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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原住民的世界

• 原住民的迷惘

• 原住民的自覺

• 原住民族的主體性



二、原住民族的歷史
• 李維史托

• 從神話到傳說

• 從口傳到書寫

語言 神話 歌謠







原住民族族群人口分佈

阿美族 193,159人

排灣族 92,874人

泰雅族 83,154人

布農族 54,013人

太魯閣族 28,119人

卑南族 12,729人

魯凱族 12,409人

賽德克族 8,028人

鄒族 6,952人

賽夏族 6,163人

雅美(達悟)
族

4,292人

噶瑪蘭族 1,296人

邵族 723人

撒奇萊雅族 659人

未登記 19,489人

總人口數 524,059人

原住民族
地區人口數

293,090人
55.93%

都市人口數 230,969人
44.07%

男性 256,523人
佔48.95%

女性 267,536人
佔51.05%

資料統計截止時間：101年7月



(一) 縣市人口分布

花蓮縣 91,022人

台東縣 79,541人

桃園縣 62,014人

屏東縣 57,292人

新北市 51,367人

高雄市 30,853人

台中市 29,338人

南投縣 28,386人

新竹縣 20,126人

宜蘭縣 15,776人

台北市 14,591人

苗栗縣 10,769人

基隆市 8,775人

台南市 6,307人

嘉義縣 5,592人

彰化縣 5,066人

新竹市 3,264人

雲林縣 1,962人

嘉義市 911人

金門縣 608人

澎湖縣 358人

連江縣 141人

(二) 都市地區人口分布前十名鄉鎮市區

桃園縣中壢市 7,267人

桃園縣大溪鎮 7,105人

桃園縣八德市 6,314人

桃園縣桃園市 6,242人

桃園縣龜山鄉 6,218人

新北市樹林區 6,201人

桃園縣平鎮市 5,597人

新北市新莊區 4,957人

屏東縣屏東市 4,439人

新竹縣竹東鎮 4,425人

(三) 原住民族地區人口分布前十名鄉
鎮市區

台東縣台東市 20,942人

花蓮縣吉安鄉 14,493人

花蓮縣秀林鄉 13,335人

南投縣仁愛鄉 12,317人

花蓮縣花蓮市 11,608人

南投縣信義鄉 9,474人

台東縣成功鎮 8,040人

花蓮縣玉里鎮 7,897人

新竹縣尖石鄉 7,668人

桃園縣復興鄉 7,5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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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住民族的文化

• 十八世紀御史黃叔璥

• 「飲酒不醉，酒酣則起而歌而舞。

舞無錦繡披體....跳躍盤旋，如兒戲狀；

歌無常曲，就見在景作曼聲，一人歌，

群拍手而和。」（黃叔璥1722）

「每年以桼熟時為節，先期定日，

令麻達（未婚青年）於高處傳呼，約期會飲；

男女著新衣，連手踏地，歌呼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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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粟時，則通社歡飲歌唱，曰做田；

• 攜手環跳，進退低昂，惟意所適。」

• 「每秋成，會同社之眾，名曰做年。

男、婦盡選服飾鮮華者，於廣場演賽。

衣番飾，冠插鳥羽。

男子二、三人居前，其後婦女；

連臂踏歌，踴躍跳浪，

聲韻抑揚，鳴金為節。」

• （黃叔璥1722  番俗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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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住民族就業現況

• 1、108年9月原住民失業率降低至4.06%

• 2、每人每月主要工作平均收入上升至3萬28元整



(一)改善原住民族居住環境及提升長者友善空間

• 1、改善都市原住民族居住空間

補助新北市三鶯及溪洲、桃園市撒烏瓦知及崁津、新竹

市那魯灣、臺中市花東及自強新村等都市原住民群居部

落公共設施，逐步解決30多年來違建聚落問題。

• 2、改善文化健康站內部空間

補助文化健康站建築物結構安全鑑定、建築物友善空間

整建以及購置設施設備等，截至108年12月，核定補助

299處，週邊公共設施80處。



• 3、推動「部落之心示範點建置補助計畫」

高雄市、臺東縣、屏東縣及宜蘭縣4處示範點，

整合長者照護、學童課後照顧、幼兒族語托育、

數位運用機會等，為部落綜合服務中心。

• 4、執行原住民族部落免費戶外無線寬頻上網

完成373個部落的WiFi建置



五、原住民族的政策

• (一)營造族語環境，推動族語傳習

1、落實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提昇預算，積極辦理6大政策措施

2、推動公文及標示雙語化

3、設立原住民族廣播電臺、廣設語言推廣人員

4、推動瀕危語言「師徒制」族語教學，專職聘任族語老師

5、成立16族語言推動組織、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

基金會

6、2020世界母語日-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會議



(二)建立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教育體系





• （三）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



• 1、振興民族文化

(1)籌設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

106年擇定高雄市澄清湖14公頃基地，108年獲行政院核

定可行性評估報告，預估經費34.68億元。預計今(109)

年核定中長程計畫並完成綜合規劃，110年啟動籌備建

館，於116年開館營運。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永久會址興建計畫業

經行政院108年11月29日核定，預計於112年於桃園完成

興建。

108年原住民族電視台榮獲第54屆金鐘獎兒童少年節目

主持人獎等10項獎項；原住民族廣播電台入圍第54屆廣

播金鐘兒童節目主持人獎等4項獎項。



• (3)推動原住民族文化傳承

• 與文化部、農委會共同處理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補助6個原
住民族部落12個平埔聚落，進行培力與輔導，透過部落營造
建立永續發展之基礎；108年補助辦理原住民歲時祭儀共計
333件，補助平埔族群共計20件，補助金額206萬8,571元；
與文化部共同充實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參與建構臺灣原生
文化，以作為在地知識。

• 本會自99年起業辦理10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徵稿類
別為作小說、散文、新詩及報導文學，每屆出版1本原住民
族文學得獎作品集，業出版10本。自104年起建置「臺灣原
住民族電子書城」，該書城刊物共計591本，涵蓋教育、文
化、語言、期刊及調查研究5類，可供民眾線上閱覽。



（四）推動原住民族部落旅遊

1、爭取辦理2022年世界原住民族旅遊高峰會

108年4月成功爭取「2022年世界原住民族旅遊高峰會」主辦權；

並於108年12月19日與世界原住民旅遊聯盟主席與領袖委員簽

署2022年「世界原住民族旅遊高峰會」合作備忘錄。

2、擴大秋冬國民旅遊獎勵計畫

截至108年12月業已公告部落旅遊遊程，共計79條路線；公告全

臺認證店家，共計163家，108年8月至109年2月底店家產值約計

8,271萬元，並首次與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合作，共同推動台灣

Pay行動支付。



（五）推動原住民族影視音樂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1、原住民族影視音樂文化創意產業，108年補助1件原住

民族電影片劇本開發、7部原住民族紀錄片、4個原住

民族電視節目製作(含新增相關單元)、17張原住民族

音樂專輯，4件音樂作品創意行銷，補助總經費3,460

萬8,000元，歷年多案皆獲相關獎項肯定。

2、創造原住民族音樂人展演平台，107年首創

「TaiwanPASIWALIFestival（原住民族國際音樂節）」

品牌，108年第2屆活動吸引超過5萬人次參與，創造

6,000萬元經濟效益。



六、原住民同學職涯規劃與省思

• 職涯規畫的省思與建議:

1.對原住民族歷史與文化的認識

2.對原住民委員會當前政策的了解

3.對原住民族就業現況及人力需求的掌握

努力充實 策勵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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