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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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4月18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896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麗蟬、孔文吉、陳雪生、呂玉玲等 23 人，鑑於「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實
施以來，僅因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而修改部分條文。惟，目
前未聘足額原住民之廠商數逐年提高。是故，為維護原住民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保障工作之權益。爰修改「原
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實施以來，已
逾十餘年未依實際需求調整。現行「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四條、第五條以及第十四
條規定，原住民族及非原住民族地區並未充分規範公部門進用原住民之責任，而是用「雇
用」等詞彙，讓原族民族群在本條例中減少受雇之穩定性。
二、惟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經統計，未依法足額進用原住民廠商清冊上顯示 101 年有 578 家 102
年有 570 家、103 年有 608 家、104 年有 570 家。尤其，近年來許多廠商朝向消極的態度不
招聘原住民，衍生出花錢了事的心態產生，造成社會輿論討論，突顯出本條例已不合時宜
，以及無法合理因應實際需求情況發生之處。
三、是故，乃修正本條例第二十四條將原本僅以每月基本工資上調至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國
人每月平均薪資以符實際需求，保障原住民族就業機會及增加原住民族投入產業之豐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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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二條

本法之保障對象為具

有原住民身分者。
本法所稱原住民族地區

現

行

條

文

第二條

本法之保障對象為具

有原住民身分者。

說

明

明定原住民族地區之定義，增
訂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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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地區。
第二章

進用保障

第二章

比例進用原則

本章為規範原住民工作權保障
之實質內容，故章名配合修正
。

第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

第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

一、為充分規範公部門進用原

學校、公法人及公營事業機
構，除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及

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除位
於澎湖、金門、連江縣外，

住民之責任，現行條文第一
項宜將公法人納入主體規範

澎湖、金門、連江縣外，其
員工總人數每滿八十人，應

其僱用下列人員之總額，每
滿一百人應有原住民一人：

，以求完備。
二、為使明確規範本條適用對

進用或僱用原住民一人。
第一項各款人員，經各

一、約僱人員。
二、駐衛警察。

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
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列為出

三、技工、駕駛、工友、清
潔工。

之規定。
三、考量政府公部門應肩負更

缺不補者，各該人員不予列
入前項總額計算之。

四、收費管理員。
五、其他不頇具公務人員任

多進用原住民之責任，以保
障原住民工作權，而現行條

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
務。

文第一項僅就五種類別人員
明定其應進用原住民人數，

前項各款人員之總額，
每滿五十人未滿一百人之各

進用範圍有所不足，況原住
民所能擔負之職務，當不以

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構，應有原住民一

該五種類別為限；另盱衡政
府各部門施政，均需瞭解原

人。
第一項各款人員，經各

住民之需求，運用原住民員
工作為溝通協調原住民業務

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構列為出缺不補者

之窗口，落實協調各部門之
原住民業務，爰參照身心障

，各該人員不予列入前項總
額計算之。

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八條
規定修正第一項規定，不以

象，爰增訂第一項「除位於
『原住民族地區』……外」

五種類別人員為限，而依員
工總人數之一定比例，保障
進用原住民；以目前非原住
民族地區原住民族人口數為
25 萬餘人，佔全國非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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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區人口數（2,257 萬
餘人）約 1.14%，爰訂定員
工總人數每滿八十人，應進
用原住民一人。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配合第
一項修正，爰予刪除。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配
合第一項五種類別人員之刪
除，爰予刪除。
第五條

原住民族地區各級政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

一、第一項配合原住民族基本

府機關、公立學校、公法人
及公營事業機構，其進用或

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
業機構，其僱用下列人員之

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將「
原住民地區」修正為「原住

僱用原住民人數之比率，不
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

總額，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
原住民：

民族地區」。
二、為配合第四條第一項修正

十。

一、約僱人員。
二、駐衛警察。

意旨，避免現行條文第五條
第一項及第三項區分五種類

總人數計算方式，以其每月
一日參加勞工保險、公教人

三、技工、駕駛、工友、清
潔工。

別人員及公務人員進用比例
，衍生歧視之意，爰合併修

員保險人數為準。經核定為
出缺不補、員額凍結及留職

四、收費管理員。
五、其他不頇具公務人員任

正為第一項規定員工總人數
訂定一定比率進用原住民；

停薪者，不計入員工總人數
。

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
務。

目前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人
口佔該區人口比率約近 40%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
機關、公立學校、公法人及

前項各款人員，經各級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

，故訂定進用比率原則為百
分之三十。

公營事業機構，進用頇具公
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進用

事業機構列為出缺不補者，
各該人員不予列入前項總額

三、有關公部門員工總人數計
算方式，應予明定，以利執

原住民人數應不得低於現有
員額之百分之六，並應於本

計算之。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

行。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四、配合第四條修正意旨，移

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但現
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

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
機構，進用頇具公務人員任

列第四項至該條第二項規定
之。

住民公務人員出缺後，再行
進用。

用資格者，其進用原住民人
數應不得低於現有員額之百

五、刪除原第五條最後一項定
義移至第二條第二項。

第一項及前條應進用原
住民人數，頇於本法施行後

分之二，並應於本法施行後
三年內完成。但現有員額未

三年內完成。但現有員額未
達比例者，俟員工出缺後，

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公務
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再行進用。

本法所稱原住民地區，
指原住民族傳統居住，具有

本條及前條所稱之員工

第五條

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
色，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地區。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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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第四和第五條修正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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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辦理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
；各級主管機關應建立原住

期辦理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
；各級主管機關應建立原住

，為充分規範公部門進用原住
民之責任，現行條文將公法人

民人力資料庫及失業通報系
統，以利推介原住民就業或

民人力資料庫及失業通報系
統，以利推介原住民就業或

納入主體規範，以求完備。

參加職業訓練。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參加職業訓練。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公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
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進用

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依第四條
及第五條規定僱用原住民時

或僱用原住民時，得函請各
級主管機關推介。

，得函請各級主管機關推介
。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三年後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三年後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現行條文因換算後對於許多因
本條第一項及第十二條第三項

及公營事業機構僱用原住民
之人數，未達第四條及第五

及公營事業機構僱用原住民
之人數，未達第四條及第五

頇繳代金之單位，經原住民族
委員會統未依法足額進用原住

條所定比例者，應每月繳納
代金。但經依第十四條第二

條所定比例者，應每月繳納
代金。但經依第十四條第二

民廠商清冊上顯示 101 年有
578 家 102 年有 570 家、103

項規定函請各級主管機關推
介者，於主管機關未推介進

項規定函請各級主管機關推
介者，於主管機關未推介進

年有 608 家、104 年有 570 家
。並且名單中有許多重複的廠

用人員前，免繳代金。
前項及第十二條第三項

用人員前，免繳代金。
前項及第十二條第三項

商名稱，為避免廠商用代金而
逃避進用原住民之情形，故提

之代金，依差額人數乘以行
政院主計總處提供之國人每

之代金，依差額人數乘以每
月基本工資計算。

升本條例代金計算公式金額。

月平均薪資計算。
依本法應繳納之代金，

依本法應繳納之代金，
經通知限期繳納而仍不繳納

經通知限期繳納而仍不繳納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公營事業機構及依政府

校、公營事業機構及依政府
採購法之得標廠商僱用原住

採購法之得標廠商僱用原住
民人數，超出規定比例者，

民人數，超出規定比例者，
應予獎勵；其獎勵辦法，由

應予獎勵；其獎勵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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