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計畫

1、 依據：
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1 款第
3 目「辦理原住民族地區在地就業機會，及其他補助、獎勵、
委託或辦理各項促進原住民就業、訓練及輔導事項」，及同點
第 2 款第 5 目「辦理原住民族福利服務」。
2、 用途主軸：

1、 促進原住民族就業事項：透過就業培力、訓練、輔導或獎勵
等方式，促進原住民族特色產業、推廣原住民族文化及自然
資源環境保育等各種原住民就業相關計畫。

2、 增進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服務事項：辦理增進原住民族社會
福利服務計畫，如長期照顧、家庭福利、幼兒照顧、教保服務、
學生課後輔導及法律扶助等計畫。

3、 行政業務支出：支應本會辦理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相關行
政費用，如召開各審查會議委員出席費、雜支、計畫查核及
專業委託服務等所需相關費用。

4、 各用途事項計畫，以社會福利資源較不足區域為優先補助
範圍。

3、計畫申請：
1、 全國性計畫：為整體評估全國原住民族現況及趨勢走向，
並經整合後聚焦需求之計畫。

(1) 申請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各業務單位及所屬機構。
(2) 實施範圍：全國。
(3) 申請經費： 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為原則。
2、

地方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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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級：各地方政府為評估所轄原住民族之現況及趨勢 ，
並經整合後聚焦需求之計畫。
1. 申請單位：直轄市原住民族事務機關及縣(市)政府。
2. 實施範圍：所轄行政區域內。
3. 申請經費：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800 萬元以下為原則。

(2) 第二級：為鼓勵多元創新，係不同於整合性質，以獨具
特色發展之計畫。
1. 申請對象：各鄉（鎮、市、區）公所、地方立案等民間團
體（不含政治團體）。其中民間團體，於申請時應具原
住民機構、法人團體證明之資格。
2. 實施範圍：所轄或所屬行政區域內。
3. 申請經費：
(1) 鄉（鎮、市、區）公所：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
下為原則。
(2) 地方立案民間團體：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
為原則。

3、 區域性計畫：預定執行區域係跨 2 以上縣(市)或直轄市行政
區以上，且執行區域尚無同性質之地方性計畫，並經評估
確有在地需求或發展必要之計畫。

(1) 申請單位：全國性或省級立案之民間團體（不含政治團
體）。
(2) 實施範圍：計畫預定執行地區內。
(3) 申請經費：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至 150 萬元以下為原則。

4、作業方式：
1、 計畫申請期間：
(1) 全國性、地方性第一級及區域性計畫：自本計畫核定公告
日起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
(2) 地方性第二級計畫：受理期間由所屬各級地方政府訂定 ，
不得少於 50 日為原則。各級地方政府應於 106 年 6 月 30
日前彙整初審結果後核轉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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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核定：預計 106 年 9 月底前完成各計畫複審，複審結
果經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小組」核備後公告
核定結果。

3、 補助計畫執行期程：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4、 計畫申請及計畫審查方式
(1) 全國性、地方性第一級及區域性計畫：
1. 各申請單位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
金計畫處理要點」之格式研訂計畫，向本會提出申請。
由本會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主管業務單位進行應備文
件書面初審（形式審查），再邀集專家學者、公益彩券
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小組委員組成複審小組，召開
複審會議審定核備。
2. 複審結果提送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
小組委員會審議。

(2) 地方性第二級計畫：
1. 各申請單位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
金計畫處理要點」之格式研訂計畫，向所屬縣（市）政
府或直轄市原住民族事務機關申請。

2. 受理機關應依前開要點自行辦理初審會議。且參照本計
畫用途分類（促進就業、增進社會福利服務）分別審查
就創新性、發展性、可行性、合理性、是否符合當地實際
需求等原則進行評分排序（附件 1），並於本計畫申請
期限內核轉初審結果及申請文件至本會。

3. 初審合格之文件須經本會書面審查後，提送複審會議
審查，若經查未符本計畫規定之申請案，得駁回申請。

4. 縣（市）政府或直轄市原住民族事務機關應就所核轉
之申請單位，列席複審會議，並說明其初審結果。

(3) 地方性計畫及區域性計畫，每一單位至多提報 1 件計畫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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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查原則：

(1) 申請計畫應符合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
要點及本運用計畫回饋金之用途。

(2) 研提計畫應清楚，具體敘明問題癥結（或有發展契機） ，
執行計畫之內容應求完整、合理及可行性。並符合本計畫
用途主軸及實際在地需求。

(3) 為有效配置資源，各研提之計畫按以下原則認定辦理：
1. 地方性及區域性計畫不得與全國性計畫之性質重複，
若重複以全國性計畫優先。

2. 區域性計畫不得與該計畫執行地所屬行政區之地方性
計畫重複，重複者以地方性計畫優先受理。

3. 地方性第二級計畫不得與涵蓋同屬行政區之地方性第
一級計畫性質重複，重複者以第一級計畫優先受理。

(4) 過往曾執行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者，應提供過去執行成
效辦理情形。若申請計畫為延續性質，應說明前一年度執
行成果及具體績效，並提出計畫執行困難之分析與檢討。
同性質計畫以補助 3 年為限。

(5) 若透過本計畫之補助，直接或間接產生營運收入或商業
行為之申請單位，應於計畫書中規劃具可行性之回饋機
制，並列審查內容。

5、督導考核作業：
1、 計畫執行期間依本會「公益彩券回饋金辦理補助計畫處理暨
管考查核作業原則」規定辦理督導管考作業。

2、 各補助計畫應於各季結束後 14 日內送執行概況考核表送本
會主管業務單位彙整陳簽機關首長核備。

3、 經核定之計畫，應接受本會及所屬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之不定期查核，各級地方政府應確實督導所屬地方性計畫
之執行績效。若核定受補助單位因故無法執行，應於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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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前向本會提出撤案申請，若已有經費支出則應辦
理核銷結報；若未於前開截止時間完成者，依下列事實，
本會得自行撤銷計畫補助經費：

(1) 如經查核未依核定計畫內容執行、預算執行落後、核銷進
度落後、不配合查核督導或，並經本會通知未依限期改善
者，本會得撤銷計畫，執行單位應於 1 個月內向本會完成
核銷結報作業，且次年度不予受理該單位計畫

(2) 計畫執行若有不實之情事，且經查證屬實者，本會逕撤
銷該計畫補助款項，已完成核銷部分，亦應全數繳回。該
單位或同該單位負責人之他單位團體，3 年內均不得申請
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

6、經費補助標準
1、

人事費用：

(1) 正職人員：應以月計薪，人事費之補助含每月薪資（本
薪）、雇主負擔之勞健保費用、雇主負擔之勞退提撥費用、
加班費及 1.5 個月年終獎金；惟因計畫之執行，間接或直
接產生營運收入或商業行為性質之民間團體族不得編列
年終獎金及加班費。薪資補助標準參照「行政院暨所屬機
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之約僱人員酬金薪點及折合率計算1
為原則；惟該職務若具高度專業、高度技術或於執行上需
相當經驗及困難度高之性質，且經複審小組決議同意者 ，
其薪資補助之上限不在此限，並得另編列專業加給。

(2) 臨時僱用：以時計薪者，人事費用之補助含時薪，雇主
負擔之勞健保費用、雇主負擔之勞退提撥費用等。薪資補
助標準以現行基本工資為限 2，且每人每月工作 20 小時至
80 小時間為限。

(3) 加班應依勞動相關法規支給加班費，加班費之編列每人
每月不得超過 10 小時。
1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0 年公布之薪點折合率為 121.1 元換算，如有修正，以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公告為準。
2
法定基本工資於 105 年 9 月 19 日發布，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1,009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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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事費用不得逾總經費 80%。
(5) 本計畫所進用之人員應具原住民籍。
2、 業務費用：
(1) 應屬經常性支出，如各行政庶務費用，設施設備或場地
之租用費、培訓課程相關費用、保險費、講師鐘點費、按件
計酬之專業服務費用、加班費、計畫行銷宣導相關費用、設
備維護費用、相關耗材物品及相關雜支等費用。

(2) 本項經費不得編列設施設備費用（資本門）為原則。
3、 若受補助單位採行政委託或循政府採購程序執行計畫者，
仍依上開規定編列相關費用。

4、 地方性計畫及區域性計畫：受補助單位辦理同一計畫至多
補助 3 年為限，須經每年提報申請，如第 2 年及第 3 年獲
補助，人事費皆須編列 30%自籌經費。
7、 財務處理：
1、

經費撥付：

(1) 全國性、地方性第一級及區域性計畫：
1. 第一期款：經本會通知後，受補助單位應掣據請領第
一期款（核定補助 50%）；其中地方政府或本會所屬
機構若受補助，應納入年度預算辦理。
2. 第二期款：第一期款支用 80%以上，檢附費用執行情
形表及第二期收據（領據），始得撥付核定經費 50%。

(2) 地方性第二級計畫：計畫經費應專款專用，納入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預算辦理，並採一次撥付，由各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自行控管分 2 期撥付所轄受補助之單位，
各期撥付條件如下：
1. 第一期款：經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通知申領後，所
轄受補助單位應檢附如下文件，始得撥付核定經費
50%：
(1) 鄉（鎮、市、區）公所：
a. 納入預算證明（尚未納入年度預算者，須檢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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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付函）。
b. 第一期款收據（領據）。
(2) 民間團體：第一期款收據（領據）
2. 第二期款：各受補助單位其第一期款達 80%以上者，
檢附費用執行情形表及第二期收據（領據），始得撥
付該受補單位之核定經費 50%。

2、 補助計畫撥付及核銷事項處理依照政府主計相關法規辦理
各年度經費應於當年度執行完竣，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
應辦理全案結報事宜，並應附成果報告，倘有賸餘款應予
繳回。

8、計畫經費：總計新臺幣 3 億 638 萬元整。
用途主軸

經費額度(新臺幣元)

比例

130,211,500

一、 全國性計畫
促進
地方性計畫 第一級
就業
類
第二級
區域性計畫
二、 全國性計畫
增進
地方性計畫 第一級
社福
第二級
類

42. 5%

15,319,000

5%

4,595,700

1.5%

6.5%

1,930,194

0.63%

130,211,500

42.5%

15,319,000

5%

4,595,700

1.5%

6.5%

區域性計畫

1,930,194

三、行政業務經費

2,267,212

0.74%

306,380,000

100.0%

小計

0.63%

註：上開各用途主軸匡列經費得視實際狀況調整勻支。

9、 附則

1、 本計畫未盡事宜依「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
要點」、
「原住民族委員會審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
處理要點」及本會「公益彩券回饋金辦理補助計畫處理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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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核作業原則」等規定辦理。

2、 除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
外，核定補助計畫均登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公開。

3、 受補助之民間單位，其進用之正職人員，應以有就業需求
之族人為優先進用，並不得為該執行單位之負責人、理事長、
總幹事及其配偶與二等親內之血親、姻親，如實有就業需求，
經報所屬地方政府承辦單位查明並備查後，始得進用。
4、

各項補助計畫內容，不得與本會及其他部會相關補助計畫
內容重複，若經查證有重複情事，重複補助項目經費應予
繳回。

5、 各項計畫之執行方向、執行期程、工作項目內容與數量、經費
調整等變更，應檢附修正對照表、修正計畫書函送本會核定
後始得辦理。若為進用人員異動情事，其人事給付應按本計
畫「陸、經費補助標準，一、人事費用」之規定審定：全國性
計畫由所屬計畫主辦單位自行審定後核備，地方性計畫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審定後核備，區域性計畫由本會
審定後核備。

6、 受補助之各項計畫之執行場域、宣導資料、物品應於適當位
置標示揭露「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字樣。併列督導查核及績
效考評事項。

7、 本計畫由本會訂定並經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
作業小組第 57 次委員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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