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第 12 屆第 7 次委員會議暨 109 年第 3 次巿政顧問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10 時 0 分
地 點： 本會會議室
主 席：巴干．巴萬主任委員
紀錄：陳君亮
出席委員：Aci Hiryo 委員、王永雄委員、謝金水委員、林照玉委員、林正雄委員、
陳薔委員、陳金萬委員、胡俊銓委員、李凱婷委員(請假)、王字騰委員、樟丁鳳委員、
馬月琴委員、黃瑞珍委員、王雅萍委員、Ciwang•Teyra 委員(請假)、李子寧委員(請
假)、蔡志偉委員(請假)、比令•亞布委員（請假）、馬紹・阿紀委員。
出席顧問：伊凡諾幹顧問、李惠蘭顧問
列席人員：賴主任秘書慧貞、李專門委員菊妹、陳組長思穎、巴唐志強組長、盧組
長吉勇、陳兆鴻組長、秘書彭孝成、黃副巿長室李佳妍研究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第 12 屆第 6 次委員會議暨 109 年第 2 次巿政顧問會議紀
錄(確認)
參、「阿美族人巴奈庫穗於本巿二二八公園陳抗原住民轉型正義議題及巿府處置
情形報告及討論」專案報告(略)與討論(依發言順序)
提問委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應

回應單位

李惠蘭顧問

1. 此案應先處理情緒，再處理問
題，用族人的心情幫助族人。
2. 立場上應支持巴奈的陳抗主題，
對其訴求站在法的立場上面討
論。
3. 對於如何退場問題，提供舞台繼
續發聲。
4. 在方式上可以用建議用行動藝
術、甚至納入體制，讓其陳抗在
原民會的凱達格蘭文化館繼續進
行。

有關第 4 點部份，在本人
先前與巴奈溝通的過程，
已清楚表明不接受其他地
點。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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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諾幹委員 1. 本案本人基本觀點：佔據有理，
籲請放棄上訴。
2. 228 公園曾是同志聚集處、又有 2
28 事件紀念碑，本來就具有高
度政治性，建議巿府在 228 公園
劃設陳抗區，作為人權城巿的象
徵。
3. 建議巿府不要上訴，若已上訴建
議撤回。
4. 此案需請巿長下定決心，大破大
立、塑立典範
5. 不要作成決議派代表關心，建議
委員以個人名義關懷。
王永雄委員

1. 解鈴仍需繫鈴人，此案關鍵在於
中央對其陳抗訴求的回應。
2. 如果強制驅離會造成社會對陳情
人的同情。
3. 建議提高處理層次，巿長親自關
懷、處理。
4. 由於委員們多數與巴奈沒有交
情，去關懷也勸不了。
5. 認同巴奈的陳抗訴求，但對其作
法不認同，目前的帳篷不甚雅
觀，陳抗區應展現原民風貌。

胡俊銓委員

1. 陳抗訴求有理，也可以理解巿府
依法執行的立場，違規部份合理
化有其難度。
2. 原住民陳抗，軟性陳抗太軟，反
而只見熱鬧不見訴求，巴奈陳抗
強硬，但應用軟性方式(如原轉
小教室)包裝，讓社會理解其訴
求。
3. 228 公園應視為凱達格蘭族的傳
統領域，接受原民在這塊土地抗
爭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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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員建議巿府在原地提
供陳抗專區，會將委員建
議提供巿府參考。
2.尊重委員以個人名義前
往關懷，如有意願到現場
關懷，請再副知本會，並
請代巿府詢問陳情人，有
無其他需求。
3.顧問建議巿府撤告，亦
提供巿府參考。

主委

林照玉委員

1. 我 20 年前認識巴奈，她對外宣
稱和本人原鄉都是都蘭人，事實
上是卑南族應該是臺東巿人。
2. 建議委員以個人名義前往關懷。

王字騰委員

建議下次委員會議可以在 228 公園
召開。

李惠蘭顧問

本人對此案的聲明如下：捍衛原住
民傳統領域，傳統文化，原民會應
全力支持，巿府鍰罰應予撤銷，我
們應支持其理念，應提供可表達訴
求遮風蔽雨的處所，228 公園應是
原住民轉型正義表達對傳統領域意
見的場所。

肆、業務報告(略)
伍、委員提問與業務單位回應
提問委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應

馬月琴委員

1. 建議下次委員會議在凱館舉行。
2. 凱館文化導覽部份可否由族語老
師錄製語音導覽。
3. 8/28 活動邀請卡請及時公布在委
員群組。
4. 請問今年娜魯灣文化節的主題為
何?

1. 下次委員會議決定在凱 1.
館舉行。
2.
2. 目前為中英文預約導覽
服務，委員建議納入未 3.
來建置參考。
3. 8/28 活動 EDM 已在 8/
21 公布在官方 LINE， 4.
未來將同步轉傳委員群
組。
4. 今年以 6 個人數較少的
族群為主題，明年將定
位再轉型。

李惠蘭顧問

1. 本會所辦活動及影音照片是否能
提供教學上無償使用?
2. 本會活動訊息是否能發布於各多
媒體。

1. 本會活動在委辦契約皆 1. 教文
言明智慧財產權屬本會
組
所有，教學所需素材可 2.
向本會申請授權使用。
2. 主要訊息發布於官方 L
INE 及原民台。

伊凡諾幹顧問 1. 各區原服員主要功能為何?
2. 本會部落大學經營及課程上有無

1. 辦理本會要求配合事
1. 綜企
項，定期訪視族人並提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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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
位
主委
教文
組
教文
組、
機要
教文
組

新作法?
3. 風味館營運狀況是否有數據參
考?
4. 福利補助事項是否有足夠的審查
機制處理假結婚、離婚等不實申
請案件?

出成果，注意區內原住 2. 教文
民人口變動情形。6 月
組
後民政局不再提供新遷 3. 經建
入戶資料，改採戶所提
組
供原服員名片給族人。 4. 社福
組
2. 今年部大創新作為為結
合空中大學，給予部大
兩門課學分認定，兩門
課程為排灣族羊角鈎及
原住民植物編。
3. 風味館本會提供保全清
潔服務，並不定期作行
銷推廣，惟承租業者不
願提供營業數據，無法
判斷營業狀況。
4. 本會主要透過申請族人
檢附相關證明，例如租
屋補助的水電費帳單，
如有疑慮，派原服員前
往訪視，有問題駁回申
請，甚至追回補助款。

陳金萬委員

1.8/28 展覽開幕時間為何?
2.工作報告提到 7/2 召開凱館專案會
議，為何未邀請相關委員出席?請會
後提供紀錄。

1.8/28 上午 11 時
2.凱館專案會議為府級長
官主持之專家諮詢會議，
為研議經營模式及定位，
定位仍為原住民族文化教
育推廣中心，未來部份樓
層擬委託專管中心辦理。
再提供紀錄參考。

謝金水委員

國小辦理不足 3 人之族語競賽，是
否能給予獎勵。

族語競賽已修正獎勵辦法
放寬獎勵 9/7 實施。

教文組

陸、臨時動議
主委：下次於凱館開會，並由教文組就凱館營運與定位進行專案報告。
柒、散會：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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