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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市政顧問暨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第四屆第四次族群委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6年 11月 30日(星期四)下午 1時 30分 

貳、 地點: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委員會 

參、 主持人:馬耀˙谷木主任委員                    紀錄:陳易汝 

肆、 出(列)席人員: (詳如簽到表)  

伍、 確認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 

陸、 業務報告:(略) 
 

卡照˙撒都委員: 

               針對文化、語言振興部分不夠普及化，例如鼓勵培育 

               師資，而非停留於兒童教育階段，是否能於明年度加 

               強進行? 

陳 委 員 冠 廷: 

               族語師資及族語振興的問題，事實上在培訓師資的部 

               分，由 95年開始培訓師資，服務的人數目前有十七 

               位(僅限於阿美族的部分)。事實上，族語振興喊那麼 

               多年，103年-108年今年剩兩年可執行，可是我們的 

               成效真的很低，走在第一線你不知道很多困難點，為 

               什麼沒有人願意投入?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去考?其實 

               這是錢花在不對的地方，怎麼說不對的地方。母語母 

               語、族語族語，本來就是媽媽的語言，應該要獎勵媽 

               媽；這兩個月在學校走訪的期間，一大早或中午睡覺 

               時間，孩子在學習族語，在老師不足的情況下，一到 

               六年級一起上族語課程。彙整幾點: 

1. 目前學校上課的時間不對，一大早、中午、下課後， 

中午是最不對的，孩子沒吃飯就來上族語。2.族語專任老

師已經上路，美意已成，卻沒有提供固定教室與辦公室休

息空間；非專職的老師遇到的狀況是，AB兩間學校距離太

遠，老師只能提早離開 A學校晚點到 B學校上課，老師飆

車上課遲到，學生權益受損。同時鼓勵學生參加認證上課，

但不該混齡上課。3.指導學生代表參加市賽。得獎沒話講，

但沒得獎老師一樣很辛苦，學校是否能給指導老師時數，

這樣對老師也好學生也好。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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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耀˙谷木主委: 

              今年年底安排時間邀請教育局與族語老師討論如何克 

              服面對的問題。 

卡照˙撒都委員: 

              關心花東自強重建的部分，即使有些雜音，但不可否 

              認組長主委是盡可能安撫同胞；站在公平正義的立場 

              ，主委過去是以原民發聲努力，除了這些需要安置的 

              同胞之外，是否還能關注於其實需要關心的人，希望 

              能往這方向努力。 

業 務 單 位: 

             其實未來這兩個新村的居民，並不是免費入住在這裡， 

未來是慈濟興建完畢，產權移交市府，未來會訂定使用 

管理機制(費用)。針對委員提到除了這兩個新村之外更 

需要被關心的原住民族人，其實在之前，一組參加社會 

住宅專案會議時已與都發局爭取，兩個議員質詢的時候 

也提出，能否以專案來做社會住宅，目前現況如果需要 

是可以思考中央原民會對都會區原住民租屋補貼的業 

務部分作協助。 

卡照˙撒都委員: 

             想請問組長，樓下報廢桌椅是該組負責的嗎?我是覺得 

             可惜，將近三年的時間桌椅堆置，與其擺著不堪使用，  

             是否公務體系可考慮將桌椅給同胞使用? 

業 務 單 位: 

             事實上，公務的財產依規定報廢完要拍賣(再利用)，如 

             未拍賣就依規收由環境保護局回收處理。上次主管會議 

             有跟主委建議，是否能給族人再利用但礙於法規限制， 

             不能這樣做。 

陳 顧 問 武 璋: 

             我是學法律的，這裡第 35頁有效土地管理，確定判決 

             勝訴 87筆有沒有原住民可以收回。如果這部分解套措 

             施有需要，我可以提供協助。 

業 務 單 位: 

             報告顧問，這 87筆大部分是非原住民不小心佔用到公 

             有原住民土地。原住民保留地最終就是保護原住民權利 

             ，用物權和地權分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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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顧 問 建 華: 

1. 真的很開心中央原民會也認同十六族群母語是國家 

的語言，所以我們珍惜這好的政策。希望我們臺中十六族

群有認證的，希望原民會能安排爭取給他們好的工作。 

2.我們也提過社會住宅，朱議員在總質詢也提過，是不是

能找一塊地，讓都會區原住民能有個社會住宅的公寓大樓，

因為臺中市是一個安居樂業、氣候好的地方。社會住宅，

豐原這個區塊已經開放在登記了，不知道我們原住民鄉親

知不知道。弱勢族群跟原住民是不一樣的，弱勢是弱勢，

原住民只是少數，我不知道這有沒有去宣導或說明。 

3.還有我建議，市政府或原民會是否能邀請族群委員與相

關單位參觀自強新村與世界花博的原民館。 

4.為什麼法律諮詢要帶戶口名簿與戶籍謄本去才能諮詢?

這已觸犯到個資法。 

曾 委 員 冠 傑: 

             漢人的法律諮詢沒有排除原住民，那我們原住民的法律 

             諮詢其實沒必要排漢。一般來說漢人的資源多在區公所 

             在市府，如果鄉親有這問題那真的不需要列這必要條件 

             ，因為只是諮詢的階段，基本上是希望大家有問題來。 

馬耀˙谷木主委: 

             安排族群委員明年度參與花博園區參訪；花東自強已 

             經剷平再安排時間邀請委員來參與；法律諮詢有需要 

             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嗎? 

業 務 單 位: 

             法律諮詢對象為原住民，我們分設在四個點:豐原、清 

             水、太平、大肚，每周四五做服務。戶口名簿主要是要 

             做為辨識是否為原住民身分。 

馬耀˙谷木主委: 

             公文上看要如何克服這問題，委員意見就請業務單位做 

             參考。 

余 委 員 信 德: 

            租屋補助是否可以考慮做適當放寬補助，如到臺中市區 

            工作 3-5年是否可放寬補助。 

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為促進本市原住民瞭解本府各項就業資源，並協助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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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順利穩定就業，本局於 107年度辦理「原住民就業宣 

        導計畫」，建請各委員協助轉知各族群原住民並協助宣導 

        共同參與，提請討論。(提案人:勞工局) 

決     議: 

        共同參與並協助宣傳。 

捌、 綜合討論: 

案由一、我是族群委員會成員黃康，2017年的今天，透過網路無時無刻的

連結、連結再連結，我們可以聯繫人與人、訊息和訊息、文化與

文化，甚至獲得新的商機，具體設想為： 

1. 原住民文化產業透過網路，獲得新的市場，最終轉化為財富。

2. 原住民族的個人透過自身能力，以網路為平臺提供服務，轉化

為財富。以下為『妥善利用網際網路』的具體建議： 

1.臺中市原住民委員會設有 Facebook粉絲專頁，請多加使用該平

臺與族人的聯繫。（截至 11/30上午 10:00分，該網頁的最後更新

為 10/11日的原住民傳統文化活動） 

2.主委作為臺中市原住民族委員會的主管，理當為臺中市原住民族

委員會的最佳形象代言人。本會 Facebook的『讚數』包括本人，

截至 11/30上午 10:00分為 487人。以臺中市原住民族總人口

（33,821人）除以讚數，結果顯示本會在臉書經營上可能有努力

空間。 

3.Facebook上的訊息大多為本會活動資訊的轉知，在此建議，主

委或許可針對族群活動做網路直播介紹，吸引本會的追蹤者供相盛

舉，達到資訊普及的速度及溫度。另外，主委的歌喉相當迷人，在

符合規範的前提下，或許可以透過 Facebook平台多多以歌聲鼓勵

族人，並提升與居住在各處的族人聯繫。 

4.主導並辦理以『網際網路』為平臺的商業課程，使族人掌握新技

術，並透過連結，獵取全新市場。(提案人:黃康委員) 

決   議: 

        錄案處理。 

 

案由二、1.族語在部落執行層面其實很無感，因為沒有永續性。部落的族

語教育是以在地小學為主，問題是當把全部資源放在小學時，代

表它跟社區是沒有連結的。除了學生身分的人之外，其實還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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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從事果農的年輕人或自由工作者還是想把族語學回來；不然只

能從研習課程，兩個月或一季的形式，非常態性的族語課程，一

年可能要核銷經費等突然天降個族語老師，教授的也不是在地的

傳承。 

        2.土地轉型正義的部分，第一次有提出部落地圖地圖，講白一點

就是在做模型，有模型就能請耆老指認相對位置，這一兩年透過

環山社區發展協會去跟雪霸申請經費，但後來發現還是有些限制

的，因為部落跟部落還是有些派系問題，所以還是希望這筆錢是

專款專用。這部分重要的原因是，可以作為部落的本位教材。 

        3.影像作品是未來的趨勢，一個作品是一個平台，就可以與外界

對話，花東新村這個議題透過紀錄片，哪怕十分鐘十五分鐘呈現

也好，都能引起與外界的對話。我自己是自由工作者，如果有什

麼地方能幫忙的話，我這方面都願意協助。我這邊也提個東西，

能投入更多原住民影像或當代生活紀錄，說不定以後能跨大做個

南島電影節的概念。(提案人:莎韻˙西孟委員) 

 

案由三、1.建構完整的部落會議，比如司馬庫斯的部落會議，土地不 

        能買賣，所有的收費大家都能平均分享，如果部落會議能做 

        到健全、穩定，彰顯出原住民的主體性。從第一次會議提出 

        部落會議到現在，想知道有沒有其他的想法，因為我看很多 

        部落都被人家安排，比如說林務局在做文化遺跡狩獵監測與 

        研究，擺放相機觀察動物有多少，這對真正的原住民的主體 

        性有增加嗎? 沒有幫助，這是我們要的嗎? 如果部落會議沒 

        有真的來成立的話，將來處境會越來越困難。 

        2.部落在推動任何原住民文化或計畫活動，經費真的不要拖 

        ，因為我們做文化健康站，南勢長輩健康指數提升很多，但 

        不要不發薪水，肯定文化健康站的努力與幫助，但經費的部 

        分請在時間內撥下經費。(提案人:黃永光委員) 

決   議:部落會議主體性在部落，公部門從旁協助。請三組給予部落 

        會議相關資料，兩位組長也責無旁貸給予協助。 

 

案由四、現在失業率降低但原住民無感，對一般原住民家庭來說負擔 

        房租、照顧老人兩萬怎麼夠，和平有和平專案，都市沒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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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的專案，所以原民會裡面應該要有多元方向的專案發展。 

        (提案人:江世大委員) 

 

案由五、1.提到提振母語，我們為什麼不做雲端的母語推動。我們應 

        該進入到如何提升參與性，針對年輕老少的所有族人，如何 

        跨時間、跨空間學習達到他的到達率去落石推動母語，在工 

        具面必須要去思考再討論，在這一部分的推動上實施的方  

        法、政策。 

        2.如何推動族人在新科技市場的競爭力，在基礎上如何推動 

        族人去了解我們處在什麼樣的世代具備什麼能力，去學習專 

        長幫助族人如何自立，進行這塊相關性的課程推動。 

        3.原住民族創新創業的部分，可以計畫性的推動，讓我們年 

        輕族群真正看到原民會有在關心新一代年輕族群要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培養更多年輕人在就業和創業的參與性，創造孵 

        化新一代的年輕人出來。(提案人:江薇委員) 

決   議:就請經土組負責，江委員長期培育年輕人創業創新，有計畫 

        才有預算執行，需要跨局處合作執行。 

 

案由六、1.聽到語文方面的振興，以我們村莊例子來說。寒暑假的時 

        候，政府會派老師去大學上課，從幼稚園的原住民老師開始 

        做起，去學習如何教學。在村莊裡各式大小型活動，村裡的     

        孩子都是要出來參與的，用原住民語言表演和演講，這是台 

        東縣現在正在實施的部分。(提案人:林玉花委員) 

        我也想提議線上教學的部分，原住民委員會線上教學是單方 

        面的不是互動式的，現在有些很有愛心的廠商願意提供英語 

        的線上互動式教學，這部分我願意盡力與廠商討論，是否願 

        意提供原住民老師錄影。 

        還有母語獎勵，我們要獎勵的應該是原住民父母親，看要提 

        出什麼樣的獎勵制度，以這樣，父母多少會願意撥出時段與 

        孩子溝通母語的部分。 

        如果想邀請老師參與開會，學校接受老師的公假是需要教育 

        局的函文公假，牽涉調課代課部分，還請業務單位幫忙。 

        (提案人:莫內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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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線上教學如果可以，就先請莫內委員先協調看看，並請一組 

        思考方案。 

 

案由七、大家思考一下，語言要擴大使用率才能普遍使用，不管教師、 

       資源如何，要去創造使用空間語言才能普遍。花東新村為什麼 

       叫花東新村，我們可以改為我們的族名的名稱，路標跟地名都 

       可以為此創造使用空間。 

       建議主委，各大學都有設立原住民中心，但方向不明確，擺設 

       文物在那就叫原住中心。為什麼行政部門和教育部門不能結合 

       ，上週到臺中教育大學，學校希望有更多學生能讀教專班公費 

       生，他們畢業就是回到部落，但條件是要會族語溝通，教育部 

       已經要這個地步；我們可以提供這些資訊，培育更多師資。 

       (提案人:卡照˙撒都委員) 

決   議:先請文教福利組與中央協調，原民會與教育部，再發各大專 

        院校。 

 

案由八、母語沒有鼓勵教會推動很可惜，教會的人深度夠、穩定度夠、 

       固定聚會。但是，教會不可能好意思說，給我們贊助一些費用， 

       我們就能請比較能負擔的或有恩賜的人來推動、幫助我們。一 

       定不敢這樣說，所以我替他們說，教會是很可行推動的。如果 

       可行，希望相關單位可鼓勵教會推動母語。 

       (提案人:朱慈美委員) 

決   議:請文教福利組負責，有個障礙就是怎麼核銷，這部分再請文 

        福組(一組)研擬。 

 

案由九、我是要爭取臺中都會區青年的工作機會，台中市政府捷運公 

        司，明年 2018就要通車，是個難能可貴的工作機會，建議原 

        民會與勞工局爭取這工作機會。(提案人:溫顧問建華) 

勞工局 :不管捷運公司或各公民營的徵才機會，我們都會透過徵才活 

        動、進用條件去協助，目前還沒有但我們會請就業服務處錄 

        案，將來有徵才機會我們會把建議納入。 

決   議:我們也要掌握這資訊，再將訊息轉知就業服務人員。 

玖、 散會(16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