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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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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及推廣組、產業發展及推廣組。 
2.原住民族事務諮詢委員會→中心主任→教育研究及推廣組、產業發展

及推廣組。 
3.原住民族研究小組→教育研究及推廣組、產業發展及推廣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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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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及推廣組二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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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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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年南投縣原住民族地區原生植物發展計畫（99 年 4-8 月）。 
2.99 年嘉義縣阿里山鄉鄒特色產業重建規劃案（99 年 4-8 月）。 
3.南投縣 99 年度原住民族產業經濟發展執行計畫－創造原鄉產業

生根，原鄉人才培訓促進就業計畫－南投縣 99 年度農產加工人

才培訓計畫（99 年 8-12 月）。 
4.部落論壇座談系列(一)八八風災後原住民部落重建現況及未來

地利用（100 年 5-6 月）。 
(二)教育研究及推廣組 

1.2010 年全國原住民族研究論文發表會計畫（99 年 1-12 月）。 
2.原民會補助 99 年度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各項業務（99 年

4-12 月）。 
3.2011 年全國原住民族研究論文發表會計畫（100 年 1-12 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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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來將向各相關單位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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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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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研究推廣計畫經費 
99 學年度共有 5 個計畫執行，總經費約 2,1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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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0「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一階段石門水庫集水區

原住民保留地保育整體方案計畫」－99 年度專案管理中心期末成

果報告。（2010） 
2.南投縣原住民地區原生植物及重要栽培作物圖鑑。（2010） 
3.南投縣 99 年度原住民族產業經濟發展執行計畫成果報告－創造

原鄉產業生根，原鄉人才培訓促進就業計畫－南投縣 99 年度農

產加工人才培訓計畫。（2010） 
4.2010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入選論文集。（2010） 
5.2010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優選論文集。（2010） 

(三)參與原住民部落評鑑、審查會議 
1.參與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2010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論文發

表會」第一次審查委員小組會議（99.8.12）。 
2.參加原住民產經協會監事聯席會議（99.8.21）。 
3.參與嘉義縣阿里山國中小辦理嘉義縣鄒族 kuba 部落社區大學評

鑑（99.9.17）。 
4.參與桃園縣復興鄉高坡國小與桃園縣政府辦理「桃園縣 99 年度

原住民族部落社會大學評鑑複評」會議（99.9.18）。 
5.參加雲林縣政府辦理「99 年度雲林縣斗六市、虎尾鎮、西螺鎮、

二崙鄉、莿桐鄉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第一次委員會」

（99.9.20）。 
6.參與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2010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論文發

表會」第二次審查委員小組會議。（99.9.29） 
7.參加宜蘭縣政府舉辦「三生產業」會議。（99.10.8） 
8.參加雲林縣政府辦理「99 年度雲林縣斗六市、虎尾鎮、西螺鎮、

二崙鄉、莿桐鄉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第二次委員會」

（9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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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於本校蘭潭校區行政大樓 3 樓原住民中心辦理「99 年度民族教育

資源中心暨資源教室推展民族教育教學活動嘉南高區總檢討會

暨期末成果會議」。（99.11.5） 
10.參加嘉義縣阿里山鄉山美村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復建暨產業

重建第 4 次專案會議。（99.11.5） 
11.參加嘉義縣阿里山鄉山美國小舉辦「嘉義縣阿里山鄉山美村達

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復建暨產業重建第 4 次專案會議」。

（99.11.5） 
12.參加阿里山鄉辦理嘉義縣鄒族 kuba 部落社區大學評鑑。

（99.11.9） 
13.參加 99 年度重點部落審查—司馬限、雙崎。（99.11.25） 
14.參加雲林縣政府舉辦「99 年度雲林縣斗六市、虎尾鎮、西螺鎮、

二崙鄉、莿桐鄉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第 3次委員會」。（99.12.3） 
15.參加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0 年度原住民族部落永續發展計

畫新申請案件公開評選會議」。（99.12.15） 
16.參加政治大學 2010 年『原教界』編輯顧問會議。（99.12.21） 
17.參加「嘉義縣河川污染整治推動小組」99 年第 4 次工作檢討會。

（99.12.22） 
18.參加「99 年度雲林縣斗六市、虎尾鎮、西螺鎮、二崙鄉、莿桐

鄉農地資源空間規劃成果報告」審查會議。（99.12.23） 
19.參加台北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0 年度民族教育課程複審會

議」。（99.12.28） 
20.於本校民雄校區、蘭潭校區辦理 99 學年度原住民學生生活座談

會 2 場次，分別邀請民雄校區、蘭潭及新民校區原住民學生參

加。（100.1.4-5） 
21.參加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嘉義縣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 100 年度

第一次委員會議」。（100.1.6） 
22.參加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0 年度重點部落審查會議」。

（100.1.7） 
23.參加台灣環境有機應用協進會第四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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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100.1.8） 
24.參加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0 年全國原住民族論文發表會」

評鑑會議。（100.1.20） 
25.參加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0 年度培育原住民專門人才獎勵

金核發工作」勞務採購評選會議。（100.1.24） 
26.參加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0 年度培育原住民專門人才獎勵

金核發工作」勞務採購第二次評選會議。（100.2.24） 
27.參加高雄那瑪夏鄉(三民鄉)產業輔導會議。（100.3.3） 
28.參加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0 年全國原住民族論文發表會」

議價會議。（100.3.7） 
29.參與本校蘭潭校區學務處舉辦原住民學生獎助學金會議。

（100.3.8） 
30.參加嘉義縣政府「嘉義縣河川污染整治推動小組」100 年度第 1

次工作檢討會。（100.3.16） 
31.參加原民會文化園區管理局辦理「台灣原住民族數位典藏計畫」

期中審查會議。（100.3.16） 
32.參加嘉義縣政府召開「100 年度嘉義縣原住民族部落大學課程」

審查會議。（100.3.23） 
33.參加嘉義縣原住民族部落大學開學典禮暨校務會議。（100.4.7） 
34.參加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辦理「100 年度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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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案之評選會議。（100.4.7） 
35.參加宜蘭縣政府辦理『泰雅山徑規劃』評選會議。（100.4.8） 
36.參與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管理局召開全國大專院校原

住民族樂舞優勝團隊巡迴展演暨說明會協調會議（第二次）。

（100.5.6） 
37.參加屏東縣政府「劃定屏東縣温泉區管理計畫」委託技術服務

勞務採購案審查會議。（100.5.13） 
38.參加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辦理 100 年度補助高中原住民「學生課

業輔導費、藝能班外聘教師鐘點費」審查會議。（1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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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參加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舉辦 100 年度補助高中原住民「一般教

學設備、藝能班教學設備經費」審查會議。 
40.參加宜蘭縣原住民事務所辦理「99 年度原住民族產業經濟發展

計畫－原鄉經濟作物調查與創新規劃暨觀光行銷輔導」期中報

告審查會議。（100.5.20） 
41.參加台北原住民電視台辦理原民台節目審查座談會議。

（100.5.21） 
42.於蘭潭校區原住民中心辦理「原住民部落論壇座談」系列（一）

會議。（100.5.27） 
43.參加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理「100 年度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

教室設備擴充與更新申請計畫審查會議」。（100.5.31） 
44.參與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理局「99 年度台灣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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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期中審查會議，參與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文化園區管理局「99 年度台灣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聚落古道委

託研究報告建置計畫」第二次期中審查會議。（100.6.20） 
45.參加台東大學舉辦「100 年度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教室支援人員

～支援人員期末成果交流會議」。（100.6.21） 
46.參加嘉義縣政府召開「嘉義縣河川污染整治推動小組」100 年第

2 次工作檢討會。（100.6.28） 
(四)參與學術研討會議 

1.參加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舉辦「原住民與自然資源研討會」

會議（99.9.10）。 
2.參與海峽兩岸台灣民間論壇－後 ECFA 經濟產業發展之遠景（上

海）。（99.9.10） 
3.參與觸口工作站「農委會林務局嘉義林區管理處阿里山鄒族生態

旅遊與自然保育資源共同管理會」會議（99.9.15） 
4.參加屏東瑪家文化園區辦理「部落數位典藏授權模式及數典產業

化策略之可行性」座談會。（99.10.18） 
5.參加「南台平埔族文化學術」研討會。(99.10.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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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參加「原住民、文化財與國際法學術」研討會。（99.10.31） 
7.參加台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舉辦「一年過後：原住

民族災後重建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99.11.12-13） 
8.參加「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99.11.14-15） 
9.參加桃園縣原住民部落大學「99 年度建構原住民知識體系學術

研討會」。（99.11.27-28） 
10.參加「99 年度原住民部落大學第二學期成果展示」活動研討會。

（99.12.18） 
11.參加「桃園縣99年度原住民部落大學校本部啟用儀式暨成果展」

活動研討會。（99.12.19） 
12.參加「原住民族語言發展-理論與實務」研討會。（100.5.12-13） 
13.參與湖北武漢第十屆海峽兩岸菌物學暨第三屆食藥用菌學術研

討會。（100.7.15-21） 
(五)參與部落重點訪視及訪查 

1.參與原住民族委員會重點部落審查（新竹縣、苗栗縣、南投縣、

嘉義縣）暨產業發展計畫（新竹縣、嘉義縣）訪視。(99.9.30) 
2.參與嘉義縣阿里山鄉重點部落審查會議及訪視活動（99.10.1）。 
3.參加高雄縣桃源鄉舉辦 99 年原住民資源教室民族教育活動訪

視—樟山國小、興中國小。（99.10.12） 
4.參加嘉義縣政府舉辦嘉義縣鄒族 Kuba 部落社區大學參訪觀摩活

動實施計畫及訪視。（99.12.16-17） 
(六)參與學術研討會擔任主持人、引言人、講評人 

1.參加長庚技術學院辦理「2010 年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學術研討

會」。（99.10.14-15） 
2.參加台北教育大學舉辦全國原住民重點國中小原住民籍校長－

原住民族教育發展研討會。（99.10.16） 
3.參與本校原住民中心辦理之「2010 年全國原住民族研究論文」

發表會。（99.10.21-22） 
4.擔任南投縣仁愛鄉農會舉辦「99 年度輔導各級農會健全農業推

廣組織計畫—原住民原生植物栽培利用研習」講師。（9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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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洪進雄主任擔任行政院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管理局辦理『原住民傳

統建築建造維修及庭園營造植栽撫育培訓班』原生植物繁殖及育

苗管理授課講師。（100.4.25、28） 
6.參加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於森林運動公園舉辦「100 年度高雄市

那瑪夏區第一屆春之頌系列活動-蜜桃風情季」，擔任水蜜桃評

審。（100.5.7） 
7.擔任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管理局辦理 100 年度「台灣原

住民族歲時祭儀及聚落古道委託研究報告書建置計畫」期中審查

會議委員。（100.5.16） 
8.擔任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管理局舉辦 100 年度「台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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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會議委員。（100.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