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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市自 99年縣市合併以來，設籍於本市的原住民人口數自 99年

12 月截至 107 年 3 月底，從 2 萬 7,808 人成長為 3 萬 4,011 人，人

口成長率達 22.31%，足見合併 8 年來本府各項原住民族福利措施，

塑造出本市原住民族優質的生活環境，成為吸引其他外縣市原住民族

群遷住移居之誘因。 

然以臺中市人口數而言，原住民族人數仍屬弱勢，為持續強化對

原住民族各項權益保障，將臺中市打造為一個多元族群共生共榮的宜

居城市，本會特規劃「臺中市原住民族政策大戰略」，以「提升文化

教育」、「發展產業經濟」、「增進社會福利」及「強化夥伴關係」四大

發展目標為基礎，期望建構全面性的原住民政策，提供本市原住民族

完善的社福照顧、並推動文化教育、經濟產業等各面向之發展，此亦

為本會存在之目的與重要使命。 

 

貳、 臺中市原住民族政策大戰略相關內容 

一、 發展目標(現在式) 

(一) 提升文化教育 

  1.文化面： 

   (1)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活動 

      於 106 年 10 月 14 日舉辦，以「魯凱族」主祭祈福 

      儀式為活動揭開序幕，透過敬虔與祖靈的對話，祈 

      求本市全體市民家庭平安、財富增加，共享豐收的 

      喜悅，參與人數達 3,500 人次。 

   (2)本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薪傳原住民族文化 

      106 年度共開設 72 門及完成六冊傳統教材之編纂， 

      於中央評鑑獲得全國優等佳績及新臺幣 50 萬元獎 

      勵金，共計 1,080 位學員參與。 

   (3)原鄉社會教育學習型系列活動，落實多元平等 

        本市於和平區辦理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學習型系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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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課題，共有「青少年及青少女自主教育」、「家庭 

        與親職教育」、「性別教育」、「人權與法治教育」及    

        「環境教育」等五面向社會教育，約計 130 位學員 

        參與，努力落實多元文化、建立平等、互敬互信的 

        族群關係。 

     (4)都市原住民族家庭與親職教育，強化家庭功能 

          以獎補助方式補助人文藝術發展協會等 5個本市社團，於 

106年度辦理原住民家庭及社會教育推廣活動，健全家庭 

教育對子女關懷與照顧，約計 350位原住民族人參與。 

      (5)原住民族課後扶植計畫，提升原住民學生學習 

        106 年度依地區辦班意願，於太平區及大雅區共各設 

        置 2 處平日課後扶植班，以多元學習之方式，俾提 

        升原住民學生學業成就表現，共計 30 位原住民學生 

        受惠。 

     (6)臺中市紀念原住民族日暨南島遇見愛系列活動 

        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於 106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11 日 

        辦理一連串的系列活動，如市府惠中樓族群風情特 

        展、臺中公園舉行原舞創作大賽及音樂饗宴等，更 

        於記者會暨開幕式中，舉行原住民族旗幟升旗典 

        禮。 

    2.教育面： 

     (1)原住民幼兒托教補助 

        補助滿三歲至四歲(中、小班)具原住民身分之幼 

        兒，就讀立案公、私立幼兒園之學期就讀費用；106 

        年度第 2 期(即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補助下半年度 

        計受理 789 人，補助經費計 7,348,500 元。 

     (2)原住民學生生活津貼業務 

        106 年度自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受理收件，計 49  

        人申請，符合計 43 人，不符合計 6 人，補助經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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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5,000 元。 

     (3)原住民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子女課後照顧補助 

        為能落實照顧原住民弱勢家庭子女，減輕原住民課 

        輔經濟負擔，106 年度自 11 月 1 日至 11 月 25 日受 

        理收件，計 42 人，補助經費計 25 萬 2,000 元。 

     (4)原住民國家考試補助 

        106 年計補助 8 人，計補助新台幣 7 萬 5,350 元整。 

     (5)原住民學生電腦設備費用 

        106 年 1 至 12 月底補助低收 12 人、中低收 2 人，共 

        計 14 人，經費計 19 萬 8,000 元。 

     (6)補助原住民學生國外遊學 

        106 年度補助原住民學生國外遊學實施計畫培育本 

        市原住民族國際人才，106 年度 5 人報名，經甄試結 

        果錄取 4名，實際出國人員 3名，實際核銷 28萬 3,072 

        元。 

     (7)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學校營養午餐補助 

        本市為六都中，第一個全面落實補助本市國中(小) 

        學校原住民學生免費營養午餐政策之直轄市，106 年 

        度(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補助 

        10,961 位原住民學生，共計補助 3,815 萬 4,千元 

        整。 

     (8)原住民族語言振興補助計畫 

a.辦理 107 年度原住民族語扎根補助計畫遴選族語 

保母。 

b.107 年核定執行項目包括：原住民教會族語學習班， 

   核定 3間教會、族語學習班，核定 5班、族語認證班， 

   核定 6班、族語聚會所，核定 5班，核定經費總計新台 

   幣 138萬元。 

c.辦理第四屆全國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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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職業訓練實施計畫 

        107 年職業訓練，業已完成問卷調查，依據其調查結 

        果，預設職業訓練課程為：1.原鄉地區照顧服務員 

        及考照認證班、2.創意商品設計實務、3.導遊人員、 

        4.保母訓練班、5.大客貨車驾駛、6.飲料調製實務、 

        7.麵包西點實務。 

(二) 發展產業經濟 

  1.部落產業深耕： 

     (1)部落深度旅行 

        106 年度規劃執行「106 年和平區自達線部落生態旅 

        遊培力計畫」，將部落文化及產業環境，運用網路、 

        部落地圖、多媒體等媒介，進行產業人才培訓，活 

        化部落現有組織，建立生態旅遊服務之永續經營模 

        式，以促進部落產業永續發展。 

     (2)文創產業行銷推廣 

        106 年 10 月 28 日於豐樂公園辦理「2017 中彰投苗 

        原住民文化暨產業聯合展售活動」當日設有 40 攤及 

        4 場次手工藝體驗活動。 

     (3)產業及人才培力 

        於 106 年度執行「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執行成 

        果包括 1.培訓部落導覽人才計 8 人，做為日後部落 

        旅遊之導覽人力資源。2.編製部落誌在地教材手 

        冊：紀錄各部落之資源、景點及文化資料等。3.成 

        立生態旅遊小組：輔導部落族人成立生態旅遊小 

        組，作為推廣、行銷與執行部落生態旅遊之平台， 期 

        使部落生態旅遊產業得以永續。 

        107 年度賡續辦理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規劃項目 

        包括：1.擴大部落生態資源調查範圍(即增加調查之 

        部落)、2.組織社區生態巡守隊、3.課程培訓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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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強化遊程體驗操作能力、4.完成生態旅遊宣傳 

        影片。 

  2.扶植都原經濟發展： 

     (1)推動原住民專業貸款 

a.協助輔導、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以提 

  供融資方式，協助滿足拓展經濟事業之資金需求， 

  經濟產業貸款及青年創業貸款，106 年共計 142 

  件。 

b.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創業輔導課程，106年 

   辦理 2場，參與人數共 87人。 

c.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申貸戶追蹤輔導 

  事宜，106 年共計 110 件。 

d.辦理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各項貸款、信用保證業 

務、金融知識教育或家庭理財宣導等活動，106 年 

辦理 24 場，參與人數共 843 人。 

e.建立原住民族業者(依法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者) 

資料庫，106 年共計 240 家。 

     (2)特色產業行銷推廣 

        a.於 106年 10月 28日，假南屯區豐樂公園辦理「2017 

          中彰投苗原住民文化暨產業聯合展售活動」當日 

設有 40 攤及 4 場次手工藝體驗活動。 

b. 2017 中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節系列活動，分別於 

106 年 7 月 15 日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正面廣 

場及 106年 7月 19日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舉辦「原 

民好市集」市集展售活動。 

   3.強化部落基礎建設： 

     (1)興建谷關部落市集 

        配合谷關地區溫泉相關資源，興建原住民族部落市 

        集廣場，提供原住民經濟產業行銷平台，提升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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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經濟能力，本會 106 年已於谷關地區設置「原 

        住民部落市集」，可作為旅客體驗參與原住民文化平 

        台。 

     (2)推動特色道路及永續造景 

        配合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政策，結合本市和平區公 

        所，協力於原住民族地區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 

        路改善、原住民族地區永續發展造景，以及辦理原 

        住民族部落基層建設小型零星工程等計畫。有關「原 

        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本府於 106 年度經 

        原住民族委員會考評執行績效優良，榮獲全國縣市 

        評比第二名佳績，爰此，本(107)年度賡續經由中央 

        核定 4 案，總經費計新臺幣 3,028 萬 3,376 元。     

     (3)小型零星工程建設 

        106 年本會受理 59 案件陳情工程，並依區域及可行 

        案件併案發包執行 6 件，其工程執行經費計 1,525 

        萬 8,332 元。 

    4.有效土地管理： 

     (1)土地權利回復 

          106年度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 166筆，其中取得所 

          有權 84筆、他項權利 82筆，面積共 558,445平方公尺。 

     (2)土地永續發展及利用 

        本會配合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政策，針對本市和平 

        區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地，進行勘查、鑑界、測 

        量、分割、調解、排除列管、收回列管、辦理造林 

        等工作。以合法合理之態度處理列管超限利用之土 

        地，減少超限利用地情形。 

     (3)輔導土地合法承租 

        本市 106 年度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受 

        理原住民保留地新租案 70 件、續租案 319 件、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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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用案 74 件及受贈與租用案 86 件，其租金收益可 

        作為和平區公所加強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及經濟建設 

        之用。 

  (三)增進社會福利 

   1.都原與山原福利措施 

    (1)輔助原住民族急難救助 

       救(補)助項目包括死亡救助、醫療補助、重大災害及生 

       活扶助。106 年核定件數計 125 件，核定金額 1,078,690 

       元整，107 年 1 月至 3 月核定件數 22 件，核定金額        

       197,200 元整。 

    (2)推展原住民長期照顧部落文化健康站 

       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共計有 11 站，建設於南勢、裡冷、 

       桃山、三叉坑、松茂、松鶴、雙崎及達觀部落等地區。 

       另 107 年預計於霧峰區及梧棲區設置都會區文化健康 

       站。 

    (3)臺中市原住民社會福利食物援助運作站 

        106 年度於太平區新光國小設置原住民社會福利食物援 

        助運作站，協助原住民弱勢家庭渡過生活危機。 

    (4)原住民學生獎學金補助 

        106 年度自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止受理收件，計 90 人 

        申請，審核通過計 84 人，補助經費 16 萬 8,000 元。 

    (5)原住民中低收入戶原住民住宅租金補助 

        自 106 年 4 月 1 日開始受理申請至 7 月 31 日止，受理 

        案件後依規定審定，核定後按月撥付。已核定 242 件， 

        核定補助款計 544 萬 7,千元整。107 年度租金補助受理 

        期間為 107 年 4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刻正辦理中。 

    (6)原住民取得技術士證照獎勵補助 

       本市原住民申請通過技術士證照獎勵金自 106 年 1~12 

       月止已完成乙級證照 37 人，計核撥 37 萬元整，丙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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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206 人，計核撥 103 萬元整。共計 243 件，核發獎勵 

       金共計新臺幣 140 萬元。 

    (7)原住民取得職業駕照大貨車補助 

       106 年度計補助 9 人，補助經費總計新臺幣 2 萬 7,000 

       元整。 

    (8)設置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推動 106年度原住民族家 

       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本市轄有 2 家原住民族家庭服務 

       中心。總執行活動經費共計 350 萬元整， 

    (9)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 

       106 年受理建購補助案 19 件，核撥經費新臺幣(下同) 

       3,800,000 元整；受理修繕補助案 29 件，核撥經費 

       2,805,800 元整，總計共核撥 6,605,800 元整。 

    (10)55 歲以上原住民假牙裝置補助 

        106 年補助 118 位原住民申請假牙裝置，核定金額計 

        134 萬 3,000 元。107 年 1 至 3 月中，已受理補助 32 

        位原住民申請假牙裝置。 

    2.居住安全 

    (1)花東、自強新村原地重建計畫 

a.現階段本府已完成土地變更編定、土地承租與取得容 

許使用、編列預算專案補貼兩新村於原地重建期間臨 

時安置之房租與搬遷費、完成兩新村地上建物拆除工 

程。 

b.兩新村原地重建作業，本府與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刻 

  正積極戮力辦理各項事宜，林副市長 依瑩甫於 107 年 

  3 月 14 日與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召開共同推動合作興 

  建房屋協商會議完竣，預先研議公共工程與房屋、多 

  功能活動中心等等工程基地與房屋內外共同維生管線 

  介面能銜接，期能儘速提供兩新村安居、適宜及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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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居住環境，並於 107 年 4 月 25 日辦理說明會。 

    (2)松茂部落遷建計畫 

a.松茂部落 9 戶危險戶之臨時安置興建作業已於和平區 

  梨山里松柏巷完成興建臨時組合屋，並於 105 年 4 月 

  23 日興建完竣並辦理入住儀式。本案遷住計畫已完成 

  第一階段調查作業計畫(如遷住地及原部落地區安全 

  性評估等)並於 104 年 8 月 25 日函報原住民族委員會 

  核備。  

      b.用地開發作業(第一期) ─於 106 年 8 月核定通過「山 

        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評 

        估」報告書，餘「都市計畫變更作業」亦進入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審議階段，通過後即可發布實施。 

      c.用地開發作業(第二期) ─ 「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松 

        茂部落遷建計畫實施水土保持計畫(含基礎工程設計) 

        與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業於 106 年 11 月發包，於 107 

        年 1 月通過工作執行計畫書，刻正進行基地周圍環境 

        數據採集，並擬定環境影響說明書(初稿本)及水土保 

        持計畫(初稿本)。     

  (四)強化夥伴關係 

    1.國際交流 

     (1)紐西蘭交流 

a.本會已於 106 年 3 月 9 日 1060001673 號函公告實施 

106 年度「 臺中市原住民體育、樂舞人才及文化展演 

團隊培育補助計畫」，可供各局處甄選原住民樂舞人 

才及文化展演團隊出國參訪展演，深化國際交流。 

b.本會結合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於開幕期間邀請 

  紐西蘭毛利族展演團體來台展演。 

     (2)馬來西亞交流 

a.為落實新南向政策以及促進本市與馬來西亞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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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交流，本會於 106 年 4 月拜訪馬國原住民族官方單 

         位及民間組織，期使雙方在經濟、文化、觀光、藝術、 

         教育及各領域能有更多實質往來 

b.邀請馬國部落樂舞團體於 2018 臺中世界花博會原民專 

區舞臺展現南島樂舞文化之美，以同為原住民族之一份 

子努力。 

c.為推展臺灣原住民族國際參與，以促進當代原住民族議 

題的學習與掌握、積極貢獻與分享發展經驗、提昇臺灣 

原住民族國際能見度及擴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持續建 

立以原住民族為主之國際交流，在經濟、文化、觀光、 

藝術、教育及各領域能有更多實質往來。 

     (3)日本北海道觀摩研習計畫 

a.日本北海道大學在研究原住民族政策方面，長期與國 

  內大學合作，且北海道地區在發展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工 

  作與產業與觀光結合後，帶動地方發展。本市原住民族 

  部落大學經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教育部年度全國原住民 

族部落大學評鑑榮獲優等及獎勵金新臺幣 50 萬元，爰 

至日本北海道針對當地原住民文化進行觀摩研習。 

b.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開設與原住民相關之國際文 

化課程，透過國際原住民族文化之交流，以了解目前世 

界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之趨勢及政策脈動，將有助於反思 

臺灣目前的文化推動之現況。爰 107 年度將結合本市辦 

理之 2018 年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活動，規劃南島文化 

課程，行銷本市在地原住民族文化，以豐富族人國際視 

野。 

    2.中央與地方的交流 

     (1)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原民專區 

a.本市辦理「2018 年世界花卉博覽會」，特闢「原住民 

         專區」，開前所未有之創舉，本專區於 106 年 5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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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受中央原民會核定補助新臺幣 2,000 萬元整。  

b.本會於 107 年 2 月 22 日舉行「原住民族專區動土暨巴 

  拉告傳統智慧取得授權簽約儀式」，巴拉告是由中央原 

  民會於 106年 10月 25日審定公告之智慧創作專用權， 

  此舉亦為全國政府機關取得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 

  用權「Palakaw-巴拉告傳統捕魚技藝工法」首例。  

c.原民專區歷次審查會議皆邀請中央原民會擔任審查委 

  員，依據委員意見修正使本案更臻完善。      

    3.鄰近城市的交流 

     (1)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 

a.本會 106 年 10 月 28 日於豐樂公園舉辦中彰投苗原住 

民文化暨產業聯合展售活動，攤商共計 40 攤，到訪約 

計 2,000 人次。 

b.106 年 11 月 6 日於苗栗南庄鄉舉辦中彰投苗四縣市產 

業交流互訪活動，參加計 22 人，發放研習時數每人 4 

小時。 

    4.地方上的交流(和平專案) 

     (1)愛心巴士及司機管用合一的移轉： 

        106 年本府原民會所屬愛心巴士財產權、人員編制及相 

        關預算移轉至和平區該管學校。 

轉入學校 巴士車型 

平等國民小學 8 人座客貨兩用車 

中坑國民小學 8 人座客貨兩用車 

和平國民中學 21 人座中型巴士 

自由國民小學 21 人座中型巴士 

梨山國民中小學 21 人座中型巴士 

      

     (2)小型基礎工程建設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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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計畫名稱 

106 南勢里、博愛里、社區綠美化工程 

106 大梨山道路、護欄、擋土牆基層建設工程 

106 香川部落產業道路、雪山段擋土牆欄杆等設施改善工程 

106 梨山里松茂部落遷建計畫水土保持與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3)農特產行銷與觀光發展重大成果 

年度 計畫名稱 

106 雪霸國家公園園區周邊原住民文化傳承研習計畫 

106 博愛里谷關地區原住民部落市集廣場第二期工程 

 

二、 發展願景(未來式) 

   (一)神話故事館 

       整體包含全國首座原住民神話故事館、百合劇場、森林 

       意象區、平原意象區四大部分；先期規劃及基本設計已 

       完成。第一階段獲內政部核定整合改造原民中心廣場綠 

       地、汝鎏公園及增加原住民特色植栽的子計畫「原住民 

       族生態公園計畫」，預計 107 年 12 月完工。 

   (二)花東、自強新村 

       兩新村原地重建作業，本府與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刻正 

       積極戮力辦理各項事宜，林副市長 依瑩甫於 107 年 3 月 

       14 日與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召開共同推動合作興建房屋 

       協商會議完竣，預先研議公共工程與房屋、多功能活動 

       中心等等工程基地與房屋內外共同維生管線介面能銜 

       接，儘速提供兩新村安居、適宜及永續之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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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語 

    原住民族在手工藝品、樂舞文化及建築美學等領域上豐富的

文化底蘊，實乃最珍貴的無形資產，亦是本市文化風景中不可或

缺的瑰寶，所以市府在「2018 年世界花卉博覽會」中，特闢「原

住民專區」，開前所未有之創舉，臺中市在發展為一國際級都市

的進程上，不能沒有原住民族的參與。 

    市府除了一般市政外，更希望為原住民提供充分的關懷與照

顧，除了各項文化、社福、產經及教育措施外，亦致力於本市和

平區之基礎建設，藉以弭平都會區與原住民地區之城鄉差異；都

原政策上，除在既有基礎上活化本市大雅區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之機能外，更預定將其整建改造為全臺首座的原住民神話故事館，

以作為具有文化傳承意義及文創經濟機能之文創園區，並成為本

市吸引旅遊休閒人潮之觀光亮點；另外更推動「花東、自強新村

原地重建計劃」，使「遷居原住民族地區外之原住民」能保有原

住民文化精神及延續傳統的生活空間。 

    臺中市是多元族群不同文化底蘊交織而成的美麗都市，正如

同彩虹一樣，因為多元多彩而璀璨奪目，本會未來除了持續提供

本市原住民族人有感、有溫度的公共服務外，更期望透過對原住

民文化的重視與傳承，將臺中市打造為一個多元族群共生共榮的

宜居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