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計畫核定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苗栗縣 後龍鎮 道卡斯族 新港社聚落 結穗型第 2年 

計畫名稱 

道卡斯族新港社口述歷

史、歌謠與牽田紀錄、部

落地圖暨藺編進階研習 

執行單位 苗栗縣道卡斯文化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新港社口述歷史訪談-20人次 

2.族語歌謠採集譜曲、詞-5首 

3.牽田祭儀紀錄-350本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無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藺草編進階工作坊 

(1) 課程 48小時 

(2) 藺編技法圖像及文字紀錄 

2.部落導覽地圖工作坊 

(1) 課程 3小時 

(2) 部落導覽地圖繪製 

(3) 導覽人員手冊建立 

3.部落交流觀摩 2天 1夜-六重溪、吉貝耍聚落 

核定補助

經費 
1,37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計畫核定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南投縣 埔里鎮 噶哈巫族 蜈蚣崙聚落 秧苗型第 2年 

計畫名稱 與噶哈巫相遇在雲端 執行單位 南投縣埔里鎮蜈蚣社區發展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12首噶哈巫歌謠創作訪談與紀錄 

2.30件文物的 360度影像拍攝及訪談 

3.建置噶哈巫線上文物館網路平台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無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蜈蚣崙文化種子培力課程（36小時）：影音攝製人才

培育 

核定補助

經費 
97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計畫核定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台南市 新化區 西拉雅族 口埤聚落 結穗型第 3年 

計畫名稱 
走出西拉雅的路— 口埤部落

歷史地景再現計畫(四) 
執行單位 

保證責任臺南市西拉雅文化山城

社區合作社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 出版部落誌 200本 

2. 繪製部落地圖 

3. 縫製西拉雅傳統服飾，預計一件新娘服上衣和裙

子、一件頭巾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1.傳統空間 Tarakal保存整理 

2.建置部落文史展示空間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無 

核定補助

經費 
1,39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計畫核定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台南市 大內區 西拉雅族 頭社聚落 結穗型第 3年 

計畫名稱 

西拉雅文化情─重建頭社

技藝傳承與特色文化保留

(二) 

執行單位 臺南市頭社西拉雅文化發展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出版老君記事(500本) 

2.姓氏家族調查(20人次)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1.「文史陶板」入口意象建置 

2.土台屋定期維護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無 

核定補助

經費 
1,39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計畫核定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臺南市 新化區 西拉雅族 九層嶺聚落 結穗型第 3 年 

計畫名稱 
Pahatatunun傳說九層嶺

故事Ⅲ 
執行單位 臺南市西拉雅文化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聚落老照片收集與分類 30張 

2.老照片集 50本 

3.108年故事繪本 8本出版 

4.繪製部落地圖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無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部落生態導覽工作坊 35小時 

2.部落交流觀摩 2日-屏東社頂部落 

核定補助

經費 
1,22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計畫核定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臺南市 白河區 大武壠族 六重溪聚落 結穗型第 2 年 

計畫名稱 
六重溪追隨祖先腳步推廣

文史計畫 
執行單位 台南縣六重溪平埔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部落文化深耕活動： 

  (1)部落老口述訪談（20人次） 

  (2)六重溪立體地圖製作 

  (3)辦理寒暑假文化營隊活動（共 2次） 

  (4)部落夜祭成果展出活動 

2.部落老照片與故事出版： 

  (1)收集部落老照片（50張） 

  (2)出版部落老照片故事集(1000本)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部落文化環境整治： 

(1)聚落入口意象建置 

(2) 六重溪公廨修繕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部落營造人才培訓課程（2天) 

2.典範部落參訪與學習-苗栗鯉魚潭聚落、埔里牛眠

聚落 

核定補助

經費 
1,49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計畫核定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臺南市 官田區 西拉雅族 番仔田聚落 秧苗型第 2 年 

計畫名稱 番仔田阿立祖文化 執行單位 臺南市番仔田西拉雅族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個別訪談 15人次 

2.焦點座談 5場次 

3.家戶調查(共 5戶)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無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聚落營造人才培訓進階課程 24小時 

2.番仔田學堂 6小時 

核定補助

經費 
958,712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計畫核定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臺南市 左鎮區 西拉雅族 菜寮聚落 秧苗型第 2年 

計畫名稱 菜寮聚落文化復振 執行單位 臺南市菜寮溪產業觀光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西拉雅生活故事工作坊 3場 

2.家族譜系及聚落生活故事調查訪談 10人次 

3. 家族系譜 3份 

4.文化地圖 1份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無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人才培訓：20小時培訓課程 

2.部落交流觀摩 1日-日光小林 

3.菜寮學堂：18小時課程 

核定補助

經費 
923,6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計畫核定簡表 

聚落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聚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高雄市 內門區 木柵聚落 結穗型第 2年 

計畫名稱 踏上足跡尋回族憶 執行單位 
高雄市內門區內興社區發

展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 聚落內其他李姓家族及戴家族譜繪製及深入

調查，訪談 14人次 

2. 辦理《重返轉變起點，看見傳承使命》之戴

姓家族返鄉座談活動 1場次。 

3. 狩獵文化調查，個別訪談 5次、焦點座談 2

次。 

4. 漁獵器具製作工作坊 46小時 

5. 狩獵山林知識傳承研習講座 6小時 

6. 狩獵山林知識傳承研習實地踏查 5次 

7. 狩獵山林知識傳承研習實地課程 16小時 

8. 狩獵文化綜合座談 2次 

9. 古調新詞歌謠創作 3首 

10. 傳統歌謠及新創作課 32小時 

11. 古調傳唱課程 9小時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1. 傳統與生態植物復育：Tarau，圓仔花、百合

花。 

2. 木柵亮點：木柵聚落特色姓氏家族立牌製作

20戶。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無 

核定補助

經費 
1,49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計畫核定簡表 

聚落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聚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高雄市 六龜區 荖濃聚落 結穗型第 3年 

計畫名稱 
踏尋先祖的足跡-大武壠

尋根計畫 
執行單位 

高雄市荖濃平埔文化永續

發展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 出版荖濃文化手札 1冊 

2. 文章論述撰寫工作坊 10小時 

3. 荖濃古調詞句意函解讀 12小時 

4. 傳統領域及族群文化路徑踏查-打鐵坑溪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無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 傳統技藝傳承培訓課程 18小時 

2. 傳統技藝及服飾織繡品採集工作坊 36小

時 

核定補助

經費 
1,17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計畫核定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宜蘭縣 壯圍鄉 噶瑪蘭族 奇立板聚落 秧苗型第 1年 

計畫名稱 
噶瑪蘭族奇立板聚落的復

振與推廣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宜蘭縣噶瑪蘭族發展協

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徵集奇立板社老照片（共 15張）。 

2.在地耆老說故事（共 3人）。 

3.辦理紀錄片放映座談會共 3場。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無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辦理訪談員訓練課程（18小時）。 

2.辦理人才培力基礎課程（傳統編織基礎培力訓練

課程 54小時）。 

3.部落參訪一天（新社部落）。 

核定補助

經費 
97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計畫核定簡表 

聚落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聚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屏東縣 高樹鄉 加蚋埔聚落 結穗型第 2年 

計畫名稱 
加蚋埔部落阿姆姆核心連

結—馬卡道擴根計畫 
執行單位 

屏東縣高樹鄉加蚋埔馬卡

道文化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 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系譜建置，訪談

12人次 

2. 訪問遷徙至霧台、口社及大社部落 10

人次 

3. 傳承傳統食物開發及製作，開發 8道

料理。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1. 阿姆寮的 Mee-lin修復 1處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 重新調查加蚋埔服飾樣式及繡紋-台

大博物館，採集 11件 

2. 繡法復振-十字繡與一字繡課程 8小

時 

3. 完成族服設計稿 2套 

核定補助

經費 
1,37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