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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原住民族法律服務政策與實際作為成效 
專案報告 

壹、 前言 

臺中市原住民人口數截至本(105)年度 8月底為 32 萬

2,790 人，多數原住民族人因法律資訊不足，以致於在

法律訴訟或法律扶助上往往處於相對弱勢困境，為強化

原住民相關法律權益知識，預防族人發生法律問題而不

知如何處理易失去自身權益，本會配合原住民族委員會

及本市法制局之相關政策及法令，將以加強「法律」(消

費者保護等)教育宣導工作，不僅在協助法律諮詢外藉

由本市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原住民文化健康站及中

央原民會就業服務員辦理各項政令宣導，結合本市法律

扶助基金會等資源，廣為宣傳「法律」(消費者保護等)

事宜，輔導原住民提高警覺及自我保護之觀念與基本能

力，並加強族人對法扶會全國專線 412-8518(幫我一把)

及1950 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電話，不僅提供法律鄉關

諮詢也提供消費諮詢服務，維護保障其原住民自身權

益。  

 



2 
 

貳、 執行方式及成效： 

本會為提升原住民法律相關權益常識及協助原住民有關

法律訴訟案件，本會協助其方式分為 2部分： 

  ㄧ、法律服務政策宣導： 

(ㄧ) 普遍照顧弱勢族群，提供免費法律諮詢服務： 

現代社會工商業發達，人與人間互動頻繁，因此，衍生

不少法律糾紛，而法令多如牛毛，導致一些民眾因不諳

法律而誤觸法網，為原住民等弱勢族群之權益，提供各

弱勢民眾無差別之法律諮詢服務，於本府臺灣大道市政

大樓及陽明市政大樓與 29 區公所提供多場次之免費法

律諮詢服務。 

(二) 加強關注原住民族權益，提供免費法律諮詢服務： 

對於原住民族之法律服務，除前述本會及本市法制局各

區公所據點提供法律諮詢服務外，本會配合法制局針對

原住民族另外推出： 

1. 法律行動專車，前進和平偏區落實和平專案：兼顧城

鄉平衡，體恤民眾往來市政府舟車勞頓，對本市原住民

族居多之和平區，以法律行動專車主動前往該區，提供

民眾法律諮詢、消費申訴、訴願申請，以及協助提供法

律扶助等，實際成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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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法制局法律行動專車分別於 105 年 3 月 29 日及 9

月 27 日至和平區公所接受民眾法制業務諮詢、消費申

訴、訴願申請及提供便民措施資訊等服務， 另 106 年

度法律行動專車實施計畫，預計和平區行駛四次，分別

為谷關（2月）、和平區公所（5月）梨山（6月）達觀

（10 月）。所選月份，均以避開颱風季節為考量，針對

原住民族提供便民各項法律服務。 

2. 推行視訊法律諮詢服務：針對本市偏遠之 15 區公所

與法律扶助基金會台中分會合作視訊法律諮詢專案，其

中為推廣視訊法律諮詢所拍攝之宣導短片，即是以原住

民朋友居住於和平地居與雇主發生勞資糾紛之案例，作

為視訊法律諮詢連線之宣導範例，廣為宣傳，實際成效

如下： 

103 年 7 月起與法律扶助基金會台中分會合作於偏遠之

15 區公所（東勢區公所、大里區公所、大甲區公所、清

水區公所、梧棲區公所、后里區公所、大雅區公所、石

岡區公所、外埔區公所、大肚區公所、龍井區公所、霧

峰區公所、大安區公所、和平區公所、新社區公所）辦

理視訊法律諮詢，至少每週提供 2個場次視訊諮詢，實

施視訊法律諮詢包含原住民族居多之和平區，使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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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有更方便之法律諮詢管道。 

3. 消費者保護業務宣導講座計畫：依據本會辦理消費者

保護業務宣導活動，邀請本市法律扶助基金會律師當任

講師，針對原住民常遇之法律問題及消費者保護案件辦

理宣導講座。104 年至 105 年度為加強原住民法律及消

費者保護知識，深入宣導致本是和平區後山(梨山里)及

都會區原住民居住較多社區辦理宣導講座，共辦理 3場

次受益人數共 147 人。 

  二、個案法律案件協助轉介： 

     為行政資源有效運用，本會與本市法律扶助基金會合

作，如有個案需轉介本會即協助轉介至法律扶助基金

會，並依案情與資格如符合資格則免律師費，詳情如

下： 

1.法律扶助基金會-臺中分會，「原民法律扶助專案」

具原住民身分且有法律扶助需求之民眾就可申請。服務

項目如下： 

(一) 原住民朋友「法律扶助」申請服務專線：

0800-58-5880（我 幫，我幫幫您）或向法扶會鄰近

之分會聯繫《全國法扶聯絡資訊》，也可藉由網路請

點選相關連結了解《法律扶助基金會 申請流程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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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所需資料》。 

(二) 原住民朋友「電話法律諮詢」專線：412-8518（市

話請直撥，手機加 02）。 

(三) 原住民朋友「檢警偵訊 ‧ 律師陪同」服務，24

小時申請專線：(02)2559-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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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住民法律扶助專案資力審查： 

原住民法律扶助專案並無「資力限制」，凡通過案情審

查，即可直接以原住民法律扶助專案准予扶助，但仍

須攜帶個人資力文件，法律扶助比較如下： 

 

項目 原住民法律扶助專案 一般法律扶助服務 

經費來源 原住民族委員會 司法院捐助 

申請身分 限原住民身分 合法居住於台灣之人民即可申請 

條件限制 

●案情審查：若有具體事證足認

無救濟途徑，則不予扶助。 

●無資力審查，此部分自 103

年 1 月 1日後改以資力切結。

●案情審查：非顯無理由即予扶助。

●資力審查。 

資力審查

應備文件 

(1)申請人之身分證、戶口名

簿。 

(2)個人財產歸屬資料清單。 

(3)個人最近一年綜合所得稅各

類所得資料清單。 

(1)申請人身分證、全戶(申請人、父

母、子女與其他同財共居之親屬)戶

口名簿。 

(2)全戶財產歸屬資料清單。 

(3)全戶最近一年綜合所得稅各類所

得資料清單。 

 ※ 財產清單、所得清單，請洽國稅局辦理，國稅局電話：

0800-000-321 

扶助之費

用 
免律師費 

●免律師費 

●裁判費可扶助 

●訴訟必要費用(申請、執行、鑑定、政

府規費等) 

●可扶助 

●法院訴訟救助 

●出具保證書 

●扶助案件終結之訴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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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5 年度本事法律扶助基金會辦理原住民案件共計

67 件，案件類型如下： 

案件 類型 件數 案件 類型 件數

民事

案件 

侵權行為損害賠償 28 民事

案件 

債務人異議 1 

離婚 4 土地買賣 1 

所有權 4 資遣費 1 

承攬 3 借貸 1 

強制執行 3 刑事

案件 

傷害(代告) 5 

監護 2 詐欺(代告) 4 

票據 2 搶奪偵辯 1 

拆屋還地 2 恐嚇偵辯 1 

親權 1 毀損(代告) 1 

農育權 1 妨害性自主(代告) 1 

總     計 67 

 

綜上，本(105)年度案件較多為侵權行為損害賠賞，主

要是交通事故、讓人身體財務受到傷害等事件較為多

件、本會將於消費者保護宣導講座時多加強宣導保護自

身權益及確保交通安全受損時該如何尋求協助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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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結論： 

本會為協助本市原住民族人在法律上疑問，不僅提供法

律諮詢及法律扶助基金會轉介輔導，配合法律及消費者

保護業務宣導講座，加強族人對法律知識及了解，及結

合本市法律扶助基金會每月的法律扶助工作案件類

型，統計原住民常見之消保議題（如土地買賣、卡債、

購屋契約）以及救濟管道，納入宣導教材，辦理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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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成果相片 

 

 

 

 

 

 

104 年消費者保護業務宣導活動照片-南屯區-排灣族聚落 

 

 

 

 

 

104 年消費者保護業務宣導活動照片-和平區-松茂教會 

 

 

 

 

 

104 年消費者保護業務宣導活動照片-和平區原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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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消費者保護業務宣導活動照片-和平區環山社區 

 

 

 

 

105 年消費者保護業務宣導活動照片-和平區環山社區 

 

 

 

 

 

 

105 年度和平區法律行動專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