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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
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對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等予以保障扶
助並使其發展。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展原住民族教育，於 81 年 6 月
提出「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教育五年計畫」，訂定「適應現代生活、並維護傳統
文化」目標；87 年 6 月繼續推動第二期五年計畫，以「維護並創新傳統文化、
積極參與現代社會」為目標；同年公布實施「原住民族教育法」（以下簡稱原
教法），並陸續完成各項子法，在法制面，落實對原住民族教育的保障與提升，
其中一般教育由本部負責，民族教育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負
責。
100 年 4 月 11 日本部與原民會會銜公布「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
以落實尊重原住民族教育意願，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權，發展原住民族教育文化
特色之核心理念。另與原民會賡續規劃及執行「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
案計畫」95-99 年及 100-104 年二期五年計畫，並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與原
民會會銜發布「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計畫」（105-109 年），復於 106
年 9 月 12 日配合蔡總統原住民族政策有關教育之工作事項，以及 108 年 10 月
30 日配合原教法同年 6 月 19 日修正公布，二次滾動修正前開中程計畫。
茲就本部推動「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計畫」 (105-109 年) 第四
（108）年之執行概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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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制與組織
一、完備原住民族教育法制與組織
(一)檢討修訂「原住民族教育法」（以下簡稱原教法）
為落實蔡總統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因應社會變遷，回應各界對於原住民族
教育建議，本部自 105 年 10 月起會同原民會進行原教法全面檢討修正，期間
召開 40 餘場學者專家諮詢會、公聽會、論壇、跨部會及地方政府協調會議等，
整合相關意見，並於 108 年 6 月 19 日奉總統令修正公布原教法。
本次修法係以「擴大原住民族教育對象、完備行政支持系統、促進原住民
族參與、強化師資培育、深化民族教育」為修正重點，本部與原民會已依據修
正後原教法盤整相關配套措施，共同推動後續修（訂）定配套法規及研擬政策
計畫，以逐步落實修正後原教法。本部業於 108 年 10 月 31 日與原民會會銜發
布「發展原住民族五年中程計畫（105 年‐109 年）」修正計畫。
(二)設置原住民族教育研究發展單位，辦理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前於 106 年 8 月正式揭牌成立「原住
民族教育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原教中心)，並於 107 年 5 月將原為任務編組的
原教中心納入正式編制，以完成該中心法制化，裨益原住民族教育之永續發展，
以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礎上，針對原住民族教育相關議題，賡續進行長期性、整
體性、系統性之研究，逐步累積原住民族教育研究成果。
108 年執行「原住民族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總工作計畫」，以原住民
族實驗教育及適性高等教育為研究主軸，包括 2 項分項計畫，本案執行至 109
年 12 月，已於 108 年 12 月完成第一階段成果報告，並完成「三一教學法融入
族語教育之教學評鑑研究」等 4 件個別型研究計畫。
二、依法規劃及落實原住民族教育政策
(一)召開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會
本部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會係由原住民族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地方行
政體系代表及實務工作者擔任委員，並邀集原民會共同就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規
劃及執行情形進行報告，請委員提供政策諮詢意見；本部於 108 年 1 月 7 日召
開第 1 次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會會議，就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執行情形、「原住民
族語言發展法」通過後相關教育事項之配套措施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並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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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7 日召開第 2 次會議，就 109 年原住民族教育經費籌編概況、原教法
修正重點及配套措施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二)辦理原住民族教育事務相關協調會議
本部與原民會於 108 年 9 月 10 日、11 日辦理原住民族教育事務中央與地
方協調會議，邀請縣市教育局（處）、原民局（處）與原住民重點學校代表，
以「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重點」為中心議題，透過原民會與教育部之協調事項
進行深度討論及修正；本次會議亦安排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之專題演講及地方推
動民族教育及跨域合作之分享，以利政策推動之效果。
(三)定期公布原住民族學生相關統計
賡續完成 107 學年原住民族教育概況統計，並於 108 年 5 月發布「107 學
年原住民族教育概況分析」，加入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應屆畢業生流向資訊，
以供各界了解原住民學生畢業後升學或就業情形。
(四)編列原住民族教育經費
本部與原民會編列 108 年原住民族教育預算，係依據原教法（103 年 1 月
29 日修正公布）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政府應寬列預算，專款辦理原住民
族教育；其比率合計不得少於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預算總額之百分之一.九」，
又同法施行細則（103 年 8 月 4 日修正發布）第 4 條規定：「本法第九條第一
項所定中央政府應寬列預算，其編列方式及比率，應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依本法之權責分工，本部負擔三分之二，
原 民 會 負 擔 三 分 之 一 。 108 年 原 住 民 族 教 育 預 算 共 編 列 新 臺 幣 （ 以 下
同）47.21 億元，占本部 108 年預算總額 1.92%，業達法定規定。其中本部編
列約 35.23 億元（占 74.6%）；原民會編列 11.98 億元（占 25.4%）。
本部與原民會近 2 年原住民族教育預算編列情形表
年度

教育部
原民會
總經費（合計）
經費數
比率
經費數
比率
經費數 占中央主管教育機
（千元） （%） （千元） （%） （千元） 關預算比率（%）

107

3,527,040 74.5% 1,209,302 25.5% 4,736,342

1.99%

108

3,523,400 74.6% 1,198,241 25.4% 4,721,641

1.92%

資料來源：教育部會計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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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原住民族教育經費 108 年度法定預算編列情形
項

單位：千元

比較增減
108 年度
107 年度
法定預算（A） 法定預算（B） 金額（C=A-B）D=（C/B）%
3,523,400
3,527,040
-3,640
-0.10%

目

一、教育部
（一）教育部

1,449,507

1,442,959

6,548

0.45%

1.辦理原住民族教育

192,590

192,590

0

0.00%

2.私立學校教學獎助

985,500

985,500

0

0.00%

（1）私立大學校院原住民族學生學雜費減免

256,000

256,000

0

0.00%

（2）私立技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學雜費減免

729,500

729,500

0

0.00%

0

0.00%

3.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行政及督導－辦理原住民族及離
島學生保送師範校院甄試
4.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行政及督導－師資培育之大學原
住民族公費及助學金

450450
20,058

20,058

0

0.00%

250,909

244,361

6,548

2.68%

1,988,742

1,999,605

-10,863

-0.54%

1,690,369

1,664,827

25,542

1.53%

81,486

83,486

-2,000

1,304,045

1,276,503

27,542

1,970

1,970

0

0.00%

302,868

302,868

0

0.00%

298,373

334,778

-36,405

-10.87%

80,308
80,308

80,308
80,308

0
0

4,843

4,168

675

16.19

4,843

4,168

675

16.19

1,198,241

1,209,302

-11,061

-0.91%

55,214

73,484

-18,270

-24.86%

1,000

1,000

0

0.00%

45,300

60,570

-15,270

-25.21%

8,914

11,914

-3,000

-25.18%

400,318

88,444

311,874

352.62%

32,101

37,251

-5,150

-13.83%

4.振興原住民族語言

503,805

490,110

13,695

2.79%

5.數位部落啟航計畫

40,000

42,000

-2,000

-4.76%

6.營造原住民族媒體環境

42,134

438,000

-395,866

-90.38%

124,669
4,721,641

40,013
4,736,342

84,656
-14,701

211.57%
-0.31%

245,759,948

238,396,753

1.92%

1.99%

5.國立大學校院教學與研究輔助－對原住民族學生學雜
費減免及獎助學金等
（二）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國民及學前教育行政及督導
（1）國民中小學教育-發展原住民族國中小學教育文化
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等
（2）原住民族教育-辦理原住民族教育
（3）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生教育-推動原住民族中
輟生輔導工作及活動
（4）高級中等學校改隸直轄市專案補助-補助原住民族
學生助學金、住宿費及伙食費
2.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學與訓輔輔助-補助原住民族學
生助學金、住宿費及伙食費
（三）體育署
學校體育教育－辦理原住民族體育教育
（四）國家教育研究院
教育研究研習與推廣－原住民族教育議題之研究
二、原住民族委員會
1.落實推動民族教育
（1）協調與規劃民族教育政策
（2）辦理民族教育
（3）推動原住民族教育之研究
2.培育原住民人才
3.推廣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及終身學習

7.都市原住民族發展計畫
合計（原住民族教育總經費）
教育部主管預算數
原住民族教育總經費占教育部主管預算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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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2.16%

0.00%
0.00%

參、 深化推動民族教育
一、與原民會共同辦理族語師資培育計畫
原民會會銜本部於 106 年 8 月頒布「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自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核定師資培育之大學針對原住民籍師資生、一般師資生
及編制內教師，開授族語課程，以培育族語師資，並強化專業素質。
108 學年度補助臺北市立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
屏東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及國立臺東大學等 6 校辦理原住民師資培育專班，集
中式培育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民族教育師資。
二、推動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專職化
為保障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以下簡稱教支人員）之穩定工作環
境，提升教支人員教學能力，推動教支人員專職化，107 年 8 月 8 日發布「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108 學年度共 15 個縣市
政府辦理甄選，並進用 151 名專職族語老師。
三、落實課程教材採多元民族觀點並納入原住民族歷史文化與價值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大會之政府機關代表及非政府代表委員，均包
含具原住民身分者，以確保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與教材採多元族群觀點辦理。
另國教院業於 106 年 5 月 8 日公告「國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議題諮
詢小組作業要點」，諮詢小組得受邀列席教科用書審查會議，提供原住民族教
育議題之諮詢與建議；108 年 7 月聘任第 2 屆原住民族教育議題諮詢小組委員，
15 位委員中 13 位具有原住民族身分，並涵蓋 11 族原住民族別。
108 年共召開 3 次委員會議，討論內容包含規劃辦理 109 年原住民族教科
書撰寫工作坊，協助教科書出版社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中原住民族相關學習內
容條目等；有關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與教材應採多元民族觀點，並納入原住
民族歷史文化與價值觀，已納入國教院教科書中心相關教科用書審查業務規劃
辦理。
四、推動原住民族語文教育
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108 學年度起開始施行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族語 6 學
分課程。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中族語開課 379 校、1,393 班；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385 校、1,359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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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強化原住民族幼兒教育品質
一、推動幼兒就學輔助措施
(一)提供就學補助
推動「5 歲幼兒免學費就學補助」，108 年度補助原住民 5 歲幼兒人數約
1 萬 3,460 人次，補助經費逾 1.8 億元；108 學年度 5 歲原住民幼兒入園率逾
97%。
(二)補助增設幼兒園並改善原住民族地區公立幼兒園設施設備
持續推動「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106-109 年度）」，透過定期召開
公共化教保服務專案列管會議，掌握地方政府執行情形，並協助解決相關問題。
108 年公共化幼兒園（班）共計增設 295 班，提供更多平價及需要協助幼兒優
先之教保服務機會，並落實原教法保障原住民幼兒優先就讀；為保障原住民幼
兒就學權益，補助原住民族地區國民小學設立公立幼兒園（含國幼班）或非營
利幼兒園，並補助改善設施設備，108 年度核定補助原住民族地區公立幼兒園
（含國幼班）設施設備園數 128 園。
二、精進教保專業知能
(一)補助並輔導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為提供原住民幼兒學習族語、歷史及文化機會，發揮部落照顧精神，得設
立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並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鼓勵、
輔導或補助法人、團體辦理社區或部落互助式幼兒教保服務，配合各縣市政府
提報輔導設立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所需經費需求，108 年度補助臺
東縣政府及花蓮縣政府各設立 1 家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另由原民會統籌核
定 8 家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補助經費，並由本部分攤 1/2 之補助
經費。108 學年度計由樹德科技大學輔導屏東縣 4 家中心，國立臺東大學輔導
屏東縣 1 家中心，國立清華大學和國立政治大學於新竹縣各輔導 1 家中心，崑
山科技大學輔導高雄市 1 家中心。
(二)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知能及多元文化認知
辦理國幼班巡迴輔導機制，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知能，107 學年度教保
服務人員培養幼兒欣賞與接納不同文化的態度之達成率逾 93%，採多元方式了
解幼兒文化背景之達成率亦逾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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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提升原住民族國民教育成效
一、鼓勵地方政府教育局處增設原住民族教育專責單位或人員，推動相關業務
為利各地方政府依 108 年 6 月 19 日修正公布之原住民族教育法設置原住
民族教育專責單位或人員，於同年 7 月 17 日召開「原住民族教育法有關各地
方政府配合辦理事項說明會」，復於同年 10 月 14 日、11 月 11 日至 12 月 12
日召開 3 次「原住民族教育法有關各地方政府配合辦理事項研商會議」，請各
地方政府出席，並說明其原住民族教育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情形。
二、充實教育行政人員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知能
於 108 年 10 月 7 日、11 月 19-20、22-23 日，分別邀集原住民重點學校
校長、教師、行政人員、專案助理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原住民教育行政
人員，辦理推動原住民族教育相關會議，充實教育相關人員原住民族教育及文
化知能，並宣導原住民族重要業務。
三、提高原住民學生學習成效
(一)從補救教學篩選及成長測驗資料，檢視原住民學生學習進步情形
108 年度原住民學生進步率數據仍能維持在 7 成以上，顯示學習扶助資源
對學習低成就原住民學生之協助仍屬必要；將持續提供未通過篩選測驗之原住
民學生學習扶助資源，俾協助其完成學習扶助基本學習內容程度之學力奠基。
(二)辦理多元、有效之原住民學生課後學業輔導計畫
108 年本部持續配合原民會共同補助原住民學生課後扶植計畫及多元知能
輔助計畫共分攤 1,830 萬元，以激發學生潛在多元智能，並引導其有效學習。
四、改善學習環境
(一)補助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
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項目 ，
108 年補助 309 校，補助經費 4,518 萬餘元。
(二)補助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在校住宿生住宿及伙食費用
108 年編列預算 8,076 萬餘元，受益人次達 5,88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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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原住民族實驗學校
(一)鼓勵縣市政府辦理實驗教育

1. 108 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舉辦之「2019 原力創新─深植島嶼文化力」，其
中「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暨十二年國教課綱之發展方向論壇」特別以實驗教
育為主題，邀請五區課程發展協作中心及 13 所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進行
分享。

2. 108 年 10 月 19 日至 20 日辦理 108 年度博屋瑪實驗教育論壇，透過論壇
蒐集各界意見，提出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建議與想法，符合各界及原住民族
社會期待。
(二)推動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1. 推動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1) 核定情形：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截至 109 年 5 月，業有 32 校通
過 10 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核可辦理 10 族之民族實驗教育，說明如
下：
i.

ii.

10 縣市：臺中市、高雄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嘉義縣、屏東
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32 校：國小 25 校、國中 3 校、國中小 3 校、高中 1 校。

iii. 10 族：太魯閣 1 校、布農 3 校、卑南 1 校、阿美 2 校、泰雅 11 校、

排灣 5 校、雅美（達悟）2 校、魯凱 6 校、賽德克 1 校、鄒族 3 校。
（其中 3 校執行雙族計畫）
(2) 補助情形：自 106 學年起依據「辦理學校型態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補助要
點」辦理，「籌備階段」每校最高補助 200 萬元；「實驗階段」每校每年
最高補助 150 萬元，原民會主政，本部配合分攤核定經費，分攤比例於跨
年度時期由 2 部會協商決定，本部 108 年度配合分攤補助金額 32 校計
2,359 萬餘元。
2.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
為鼓勵高級中等學校設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以推動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促進原住民族教育多元及優質發展，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
級中等學校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要點」，補助學校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辦理
實驗教育辦法推動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108 學年度計 13 校、32 班辦理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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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實驗教育班，逐步發揮適性揚才之精神。
3.推動實驗教育輔導機制
基於原住民族課程教學之特殊性，並考量各地區實驗教育模式多元及廣
大幅員，爰自 106 年起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成立「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總
中心」，另為就近協助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族
實驗教育專班，發展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課程或以原住民族為特色之學校本位
課程，分別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西區中心）、國立東華大學（宜花中心）
國立臺東大學（臺東中心）與國立屏東大學（南區中心）成立原住民族課程
發展協作區域中心，並於 108 年 2 月於國立清華大學成立北區中心，以陪伴
及協助各校實驗教育之推動。

陸、 精進原住民族中等教育成效
一、落實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
依據「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辦理招生，保障原住
民學生教育機會均等， 108 學年度各招生管道提列原住民學生外加名額數為
6,158 人。
二、提高原住民學生學習成效
(一) 落實學習扶助
學校利用每學期定期學業成績評量結果之成績，以了解學生之學習成效，
並作為各校實施學習扶助之依據，108 年度補助包含原住民學生之校數為 595
校，受扶助之原民學生計 4,256 人次。
(二)加強課業輔導
108 學年度補助 77 校原住民學生一般課業輔導鐘點費經費 681 萬餘元。
(三)辦理原住民族學生教學輔導精進計畫
108 學年度補助國立內埔農工等 18 校，透過語文及數理基礎學科之課程
教學輔導（包括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學習活動）、專題實驗（習）輔導及提供
課輔志工與多元學習活動之協助、原住民文化多元學習之課程發展、適性學習
輔導、教師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專業發展，以提升原住民學生基礎學科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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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實推動親職教育
108 年補助南港高工等 7 所學校辦理原住民親職教育種子教師工作坊。
(五) 鼓勵設立原住民學生社團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社團要點」 ，
108 學年度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原住民族社團計 113 校。
三、改善學習環境
(一) 鼓勵原住民重點學校發展學校特色，改善教學設施與環境
108 年補助國立仁愛高農等 48 校充實原住民學生一般教學設備經費約
1,356 萬餘元。
(二) 補助高中職原住民住宿生住宿及伙食費用
108 年編列預算 2 億 2,254 萬餘元，補助 2 萬 6,289 人次。

柒、 確保原住民族師資素質
一、保障原住民族教師名額
(一)落實保障原住民籍學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機會
107 學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學程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
法」第８條外加原住民學生有 44 人。依「我國師資培育數量第三階段規劃方
案」經教育部審核同意外加師資培育學系之原住民師資生名額有 71 名，兩者
合計為 115 名。另查，107 學年度原住民師資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
為 133 人。
(二)依縣市政府需求提供原住民籍公費師資名額
1. 108 年 9 月 11 日召開「研商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名額會議」。
2. 108 年 11 月 4 日核定 109 學年度原住民籍公費生名額共計 71 名，依族語
別核定原住民籍公費生名額，並分發至該族語專長需求學校任教。
(三)鼓勵師資培育之大學於原住民族地區選定特約學校，提供學生教育實習
為鼓勵學生至原住民重點學校實習，依「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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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要點」第 5 點規定，依輔導實習學生人數，補助教
育實習機構經費，每名實習學生 6,000 元，其中原住民重點學校輔導實習學
生達 3 人以上者，每名實習學生 1 萬元之補助額度，以提高至原住民重點學
校實習之人數；108 年至 66 所原住民重點學校實習者計 150 人。
二、精進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專業發展
(一)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原住民族地區中小學教育輔導
108 學年度核定國立東華大學等 10 校辦理原住民族地區中小學教育輔導
工作，規劃辦理到校輔導、駐點輔導及教師增能研習等，以協助原住民族地區
學校教師進修，改善原住民族地區地方教育成效。
(二)鼓勵師資生修習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課程並補助開設原住民族語言課程
1.本部 108 年 5 月 10 日修正發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
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以作為各師資培育大學規劃師資職前
培育課程之依據，其專業素養指標「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
程與教學」，規範各校將各項教育議題（含本土教育、原住民族教育及多
元文化教育）納入課程規劃，並由本部每年於課程發展平臺檢核其開課學
分或時數；其規劃方式除納入教育議題專題外，亦有融入其他課程，以提
供師資生修習，自 108 學年度起實施。
2.107 學年度共計 43 所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本土教育（含原住民族教育及
多元文化教育） 」相關課程，師資生修習人數達 8,869 人，另計 369 名公
費生選讀。
(三)推動原住民籍公費師資生畢業前須通過原住民族語能力中級認證
108 年度分發原住民籍公費生皆全已通過原住民族語能力中級認定。
(四)落實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與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辦法
持續與原民會合作分攤相關經費，針對原住民重點學校在職師資，辦理原
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施計畫，藉以強化教
師對原住民族文化之認識。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實體研習課程累計調訓
約 1 萬 1,974 位教師，累積通過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線上課程和實體
課程約 6,835 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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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實原住民籍教師聘用保障
108 年 6 月 3 日函請各縣市政府落實「原住民族中小學原住民教育班及原
住民重點學校教師主任校長聘任遴選辦法」之規定，就符合資格者優先聘任具
原住民族身分者。原住民重點學校聘任原住民籍教師比率執行情形已提列 108
年 6 月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報告。

捌、 推展原住民族技職教育
依據「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原住民教育實施要點」補
助學校辦理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計畫，提升原住民學生學習成就並發展
潛能，增進就學及就業能力；108 學年度補助 23 所技專校院、31 所高級中等
學校辦理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
一、 鼓勵建教合作及推展原住民技職教育
105 至 108 年度（下學期截至 7 月止）輔導原住民學生取得各職類技能
證照累計 3,373 張；108 學年度補助 47 所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班，並
輔導原住民學生合計取得 334 張證照。
二、 補助開辦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語言及技藝課程或學分班
108 學年度核定補助 19 所技專校院開設原住民族技藝相關推廣課程。
三、 鼓勵建置原住民族技職教育網站
108 年度核定補助 6 所技專校院建置原住民族技職教育網站。
四、 鼓勵設立原住民學生社團
108 年度核定補助 18 所技專校院辦理原住民學生社團。
五、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設置原住民族藝能班
培育具有藝術才能之原住民學生傳承藝術及文化 ，108 學年度核定補助
8 所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藝能班（學程）計畫經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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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強化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人才培育
一、培育原住民族需求人才
(一) 鼓勵依人才需求類別開設原住民專班或提供原住民外加名額
1. 針對原住民學生高等教育人才需求量大之學門領域，鼓勵大學與技專校院
相關系所，踴躍開設原住民專班或推廣教育學分班；需求量小之學門領域
鼓勵相關校系踴躍提供原住民外加名額。
2. 為利原住民人才培育，原民會於 108 年 1 月 31 日函送本部「109 學年度
專案調高大專校院招收原住民學生外加比率科系類別建議」，分別為：土
木工程、法律、老年服務、地政、農業科學、環境工程學、電資工程學、
企業管理學及財務金融、服飾學、音樂學及文化創意、公共衛生、公共行
政、幼兒保育學類等 12 大類，本部業將前揭類別建議函請各大專校院轉知
相關學系，參考前揭建議類別提供外加名額。
3. 因應原民會建議類別，一般大學原住民外加名額於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及
單獨招生（不含原住民專班）等管道，符合原民會建議類別，109 學年度
2,290 名。
4. 鼓勵各大專校院開設原住民專班，108 學年度大學校院核定 19 校、28 班，
技專校院核定 8 校、10 班。
(二)定期檢討原住民專班辦理成效
大學校院依規定每學年結束前提報專班執行成效及次一學年度招生規劃到
部，各專班執行成效已納入本部核定續辦與否及 109 學年度招生名額之參據。
二、充裕大專校院原住民籍教師來源
(一)鼓勵大專校院配合原住民專班或原住民族文化與發展相關課程之開設，可
考量優先聘請符合資格及大學系所需求之原住民籍教師
業於「108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108 年度全國技專校院教務
主管會議」宣導，針對原住民專班或原住民文化與發展相關課程之開設，得考
量優先聘請符合資格及大學系所之原住民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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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聘任原住民籍教師情形列入大專校院設立原住民專班之審酌條件
依據「106 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原住民專班審查原則確認會議」決議，業
將聘任原住民籍教師情形列入大專校院設立原住民專班之審酌條件。
三、深耕原住民族文化意識
(一)鼓勵大學校院開設原住民族文化與發展相關數位學習課程
業於「108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108 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校
院教務主管聯席會議」向各校宣導，鼓勵各大學校院開設原住民族文化相關議
題課程；107 學年度共有 44 校（77 科系）開設 368 門與原住民相關課程，共
計 9,655 名學生修習。
另自 108 年起本部設置臺灣教學資源平台，整合各校數位課程相關資源，
以提升教師教學知能、暢通跨校修讀管道，增進大學校院間交流；108 年教師
e 學院平臺原住民族相關課程計 4 門，累計約 5,868 修課人次。
(二)將開設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與發展相關課程納入大專校院設立原住民專班
之審酌條件
1. 持續依據「106 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原住民專班審查原則確認會議」決議，
業將開設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與發展相關課程納入 108 學年度申請原住民
專班設立之審酌條件。
2. 108 年 11 月 21 日函請各大學校院專班學校於課程規劃時，提高原住民文
化或語言發展課程比例。
(三) 辦理大專校院加強發展原住民族社團活動，推動原住民學生課外學習活動
108 年寒暑假共補助大專校院 40 隊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原住民營隊活動。
(四) 辦理大專校院學生原住民族教育活動
1. 辦理「MATA 獎-108 年大專校院學生原住民族文化特色數位影音競賽」，
評選出非紀錄片類及紀錄片類共計 14 件優秀作品，並於 108 年 11 月 7
日舉行頒獎典禮及得獎作品全國巡迴展啟動儀式；入圍及得獎作品於 10
至 11 月於全國進行 11 場巡迴影展。
2. 108 年 6 至 8 月分區辦理初階大專校院原住民族青年領袖培育營計 6 場次，
累 354 人次參與；108 年 8 月 26 至 31 日辦理進階大專校院原住民族青年
領袖培育營 1 場次，共計 25 校 50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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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落實原住民族終身教育與家庭教育
一、確立原住民族終身教育與家庭教育法制與行政以推動相關活動
透過專責單位或人員推動原住民族終身教育與家庭教育業務，督導地方政
府將終身教育及家庭教育等納入年度計畫以推展業務。
(一)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年度計畫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推展原住民族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
108 年度參與人次共計 1 萬 5,013 人次。
(二) 終身教育
本部自 97 年起，以「在地老化」、「就地學習」理念為主，補助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結合在地組織，逐年於轄屬鄉鎮市區設置樂齡學習中心，提
供 55 歲以上國民多元學習課程。108 年已於 50 個原住民族地區設置樂齡學習
中心，占全國 55 個原住民地區 90.90%，在原住民族地區的樂齡學習中心，運
用現有資源及人力，將中心資源、講師，拓展至所在地以外之村里與部落，讓
老年人可以就地學習，每一中心平均辦理約 280 場次活動。
二、推動差異性的城鄉家庭教育活動
(一)依都會區及原鄉原住民族家庭教育需求調查結果，推動家庭教育計畫
108 年補助新北市、高雄市、臺東縣等 3 縣市辦理「教育部原住民族家庭
教育試辦計畫」，以建立符合原住民族文化且適切的推動模式，提供未來各縣
市家庭教育中心辦理原住民族家庭教育之參考。
(二)補助原住民族團體辦理原住民族家庭教育等活動
補助民間團體推展原住民終身教育、家庭教育相關活動計畫，提供原住民
多元學習機會，108 年度補助計畫辦理 12 場次。
三、深化原住民族社會教育與終身學習之推動
(一)辦理原住民族終身教育及家庭教育研討會或成果發表會
1. 配合原民會將親職教育課程納入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10 大學程之一，並透
過年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之評鑑暨其獎勵措施，強化部落大學之教學、教
材，另透過舉辦行政研習會，提供相關業務承辦人交流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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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 年 10 月 1 日辦理 107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原住民族家庭教育方
案計畫成果發表會，俾使參與之 9 所大專校院針對 11 個家庭教育方案執
行、家庭教育服務學習方案與原住民族文化等進行交流。
(二)補助部落大學研發課程教材及辦理公共議題論壇
108 年本部配合原民會共同補助全國 15 所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計畫經費，
「特色加值型計畫」鼓勵研發部落大學教材計有 9 處部落大學申請補助，探討
原住民族公共議題計有 3 處部落大學申請補助。
(三)辦理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輔導暨評鑑工作
本部配合原民會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輔導及評鑑業務 106 年起合併辦理，
108 年部落大學評鑑於 12 月 11 日起至 12 月 27 日期間辦理，以提供地方政府
改善及建議方案以提升部落大學營運成效，並促進地方政府之間有彼此交流觀
摩機會以精進辦學績效。
(四)鼓勵社教機構、教育性質基金會等辦理原住民族終身教育與社會教育活動
依據「教育部補助教育基金會終身學習圈實施要點」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終
身學習圈計畫，共計 18 個單位，20 案計畫，總活動場次達 50 場，受益總人
次達 1 萬人次以上。
(五)推動族語文字化工作，辦理原住民族語言教育相關活動
1. 辦理第 6 屆（107-108 年）族語文學活動，投稿作品計 101 件，入選 30
篇優選文章，並完成規劃第 7 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暨族語推廣系列活動
（108-110 年）。
2. 完成編撰 16 族 42 語朗讀文章，並配合全國語文競賽於 108 年 6 月公告每
語 12 篇，計 504 篇族語文章併附中文釋譯稿。
3. 持續維護《臺灣原住民族語言歷史文化大辭典》，建置《原住民族事典》、
「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透過詞條創作及詞條翻譯，達到族語活化目的，
並結合維基百科全書之「全球性多語言百科全書協作計畫」，將原住民族
各族語言推展至國際舞臺，落實族語書面化政策。
(六)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原住民族語文教育相關推展活動
108 年度補助縣市政府、大專校院及民間團體辦理語文推廣相關活動（包
括臺灣母語日活動計畫），其中，縣市政府補助 11 案，大專校院 3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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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補助 12 案，共計 26 案。
四、規劃推動原住民族青年發展
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7 月辦理「我國青年發展指標 YDIT 之建構」，建構
臺灣青年（含原住民族）發展指標，以了解國內青年發展現況。第一階段第 1
年計畫完成臺灣青年發展指標架構，編定核心指標向度內容與操作型定義。
五、創造原住民族數位機會
(一)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普及偏鄉數位應用推動計畫(105-108)」，辦理原住
民族地區數位機會中心，以行動化服務擴散民眾資訊應用，強化社區特色
加值應用和行銷推廣，提升部落民眾數位應用能力。
(二) 108 年原住民鄉鎮數位機會中心辦理成果：完成 17 個數位機會中心營運、
管理及輔導工作，開設資訊應用課程 131 班，上課時數 825 小時，培訓人
數 1,935 人，民眾使用設備人數 1 萬 5,872 人次，辦理宣傳與成果推廣活
動 51 場。

拾壹、推廣原住民族體育與衛生教育
一、推動原住民族體育人才培育
(一)充實原住民族地區體育發展重點學校運動場地及設施設備
補助原住民族地區學校計 113 校修整建與新建運動場地及購置體育器材設
備經費。
(二)推動培育優秀原住民族運動人才計畫
1. 「教育部體育署培育優秀原住民族運動人才 108 年度執行計畫」核定體操、
拳擊、射箭、舉重、柔道、田徑、跆拳道、空手道、射擊及角力等 10 種運
動，以國小、國中及高中原住民族學生為培育對象，培育運動人才名額共
計 140 名。
2. 本計畫亦針對選手進行輔導訪視及相關運動科學檢測，108 年訪視及運科
檢測情形如下：
(1)訪視計畫內選手計 220 人次。
(2)辦理運動科學檢測計 84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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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原住民族地區學校專任教練輔導工作
輔導 27 位專任教練（花蓮縣 14 位及臺東縣 13 位），推動原住民族地區
學校專任教練輔導工作。
(四)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原住民族體育相關活動
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原住民族體育相關活動計 20 件。
二、推廣原住民族衛生教育
(一)提供原住民族衛生教育業務人員相關教育訓練
於 107 年 10 月 2 至 3 日及 10 月 30 至 31 日分南北兩區辦理本部所轄國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衛生組長會議（含原住民重點學校），兩年辦理 1 次。
(二)督導原住民族地區學校推動衛生教育、藥物濫用及菸酒檳榔防制教育活動
1. 督導原住民族地區學校衛生教育經費之執行與運用，並協助地方進用護理
人員。
2. 108 年度補助原住民重點學校健康中心計 79 校、廚房設施設備 61 校；原
住民地區非使用自來水學校已辦理飲用水監測計 47 校。
3. 108 年辦理「加強教育人員反毒知能研習」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
講」活動實施計畫，請各單位配合規劃原住民族地區、偏鄉地區、具藥物
濫用個案或前年度未申請辦理等學校優先辦理；108 年針對原住民族地區
學校辦理「加強教育人員反毒知能研習」宣導計 144 場次，及辦理「防制
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講」計 55 場次。108 年度對各縣市高級中等學校及國
中小全校推動菸酒檳榔防制全面之宣導，計 1 萬 1,112 場次。
(三)督導補助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營養午餐費用之執行成效
108 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營養午餐費用計 5 萬 0,465 人次。
(四)善用「學生健康資訊系統」
於學生健康資訊系統列出原住民身分欄位，俾利原住民學生健康資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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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落實原住民學生學習與生活輔導
一、推動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鼓勵並補助大專校院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與原民會共同鼓勵並補助大專校院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挹注原資
中心所需資源，俾協助大專校院推動原住民族學生生活、課業等輔導工作；
108 年共補助 105 校原資中心業務費，其中計補助 58 名專任人力。
(二)推動大專校院區域原資中心
108 年賡續補助北、中、南、東 4 區及專科學校等 5 個大專校院區域原資
中心（分別由輔仁大學、國立暨南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及慈濟
科技大學負責），建立區域內學校聯繫、資源分享平臺，提供諮詢及經驗交流；
並透過區域原資中心辦理各區輔導團交流、參訪學校計 13 校（含北區 5 校、
中區 4 校、南區 3 校、東區及專科 1 校）。
二、強化各級學校學生輔導工作
(一)加強中小學原住民學生中輟輔導
1. 107 學年度原住民學生中輟復學率為 84.3%、尚輟率為 0.14%、占中輟生
比率為 16％。
2. 為督導及補助地方政府或結合民間團體推動原住民中輟生輔導各項工作及
活動，計補助臺中市等 10 個地方政府加強原住民中輟學生學習與生活輔
導活動。
3. 107 學年度原住民中輟率與復學率未達全國原住民平均標準之縣市，計有
4 個縣市，業於 108 年 10 月 2 日召開 108 年度第 2 次國民中小學中輟預
防及復學輔導業務聯繫會議中，請前開縣市提出原住民強化策略報告，並
邀請專家學家與會指導，討論原住民中輟可引進資源與規劃因應之策略。
(二)發掘原住民學生特殊潛能、輔導適性發展
108 年辦理高中原住民青年領導人才培育營活動，各階段結訓學生數：初
階計 189 名、中階計 62 名、高階計 5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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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進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領導及原住民族文化知能
1. 辦理初階大專校院原住民族青年領袖培育營：108 年 6-8 月分區辦理計 6
場次（含北區 2 場次、中區 1 場次、南區 1 場次、東區 1 場次及專科 1 場
次），累 354 人次參與。
2.辦理進階大專校院原住民族青年領袖培育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於 108 年
8 月 26 至 31 日辦理 1 場次(6 天 5 夜)，共計 25 校 50 人參與。
(四)鼓勵大專校院辦理原住民學生輔導
1. 辦理技專校院原住民學生課業及生活輔導，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補助 23
校，輔導人數合計達 1 萬 3,621 人次。
2. 高教深耕計畫就學協助機制於 108 年公立大學校院共招收經濟及文化不利
學生共 7,072 人；另公私立大學透過相關輔導機制，提供 9.6 萬人次之弱
勢學生學習獎助金，使其得以同時兼顧課業與生活所需，安心就學。
(五)補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
107 學年度補助一般大學校院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受惠人次為 1 萬
6,376 人，補助金額為 4.17 億元；補助技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受惠
人次為 2 萬 0,948 人，補助金額約 4.86 億元。
(六)建置整合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所需資訊網路平臺
整合原住民學生所需相關助學、考試、交流、就業等政府資源，建置教育
部原力網，於 105 年 1 月 1 日正式啟用，108 年完成網站改版，新增活動時間
軸、充實區域原資中心訊息等內容。
(七)加強相關教育人員研習
1. 辦理師資及行政人員對原住民學生輔導知能研習
納入 5 區區域大專校院原資中心工作事項，分區辦理教職員有關原住民族
文化及學生輔導增能活動，包含研習課程、研習營、工作坊、部落參訪等
活動，108 年共計辦理 14 場次（含北區 4 場次、中區 3 場次、南區 2 場
次、東區 2 場次及專科 3 場次）。
2. 鼓勵專業輔導人員增進對原住民族文化之理解
(1)108 年 5 月 13 日全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第 1 次業務推動觀摩暨上半年業
務聯繫會議中，邀請專輔教師進行原住民輔導及親職工作推動經驗分享。
20

(2) 108 年 8 月 9 日辦理「大專校院輔導人員專業知能研習-『原』自部落之
原住民學生輔導研習」，協助大專校院輔導人員貼近與理解原住民學生
之生活脈絡及輔導需求、深化其對原住民學生所需資源及支持之了解，
計有 70 人參加。
(八)優先補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人數達 100 人以上學校之專業輔導人力
107 學年度原住民學生人數達 100 人以上之學校，計有 102 校，其中向本
部申請 107 年度專業輔導人力補助計畫案，通過補助者計有 96 校，補助校數
比率達 94.12%。
(九)鼓勵各大專校院進行原住民籍專業輔導人員之培育
108 學年度核定「心理學學類」學系外加名額 88 名。

拾參、促進原住民族教育研究與國際交流
一、鼓勵大專校院推動原住民族學術與研究
鼓勵大專校院設立「臺灣原住民族學」之教學與研究單位，以發展原住民
族知識與文化之教育研究，已於 108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持續宣導。
二、推動原住民學生國際交流活動
(一)鼓勵學校申請學海系列獎補助計畫辦理原住民學生國際交流
108 年 12 月 25、26、27 日於中、北、南區各辦理 1 場學海計畫補助要點
說明會，會中已加強宣導各大專校院選送原住民學生赴國外研修或實習，以促
進國際交流。
(二)補助國內大學及機構之國際學術教育交流
108 年補助國立東華大學辦理「2019WINHEC（世界原住民族高等教育聯
盟）Annual General Meeting」，透過全球協力，營造世界的伙伴關係，並共
同努力恢復原住民族傳統信仰、禮俗、語言、價值體系等重要文化元素，亦可
透過本會議建構原住民高等教育之具體建議與政策。
另補助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會辦理「2019 國際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
術暨實務研討會『療癒、和解與轉變：邁向促進原住民族福祉的途徑』」，該
會議為國內第一次舉辦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之國際性會議，有助於促進國內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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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工作交流互動，提升專業知能，並共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之具體建議。
(三)鼓勵大專校院及民間團體推動原住民青年國際交流
108 年「iYouth voice」青年國際發聲計畫，補助大專校院及民間團體青
年組隊提案參與國際交流，於團隊原核定補助額度外，具原住民身分者每名增
加補助 1 萬元，計補助原住民族青年參與國際參與及交流行動者共 23 人。
三、促進原住民學生留學深造
(一)定期檢討原住民留學學門，精進原住民公費留學管道及機會
1. 公費留學審議會研議公費留學考試應考學門及研究領域，達到均衡人文社
科類及理工生醫類學門之多元發展，配合國家多元發展需求，提供原住民
考生廣泛報考領域選擇以及公平報考機會。
2. 研商 109-110 年公費留學考試學門及研究領域
(1) 108 年 6 月已函請行政院各部會、大專校院及產業界等提出建議及需求，
原民會函復建議於教育學群中設置「原住民族教育」學門，（研究領域
為原住民族教育、原住民族知識體系）、文史學群中設置「語言」（研
究領域為南島語言），以及於文化資產學群設置「文化資產」學門（研
究領域為南島文化）。
(2) 108 年 11 月業召開公費留學諮詢會，邀請公費留學審議委員、諮詢委員
及原民會代表出席，研商 109-110 年公費留學考試應考學門、研究領域、
留學國家及錄取名額等事宜；後續將於 109 年召開公費留學審議會，並
邀請原民會代表列席，以共同議決 109-110 年公費留學考試學門及研究
領域。
(二)定期辦理原住民學生公費留學考試，提供原住民學生公費留學
1. 持續辦理原住民公費留學，選送原住民學生赴國外攻讀碩、博士學位，提
升國際視野，培育專業人才。108 年原住民生報考包括「東南亞/南亞區域
研究」、「公共行政與政策」、「原住民族教育」、「電影」、「藝術教
育」、「原住民族文化」、「高齡社會」、「社會企業」、「犯罪學」、
「城鄉規劃」、「化學」及「公共衛生(含疫情管控)」等學門。
2. 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公告 108 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名單，錄取 13 名原住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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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原住民公費生出國前語文訓練費用
1. 依公費留學考試原住民考生注意事項規定，補助原住民出國前之語文訓練
費用，最長 1 年，研習費用由本部補助所需費用之 80%（補助最高上限為
2 萬元）。
2. 108 年補助 6 名原住民公費生出國前之語文訓練費用。
(四)強化原住民留學生關懷機制，辦理出國留學經驗分享
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 公 告 公 費 生 錄 取 名 單 後 ， 108 年 3 月 25 日 辦 理
「107 年公費留學考試錄取生研習會」，對錄取之原住民公費生，積極輔導赴
國外留學，提供經驗分享及應注意事項，使其能順利出國留學並適應留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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