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108年度施政計畫
施政目標與重點
民族事務委員會掌理本市原住民及客家事務等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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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族事務委員會之
成立深具特殊意義與時代使命，期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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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族群主流化」之政策核心價值，致力使西拉雅、原
住民及客家文化的復振與發展，並透過多元文化及族群主流化概念的推廣，使市
民熟悉自己的文化，建立尊嚴、自信，亦能理解和欣賞不同文化，養成積極對待
其他文化的態度；讓各族群文化受到大家的喜愛，各族群的基礎元素不論在工作
職場上、日常生活中，或是在你我的周遭環境，都可被聽到、看到、用到，達到
「多元族群文化豐富大臺南」的目標。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多元文化政策擬訂及族群意識培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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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請本府各局處制定各項政策時，應納入族群敏感度及族群主體性之創新
思維，建構各族群永續發展環境。
（二）辦理族群主流化教育推廣：辦理族群主流化教育研習推廣，增進本市公務
同仁了解本市推動族群主流化概念意涵，培養族群認同與尊重文化差異，
提升貼切的施政服務，辦理「族群意識培力工作坊」3 場次，預計 200 人
參訓。
（三）規劃多元族群活動與座談：籌劃多元族群文化活動，增進本市各族群文化
互動交流 3 場次；辦理族群主流化座談會 1 場次，以促進和諧族群關係發
展及跨族群交流互動。
二、建構民族知識與族語教育體系，推廣族群語言：（業務成果面向）
（一）建構在地論述與知識體系網絡：
1.落實部大原住民族教育體系，扶植與培育在地部大師資人才，建構在地知
識課程，每年開設25門課程，50學分。預計每週120人次上課，年度逾2,500
人次上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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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項課程講座，1,200人次參加。
3.以西拉雅文化會館作為平臺，辦理研習、講座、論壇等各式活動，推廣並
傳承西拉雅文化。
（二）擴大幼兒多元語言學習推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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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位幼兒學習。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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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場幼兒園教保人員培訓研習，擴大鼓勵更多幼兒園參
與推廣。
（三）扎根族群語言教育推廣：
辦理族語振興計畫：結合本市各原住民社團、教會、學校及本市之族語師資
，辦理族語聚會所、族語證照班、族語傳習班及族語學習營，以提升都市原
住民青年使用族語之機會與能力，增進族語保存與傳承，預計開辦13班。另
於暑假期間，舉辦族語學習體驗營，提供全族語學習環境，扎根語言永續成
長，預計招收80位學童。
三、協助輔導族人就業，增進原住民教育及社會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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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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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全西拉雅民族總體發展：（業務成果面向）
（一）逐步落實「臺南市西拉雅族振興發展辦法」，促進西拉雅民族文化參與，
以及民族教育與西拉雅原鄉部落永續之發展。
（二）籲請立法院儘速通過原住民身分法修正及民族權利等相關法令，並關注總
統府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委員會對於本市西拉雅族群相關轉型正義及歷史
正義，與原住民身分法回復（西拉雅）修法進度。
（三）以KUVA為傳統聚落精神之核心，設置聚落營運平臺，活化聚落組織，提
供聚落行政事務之諮詢與輔導，預計提供11區15個聚落以上的諮詢等服務
。
（四）為維護及延續傳承西拉雅傳統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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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達到本市西拉雅平埔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之
目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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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強化西拉雅語發展：（業務成果面向）
（一）與教育局協力合作擴大西拉雅語教學達22所學校，增設本市國小西拉雅族

語教學9班（包含合唱團），延伸小學教育至中學教育，營造完善之族語
教育體系。
（二）規劃辦理西拉雅語相關評量或教學觀摩，提供觀摩學習機會，增進學生學
習族語之興趣與能力，以提升學習效果。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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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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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聚落人文市集、音樂等西拉雅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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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北頭洋西拉雅獨特之文化、生態聚落風貌
，整體永續發展、文化推廣與保存。
（三）打造西拉雅文化暨生態多樣性園區成為臺南魅力亮點，並達到保障西拉雅
傳統文化聚落住民居住權之目的。
七、建立客家語言存續機制，營造優質客語學習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一）推動幼兒客語文化推廣計畫，擴大幼兒客語推廣教育，舉辦客家語言與文
化等師資相關研習課程1梯次計120人參與。
（二）定期開辦各級「客語研習課程」提供市民修習客語的機會，推廣客家語言
學習。預估開辦客語研習課程8梯次，輔導100人通過客語初級、中級及中
高級檢定。
（三）設置公事客語無障礙臨櫃服務，推動客語便民及文化志工服務，計100位
客語服務人員及志工投入服務行列。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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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開設上下半年（2期）臺南客家學堂，一期4個月，結合本市客家環境
，規劃創意、新穎課程內容，吸引年輕世代接觸並體驗客家文化，達到推
廣客家文化認同之目的。
（三）培訓客家傳統技藝，結合傳統創新元素，推陳出新永續發展，傳揚客家傳
統技藝，讓客家傳統技藝在臺南與時俱進。
九、活化所屬會館，營造多元文化藝術創作平臺：（業務成果面向）
（一）以札哈木原住民公園為據點，結合札哈木市集，預計辦理動、靜態活動16
場次，提供文化展演與部落文創特產行銷平臺，吸引逾20,000人次入園，
營造成為族人歸屬感及市民認識原住民文化的場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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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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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項多元課程活動，吸引逾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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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校（團）。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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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資訊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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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民眾知的權利，減少
資訊落差，預計達220則以上訊息。
十一、提升為民服務之品質及效能：（行政效率面向）
辦理業務相關講習2場次，優化公務同仁專業素養，提升服務品質。
十二、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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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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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基層常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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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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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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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金額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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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就業等動態資料
二、宣導各項原住民權益資訊。
本府：5
合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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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衛生保健服務
間力量提供更完善的生活救助。
本府：250
二、推展都市原民疾病防治、輔導參加全民 合計：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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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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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業能力
提升原住民就業技能。
本府：68
二、輔導申辦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原住民 合計：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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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族語學習班、 中央：1,060
傳承機制
主題式族語學習體驗活動。
本府：5,150
二、辦理原住民族文化、體育、歲時祭儀活 合計：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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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中央：5,900
教補助。
本府：2,500
二、辦理原住民青少年生活輔導、文化研習 合計：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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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
名稱

原住民文化會館

客家業務

一、會館基礎維運及管理。
中央：1,009
二、推動原住民藝文展示、研習、文化交流 本府：1,120
平臺，營造本市原住民文化藝術環境。 合計：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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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中央：0
客家傳統民俗禮儀文化
理。
本府：3,104
二、辦理文化會館展示、收藏及推廣活動。 合計：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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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語言之保存與推廣，以加 一、客家語言的推展。
強施政績效
二、客家社團人才培育及研習。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中央：0
本府：1,300
合計：1,300

綜合規劃業 多元文化政策擬定及教 一、推展族群主流化政策。
務
育推廣
二、辦理族群主流化教育推廣研習。
三、規劃跨族群活動與座談。
辦理西拉雅文化節

中央：
本府：300
合計：300

辦理「西拉雅文化節」系列活動，包括西拉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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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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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拉雅文化會館營運
一、持續強化並充實會館環境及營運績效，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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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復育
二、推動原住民身分法及民族權利相關法令 本府：650
加速修法通過。
合計：650
三、逐步落實本市西拉雅族振興發展辦法，
保障西拉雅民族之地位及政治、文化等
參與。
四、協助民間辦理相關活動。
五、辦理西拉雅語相關評量或教學觀摩。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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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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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中央：
、文化節慶及相關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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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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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等五大主題分區，以再現傳承在地西拉雅 本府：1,200
歷史文化保存及推廣。
合計：1,200

工作計畫
名稱

預算金額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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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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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中央：8,594
本府：19,937
合計：28,531

承辦人員：

機關（單位）首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