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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度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莫拉克風災重建區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重建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3 日文壹字第 09920091492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9 日文壹字第 09920155592 號令修正 

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扶植重建區（區域範圍如附表一

）內優質及具有潛力之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提升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品質及獲

利能力，特訂定「九十九年度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莫拉克風災重建區原住民文

化創意產業重建補助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文化創意產業，係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

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

升之產業；其產業類別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三、補助對象： 

（一）於重建區從事文化創意產業之原住民法人、合夥、獨資事業體。 

（二）進入重建區推動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之社區組織及民間團體，包括：社區

發展協會、地方文化團體組織、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團體與原住民文創產

業相關之基金會、學會等。 

符合前兩款並於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重建會）指定

之重建區「產業重建點（如附表二）」推動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者，得優先補助

。 

申請補助者應檢附業依法令辦理登記、立（備）案或核准設立之資格證明文件。 

四、補助項目： 

（一）第一類：重建區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從事重建區原住民文化創

意產業之人才培訓、營運、研發、生產、行銷、推廣、授權等相關工作事

項。 

（二）第二類：區域型原住民文創產業發展工作事項。 

１、提供重建區原住民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諮詢輔導、資源整合、教育訓

練等相關工作，諮詢輔導範圍應包括重建會所指定之產業重建點。 

２、工作區域劃分：（1）南投縣與嘉義縣，（2）台南縣與高雄縣，（3）

屏東縣，（4）台東縣。每區域補助一個團隊。 

３、工作內容應包括輔導該區域之第一類受補助者辦理經費核銷、期中期

末報告等相關行政作業。 

４、工作內容應對該區域之第一類受補助者及未受補助但具發展潛力之原

住民文化創意事業，提供教育訓練並協助其產業發展，其輔導數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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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須在十五個以上。 

五、補助金額及標準： 

（一）第一類補助案每案補助上限為新臺幣六十萬元整，包括專案人員薪資（以

一名為限，並以重建區住民為優先）、派員參與課程培訓時之教育訓練津

貼、交通費用等，惟實際補助金額、項目與補助團隊數量，得依經費編列

及審查結果調整之。 

（二）第二類補助案每案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惟實際補助金額、項

目得依經費編列及審查結果決定之。 

（三）本要點不補助資本門之設備費用支出及行政管理費（常態性水電、能源、

通信等開銷）等基本營運之經費。 

（四）本要點補助計畫執行時之設備租用，包含電腦、桌椅、辦公設備、通訊設

備、網路設備、生產設備等。 

（五）計畫執行專案人員： 

１、本要點提供專案人員之補助，用以執行該計畫並擔任聯絡窗口。第一

類提案單位以一名專案人員為限，第二類提案則無此限制，凡具備下

列條件者應併同計畫案提出： 

（１）每月薪資補助金額依學經歷最低補助新臺幣二萬三千元，最高

補助新臺幣三萬四千元（含雇主應負擔之勞保、職災保險、健

保、勞退準備金等，資遣費用需由申請者自籌，不補助年終獎

金）。 

（２）專案人員以具高中以上學歷擔任為原則，並於計畫申請時檢附

該員履歷並述明該員於計畫中之工作內容；高中以下學歷者，

請檢附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２、為避免資源重疊，該員應為專（全）職人員，於薪資領取期間不得擔

任其他單位計畫之專職人員。 

３、該員於工作期間，應配合辦理個人保險事宜。 

 （六）其他未盡事宜，本會得依實際狀況補充說明及要求。 

六、申請期間及方式： 

（一）自要點公布次日起接受補助申請，為期三十天。截止日若為星期六、日或

例假日，則順延一日。 

（二）申請者應檢具「經費補助申請表」一份及「計畫書」七份，於截止收件時

間前送達本會（不以郵戳為憑），逾期、缺件或資料與規定不符者，概不

受理。 

（三）本會收受之申請資料及附件，不論是否給予補助，均不予退件，申請人亦

不得要求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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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審查程序及基準： 

（一）本會依據第三點進行申請計畫之資格審查，並邀集專家、學者及本會代表

組成評審委員會，審核申請計畫書及補助金額。評審委員如有採購評選委

員會委員須知第六條規定情形，應予迴避或解聘。 

（二）評選項目及比重： 

１、計畫內容之完整性與可行性（百分之三十）。 

２、計畫對於重建區災後重建的貢獻程度（百分之二十）。 

３、計畫預算編列之合理性（百分之二十）。 

４、人力編制之適當性（百分之十五）。 

５、團隊對於各種社會資源的掌握與媒合能力（百分之十五）。 

（三）各申請案之審查結果，本會核定後正式函知申請單位。惟相關補助金額需

俟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本會得視實際情況酌減或廢止補助。 

八、各申請計畫內容已獲得政府機關補助者，本會不再就相同項目重複補助；若於核

定後查知該計畫內容有重複補助之情事，本會將廢止補助並限期追回補助款。 

九、計畫時程：本要點核定補助之各計畫執行期間，為自計畫核定日起至中華民國（

以下同）九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如計畫因特殊因素無法如期執行完畢，應於

九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向本會申請計畫展延，經本會同意後始能賡續辦理，並

應於年度內執行完畢，經費不得辦理保留。 

十、撥款及核銷： 

（一）補助款分三期撥付： 

１、第一期款：受補助者於本會核定後，檢送第一期款領據及修正計畫書

（含電子檔）各乙份，經審查通過後撥付百分之三十補助款。 

２、第二期款：受補助者應於九十九年八月底前提具期中報告書（含電子

檔），經審查通過後，檢送第一、二期款原始支出憑證及第二期款領

據，辦理撥付百分之四十補助款。 

３、第三期款：受補助者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檢送期末報告資料，

經本會於九十九年十二月間召開期末審查會議通過後，檢附第三期款

領據、第三期經費支出原始憑證、成果報告書、期末報告書及全案電

子檔等函送本會，經審查通過後撥付餘百分之三十補助款。 

（二）本項補助款應依預算科目核實動支，所送核銷之原始憑證支用內容及單據

（發票、收據）日期應與計畫執行期間相符，收支結算如有賸餘應繳回本

會。 

（三）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撥款及核銷： 

（一）補助款分三期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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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一期款：受補助者於本會核定後，檢送第一期款領據及修正計畫書

（含電子檔）各乙份，經審查通過後，撥付百分之五十補助款。 

２、第二期款：受補助者應於九十九年八月卅一日前提具期中報告書（含

電子檔），經審查通過後，檢送第二期款領據，辦理撥付百分之四十

補助款。 

３、第三期款：受補助者於九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檢送期末報告資料，

經本會於九十九年十二月間召開期末審查會議通過後，檢附第三期款

領據、全案原始支出憑證、期末報告書及全案電子檔等函送本會，經

審查通過後，撥付百分之十補助款。 

（二）本項補助款應依預算科目核實動支，所送核銷之原始憑證支用內容及單

據（發票、收據）日期應與計畫執行期間相符，收支結算如有賸餘應繳

回本會。 

（三）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專戶與孳息： 

（一）受補助之團體，補助費用應存入專戶，計息儲存，專款專用，其由專戶

存款所產生之利息及其他收入，不得抵用或移用。但計畫如有變更必要

或因故無法執行並事先徵得本會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計畫執行完成時，賸餘經費連同孳息及其他收入繳回本會辦理結案，未

繳回孳息或無孳息者應敘明原因。 

十二、諮詢輔導：本會及經本會授權單位得於各補助計畫執行期間，於預先通知後辦

理訪視，並提供相關諮詢輔導服務。 

十三、考評： 

（一）核定補助之案件，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本會得就計畫之執行進行考

評，並列為未來補助審核之依據。 

（二）本要點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經核定之補助案，若

因計畫變更、補助款用途變更或因故無法履行等有違原計畫之情況，應

即函報本會，經本會核准後方可變更。 

（三）經核定補助之案件未按規定繳交成果資料、成果資料品質不良或延遲核

銷經費等，本會將列為未來文創產業相關補助審核之重要參考。 

（四）受補助單位與本補助計畫相關之文宣資料（包括邀請函），應於明顯處

載明本會為指導贊助單位；相關宣傳、記者會、產品發表會及開閉幕式

等重要活動，應於二週前通知本會，若情況特殊亦須於舉辦重要活動前

通知本會。辦理宣傳推廣活動著有成效者，本會將列為未來文創產業相

關補助審核之參考。 

十四、受補助單位之各項記錄作品（含文字、照片、影像、紀錄片等）、文字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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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影音資料及報告書等著作，本會及經本會授權之人得自由運用各項政策

推廣、書籍出版、媒體宣傳等活動。 

十五、本會為推動具有特殊文化創意價值及時效性之政策，得依實際需要專款補助相

關計畫，並配合行政院各項產業重業相關計畫執行。 

十六、受補助者如有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

或全部補助款項，並於二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案。  

 

附表一  重建區之區域範圍  

分 區  流 域  縣 市  鄉 鎮  受 災 部 落  主要族群 災 害 類 型  

1  濁水溪  南投縣  仁愛鄉  新生村、大同村、互助村、南豐村

、春陽村、中正村、法治村  

泰雅族 山崩、土石流  

信義鄉  人和村、明德村、自強村、羅娜村

、新鄉村、望美村、同富村、神木

村  

布農族 

2  北港溪  雲林縣  --  （無）   山崩、土石流  

3  曾文溪 

濁水溪 

朴子溪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達邦村、樂野村、來吉村、里佳村

、山美村、新美村  

鄒族 山崩、土石流  

4  朴子溪  嘉義縣  --  （無）   洪泛、淹水  

5  八掌溪  嘉義縣  --  （無）   地層下陷  

海水倒灌  

6  急水溪  台南縣  --  （無）   洪泛、淹水  

地層下陷  

海水倒灌  

7  曾文溪  台南縣  --  （無）   地層下陷  

海水倒灌  

8  曾文溪  台南縣  --  （無）   山崩、土石流  

9  高屏溪  高雄縣  桃源鄉  梅山村、梅蘭村、復興村、桃源村

、高中村、建山村、藤枝村、勤和

村  

布農族 山崩、土石流  

那瑪夏鄉  民權村、民族村、民生村  布農族 

鄒族 

茂林鄉  茂林村、萬山村、多納村  魯凱族 

甲仙鄉  小林村  西拉雅    

10  高屏溪  高雄縣  --  （無）   洪泛、淹水  

11  高屏溪  屏東縣  三地門鄉  大社村、德文村、青山村、三地村

、達來村  

排灣族 

魯凱族 

山崩、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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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臺鄉  阿禮村、佳暮村、大武村、吉露村

、霧台村、好茶村、排灣村、伊拉

村  

魯凱族 

排灣族 

瑪家鄉  瑪家村  排灣族 

泰武鄉  平和村、佳興村  排灣族 

來義鄉  古樓村、義林村、來義村  排灣族 

12  林邊溪 

東港溪  

屏東縣  --  （無）   地層下陷  

海水倒灌  

13  枋山溪  屏東縣  獅子鄉  南世村、內獅村、獅子村、草埔村

、丹路村  

排灣族 山崩、土石流  

牡丹鄉  高士村   

14  太麻里溪  台東縣  金峰鄉  嘉蘭村、歷坵村   洪泛、淹水  

山崩、土石流  太麻里鄉  大王村、金崙村、多良村、泰和村

、新香蘭  

 

大武鄉  大竹村、大鳥村   

達仁鄉  新化村、台坂村、土坂村、南田村   

15  卑南溪  台東縣  海端鄉      山崩、土石流  

  

附表二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委員會指定之產業重建點 

地 區  示 範 點  產 業 特 色  主 辦 及 輔 導 機 關  

臺東縣  金峰鄉  

嘉蘭村  

規劃設立小型木工坊及嘉蘭村漂流木工

廠，生產實用的漂流木家具。  

婦女布工坊的成立，可讓部落的媽媽們

用編織及縫製布包賺取生活收入。  

主辦機關：臺東縣政府  

輔導機關：  

原民會（原民文化及特色產業）、農委

會（提供漂流木）、文建會（文化創業

產業）、交通部觀光局（發展觀光）、

經濟部中企處（地方特色產業）  

   知本商圈  溫泉觀光產業  

深具原民風情  

商圈組織蓬勃  

主辦機關：臺東縣政府  

輔導機關：  

交通部觀光局（發展觀光）  

經濟部商業司（商圈輔導）  

   太麻里鄉金

崙區  

全國最大釋迦種植園區計約 1,050 公頃

，其品質與風味更是全國之冠，又原住

民文化琉璃珠燒製，炫麗多彩，獨步全

國，而金崙溫泉風景區地熱蘊豐，被交

通部觀光局核列為全國四大示範溫泉開

發區。  

主辦機關：臺東縣政府  

輔導機關：  

原民會（原民文化及特色產業）、交通

部觀光局（發展觀光）、農委會（精緻

農業）、經濟部中企處（地方特色產業

）、文建會（文化創業產業）  

屏東縣  林邊佳冬養

殖漁業區  

養殖漁業區  

台灣主要種苗生產重鎮  

主辦機關：屏東縣政府  

輔導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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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漁業輔導）、經濟部水利署（

疏濬砂石協助復養）  

   瑪家鄉瑪家

農場  

一、 永久屋基地  

二、設置「藝術村產學研發中心」及「

部落工坊」以提供產業合作平台。  

主辦機關：屏東縣政府  

輔導機關：  

原民會（原民文化）  

文建會（文化創業產業）  

高雄縣  月眉有機農

場及五里埔

平埔文化  

一、永久屋基地  

二、月眉農場規劃有機農業專區  

三、五里埔規劃小林村傳統平埔文化  

主辦機關：高雄縣政府  

輔導機關：  

農委會（有機農業）、經濟部國營會（

協調台糖用地）、文建會（文化創業產

業）  

   南橫商圈  那瑪夏鄉－原住民文化、水蜜桃、梅子  

桃源鄉－梅子、紅肉李、愛玉子、野生

茶  

甲仙鄉－芋冰城、麻竹筍、有機黑糖  

六龜鄉－溫泉產業、金煌芒果等。  

主辦機關：高雄縣政府  

輔導機關：  

經濟部商業司（商圈輔導）、經濟部中

企處（地方特色產業）、交通部觀光局

（發展觀光）、農委會（精緻農業）、

原民會（原民文化及特色產業）、文建

會（文化創業產業）  

   旗山商圈  古蹟、老街文化、香蕉美食王國、南台

灣樂活鄉鎮行銷  

主辦機關：高雄縣政府  

輔導機關：  

經濟部商業司（商圈輔導）  

交通部觀光局（發展觀光）  

農委會（精緻農業）  

文建會（新增）  

嘉義縣  鄒族文化特

色產業  

阿里山鄉鄒族部落，以原住民傳統文藝

為其產業特色，例如皮雕、編織、手工

藝品等，並以舉辦原住民節慶活動為特

色。  

主辦機關：嘉義縣政府  

輔導機關：  

原民會（原民文化及特色產業）、文建

會（文化創業產業）、交通部觀光局（

發展觀光）  

   阿里山鄉里

佳村  

原住民地區生態旅遊  

原住民傳統作物  

筍類、愛玉子、高山茶  

主辦機關：嘉義縣政府  

輔導機關：  

原民會（原民文化及特色產業）、農委

會（精緻農業）、交通部觀光局（發展

觀光）  

   阿里山鄉山

美村  

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  

原住民地區  

農特產品（茶葉、竹筍類、高冷蔬菜及

咖啡）  

主辦機關：嘉義縣政府  

輔導機關：  

原民會（原民文化及特色產業）、農委

會（精緻農業）、交通部觀光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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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南投縣  信義鄉東埔

溫泉風櫃斗

區  

該區產業為溫泉聖地、適合生態旅遊，

蘊藏原住民文化產業、遊憩型觀光景點

，如風櫃斗賞梅、草坪頭觀光茶園、豐

丘葡萄觀光果園及信義鄉農會酒莊等，

農特產品豐富。  

主辦機關：南投縣政府  

輔導機關：  

交通部觀光局（發展觀光）、農委會（

精緻農業）、原民會（原民文化及特色

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