成與產品提升。
合計：11,000
客家業務
客家文化事務合作交流、 一、強化臺南市客家文化會館安全維護及 中央：4,360
客家傳統民俗禮儀文化
管理。
本府：4,544
二、辦理文化會館展示、收藏及推廣活動。 合計：8,904
三、舉辦客家民俗慶典活動，並辦理客家藝
文研習。
四、辦理客家文化活動，推廣客家藝術文化
。
五、開辦臺南客家學堂。
語言之保存與推廣，以加 一、客家語言的推展。
中央：1,434
強施政績效
二、客家社團人才培育及研習。
本府：976
合計：2,410
綜合規劃業 辦理西拉雅文化節
辦理「西拉雅文化節」系列活動，包括西拉 中央：0
務
雅正名特展、傳統工藝、樂舞、文化藝術、 本府：960
人文市集相關活動推廣及歷史詮釋。
合計：960
重 建 KUVA 活 絡 部 落 計 一、設置以KUVA為核心之聚落發展平臺， 中央：0
畫
提供部落行政事務之諮詢與輔導。
本府：1,000
二、規劃專業團隊進駐會館強化營運效能， 合計：1,000
善用資源行銷西拉雅各聚落。
一、持續強化並充實會館環境及營運績效，
西拉雅文化會館營運
中央：0
成為文物典藏、展示之場所，並辦理各 本府：530
類會議及講習訓練。
合計：530
二、以會館作為平臺，強化西拉雅正名運動
，推廣正名、語言及文化之傳承。
辦理西拉雅正名運動、語 一、賡續辦理本市「熟」註記。
中央：0
二、推動原住民身分法及民族權利相關法
言復育
本府：200
令加速修法通過。
合計：200
三、協助民間辦理相關活動。
四、辦理西拉雅語成果發表會。
五、賡續推動本市國小之西拉雅族語教學。
西拉雅原住民身分行政 賡續辦理西拉雅原住民身分法行政訴訟相 中央：0
訴訟
關事宜。
本府：200
合計：200
扶植舉辦夜祭，語言推廣 一、補助各聚落辦理西拉雅夜祭及民俗文 中央：0
、文化節慶及相關部落
化活動。
本府：1,200
活動
二、協助各聚落、組織辦理文化產業輔導推 合計：1,200
廣及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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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建置北頭洋飛番文化園 透過總體規劃，建置北頭洋聚落「飛沙崙區 中央：0
區
」等五大主題分區，以再現傳承在地西拉雅 本府：8,000
歷史文化保存及推廣。
合計：8,000
西拉雅獎助學金及人才 扶植西拉雅學子並培育專門領域優秀人才， 中央：0
培育獎勵
使其增能回饋，開創西拉雅嶄新氣象。
本府：400
合計：400
多元文化政策擬定及教 一、推展族群主流化政策。
中央：0
育推廣
二、辦理族群主流化教育推廣研習。
本府：300
合計：300
總計
中央：36,792
本府：28,202
合計：64,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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