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部落執行計畫簡表 

部落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部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苗栗縣 泰安鄉 麻必浩部落 結穗型第 3年 

計畫名稱 
Mapihaw ga Sali na K' 
gi(麻必浩是苧麻的家) 

執行單位 苗栗縣麻必浩部落發展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建置及培育部落自治

組織  

1.辦理三場次部落會議。 

2.辦理一場兩天一夜觀摩與學習的部落參訪活動-

司馬庫斯 

復振部落傳統文化  
1.大地染材實驗與紀錄(20小時) 

2.第一屆苧麻線藝師認證(2場次)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1.苧麻文化展示空間建置 

2.苧麻保種與環境營造 

發展部落經濟產業  
1.苧麻線藝與纖維創作營(36小時) 

2.辦理第二屆「苧麻生活節」 

核定補助

經費 
1,63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部落執行計畫簡表 

部落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部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苗栗縣 泰安鄉 蘇魯部落 結穗型第 3年 

計畫名稱 
重拾美麗家園-守住文

化 
執行單位 

苗栗縣士林部落瑪拉乎文化協進

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建置及培育部落自治組

織  

1.辦理3次部落會議與3次pinyurak籌備會議 

2.辦公室遷移整備及辦公設備維修 

復振部落傳統文化  

1.蘇魯部落「泰雅文化探討及族譜、手冊、家

族史」整理增修  

2.蘇魯部落pinyurak儀式準備過程內容。 

3.蘇魯部落Pinyurak文化基地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1.建置泰雅竹屋多功能聚會所設備： 

(1)活動廣場 

(2)倉庫 

(3)衛浴廁所 

2.開墾種植泰雅傳統作物小米 

核定補助

經費 
1,51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部落執行計畫簡表 

部落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部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屏東縣 泰武鄉 萬安部落 結穗型第 3年 

計畫名稱 編織美麗心萬安 執行單位 
屏東縣泰武鄉萬安社區發

展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建置及培育部落自治組織 
1. 召開部落會議 3場次。 

2. 辦理觀摩交流 1場次。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1. 建置遷村故事圖紋木雕版 1處。 

2. 木雕傳承課程 20小時。 

發展部落經濟產業 

1. 「魚兒同遊」文化知識解說牌設置 6處 

2. 妝點藝術廊道 4處 

3. 包裝研發工作坊 12小時 

4. DIY體驗工作坊 15小時 

核定補助

經費 
1,51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部落執行計畫核定表 

部落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部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屏東縣 泰武鄉 佳興部落 結穗型第 3年 

計畫名稱 
重現部落活力風華、再造

紋樣生命故事 
執行單位 

屏東縣泰武鄉佳興社區發

展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建置及培育部落自治組織 
1. 辦理部落會議 2場次。 

2. 辦理觀摩交流 1場次。 

復振部落傳統文化 
1. 雕刻師培訓課程 1,040小時 

2. 尋找雕刻植材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1. 雕刻圖紋歷史牆 1處 

發展部落經濟產業 

1. 導覽人才實務訓練課程 30小時 

2. 創意產品開發:產出樣品 2樣 

3. 辦理佳興部落休閒小旅行 2次 

核定補助

經費 
1,63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部落執行計畫簡表 

部落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部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屏東縣 牡丹鄉 大梅部落 結穗型第 2年 

計畫名稱 部落美 人心更美 執行單位 屏東縣牡丹鄉大梅社區發展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建置及培育 

部落自治組織 

1.辦理部落會議 2場次。 

2.辦理觀摩交流 1場次。 

復振部落傳統文化 
排灣族古謠調查紀錄，彙整大梅部落古謠 5首，成

果手札 1份。 

復振共工共耕文化 
1.教育園區復育傳統作物與管理 

2.友善耕作食農教育課程 10小時 

發展部落經濟產業 

1.包裝研發工作坊 8小時 

2.部落旅遊行程規劃開發與行銷工作坊 22小時 

3.教育園區廁所搭建 1處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1.芋頭乾製作方法調查記錄，訪談 5人次 

2.芋頭窯工法調查記錄，訪談 5人次 

3.芋頭窯搭建 1處 

4.芋頭窯復育與芋頭乾製作成果手札 1份 

核定補助

經費 
1,630,000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部落執行計畫簡表 

部落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部落名稱 109年計畫類型 

臺東縣 臺東市 建和部落 結穗型第 3年 

計畫名稱 

建構部落自治組織，復振傳

統文化精神─ kasavakan

重返文化懷抱之路 

執行單位 
臺東縣射馬干青年文化

發展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建置及培育部落自治組織 

1. 辦理刊物行動工作坊 3場次。 

2. 辦理部落刊物行動工作坊培訓課程 16

小時 

3. 辦理部落議事平台 3場次。 

4. 辦理部落學習參訪 1場次。 

復振部落傳統文化 
1. 辦理藤編課程 24小時。 

2. 辦理家系譜調查與家徽製作(15人)。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1. 木雕藝術品及意象牆面維護 4次。 

2. 花環特色環境營造 

發展部落經濟產業 

1. 可食地景建置 1處 

2. 部落特色美食工作坊 4場次 

3. 部落特色產品研發 3種商品 

4. 辦理部落產業人才培訓 12小時 

核定補助

經費 
1,5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