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個案部會管制計畫評核意見 

項次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1 健全原住民族法制 

1. 本計畫工作項目「一、推動原住

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

會」、「二、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配套」、「三、修正原住民身分

法」、「四、舉辦原住民身分登記

作業講習」、「五、輔導地方政府

及部落幹部成立部落會議」、

「六、出版原住民族法學期刊」。 

2. 本案工作計畫皆如期完成，僅「原

住民身分登記作業講習」，因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基於防疫考量

暫緩舉辦。 

3. 建議業務單位爾後若因眾多不可

抗力、非業務單位所能控制之因

素而窒礙難行時，因及早提出作

業計畫調整，加強計畫控管。 

2 
原住民族部落免費 

戶外無線寬頻上網 

1. 本計畫旨在推動無線寬頻應用服

務普及率，加速我國行動通訊產

業發展，並配合政府關懷原住民

族地區政策，建構及無線寬頻網

路環境，本計畫各項工作進度均

如期完成。 

2. 年度計畫目標預定完成建置50個

部落無線網路建置，而截至 109

年底實際建置共 62個部落。 

3 
南島民族論壇 6年計畫 

（109年─114 年） 

1. 本計畫主要為與國際事務交流，

因受疫情影響，各國邊境封鎖致

嚴重影響計畫執行，雖已將部分

工作項目改採於國內舉辦相關國

際交流工作，或以線上方式辦理

來完成目標，惟針對須參加由國

外辦理活動，亦因主辦國停辦致

影響目標完成。 

2. 本案因遭受天災不可抗力因素影



響執行策略，仍戮力改以其他方

式來完成相關工作目標，後續仍

請持續關切疫情發展，並預為相

關備案，以為因應。 

4 原住民族教育協調與發展 

1. 本案共計有 3項年度目標，分別

為推動民族教育、培育原住民族

人才及推廣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及

終身學習，皆如期完成預定目標。 

2. 本年度與教育部分攤民族教育、

部落大學經費，有效提升實驗教

育、與推動學校本位課程計畫參

加學校數量。 

3. 培育原住民族專門原住民族人才

推動有成，涉及多方領域，109

年度共計核定深造教育 671件、

專業考試 144件、學術專門著作

41件、發明 9件及體育傑出人才

480件。 

4. 為了推動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及終

身學習，進而開辦部落大學，課

程內容多元廣泛，計有原住民族

語文教育學程、產業經營學程、

社區教育學程、人權教育學程及

婦女教育學程，受惠人數高達兩

萬八千人。 

5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計畫 

1. 本計畫年度工作項目「推動族語

向下扎根」、「培育原住民族語言

人才」、「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保存與發展」、「營造族語生

活環境」及「推廣原住民族語使

用」，皆如期執行。 

2. 族語扎根計畫 109年聘任族語保

母共計 513位，收托嬰幼兒 575

位與 109年相比成長 80%。 

3. 設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專責辦理原住民

族語言研究發展事項。 

4. 完成與立法院及教育部溝通，原



住民參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

住民族考試」應取得初級以上員

致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參與「公

費留學」、「師資培育公費生入學」

考試應取得中級以上原住民族語

言能力認證。 

6 原住民族文化振興與發展 

1. 本計畫皆如期完成「調研、整理、

推廣及應用原住民文化資產」、

「調研、整理、編譯及推廣原住

民族文獻」、「推廣原住民族文化

及藝文活動」及「南島民族論壇 6

年計畫」。 

2. 109年辦理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

件系列叢書發表，引起廣大迴

響，而教育部也將進一步透過上

開書籍與本會共同將原住民族史

觀納入12年國教原住民族文化教

材，藉由本系列叢書與文化部啟

動建構歷史紀念空間與設置紀念

碑的機制，使國人更能認識原住

民族史觀下的歷史真相。而原住

民族史觀建構工作由本會、教育

部與文化部 3部會合作共同推

動，不僅象徵政府對於原住民族

史觀建構的重視程度，更突顯政

府對於此項政策的堅定決心。 

7 原鄉跨域行動計畫 

1. 本計畫工作項目計有 2項，分別

為「原住民族資訊技能教育訓練」

及「部落學童遠距伴讀」皆於預

定期限內完成。 

2. 整合全國15處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功能，開設數位型課程，總計

2,243名部落大學學員參與數位

型課程。 

3. 於偏鄉及原住民族部落地區建立

14處服務據點，提供 287名國

中、小學生課後線上學習機會，

透過數位學習試圖縮短城鄉教育



差距，並提升學童數位能力。 

8 

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 1期

（105-108年）計畫 

本計畫未能如期完成係因遇不可抗

力之特殊因素，如部分站臺產權混

淆不清及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嚴重

影響管制品生產導致國外許多工廠

停工，原物料短缺，至國外出貨交

期日延宕等等，然仍竭力完成年度

目標工作，後續仍請持續關切疫情

發展，並預為相關備案，以為因應。 

9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原民

部落營造 

1. 本計畫分成「原住民族部落文化

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

建」、「都市原住民族部落營造」、

「服務據點周邊及部落內公共建

設改善」、「部落之心示範點」等

四大策略，並確實掌握各樣工作

進度之執行情形，均如期達成。 

2. 109年度共計完成 100處文化健

康站友善空間整建、1處都市原住

民部落營造、80處服務據點周邊

及部落公共設施改善，2處部落之

心示範點建置。 

10 
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發展計畫第 3期 4

年計畫 

1. 本計畫包含「促進原住民族就業

服務」、「提升原住民族衛生保

健」、「保障原住民族社福權利」

之 3項工作計畫，並設定各計畫

工作查核點，確實掌握各項工作

進度之執行情形。 

2. 109年度獎勵原住民專業證照人

數達 2,479人，以核發獎勵金方

式鼓勵原住民取得中央勞工主管

機關(勞動部)核發之技術士證

照，提供原住民專業技能及職場

競爭力。另，本會辦理原住民族

青年就業相關計畫，提供原住民

青年職前諮詢及職場體驗等相關

服務，受益人數為 2,987人。 

3. 鼓勵原住民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109年度提升實質納保率至



99.95%。 

4. 為提升繳費率，109年度補助 15

個地方政府辦理國民年金權益宣

導活動計 85場次，受惠人次計 2

萬餘人。 

11 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造景計畫 

1. 本案分列「部落基礎環境改善計

畫」及「部落文化聚會所興建改

善計畫」。 

2. 109年度取得使用執照之聚會所

計 8件，提供居民日常聚會場所，

達成資訊交流與文化傳承目標。 

3. 109年度預算執行率達 97.97%，

使預算充分運用於原住民族部落

基礎建設工程。 

12 
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107~110年） 

1. 本計畫工作項目如下，「補助地方

政府辦理特色道路或橋梁改善之

可行性評估，地質鑽探、規劃設

計或工程事宜」及「辦理原住民

地區道路政策研究發展、進度督

導及品質考核等相關業務」。 

2. 109年度補助部分:預定改善道路

長度 150公里、改善橋樑 7座，

改善孤島部落 19處，且達成農品

運輸及觀光旅遊經濟效益 43,000

萬元，截至 109年底上述目標，

皆如期完成。 

13 原住民族住宅 4年計畫 

1. 本計畫目標為整備原住民族住宅

資源、促進原住民族住居文化發 

展、提供多元化居住協助及增進

原住民族之居住品質，各項目標

均 如期完成。 

2. 研修本會「經濟弱勢原住民建構

及修繕住宅補助作業要點」，並深

入原住民族地區 55個鄉(鎮、市、

區)進行實地面訪，除宣導本會推

動之各項原住民族住宅措施，也

藉此了解族人實際居住現況，供

作本會擬定原住民族住宅政策之



重要參考。 

3. 於 109年 9月 1日邀集各地方政

府召開「推動原住民族地區建築

物合法化聯繫會議」，請地方政府

依據建築法第 99條之 1授權規

定，因地制宜訂定簡化建築管理

辦法，以促進原住民族地區建築

物朝向合法化發展。 

4. 針對都市原住民族部落導入原住

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補助計

畫、型塑聚落示範及原住民族住

宅營造，並連結文化健康站之老

人照顧服務、原住民族家庭服務

中心關懷及就業服務、假牙補

助、原住民族急難救助及教育文

化活動經費補助。 

14 
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 4年計畫（107

年-110年） 

1. 本案計畫年度工作項目，計有「基

礎環境佈建」、「產業人才培育」、

「品牌通路建構」及「產業示範

亮點」均如期完成，達成目標。 

2. 辦理第 6屆精實創業輔導計畫，

遴選輔導新創事業 20案，透過資

金投資輔導，挹注族人在創業起

步階段之創業資金及提供陪伴輔

導服務，站穩創業角度。 

3. 推動「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

護人才培育」補助 26所大專院校

完成系列課程及講座，培育傳統

智慧創作保護專門人才，並推動

「原住民族音樂產業人才培育計

畫」補助 3所大專校院及 3個專

業團體，培育音樂產業所需人

才，促成學用接軌。 

4. 參與 5場次國內大型會展，辦理

整合行銷活動。 

5. 遴選原住民族產業潛力發展亮點

18案，以建構產業示範亮點，串

聯產業鏈，建構商業模式，並完



備產業營運聯盟，以利地區產業

永續經營。 

15 
原住民族土地調查及劃設實施計畫

（108至 112年） 

1. 依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

劃設辦法規定之程序完成公告之

範圍，將可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 21條規定，相關之土地開發、

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

究，應諮商並取得當地部落同意

或參與，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益。 

2.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劃設後，

可建置傳統領域土地資料庫、並

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完整建立原

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範圍資料，

可作為未來原住民族政策評估之

重要資料。 

16 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計畫 

1.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修正

案，業奉總統 108年 1月 9日公

布，刪除原住民需取得耕作權、

地上權滿五年，始無償取得原住

民保留地所有權之規定，本會於

同年 7月 3日修正發布「原住民

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落實總統

對原住民族土地轉型正義之政策

目的，更回應族人數十年來對於

回復土地權利的期待。 

2. 依上開法令修正公布實施後，原

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申辦案件有

增量情形，故函請各直轄市、縣

政府督導各所轄公所積極辦理，

以嘉惠族人並保障族人使用土地

權益。另針對地方政府每年度尚

未申請補助經費撥付，或來文缺

件者，請其儘速辦理請款事宜，

以利本會控管預算執行進度。 

17 原住民保留地違規利用處理計畫 

1. 本計畫係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列管之超限利用土地，以

及影響公共安全區域範圍內公有

原住民保留地新增超限利用土



地、濫墾及濫建情形，列為最優

先處理案件，並依違規利用人身

分別及權屬態樣，分別採取輔導

取得所有權、移請主管機關依法

查處及提起民事訴訟等方式進行

處理，以有效改善違規利用情

形，減緩土石沖刷及減少土石流

等天然災害發生，發揮森林穩定

地質、國土保安及維護部落之生

命財產安全。 

2. 本年度原訂目標值為依計畫處理

800筆，截至 12月底止，已達成

筆數為 879筆，業達成目標值，

成效良好，並依計畫期程召開期

中、期末檢討會議，宣導年度計

畫修正內容及執行注意事項，督

促檢討各地方政府執行情形。 

18 
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暨複丈分

割工作計畫 

1. 本計畫督促各地方政府受理原住

民申請增劃編案件，本會管考會

勘情形，以確認原住民使用情

形，俾加速審查進度，本會並於

109年 7月及 12月依期程辦理期

中、期末檢討會議，邀集協辦單

位公產機關，共同檢視辦理情

形，以提高計畫執行品質及成

效，俾加速核定作業輔導原住民

取得土地，以保障原住民族土地

權益。 

2. 109度總會勘筆數達 1,200筆，執

行成效良好,並依期程召開期中

及期末檢討會議，宣導年計畫修

正內容及執行注意事項，督促各

地方政府執行情形。 

19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綠珠雕琢再

造 6年中長程計畫 

1. 本案之 5項年度執行目標「辦理

富谷灣區上半段重(整)建部落傳

統建築與文化語彙」、「購置園區

遊客載運車輛及設備、「園區休憩

廣場整體舖面環境改善」、「園區



戶外民族劇場展示空間改善」及

「娜麓灣區餐飲中心服務設施改

善」。 

2. 園區傳統建築展示屋修復期間，

雖受天候、材料及人員等非可預

見因素影響，仍在可施作期間積

極趕辦於年度期限內完成，且為

不影響遊客遊園品質，施工區域

採半施工半開放方式，施作有合

宜阻隔距離，入園遊客遊園環境

品質皆無權益受損之反應。然而

其修復完成後，可保存記載臺灣

原住民 16族群傳統建築工法技

藝與建築文化語彙，有效提供中

心其他各組或外界機關作文化展

示、教育體驗活絡交流使用，以

豐富傳達原住民族正向及大地共

榮生命生活態度，使建立有形資

產提供無形產能之文化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