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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立宗旨及基本資料： 

本會依據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捐助章程設立，以

傳承與深耕原住民族語言、教育及文化，繁榮原住民族產業，推

動原住民族事務為 

宗旨。 

本會會址設於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 29 巷 101 號 3 樓（桃園

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內）。 

二、 桃園市原住民族人口分布情形： 

（一） 各區原住民族人口數 

 

復興區 

8,693人 

大溪區 

7,176人 

八德區 

7,797人 

桃園區 

7,965人 中壢區 

9,301人 

楊梅區 

4,548人 

蘆竹區 

4,833人 
大園區 

3,679人 
龜山區 

7,429人 

龍潭區 

4,180人 

平鎮區 

6,901人 

觀音區 

1,870人 

新屋區 

774人 

依據 108年 07月最新統計， 

全桃園市原住民族人口數為 7萬 5,146人。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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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族群人口數 

序 族別 人數 序 族別 人數 

1 阿美族 35,768 9 雅美族 121 

2 泰雅族 21,096 10 邵族 36 

3 排灣族 6,013 11 噶瑪蘭族 176 

4 布農族 4,538 12 太魯閣族 2,351 

5 魯凱族 504 13 撒奇萊雅族 131 

6 卑南族 1,172 14 賽德克族 491 

7 鄒族 205 15 拉阿魯哇族 1 

8 賽夏族 1,103 16 卡那卡那富族 6 

尚未申報族別人數：1,434 總計人數：75,146 

單位：人/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 

（三） 各族群人口數 

族別 平地原住民族 山地原住民族 

人數 41,277 33,869 

單位：人/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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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心價值： 

桃園的原住民人口數高達 7萬 5千多人，僅次於花東地區，居全

國第三，是族人移居城市的首選，且桃園原住民族包含有 16族，

是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的縮影。 

桃園在生活環境及政府支持上，都具有良好條件，本會將以原住

民族文化為核心，積極發展原住民族各面向，讓在都會區的族人，

可以傳承先人的智慧與價值，也能以自身為傲，在城市中好工作、

好居住、好就業、好生活，以打造桃園為原住民族的第二個故鄉

為目標。 

四、 重點工作： 

（一） 加強都會區原住民族整體發展 

復興區為桃園市唯一的原住民族地區，人口約為 8,693人，中

央及地方政府都有資源挹注，且積極關心及發展復興區。而在

桃園，有 6萬 6,453的原住民族人口是分布在都會區，超過八

成八的原住民族人居住在非原住民族地區，除了原住民族地區，

也應該重視都會區原住民族的發展，本會將重點加強都會區原

住民族之發展，更貼近原住民族實際之居住情形。 

（二） 協助族人就業及輔導族人創業 

就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年 7 月統計數據，桃園原住民族 14 至

64 歲之工作年齡人口數有 5 萬 5,494 人，佔全桃園原住民人

口數的 73.85%，本會將透過辦理媒合、講座及培訓課程等活

動，以提高族人競爭力，協助具有勞動力的族人在桃園就業。

另外，輔導有意創業的族人，讓他們有機會實踐創意和想法，

本會將努力提供即時協助及適切的輔導，辦理培訓課程、產業

分享及顧問諮詢等服務，避免族人在創業過程中，面臨資金周



4 
 

轉、產品行銷和財務管理等問題，導致失敗和掉入陷阱。 

（三） 開發並推廣原住民族文創產業 

原住民族擁有得天獨厚的文化，不少創作者，運用原住民族元

素發展文創，在藝術設計類、影視影音類及文字寫作等領域，

發揚原住民族文化。但藝文創意的能量，不應僅侷限在小市集

和小眾的市場，要讓文創事業升級，必須將文創事業拓展到經

濟產業，透過文創與產業的跨域合作，再提升多元通路商機，

展現文創能量與品牌價值。本會將致力發掘具有潛力之桃園文

創產業，創造專屬於桃園品牌的原住民族商品，期能成為全國

指標，更要放眼國際。 

（四） 提升原住民族青年之社會參與 

青年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但青年對社會參與的冷漠已是通病，

更遑論原住民族青年。但原住民族青年除了應成為社會發展的

助力，更應肩負文化傳承的責任，尤其在都市生活、求學和就

業的原住民族青年，與原鄉產生文化斷層，更降低原住民族青

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本會將致力辦理各項多元且創新的活

動，吸引原住民族青年的參與，引領他們能為社會、為族人、

最自身文化付出關心，積極參與貢獻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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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視覺說明： 

（一） 設計理念： 

在桃園市內，原住民族與桃園市政府緊密結合，本會將居中

扮演原住民族事務推動的關鍵角色。 

（二） 標準字： 

中文字：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英文字：Taoyuan Indigenous People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文字字型：為簡約、現代的黑體。 

（三） 標誌顏色及色塊意義： 

1、 咖啡色塊： 

以整片咖啡色塊為底，象徵桃園這片土地，將成為原住民

族的第二個故鄉；而咖啡色有信賴、堅實及安全的精神意

義，意指桃園市政府是桃園市原住民族強而有力的後盾。 

2、 綠色塊和紅色塊： 

兩個色塊組成一座山的形象，象徵原住民族。而山的底

Taoyuan Indigenous People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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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是具有傳承及永續意義的綠色，意指原住民族發展的

基礎就是傳統文化，山的頂峰是具有活力及創新意義的紅

色，意指原住民族發展的年輕力量。 

3、 黃色塊： 

黃色是陽光的顏色，具有光明、希望及能量的精神意義，

而黃色塊緊鄰前述代表原住民族的山之色塊，除指出它是

緊鄰山的都會區，也意味本會將貼近原住民族，並致力於

推動原住民族事務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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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度工作期程表： 

109年工作期程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專案執行 

網路             

國際交流             

就創業             

店商平台             

數位典藏             

青年調查案             

中輟生調查案             

共同辦理 

原住民族文化會館策展工作             

逐夢浩思 hata’輔導工作             

會務工作 

召開第二屆第一次董事會議             

召開第二屆第二次董事會議             

提交 108年度工作報告暨財務報表             

公開 108年度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             

提交 109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申請 110年度補助經費             

長照委員會             

環境教育場育場所             

月份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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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組織架構圖及組織規劃： 

（一） 組織架構圖： 

（二） 組織規劃 

依據財團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捐助章程設置，由桃園

市長鄭文燦擔任董事長，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長林日龍

Temu Nokan擔任執行長，設置董事會（目前有董事 21人、監

察人 6人），另聘專任副執行長 1人，每年至少開會二次；109

年預算員額為 7人，包含有專任副執行長 1人，業務組長及組

員各 1人，財務組長及會計組員各 1人，行政組長及組員各 1

人，各自職權如下： 

1、 董事任務： 

（1） 基金之籌集、管理與運用。 

（2） 業務計畫及工作報告之審核。 

（3） 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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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部組織之設置及管理。 

（5） 重要章則、辦法之制定與修正。 

（6） 組織編制之決定。 

（7） 其他重要事項之擬議及決議或章程所規定事項。 

2、 監察人任務： 

（1） 監察本會會務之推行。 

（2） 稽查本會財務收支與應用。 

（3） 製作監察報告書。 

（4） 列席董事會。 

3、 專任副執行長任務： 

（1） 承董事長及執行長之命，策訂年度業務計畫並督導所屬員

工，推動會務。 

（2） 執行本會捐助章程第 2條規定之宗旨及辦理業務。 

（3） 執行董事會決議事項。 

（4） 業務發展研究及業務考核改進事項。 

（5） 本會工作人員之考核獎懲事項。 

（6） 各單位聯繫事項。 

4、 業務組任務： 

（1） 年度業務計畫之釐訂及工作報告事項。 

（2） 辦理有關原住民族語言、教育及文化之傳承與推廣活動事

項。 

（3） 辦理有關原住民族產業發展及族人就業創業之協助與輔導。 

（4） 辦理原住民族福利工作及推廣原住民族權利事務。 

（5） 辦理國內外交流活動事項。 

（6） 辦理桃園市政府委託，並符合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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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金會捐助章程規定之業務。 

5、 財務組任務： 

（1） 基金及運用經費之管理與調度事項。 

（2） 財產之管理、登記事項。 

（3） 年度預、決算及會計、審計事項。 

（4） 財務憑證、帳冊、檔案管理及資料彙集、統計分析、編撰報

告事項。 

（5） 上級交辦事項。 

6、 行政組任務： 

（1） 圖記、圖書檔案管理事項。 

（2） 人事管理及有關健保、勞保工作事項。 

（3） 事務管理及出納工作事項。 

（4） 辦理董事會相關行政事項。 

（5） 上級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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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09年度推廣計畫： 

1、 原住民族教育文化類 

1-1 新媒體網路行銷暨原住民族語推廣委託案(延續性) 

(1) 計畫目的： 持續維運本會 Tuying 臉書粉絲專頁及 Instagram

社群 app，運用網路新媒體的傳播速度及影響力，

透過網路紅人及耆老，藉由輕鬆有趣的方式教學生

活中實用並搭配時事之族語，吸引年輕族群接觸原

住民族事務，並達成傳承原住民族語言的目的。本

案 108 年已完成 7 支族語教學影片，109 年將完成

9支族語影片，2年完成 16族族語教學影片。 

(2) 執行期間： 自 109 年 1 月至 109 年 12 月 

(3) 計畫經費： 新台幣 200 萬元整 

1-2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1) 計畫目的： 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為原住民族文化重要資

產，館舍經營以原住民族文化研究及文物保存與維

護，將傳統文化資產透過展覽方式豐富呈現，讓參

與環境教育之民眾感受到族人與文化及環境三者彼

此間緊密的關係，並兼顧文化教育的意義，進而成

為學習與體驗原住民族文化的重要設施場所 

(2) 執行期間： 自 109 年 1 月至 109 年 12 月 

(3) 計畫經費： 新台幣 50 萬元整 

1-3 109 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影音影像數位典藏計畫(延續性) 

(1) 計畫目的： 以桃園原住民族聚落及活動為主題，加強原住民族

文化資產保存意識，廣納珍貴之影像及照片並將其

數位化後予以保存，充實 108年度建置之數位典藏

平台，強化數位資料再利用，除提高原住民族文化

的能見度，同時增強本市市民及全國大眾對桃園原

住民族的認識，進而帶動原住民族年輕族群對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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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探索，為原住民族文化注入新活力，進而達

到推廣及傳承原住民族文化之目的。 

(2) 執行期間： 自 109 年 1 月至 109 年 12 月 

(3) 計畫經費： 新台幣 150 萬元整 

1-4 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藝文活動及文創品研發計畫(延續性) 

(1) 計畫目的： 為促進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認識，呈現原

住民族多元且豐富的文化特色，本會規劃與原民局

共同辦理 109 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策展計

畫，延續 108 年方式，邀請原住民族策展人以議題

式策展為規劃，提供不同族群間的跨文化溝通場域，

讓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朝向永續發展邁進，以

發揚原住民族文化，凝聚原住民族共同意識。 

(2) 執行期間： 自 109 年 1 月至 109 年 12 月 

(3) 計畫經費： 新台幣 40 萬元整 

2、 原住民族福利類 

2-1 桃園市原住民族青年就創業諮詢輔導服務計畫委託案(延續性) 

(1) 計畫目的： 延續 108年計畫，協助原住民族人就業及創業，開

辦專屬原住民族的創業研習課程及就業課程，安排

諮詢輔導及見習活動，並辦理計畫書面審查及貸款

個案追蹤輔導，另結合青年創業基地「逐夢浩思

hata’」創業產業進駐徵選管理，提供優惠措施且

協助進駐團隊之營運管理，使團隊得以永續發展，

並提供團隊諮詢輔導及行銷推廣服務，使基地成為

桃園原住民族青年實踐夢想的起點，109 年持續提

供原住民族就業及創業諮詢輔導服務，以提高族人

就創業成功率及提升市場競爭力，並維運進駐團隊

營運輔導及行銷推廣等服務。 

(2) 執行期間： 自 109 年 1 月至 109 年 12 月 

http://www.tyipdf.com.tw/sites/default/files/2018-12/1071206-2%20108%E5%B9%B4%E5%BA%A6%E6%A1%83%E5%9C%92%E5%B8%82%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9%9D%92%E5%B9%B4%E5%B0%B1%E5%89%B5%E6%A5%AD%E8%AB%AE%E8%A9%A2%E8%BC%94%E5%B0%8E%E6%9C%8D%E5%8B%99%E8%A8%88%E7%95%AB%E5%A7%94%E8%A8%97%E6%A1%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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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經費： 新台幣 100 萬元整 

2-2 原住民族長照模組建置計畫(延續性) 

(1) 計畫目的： 延續長照特別委員會設立，以普及並提升文化敏感

度的照顧量能、建立原住民族自主與尊嚴長照體系

及領航永續及多元文化長照模式發展三大宗旨，目

標以整合桃園市長照資源，並研擬具有原民適應性

及文化敏感度的原民族長照策略。 

(2) 執行期間： 自 109 年 1 月至 109 年 12 月 

(3) 計畫經費： 新台幣 50 萬元整 

3、 原住民族產業發展類 

2-1 第二屆桃園市原住民族商品設計競賽活動案(延續性) 

(1) 計畫目的： 為推廣本市原住民族文藝商品創意設計之跨域合作

契機，鼓勵原民藝文工作者或團體，藉由結合文化

傳遞、美學藝術及文創潮流，培植出更多優秀人才。 

(2) 執行期間： 自 109 年 1 月至 109 年 12 月 

(3) 計畫經費： 新台幣 250 萬元整 

2-2 桃園市原住民族產品及行銷通路設置計畫(延續性) 

(1) 計畫目的： 為使桃園原住民族文化及藝術創作及傳統智慧永續

發展，媒合藝術及企業之跨界合作，激發出原住民

族文化藝術的新價值，並升級原住民族文創產業，

延續 108年完成電子商務平台建置，且招募 100間

原住民族商家(多達 1000件商品)，並建立專屬桃園

原住民族的品牌形象，109 年將持續維運電子商務

平台，廣邀原住民族商家加入，並加強會員註冊人

數。 

(2) 執行期間： 自 109 年 1 月至 109 年 12 月 

(3) 計畫經費： 新台幣 200 萬元整 

 

http://www.tyipdf.com.tw/sites/default/files/2018-11/%E7%AC%AC%E4%B8%80%E5%B1%86%E6%A1%83%E5%9C%92%E5%B8%82%E5%8E%9F%E4%BD%8F%E6%B0%91%E6%97%8F%E5%95%86%E5%93%81%E8%A8%AD%E8%A8%88%E7%AB%B6%E8%B3%BD%E6%B4%BB%E5%8B%95%E6%A1%88%E6%8B%9B%E6%A8%99%E5%85%AC%E5%91%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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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展原住民族發展類 

4-1 109 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青年國際交流計畫(延續性) 

(1) 計畫目的： 為拓展桃園市原住民族青年國際觀，並掌握國際原

住民族脈動，藉由鼓勵青年參與國際活動，學習國

際經驗，並分享作為桃園原住民族事務發展之參考，

同時也提高桃園市原住民族於國際間之能見度。每

年擇定當年度重要議題為交流主題，並依議題擇定

適合國家。 

(2) 執行期間： 自 109 年 1 月至 109 年 12 月 

(3) 計畫經費： 新台幣 70 萬元整 

4-2 中輟生調查案 

(1) 計畫目的： 調查桃園中輟生之成因及生活狀況等，提供市府

作為輔導工作之建議，以改善住民族中輟生問

題。 

(2) 執行期間： 自 109 年 1 月至 109 年 9 月 

(3) 計畫經費： 新台幣 100 萬元整 

4-3 原住民族青年調查案 

(1) 計畫目的： 桃園市原住民族青年比例佔桃園市族人之 51%，

規劃針對市內原青，辦理包括就業、就學及居住

等面向的普查，作為市府推動原青相關政策的依

據。 

(2) 執行期間： 自 109 年 1 月至 109 年 12 月 

(3) 計畫經費： 新台幣 100 萬元整 

5、 業務宣導工作： 

(1) 計畫目的： 以創新、多元方式，宣導本會各項業務，並傳遞

桃園市政府辦理有關原住民族之政策資訊。如配

合桃園市政府辦理之活動，規劃攤位設置，以展

示本會形象，提高本會知名度；規劃設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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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貼圖，透過網路地傳遞速度及廣度，推廣原

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並提高本會能見度等。 

(2) 執行期間： 自 109年 1月至 109年 12月 

(3) 計畫經費： 新台幣 60 萬元整 

九、 預期效益： 

（一）透過辦理各項多元且創新之活動，提高原住民族青年參與公共事

務之意願。 

（二）協助並輔導族人就業，以及給予創業協助，提高原住民族之競爭

力。 

（三）以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作為本會之基石，並運用創新及多元的方式

傳承與發展，讓桃園市成為最適合原住民族整體發展的城市。 

十、 預算分配： 

（一） 收入：109年補助款為新台幣 2,000萬元、109年自籌款為新台

幣 30萬元。 

（二） 支出：109年預估支出為新台幣 2,000萬元。 

（三） 預算分配表及說明如下表： 

(單位：元) 

項目 109年 總計 

辦公室人力費用 5,288,000  

20,000,000 

活動費用 13,700,000 

一般事務費 512,000  

行政管理費用 470,000  

固定資產 30,000  

詳細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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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09年度 

項目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說明 

活

動

人

力

相

關

費

用

及

專

案

執

行

費

用 

辦公室人

力 

會務之企劃、執行及管理等相關人

力之薪資、保險、加班及獎金費用 
人 7  755,429  5,288,000  辦公室人力共 7 人 

專案整體

企劃 

各項專案活動規劃、管理及執行等

事項 
式 11  100,000  1,100,000  專案辦理 

專案記者

會及相關

系列活動

暨業務宣

導費 

辦理各項專案之主題活動及運用多

元媒體行銷 
式 11  600,000  6,600,000  專案辦理 

專案設計

及印製費 

各項專案及其延伸計畫之主視覺、

背板、邀請卡、宣傳品及周邊物件

等設計及印製費用 

式 11  200,000  2,200,000  專案辦理 

專案影音

影像紀錄

及網站架

設維護 

各項專案及其延伸計畫之平面及動

態攝影(含後製費用)，網站架設及

維護等 

式 11  110,000  1,210,000  專案辦理 

專案所需

器材及場

地租借 

各項專案及其延伸計畫所需之器

材、設備、物品及場地等之租用 
式 11  130,000  1,430,000  專案辦理 

專案辦理

相關會議

及研習課

程費用 

辦理有關專案之採購、討論會議，

以及研習和教育訓練課程等(含茶

水、餐點、交通費、出席費、講師

費、報名費用及相關輸出等) 

場 11  13,000  143,000  專案辦理 

專案臨時

人力 

各項專案及其延伸計畫所需之臨時

人員鐘點費 
時 650  160  104,000  專案辦理 

專案差旅

費 

辦理專案及其延伸計畫所需相關差

旅費 
場 11 2,000  22,000  專案辦理 

專案庶務

費及其他

行政雜項

支出 

執行各項專案及其延伸計畫之必要

支出 
式 11  81,000  891,000  專案辦理 

一

般

事

務

費 

董事會議

及會務相

關會議及

活動出席

費 

董事會議董事及監察人出席費 人 72  2,500  180,000  
董事會議*2次*16次 

評選會議*12 案*3人次 

董事會議

及會務相

關會議及

活動交通

費 

董事會議董事及監察人交通費；超

過 30公里覈實支給 
人 72 500  36,000  

董事會議*2次*16次 

評選會議*12 案*3人次 

董事會議

及會務相

關會議及

活動誤餐

費 

董事會議及會務會議誤餐費 式 3  10,000  30,000  董事會議及會務會議誤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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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及裝

訂費用 
預、決算書，及會務相關文宣印製 月 12  2,500  30,000  印刷及裝訂費用每月均分 

其他費用 
辦理本會會務及辦公室運作之相關

支出 
月 12  10,083  121,000  

會務及辦公室運作之相關支出等

按月均分 

教育訓練

及研習費

用 

辦理及參與相關教育訓練及研習課

程所需之費用 
人 7  5,000  35,000  執行業務相關課程 

會計師簽

證 
依規定辦理 式 1  80,000  80,000  會計師簽證、稅務簽證 

行

政

管

理

費 

辦公室租

金 
依據公有計算 年 1  11,500  11,500  

會址：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

3 樓 

儲物空間：2 間 

其他業務

租金 

租賃車費用、影印機租金、停車費

及 etc費用 
月 12  19,167  230,000  

租賃車整年度 20萬元 

影印機租金每月 2000元 

停車費每月 1,000元 

etc費每月 500元 

水電費 辦公室水費及電費 月 12  1,375  16,500  全年度辦公室水費及電費 

通訊費 
辦公室電話、傳真、網路、郵資及

匯費等費用 
月 12  3,500  42,000  

辦公室電話、傳真、網路及郵資

等費用 

物品費 
辦公室及相關活動之用品，如文具

用品、電腦消耗品及油費等費用 
月 12  6,250  75,000  

辦公室及相關活動之用品，如文

具用品、電腦消耗品及影印機租

賃等費用 

房屋建築

養護費 

辦公室整修、設備更新及維護等費

用 
式 1  10,000  10,000  

辦公室整修、設備更新及維護等

費用 

國內旅費 
辦理本會會務及辦公室相關事務國

內差旅交通及誤餐等費用 
月 12 833 10,000 

辦理本會會務及辦公室相關事務

國內差旅交通及誤餐等費用 

折舊費用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 式 1  75,000  75,000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 

固

定

資

產 

雜項設備 
購置辦公室所需設備，如櫃子、攝

影機及電腦設備等 
式 1  30,000  30,000  

購置辦公室所需設備，如櫃子、

攝影機及電腦設備等 

十一、 經費來源：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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