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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2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372 號

案由：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17 人，鑑於政府目前所修訂協助原住民族
經濟發展的法規，僅侷限於個人或私人企業為主要對象，對
於原住民族基本法所定義之部落，未能給予在經濟發展上的
補助或協助。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
規範共同生活結合，一般法令單純以社區的概念看待部落，
忽略原住民族部落經濟及傳統文化的特殊性，為協助部落發
展經濟及傳統文化，爰擬具「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條例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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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條例草案總說明
部落為原住民主權、社會、語言、文化的基本單位。十七世紀，國家力量尚未造成台灣重大
改變前，荷蘭的文獻已載錄 160 於個部落，位於山區與東部的部落，歷經鄭成功、滿清、日本的統
治，部落多數存續迄今，並擴增至 8 百多個。從日本統治到中華民國統治，因統治政府為了方便管
理，強制或引誘許多山地部落遷離原居地。原住民在迫於無奈的情況下，離開自己生存的傳統領域
，進入漢人居住的處所，漸漸融入其生活，進而被同化。
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重申，各國政府必須關注原住民族在歷史上因殖民統治和自己土地、
領土和資源被剝奪的歷史事實，因原住民族受到不平的對待，致使他們無法依照自己的需要和利益
行使發展權，為改善其生存及發展權利，各國政府必需尊重和增進原住民族因其政治、經濟和社會
結構及其文化、精神傳統、歷史和思想體系而擁有的固有權利，特別是他們對其土地、領土和資源
的權利。
我國已於民國 94 年 2 月 5 日公布實施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明定部落的定義
，部落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
政府有義務協助原住民利用自然與文化資源發展原住民經濟，並保存傳遞原住民文化，改善
部落生活品質，設法提高部落經濟收入。
目前政府針對有關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所制定的法規，主要是以獎助、補助個人或私人企業為
主，舉例來說：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收支、管理、貸款、信用保證、住宅建構、租屋補助……
等。針對輔導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的法令尚未制定完成，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四條規定，政府
應依原住民族意願及環境資源特性，策訂原住民族經濟政策，並輔導自然資源之保育及利用，發展
其經濟產業。
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定，以及協助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爰擬具「原住民部落經濟發
展條例」草案，共計十八條，其要點如下：
一、部落是台灣原住民社會、文化、自然主權的基本單位，原住民經濟發展應有部落整體思考。
二、原住民在傳統領域的固有文化與自然資源是原住民經濟發展的主要資產，應善加應用。
三、文化資產與自然資源調查是原住民經濟發展的優先工作項目，應儘速進行相關工作，以防止原
住民部落重要資源流失。
四、部落文化重建可厚植傳統文化底蘊，有助於原住民發展其部落之傳統文化與經濟特色，部落相
關的資產，應納入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的基礎工作項目。
五、為使原住民部落經濟能永續傳承發展，應培養部落企業經理人才。
六、為了促進原住民部落企業穩健成長與發展，政府需有部落企業營運之協助與輔導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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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條例草案
條

文
第一章

第一條

總

則

說

明

章名

為落實協助原住民部落以其特有的傳

本法立法目的。

統文化、自然資源發展經濟產業，促進原住
民部落經濟繁榮，以利原住民生存發展，特
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原住

第一項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民族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主管全國性之原住民族事務，本法係規範原住

（市）為縣（市）政府。

民部落經濟發展，爰由該會為中央主管機關。

前項主管機關，於原住民族自治區成立
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在原住民族自治區
為原住民族自治區政府。
第三條

一、第一款原住民族土地定義，係參照原住民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五款之定義。

一、原住民族：係指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
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阿美族、泰雅族、

二、第二款原住民部落定義，係參照原住民族
基本法。

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
、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
魯閣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及其
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
二、原住民：係指原住民族之個人。
三、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住民傳統居住，
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經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
四、原住民族土地：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
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五、原住民部落：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
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
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核定者。
六、部落企業：係指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核定之部落所經營之集體共有之企業。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積極扶助原住民部落成立
法人團體，並得設立企業組織，推動部落經

明定政府須協助原住民部落取得法人地位，並
寬列預算輔導部落發展屬於自己特色的產業。

濟產業發展。
政府應寬列預算，提供部落進行人才培
訓，並輔導部落進行相關經營管理。
第一項部落企業之設立與運作及其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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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條

為有效推動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工作

一、為有效推動並落實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

，提高於外地工作的原住民重返部落生活意
願，協助發揚部落傳統文化，行政院應成立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規劃小組，針對部落
經濟發展事務，研擬相關對策。

「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規劃小組」由行政院
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為

二、考量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牽涉各部門，由
行政院設置規劃小組，專責原住民部落經

副召集人，並邀集地方政府、學者專家、部
落領袖等人員共同組成，其設置要點由行政

濟發展事務。

院定之。
前項政策及規劃小組住要任務如下：
一、擬訂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之政策方針。
二、負責協調、審議、監督及指導原住民部
落經濟發展。
第六條

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應依下列原則

明定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的方向。

辦理：
一、以現有部落整體經濟發展為主，部落企
業發展為輔。
二、實施結合部落生產、部落傳統文化、自
然生態等，進行整體規劃。
三、創造原住民返回部落生活及創業誘因，
打造兼具現代經濟模式及傳統特質之部落
。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原住民部落經濟

以基金支應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之需。

永續發展，增進居民福利，傳承發揚部落文
化，促進部落永續發展等相關事項，應寬列
預算支應之，並設置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基
金新台幣三百億元，並於本條例施行後十年
內分年編列預算。
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前項分年編列預算之撥入。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
入。
三、人民或團體之捐助。
四、基金孳息。
五、其他收入。
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基金之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為善用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之優勢及

推動原住民部落經濟產業發展時，經常遭遇多

特色，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助於改善原住
民部落經濟發展或指定為重點發展項目，中

項困境，以法明定行政院所需推動事項，以利
未來原住民部落的經濟產業發展。

央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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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低利融資。
二、提供信用保證。
三、培育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專業人才。
四、協助發展具部落特色之產業。
五、訂定協助部落企業經營管理方案。
六、開辦專門之職業訓練。
七、改善部落基礎建設。
八、推廣部落傳統文化。
九、其他有關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之事務。
第九條

原住民部落內團體應依據部落居民需

求，以部落經濟發展為計畫範圍，經部落會
議討論後擬訂部落經濟發展計畫，並依法推

明定原住民部落必須先行進行之工作，以及未
來部落發展所需思考進行的範圍與方向。

出代表，將該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計畫，應包括
部落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產業活
化、文化保存與活用、生態保育、土地分區
規劃及未來部落經濟發展構想、後續管理維
護及財務計畫，並得提出具發展特色之推動
項目。
第十條

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區內土地使用，

為協助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經中央主管核定

應配合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區計畫內容實施
管理。

之區域，中央政府應協助土地方面之取得，以
利發展進程。

前項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區範圍內之土
地容許使用項目、認定基準、土地使用強度
、建築風貌、管理監督方式、審核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部落居民擬定。
第十一條

為管理已核定之原住民部落經濟發

明定部落會議之權責。

展之計劃、部落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
部落得召開部落會議訂定相關規範。
前項所訂定之規範，應報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
第十二條 部落規範經備查後，違反部落公約
者，部落會議組織代表應先予勸導，其涉及

明定違反公約之處置方式。

相關法規規定者，並得請求有關機關依各該
法規規定處置。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原住民部落經濟發
展，應建立督導制度；並得對發展績效顯著

為獎勵有功於部落經濟發展者，得由中央主管
機關對有功人員進行獎勵。

之部落及其代表人，予以獎勵。
第十四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據各原住民部落

經濟發展優勢、自然景觀資源、人文特色及

為促進部落觀光發展，各級主管機關應主動推
廣部落觀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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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與文化資產，推動部落旅遊。
第十五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加強原住民部落經

部落人力與人才已外移嚴重，為加強現居於部

濟發展之規劃、建設、領導、永續經營等人
力培育及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之宣導。

落或回鄉生活之部落人員的競爭力，各級主管
機關應主動培育部落人才。

各級主管機關應對部落特性及需求，分
階段開設基礎培訓課程，並加強原住民部落
專業人力。
部落在地組織及團體依第十條擬訂原住
民部落經濟發展計畫前，應先接受基礎培訓
。
第十六條 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區域內，辦理
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計劃地區，其土地使用

重申《原住民族基本法》優先於其他法令。

管制，依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其相關法令辦理
。
第十七條
之。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細則。

第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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