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06 年度施政計畫提要
本會依據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施政綱要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計
畫，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持續 106 年度施政成效，編訂 106 年度施
政計畫，其重點及主要目標如次：
一、推動原住民族自治，推展原住民族語言，發揚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維護原住民族傳統制度；提升原住民族社經發展條件，改善都
市原住民生活品質。
二、深化原住民族教育內涵，實施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傳承及研發原
住民族傳統知識，普及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機會；結合政府、
學校及民間資源，維護原住民學生受教權益。
三、強化部落大學終身學習課程，結合學校、社團、教會、同鄉會擴
大辦理原住民族語教學、資訊課程、技能訓練，營造原住民終
身學習環境，培育原住民各類人才。
四、賡續辦理高雄國際南島文化博覽會，展現南島文化再現大高雄，
推動國際文化交流，並發展原住民族及平埔族群文化特色，建
立尊重差異之多元文化社會。
五、加強社團、同鄉會輔導，辦理部落與都會城鄉文化交流，增進原
住民各族群間聯誼與團結，提升競爭力。
六、縮減原住民數位落差，健全原住民族媒體環境；保護原住民族傳
統智慧創作及傳統生物多樣性知識。
七、推動原住民全民運動，提倡健康休閒活動，獎勵培養原住民優秀
運動人才，營造健康城市。
八、靈活運用就業資源，提升原住民就業機會，保障原住民工作權；
健全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網絡，強化原住民部落托育及照顧服務，
充實原住民族地區醫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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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積極建構原住民法律扶助網絡，保障原住民權益，加強資源整合，
提供可近性、可及性之福利服務。
十、賡續推動老人、婦女關懷及衛生福利工作，辦理建購修繕住宅補
助措施及國宅出租業務，改善原住民生活品質。
十一、提升原住民競爭能力，鼓勵原住民社團積極參與福利服務，提
升服務面向與品質。
十二、發展原住民族觀光產業，強化部落觀光產業特色，塑造部落產
業品牌形象；結合原鄉、都市及永久屋觀光產業，打造觀光產
業亮點。
十三、落實部落金融正義，提供原住民解決放貸融資與保證問題之諮
詢服務，扶植原住民族特色產業經營，輔導及拓展原住民發展
經濟事業.，提升經濟收益。
十四、健全原住民保留地開發與管理，加速辦理原住民保留地補辦增
劃編作業及原住民傳統領域範圍調查與確認工作，落實原住民
保留地土地合理利用，促進自然資源永續利用。
十五、落實原住民族山林土地自主管理，促進原住民保留地永續經營
成立原鄉自然資源保育隊，展現原住民對山林之自我管理能力。
十六、加強原住民族地區基礎建設，改善居住條件，營造安全家園。
本會 106 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及詳細計畫內容分列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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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06 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預算來源及金額
類

項

壹、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貳、原住民行政

參、人事費及第一預備金

主要預算
（單位：千元）
4,099
4,099
732,972
54,185
59,191
505,487
114,109
30,575
30,535
40

一、原住民文化教育
二、原住民衛生福利
三、原住民經濟土地
四、原住民部落建設
一、人事費
二、第一預備金

767,646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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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不含人事費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106 年度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預算來源及金額
(單位：千元)

實施要領

壹、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 一 ) 事 務 管 理 1.加強事務管理 ，1. 加強收發文及檔案之管理。
業務
有效執行一般 2. 辦理各種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等工作。
行政工作
3. 加強辦公室整潔維護與安全，落實節約能
源。
2. 加 強 辦 公 廳 舍 1. 提供部落大學、部落工場場地使用。
管理，提供最 2. 作為文化、藝術、語言、社教、研討、聚
佳場地
會活動等綜合性功能使用。
3.有效維護管理大禮堂、綜合教室等場地，
提供乾淨之使用環境。
(二)會計業務

配合施政計畫加 1. 配合各組室年度施政重點與目標，落實零
強審核並嚴格執
基預算精神，精確籌編預算。
行預算，以提高 2. 嚴格執行本年度各預算，俾施政工作計畫
施政績效
進度與預算相互配合，期發揮預算執行之
最高效益。

(三)人事業務

1. 建全本會組織
編制及合理調
配人力。
2. 貫徹合法考試
用人，推行人
事公開

針對本會特性及職掌，合理調配人力，得以
充分運用與發揮。
本「為事擇人、用人唯才」之旨，貫徹考用
合一，拔擢優秀人才，內陞外補兼顧，陞遷、
獎懲等案件均提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議審
議，做到公開、公正之原則。
1. 依據「行政院暨所屬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
進措施」辦理。
2. 印製相關資料並向本會同仁宣導該相關規
定。
3. 提供同仁們旅遊活動之各種訊息。
4. 每個月辦理該補助費之核發並請出納依規
定將休假補助費撥入個人帳戶。

3. 為鼓勵公務人
員利用休假從
事正當休 閒旅
遊活動，對現
有人力作妥適
調配，貫徹實
施職務代理制
度
4. 落實人事管理 1. 配合主管機關改善業務流程，資料傳輸網
資訊化，提升
路化。
工作效率
2. 擴大人事業務電腦化，簡化作業流程提升
工作效率。
5. 加 強 辦 理 員 工 1. 鼓勵同仁登錄上網使用 e 等公務員及終身
訓練進修
學習入口網站。
2. 擴展同仁學習領域，全面提升學習風氣與
意願，增進同仁相關知能，提升人員素質
與工作品質。
6. 加強勤惰管理 實施每月不定期查勤，嚴予平時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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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
4,099

備註

與平時考核
7. 加強文康活動
8. 貫徹退休制度

提倡員工正當休閒活動，藉以調劑身心，增
進其技能。
嚴格管制屆齡退休人員，促進機關人員新陳
代謝，暢通人事管道及加強退休人員照顧。

貳、原住民行
政
一 、 原 住 民 文 1. 辦理原住民學 1. 加強原住民青少年課業輔導，提升競爭力。
化教育
生輔助及學前 2. 舉辦原住民文化成長研習活動，落實原住
辦理原住民文
教育補助
民文化紮根。
化推廣及教育
3.提供國小、國中、高中、大專學生獎學金
措施
及幼稚教育補助，減輕家長經濟負擔
4. 輔導中輟生回歸校園。

732,972
54,185

2. 辦理民俗、文 1. 結合區公所、原住民社團、教會、同鄉會
化、藝術活動
舉辦民俗、文化、藝術、體育與聯誼活動，
及體育人才培
及參與中央及地方文化、體育競技。
育
2. 辦理原住民民俗才藝暨體育人才培育。
3. 辦理原住民家 結合區公所、原住民社團、同鄉會辦理家庭
庭教育
教育研習活動，增進父母的教養知識與技巧，
改善親子關係，強化家庭功能。
4. 辦理社會教育。結合區公所、原住民社團、同鄉會，推展原
住民老人、婦女及藝文、城鄉文化交流等社
會教育活動，增進適應現代化生活能力。
5. 辦理部落大學 辦理原住民部落大學，開設文化、產業、生
課程
態與部落重建、生活知能等學程，提供終身
學習場域，提升生活品質。
6.辦理族語教學

結合區公所、原住民社團、教會、同鄉會辦
理族語文教室（語言巢）及師資研習活動，
傳承族語。

二、原住民衛
生福利
辦 理 原 住 民 衛 1. 加 強 職 業 訓 練 ，1. 辦理職業訓練、補助及青少年職業輔導工
生及福利服務 輔導就業服務
作。
2. 參觀職訓機構，輔導取得專業證照，並協
助原住民參與捷運營運及大型工程。
3. 加強原住民就業服務台功能，並舉辦就業
媒合、就業促進宣導及就業服務。
4. 建置原住民人力資料庫，俾利就業輔導。
2. 推 動 福 利 服 務 1. 建立多元福利服務資源網絡，加強權益教
及 輔 導 合 作 社 育及社會福利宣導活動。
組織
2.健全志工團隊，參與原住民福利服務工作。
3. 輔導原住民合作社組織及廠商，爭取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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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91

民工作機會。
3.保障原住民婦
女權益

1.加強原住民婦女與少女保護工作、防治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
2.辦理原住民族婦女權益教育講座與溝通平
台。
3.鼓勵原住民婦女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及社會
交流活動。

4. 補助購置住宅 1. 辦理原住民住宅修繕補助、中低收入戶建
及設置娜麓灣
購住宅補助，解決原住民居住問題。
社區
2. 受理本市原住民購屋長期低利貸款申請，
減輕購置住宅經濟負擔。
3. 改善原住民娜麓灣國宅社區居住環境，提
昇生活品質。
5. 急難救助、醫 1.辦理原住民急難救助、醫療補助，並結合
療補助及法律
社政單位及民間力量提供更完善的生活救
服務
助(津貼)服務。
2.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訴訟補助，辦理消費
者保護、法律常識宣導及服務。
3.加強都市原住民族衛生保健服務(宣導愛
滋病與自殺防治工作、健康篩檢、建置原
住民族健康資料庫及訪視輔導原住民參加
全民健康保險及國民年金)。
6. 設 置 家 庭 暨 婦 1.辦理原住民幼童托教補助、老人及心障礙
女服務中心、 者居家服務、養護服務及日間關懷服務。
老人日間關懷 2.輔導轉介特殊境遇婦女及兒童、少年、老
站及社會福利 人保護。
館
3.訪視高風險家庭及跨族或跨國婚姻諮詢與
輔導服務。
4.提供教學、研習及休閒活動場所。
三、原住民經 1. 輔 導 發 展 原 住 1.積極輔導本市原住民發展經濟事業及特色
濟土地
民經濟事業
產業，提供低利貸款提升經營競爭力。
2.辦理原住民理財、金融知識教育宣導活動。
3.設立文化產業育成中心，辦理多元技藝訓
練，培育工藝匠師，提升產品製作、研發
包裝及銷售能力。
4.設置展售據點及商店，協助展售、行銷產
品。
5.輔導原住民部落發展特產作物、文創產業
及觀光旅遊。
2.原住民保留地
及林業管理

1.審核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撥用、
租用、使用同意等業務。
2.超限利用地處理計畫。
3.維護天然資源及土地有效運用，辦理全民
造林及撫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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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487

4.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私有林採伐查驗。
四、原住民部 辦理原住民地區 1.原住民部落造景計畫。
落建設
公共建設及工程 2.原住民地區部落基礎設施工程。
3.原住民地區部落聯絡道路橋樑工程。
4.原住民地區簡易飲用水工程。
5.災害緊急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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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