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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 

一、組織系統 

      
 
 
 
 
 
 
 
 
 
 
 
 

 
 
組織系統說明： 
1.校長→中心主任→教育培訓及推廣組、產業發展及推廣組。 
2.原住民族事務諮詢委員會→中心主任→教育培訓及推廣組、產業發展

及推廣組。 
3.原住民族研究小組→教育培訓及推廣組、產業發展及推廣組。  
 

二、編制與員額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依工作性質作業分為產業發展

及推廣組、教育培訓及推廣組二組，每組設置組長一人（不佔學校編

制內組長缺），由中心主任報請校長遴聘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以協

助推動相關業務；另置專案組員1人、專案技士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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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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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工作目標 

依循中心的發展方針，爭取原住民教育研究及產業推廣經費，以

充實原住民族相關研究推廣經費，爰中心發展方向逐步展開以下幾項

計畫： 
(一)產業發展及推廣組 

1.100 年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產業貨款觀摩研習活動（100 年 10
月） 

2.101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實施計畫－南區部落營造中心（101
年 1-12 月）。 

(二)教育培訓及推廣組 
1. 2011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計畫（100 年 1-12 月）。 
2.原民會補助 100 年度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各項業務（100 年

2-12 月）。 
3.101年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協調會議-教育部（101年 2-9
月） 

4.101年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協調會議-原民會（101年 2-9
月） 

5.101 年度民族教育業務各項工作（101 年 1-12 月） 
6.2012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計畫（101 年 1-12 月）。 

(三)未來將向各相關單位爭取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之訓練、輔導及研討

會等方面之經費，共同參與原住民族地區產業推廣及教育提升之活

動。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研究推廣計畫經費 
100 學年度共有 6 個計畫執行，總經費約 7,885,000 元。 

(二)建立學術發展機制、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出版原住民相關書籍 
1. 2011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入選論文集。（2011） 
2. 2011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優選論文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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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 年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產業貨款觀摩研習活動成果報告。

（2011） 
(三)參與原住民部落評鑑、審查會議 

1.至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 2011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

文發表會第一次審查小組會議。（100.8.3） 
2.至宜蘭縣政府參加產業發展計畫審查。（100.8.8） 
3.至南投縣政府擔任「南投縣原住民族地區原生植物發展計畫第二

期」期中報告審查委員（100.8.23） 
4.8 月 23 日上午至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擔任

「100 年度臺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聚落古道（含耆老口述歷

史）委託研究報告建置計畫」期初審查會議委員，下午至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擔任「100 年度臺灣原住民族文

學家、藝術家、傳藝師及藥、食用植物數位內容擴充工作計畫案」

期初審查會議委員。 
5.至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投標「100 年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

金產業貸款觀摩研習活動」計畫案。（100.8.26） 
6.至南投信義鄉參加全國布農族自治區事務及基本權益研討會暨

布農族領袖會議。（100.8.29-30） 
7.至宜蘭縣政府參加「99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泰雅

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期未報告審查會。（100.9.7） 
8.參加本校學務處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審查會議。（100.9.8） 
9.至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參加嘉義縣部落大學計畫研商會議。

（100.9.13） 
10.至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2011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論

文發表會」審核委員小組第 2 次會議。（100.9.26） 
12.至雲林縣政府參加「100 年度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100.9.29） 
13.參加本校學務處獎助學金審查會議。（100.10.4） 
14.至嘉義縣政府擔任田園城市政策推動學習班授課講師及嘉義

縣阿里山國小參加嘉義縣部落大學 100 年第二次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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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11） 
15.2 月 21 日至教育部參加 101 年度辦理「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教

育事務協調會議」及「原住民族科學教育活動營」籌備會議。 
16.至內政部營建署參加「泰雅族傳統資源管理模式及網路建構」

期初審查會議。（2.22） 
17.參加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部落「101 年度第一次部落聯合會議」

（101.3.9） 
18.在本校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第 2 會議室召開嘉大阿里山咖啡

推動小組第一次籌備會。（101.3.9） 
19.至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召開「101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

活力實施計畫－南區部落營造中心」第一季工作協調會議。

（101.3.20） 
20.至嘉義縣政府民政處召開「101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實施計

畫－南區部落營造中心」第一季工作協調會議。（101.3.23） 
21.召開本校「原住民學生校園生活輔導座談」會議，101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三）中午 12：10〜13：20(蘭潭、新民校區)地點：

行政大樓 3 樓原住民中心研習教室、3 月 22 日（星期四）中午

12：10〜13：20(民雄校區)地點：行政大樓 2 樓 A211 簡報室。 
22.參加 101 年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晝第三階段課程活力計畫 3 月

份工作會報。（101.3.26-27） 
23.至屏東縣召開「101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實施計畫－南區部

落營造中心」第一季工作協調會議。（101.3.28） 
24.至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2012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

文發表會勞務採購案」議價會議。（101.3.29） 
25.至高雄市那瑪夏森林公園擔任那瑪夏區「101 年度蜜桃風情季-

水蜜桃品鑑」評審委員。（101.5.12） 
26.至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加 101 年度「民族教育資源中

心暨資源教師設備擴充與更新」審查會議。（101.5.16） 
27.屏東縣瑪家文化園區參加文物活化計畫審查。（101.5.18） 
28.至臺中市嶺東科科大學參加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專門課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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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專家審查說明會。（101.5.21） 
29.至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加「101 年度原住民族赴紐西

蘭非政府組織研習」學員甄選會議。（101.5.29） 
30.至屏東縣政府參加「101 年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第一次進

度控管及工作協調會議。（101.6.1） 
31.至高市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參加專題委託研究「設置原住民族

自治區對高雄市之影響評析研究計畫」期中審查會議。（101.6.7） 
32.至嘉義縣政府 401 會議室參加阿里山鄉達納伊谷產業重建亮點

計畫第一次工作會議。（101.6.8） 
33.在本校蘭潭校區原住民中心辦理「101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

計畫－南區部落營造中心第二季工作協調會議」。（101.6.8） 
34.至高雄市茂林區多納社區辦事處辦理「101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

活力計畫－南區部落營造中心」第二季工作協調會議。

（101.6.13） 
35.至屏東縣瑪家鄉排灣社區發展協會辦理「101 年度原住民族部

落活力計畫－南區部落營造中心第二季工作協調會議」。

（101.6.26） 
36.至高雄市政府辦理「101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南區部

落營造中心第二季工作協調會議」。（101.6.26） 
37.至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加「101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實

施計畫－四區部落營造中心委託專業服務勞務採購」第 2 期工

作報告審查會議。（101.7.12） 
38.7 月 19-20 日在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辦理 101 年中央與地

方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協調會議。 
39.至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參加 101 年度部落大學第二期課程審查

會議。（101.7.27） 
(四)參與學術研討會議 

1.至臺北政治大學參加「臺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文化事業公聽

會。（100.9.5） 
2.至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報告「2011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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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會」期中工作報告。（100.9.21） 
3.至臺北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參加「臺灣原住民族一百年發展學

術研討會」。（100.9.24-25） 
4.至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參加屏東部落大學成

果展。（100.10.9） 
5.至臺北國際藝術村參加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100.10.15-16） 
6.參加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保健食品製程技術暨生技產業發展

研討會。（100.10.19） 
7.參加臺灣原住民研究學會與「臺灣加拿大研究學會」合作舉辦「加

拿大原住民族自治協定」學術研討會。 
8.至花蓮參加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召開「2011 東部地區原住民農產

業發展研討會」。（100.10.26） 
9.本校原民中心 10 月 27-28 日在蘭潭校區圖書館演講廳及國際會

議廳辦理「2011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 
10.本校原住民中心 7 月 19-20 日在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辦理「中

央與地方原住民族事務協調會議」。（101.7.19-20） 
(五)參與部落重點訪視及訪查 

1.至屏東縣瑪家文化園區、禮納里部落及長治百合部落參加屏東縣

政府「藜家出走」系列活動。（101.2.25） 
2.至屏東縣泰武鄉平和部落（活動中心）舉行屏東縣原住民族部落

大學 100 年度開學典禮。（100.7.23） 
3.至花蓮鯉魚潭潭南參加「世界原住民族樂舞節」花蓮場樂舞表

演。（100.7.29） 
4.至宜蘭縣東山河親水公園參加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辦理 100 年

原住民族日活動優秀原住民個人獎項有功人員之表揚。（100.8.1） 
5.至花蓮縣政府參加 7 月 27 至 8 月 2 日「世界原住民族樂舞節」。 
6.本校原民中心辦理南投縣政府 100 年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產

業貸款觀摩研習活動，研習地點在南投婦幼館及嘉義縣阿里山

鄉。 
7.至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 101 年度原住民部落活力實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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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相關工作及配合事項，與各區協調並確認未來工作方向。

（101.1.16） 
8.至屏東拜訪屏東縣政府及瑪家文化園區，瞭解 101 年度原住民部

落活力實施計畫－南區營造中心工作事項。（101.1.19） 
9.至嘉義縣阿里山鄉拜訪達邦部落，瞭解 101 年度原住民部落活力

實施計畫－南區營造中心相關工作事項。（101.1.20） 
10.原住民族委員會參加活力計畫秧苗部落評選會議及 2 月 4 日全

國說明會會前會。（101.2.1） 
11.至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六樓國際會議廳參加原民會舉辦「101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實施計畫－年度計畫說明會」暨 100 年

度評鑑優等之永續部落表揚單位。（101.2.4） 
12.至臺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集賢廳參加活力計畫第一階段培

力課程。（101.2.20-21） 
13.參加 101 年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晝第二階段臺東石山部落參

訪，另派研究助理至高雄桃源鄉樂樂部落拜訪部落計畫營造員

（101.3.5-6） 
14.執行 101 年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晝南區營造中心人員至阿禮、

達來、泰武部落拜訪部落計畫營造員。（101.3.13） 
15.參加 101 年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晝第二階段宜蘭金岳部落參

訪。（101.3.12-13） 
16.執行 101 年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晝南區營造中心人員至屏歸

崇、高見、喜樂部落、武潭、伊屯、排灣部落參訪落拜訪部落

計畫營造員。（101.3.16） 
17.參加 101 年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晝第二階段新竹司馬庫斯參

訪。（101.3.19-20） 
18.至屏東縣長治百合輔導阿禮部落、歸崇、馬兒部落、嘉義縣達

邦部落、屏東縣達來、喜樂發發吾、泰武、高見、長樂、伊屯

部落執行「100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計畫成果檢視作業

（含財產設備管理情形）」。（101.4.1-6） 
19.至高雄市樂樂、茂林、多納部落及高士部落、嘉義縣阿里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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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部落執行「100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計畫成果檢視

作業（含財產設備管理情形）」。（101.4.7-9） 
20.至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加 101 年度原住民部落活力實

施計畫部落營造中心第 4 次工作會報。（101.4.12） 
21.至屏東縣長治百合輔導佳暮、巴里勞部落執行「100 年度原住

民族部落永續發展計畫成果檢視作業（含財產設備管理情

形）」。（101.4.16-17） 
22.參與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在高雄市樂樂段

永久屋基地舉行永久屋落成典禮暨入厝活動。（101.4.21） 
23.參與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在山美永久屋基

地舉行永久屋落成典禮暨入厝活動。（101.4.28） 
24.至屏東縣長樂、泰武、喜樂部落及高雄市茂林部落執行 101 年

原住民部落活力實施計畫輔導。（101.5.1-6） 
25.至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加 101 年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

畫－地方政府工作協調會議及活力計畫各區營造中心 5 月份工

作會報。（101.5.8） 
26.為執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 年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

（南區營造中心）」5 月 10-11 日辦理第一次部落研習暨經驗交  
流分區觀摩活動。（101.5.10-11） 

27.至屏東縣安波、武潭、喜樂、歸崇、春日、長樂、泰武、高見

樂達來、馬兒、阿禮部落執行 101 年原住民部落活力實施計畫

輔導。（101.5.13-19） 
28.至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加 101 年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

畫－活力計畫各區營造中心 7 月份工作會報。（101.7.3） 
29.與屏東縣政府至屏東縣達來、喜樂部落執行 101 年原住民部落

活力實施計畫輔導。（101.7.16） 
30.與屏東縣政府至屏東縣泰武、武潭、阿禮、安坡、高見、歸崇

部落執行 101 年原住民部落活力實施計畫輔導。（101.7.23-24） 
31.7 月 30 日至高雄市多納、茂林部落，7 月 31 日至屏東縣長樂、

伊屯執行 101 年原住民部落活力實施計畫輔導，並至歸崇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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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食品加工課程。 
(六)參與學術研討會擔任主持人、引言人、講評人 

1.至南投縣全國布農族經貿協會擔任原住民土地資源利用與發展

授課講師。（100.8.10） 
2.至嘉義縣阿里山國中小擔任部落大學授課講師。（100.10.3） 
3.至南投縣暨南大學參加平埔族群研討會並由王進發組長擔任會

議主持人。（100.10.13） 
4.參加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南投仁愛

鄉春陽分場大山地農場辦理「園場操作與經營實習」課程擔任「臺

灣原住民族文化及產業發展」專題演講講師。（101.6.29） 
5.擔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年度原住民青少年文化成長班」

訪視委員 7 月 11 日至嘉義縣阿里鄉樂野村社區發展協會訪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