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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開設包括文化學程、生活學程、產業學程、生態學程計 4 大類學程共
計 31 班，學員人數 494 人。
(二)加強原住民族語推動
1.族語增能研習班:於市立空中大學辦理第二階段族語師資增能研習
課程，連結本市參與族語增能培訓計畫及族語振興計畫之族語老
師，實施全族語生活溝通式教學法，營造沉浸在全族語的情境中學
習。係以分阿美、布農、排灣及魯凱 4 族語別之班級辦理教案設計、
教材編輯、教材教法及語料收集等課程內容及行前作業，共計 21
小時，藉以增進族語老師教學專業能力，及提升族語教學品質，受
益人共計 39 人。
2.沉浸式族語學習體驗活動:於市立空中大學及沉浸式族語列車移動
教室辦理「
『族語列車行動教室 』104 年沉浸式族語體驗活動實施
計畫」
，規劃族語課程(族語學習據點-教會)、食衣住行、藝術、歌
謠舞蹈、族語闖關及成果展示等課程，以增進青少年學習族語之興
趣，打造族語學習環境；結合族群文化特色，創造學習族語的新風
潮；利用全族語方式貫穿活動，使學生沉浸於族語、享受族語之樂
趣，進而開始願意說族語，勇敢說族語、輕鬆說族語及習慣說族語，
受益人共計 64 人。
3.2015「原音唱出希望」高雄市原住民詩歌詠讚音樂會:在鳳山體育
館結合衛生局、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台灣區會辦理『健康城市 Hope
高雄』系列活動~2015「原音唱出希望」高雄市原住民詩歌詠讚音
樂會，約 3,000 人參加，並頒發族語環境據點之 10 教會及族語學
習家庭和族語自學家庭優選 21 戶族語光碟之頒獎，以資鼓勵。
(三)族語環境營造
1.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
(1)在本市前鎮區凱旋四路口站候車亭旁辦理「高雄市原住民族文化
藝術裝置與族語 QR CODE 啟用記者會」
，在都會中建立原住民族
公共藝術，將候車亭提升成露天博物館。在佛公站、凱旋四路口
站候車亭施作原民裝置藝術及原住民族問候語(含 QR Code 張
貼)，以達到原住民語言文化保存、傳承與推廣之目的。
(2)在本市前鎮區凱旋四路口站候車亭旁辦理「8 月 1 日搭公車免費
贈送限量版 16 族花媽一卡通」活動。

(3)與交通局及本市所有公車業者結合在本市所有公車上張貼族語
QRCord，讓更多人能隨時學習 16 族問候語，計有 1,000 餘輛公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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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下半年幼教補助
第二期學齡前幼童托教補助定補助 767 人，核發新台幣 7,050,334 元
整。
(六)核發原住民學生獎學金第二期核發原住民學生成績優秀及特殊才藝獎
學金共 600 人次， 金額 146 萬 4,000 元。
(七)辦理 2015 高雄市市長盃原住民慢速壘球錦標賽
為讓本市原住民有良好娛樂及健全身心，於迷瑪力球場舉行壘球賽活
動，推廣運動教育，共計有 22 隊參加，參與人數計 450 人次。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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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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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補助本市民間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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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場次。

三、辦理原住民福利服務活動
(一）輔導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
1.辦理原住民青年職涯咖啡論壇活動，提供青年職場生涯規劃之方
向及思考，並了解原住民社會福利及就業議題，提供原住民青年
具體思考個人生涯並規劃未來，計 150 人受益。
2.辦理原住民大專學生暑期工讀計畫，提供公、私部門計 46 個工讀
名額，給予大專生職場體驗機會，並提前培養就業力。
3.辦理就業媒合活動及就業博覽會 13 場次、參與人數計 111 人次，
原住民就業諮詢服務台登記就業人數 128 人，輔導安置就業 143
人，追蹤關懷輔導 1920 人次，提升原住民就業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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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至 12 月共補助 11 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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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至 12 月考取丙級技術士證 113 人、乙級技術士證 8 人、
甲級技術士證 1 人，共核發 705,000 元，提升原住民之職場競爭
力。
6.104 年度開辦 4 個原住民職業訓練班，本府預算辦理 1 班「堆高機
操作人員考照訓練班」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 2 班「有機農作
物栽培與實務發展研習班」
、
「家事管理及生活照顧人員訓練班」
，
及另案爭取原住民族委員會專款補助本市辦理「輔導原住民參加

職業大客車訓練暨就業合一班」
，共計 81 名學員參訓，培養原住
民一技之長、提高就業力。
7.核發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證明書 32 件，提高具原住民人數佔
80%以上之機構、法人或團體獲得工作之機會。
（二）強化原住民基本生活安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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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人次，核發救助金 1,074,445 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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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度本市原住民族人約 306
人成功納保。
（三）維護原住民自身權益及增進風險管理能力
1.本會原住民服務員及家庭服務中心人員輪班進駐少年及家事法
院設置之原住民諮詢服務站，104 年 7 月至 12 月計服務計 35 人
次，轉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資源 3 案。
2.聘任律師事務所擔任法律諮詢顧問，駐點為原住民同胞提供免費
法律諮詢服務，104 年 7 月至 12 月服務計 29 人次。
3.辦理原住民法律訴訟補助，補助原住民因權益受損訴訟所需之費
用計 3 人。
4.執行 104 年度法律宣導-原住民地區法律義診活動計畫，特聘請
執業律師至原鄉辦理共計 3 場次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四）居住安定及住宅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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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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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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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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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會為能紓解拆遷戶居住及家庭經濟負擔問題，避免住戶流離失
所，至生活陷入窘困，規劃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租金補貼、山
明國宅優先配置及租用鳳山區閒置房舍等安置措施，協助本市中華
五路原住民佔用戶(拉瓦克部落)解決居住問題，安定其生活。
（五）加強婦女保護及權益服務
1.辦理原住民族婦女權益教育講座與溝通平台活動 47 場次服務
1961 人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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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場次服務人次計 3208 人。
3.連結高雄電台午安原住民節目資源，協助托播婦女人身安全、
家暴及性侵害、性騷擾防治等相關宣導。
4.邀集本府家暴防治委員會暨婦權會委員黃志中委員、本府家防中
心、各區公所、派出所、衛生所及在地原住民組織社團幹部，召
開 1 場次「推展原住民地區家暴工作會議」
。
（六）強化弱勢族群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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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場次服務人次 671 人次。

2.設置 5 處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茂林區、那瑪夏區、桃源區、
都會北區及都會南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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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諮詢服
務計 1056 人次。
3.核發弱勢家庭資訊設備補助，最多補助 1 萬元，計補助 8 人，
補助經費共計 77,510 元
（七）營造健康部落之生活環境
1.續辦部落食堂服務計畫地點分別於三原住民區設 9 個據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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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為照顧都會區及原住民區長者，設置部落文化健康站 6 站及都
會區老人日間關懷站 3 站，服務人數 310 人，活動內容包括營
養用餐、健康促進、心靈輔導等，其中達卡努瓦文化健康站評
鑑成績為全國佳等。
3.本會設置原住民都會農園(位於大坪頂坪鳳段)，提供設籍本市
原住民申請戶約 10 坪土地，申請人數共計 60 戶，農園不僅提
供都會區族人耕種的環境，並藉此傳承教育下一代原住民傳統
農耕的知識。
4.本會執行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部落 3H 動力工程專案計畫，共輔
導高中社區發展協會、建山社區發展協會、布農族永續發展協
會及高雄市原住民文化藝術發展協會等 4 個協會，辦理環境清
潔及綠美化家戶衛生與整潔健康促進與減重活力健康操運動創
意方案，其中高雄市原住民文化藝術發展協會評鑑成績為全國績
優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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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場次，參加人次 280 人，使民眾正確認識愛滋病及其傳染途徑
並其預防之方法。
（八）整合政府機關、民間單位及非營利組織資源網絡
1.邀集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部落文化健康站、都會區老人日間
關懷站等社會資源，召開 1 場次原住民社福網絡連繫會議。
2.邀集本府家暴防治委員會暨婦權會委員黃志中委員、本府家防中
心、各區公所、派出所、衛生所及在地原住民組織社團幹部，召
開 1 場次「推展原住民地區家暴工作會議」
。

四、辦理原住民建設工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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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完成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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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部落安全環境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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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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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件，至目前有 4 件
完工，1 件施工中，6 件委託工務局新工處辦理中（施工中）
。
（三）原住民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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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計畫，共計爭取 9 件工程，經費約 1 億 1847 萬元。
(2)截至 104.12.31 止，共計 7 件已完工、1 件規劃設計中（龍橋）
、
1 件委託工務局新工處辦理中（施工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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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月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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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場次，每場約 10 攤商展售，銷售營業
額計新台幣 502,500 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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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 日辦理第二
場作品聯展(豐禾日麗─夏的收穫記)及 11 月 28 日第三場作品
聯展(遊趣工藝─來自山林間的好梟息)，7 月至 12 月共辦理
30 場次手工藝 DIY 體驗活動，到館人次達 5,42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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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申貸成果統計：
(1)貸款總申貸案件 178 件，核准案件 112 件，核貸金額 30,150,000
元，撤件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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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件，辦理逾期戶輔導與訪視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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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場次，
參加人數計約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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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原住民族深耕發產業行銷計畫
(1)旗山轉運站原藝坊 6 月 20 日開幕，共邀集 7 家工藝匠師進駐。
(2)10 月 31 日都會區辦理愛玉促銷活動，參加人次約 1000 人。

4.12 月 5、12 日那瑪夏區辦理聖誕月暨農特產品行銷推廣活動，參
加人次約 500 人。
5.為發展本市原住民族音樂產業及帶動周邊產業，由本會「高雄原
聲擂台讚─原住民素人歌手徵選大賽」徵選出之 5 位歌手成為「高
原 K5 形象大使」
，於高雄物產館、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駐點演唱，
並於配合各局處活動協助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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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至 12 月底共計 131 筆，受益人數 34 人。
2.辦理本市桃源區非原住民承租權繼承案 4 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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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筆。
4.辦理高雄市茂林溫泉示範區先期規劃實施計畫。
5.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地核定獎勵金補助面積 289.44 公頃。
6.辦理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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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獎勵造林計畫－面積約 1,343 公頃，獎勵金
28,777.8 萬元，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補助辦理。
8.辦理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地造林核定獎勵金補助面積 289.44 公
頃，實際合格面積 246.51 公頃，實際核發獎勵金新台幣 4,352,600
元。
9.推動原住民族地區土地及自然資源保育計畫：
（1）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32 人
（2）辦理自然資源保育教育訓練 90 小時
（3）補植造林 9.14 公頃
（4）造林撫育管理 282.85 公頃
（5）崩塌地狀況調查 38 筆 43.05 公頃
（6）違規利用土地清查及複查 40 筆 70.96 公頃
（7）檢舉案件查復 7 件
（8）衛星變異點案件查復 22 件
（9）外來植物危害調查 17.01 公頃
（10）外來植物危害防除 52.6 公頃
（11）部落生態巡查 1381.1 公里
（12）部落生態維護 13.9 公頃
（13）溪流生態巡查 393.13 公里
（14）傳統文化遺址清查及維護 4 處
（15）部落傳統古道、步道清查及維護 120.6 公里
（16）協助原鄉防救災工作、潛勢溪流土時監測案件 16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