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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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2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210 號

案由：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22 人，根據內政部戶政司年度縣市及全國
統 計 資 料 截 至 本 （ 109） 年 2 月 底 止 ， 原 住 民 人 口 總 數 為
572,224 人，占全台總人口數 23,603,121 人中，所占比例為
2.4%。且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於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一日
公布施行以來，近二十年來卻依實際國內原住民族社經情況
或勞動人力需求進行滾動式調整。爰為落實保障原住民族之
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及保障原鄉或都會區原住
民之工作權益等目的，爰擬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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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孔文吉
連署人：鄭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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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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
學校及依國營事業法第三條
所認定之國營事業，除位於
澎湖、金門、連江縣外，其
員工總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
，進用原住民人數，不得低
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
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

第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
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除位
於澎湖、金門、連江縣外，
其僱用下列人員之總額，每
滿一百人應有原住民一人：
一、約僱人員。
二、駐衛警察。
三、技工、駕駛、工友、清

一、根據內政部戶政司年度縣
市及全國統計資料截至本（
109）年 2 月底止，原住民
人口總數為 572,224 人，占
全台總人口數 23,603,121 人
中，所占比例為 2.4%。且
考量公部門須較民間私部門
肩負更多進用原住民之責任

事業機構，其員工總人數在
一百人以上者，進用原住民
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
百分之一。
全國軍人、警察、消防
及海岸巡防機關依第一項及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進用之原
住民，得合併計算、總額控

潔工。
四、收費管理員。
五、其他不須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
務。
前項各款人員之總額，
每滿五十人未滿一百人之各
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

現行條文是就原住民族地區
以外，僅就五種類別人員定
明其應進用原住民人數，有
所不足，況原住民所能擔負
之職務或工作類型，當不以
該五種類別為限。爰參考身
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十八條
規定修正第一項規定，且不

管。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
條第一項各級政府機關、公
、私立學校、團體、依國營
事業法第三條所認定之國營
事業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
人數及進用原住民人數之計
算方式，以其每月一日參加
勞保、公保及軍保人數為準
。經核定為出缺不補、員額
凍結及留職停薪者，不計入
員工總人數。
前四項規定，自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二年施行。

營事業機構，應有原住民一
人。
第一項各款人員，經各
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構列為出缺不補者
，各該人員不予列入前項總
額計算之。

以五種類別人員為限，而係
依員工總人數之一定比例，
保障進用原住民。
二、修正第二項，係為長期穩
定保障原住民之工作權，爰
參照參照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及規範私部門進用原住民族
比例。
三、全國警察、消防機關屬人
是一條鞭體系，分別係由內
政警政署、內政部消防署統
一辦理員警調動、陞遷，另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人事調動
、陞遷，由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統籌辦理，爰併同修正第
三項規定。
四、增訂第四項，有關各級政
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團
體及公、民營事業機構員工
總人數及進用原住民人數之
計算方式，宜予明訂，以利
執行。爰參照身心障礙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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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
五、增訂第五項，係為給予公
、私部門依本法修正後規定
，進用原住民之緩衝期。
第五條 原住民族地區各級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及依國營
事業法第三條所認定之國營

第五條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
業機構，其僱用下列人員之

一、第一項配合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將「
原住民族地區」。另為一貫

事業，其進用原住民人數之
比率，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
百分之三十。但下列情形，
依各款規定辦理：

總額，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
原住民：
一、約僱人員。
二、駐衛警察。

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之修
法意旨，避免現行條文第一
項及第三項區分五種類別人
員及公務人員進用原住民之

一、各級政府機關管轄地區
、學校招生學區跨縣（市
）或鄉（鎮、市）且原住
民帄均人口比例低於百分
之三十者，不得低於該帄
均人口比率。
二、鄉（鎮、市）公所不得
低於所轄之原住民人口比

三、技工、駕駛、工友、清
潔工。
四、收費管理員。
五、其他不須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
務。
前項各款人員，經各級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

比率，衍生歧視之意，爰合
併修正第一項規定，全面改
以進用義務機關員工之總人
數訂定一定比率進用原住民
，參酌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
人口占該區人口帄均比率約
為百分之三十五，並考量執
行上的可能。又基於各級政

率，其中原住民人口比率
逾百分之七十者，不得低
於百分之七十。
於原住民族地區各級政
府機關及依國營事業法第三
條所認定之國營事業，基於
業務性質特殊、服務對象廣
泛，其單位定額進用總人數
之計算範圍，得於本法施行
細則另定之。
第一項比率，應每五年
進行檢討。
本條之規定，自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二年施行。

事業機構列為出缺不補者，
各該人員不予列入前項總額
計算之。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
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
機構，進用須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者，其進用原住民人
數應不得低於現有員額之百
分之二，並應於本法施行後
三年內完成。但現有員額未
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公務
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本法所稱原住民地區，
指原住民族傳統居住，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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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機關管轄地區、學校招生
學區跨縣（市）或鄉（鎮、
市）者，其服務對象範圍已
不限單一地區，以及鄉（鎮
、市）公所之性質，有必要
考量以所跨區域及當地之原
住民人口比率為計算基準，
爰為但書規定。
二、修正現行第二項條文規定
，基於少數單位業務性質特
殊，服務對象不限當地原住
民族及民眾，爰參照身心障
礙保護法第三十一條第五項
規定體例，於後段增訂該等
單位定額進用總人數之計算
，得於本法施行細則另定之
。
三、為給予原住民族地區進用
原住民義務機關（構），依
本條修正條文進用原住民之
緩衝期，爰增訂第四項規定
。

第八條

原住民合作社依法經

第八條

原住民合作社依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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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者，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

營者，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

原住民合作社之美意，爰刪除

稅。

稅。但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六
年內應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
。

但書於本法施行之日起六年內
應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之規定
。

第十一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
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辦
理位於原住民族地區未達政

第十一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
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辦
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政府

政府採購法第四十九條：「未
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金額逾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除第二

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
應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
人或團體承包。但原住民個
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

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應
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
或團體承包。但原住民個人
、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承

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外，仍
應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
面報價或企劃書。」爰為照顧
、扶持都會區原住民之生計，

承包者，不在此限。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及依國營事業法第三條所
認定之國營事業，辦理公告
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
應優先逕洽原住民個人、機
構、法人或團體，不受政府
採購法第四十九條之限制。

包者，不在此限。

特針對，原住民族地區外，未
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金額未
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各機
關得逕洽原住民個人、機構、
法人或團體承包，且依政府採
購法之規定亦無須取得三家以
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提高採購效率並兼顧保障都會

但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
或團體無法承包者，不在此
限。

區原住民之生計。

第十八條 原住民勞工因非自
願性失業致生活陷入困境者
，得申請臨時工作；其申請
條件，由中央勞工主管機關
定之。

第十八條 原住民勞工因非志
願性失業致生活陷入困境者
，得申請臨時工作；其申請
條件，由中央勞工主管機關
定之。

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
公、私立學校、團體及公、
私營事業機構進用原住民之
人數，未達第四條或第五條
所定比例者，應每月繳納代
金。
前項之代金，依差額人
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
對於進用原住民超出規
定比例之私立學校、團體及
民營事業機構，並得以原住
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三年後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及公營事業機構僱用原住民
之人數，未達第四條及第五
條所定比例者，應每月繳納
代金。但經依第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函請各級主管機關推
介者，於主管機關未推介進
用人員前，免繳代金。
前項及第十二條第三項
之代金，依差額人數乘以每
月基本工資計算。

一、第一項文字配合第四條、
第五條及第十四條規定修正
。
二、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應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爰
予刪除。
三、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至
第三項，對於超出規定進用
比率的私立學校、團體及民
營事業機構，參照身心障礙
者保護法第三十八之一條及
第四十五條規定，增訂獎勵

金核發獎勵金，其金額最高
按超額進用人數乘以每月基

依本法應繳納之代金，
經通知限期繳納而仍不繳納

金之規定，授權由中央主管
機關另定辦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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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資三分之二計算。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獎勵條件、方式及
其他相關事宜之辦理，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公營事業機構及依政府
採購法之得標廠商僱用原住
民人數，超出規定比例者，
應予獎勵；其獎勵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法除另定施行
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二十六條
行。

本法自公布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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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五條
已另定條文之施行日期，爰本
條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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