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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第五屆第七次族群委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10月 21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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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會議列管事項 

第五屆第六次族群委員會議列管情形 

項次 案由∕提問委員 
主席指(裁)示

事項 
辦理情形 

列管
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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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委員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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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土地法第 14條第 1項各款規定不得私有
土地劃定原則，原就海岸一定限度內、天然
形成之湖澤而為公共需用者，及其沿岸一
定限度內、可通運之水道、城鎮區域內水道
湖澤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公共交
通道路、礦泉地、瀑布地、公共需用水源地
之一定範圍訂定原則，以供各直轄市、縣

（市）地政機關參照作為劃定各種不得私
有土地之規範。而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
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
之族群關係，依原住民族基本法，其中第 20
條第一項規定之意旨：「政府承認原住民族
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爰內政部同意依原
住民委員會建議，於 106年 2月 22日修正
土地法第 14條第 1項各款規定不得私有土
地劃定原則，並新增「原住民申請經公產管
理機關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原住民保留
地者、已奉核定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者，及已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之原
住民保留地者，應排除劃入不得私有土地
範圍」之例外規定。此例外規定非僅針對水
利用地，而係對各種不得私有土地為全盤
之衡平規範。                                 

次查本府(地政局)前於 107 年 9 月 5 日以
府授地權一字第 1070213506號公告，完成
公告排除本市和平區谷關段 80-4 地號等
645 筆原住民保留地劃入本市轄內可通運
水道或城鎮區域內水道、湖澤及其沿岸一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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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六次族群委員會議列管情形 

項次 案由∕提問委員 
主席指(裁)示

事項 
辦理情形 

列管
情形 

定限度內不得為私有土地範圍之作業。   

經洽詢提問委員，案地位於和平區南勢
段，初步判定非屬土地法第 14條第 1項
不得私有範圍，應無礙原住民依規申請原
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之情。 

 

 

陸、專案報告 

    一、本會年度重大活動專案報告 

        主席裁示:有關 10月 24日至 25日的運動會及訂於 11月 14日辦理的 

                 熱舞大賽，歡迎各位委員參與並且協助宣導，今年熱舞大賽 

                 只要年齡 16歲以上即可報名參加，且本次獎金應是全國同類 

                 型之比賽中最高，希望吸引更多人參與。 

    二、臺中地區原住民美食及農產品地圖設計暨網路行銷計畫                             

        主席裁示: 1.如果明年有經費，希望經土組能規劃讓族群委員體驗美食 

                    地圖的行程，並可邀請媒體、轄內團體、機關、學校及行 

                    文外縣市機關、中央原民會等參與，擴大行銷宣傳。 

                  2.若今年經費允許，下次的族群委員會議請結合大安溪線的 

                    遊程辦理，請經土組、綜企組辦理。 

                  3.有關曾冠傑委員、賴秦瑩委員、江世大委員建議本會提供 

                    旅遊窗口之部分，明年相關部落旅遊主要是見學聚落計畫 

                    平台(大安溪線)，另外如大甲溪線，本會應該也要有窗口 

                    (蔡組長建議:本會旅遊窗口先由經土組紫瑄擔任)，並請 

                    文教組負責擔任都會區窗口(如原民中心社團樂舞表演規 

                    劃及文化之旅窗口)。旅遊窗口由本會先擔任，未來也可 

                    請表現良好的社團擔任窗口。 

    三、本會 110年度施政計畫 

        主席裁示: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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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重大業務辦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一、有關文教組明年職訓計畫經費增加，請研擬訓練項目是否 

                  增加，如餐飲證照訓練等。 

              二、有關急難救助業務，因今年目前經費幾乎用罄(僅賸 126 

                  元)，今年底前可請符合社會局補助條件的族人改由向社會 

                  局申請急難救助，請委員協助宣導。 

              三、有關本會經濟弱勢原住民住宅中低收入戶租金補助，已取消 

                  戶籍與租屋地址必須相同之規定，不過租金仍維持補助半 

                  年；因都發局之住宅補貼期間為一年另可請族人依都發局租 

                  金補助受理期間申請補助。 

              四、本市 55歲以上原住民假牙裝置補助市款有排富、中央款不 

                  排富，請委員協助宣傳。 

              五、向委員說明，有關本市原住民族發展暨權益保障自治條例之  

                  推動，本會積極辦理，但有些條文尚待檢視是否與中央法規 

                  意旨無違，如優先採購之部分，須再請示中央及工程會，俟 

                  釐清後再續行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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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建設及土

地管理組) 

有關 110 年雪霸

園區周邊原住民

文化傳承研習暨

推廣部落培訓成

果計畫，提請討

論。 

主任委員: 

各位委員對本案是否有

其他建議?如無相關意

見則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二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綜合企劃組) 

為本屆委員訂製

原住民背心案，

提請討論。 

主任委員: 

請問委員有無建議? 

曾冠傑委員: 

非常贊成，但希望能有

一定品質，如徵詢余美

玲委員建議。 

余美玲委員: 

希望能有原住民特色且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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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創意。 

主任委員: 

請綜企組於會議後徵詢

余美玲委員及相關委員

意見後製作。 

三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文教福利組) 

有關辦理 2021迎

新春 -原民「樂

舞」嘉年華活動

案，提請討論。 

主任委員: 

有關本計畫定位為競爭

型計畫型補助方案，審

查時，建議可優先把機

會給這次傳統文化節優

勝隊伍及平日熱心協助

宣導政令的社團，也希

望藉此建立文化樂舞表

演平台，讓更多有才藝

有特色的團體都能有優

良的表演舞台。 

本案委由文教組規劃於

110 年 2 月下旬~3 月上

旬辦理。 

照案通過 

四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文教福利組) 

本會辦理 109 年

中央原住民族長

者裝置假牙實施

計畫案，協助宣

導乙案，提請討

論。 

主任委員: 

請各位委員多利用群

組、社團幫忙宣導假牙

補助相關規定(市款排

富、中央不排富)。 

照案通過 

五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文教福利組) 

本會辦理租屋補

助宣導乙案，提

請討論。 

主任委員: 

各位委員對本案是否 

有其他建議?  

陳冠廷委員: 

對於向都發局申請租 

金補助的部分，必須經 

房東同意，請原民會於 

鼓勵族人申請時應特 

別注意宣導及說明。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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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陳委員冠廷 

有關明年度如何

讓更多大專院校

學生 (不管是否

設籍於本市)參

與原住民相關活

動，如樂舞活動、

踩街等，若能鼓

勵更多年輕人加

入，更能活絡我

們的文化，提請

討論。 

文教組陳組長: 

謝謝陳委員建議，這一

方面涉及經費，另外原

資中心陸續籌設中，已

成立的原資中心也是很

好的窗口，可請其提供

參賽隊伍。明年會參考

委員意見規劃。 

主任委員: 

希望多連結原資中心，

也可多請教賴秦瑩委

員。日後可考慮辦理校

園座談會，多加宣導。 

陳冠廷委員: 

希望還是能將來台中就

學的學生加入我們的文

化體系。 

主任委員: 

如果受限於經費，可多

運用志工、座談會及參

考其他縣市作法。 

曾冠傑委員: 

其實不只樂舞，像歌唱、

運動(如射箭)等各種活

動都很需要原住民年輕

人加入，不限於戶籍，因

為很多外縣市原住民青

年會來本市就讀，設籍

本市的原住民青年也會

到外縣市就讀，希望原

民會可以對這些學子多

照顧，相信他們也會感

念在心。另外就是透過

獎金鼓勵個人或社團，

請文教組參考

各委員相關意

見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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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吸引年輕人參與，或

是先尋找兩三個重點學

校培育也很好。 

賴秦瑩委員: 

其實有很多學子有經濟

壓力，需要工讀，以致無

法參加比賽或活動，所

以提供獎金或工讀機會

是個好的鼓勵方式。 

主任委員: 

請文教組參考委員意見

辦理，下次運動會可以

選擇幾項加列大專院校

組。 

文教組陳組長: 

運動會目前是分八區不

分對象辦理，可以再考

量。原民樂舞的部分可

以讓大專院校參與，如

明年傳統文化節的部分

可以增加大專院校創新

舞蹈組，可以再討論及

試辦，明年規劃及爭取。 

主任委員: 

運動會其實仍可以考量

非設籍八區之外的自成

一組大專院校組。 

孫造雄委員: 

關於運動會，建議射箭、

籃球、慢壘不要分區。另

外因為今年傳統文化節

和運動會初賽同一天，

因此相關人員無法同時

參與。另外希望以後比



 

7 
 

賽能公告賽事對戰表讓

選手清楚知道，並建議

以後初賽場次也能設有

攤位。 

主任委員: 

請文教組於本屆賽事完

竣後針對相關缺失進行

檢討報告。至於射箭、籃

球、慢壘是否分區，請參

考委員意見再討論。 

 

玖、臨時動議 

   一、有關上週民政委員業務質詢會議朱元宏議員提議勞工局年底前為原住民 

       勞工辦理歌唱比賽 1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勞工局) 

       (一)說明: 

           1.朱議員於會議上希望由勞工局和原民會合作辦理。 

           2.因須要宣傳活動時間及籌辦事項，暫訂於 12月 19日辦理。 

           3.請主委、委員、文教組組長大力宣傳、支持，並請文教組協辦。 

       (二)決議: 

          本案本會由文教組陳組長擔任窗口，辦理方式及經費相關問題，會 

          後請勞工局王股長與陳組長研商討論。 

  二、有關勞工局辦理 109年輔導原住民營造業勞工微型創業小包商育成班- 

      「小包商大進擊」課程，請原民會及委員協助宣傳 1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勞工局) 

      決議:本案請委員多幫忙宣傳，本會窗口經土組蔡組長和勞工局王股長多 

           作聯繫。 

  三、有關農業產銷班及加工研習，請農業局協助辦理 1案，提請討論。(提案 

      人:主任委員) 

      決議:請經土組儘快規劃與農業局召開協調會，以利辦理加工研習。 

 

拾、散會(下午 16點 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