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二章 進用保障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章 比例進用原則

本章為規範原住民工作權保
障之實質內容，故章名配合
修正。

第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 第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 一、為充分規範公部門進用原
學校、公法人及公營事業機 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除位
住民之責任，現行條文第
構，除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及 於澎湖、金門、連江縣外，
一項宜將公法人納入主體
澎湖、金門、連江縣外，其
員工總人數每滿一百人，應
進用原住民一人。

其僱用下列人員之總額，每
規範，以求完備。
滿一百人應有原住民一人： 二、為使明確規範本條適用對
一、約僱人員。
象，爰增訂第一項「除位

前項所稱之員工總人
數，以其每月一日參加勞工
保險、公教人員保險人數為
準。經核定為出缺不補、員
額凍結及留職停薪者，不予
列入計算。
本法所稱原住民族地
區，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

二、駐衛警察。
於『原住民族地區』…外」
三、技工、駕駛、工友、清
之規定。
潔工。
三、為落實總統原住民族政策
四、收費管理員。
所提「修正『原住民族工
五、其他不需具公務人員任
作權保障法』，各政府機
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
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
職務。
機構，增加職務型態、提
前項各款人員之總額，
高進用比例」之主張，且

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
特色，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
行政院核定之地區。

每滿五十人未滿一百人之各
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構，應有原住民一
人。
第一項各款人員，經各
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構列為出 缺 不補
者，各該人員不予列入前項
總額計算之。

考量現行條文第一項僅就
五種類別人員明定其應進
用原住民人數，進用範圍
有所不足，況原住民所能
擔負之職務，當不以該五
種類別為限，爰參照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
八條規定修正第一項規
定，不以五種類別人員為
限，而依員工總人數之一
定比例，保障進用原住
民；進用比例仍維持現行
條文「每滿一百人進用原
住民一人」之規定。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配合第
一項修正，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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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員工總人數 計算基
準，應予明定，以利執行，
爰增訂第二項前段規定；
另考量部分機關有出缺不
補、員額凍結問題，及員
工有留職停薪情形，爰增
訂第二項後段有關不計入
員工總人數之規定。
六、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配
合本條及第五條修正，移
列至第五條第二項後段規
定之。
七、明定原住民族地區之定
義，增訂第三項規定。
第五條 原住民族地區各級 第五條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 一、第一項配合原住民族基本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法 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
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將
人及公營事業機構，進用非 業機構，其僱用下列人員之
「原住民地區」修正為「原
具公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 總額，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
住民族地區」，以及配合
人數總額應有百分之三十五 原住民：
第四條修正，將公法人納
以上為原住民；進用須具公 一、約僱人員。
入主體規範，以求完備。
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人數 二、駐衛警察。
二、依總統原住民族政策所提
總額應有百分之六以上為原 三、技工、駕駛、工友、清
「修正『原住民族工作權
住民，但鄉（鎮、市、區）
公所其人員進用比率不得低
於所轄之原住民人口比率，
其中原住民人口比率逾百分
之七十者，其進用原住民人
數之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七
十。
前項所稱之人數總額，
以 其 每 月 一日參加 勞 工保
險 、 公 教 人員保險 人 數為

潔工。
四、收費管理員。
五、其他不須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
職務。
前項各款人員，經各級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
事業機構列為出缺不補者，
各該人員不予列入前項總額
計算之。

保障法』，各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
構，增加職務型態、提高
進用比例」之主張，現行
條文僅就五種類別人員明
定其應進用原住民人數，
考量原住民所能擔負之職
務，當不以該五種類別為
限，爰修正本條第一項規
定進用對象為「進用非具

準。經核定為出缺不補、員
額凍結及留職停薪者，不予
列入計算。
第一項及前條應進用原
住民人數，須於本法施行後
○年內完成。但現有員額未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
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
機構，進用須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者，其進用原住民人
數應不得低於現有員額之百
分之二，並應於本法施行後

公教人員任用資格者」，
並提高進用比例由原定
「三分之一」修正為「百
分之三十五」；為應原住
民族人需求，且原住民事
務與日俱增，各機關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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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比率者，俟員工出缺後，

三年內完成。但現有員額未

運用具公務人員資格之原

再行進用。

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公務
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本法所稱原住民地區，
指原住民族傳統居住，具有
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
色，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地區。

住民作為執行與協調之窗
口，爰提高修正第一項後
段規定為「進用須具公教
人員任用資格者，其人數
總額應有百分之六以上為
原住民，但鄉（鎮、市、
區）公所其人員進用比率
不得低於所轄之原住民人
口比率，其中原住民人口
比率逾百分之七十者，其
進用原住民人之比率不得
低於百分之七十」。
三、有關人數總額計算基準，
應予明定，以利執行，爰
增訂第二項前段規定；另
考量部分機關有出缺不
補、員額凍結問題，及員
工有留職停薪情形，爰增
訂第二項後段有關不列入
計算之規定。
四、配合第四條修正意旨，移
列第四項至該條第三項規
定之。

第八條 原住民合作社依法經 第八條 原住民合作社依法經
營者，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 營者，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
稅。
稅。但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六
年內應 免徵 所得 稅及 營業
稅。
第四章

政府採購保障

第四章

本法明定自施行之日起六年
內免徵營業稅及所得稅，現已
逾該免稅措施期間，爰刪除但
書規定。

公共工程及政府採購 本章之內涵為政府採購保障措
之保障
施，與公共工程無關，爰修正
章名。

第十一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 第十一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 配合第四條規定增訂「公法
學校、公法人及公營事業機
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辦 人」，並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構，辦理位於原住民族地區
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政府 二條第三款規定，爰將「原住
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之
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應 民地區」修正為「原住民族地
採購，應由原住民個人、機
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 區」。
構、法人或團體承包。但原
或團體承包。但原 住 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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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

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

體無法承包者，不在此限。

承包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依政府採購法得標 第十二條 依政府採購法得標 按大法官釋字第七一九號解釋
之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 之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數 理由書指明：
「得標廠商未僱用
逾一百人者，應於履約期間 逾一百人者，應於履約期間 一定比例之原住民而須繳納代
僱用原住民，其人數不得低 僱用原住民，其人數不得低 金，其金額如超過政府採購金
於總人數百分之一。
於總人數百分之一。
額者，允宜有適當之減輕機
依前項規定僱用之原住
依前項規定僱用之原住 制。有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
民於待工期間，應辦理職前 民於待工期間，應辦理職前 旨，就政府採購法及原住民族
訓練；其訓練費用應由政府 訓練；其訓練費用應由政府 工作權保障法相關規定儘速檢
補助；其補助條件、期間及 補助；其補助條件、期間及 討改進。」準此，就代金金額
數額，由中央勞工主管機關
另以辦法定之。
得標廠商進用原住民人
數未達第一項標準者，應向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
業基金繳納代金。得標廠商
須繳納代金金額如超過政府
採購金額者，其減輕機制，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數額，由中央勞工主管機關 超過政府採購金額者，為適當
另以辦法定之。
之減輕，爰增訂第十二條第三
得標廠商進用原住民人 項後段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
數未達第一項標準者，應向 關另定之。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
業基金繳納代金。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 一、第一項未修正。

置原住民就業促進委員會， 置原住民就業促進委員會， 二、配合第四條體例，爰修正
規劃、研究、諮詢、協調、 規劃、研究、諮詢、協調、
第二項規定。
推動、促進原住民就業相關 推動、促進原住民就業相關
事宜；其設置要點由中央主 事宜；其設置要點由中央主
管機關另定之。
管機關另定之。
政府應鼓勵公、民營事
政府應鼓勵公、民營機
業機構辦理原住民就業服
構辦理原住民就業服務，提
務，提供就業諮詢、職場諮 供就業諮詢、職場諮商、就
商、就業媒合及生活輔導。 業媒合及生活輔導。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 第十四條

期 辦 理 原 住民就業 狀 況調
查；各級主管機關應建立原
住民人力資料庫及失業通報
系統，以利推介原住民就業
或參加職業訓練。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

期辦理原住民就業狀況調 二、配合第四條體例，爰修正
查；各級主管機關應建立原
第二項規定。
住民人力資料庫及失業通
報系統，以利推介原住民就
業或參加職業訓練。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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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公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

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依第四

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僱用
原住民時，得函請各級主管
機關推介。

條及第五條規定僱用原住
民時，得函請各級主管機關
推介。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三年 一、因本法施行業逾所定三年
公立學校、公法人及公營事 後，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之緩衝期，且配合第四條
業機構進用原住民之人數， 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僱用原住
內容，爰修正第一項文
未達第四條及第五條所定應 民之人數，未達第四條及第
字。
進用之原住民人數者，每月 五條所定比例者，應每月繳 二、為避免推介制度淪為規避
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納代金。但經依第十四條第
僱用義務手段，爰刪除第
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但依 二項規定函請各級主管機關
一項但書「主管機關未推
第五條第三項規定進用者，
自出缺時起一個月內免繳代
金。
前項及第十二條第三項
之代金，依差額人數乘以每
月 基 本 工 資計算， 不 足月
者，每日以每月基本工資除
以三十計。其代金之計算，
四捨五入至整數。
依本法應繳納之代金，
經通知限期繳納而仍不繳納

推介者，於主管機關未推介
介進用人員前，免繳代金」
進用人員前，免繳代金。
之規定，惟衡酌機關辦理
前項及第十二條第三項
人事更迭所需之合理作業
之代金，依差額人數乘以每
期間，爰修訂但書規定於
月基本工資計算。
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三項
依本法應繳納之代金，經
但書規定，現有員額未達
通知限期繳納而仍 不 繳納
比率者，俟員工出缺後，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再行進用時，自出缺時起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一個月內免繳代金。
校、公營事業機構及依政府 三、為更明定繳納代金之計算
採購法之得標廠商僱用原住
方式，爰增訂第二項規

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公法人、公營事業機構
及依政府採購法之得標廠商
進用或僱用原住民人數，超
出規定應進用或僱用原住民
人數者，應予獎勵；其獎勵
辦 法 ， 由 中央主管 機 關定
之。

民人數，超出規定比例者，
應予獎勵；其獎勵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定，並明定不足月之計算
以不足之日數補足之，並
以每月基本工資除以三十
計算每日應納之費用，且
四捨五入至整數。
四、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應
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一條規
定辦理，爰修正第三項文
字。
五、配合第四條體例，爰修正
第四項文字。

第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第二十六條
行。
行。
中華民國Ｏ年Ｏ月Ｏ日
修正條文，自Ｏ年一月一日
施行。

本法自公布日施 增訂第二項，本次修正條文施
行日期為年度起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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