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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依據： 

一、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下稱語發法)第 5 條。 

二、 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辦法。 

貳、 計畫目的： 

一、 落實推動語發法所定原住民族語言保存、發展、使用及傳習等族

語復振工作。 

二、 依據語發法第 5 條規定設置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下稱語推人

員)，並由各機關積極輔導及管理，辦理語發法所定各項業務及

規劃轄內族語復振措施，強化中央到地方政府推動族語振興工

作之力度。 

三、 落實語發法第 8條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應積極於家庭、部落、

工作場所、集會活動及公共場所推動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以營造

原住民族語言使用環境。 

參、 計畫期程：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肆、 補助對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伍、 機關應辦及注意事項： 

一、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盤點轄內族語能力使用概況，統整相關資

源後，提報工作概要計畫書(附件一)，提報語推人員設置情形，

訂定各項工作績效指標。 

二、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至少每月邀集所轄設置機關、原住民族地

區鄉(鎮、市、區)公所及語推人員召開工作會報，掌握計畫推動

情形，函報會議紀錄到會備查，並副知專案管理中心。 

三、 各區應至少辦理 1 次分區工作會報暨短期增能研習，以利跨域

治理，分享業務推動經驗，提升人員專業知能，各區辦理機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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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四、 語推人員當月月薪應於次月 10日前撥付，必要時應由設置機關

先行墊付；補助項目及標準如附件二。 

五、 如經查有指派語推人員辦理非屬本計畫訂定之工作或其他行政

工作，本會將刪減該設置機關本計畫業務費用，並納入爾後申領

本會相關文教類補助案審查之參據，酌予扣減補助款。 

陸、 設置及甄選方式(詳如附件五、六、七)： 

項次 設置機關 設置方式 

1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設籍原住民民族別設置 1 人。 

2 

原住民人口達 1,500 人

以上之非原住民族地區

鄉(鎮、市、區)公所 

設籍原住民人口達 1,000 人以上

之族別進用語推人員 1人。 

3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

區)公所 

依本會公告當地原住民族地方

通行語別數進用 1 人至數人。 

柒、 工作項目： 

一、 語推人員工作核心為「協助機關推動族語措施(營造友善族語環

境)」、「推廣族語家庭化、部落化及生活化」及「語料採集及記

錄」等。除必辦工作項目外，機關得規劃屬前開工作核心之業務，

交由語推人員執行，並納入推廣時數及績效。 

二、 語推人員應積極參與「原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所辦理之各項會

議及活動，以達成族語發展任務及合作目標，降低資源重複浪費

之虞。 

三、 必辦項目：「營造族語友善環境」、「協助機關推動族語復振工作」、

「語料採集及記錄」、「族語聚會所」、「族語學習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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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選辦項目：「族語傳習教室」、「協助沉浸式幼兒園推動部落(社區)

族語學習活動」、「輔導族語保母」、「協助教會推動族語學習」。 

五、 每次推廣時數除本會另有規定外，由設置機關依實際執行情形

核定。 

六、 年度推廣時數不得少於 576小時。 

七、 各工作項目規範及推動方式如下： 

(一) 必辦項目： 

項次 項目 內容 

1 
營造族語

友善環境 

1. 實施目的：擔任會議或宣導活動翻譯及翻譯相

關文書，以營造族語友善環境，提升族語能見

度。 

2. 辦理項目： 

(1) 含會議或活動之族語翻譯，或協助宣傳品、標

示、公文、喜帖及相關文書等翻譯文字。 

(2) 其他有關本項目之族語推廣工作。 

3. 每次推廣時數至少以 1 小時核算，機關得依實

際執行情形，酌予增加該時數，總時數應達 30

小時。 

4. 本項工作項目不得支領相關主持或翻譯費用。 

2 

協助機關

推動族語

復振工作 

1. 受補助機關及語推人員得共同規劃符合地方需

求及族群特性之族語復振推動工作，所需費用

由本計畫業務費或符合支用規定之經費項目支

應。 

2. 如經費確有不足，得依本會「推展原住民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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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 

育文化補助要點」之規定申請相關補助經費。 

3. 協助或支援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

金會及本會核定之原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所辦

相關族語復振(含推廣)工作事項，其工作時數

由受補助機關或設置機關核定之。 

3 
語料採集 

及記錄 

1. 實施目的： 

(1) 為增進族語研究能量，以利本會建置原住民

族語料庫，並紀錄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訪

談相關耆老或族人，採集及記錄相關語音資

料，並以數位化呈現，影音方式記錄。 

(2) 語料採集上傳考核管理系統後，由專案管理

中心初審，完審後再由「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

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後續典藏及研究事

宜。 

2. 實施方式： 

(1) 每季至少完成 1 則，每年至少完成 4 則，每

則至少 15分鐘，並核予 20小時推廣時數。 

(2) 以祭儀文化、部落史、生命史、傳說故事或

其他事務等為採集主題，並以族語及中文雙

語編寫，進行數位化編輯。 

4 
族語 

聚會所 

1. 實施目的：廣邀族人參與，辦理常態性聚會，

於聚會時使用族語進行議題討論，營造全族語

聚會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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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 

2. 實施對象與人數：具一定程度族語能力之民

眾；以不低於 10人為原則，瀕危語別不低於 5

人為原則。 

3. 實施方式： 

(1) 至少辦理 1處，總時數應達 60小時。 

(2) 設計相關討論議題，帶領族人以全族語方式

進行討論，並紀錄討論過程，以做為語料採集

之素材。 

(3) 傳習族人羅馬拼音，普及族語文字化。 

(4) 議題規劃應以提升族人使用族語的意識為目

標，期透過耳濡目染的習慣下使用族語進行

對話，提高族語使用機會與場域。 

5 
族語 

學習家庭 

1. 實施目的：輔導與協助家長及家庭成員如何於

家庭建構具生活化之族語學習環境。 

2. 輔導戶數：至少 2 戶。 

3. 家戶人數：每戶家庭成員至少 3 人，其中 18

歲以下成員至少 1 人。 

4. 實施方式： 

(1) 每戶輔導總時數應達 60小時。 

(2) 教導家庭成員如何有效實行族語交談(透過

教材設計、環境營造及教具使用)，以提高族

語使用率。 

(3) 依家庭成員組成狀況及其族語能力等，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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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 

設計各種族語學習內容及情境式族語使用方

式，輔導有意願成為族語學習家庭的家戶，營

造家庭中自然使用族語的環境。 

5. 獎勵措施：每次輔導時，家庭成員到齊次數達

70%，且經族語能力評量(以族語E樂園初級族

語認證模擬測驗為考評標準)，學習成效良好

者，每戶 5,000元。 

(二) 選辦項目： 

項次 項目 內容 

1 
族語 

傳習教室 

1. 實施目的：提供一般民眾及學生多元族語學

習管道，增進其族語能力。 

2. 實施對象與人數：一般民眾、在學學生及兒

童(含家庭成員親子共學)等；以不低於 10 人

為原則，瀕危語別不低於 5人為原則。 

3. 實施方式： 

(1) 得於設置機關或部落社區開設。 

(2) 課程應以「會話」為開課原則，以區分學校

內認證「測驗式」之族語教學方法，使學員

沉浸於族語環境內。 

(3) 依學員族語能力程度編排上課內容，應用本

會原住民族語 E樂園基礎教材、生活會話篇

等相關族語教材。 

(4) 應定期檢視學員學習成效，並鼓勵學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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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 

本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4. 獎勵措施：每班開課時數達 50 小時以上，且

參與學員出席率達 80%以上，並通過期末測

驗者(以族語 E 樂園中級族語認證模擬測驗為

考評標準)，每人發給獎勵金 1,000 元。 

2 

協助沉浸

式幼兒園

推動部落

(社區 )族

語學習活

動 

1. 實施目的：促進幼兒園辦理沉浸式族語教學，

提供幼童族語學習機會，掌握語言學習黃金時

期，並積極促進前開機構與部落以族語互動。 

2. 實施對象與人數：幼兒園(或沉浸式幼兒園)

之幼童。 

3. 實施方式：協助沉浸式幼兒園與部落(社區)間

之連結，推動辦理部落(社區)活動參與、老幼

共學、互動學習等。 

3 
輔導 

族語保母 

1. 實施目的：提升本會原住民族語扎根補助計

畫執行效能，落實族語學習家庭化，促進幼兒

發展潛能。 

2. 實施對象：本會核定族語保母。 

3. 實施方式： 

(1) 各機關盤點族語保母執行效能後，如有需加

強輔導及協助之族語保母，由語推人員進場

輔導及協助，以積極營造幼兒族語學習環

境。 

(2) 其工作內容不得與家訪員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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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 

4 

協助 

教會推動

族語學習 

1. 實施目的：強化原住民教會族語保存與發展

之功能，推動教會主日學族語學習，並提升各

項活動之族語元素，使教會成為族語紮根的據

點。 

2. 實施對象與人數：一般民眾；成員至少 10人。 

3. 實施方式：輔導教會牧者、神父、長老、執

事等人員，規劃於教會中推動下列活動： 

(1) 族語證道：鼓勵司會、證道者使用族語，採

雙語、或 50％以上以族語傳講。 

(2) 族語詩歌：練唱族語詩歌，並應紀錄練唱次

數、族語詩歌資料等。 

(3) 族語查經班：族語查經班，或禱告會時閱讀

「族語聖經」。 

(4) 鼓勵團契(或小組)說族語：各種團契聚會、

活動鼓勵說族語。 

(5) 其他有關本項目之推廣工作。 

4. 倘經費確有不足，應協助教會依本會「推展原

住民族教育文化補助要點」之規定申請相關補

助經費。 

捌、 績效考核：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 

(一) 本會另案函頒評鑑計畫。 

(二) 依核定之工作概要計畫書辦理評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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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推人員： 

(一) 敘薪標準如附件四。 

(二) 年終考核丁等或連續 2 年年終考核丙等以下者，即不予續聘，

並依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第 5 項預告終止勞動事由。 

(三) 進用之族語推廣人員如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規定，得不經

預告終止契約。 

玖、 督導考核：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本會及專案管理中心不定期查核訪

視工作執行情形，並作為評鑑之依據。 

二、 語推人員： 

(一) 每月 25 日將次月值勤班表登載於考核管理系統，並受補助機

關核備。 

(二) 每月 1 日將前一月各工作項目成果上傳至本會考核管理系統，

並受補助機關核備。 

(三) 受補助機關應隨時督導進用之族語推廣人員執行各項推動工

作之進度。 

(四) 本會、相關機關及專案管理中心將不定期派員查核訪視語推人

員之工作執行情況，並作為考評之依據。 

壹拾、 經費請撥與核銷： 

一、 本計畫補助經費撥付方式如下： 

(一) 每名語推人員設置補助經費為新臺幣(以下同)85萬元整，並以

各縣市現有進用人數為補助經費額度。 

(二) 第 1 期款：111 年 1 月 20 日前函報「111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

廣人員工作概要計畫書」、第 1期款領據、納入預算證明，申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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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費 70%。 

(三) 第 2 期款：111年 7 月 1日前彙整年度賸餘經費需求到會核定，

且第 1期款執行率 70％後，檢送納入預算證明及領據申領賸餘

經費。 

二、 110年度計畫尚未辦理核結之地方政府，僅先行撥付第 1期款經

費 50％。 

三、 111 年 12 月 20 日前檢送經費收支結算表及執行成果報告(含成

果報告書、照片及經費執行明細表)各 1 份到會辦理核結。 

四、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會補助地方機關經費會計作業注意事項之規

定辦理。 

壹拾壹、 其他： 

一、 語推人員應積極參加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原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等辦理相關活動及會議，如經本會認定

為重要活動(會議)，應強制參加。 

二、 每日工作時間依勞動契約規定辦理，上、下班均應簽到、退，以

作為差勤之證明，其差勤管理方式由受補助機關訂之。 

三、 因應業務需要，語推人員上班時間得彈性安排，以每日不逾 8 小

時、一週不逾 40小時為原則製作出勤班表，班表應定期上傳至

本會管理系統，並由設置機關核備。 

四、 語推人員不得於上班時間辦理非族語推廣之工作(配合設置機關

之各項活動者除外)；另為協助各級學校辦理族語教學工作，受

補助機關得於不影響業務推動之原則下，核予語推人員一週 4小

時事假、補休或休假兼課。 

五、 語推人員如需於辦公時間於國內政府立案之專科以上學校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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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業務有關之學位時，受補助機關得於不影響業務推動之原則

下，核予語推人員一週最高 8小時公假。 

六、 病、事及休假依勞工請假規則規定辦理。 

七、 受補助機關應按月統計族語推廣人員出勤狀況(含病、事、休假)，

並將出勤紀錄保存 5 年。 

八、 其他未盡事宜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壹拾貳、 附則： 

一、 計畫變更：計畫經核定後，不得任意變更執行項目與內容，如確

有變更之必要或因故無法執行者，應報請本會核可後使得實施。 

二、 財產設備管理：財產設備之修繕及維護，除特殊情形經本會同意

補助外，由受補助單位自行負擔。 



 

13 

 

附件一 

(機關名稱)111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 

工作概要計畫書(格式) 

壹、 目標： 

一、 為落實及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所定原住民族語言保存、發

展、使用及傳習等族語復振工作。 

二、 貫徹中央到地方政府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工作之強度與力度，

喚起全體族人為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邁向嶄新之路。 

三、 依本縣(市)在地族語別及文化特性等，設置語推人員負責本計畫

工作。 

貳、 已設置人數、族群及設置機關： 

序號 姓  名 族  別 設 置 機 關 

1    

2    

3    

參、 各工作項目預期執行方式： 

必/選辨 項    目 
執行方向與策略 

(限 100字以上) 
量 化 指 標 

必辦 

營造族語友善環境 

 場次： 

件數： 

其他： 

配合受補助機關推動族語復振  (自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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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採集及記錄 
 

件數: 

族語聚會所 
 所數: 

受益人數: 

族語學習家庭 
 戶數: 

受益人數: 

選辦 

族語傳習教室 
 班數: 

受益人數: 

協助沉浸式幼兒園推動部落

(社區)族語學習活動 

 活動場次： 

受益人數： 

族語保母輔導  人數： 

設立教會族語學習據點 
 活動場次： 

受益人數: 

肆、 經費概算：(新臺幣元) 

項    目 單位 單 價 數量 金  額 備    註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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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1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補助計畫 

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業務費： 

項次 項目 額度及說明 

1 行政管理費 
1. 每進用 1 名語推人員核予行政管理費 5萬元。 

2. 最高補助額度 70萬元。 

2 
族語復振 

補助計畫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統整及盤點轄內族語資源

後，依本會「推展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補助要點」

規定提報補助計畫。 

二、 人員設置費： 

(一) 人事及相關費用： 

項次 項目 額度及說明 

1 薪資 

1. 起薪 3 萬 6,000元，薪資級距如附件四。 

2. 專業加給：具本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

驗」薪傳級或優級以上合格證書者，每月薪資

加給 3,000 元。 

3. 年終獎金：1.5 個月薪資。 

2 
勞健保 

及勞退費用 

視被保險人月薪資總額，由投保機關依「勞工保

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投保。 

3 加班費 每月最高以 10小時計算。 

4 
僱主意外 

責任保險 

1. 每人投保金額每年最高補助 3,000 元為原則。 

2. 本項目採實報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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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額度及說明 

5 差旅費 
1. 以 3 萬元為上限。 

2. 依設置機關相關差旅規定覈實報支。 

(二) 業務費： 

項次 項目 額度及說明 

1 場租費 

1. 每小時 100元。 

2. 支付族語推廣工作所需場租等費用，其餘地點

需考量適宜性，並報請設置機關核准。 

2 交通費 
1. 每趟(來回)100元。 

2. 限開課地點距上班地點 5 公里以上。 

3 工作費 

1. 每月 4,000 元。 

2. 執行業務所需茶水費、茶點費、行銷費及其他

相關必要雜支。 

4 
語料採集 

訪談費 

1. 每次 500 元，同位受訪者每月不得超過 3 次。 

2. 本項目額度以 1萬元為原則。 

5 教材(料)費 
1. 每人每年度以 1萬 5,000元為限。 

2. 執行業務所需課程教材(料)費。 

6 協同教學費 

1. 每小時 350元。 

2. 為增進語推人員教學效益，得聘用協同教學人

員，每月總時數至多 10小時。 

3. 人員資格，需具以下之一者，並由設置機關同

意後始可聘用： 

(1) 文化知識或族語能力之人士。 

(2) 具本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中高

級以上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

格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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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額度及說明 

7 
族語傳習 

教室獎勵金 

1. 參與學員出席率達 80%以上，且經期末評量通

過者，每人發予 1,000 元獎勵金。 

2. 期末評量以族語 E 樂園中級族語認證模擬測

驗為考評標準。 

3. 能力評量指標由本會或設置機關頒布。 

8 
族語學習 

家庭獎勵金 

1. 每次輔導時，家庭成員到齊次數達 70%，且經

族語能力評量(以族語 E 樂園初級族語認證模

擬測驗為考評標準)，學習成效良好者，每戶發

予 5,000元獎勵金。 

2. 能力評量指標由本會或設置機關頒布。 

(三) 資本門 

項次 項目 額度及說明 

1 
辦公設備費 

(資本門) 

含電腦、辦公桌椅、事務櫃(系統櫃)及其它相關

設備，111 年新進語推人員補助 5萬元，其餘每

人補助 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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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1年度分區工作會報暨短期增能研習 

 

區 域 縣  市 辦理機關 

北區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

金門縣及連江縣 
桃園市政府 

中區 
臺中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

南投縣及彰化縣 
新竹縣政府 

南區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雲林縣、

嘉義縣、嘉義市及澎湖縣 
高雄市政府 

東區 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 花蓮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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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薪資級距表 

說明： 

一、 依據本會「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辦法」簽訂勞動契約之

契約進用人員，自 108 年 1月 1日起計算，到職每滿 2年，其

薪資級別晉級 1級。 

二、 年終考核列為優等者，核予績效獎金 6,000 元，該年度考核以

甲等計算晉級年資。 

三、 年終考核連續兩年列甲等者，晉級 1級，不得重複計算年度。 

四、 年終考核列為丙等者，該年度年資不予計算晉級年資。 

單位：新臺幣/元 

級別 薪資 

第 1 級 36,000 

第 2 級 37,500 

第 3 級 39,000 

第 4 級 40,500 

第 5 級 42,000 

第 6 級 43,500 

第 7 級 45,000 

第 8 級 4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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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 

人員甄選及進用方式 

一、 進用資格：具本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或「原住民族

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惟經公告三次以上無合格人員應徵或公告

甄選族語別無合格人員者，得專案報請本會同意進用具族語教學能力之人

員。 

二、 如非具有前揭資格之專案錄取人員，應於到職後 2年內取得「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最遲於 113 年報考並於 114 年 3 月

通過)。 

三、 107 年度至 110 年度專案錄取者，最遲應於 112 年 3 月前取得「原住民族

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 

四、 進用方式：  

(一) 甄選： 

1.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2. 甄選訊息第一次至少公告 10 日，第二次以上至少公告 5 日(皆含例假

日)，並依附件七「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甄試評分標準表」辦理甄選。 

3. 甄選期間：自計畫公布日起至 111年 5月 31日止。 

4. 甄選方式：由本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及該語推人員所

屬語別之族語老師各一人為原則組成甄選委員會。 

5. 甄選次數：至少公告 4次以上(含 1次專案甄選)。 

6. 甄選及格分數：60分。 

(二) 人員核定：函送擬聘人員資格文件(含甄選評分表及資格佐證資料)報請本

會核定後，受補助機關始得辦理人員進用事宜。 

 



 

21 

 

附件六 

甄選評分標準表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面試(40%) 

族語(口說及翻譯)能

力(30%) 

能以流利族語應答委員提問(包含反應、溝通、

協調)，且語調及語法具有相當正確性。 
20 

能立即完成委員指定語句的文字翻譯。 10 

族語復振工作目標

(10%) 
依工作期望及規劃給予適切評分。 10 

書面審查(50%) 

族語復振(含教學或

推廣)工作相關經驗

(30%) 

無相關工作經驗 0 

具相關工作經驗 1年以上 10 

具相關工作經驗 2年以上 15 

具相關工作經驗 3年以上 20 

具相關工作經驗 4年以上 25 

具相關工作經驗 5年以上 30 

訓練及進修(15%) 

未曾參加政府機關辦理之相關增能研習 0 

參加政府機關辦理之增能研習時數累計未達 36

小時 
5 

參加政府機關辦理之增能研習時數累計達 36小

時以上 
8 

參加政府機關辦理之增能研習時數累計達 72小

時以上 
12 

參加政府機關辦理之增能研習時數累計達 100

小時以上 
15 

學歷(5%) 
大專校院學校畢業(含以下學歷) 3 

具碩士學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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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具博士學位 5 

行政文書處理(10%) 

行政文書處理能力

(10%) 

中文看打每分鐘未達 10字 0 

中文看打每分鐘達 10字 4 

中文看打每分鐘達 20字 8 

中文看打每分鐘達 25字 10 

其他(10%) 

其他加權項目(10%) 

1. 具有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優級合格證

書。 

2. 具有族語相關著作(含未出版)。 

3. 曾參與本會辦理族語振興人員增能研習。 

上述項目須檢附相關證明，每項以 5%計算，至

多 10%。 

10% 

附記：報名參加甄選人員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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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人數一覽表 

一、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擇設籍原住民人口民族別進用 1人，共計 22人。 

二、 原住民人口達 1,500人以上非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 

(一) 設籍原住民人口達 1,000人以上之族別進用語推人員一人，共計 56人。 

(二) 各鄉(鎮、市、區)公所語推人員，得與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語推人員合

署辦公。 

序號 縣市別 鄉(鎮、市、區) 進用人數(族語別) 

1 

臺北市 

文山區 

5人 

(阿美族 2人、泰雅族 1人、排灣族

1人、布農族 1人) 

2 南港區 

3 內湖區 

4 士林區 

5 北投區 

6 

新北市 

板橋區 

14人 

(排灣族 2人、泰雅族 2人、卑南族

1人、太魯閣族 1人、布農族 2

人、阿美族 6人) 

7 三重區 

8 中和區 

9 新莊區 

10 新店區 

11 樹林區 

12 鶯歌區 

13 三峽區 

14 淡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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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汐止區 

16 土城區 

17 蘆洲區 

18 五股區 

19 林口區 

20 

桃園市 

桃園區 

11人 

(賽夏族 1人、卑南族 1人、泰雅族

2人、阿美族 4人、排灣族 1人、

太魯閣族 1人、布農族 1人) 

21 中壢區 

22 大溪區 

23 楊梅區 

24 蘆竹區 

25 大園區 

26 龜山區 

27 八德區 

28 龍潭區 

29 平鎮區 

30 觀音區 

31 

臺中市 

西屯區 

8人 

(阿美族 3人、泰雅族 2人、排灣族

2人、布農族 1人) 

32 北屯區 

33 豐原區 

34 潭子區 

35 大雅區 

36 大肚區 

37 太平區 

38 大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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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臺南市 永康區 1人(排灣族 1人) 

40 

高雄市 

左營區 

7人 

(布農族 1人、泰雅族 1人、阿美族

2人、排灣族 2人、魯凱族 1人) 

41 楠梓區 

42 前鎮區 

43 小港區 

44 鳳山區 

45 大寮區 

46 三民區 

47 宜蘭縣 羅東鎮 1人(泰雅族 1人) 

48 新竹縣 竹東鎮 1人(泰雅族 1人) 

49 南投縣 埔里鎮 1人(泰雅族 1人) 

50 

屏東縣 

屏東市 
3人(魯凱族、排灣族、阿美族各 1

人) 
51 潮州鎮 

52 內埔鄉 

53 
基隆市 

中正區 
2人(阿美族 2人) 

54 七堵區 

55 
新竹市 

東區 
2人(阿美族、泰雅族各 1人) 

56 北區 

合計 56人 

三、鄉鎮市區公所：依本會公告當地原住民族地方通行語別數進用 1 人至數人，

共計 74人。 

序號 鄉(鎮、市、區) 地方通行語 進用人數 

1 新北市 烏來區 1人(泰雅語) 

2 宜蘭縣 大同鄉 1人(泰雅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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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宜蘭縣 南澳鄉 1人(泰雅語) 

4 桃園市 復興區 1人(泰雅語) 

5 新竹縣 關西鎮 1人(泰雅語) 

6 新竹縣 尖石鄉 1人(泰雅語) 

7 新竹縣 五峰鄉 2人(泰雅語、賽夏語) 

8 苗栗縣 南庄鄉 1人(賽夏語) 

9 苗栗縣 獅潭鄉 1人(賽夏語) 

10 苗栗縣 泰安鄉 1人(泰雅語) 

11 臺中市 和平區 1人(泰雅語) 

12 南投縣 魚池鄉 1人(邵語) 

13 南投縣 信義鄉 1人(布農語) 

14 南投縣 仁愛鄉 3人(賽德克語、泰雅語、布農語) 

15 嘉義縣 阿里山鄉 1人(鄒語) 

16 高雄市 茂林區 
3人(茂林魯凱語、萬山魯凱語、

多納魯凱語) 

17 高雄市 桃源區 2人(布農語、拉阿魯哇語) 

18 高雄市 那瑪夏區 2人(布農語、卡那卡那富語) 

19 屏東縣 滿州鄉 1人(排灣語) 

20 屏東縣 三地門鄉 2人(排灣語、魯凱語) 

21 屏東縣 霧臺鄉 1人(魯凱語) 

22 屏東縣 瑪家鄉 1人(排灣語) 

23 屏東縣 泰武鄉 1人(排灣語) 

24 屏東縣 來義鄉 1人(排灣語) 

25 屏東縣 春日鄉 1人(排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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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屏東縣 獅子鄉 1人(排灣語) 

27 屏東縣 牡丹鄉 1人(排灣語) 

28 臺東縣 臺東市 3人(阿美語、卑南語、排灣語) 

29 臺東縣 成功鎮 1人(阿美語) 

30 臺東縣 關山鎮 1人(阿美語) 

31 臺東縣 卑南鄉 3人(卑南語、阿美語、魯凱語) 

32 臺東縣 大武鄉 1人(排灣語) 

33 臺東縣 太麻里鄉 2人(排灣語、阿美語) 

34 臺東縣 東河鄉 1人(阿美語) 

35 臺東縣 長濱鄉 1人(阿美語) 

36 臺東縣 鹿野鄉 1人(阿美語) 

37 臺東縣 池上鄉 1人(阿美語) 

38 臺東縣 延平鄉 1人(布農語) 

39 臺東縣 海端鄉 1人(布農語) 

40 臺東縣 達仁鄉 1人(排灣語) 

41 臺東縣 金峰鄉 1人(排灣語) 

42 臺東縣 蘭嶼鄉 1人(雅美語) 

43 花蓮縣 花蓮市 
3人(阿美語、太魯閣語、撒奇萊

雅語) 

44 花蓮縣 鳳林鎮 1人(阿美語) 

45 花蓮縣 玉里鎮 1人(阿美語) 

46 花蓮縣 新城鄉 2人(阿美語、太魯閣語) 

47 花蓮縣 吉安鄉 2人(阿美語、太魯閣語) 

48 花蓮縣 壽豐鄉 1人(阿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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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花蓮縣 光復鄉 1人(阿美語) 

50 花蓮縣 豐濱鄉 2人(阿美語、噶瑪蘭語) 

51 花蓮縣 瑞穗鄉 1人(阿美語) 

52 花蓮縣 富里鄉 1人(阿美語) 

53 花蓮縣 秀林鄉 1人(太魯閣語) 

54 花蓮縣 萬榮鄉 2人(太魯閣語、布農語) 

55 花蓮縣 卓溪鄉 1人(布農語) 

合計 7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