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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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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產業發展及

推廣組」與「教育研究及推廣組」，兩個組別各設置組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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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推動原住民族產業發展及教育訓練之相關業務；另設置專案組員

及專案技士各1人，協助校內聯繫及推動與原住民族事務相關之行政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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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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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12 月）。 

2.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畫行政管理（102 年 4-12

月）。 

(二)  教育研究及推廣組 

1.  2012、2013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計畫（101 年 1-12

月、102 年 1-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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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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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1 年度民族教育業務各項工作（101 年 1-12 月） 

5.  2012台灣原住民族暨少數民族學術交流研討會（101年 8至 10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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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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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活動。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研究推廣計畫經費 

 101 學年度共執行 6 個計畫，總經費約新台幣 6,790,000 元；

102 年目前計共執行 3 項計畫，總經費約新台幣 11,270,000 元。 

101-102 年度核定計畫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 

1.  101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實施計畫－南區部落營造

中心（執行期限 101.1.1〜101.12.31） 
3,190,000 

2.  101 年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協調會議-教育部 

(執行期限 101.4.17〜101.9.30) 
450,000 

3.  101 年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協調會議-原民會 

(執行期限 101.4.17〜101.9.30) 
450,000 

4.  101 年度民族教育業務工作 (執行期限 101.1.1〜

101.12.31) 
60,000 

5.  台灣原住民族暨少數民族學術交流研討會 (執行期限

101.8.23〜102.4.30) 
910,000 

6.  2012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執行期限 101.4.1

〜101.12.31) 
1,730,000 

7.  102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實施計畫 －南區部落營造

中心（執行期限 102.1.1〜102.12.31） 
2,850,000 

8.  2013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執行期限 102.4.17

〜102.12.31) 
1,730,000 

9.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畫行政管理 (執行期

限 102.4.19〜103.6.30） 
6,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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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入選論文集(2012) 

2.  2012 全國原住民族研究優選論文集(2012) 

3.  101 年中央與地方原住民族教育事務協調會議成果報告(2012) 

4.  2012台灣原住民族暨少數民族學術交流研討會成論文集(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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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辦理原住民族相關計畫審查會議 

1. 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辦理 2012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

論文發表會第 1 次審查小組會議 (101.8.3，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台北)。 

2. 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辦理 102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

計畫評選作業 (101.12.17〜18，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3. 參加 101 年活力計畫第三、四期計畫成果審查會議 

(102.01.18，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台北)。 

4. 參加「設置原住民族自治區對高雄市之影響評析研究計畫」期

末報告審查會議 (101.09.11，高雄市政府)。 

5. 參加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觀光產業審查會議 

(101.09.14，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台北)。 

6. 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辦理 2012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

論文發表會第 2 次審查小組會議 (101.9.26，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台北)。 

7. 參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數位典藏計畫審查 (102.03.09，屏

東縣瑪家文化園區)。 

8. 參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數位典藏計畫審查 (102.03.22，屏

東縣瑪家文化園區)。 

9. 參加苗栗縣政府「102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春秋季班課程」

併案審查會議 (102.4.11，苗栗縣政府)。 

10. 受託擔任高雄市台糖鳯山園藝休閒廣場「102 年度那瑪夏蜜桃

風情季」水蜜桃品質評鑑競賽評審（102.5.4，高雄市那瑪夏區

公所）。 

11. 參加「自決與永續發展－21 世紀原住民族國政會議」民族經

濟議題第 1 次議題小組討論會議 （102.5.13，台北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 

12. 參加「102 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開班複審會議」及台

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加自決與永續發展－21 世紀原住

民族國政會議法政發展組都市原住民發展會議 (102.5.17，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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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政府原住民行政局)。 

13. 參加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夢計畫」審查會議 

(102.06.07，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台北)。 

14. 參加「100-101 年度地產產業發展基金－樂活原鄉幸福農業〃

有機大聯盟輔導計畫」期末審查會議 （102.6.11，台北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 

15. 參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 年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原

住民教育經費（含原住民藝能班）」審查會議 (102.06.17，教

育部，台北)。 

16. 參加「嘉義縣逐鹿社區產業發展陪伴團隊計畫案」第 1 次進度

檢討會及至台東金峰鄉公所圖書館 2 樓會議室研商「台東縣嘉

蘭基地產業推動交流座談會」 (102.6.18，嘉義縣政府 4 樓民

政處兵科會議室)。 

17. 參加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第 32 次聯繫會報 (102.6.24，台北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四）參與／辦理原住民族相關計畫評鑑會議 

1.部落大學 

(1) 參與台北市政府辦理部落大學評鑑會議 (101.11.02)。 

(2) 參與新竹縣政府辦理部落大學評鑑會議 (101.11.09)。 

(3) 參與嘉義縣阿里山樂野部落大學評鑑會議 (101.11.15)。 

(4) 參與台南市政府部落大學評鑑會議 (101.11.16) 

2.原住民青少年學生文化成長班 

參加 101 年度原住民青少年學生文化成長班總評鑑會議

(101.12.10，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台北)。 

3.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資源教室 

實地訪視輔導高雄六龜國中及建山國小之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暨資源教室(101.11.6)。 

4.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畫行政管理 

(1)參加「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畫行政管理」勞務 

採購案標案投標及開標。(102.3/5-6，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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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台北) 。 

(2)參加「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畫行政管理勞務採 

購案」議價會議。(102.4.19，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台 

北)。 

 5. 2013 年全國原住民族論文發表會 

(1)參加「2012 全國原住民族論文發表會」勞務採購案評鑑會議 

(102.03.28，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台北)。 

       (2)參加「2013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勞務採購案 

議價會議。(102.4.17，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台北)。 

 6. 101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 

(1) 辦理及參與南區活力部落－屏東縣霧台鄉阿禮部落、屏東縣

泰武鄉泰武部落、屏東縣瑪家鄉排灣部落及屏東縣來義鄉喜

樂發發吾部落年度訪視評鑑 (101.10.22〜23)。 

(2) 辦理及參與南區活力部落－屏東縣來義鄉高見部落、屏東縣

春日鄉歸崇部落及屏東縣滿州鄉長樂部落年度訪視評鑑 

(101.10.29 〜30)。 

(3) 辦理及參與南區活力部落－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部落、屏東

縣泰武鄉武潭部落、屏東縣三地門鄉安坡部落年度訪視評鑑 

(101.11.09)。 

(4) 辦理及參與南區活力部落－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部落及多納

部落年度訪視評鑑 (101.11.12)。 

(5) 辦理及參與南區活力部落－屏東縣三地門鄉達來部落及馬

兒部落年度訪視評鑑 (101.11.13)。 

 (五) 參與／辦理原住民族相關學術研討會議 

1. 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辦理「2012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

論發表會」 (101.10.18〜19，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2. 參加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辦理「原住民族主權與民主發展學

術研討會」 (101.11.17，台灣大學)。 

3. 參與「台灣生質柴油、生質酒精，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現況理論

與實務研討會」 (101.12.21，中華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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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辦理「2012 台灣原住民族暨大陸

少數民族學術交流研討會」(101.12.26〜28，屏東文化園區) 

5. 參加台中市政府主辦「全球化下的中台區域發展研討會」，並以

「從中臺灣看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為題，進行文章發

表 (2012.7.27，逢甲大學，台中)。 

6. 參與「第四屆黔台兩地少數民族經貿文化交流研討會」，並以題

目「原住民部落生態旅遊－以崙埤部落為例」進行專題演講 

(2012.12.4，圓山大飯店會議廳，台北)。 

7. 參加本校學務處生輔組原住民族獎助學金會議 (102.4.1，本校

蘭潭校區)。 

8. 辦理及參與「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計畫」專案管理第 1

次聯繫會報 (102.6.5，嘉義大學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2 樓第 1 會

議室)。 

9. 參加「莫拉克災後重建耀動計畫－原住民永久屋基地產業發展

計畫進度執行控管」會議 (102.6.6，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高雄市)。 

（六）辦理南區(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活力部落定期輔導訪視 

(101.8.1〜102.7.31) 

     1.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9 次 (101/8/20、9/26、9/30、11/5、102/1/10、

3/22、4/29、5/27、6/14)，協助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及

推動 102 年度活力計畫之執行。 

     2.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10 次 (101/8/13、8/21、9/7、9/16、10/9、

11/6、11/7、11/8、11/11、12/4) ，協助部落推動 101 年度活力

計畫及 102 年度活力計畫之提案。 

     3.高雄市茂林區多納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14 次 (101/8/13、9/7、10/9、11/2、11/8、11/11、

102/1/16、1/30、3/4、3/19、4/26、5/16、6/17、7/16)，協助部

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及推動 102 年度活力計畫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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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雄市桃源區樂樂部落(樂樂段永久屋基地)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8 次 (101/12/16、102/1/26、3/7、4/26、5/29、

6/2、6/26、7/16)，協助部落回復 102 年度活力計畫之提案資格

及推動 102 年度活力計畫之執行。 

     5.高雄市杉林區大愛園區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7 次 (102/1/16、1/26、3/8、4/26、5/29、6/26、

7/18)，協助部落 102 年度活力計畫提案及推動 102 年度活力計

畫之執行。 

     6.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8 次 (102/1/22、3/20、4/18、5/24、6/11、6/24、

7/15、7/23)，協助部落 102 年度活力計畫提案及推動 102 年度

活力計畫之執行。 

     7.屏東縣三地門鄉安坡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13 次 (101/8/27、9/27、10/31、11/30、12/13、

102/1/22、3/20、4/18、5/16、5/24、6/24、7/5、7/23)，協助部

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及推動 102 年度活力計畫之執行。 

8.屏東縣三地門鄉馬兒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6 次 (101/8/13、8/27、9/27、10/31、11/12、

11/30)，協助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及 102 年度活力計畫

之提案。 

     9.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9 次 (102/1/15、3/19、4/6、4/17、4/18、5/21、

6/24、7/20、7/23)，協助部落 102 年度活力計畫提案及推動 102

年度活力計畫之執行。 

     10.屏東縣三地門鄉達來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5 次 (101/8/30、9/27、10/12、11/12、12/13)，

協助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及 102 年度活力計畫之提案。 

     11.屏東縣霧台鄉阿禮部落(長治百合永久屋基地)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8 次 (101/8/10、8/28、8/30、9/14、10/11、

10/16、10/21、12/10)，協助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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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屏東縣霧台鄉吉露部落(長治百合永久屋基地)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10 次 (102/1/15、1/28、3/1、3/29、4/17、

5/9、5/21、6/4、7/18、7/26)，協助部落提案 102 年度活力計

畫及推動 102 年度活力計畫之執行。 

     13.屏東縣瑪家鄉排灣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16 次 (101/8/30、9/21、10/21、10/22、10/31、

12/13、102/1/15、1/24、3/15、4/17、5/9、5/21、6/4、6/20、

6/25、7/20)，協助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及推動 102 年度

活力計畫之執行。 

     14.屏東縣泰武鄉泰武部落(吾拉魯滋永久屋基地)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7 次 (101/8/10、8/25、9/14、9/29、10/20、

10/21、12/13)，協助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 

     15.屏東縣泰武鄉武潭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10 次 (101/8/10、9/14、10/31、12/6、

102/3/15、4/17、5/9、5/21、6/19、7/24)，協助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及推動 102 年度活力計畫之執行。 

     16.屏東縣來義鄉喜樂發發吾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6 次 (101/8/30、9/21、9/28、9/30、10/21、

12/13)，協助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及 102 年度活力計畫

之提案。 

     17.屏東縣來義鄉高見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6 次 (101/8/15、8/17、9/13、9/25、10/3、

10/13)，協助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 

     18.屏東縣春日鄉歸崇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8 次 (101/8/4、8/17、8/18、8/28、9/25、

10/3、10/4、12/13)，協助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及 102

年度活力計畫之提案。 

     19.屏東縣獅子鄉伊屯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9 次 (101/8/11、8/29、9/28、102/1/23、3/26、

4/16、5/22、6/27、7/24)，協助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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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102 年度活力計畫之執行。 

     20.屏東縣滿州鄉長樂部落 

共計實地訪視輔導 16 次 (101/8/18、8/29、9/28、10/4、10/10、

10/17、10/25、11/23、102/1/14、1/23、3/26、4/16、5/22、6/27、

7/9、7/24)，協助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及推動 102 年度

活力計畫之執行。 

（七）101-102年輔導南區(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活力部落成果 

1. 101 年度(101.1.1-101.12.31) 

(1)  共計輔導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 15 個活力部落，年度評

鑑為優等(90 分以上)者有 1 個、甲等(80〜89 分)者有 13 個、

乙等(70〜79 分)者有 1 個。 

(2)  參加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舉辦「101 年度原住民族活力部

落運動暨成果展」（101.12.8〜12.9，台中市光復國小）。 

(3)  辦理完成兩場次經驗交流及分區觀摩活動 

A.第一場次(101.5.10〜5.11)：嘉義大學蘭潭校區部落研

習、參訪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部落(鄒築園咖啡、YuYuPas

鄒族文化部落、瑪納有機文化園區)、茶山部落；參與人

數 34 人。 

B.第二場次(101.9.18〜9.19)：參訪南投縣仁愛鄉眉溪部

落、綠生農場、南投縣埔里鎮桃米社區、南投縣信義鄉

望鄉部落；參與人數 34 人。 

(4)  完成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部落及屏東縣春日鄉歸崇部落之紀

錄片拍攝。 

(5)  協助南區地方政府及 15 個部落完成 101 年度活力計畫驗收

與結案。 

(6)  協助南區 17 個部落完成 102 年度部落活力計畫之提案。 

2. 102 年度(102.1.1〜7.31) 

(1)  協助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共計 12 個活力部落完成 102

年度部落活力計畫細部計畫撰寫、修正及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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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專管中心辦理完成 102 年度

部落活力計畫全國說明會(102.2.4，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

心)。 

(3)  協助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專管中心辦理完成一場次、兩

階段「部落營造人才儲備培訓工作坊」(102.4.12〜4.13、4/29

〜4/30，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4)  辦理完成兩場次分區經驗交流活動 

A.第一場次(102.5.13)：參訪屏東縣春日鄉歸崇部落。 

B.第二場次(102.7.30)：參訪屏東縣泰武鄉平和部落、高雄市

茂林區茂林部落。 

(5)  辦理完成兩季、六場次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等縣市政府

與部落工作協調會。 

（八）「莫拉克颱風災重建區產業重建計畫行政管理中心」實地訪視輔

導 (102.5.21〜7.31) 

      共計實地訪視台東縣嘉蘭永久屋基地 4 次（102/5/21、7/01、7/10

〜11、7/15〜16）、屏東縣吾拉魯滋永久屋基地 3 次（102/5/21、

5/24、6/19、）、長治百合永久屋基地 4 次（102/5/22、5/24、5/28、

6/19）、屏東縣新來義永久屋基地 2 次（102/5/28、7/19）、高雄

市大愛園區永久屋基地 2 次（102/5/29、6/26）、嘉義縣轆子腳永

久屋基地逐鹿社區 2 次（102/5/28、6/25）、屏東縣禮納里永久屋

基地 2 次（102/5/30、7/19）。 

（九）參與學術研討會擔任主持人、引言人、講評人 

1. 參與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辦理「原住民族主權與民主發展」

研討會並擔任評論人 (101.11.17，台灣大學，台北)。 

2. 參與「2012 台灣原住民族暨大陸少數民族學術交流研討會」並

擔任與談人 (101.12.26〜28，屏東縣瑪家文化園區)。 

（十）協助原住民國、高中學生課後輔導 

1. 仁義中學討論 102 年「原住民族樂舞祭儀藝術人才培育補助計

畫」案。（102.4.13，嘉義市仁義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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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嘉義市仁義高級中學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原住民學生課後

輔導，課輔期程 102 年 4 月 29 日至 6 月 13 日，每週星期一、

四。課輔時間下午 18:40~20:30。參與課輔的學生為民雄校區

的學生，必須由原住民中心人員協助載學生至仁義高中參與課

輔。 

3. 參加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原住民工讀助學金課後輔導事宜

(102.4.23，嘉義市仁義高級中學)。 

（十一）辦理本校「原住民學生校園生活輔導座談」 

1. 召開本校蘭潭校區「原住民學生校園生活輔導座談」會議 。

(102.4.24，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3 樓原住民中心研習教室) 

2. 召開本校民雄校區「原住民學生校園生活輔導座談」會議 。

(102.4.25，民雄校區音樂系館合唱教室 K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