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拾陸、原住民事務
一、貫徹執行「原住民發展計畫」
積極推動 104 年原住民各項執行計畫（包括推展教育文化、促進就業、
輔導經濟事業、增進社會福利等）
，本府原民會將依據本市原住民實際
需要，持續規劃相關教育文化、就業、福利、產業政策，藉以提升都
會生活品質及競爭力。

二、辦理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傳承
（一）辦理原住民部落大學
為推動終身學習，傳承原住民傳統知能及學習現代新知，提升原住
民人力素質，本府原民會 104 年度部落大學課程採自行辦理，第一
學期開設包括文化學程、生活學程、產業學程、生態學程計 4 大類
學程。
（二）加強原住民族語推動
為傳承原住民各族群母語，俾激發族人使用族語之意願，帶動族語
的振興，辦理族語學習家庭 30 戶，含阿美、排灣、魯凱、布農、太
魯閣等族語家庭教學及族語學習 12 班 (含阿美語、排灣語、魯凱
語、布農語、卑南語)，受益人共計 500 人。
（三）族語環境營造
1.美麗島站轉換層捷運站設置第 16 族卡那卡那富族 Sosomanpe 文化
看板。
2.建置於本市公車內及 2 候車亭張貼 QR Code(16 族花媽穿族服及問
候語)，營造原住民族的氛圍及風潮。
3.建置三原鄉公車(布農語及茂林魯凱語)族語語音廣播及旗山轉運
站族語廣播。
4.在小港區佛公站及前鎮區凱旋四路口站之候車亭，建置原住民族
文化意象及 QR Code 連結原住民族 E 樂園，民眾可利用這候車亭
迅速連結到原住民問候語，誘發族語學習興趣，並連結站牌附近
的原住民部落工場及美港教會等相關據點。
（四）辦理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計畫
為加強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智能學習及興趣，辦理 104 年度原住民
學生課後扶植班 4 班〈桃源區、那瑪夏區、茂林區及大寮區〉
，受益
人數 108 人。
（五）核發 104 年度上半年幼教補助
學齡前兒童幼教補助核定補助 723 人，核發新台幣 6,614,007 元整。
（六）續辦「午安原住民」
、
「原住民音樂坊」廣播節目
為讓市民朋友認識原住民音樂、藝術的文化意義及現代發展面貌，
及有效宣導政令，落實政府與民眾雙向溝通，本府原民會與高雄廣
播電臺 合作，每周六上午 11 時至 12 時播出「原住民音樂坊」廣
播節目；每周日下午 1 時至 2 時播出「午安！原住民」廣播節目。
（七）辦理文化社教活動補助
104 年度輔導補助本市原住民社團、教會、同鄉會及學校辦理民俗
祭儀、文化及社教活動共 18 場次。
（八）補助本市民間團體辦理原住民福利服務活動。

三、辦理原住民福利服務活動
104 年度輔導補助本市原住民社團及同鄉會辦理公益彩券盈餘基金辦
理原住民福利服務活動共 30 場次。
（一）輔導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
1.辦理就業媒合活動及就業博覽會 25 場次，原住民就業諮詢服務
台登記就業人數 349 人，輔導安置就業 165 人，提升原住民就業
率。
2.培養本市原住民多元化技術專長，鼓勵參加職業教育訓練，增加
就業能力，訂定補助計畫， 104 年 1 月至 6 月共補助 5 人。
3.鼓勵原住民取得專業技術證照，藉以提升就業率及工作穩定性，
104 年 1 月至 6 月考取丙級技術士證 88 人、乙級技術士證 19 人、
甲級技術士證 1 人，共核發 69 萬元，提升職場之競爭能力。
4.辦理原住民職業訓練─堆高機操作人員考照訓練班，計有 15 名學
員參訓。
（二）辦理急難救助、醫療補助及法律服務
1.進駐少年及家事法院設置原住民諮詢服務站，104 年 1 月至 6 月
計服務計 24 人次，轉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資源 2 案。
2.聘任律師事務所律師，為原住民同胞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104
年 1 月至 6 月服務計 34 人次。
3.辦理原住民急難救助及醫療補助，減輕原住民發生意外或突發狀
況時之經濟負擔，計 119 人次，核發救助金 1,528,683 元。
4.輔導原住民納入健康保險，促使原住民能獲得適切之醫療照護，
減輕因疾病所生之風險，納保率 93.05％。
（三）都市原住民無自用住宅之改善之安置
1.核發購置住宅補助，每戶 20 萬元，減輕本市原住民購屋經濟負
擔，促進房屋自有率，計補助 29 戶。
2.核發修繕住宅補助（屋齡 7 年以上）
，改善居家品質，減輕修建
負擔，最高補助 10 萬元，計補助 5 戶。
3.補助原住民整建整修自用住宅（屋齡 10 年以上）
，改善居家品質，
減輕修建負擔，最高補助 6 萬元，計補助 11 戶。
4.設置本市原住民娜麓灣國宅社區，低價出租（每月租金 3,500 元）
，
照顧中低收入家庭，解決居住問題，計出租 11 戶。
（四）加強原住民權益及福利服務
1.辦理 104 年度原住民單親家庭培力－開發自身能力、創造自我價
值課程計 1 場次。
2.辦理原住民族婦女權益教育講座與溝通平台活動 1 場次。
3.辦理原住民健康講座、愛滋病及自殺防治宣導暨健康檢驗活動場
次，使民眾正確認識愛滋病及其傳染途徑並其預防之方法。
4.續辦部落食堂服務計畫地點分別於三原住民區設 8 個據點，服務
人數 390 人，讓長者集中用餐，發揮互助精神、幫助貧困及獨居
之老人，照顧老年生活並促進其休閒生活觀念。
5.開展原住民家庭及婦女服務中心業務，在原住民家庭遭逢生活、
經濟等困境時，即時關心並協助其申請各項救助及福利資源。
6.加強婦女人身安全、家暴及性侵害、性騷擾防治等宣導工作累計
辦理 5 場次，另由高雄電台午安原住民節目協助拖播相關宣導。

四、辦理原住民建設工程

（一）南沙魯土石流淹沒區文化空間改善計畫
以歷史記憶之角度，為南沙魯土石流淹沒區研擬一個具有防災教育意
義及原址綠美化的環境，結合生態與環境教育將災變原址規劃成紀念
公園，供後代土石流教學及部落永續發展。
1.計畫地點：南沙魯里（原則以公有土地為規劃範圍，如原鄉公所、
農會、代表會週遭）。
2.100 年 6 月 24 日本府民間捐款委員會同意補助 100 萬元辦理可行
性評估及初步規劃（含環境整理及綠美化費用），101 年 4 月 27
日規劃報告結案。
3.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02 年 4 月 1 日核定 1,600 萬元辦理
「南
沙魯土石流淹沒區文化空間改善計畫」，僅限於施作「公有地空
間改善」
，淹沒區其他私有地部份不宜內入。
4.委託設計監造勞務服務採購 102 年 5 月 20 日第 1 次上網公告，
102 年 6 月 4 日第 1 次開標，因無廠商投標致流標，6 月 21 日第
2 次開資格標，並於 102 年 6 月 28 日辦理評選，102 年 7 月 9 日
決標辦理設計。
5.本案業於 102 年 12 月 3 日開工，103 年 12 月 19 日完工，本府原
民會並於 103 年 11 月 5 日舉辦落成啟用典禮。
（二）高雄市簡水系統輔導管理暨簡易修復及養護計畫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係以建立健全之簡易自來水系統營運管理為主，因
任何工程完成後皆需要營運管理，而營運管理之健全與確實，將影響
工程設施功能之發揮與成效。而目前已設置簡水系統之原住民族部
落，僅少數部落有成立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負責相關維護管理之工
作，而已成立簡水管委會之部落因經費及人力不足，導致部分簡水系
統使用成效不彰，以致有年久失修之情形發生，使得建立健全之簡水
系統營運管理，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本府原民會遂向行政院原民會
申請補助，該補助計畫第一期於 100 年 12 月 9 日核定 495 萬元（中
央 396 萬元，地方配合款 99 萬元），第二期計畫於 101 年 11 月 7 日
核定 728.2 萬元（中央 582.56 萬元、地方配合款 145.64 萬元），第
三期計畫於 102 年 10 月 14 日核定 422 萬元(中央 358.7 萬元、地方
配合款 63.3 萬元)，第四期計畫於 104 年 1 月 6 日核定 373.6 萬元(中
央 317.56 萬元、地方 56.04 萬元)，已完成以下工作：
1.檢討、更新部落 14 處簡易自來水系統普查資料並建立設施數量
及座標數值資料，及可套繪至 GIS 圖層或 Google Earth 圖層。
2.依本市簡易自來水事業管理辦法規定，輔導 14 處簡水管委會成
立簡易自來水事業。
3.輔導區公所及 14 處簡水管委會自主營運。
4.輔導區公所及 14 處簡水管委會取得水權。
5.輔導區公所及 14 處簡水管委會取得系統用地。
6.輔導區公所及 14 處簡水管委會建置水費收取標準。
7.辦理提升用戶接用自來水使用宣導講習並調查意願及分析。
8.完成 14 處簡水系統財產調查及移撥。
9.辦理 14 處簡水系統水質檢測。
10.辦理 14 處簡水系統定期巡檢。
11.各簡水系統設施維護及改善。

103 年度原住民地區部落水資源規劃及供水第三期計畫考核，本府考
核成績為全國第三名。
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造景計畫 103 年度考核
結果本府榮獲全國第 5 名佳績。
（三）部落安全環境建設計畫
因 88 風災重創本市原住民地區，造成聯外道路中斷，飲用水水源變
少，居民生活不便，需重建並改善當地原住民之生活，恢復自然觀光
資源。爰此，為落實本市三個原住民地區（那瑪夏區、桃源區、茂林
區）之基礎公共建設，以改善原住民地區部落道路、飲用水、部落基
礎設施等，辦理原住民地區道路改善工程、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及聚
落基礎設施改善工程，以期達到原住民地區居民生活品質提升，提升
道路安全性、自來水用水品質等。
本案計畫係屬本府 101 至 104 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之延續性計畫，
由本府編列預算配合辦理有關原住民部落自來水改善、原住民部落道
路改善、原住民部落基礎設施改善。
1.101 年執行情形：
（1）計畫經費:5,000 萬元
（2）執行進度：101 年度計畫工程案件共 19 件，至截止目前已全
數完工驗收。
2.102 年執行情形：
（1）計畫經費:5,000 萬元
（2）執行進度 102 年度計畫工程案件共 21 件，至截止目前已全
數完工驗收。
3.103 年執行情形：
（1）計畫經費:5,000 萬元
（2）執行進度：103 年度計畫工程案件共 15 件，至截止目前已全
數完工驗收。
4.104 年執行情形：
（1）計畫經費:5,000 萬元
（2）執行進度：104 年度計畫工程案件共 12 件，至 104.6.30 止，
有 2 件已決標、7 件發包中、3 件設計中。
（四）原住民部落特色道路計畫
(1)為發展原住民地區部落產業、引進觀光人潮、推廣在地農產
品，本府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爭取經費辦理原住民部落特色道路
計畫，共計爭取 9 件工程，經費約 1 億 1847 萬元。
(2)截至 104.6.30 止，共計 5 件已完工、1 件發包中、1 件設計
中、1 件可行性評估中、1 件依規定徵詢代辦機關中。

五、推動經濟及土地管理
（一）輔導都市原住民發展經濟事業
1.為積極輔導原住民發展經濟事業，協助農特產品、手工藝品銷售，
銷售成果統計：
（1）1 月至 6 月假本會原住民主題公園聚會所辦理「高雄市原住
民市集」活動，計 17 場次，每場約 15 攤商展售，銷售營
業額計新台幣 596,100 元。
（2）為提升在地原住民工藝產業，向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爭取經
費 125 萬元，推動、活絡原住民相關文化，並輔導原住民就

業相關技能及發展地方產業，辦理「高雄市原住民族文化產
業育成中心工藝匠師進駐暨工藝產業推廣計畫」，成立高雄
市原住民部落工場，並邀集 10 為工藝匠師進駐，於 3 月 14
日開館，5 月 23 日辦理第一場作品聯展，開館至 6 月份共辦
理 14 場次手工藝 DIY 體驗活動。
2.辦理輔導原住民申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發展經濟事
業，104 年 1 月至 6 月止申貸成果統計：
（1）貸款總申貸案件 91 件，核准案件 62 件，核貸金額 13,400,000
元，撤件 29 件。查其未能申貸成功原因，大多係申請人本身
債信不良致影響申貸。
（2）貸款諮詢輔導及受理案件計 101 件，辦理逾期戶輔導與訪視
73 件。
（3）另為加強辦理扶植原住民拓展經濟事業及推動原住民專案貸
款宣導，並提升本業務核貸成功率、於本市原住民聚會場所，
大型活動場所及各教會、協會辦理基金貸款講習會計 8 場次，
參加人數計約 354 人。提供原住民貸款融資管道及舒緩原住
民個人或家庭小額週轉資金問題。
3.104 年度原住民族產業經濟發展計畫
（1）4 月 13 日都會區辦理青梅促銷活動(梅酵素 DIY 體驗及到府
教學)。
(2)3 月底至 4 月桃源區辦理青梅採果樂活動。
(3)4 月 3 日至 25 日那瑪夏區辦理螢火蟲露營趣。
(4)5 月 2 日那瑪夏區辦理水蜜桃千人路跑活動。
(5)5 月 7 日至 9 日桃源區辦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活動。
4.本會與交通部及港都客運辦理「高雄市原住民意象公車」行銷推
廣高雄市原住民族產業，共 3 條路線，推廣「高雄市原民市集」(紅
9A 線)、
「桃源寶山市集」(56 線)及「杉林大愛貓頭鷹文藝館」(36
復興幹線)三處景點。
5.整合本市原區觀光產業資源，輔導原區產業振奮。
6.為發展本市原住民族音樂產業及帶動周邊產業，6 月 6 日至 28 日
辦理「高雄原聲擂台讚─原住民素人歌手徵選大賽」
，徵選 5 為歌
手成為本市原住民族產業代言人，以協助行銷本市在地產業。
（二）輔導原住民保留地開發與管理
1.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計畫移轉取得所有權登記截至 104 年
1 月至 6 月底共計 185 筆，受益人數 85 人。
2.於三區辦理 104 年度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政策法令宣導計畫計 3 場
次共計 108 人。
3.辦理本市桃源區非原住民承租權繼承案 4 筆。
4.核發茂林區等 3 公所為臨時需用公有土地本府原民會核定土地使
用同意書計 13 筆。
5.辦理高雄市茂林溫泉示範區先期規劃實施計畫。
6.辦理土地撥用案件計 9 筆。
7.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地核定獎勵金補助面積 289.44 公頃。
8.辦理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
(1)輔導原住民保留地水庫周邊及主次要河川 150 公尺以內六年生
以上林木之禁伐及禁伐補償金之發放。

(2)莫拉克災後，推動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計畫，以加強山林
守護及監測，並避免土地遭濫墾、濫建及超限利用相關計畫，
並協助公有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地改正造林、撫育及管理
等工作，以維護原住民保留地自然生態的完整性,本計畫增加
在地就業機會 32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