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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時間：109年 7月 6日(星期一)下午 14時 

貳、 會議地點：本會 4樓 403會議室 

參、 主持人：林益陸主任委員                            紀錄：吳瑞銀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第五次會議列管事項 

項
次 

   案由∕提問委員 
前次主席指(裁)示

事項 
辦理情形 

列管
情形 

1 

去年 5月族群委員會議已

通過原住民綜合服務中

心改造計畫，此外，上個

月召開原民中心活化會

議，主持人是副祕書長，

裁示應先確認發展定位

為何?是綜合服務中心?

或文化發展?經本會會議

及向相關專業單位(如文

化局)請益，建議發展定

位為臺中市原住民文化

中心或文化館，較能得到

相關單位(如文化局)協

助。(林益陸主任委員) 

請文教福利組將原民

中心活化提案寫成正

式的「臺中市原住民族

文化館改善計畫」(尤

其是軟體部分)，並提

報至族群委員會議追

認。 

於本次會議專案報告。 

＊本次主席裁示: 

  併入專案報告時討論。 

解除

列管 

2 

為鼓勵社團於假日進駐

原民中心表演，期達到活

化本市原住民綜合服務

中心案，相關辦法請增加

第三點，請文教福利組調

整經費補助轄內的原住

民樂舞或手工藝社團等，

但因疫情影響，可能無法

從七月開始，六月時再作

評估，擇一個月中至少一

週的六、日辦理活動，並

請文教福利組調整經

費補助社團，並加強活

動宣導。另因疫情的關

係，下次族群委員會議

可再討論何時正式實

施。 

原民中心(將更名為原民

館)本預訂於今年 9 月至

12 月辦理嘉年華活動，

包括原民館戶外廣場峻

工典禮、原民館專車首

航、假日市集、假日原住

民團體樂舞表演(原訂於

9月首演)、館內導覽、原

住民攝影策展等 6 個活

動，皆已做好規劃，但因

為原民館相關修繕工程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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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由∕提問委員 
前次主席指(裁)示

事項 
辦理情形 

列管
情形 

研擬結合部落市集。另還

可增加第四點辦法--加

強宣導，如行文轄內各機

關學校、以及於群組、FB

等社群媒體宣傳。活化

後，也能行文至各縣市原

鄉。因疫情的關係，下次

族群委員會議可再討論

何時正式實施。(林益陸

主任委員) 

還在施作中，可能順延至

明年 1月，另明年原民中

心可能會更名為原民館，

屆時相關計畫與揭牌儀

式做統一整合辦理。 

＊本次主席裁示: 

   為了提供更安全的表  

   演環境，原民中心正 

   在進行展演場地修 

   繕，此外還有公車設 

   站等工程，若辦理嘉 

   年華活動恐受影響， 

   因此將延至明年 1至 

   3月，希望明年上半 

   年一個月至少辦理一 

   次原住民社團樂舞表 

   演，到了下半年(8 月 

   以後)更希望每個禮 

   拜假日都有不同族群 

   表演。大致來說，今年 

   暫時不展演，等相關 

   工程驗收完峻，明年 

   再正式展演，我們也 

   會對社團補助經費稍 

   作局部調整。 

3 

有關原住民綜合服務中
心場地收費，建請參考社
會局福利服務中心對兒
童、青少年、老人、弱勢、
公益團體等對象的優惠
收費方式。(王秀燕委員) 

 

 

 

 

 

 

本會 109 年 5 月 26 日研

商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

務中心場地及宿舍使用

管理辦法草案會議決議

如下: 

1.刪除原住民綜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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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案由∕提問委員 
前次主席指(裁)示

事項 
辦理情形 

列管
情形 

 

 

 

 

 

 

請文教福利組參考社

會局，並且先釐清公益

活動的定義，再看是否

能比照社會局相關收

費辦法。 

 

  中心，更名為「臺中市 

  原住民族文化館」(以 

  下簡稱本文化館)。 

2.增列「族」，配合文字  

  修正。(修正條文第二   

  條) 。 

3.刪除會議室、電腦教 

  室、展覽室、展示場。   

  (修正條文第三條)。 

4.為活化及提升臺中市 

  原住民族文化館場地 

  之使用，修訂第七條第 

  六款，增列得免收使用 

  費之情形。(修正條文 

  第七條)。 

(1)配合原民會辦理各項 

原住民教育文化活動

之臺中市所屬機關、

學校及立案原住民團 

   體與身心障礙團體。 

(2)辦理原住民族委員會 

補助相關活動之機

關、學校及立案原住

民團體。 

(3)臺中市政府所屬機 

   關、學校、區公所、或 

   立案原住民團體因公 

   務舉辦之集會、研習、 

   訓練、會議及相關活 

   動。 

5.附表-臺中市原住民綜 

 

 

 

 

解除

列管 



臺中市政府市政顧問諮詢會議暨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五屆第六次族群委員會議 

4 
 

項
次 

   案由∕提問委員 
前次主席指(裁)示

事項 
辦理情形 

列管
情形 

  合服務中心場地及宿 

  舍使用費標準表刪除 

  會議室、電腦教室、展 

  覽室、展示場等使用 

  費，以符合目前現況。 

6.前開修法可收費的場 

  地為技藝教室、視聽室 

  及戶外廣場等 3個場 

  地，另增列得免收使用 

  費之 3種情形，更可提 

  供族人共享生活、彼此 

  聯繫情感的空間。 

＊本次主席裁示: 

  俟管理辦法修正通過 

  後，只要是立案的原住 

  民團體(包括教會)，辦 

  理教育、文化、公益等 

  相關活動得免收使用  

  費。 

4 

有關原住民綜合服務中

心場地收費，建議族語

課、研習課不要收費，若

要收費，是否以一個計畫

案來審酌收費，而非以課

程的節數計費。(李建明

委員) 

  

 

請文教福利組一併考

量，上族語課是否屬於

公益活動?釐清公益的

範圍，再據以辦理。 

上開修法通過後，配合本

會、原住民族委員會之活

動的本市所屬機關、學校

及立案原住民團體，或立

案原住民團體舉辦之集

會、研習、訓練、會議及

相關活動得免收使用費，

對本市原住民團體是一

大利多。 

＊本次主席裁示: 

  備查。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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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專案報告: 

     一、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活化發展計畫 

         主席裁示:下次業務單位簡報前，請提供書面資料給委員參考；為活 

                  化原住民族文化館，請文教組與相關連結資源機關做細節 

                  的研議(如開協調會)，及依活化計畫逐步推動相關產業、 

                  旅遊路線等。 

     二、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松茂部落遷建計畫                             

         主席裁示:備查。 

     三、本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作為 

         主席裁示:備查。 

     四、本會 108年度績優計畫 

         主席裁示:謝謝各位委員對本會業務的支持及感謝和平區公所支持、 

                  協助。 

 

柒、重大業務辦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一、有關假牙補助部分，分為兩種，市款部分排富(經濟弱勢)， 

                 中央補助款不排富，請各位委員協助宣導。 

             二、有關民族日活動，今年不辦理草地音樂會，另因疫期影響， 

                 記者會改線上辦理，熱舞大賽不受年齡限制，歡迎各委員組 

                 隊參加。 

             三、有關霧峰區花東新村預計 110年 4月峻工，太平區自強新村 

                 預計 109年 12月峻工，但以上是峻工時間，還不是入住時 

                 間，若有鄉親詢問，再請委員幫忙宣導。 

             四、向各委員報告，有關臺中市原住民族發展暨權益保障自治 

                 條例(全國目前只有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及保障自治條例通 

                 過，其前後大約費時兩年)，本會自去年已陸續向各方汲取 

                 意見、修正，但目前尚有相關須釐清的事項，我們會持續積 

                 極解決、推動。 

             五、有關辦理本市中低收入戶原住民住宅租金補助，請文教組 

                 參考王秀燕委員意見連結其他局處資源(如社會局福利導 

                 航、都發局)。 

             六、有關文化健康站，邱孟玲市政顧問建議各族群委員能抽空到        

                 各文健站給予建議，另外，今年若有再新成立的原住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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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中心，也請給多予支持。以上，謝謝邱顧問建議，特別 

                是邱顧問對於文健站的支持，像去年文健站的成長率很高， 

                我們會繼續努力，像西屯區、南屯區、東區，會再接再厲持 

                續鼓勵這些地區的立案團體設立新站。 

 

捌、提案討論 

案 

次 
提案者 案由 提問/答詢 決議 

一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文教福利

組) 

有關臺中市原住

民族運動會規劃

及 110 年全國原

住民族運動會聖

火儀式，提請討

論。 

綜企組補充說明: 

  去年全原運賽事及  

  聖火儀式是本府運 

  動局主政，本會配合 

  辦理，往年賽事若由 

  其他縣市主政，本市 

  迎接聖火儀式則由 

  本會主辦。 

主任委員提問: 

  各委員及各區理事 

  長是否都知道運動 

  比賽項目? 

文教組答詢: 

  會後會再討論及整 

  理相關資料。 

主席裁示: 

1.明年賽事是宜蘭縣 

  政府主政，因此聖    

  火儀式原則上回歸 

  由本會主政，並請 

  各委員協助在各區 

  宣傳運動會。 

2.請文教組整理各項 

  賽事項目給委員及 

  各區理事長知悉。 

二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文教福利

組) 

有關原住民族日

活動規劃，提請

討論。 

主任委員提問: 

  請問熱舞比賽及部 

  落市集的辦理日期? 

文教組答詢: 

  預訂 109年 11月 14 

  日在市民廣場舉辦。 

邱市政顧提問: 

  請問本案專訪影片 

  要專訪的原運人士 

  或原住民作家已經 

主席裁示:  

  請委員協助宣傳相 

  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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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選了嗎? 

主任委員答詢:目前是 

  安排一位原住民作 

  家接受專訪。 

邱孟玲市政顧問提問: 

  所以只有作家?原民 

  日不單單是一個 

  紀念日，而是一系列 

  社會運動、街頭運 

  動，包含很多議題 

  ，如:反核、吳鳳事 

  件、地方自治…… 

  因此要找代表性的 

  原運人士，必須要切 

  合當時的主題，不宜 

  籠統或模糊，我們 

  也不要忘了在正名 

  路上努力良久的平 

  埔族，總的說來 

  希望在討論原運人 

  士的人選時能更加 

  細心思考。 

主任委員答詢: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今年不打算擴大舉 

   辦，明年這方面的 

   人選再請邱顧問 

   給予推薦。 

三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文教福利

組) 

有關本會為活化

原民館規劃辦理

原民樂舞嘉年華

活動，提請討論。 

主任委員提問: 

  請再說明一下嘉年  

  華活動的內容。 

文教組答詢: 

  包括戶外廣場峻   

  工、假日原民市 

主席裁示: 

  希望明年過年前原  

  民館相關工程能峻 

  工，並在上半年舉辦  

  嘉年華活動，辦理日 

  期授權給文教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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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假日原民樂舞 

  展演、原民館專車 

  首航等，並希望結 

  合燕子寒冬送暖， 

  這個部分希望社會 

  局、農業局若有物 

  資，也能共襄盛 

  舉。 

  定，並通知各位委 

  員。 

四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經濟建設及

土地管理組) 

有關臺中地區原

住民美食及農產

品地圖設計暨網

路行銷 推廣計

畫，提請討論。 

主任委員提問: 

  歡迎各位委員給予    

  我們美食地圖相關 

  建議，經土組也可結 

  合購物節活動推動， 

  若能邀請市長代言 

  就更好，但請先向市 

  長室確認。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五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綜合企劃

組) 

有關本會辦公室

空間規劃，提請

討論。 

邱孟玲市政顧問提問: 

  就業服務員能夠從

四樓搬下來很好，

請問包括金融輔導

員嗎? 

綜企組答詢: 

  是的，包括金融輔

導員。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六 江委員世大 

建請第三河川局

召開大甲溪流域

(谷關至和平)水

道治理 線公聽

會。將劃定霸佔

原住民保留地歸

還給原住民，提

請討論。 

主任委員提問: 

  是不是請經土組及 

  和平區公所協助了 

  解是否有霸佔情形? 

古委員志偉答詢: 

  可以再和江委員了   

  解相關的細節。 

主席裁示: 

  請經土組及和平區 

  公所向江委員確 

  認，請其提供個案  

  情形，進一步了解  

  細節，再看是否協 

  調三河局召開公聽 

  會。 

 



臺中市政府市政顧問諮詢會議暨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五屆第六次族群委員會議 

9 
 

七 

市政顧問 

邱孟玲

Malas 

Takisdahuan 

都會區打造「原

住民族傳統農耕

示範農園」(簡稱

開心農場)，族人

重溫部落記憶，

提請討論。 

主任委員提問: 

  可否請農業局蔡副 

  局長回應? 

蔡副局長答詢: 

 本案為今年議會期間 

 議員關心事項，本案 

 土地是首要問題，當 

 時共識係由地政局先 

 行就原住民集中區塊 

 的鄰近地區盤點適合 

 農業操作的區域後， 

 由原民會接管使用土 

 地，農業局再提供相 

 關資源，讓開心農場 

 經營得更好。 

主席裁示: 

 6月 29日議會總質詢 

 時有就本案討論，當 

 時請地政局先行盤點 

 相關土地，若有合適 

 土地，再請農業局提 

 供相關資源，以利提  

 供土地附近原住民使 

 用。 

 

玖、臨時動議： 

一、朱慈美委員:請問原民館場地是否開放原民教會辦活動?如復活節、母親 

               節、父親節、聖誕節。 

    主任委員:如前述原民中心收費辦法修正通過後，可以提供教會辦理文化、 

             公益相關活動。 

    文教福利組:我們會公告相關可以使用的時段，提供立案團體申請辦理文 

               化、公益、教育等活動。 

 

二、主任委員:我們勞工局副局長在場，謝謝勞工局今年多提供暑期工讀名 

             額，明年請勞工局再多給予暑期工讀名額，並請多關心原 

             民勞工權益及糾紛。 

   勞工局副局長:今年增加名額是因為疫情關係，勞動部有多給予名額，明年 

                若有需求可前早講，我們都會提早規劃。 

 

三、朱慈美委員:有關房屋修繕補助是否能不排富? 

    經土組:能不能排富其實是中央政策，全國一體適用，臺中市的部分已 

           是最低基本薪資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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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委員秀燕:有關修繕補助，社會局有空間行善者計畫，另外像同心會 

               及社會救助協會等可提供相關資源。 

    邱孟玲市政顧問:建議業務單位可以每年再努力提高補助名額(戶數)。 

    主任委員:目前相關的市款補助是固定的，我們會盡量再去籌措財源， 

             另外也希望與都發局連結資源。 

    陳冠廷委員:建議原民會可以再去了解社會局相關補助與做法。 

    主任委員:請業務單位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拾、散會(下午 16點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