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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聽會實施背景與目的 

  「建立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維護教育、文化與媒體權」是蔡英文總統重

大原住民族政策，為落實原住民族教育體制的建立，原住民族委員會積極推

動「原住民族學校法」之制定，以作為推動該教育體系設置的依據。 

因此，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國立東華大學，參酌我國原住民族教育相關

法規、現況，並參考紐西蘭毛利教育政策舉措，擬制《原住民族學校法》草

案。為廣泛蒐集各界意見，依據族群及縣市分布，本會規劃全臺十場公聽會，

盼充分採納族人、一線教育工作者、相關組織及單位之建言，以完備《原住

民族學校法》內容。 
 

    二、參加對象及各場次參加縣市 

每場次預估約 40人，參加對象原則如下： 

（一） 關心原住民族教育社會大眾 

（二） 原住民族教育相關領域學者專家 

（三） 地方政府代表 

（四） 學校代表 

（五） 原住民族各族群代表 

（六）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及原住民籍立法委員 

（七） 教師團體、家長團體及校長團體等民間團體 

（八） 教育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相關單位代表 

場次 參加縣市 

北區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澎湖縣、金

門縣、連江縣、宜蘭縣 

中區 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南區 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東區 花蓮縣、臺東縣 

 註：1.上開各團體、機構代表請先彙整所代表團體、機構之意見蒞會表述。 

     2.學校及地方政府代表敬請參考本表，分場次分縣市報名。各團體代表、社會人士可自由報 

       名。 

     3.每場次人數約 40位，參加者請以鄰近分區場次為原則報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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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聽會辦理場次與報名方式 

（一）全臺公聽會場次 

 

區域 場次 地點 

中 

區 

11/21(三) 9:00~11:30 

中區都會場-臺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才校區 

三樓 R302通識沙龍教室 

11/21(三) 14:30-17:00 

南投場-埔里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二樓 會議室 

花 

東 

11/23(五) 15:00-17:30 

花蓮市區場-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一館 

A207會議室 

12/04(二) 14:30-17:00 

臺東市區場-臺東 

國立臺東大學 臺東校區 產學創新園區 

教學大樓 五樓 視聽教室 D 

12/24(一) 9:30~12:00 

花東縱谷場-玉里 

花蓮縣立玉里國中 

樹人樓 一樓 視聽室 

北 

區 

12/06(四) 15:00-17:30 

宜蘭場-羅東 

宜蘭縣國立羅東高中 

輔導處 四樓 研習廳 

12/20(四) 9:30~12:00 

北區都會場-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館校區 

綜合館 二樓交誼廳 

12/20(四)15:00-17:30 

桃園場-中壢 

桃園市政府中壢區公所 

三樓 簡報室 

南 

區 

12/07(五) 9:30~12:00 

南區都會場-高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和平校區 

文學大樓 三樓 3306教室 

12/07(五) 15:00-17:30 

屏東場-屏東 

屏東縣政府  

南棟 三樓 305會議室 



原住民族學校法公聽會  

3 

 

（二） 公聽會報名方式 

1. 公聽會報名一律採事前網路方式報名，報名請至原力網-原住民族學校法

草案專區查詢。 

2.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各次會議時間前 2日止，各場次報名時段如下： 

（1） 臺中市區場：即日起至11月19日（星期一）止。 

（2） 南投埔里場：即日起至11月19日（星期一）止。 

（3） 花蓮市區場：即日起至11月21日（星期三）止。 

（4） 臺東市區場：即日起至12月02日（星期日）止。 

（5） 宜蘭羅東場：即日起至12月04日（星期三）止。 

（6） 南區都會場：即日起至12月05日（星期三）止。 

（7） 屏東綜合場：即日起至12月05日（星期三）止。 

（8） 雙北都會場：即日起至12月18日（星期二）止。 

（9） 桃園中壢場：即日起至12月18日（星期二）止。 

（10） 花蓮玉里場：即日起至12月22日（星期六）止。 

3. 各分區場次報名人數如超過場地限制，得提前截止報名；另報名人數未達

場地限制始開放現場報名。 

4. 「公聽會場次及交通資訊」、「原住民族學校法草案」、「發言單」等公

聽會資料皆呈現於原住民族學校法專區，如需相關資料，或有相關建議者，

請至原力網（https://indigenous.moe.gov.tw/EducationAborigines/）

資訊與分享/原住民族學校法草案專區下載、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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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場次會議地點交通方式 

1.臺中場：臺中教育大學 英才校區 三樓 R302通識沙龍教室 

 
 地址：403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227號 

 交通方式： 

搭車 

※ 臺鐵：在臺中火車站下車，搭乘 7線公車 11左、27、32、290、323、324、325號公

車，在臺中教大站下車，再由校本部徒步前往本校英才校區（民生路與英才路口），

步行約五分鐘，即可到達。或在臺中火車站前搭計程車，前往民生路 227號。約 7～8

分鐘車程。 

※ 客運：搭乘國光號（經中港路路線）在臺中教大站下車，再徒步前往約五分鐘。 

開車 

※ 南下路線：高速公路下中港交流道→沿中港路往市區方向→英才路右轉→直行約一公

里左轉民生路→抵達英才校區。 

※ 北上路線：從南屯交流道或中彰快速道路下匝道口→五權西路，直行至底→左轉五權

路→五權路左轉接英才路→英才路右轉接民生路→抵達英才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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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埔里場：南投縣埔里鎮公所二樓 會議室 

 

 地址：545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239號 

 交通方式： 

搭車 

※ 高鐵：搭乘高鐵抵達臺中高鐵站後，於 5號出口轉搭南投客運 6670路，或臺灣好行

日月潭線。 

※ 臺鐵：搭乘臺鐵抵達臺中車站後，步行至干城車站轉乘南投客運 6899路、6656路，

或全航客運 6268路；搭乘臺鐵抵達新烏日火車站後，步行至臺中高鐵站 5號出口轉

乘南投客運或臺灣好行日月潭線。 

※ 南投縣內客運：請參考南投客運或豐榮客運路線圖。 

 

開車 

※ 南下路線：國道 3號→國道 3號霧峰系統（214公里處）轉國道 6號→下埔里交流道。 

※ 北上路線：國道 3號→國道 3號霧峰系統（214公里處）轉國道 6號→下埔里交流道。 

  

http://www.thsrc.com.tw/
http://www.ntbus.com.tw/
http://www.taiwantrip.com.tw/
http://www.taiwantrip.com.tw/
http://www.railway.gov.tw/tw/
http://www.ntbus.com.tw/
http://www.chbus.com.tw/
http://www.railway.gov.tw/tw/
http://www.ntbus.com.tw/
http://www.taiwantrip.com.tw/
http://www.ntbus.com.tw/
http://www.gb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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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花蓮市區場：國立東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一館 A207會議室 

 

 地址：974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號 

 交通方式： 

搭車 

※ 臺鐵：搭乘臺鐵抵達花蓮火車站後，至花蓮前站搭乘客運約 30分鐘，或搭乘計程車

約 20分鐘抵達東華大學。或是抵達志學火車站後，轉搭計程車約 6分鐘抵達東華大

學。 

※ 客運：花蓮客運搭乘縱谷線至志學站，沿中正路步行 15分鐘即可達本校；或搭乘 1121、

1122、1128路線可直達校內各站。太魯閣客運 301電動巴士往返花蓮火車站及東華大

學，可直達校內各站。 

開車 

※ 抵達花蓮後→於臺九號公路指標 216.5公里處附近，依路標指示轉進入志學村中正路

（志學派出所旁）→直行即達本校志學門；或於指標 219公里處，轉進入大學路（臺

糖加油站旁）→直行約 2公里處即達本校大門。 

  

http://www.railway.gov.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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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東市區場：國立臺東大學 產學創新園區 教學大樓 五樓視聽教室 D 

 

 地址：950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684號 

 交通方式： 

搭車 

※ 臺鐵轉乘：搭乘臺鐵抵達臺東火車站後，出站前往臺東火車站客運站搭乘8172、8170A、

8129等路線至臺東中學站或是臺東轉運站，步行 1或 7分鐘即可抵達。 

※ 臺東縣內各鄉鎮前往：請參考鼎東客運路線圖，8129、8136至臺東中學站下車，步行

1分鐘抵達；或 8102、8119、8122、8129、8170A、8172、8180A等路線至臺東轉運站

下車，步行 7分鐘抵達。 

 

開車 

※ 南下路線：(山線)延花東縱谷公路/臺 9線行使→連航路向右轉→直行接民航路→正

氣北路/東 51鄉道向左轉→仁義北路向右轉→於中華路一段/豐里橋向左轉→行駛 650

公尺後左轉→抵達臺東大學產學創新園區。（海線）延花東海岸公路/臺 11線行駛→

光復路向右轉→順行進入鐵花路→至中華路一段左轉→行駛 300公尺後左轉→抵達臺

東大學產學創新園區。 

※ 北上路線：延南迴公路/臺 9線→轉接花東海岸公路/臺 11線向行駛→桂林南路向左

轉→中華路一段向右轉→行駛 300公尺後左轉→抵達臺東大學產學創新園區。  

http://www.railway.gov.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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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宜蘭場：宜蘭縣國立羅東高中 輔導處四樓研習廳 

 

 地址：265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324號 

 交通方式： 

搭車 

※ 臺鐵轉乘：搭乘臺鐵抵達羅東火車站，並於後站出站，轉搭乘搭乘羅東鎮公所社區（觀

光）免費巴士藍線，至羅東運動公園自行車道（羅東高中）站下車。 

※ 宜蘭縣內客運轉乘：搭乘國光客運 1745、1764路線，至羅東夜市（中山公園）站下

車，步行 1公里即可抵達。 

※ 羅東鎮內客運轉乘：搭乘 1767、綠 21、學 57、羅東鎮公所社區（觀光）免費巴士藍

線，抵達羅東運動公園自行車道（羅東高中）站下車。 

開車 

※ 大同鄉方向：行駛於臺 7線→泰雅大橋右轉→福山街鄉道→東興路左轉→和平路右轉

→進入義德路→直行月眉街→上將路五段右轉→大洲路右轉→靠左行駛公正路→抵

達羅東高中。 

※ 南澳鄉方向：朝臺 9線前進→於東岳隧道左轉→於蘇港路/臺 2戊線左轉→於蘇港路/

臺 9線左轉→下交流道，朝馬賽/國道 5號前進→於新馬陸橋右轉→於蘇澳交流道左

轉→行駛國道 5號，羅東出口下交流道→直行走 191甲縣道→中福北路右轉→第 1個

十字路口右轉，走國民南路→五結路三段/196縣道右轉→光榮北路右轉→直行走純精

路三段→公正路向右轉→抵達羅東高中。  

http://www.railway.gov.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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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南區都會場：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文學大樓 三樓 3306教室 

 

 地址：80201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交通方式： 

搭車 

※ 高鐵轉乘：於高鐵左營站出站，轉搭高雄捷運紅線往小港方向，行駛至美麗島站轉乘

橘線往大寮方向，至文化中心站下車，由 3號出口出站，步行即可抵達。 

※ 臺鐵轉乘：搭乘臺鐵抵達高雄火車站後，步行至高雄捷運，轉搭高雄捷運紅線往小港

方向，行駛至美麗島站轉乘橘線往大寮方向，至文化中心站下車，由 3 號出口出站，

步行即可抵達。或於火車站出站後，至前站搭乘公車 72號或 82號公車，於師範大學

站下車。 

開車 

※ 高雄市內南下路線：國道 10號→右側車道下鼎金系統號出口，往高雄方向→國道 1

號→右側條車道下高雄出口，朝中正一路前進→中正一路右轉→輔仁路左轉→四維一

路右轉→於凱旋二路向右轉→行駛 290公尺→抵達高雄師範大學。 

※ 高雄市外南下路線：國道 3號→燕巢系統出口(國道 10號/高雄出口)下交流道→國道

10號→右側車道下鼎金系統號出口，往高雄方向→國道 1號→右側條車道下高雄出口，

朝中正一路前進→中正一路右轉→輔仁路左轉→四維一路右轉→於凱旋二路向右轉

→行駛 290公尺→抵達高雄師範大學。  

http://www.railway.gov.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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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屏東場：屏東縣政府 南棟三樓 305會議室 

 

 

 地址：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527號 

 交通方式： 

搭車 

※ 臺鐵轉乘：屏東火車站出口直行至光復路左轉,步行約 1分鐘至屏東客運總站，搭往

縣政府、監理站、屏北機場方向，於縣政府站下車。 

※ 縣內客運：至屏東客運總站搭往縣政府、監理站、屏北機場方向，於縣政府站下車。

請參考屏東客運查詢相關路線。 

開車 

※ 南二高南下至九如交流道，下交流道後向右(往南)約 12公里即可達。   

※ 由臺一線省道過了高屏大橋就到屏東，接臺三線省道至和平路左轉，北行至勝利路右

轉約 2公里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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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北區都會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 綜合館 二樓交誼廳 

 
 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號 

 交通方式： 

搭車 

※ 臺北捷運：搭乘捷運至綠線公館站，至 1號出口出站，向南徒步 10-15分鐘即可抵達；

往新店方向搭乘公車，藍 28、綠 13、30、52、74、109、236、251、252、253、278、

84、290、530、606、660等路線至師大分部下車。 

※ 客運：搭乘臺北公車 15、18、235、237、278、295、672、907、和平幹線，至師大站

或師大綜合大樓站，即可抵達。 

 

開車 

※ 中山高速公路：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左轉辛亥路→右轉基隆路→左轉

羅斯福路→過公館圓環右轉臺灣師大公館校區 

※ 北部第二高速公路：木柵交流道→萬芳交流道→辛亥路→左轉基隆路→左轉羅斯福路

→過公館圓環右轉臺灣師大公館校區 

※ 北部第二高速公路： 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右轉師大路

→右轉羅斯福路→過公館圓環右轉臺灣師大公館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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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桃園場：桃園市政府中壢區公所 三樓簡報室 

 

 地址：320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380號 

 交通方式： 

搭車 

※ 機場捷運轉乘：機捷(普通車)至環北站後，步行至中壢區公所。 

※ 高鐵轉乘：搭乘高鐵抵達桃園高鐵，至出口處轉搭乘客運 5087路、170路；或是搭乘

機場捷運至環北站後，步行至中壢區公所。 

※ 臺鐵轉乘：搭乘臺鐵抵達中壢火車站，至火車站旁的中壢客運站，搭乘 1路、170路、

5017路、5078路、5087路，及所有中壢區免費公車。 

※ 市內客運：中壢客運站搭乘 1路、170、5017、5078、5087，及所有中壢區免費公車。 

 

開車 

※ 南下路線：國道 1號往南行駛→57內壢出口下交流道，朝中壢前進→中園路/110甲

縣道→於南園二路向右轉→於新生路向左轉→於環北路左轉→抵達中壢區公所。 

※ 北上路線：國道 1號往北行駛→62 中壢出口下交流道，朝中壢/平鎮前進→民族路二

段/114縣道→走左側車道向左轉，進入環西路→延環西路行駛接環西路→抵達中壢區

公所。 

http://www.railway.gov.tw/tw/
http://www.railway.gov.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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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花東縱谷場：花蓮縣立玉里國中 樹人樓一樓 視聽室 

 

 地址：981花蓮縣玉里鎮民族街 30號 

 交通方式： 

搭車 

※ 臺鐵轉乘：搭乘臺鐵抵達玉里火車站後，往北走康樂街朝大同路前進，於大同路向左

轉，於民族街向右轉，步行 6分鐘，即可抵達玉里國中。 

※ 花蓮縣及臺東縣內各鄉鎮前往埔里：請參考鼎東客運 8181 路，或花蓮客運 1130 路、

1135路、1137路、1142路的路線圖。 

 

開車 

※ 南下路線：往南行駛花東縱谷公路/臺 9線→純柑路靠右行駛→上卓溪橋並行經中華

路→博愛路向右轉→富國街向左轉→民族街/花 71鄉道向左轉→抵達玉里國中。 

※ 北上路線：往北行駛花東縱谷公路/臺 9線→順行臺 9線→光復路向左轉→從圓環的

第一個出口出去，朝中山路二段走→於民族街向左轉→抵達玉里國中。 

 

http://www.railway.gov.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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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聽會進行形式與流程 

(一)上午場次流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報告人 

09：10-09：30 

(20分鐘) 
報到  

09：30-09：35 

(5分鐘) 
開幕致詞 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 

09：35-09：50 

(15分鐘) 

原住民族學校法草案 

內容說明 

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 

計畫團隊代表 

09：50-11：50 

(120分鐘) 
意見交流與綜合討論 與會人員依登記順序發言 

11：50-12：00 

(10分鐘) 
結語 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 

12：00 賦歸  

 

(二)下午場次流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報告人 

14：40-15：00 

(20分鐘) 
報到  

15：00-15：05 

(5分鐘) 
開幕致詞 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 

15：05-15：20 

(15分鐘) 

原住民族學校法草案 

內容說明 

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 

計畫團隊代表 

15：20-17：20 

(120分鐘) 
意見交流與綜合討論 與會人員依登記順序發言 

17：20-17：30 

(10分鐘) 
結語 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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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聽會發言規則 

（一） 請針對「原住民族學校法」草案之內容，提出您寶貴的意見。 

（二） 發言時請先說明代表之機關團體或服務單位及姓名，並於發言後

務必提交發言單給工作人員，俾利會議紀錄之彙整（未提供書面

資料者，將不列入會議紀錄）。 

（三） 發言時請把握時間，每人或每一機關團體發言時間以3分鐘為限，

2分鐘時，按一短鈴聲提醒；3分鐘時，按一長鈴聲提醒，請即停

止發言。 

（四） 如遇兩位以上同時請求發言時，由主持人決定其發言之先後，如

果發言一輪後仍有時間，方可進行第二輪之發言。 

（五） 礙於時間有限，已有人提出之建言請勿重複發言。 

（六） 為使出席人員得以充分表達意見，請確實遵守本發言規則。 

（七） 如未能於時間內發言者，請將書面意見交給工作人員，亦會列入

會議紀錄。 

（八） 公聽會進行期間，請將手機關機或改為震動。 

（九） 公聽會場地皆禁止飲食與喧囂。 

（十） 公聽會全程採錄影、錄音方式進行。 

（十一） 與會者若攜帶足以阻擋他人視線之標語、海報或發放傳單、演說、

宣講，敬請於公聽會場地之外進行，以維護參與者員權益。如欲

全程錄影者，需預先宣告並取得主持人及全體參與人員之同意。 

（十二） 若有妨礙公聽會程序而情節重大者，主持人得要求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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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住民族學校法」草案說明與條文內容 

(一)草案立法總說明 

  現行《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1條開宗明義指出「保障原住民之民族教

育權，以發展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文化」，確係該法之立法目的。為此，同法

第 5條即明令政府應「建立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教育體系」，且同法第 11條

更進一步提及，「各級政府得視需要設立各級原住民族學校」。然而，衡諸

現行學制僅有一般教育體系，且現行師資培育均只在培育一般教育課程之師

資，而缺乏民族教育師資之培育。換言之，目前在教育體系的建置上，仍係

一般教育為主，多元、平等、自主與尊重之原住民族教育理念與精神的充實

仍待完備。 

  復以，現行《原住民族教育法》13 條明文要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

主動發掘原住民學生特殊潛能，並依其性向、專長，輔導其適性發展」。惟

以，考量現行學校教育的課程架構與規劃需求，目前政府部門多以計畫型方

式提供學校申請，故在全面性與落實度方面仍有再精進空間，而學校在此項

工作的主動性，亦有再鼓勵促其積極之必要。另以，同法第 20條強調，「各

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應採多元文化觀點，並納入原住民各族歷史文

化及價值觀，以增進族群間之瞭解及尊重」。該條文旨在透過課程實施與教

材編撰，納入原住民族各族歷史、文化與價值觀，俾以落實我國憲法多元文

化價值之瞭解及尊重。衡諸現行課程與教材多框限於課程綱要之規範，而僅

能點綴式或片斷式的採納原住民族歷史文化內容，本條文欲達成之目標則呈

現力有未逮之難。再看同法第 21條，縱已要求「各級政府對學前教育及國民

教育階段之原住民學生，應提供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之機會」。從族語

學習之課程安排而言，現階段僅於國小階段列有學生學習之課程安排，至於

學前與國中以上階段則未能普遍提供；從學習原住民族歷史及文化之課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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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而言，則如前述係未有系統性與統整性之課程與教材規劃，而未能全面提

供各階段學生學習的機會。 

    當前國家教育政策於開創民族教育新局方面，原住民族委員會先以「部

落學校」型態試行民族教育之實施，其後實驗教育三法完成，更激發各地原

住民族地區學校參與以實驗教育方式，建構原住民族教育內容之芻議。《原

住民族教育法》如前所述，明文揭示政府「應保障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權」，

且亦確認「原住民為原住民族教育之主體」，並表徵「維護民族尊嚴、延續

民族命脈、增進民族福祉、促進族群共榮為目的」。是故，以獨立學制方式

推動原住民族教育，回應前開各項要旨，是為本項立法之首要關懷。 

從教學課程實施的角度，教育對於原住民族生活與文化的存在，具有相當

顯著的影響。從原住民族的觀點而言，國家教育構築了弱化與控制原住民族

的結構，制度化國家暴力的過度介入與使用；進而容許教育內容在歷史與政

治面向上，有意識性的遺忘原住民族先於國家建立前已存在的事實、知識體

系與世界觀。基於這個原因，當我們在教育場域中闡釋一項主題，我們必須

對於有關原住民族議題的敏感本質有所認知，且對於教育如何影響原住民族

有所理解。 

現行教育體制係建立在古典知識論的教育系統，在國家教育政策與體制享

有絕對的優勢與主導地位。反觀，原住民族知識與世界觀的教育內容與教授

範式卻成為邊陲，原住民族教育在此劣勢的結構下，教授真正的文化理解、

相互尊重和社會正義與提升多元文化價值成效就成為一個極不利之因素。然

而主流強勢文化社會對於原住民族文化體系、傳遞知識機制之認識卻缺乏認

識，以致不論在推動原住民族教育內容時，均缺乏相關之理論依據與文化模

式。反映在教育現場的結果，即造成教育哲學觀、教育制度、教育內容與教

學方法的旁落，影響原住民族文化與多元文化價值教育之成效。因此，政府



原住民族學校法公聽會  

18 

 

各部門有必要盡早投入資源對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之基礎性研究，以為原住民

族學校體系規劃之依據。 

易言之，在我們的教育機構中，既有的教育理念、課程架構與內容對於原

住民族觀點的呈現，確係相當的不顯著。教育內容的呈現即不可避免的，會

一面倒地落入單方觀點式的偏見。此種偏見對於從過去以來始終無法脫離社

會與歷史結構歧視的原住民族而言，尤其明顯。進一步來說，在這樣的教育

制度及課程架構的隱蔽下，原住民族語言、文化與價值觀被有效地排除，便

是理所當然。因此，建構由原住民族所參與、傳授之本於原住民族觀點的教

育理念、課程架構與內涵，實有必要性與急迫性。 

再者，資源競合關係加劇，使原住民族教育的環境更為困難，多元民族的

發展，益形增加原住民族教育事務的複雜度。另以，資訊化社會的數位落差，

擴大原住民學生學習之不利因素；而整體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群的認識及尊重

仍顯不足，造成政策規劃與落實不易符合憲法尊重民族意願之精神；長期以

來族群、部落、家庭與學校的關係並沒有適當的建立，以致於部落對年輕族

人的教育與文化傳承無法居於主導的位置，若要健全原住民族教育的發展，

部落的主體性必需要被強化，甚至主導學校教育的內涵，方能達此目的。 

實則，原住民族教育之目的旨在促進原住民族整體與原住民個人自我實現

的最大可能性，本於原住民族文化上對於教育的重視，以及許多與教育目標

具有正向連結關係的積極性因素，例如個人自我實現、族群整體發展，我們

其實是可以期待原住民族教育的成就與發展，應可接近國家統計數據的全國

平均值。然而，從各項統計數據來看，原住民族教育的發展程度與模式，相

較於非原住民族社群而言，呈現著明顯的落差。回歸生活面來看，原住民族

語言與文化之復振成效有無顯著的提升，以及全體國民對於原住民族社會與

文化之了解與尊重有無增進，這些都是值得政府、一般民眾與原住民族社群

嚴肅以對，以確認原住民族教育發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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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教育自主自決，對原住民族而言，不僅僅是對權利的維護，更是一種

責任感的展現，除了對族群的下一代的教育和傳承，也相對為這個我們所處

的社會負起責任，並用更積極的態度來看待自己的角色。當前我國原住民族

教育總體政策理念，已由蔡英文總統承諾之政策所揭示，即在建立原住民族

教育體制，維護教育、文化之權利。本項政策之落實原則包括： 

1. 原住民族有權參與確定和擬訂對其有直接影響的教育政策、法律和措

施。 

2. 全面修正《原住民族教育法》打造完整、實用的原住民族教育體系和

機構。 

3. 中央、地方教育機關在各教育階段納入原住民族的世界觀、文化、語

言和傳統知識學習課程。 

4. 擴大原住民學生進入各級學校之外加名額，並提高國家預算對原住民

族就讀各級學校學雜費及生活費的補助。 

5. 賦予各族語「國家語言」地位，充實原住民族學生族語、文化教材，

建立專任族語教師制度並提高其待遇。 

環顧國際原住民族權利發展趨勢，2007 年為聯合國大會所通過之《原住

民族權利宣言》第 14條，明確揭示「原住民族有權建立和掌管它們的教育體

系和機構，用自己的語言和適應其文化的教學方法，提供教育。原住民，特

別是原住民兒童，有權不受歧視地獲得國家提供的各種程度和各種類別的教

育。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採取有效措施，讓原住民，特別是原住民兒童，

包括生活在原住民社區外的原住民，在可能的情況下享受用自己的語言提供

的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因此，本項立法目標即係建構能有效提升原住民族

教育發展之典範—設立原住民族學校。 

  綜上所述，設立原住民族學校的實踐需仰賴法律的建立，據此《原住民

族學校法》草案分為九章，其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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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法依據與宗旨（第一條） 

2. 原住民族學校定義及教育理念（第二條至第三條） 

3. 主管機關（第四條） 

4. 學制與教育階段（第五條） 

5. 學校設立與類型、辦理原則、合併或停辦程序與評鑑，以及推廣教育

之辦理（第六條至第十條） 

6. 校長遴選聘任、年度績效及考核、不適任校長之處理（第 十一條至

第十三條） 

7. 校務會議與業務單位、學生家長會之設置（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 

8. 師資培育方式及培育中心設置（第十九條至第二十條） 

9. 教師聘任、比率與資格；專業及技術教師之聘用及考核；一般學校教

師轉任等教師相關規範（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條） 

10. 入學方式、學生資格（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七條） 

11. 學校設立原則（第二十八條） 

12. 課程綱要編定與實施及教材編定與審定（第二十九條條至第三十條） 

13. 學生事務：學習評量、學制轉銜機制、獎懲規定、學生申訴及評議委

員會、學生保險（第三十一條至三十六條） 

14. 原住民族實驗學校轉型原住民族學校（第三十七條） 

15. 原住民族學校籌備處規定（第三十八條） 

16. 附則（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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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族學校法（草案）條文對照表 

第一章 總則 說明 

第一條（立法依據與宗旨） 

為促進原住民族教育多元

發展，推動原住民族人才培育

與教育自主治理，保障原住民

就學及公平選擇機會，特制定

本法。 

原住民族學校事務，除其

他基本法或原住民族教育法有

特別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

定。 

一、立法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

第 11 項；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5、

11 條；教育基本法第 4 條。 

二、蔡英文總統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打

造完整、實用的原住民族教育體系

和機構。 

第二條（原住民族學校定義） 

原住民族學校係以原住民

族知識及生活哲學觀為主體，

具獨立學制之學校。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4 條第 4 款

原住民族學校指為原住民族需要

所設立，重視傳統民族文化教育之

學校。 

二、原住民族知識為原住民族教育之

本體，爰綜合前揭內容擬具如列條

文。 

第三條（教育理念與原則） 

原住民族學校應以傳遞原

住民族文化、知識與價值體系

為中心，依學習階段性、連貫

性與文化整體性，以原住民族

語言和適應其文化的教學方

法，培養學生探究、參與、實

踐、反思及創新的多元態度與

能力發展為目標，並注重其整

體性與全貌觀。 

一、參考教育基本法第 3 條所確認揭

示之教育方針，本條文除重視個人

自我實現，更強調民族集體認同與

發展。 

二、本條揭示原住民族學校之教育方

針，作為建構原住民族學校制度及

規劃教育實施之原則。 

第四條（主管機關）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原住民

族委員會，並依相關教育法律

之規定，兼受教育部之協助；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限(市)政府。 

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五條（學制與教育階段） 一、為鼓勵教育創新，增加人民選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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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學校學制採十五

制之年限規範，凡三歲至十八

歲之國民，得選擇就讀原住民

族學校。 

育方式與內容之機會，促進教育多

元化發展，參考教育基本法第八條

第三項及第十三條規定，明定原住

民族學校採彈性學制。 

二、目前幼兒園的年齡層為 2 歲-入小

學前，但因 2歲幼兒入園在師生比

及幼兒園的設施設備方面，皆有較

為特殊之規範，故原住民族學校學

制從 3歲開始，較不牴觸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之相關但書。 

三、仿效紐西蘭毛利學校學制向下延

伸作法，納入學前教育階段，俾強

化並穩固原住民族文化知識之傳

承與實踐。 

第二章 設立、類型及評鑑 說明 

第六條（學校設立與類型） 

原住民族學校，以由政府

辦理為原則，並鼓勵私人興辦。 

公立原住民族學校之設

立、變更或停辦，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國立：由原住民族委 

    員會核定。 

    二、直轄市立：由直轄市     

    主管 機關核定後，報原住 

    民族委員會備查。 

    三、縣（市）立：由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後，報原住      

民族委員會備查。 

第一項委由私人辦理原住

民族學校之辦法，由原住民族

委員會定之。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5 條明定「各

級政府應採積極扶助之措施，確保

原住民接受各級各類教育之機會

均等，並建立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

教育體系」。另以，教育基本法第 

7 條指出「人民有依教育目的興學

之自由」。綜此，爰為第 1項之規

定。 

二、參照現行教育行政中央與地方分

工，爰為第 2 項之規定。 

第七條（學校辦理原則） 

各級政府或私人辦理之原

住民族學校，應尊重各原住民

族文化特性及價值體系。 

一、參考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民族教育之實施，應尊重

各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價值體

系，並依其歷史、語言、藝術、生

活習慣、社會制度、生態資源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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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知識，辦理相關教育措施及活

動」。 

二、又，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 條明定

「原住民族教育應以維護民族尊

嚴、延續民族命脈、增進民族福

祉、促進族群共榮為目的」 

三、綜據前述，爰為本條文之規定。 

第八條（學校合併或停辦） 

原住民族學校之合併或停

辦，依其設立主體，應經原住

民族委員會、直轄市或縣（市）

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其合併、停辦之條件、程

序、審查、學校學生與教職員

工之安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

則，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定之。 

一、按原住民為原住民族教育之主

體，明定辦理合併或停辦原住民族

學校，應經各級民族教育審議委員

會之程序，俾讓與政策相關的各原

住民族及利害關係人得以參與決

策並表達意見。 

二、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合併或停辦

事項訂定相關準則。 

第九條（推廣教育之辦理） 

原住民族學校為提供終身

學習之需求，得結合公、私立

機構及社會團體，以非營利方

式共同辦理推廣教育。 

參考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31 條，「各級

各類學校及社會教育文化機構應依據

原住民族需要，結合公、私立機構及社

會團體，提供原住民社會教育及文化活

動機會，並加強其家庭教育」。 

第十條（學校評鑑） 

原住民族學校應定期對教

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

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

自我評鑑；其規定，由各校定

之。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促進各

原住民族學校之發展，應組成

評鑑委員會或委託學術團體或

專業評鑑機構，定期辦理學校

評鑑，並公告其結果，作為協

助學校調整及發展之參考；其

評鑑辦法，由原住民族委員會

定之。 

一、憲法第 163 條，「全國公私立之

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

督」；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4 

項，「學校應在各級政府依法監督

下，配合社區發展需要，提供良好

學習環境」。 

二、參考《大學法》第 5 條，「大學

應定期對教學、研究、服務、輔導、

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

自我評鑑；其評鑑規定，由各大學

定之」。 

三、第一項賦予學校內部評鑑制度之

法源規範，並符合學校本位之精

神。 

四、第二項明定「學校評鑑制度」之國

家鼓勵與輔導基礎，達成加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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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積極提升原住民族學校教育

品質並調整教育資源之目標。 

第三章 校長聘任及考核 說明 

第十一條（校長遴選與聘任） 

原住民族學校置校長一

人，由原住民擔任，綜理校務，

應為專任，並採任期制。 

公立原住民族學校校長資

格、遴選會之組成與遴選方

式、程序、基準、校長辦學績

效考評、聘任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定

之。 

一、明定原住民族學校校長係專任，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

兼職。 

二、為保障原住民族教育自主治理，明

定學校校長應具原住民身分。 

第十二條（校長年度績效及考

核） 

原住民族委員會、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應組成考核小

組，對各級各類原住民族學校

校長辦理年度成績考核；考核

小組之組成與任務、考核程

序、考核等級、獎懲類別、考

核結果之通知、申訴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各級主管機

關定之。 

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就所屬原住民族

學校校長辦學績效予以考核，以為應否

繼續遴聘之依據。 

第十三條（不適任校長之處理） 

公立原住民族學校校長有

不適任之事實者，由第十二條

組成之考核小組進行審議，通

過後送原住民族委員會、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法解

除職務、改任其他職務或為其

他適當之處理。 

校長掌理校務，對校務運作及發展影響

至鉅，其若有不適任之事實，應依法解

除職務、改任其他職務或為其他適當之

處理，爰為本條文之規定。 

第四章 組織及會議 說明 

第十四條（校務會議） 

原住民族學校設校務會

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

長召集主持。 

一、明定原住民族學校應設校務會議

及其任務。 

二、校務會議成員之人數、比率、產生

及議決方式，授權由各校自定；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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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以校長、全體專

任教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

表、職工代表組成之，其中具

原住民身分者，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其成員之人數、比例、

產生、會議運作及議決方式，

由各校定之，並報各級主管機

關備查。 

明定具原住民身分之法定比率，據

以落實原住民族教育自主治理之

目的。 

第十五條（業務單位之設置） 

原住民族學校應視學校規

模及業務需要設處（室）一級

單位，並得分組（科）為二級

單位辦事，其組織分工與員額

編制標準，由原住民族委員會

視學校個案另定之。 

前項單位各置主任或組長

一人及職員若干人。主任由校

長就專任教師中聘兼之，職員

由校長遴用，均應報各級主管

機關核備。 

一、對於原住民族學校在業務單位設

置上，依原住民族各族文化特性及

學校本位精神，賦予主管機關及學

校較大之組織設置空間。 

二、有關學校組織之設置及員額編

制，明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依個別

學校型態訂定標準，俾利校際協調

及聯繫。 

第十六條（學生輔導） 

原住民族學校應設輔導處

（室），置專任輔導主任一人，

並得視實際需要另置專任專業

輔導人員。 

前項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應

優先進用符合學生輔導法第三

條所定專業輔導人員資格，並

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其設置所

需經費，由校務預算支出。 

一、明定原住民族學校應設輔導處

（室），置專任之輔導主任及其資

格，爰為第 1 項之規定。 

二、為落實原住民學生輔導工作，並強

化輔導工作之文化敏感度，明定原

住民族學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應

優先進用具原住民身分且符合學

生輔導法第三條所定專業輔導人

員資格者，爰為第 2 項之規定。 

第十七條（人事及主計單位） 

原住民族學校應設人事及

主計單位。規模較小未設專責

單位之學校，得由原住民族委

員會委託直轄市、縣（市）人

事及主計主管機關（構）指派

所屬機關（構）、學校之專任

明定人事及主計單位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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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主計人員或經有關機關

辦理相關訓練合格之職員兼任

之；其員額編制標準，依有關

法令之規定。 

第十八條（學生家長會） 

原住民族學校應設學生家

長會；其組織、任務、委員人

數及產生方式、任期、經費來

源、財務管理、運作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各級主管機

關定之。 

明定學生家長會之設置 

第五章 教師權利與義務 說明 

第十九條（師資培育）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充裕各

級原住民族學校師資，應規劃

原住民族學校一般師資與公費

生之培育，建立有效運作師資

供需評估機制。 

為達成前項師資培育之目

標，原住民族委員會應訂定教

師專業素養指標及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基準。 

前項課程基準，應符應各

級原住民族學校課程綱要，且

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教育應

列為必修課程。 

原住民族學校師資公費學

生，應通過原住民族語能力中

高級認證，始得授予學位。 

第一項師資公費生之資

格、審查、應訂定契約之內容、

應履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之義

務、違反義務之處理、分發服

務之辦法，由原住民族委員會

定之。 

一、明定原住民族學校師資採計畫

式、公費制、政府分發的培育制

度，爰為第 1項之規定。 

二、原住民族學校之定位與一般學校

有別，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教

師專業素養指引與職前教育課程

基準，爰為第 2項與第 3項之規定。 

三、原住民族學校係以各原住民族語

言為主要教學語言，爰為第 4 項

之規定。 

第二十條（師資培育中心之設

置） 

一、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原住

民族學校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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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得委託國

內大專校院辦理原住民族學校

師資培育中心；其設立條件與

程序、師資、設施、招生、課

程、修業年限、停辦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原住民族委

員會定之。 

二、本條文授權訂定之辦法將規範相

關課程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之程

序，以利事後監督。 

第二十一條（教師聘任） 

教師應為專任，但必要

時，得聘請兼任教師，或聘請

具有特定科目、領域專長人

員，以部分時間擔任教學支援

工作。 

前項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擔

任教學支援工作之範圍、資格

審查標準、認證作業程序、聘

任程序、教學時間、待遇、權

利及義務等事項之辦法，由原

住民族委員會定之。 

明定教師專任，並得因課程需要聘請兼

任教師獲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第二十二條（專業及技術教師

之聘用及考核） 

原住民族學校得置專業及

技術教師，遴聘具有實際經驗

之人員，擔任專業或技術科目

之教學，不受教師聘任有關學

歷限制之規定。 

前項專業及技術教師之聘

任、解聘、停聘、不續聘、請

假、申訴、待遇、福利、退休、

撫卹、資遣等事項，準用教師

之規定；其分級、資格、進修、

成績考核及其他權益等事項之

辦法，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定之。 

明定原住民族學校遴聘專業及技術教

師之規定。 

第二十三條（教師聘任比率） 

原住民族學校聘任具原住

民身分之教師比率，應不得低

於學校教師員額二分之一。 

為落實原住民族教育自主治理，明定原

住民族學校教師聘任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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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教師資格檢定與

審定、聘任等有關事項） 

原住民族學校教師資格檢

定與審定、聘任、權利義務、

待遇、進修與研究、退休、撫

卹、離職、資遣、保險、教師

組織、申訴及訴訟等，由原住

民族委員會另以法律定之。 

教師資格檢定與審定、聘任等事項涉及

人民權利義務，明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另

以法律定之。 

第二十五條（一般學校教師轉

任） 

一般學校教師得經認證，

取得公立原住民族學校教師資

格，於轉任公立原住民族學校

核敘資格及薪給時，其服務年

資得合併採計。 

前項一般學校教師轉任原

住民族學校師資認證之辦法，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訂定之。 

一、明定一般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原住

民族學校之規定。 

二、原住民族師資應為認證制，故由原

住民族委員會對此制定一套師資

認證的制度和流程，規範師培的課

程、學分採記、實習等。未來欲擔

任原住民族學校教師皆應通過認

證，而非只是民族文化及族語教育

師資。 

第六章 學生資格、入學方式 

及學區 

說明 

第二十六條（入學方式）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

教育選擇權，原住民族學校採

免試及免學費入學，由學生依

其性向、興趣及能力自願入學。 

原住民族學校應保障原住

民學生依其民族身分入學及就

學之優先權。 

一、明定原住民族學校之入學方式。 

二、為落實原住民族教育自主治理，保

障原住民學生依其民族身分入學

及就學之優先權，其辦理方式於施

行細則定之。 

第二十七條（學生資格） 

原住民族學校招收學生不

以具原住民身分為限。 

參考教育基本法第 4 條，「人民無分

性別、年齡、能力、地域、族群、宗教

信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

件，接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對於原

住民、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

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令

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據此，

爰為本條文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學校設立原則） 考量原住民族族群、部落與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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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應依據原

住民族族群、部落與人口分

布，及交通、文化環境等情形，

以民族為單位，設立各級原住

民族學校，並得設立分校、分

部。 

各級原住民族學校與其分

校、分部設施設備基準，由原

住民族委員會定之。 

原住民族學校與其分校、

分部設立所需之校地，由原住

民族委員會視需要優先規劃，

並得依法撥用或徵收。 

及交通、文化環境等情形，明定原住民

族學校設立原則。 

第七章 課程及學習評量 說明 

第二十九條（課程綱要訂定及

實施規定） 

原住民族委員會應設課程

研究發展機構，依各原住民族

之族群與文化特性，訂定各級

原住民族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

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規劃

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審議前

項課程綱要，應設課程審議

會，其設置及其他相關審議事

項之辦法，由原住民族委員會

定之。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課程綱要及實

施規定。 

第三十條（教材之編定及審定） 

各級原住民族學校教材，

以由各原住民族、部落或民間

團體編輯為原則，必要時，得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定之。 

各級原住民族學校教材，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審定或委託

法人或機關團體辦理；申請教

材審定者之資格、申請程序、

審查範圍、審查程序、費額、

教材之編定及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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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執照之發給與廢止、印製

規格、成書修訂、稀有類科教

材之編訂與獎助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原住民族委員會

會商教育部定之。 

第三十一條（學生學習評量） 

原住民族學校應辦理學生

學習評量，其評量內容、方式、

原則、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準則，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定

之；原住民族學校應依準則，

訂定符合原住民族文化之學生

成績評量相關補充規定。 

各級原住民族學校學生修

業期滿，成績及格，由學校發

給畢業證書。 

學生學習評量之辦理 

第八章 學生資格及權利義務 說明 

第三十二條（不同學制轉銜機

制） 

各級原住民族學校學生，

經一般學制之同等學力認定

後，可自由轉銜至一般學制。 

各級一般學校學生，經原

住民族學制之同等學力認定

後，可自由轉銜至原住民族學

制。 

不同學制之同等學力認定

標準，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會同

教育部定之。 

為保障學生學習及受教育之權利，並尊

重家長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

擇受教育之方式與內容，爰明定雙向學

制轉銜機制。 

第三十三條（學生獎懲規定） 

原住民族學校應訂定學生

獎懲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並報各級主管機關備查。 

明定學校應訂定學生獎懲規定。 

第三十四條（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 

原住民族學校及原住民族

委員會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或

明定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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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其

組成、評議範圍、期限、評議

方式、評議結果之執行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原住民族

委員會定之。 

第三十五條（學生申訴與再申

訴） 

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

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

損害其權益者，由其法定代理

人以書面代為向學校提出申

訴，不服學校申訴決定，得向

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再申訴。 

明定學生救濟管道與方式。 

第三十六條（學生保險） 

原住民族學校應辦理學生

團體保險；其範圍、金額、繳

費方式、期程、給付基準、權

利與義務、辦理方式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原住民族委

員會定之。 

原住民族委員會應為所轄

之各級學校場所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其投保範圍、投保

金額及相關事項，由原住民族

委員會定之。前項經費，由原

住民族委員會按年度編列預算

支應之。 

明定原住民族學校應辦理學生團體保

險之規定。 

第九章 附則 說明 

第三十七條（一般學校轉型原

住民族學校） 

原住民族委員會得會同各

該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輔導所屬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自本

法施行之日起，依本法規定轉

型為原住民族學校；其已任職

教職員工及已招收學生之權

益，適用本法施行前之相關法

明定一般學校轉型為原住民族學校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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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規定辦理。 

前項本法公布施行前所設

之各級各類學校轉型為原住民

族學校之程序及期限，於本法

施行細則定之。 

第三十八條（成立籌備處） 

各級主管機關為設立原住

民族學校，得成立籌備處，執

行籌備工作。 

明定各級主管機關得成立籌備處，執行

籌備工作。 

第三十九條（施行細則） 

本法施行細則，由原住民

族委員會定之。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本法之施行細

則。 

第四十條（施行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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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住民族學校法」草案 公聽會發言單 

姓名  族別  

服務單位  

職稱  

 

 

 

 

 

 

 

 

 

 

發言內容 

 

 

 

 

 

 

 

 

 

 

註： 

1.如為代表機關團體發言，請先彙整內部意見後予以填寫。 

2.發言後請務必填寫發言條並交予現場工作人員列入發言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