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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執行成果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8年計畫類型 

苗栗縣 後龍鎮 道卡斯族 新港社聚落 結穗型第 1年 

計畫名稱 

道卡斯族新港社家系譜、老照

片蒐集、牽田祭儀繪本、部落

導覽與藺編實作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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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港社家系譜及田野調查： 

(1)耆老訪談 20人次 

(2)蒐集老照片 50張 

(3)老照片編輯成冊 350本 

2.牽田祭儀繪本 350本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無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 系譜、口述歷史與照片解讀課程 12小時 

2. 藺草編文化工作坊 36小時 

3. 部落導覽課程： 

(1) 部落導覽課程 24小時 

4.部落觀摩-日光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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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執行成果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8年計畫類型 

台中市 沙鹿區 拍瀑拉族族 沙轆社聚落 結穗型第 3年 

計畫名稱 
復振暨推廣拍瀑拉族沙轆

社文化 
執行單位 臺中市沙轆社文化促進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 拍瀑拉沙轆社古文書解讀 

(1)古文專書及解讀課程 30小時 

(2)拍瀑拉沙轆社社域範圍踏查工作坊 4場次 

2.辦理沙轆社年度傳統祭儀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1. 沙轆社拍瀑拉故事館輸出及施作 

2. 早期巷弄聚落文化： 

(1)巷弄地面及牆面處理 

(2)造型座椅及弓箭 

(3)磁磚噴繪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 沙轆社導覽培訓進階課程 30小時 

2.辦理見學參訪-吉貝耍、北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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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執行成果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8年計畫類型 

南投縣 埔里鎮 噶哈巫族 牛眠聚落 結穗型第 3年 

計畫名稱 織回牛眠的文化衣裳 執行單位 南投縣埔里鎮牛眠社區發展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染色工藝課程學習 18小時 

2.集英武館文物工作坊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牛眠部落文化館的設置： 

(1) 文化館門面 

(2) 迎賓屏風展櫃 

(3) 牛眠部落歷史區 

(4) 觀眾互動拍照區 

(5) 雙面展櫃 

(6) 掛畫軌道 

(7) 文物展示櫃 

(8)重製傳統織布機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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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執行成果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8年計畫類型 

台南市 新化區 西拉雅族 口埤聚落 結穗型第 2年 

計畫名稱 
走出西拉雅的路— 口埤部落

歷史地景再現計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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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老訪談與族譜建置（5戶 10人次） 

2. 地區聚落史調查（10人次 10篇訪談稿）及老照片

蒐集 20張 

3. 出版部落故事集(一冊 500本) 

4. 口埤部落古調學習傳唱(16小時) 

5. 部落傳統服飾探源 

(1) 傳統服飾工作坊(30小時) 

(2) 口埤部落傳統服飾資料庫建置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傳統空間 Tarakal保存整理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平埔族西拉雅文化歷史沿革工作坊(12小時) 

2.屏東好茶部落交流觀摩(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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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執行成果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8年計畫類型 

台南市 大內區 西拉雅族 頭社聚落 結穗型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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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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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氏家族調查(20份) 

2. 口述歷史調查(30人次)與老照片收集(50張) 

3. 八音體驗課程(9小時)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高腳屋維護與空間規劃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 日光小林聚落交流 

2. 文化工作坊課程(16小時) 

3. 實務導覽課程(9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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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執行成果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8年計畫類型 

臺南市 新化區 西拉雅族 九層嶺聚落 結穗型第 2 年 

計畫名稱 
Pahatatunun傳說九層嶺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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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故事與文化調查 

(1)聚落傳統故事與文化資源調查 16人次 

(2)聚落老照片收集與分類(32張) 

2.九層嶺聚落-聚落生活繪本 

(1)故事繪本共計 8本(各 16頁) 

(2)說書大會共計 2場 

(3)107年故事繪本 8本出版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無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九層嶺聚落-山林歌手 

(2)Onini培訓課程共計 30小時 

(2)歌曲創作課程共計 11小時 3首西拉雅歌曲 

2.九層嶺聚落-實地走訪 2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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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執行成果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8年計畫類型 

臺南市 白河區 大武壠族 六重溪聚落 結穗型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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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故事訪談（20人次） 

(2)六重溪立體地圖製作 

(3)辦理寒暑假校文化營隊活動（共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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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部落年度成果專刊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部落意象與解說牌建置 

(1)六重溪部落環境解說牌製作八面 

(2)聚落入口意象三座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部落營造人才培訓課程（四天課程） 

2.典範部落參訪與學習(參訪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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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執行成果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8年計畫類型 

臺南市 官田區 西拉雅族 番仔田聚落 秧苗型第 1 年 

計畫名稱 
踏上西拉雅族番仔田聚落

的復振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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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集與訪談番仔田公廨與信仰相關之老照片(共 30

張)。 

2.辦理焦點式集體座談會(共 2場)。 

3.個人訪談在地耆老、尪姨陳秋燕，(共 10人次)。 

4.基本人口家戶調查(共 100戶)。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無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聚落營造人才培訓入門課程(一)20小時 

2.平埔原住民聚落參訪交流(一)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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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執行成果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8年計畫類型 

臺南市 左鎮區 西拉雅族 菜寮聚落 秧苗型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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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落生活故事訪談： 

(1)3場焦點座談(共 10人次) 

(2)個人口述訪談 10人次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無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 人才培訓課程 20小時 

2. 部落交流觀摩-吉貝耍(1天) 

3.菜寮學堂 1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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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執行成果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8年計畫類型 

高雄市 六龜區 大武壠族 荖濃聚落 結穗型第 2 年 

計畫名稱 

踏尋先祖的足跡·傳唱荖

濃的前世今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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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戶口資料調查彙整及族譜 

建置-第三階段(4戶 16人次) 

2. 傳統領域及族群文化路徑踏查 

(1) 54林班(荖濃→甲仙、小林) 

(2) 大貢占山(六龜里→金興) 

3. 傳統織繡品之生活應用-大武壠圖騰的 

生活用品創意運用(30小時) 

4. 大武壠荖濃古調錄製(7首) 

5. 傳說故事調查與故事繪本出版（二） 

｢老鷹與鳥的故事｣(100本)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聚落地圖及標示系統設置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傳統技藝傳承培訓課程-草鞋編織(24小時) 

2.聚落見學交流-吉貝耍(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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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執行成果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8年計畫類型 

高雄市 內門區 西拉雅族 木柵聚落 結穗型第 1年 

計畫名稱 踏尋足跡尋回族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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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歌謠傳承 

(1)學習 4首傳統歌謠成果影片。 

(2)製作出歌謠學習手扎一份(四首傳統歌謠) 。 

(3)傳統歌謠課程 12堂課程 

2.聚落內早期至各姓氏家族遷移改變調查(三) 

(1)祖譜繪製設計 2份。 

(2)耆老訪談 5人次 

3.Tamamalup工作坊 (獵人工作坊) 

(1)課程 16小時 

(2)文化手扎 1份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BAKSA族語護欄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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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執行成果簡表 

聚落基本

資料 

縣市 鄉鎮市區 族群 聚落名稱 108年計畫類型 

屏東縣 高樹鄉 馬卡道族 加蚋埔部落 結穗型第 1年 

計畫名稱 
加蚋埔扎根認識部落—馬

卡道深根計畫 
執行單位 屏東縣高樹鄉泰山社區發展協會 

核定工作

內容 

分項內容 工作內容 

文化復振與推廣 

1. 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系譜建置 

2. 訪問周邊部落─青山部落 

3. 傳承傳統食物製作─傳統食物食譜 

4. 加蚋埔部落介紹書籍 

5. 加蚋埔部落網站建置  

6. 網頁主機建置及相關器具之採買 

營造民族生活環境 部落文史解說牌(10個) 

培育聚落營造人才 

1. 加蚋埔馬卡道文化歷史課程(4堂) 

2. 分析馬卡道服飾(6堂) 

3. 會親觀摩吉貝耍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