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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進用原住民績優機關（構）及廠商獎勵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超額進用原住民族獎勵辦

法 

僱用、進用原住民績優機關

（構）及廠商獎勵辦法 

一、為保障原住民族集體權，

故新增「族」字。 

二、原使用「進用」之意思係

指進用具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者；而「僱用」係指僱

用勞工，惟「進用」之概

念應可涵括二者，又依「原

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下

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係規定機關(構)及廠商

進用原住民族人數，超出

規定比率者，應予獎勵，

則超額進用與進用績優應

予釐清，故修正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

族工作權保障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

族工作權保障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獎勵對

象如下： 

一、依本法第四條及第

五條規定之各級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及

公營事業機構(以下

簡稱機關(構))。 

二、依本法第十二條規

定且國內員工總人

數逾一百人之廠商

(以下簡稱得標廠

商)。 

   非義務進用之廠商

(以下簡稱非義務廠

商)，進用原住民族人數

第二條 本辦法之獎勵對

象如下： 

一、各級政府機關、公立

學校及公營事業機

構(以下簡稱機關

(構))。 

二、依政府採購法得標

且履約期間在一年

以上之廠商(以下簡

稱得標廠商)。 

 

 

第七條 非義務僱用之廠

商，僱用原住民人數達國

內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二

一、明確本辦法獎勵對象，係

以本法第四條、第五條及

第十二條規定之機關

(構)、得標廠商為主，超

出規定比率者，始予獎勵。 

二、非義務進用之廠商，原無

進用原住民族之義務，惟

該等廠商仍穩定進用原住

民族，應認有給予鼓勵及

獲得獎勵之必要，使其得

準用本辦法申請獎勵，並

為使體例一致，故將現行

第七條非義務廠商之定義

移列至本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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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國內員工總人數百分

之一者，得準用本辦法申

請獎勵。 

者，得準用本辦法申請獎

勵。 

第三條 原住民族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應通知

符合第四條獎勵基準之

機關(構)及得標廠商予

以獎勵。 

   非義務廠商，應於本

會公告指定期間內檢附

下列文件以書面方式申

請獎勵，逾期申請者不予

受理： 

一、申請表。 

二、進用原住民族名冊。 

三、本會指定之相關證

明文件。 

 

第三條 機關(構)及得標

廠商得於每年七月一日

至七月三十一日，檢附下

列文件向原住民族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申請

獎勵： 

一、申請表。 

二、僱用、進用原住民名

冊。 

三、本會指定之相關證

明文件。 

一、為簡化行政流程及便民服

務，針對符合本法第四

條、第五條及第十二條之

機關(構)及得標廠商，於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獎勵基

準時，採免申請制由本會

主動通知獲獎，爰增訂第

一項規定。 

二、非義務廠商原非本法第二

十四條所規範之比率進用

對象，惟該等廠商仍穩定

進用原住民族，有給予鼓

勵及獲得獎勵之必要，故

賦予非義務廠商有申請本

獎勵之權利。 

第四條 機關(構)、得標廠

商與非義務廠商獎勵基

準如下： 

一、特優獎： 

（一）非原住民族地區之

機關(構)進用原住

民族達本法第四條

第一項各款人員總

額百分之五者。 

（二）原住民族地區之機

關(構)進用原住民

族達本法第五條第

一項各款人員總額

百分之八十者。 

（三）原住民族地區之機

關(構)進用具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之原

住民族達現有員額

百分之六者。 

第四條 機關(構)及得標

廠商獎勵方式及標準如

下： 

一、優等獎，發給金牌獎

一座： 

（一）非原住民地區之機

關(構)僱用原住民

達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各款人員總額百

分之五者。 

（二）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僱用原住民達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

各款人員總額百分

之八十者。 

（三）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進用具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之原住

民達現有員額百分

一、為統一獎項名稱，及考量

現行機關(構)及得標廠商

實際超額進用情形，為免

獎項核發浮濫，調整為「特

優獎」、「優等獎」及「甲

等獎」，並依實際需求，得

以計畫另訂定獎勵方式，

故將各獎項之獎勵方式移

列於第三項。 

二、現行條文非義務廠商進用

原住民族人數達國內員工

總人數百分之二以上，始

同得標廠商獲獎，惟非義

務廠商原無進用義務，應

有較低之進用比率；而機

關(構)及得標廠商，應高

於原進用原住民之法定義

務時，始有獎勵之必要，

爰調整非義務廠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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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標廠商進用原住

民族人數達國內員

工總人數百分之五

者。 

（五）非義務廠商進用原

住民族人數達國內

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三者。 

二、優等獎： 

（一）非原住民族地區之

機關(構)進用原住

民族達本法第四條

第一項各款人員總

額百分之四者。 

（二）原住民族地區之機

關(構)進用原住民

族達本法第五條第

一項各款人員總額

百分之七十者。 

（三）原住民族地區之機

關(構)進用具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之原

住民族達現有員額

百分之五者。 

（四）得標廠商進用原住

民族人數達國內員

工總人數百分之四

者。 

（五）非義務廠商進用原

住民族人數達國內

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二者。 

三、甲等獎： 

（一）非原住民族地區之

機關(構)進用原住

民族達本法第四條

第一項各款人員總

之六者。 

（四）得標廠商於履約期

間僱用原住民人數

達國內員工總人數

百分之五者。 

二、一等獎，發給銀牌獎

一座： 

（一）非原住民地區之機

關(構)僱用原住民

達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各款人員總額百

分之四者。 

（二）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僱用原住民達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

各款人員總額百分

之七十者。 

（三）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進用具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之原住

民達現有員額百分

之五者。 

（四）得標廠商於履約期

間僱用原住民人數

達國內員工總人數

百分之四者。 

三、二等獎，發給銅牌獎

一座： 

（一）非原住民地區之機

關(構)僱用原住民

達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各款人員總額百

分之三者。 

（二）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僱用原住民達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

各款人員總額百分

(構)及得標廠商進用比

率，以吸引更多廠商進用

原住民族人才。 

三、避免同一機關(構)或廠商

重複獲獎，現行條文第二

項「以獲獎一次」為限，

條件過於嚴苛，爰修正為

獲頒該獎項後三年內不得

再獲獎，並以但書規定提

高進用比率至不同獎項

時，得連續獲獎。 

四、參照進用身心障礙者工作

績優機關（構）獎勵辦法

第三條及第十一條，增列

第三項，各獎項除以獎

座、獎牌或獎狀發給外，

本會得依預算編列情形或

獎勵對象特性，以計畫為

滾動式修訂相關審核評比

方式及獎勵名額，訂定其

他適當方式（如獎品、獎

券或獎金等…）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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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百分之三者。 

（二）原住民族地區之機

關(構)進用原住民

族達本法第五條第

一項各款人員總額

百分之六十者。 

（三）原住民族地區之機

關(構)進用具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之原

住民族達現有員額

百分之四者。 

（四）得標廠商進用原住

民族人數達國內員

工總人數百分之三

者。 

（五）非義務廠商進用原

住民族人數達國內

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一者。 

      獲頒前項各獎項

者，自獲頒年度之次年起

三年內不得再獲同一獎

項。但於次年起進用原住

民族之比率提高至不同

獎項時，得連續獲獎。 

   獲獎勵者經本會審

核評比之結果，本會得依

預算編列情形或獎勵對

象特性，除發給獎座、獎

牌或獎狀外，以其他適當

方式，對超額進用原住民

族之機關(構)及廠商予

以獎勵。 

之六十者。 

（三）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進用具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之原住

民達現有員額百分

之四者。 

（四）得標廠商於履約期

間僱用原住民人數

達國內員工總人數

百分之三者。 

四、三等獎，發給獎狀一

幀： 

（一）非原住民地區之機

關(構)僱用原住民

達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各款人員總額百

分之二者。 

（二）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僱用原住民達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

各款人員總額百分

之五十者。 

（三）原住民地區之機關

(構)進用具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之原住

民達現有員額百分

之三者。 

（四）得標廠商於履約期

間僱用原住民人數

達國內員工總人數

百分之二者。 

   獲頒前項各獎項者，

以申請一次為限，但於以

後年度僱用、進用原住民

之比例提高時，得連續申

請獎勵。 

第五條 前條機關(構)、得 第五條 前條機關(構)僱 一、本法立法精神為促進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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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廠商及非義務廠商進

用人數之計算，應自投保

日起，連續進用原住民族

逾九十日且仍在保，其基

準日截至每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用、進用人數之計算基準

日為每年六月三十日。 

民族穩定就業，保障原住

民族工作權及經濟生活；

另現行企業及勞動部各縣

市就業服務單位觀察，多

以「三個月」視為穩定就

業，故增加進用人數計算

以連續進用原住民族逾九

十日以上者，始計入進用

比率，並配合「會計年度」

改為曆年制，計算基準日

明定截至前一年度十二月

三一日。 

二、又現行條文原以「履約期

間逾一年」且符合超額進

用比率之得標廠商始為獲

獎對象，惟相較於現行條

文，縱得廠商其履約期間

非為一年者，惟其有連續

進用原住民族達穩定進用

標準，卻無法獲獎，略失

衡平，故予修正。 

第六條 依本辦法獲得獎

勵者，由本會公開表揚。 

第六條 依本辦法獲得獎

勵者，由本會公開表揚。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受獎勵對象應配

合本會查核作業，並提供

出勤、人事等相關資料，

不得有拒絕、規避或虛偽

不實等情事。 

違反前項查核作業

者，三年內不得依本辦法

獲得獎勵，本會得停止核

發及追回已核發之獎項。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以虛偽之資料申請

並使核發確實，增定查核

機制，倘受獎勵對象查有

不實之情事得追回並限制

三年內不得獲獎。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本條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