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核 1

本會議紀錄待下次會議確認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6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點：總統府 3 樓大禮堂及分區視訊會議室
主席：蔡召集人英文、賴副召集人清德
出席：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副召集人、林 委 員 萬 億、
李委員永得、陳委員明建、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委員、
曾委員智勇、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委員、杜委員正吉、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委 員 、 趙 山 琳 bo：ong a para：in
委員、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委員、Magaitan．Lhkatafatu
委員（請假）
、潘委員文雄、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委員、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委員、田貴實 Kimi Sibal
委員、葛新雄 Hla'alua Mai 委員、蔡運福 Kanakanavu．
Kacopuana．Upa 委 員（ 請 假 ）
、潘英傑 Daway Abuk 委 員、
Uma Talavan 萬淑娟委員、林委員聰明（請假）
、蔡依靜 Lamen．
Panay 委員、Dongi Kacaw 吳雪月委員、包惠玲 Mamauwan
委員、Masegeseg Z. Gadu 童 春 發 委 員、蘇 美 娟 Yayut Isaw
委員、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委員、姚委員人多
列席：總統府李秘書長大維、夷將．拔路兒 Icyang．Parod 執行秘
書、李副執行秘書俊俋、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副執
行長（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鍾興華 Calivat．Gadu、
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 谷 縱．喀勒芳安（土地小組主持
人）
、教 育 部 蔡 政 務 次長清華（歷史小組主持人）
、文化部
李常務次長連權（和解小組主持人）
、內政部花政務次長敬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黃副主任委員金城、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 員 會 李 副 主 任 委 員 文 忠、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林局長華 慶、教 育 部 鄭 司長來長、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張處長維銓、文化部文化資 產 局 吳 副 局 長 華 宗、Skaru 流
域 部 落 群 代 表 喇 藺 ．猶命 Laling Yumin、總統府發言人
Kolas Yotaka、第一局郭局長宏榮、公 共 事 務 室 高 主 任 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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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蔡召集人英文致詞
賴清德副總統、阿浪．滿拉旺副召集人、李大維秘書長、
夷將 Icyang 主委、李副秘書長、各位委員、各位同仁，以及
收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好。
因為防疫考量，這次委員會議配合疫情指揮中心指引，以
分區視訊方式進行，很高興看到在花蓮、臺東、高雄的委員踴
躍上線參加這次會議。
這次委員會議因為疫情警戒，間隔稍長時間才召開。我知
道在沒有開會這段時間，各族的代表委員和學者專家委員，依
然為了族人的權益奔走。例如在三級警戒期間，許多委員都關
切原住民族健康權議題，一起發表聯合聲明，呼籲政府和各界
要更重視原鄉部落防疫的韌性。疫情指揮中心在第一時間就注
意到這份聲明，在防疫政策上做加強，另外也注意到原鄉的照
服員、社工員在防疫工作上所做的貢獻。
我要謝謝各位委員，不僅配合防疫，還主動看到問題、積
極表達，及時作出提醒。我常說團結防疫守臺灣，原住民族在
防疫中的參與確實是非常重要。
在總統府成立原轉會，除了要對當下的課題直接溝通對
話外，也要持續致力還原歷史真相，推動族群之間的和解。今
年 4 月，我前往新竹縣五峰鄉見證泰雅族部落、林務局及國家
公園管理處之間的和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今天也特別邀
請在地族人代表喇藺．猶命 Laling Yumin，以及山林治理相
關機關首長等幾位關鍵的推手來報告，希望了解在和解儀式
後，族人和政府機關對山林環境的共同管理要如何繼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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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期盼從泰雅族這個案例出發，繼續推動更廣泛的真相及和解
工作。
另外，今年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原轉會和解小組主政
機關文化部舉辦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特展，今天也邀
請和解小組報告成果，把面向社會大眾積極溝通、對話的精神
不斷地延續下去。現在就開始今天的會議，謝謝大家。
貳、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決定：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確認第 15 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會議紀錄。
報告事項二：「TAYAL 泰雅爾 Skaru 流域部落群與國家山林治
理機關 Sbalay 和解儀式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定：
一、本案洽悉。感謝本案辦理過程中各機關與族人之投入，
也謝謝 Kolas Yotaka 發言人在擔任立法委員時居中協
調，開展族人與政府間和解的契機。
二、此 Sbalay 和解儀式必將成為各界推動原住民族歷史正
義之成功範例，相信只要願意溝通，必能解決問題。
報告事項三：「原住民族日『ita/kita 一起得力量．我們！』
特展」成果報告案。
決定：本案洽悉。特展是階段性成果之呈現，我們將在原住民
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道路上持續努力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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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事項
案由：檢陳「第 16 次委員會議委員提案一覽表」並擬具處理
方式，提請討論。
決議：依幕僚單位擬議意見辦理。
伍、散會：下午 4 時
（發言內容詳見「第 16 次委員會議實錄」）

附件：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第 16 次委員會議
提案處理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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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 16 次委員會議提案處理意見表
案號
1.

2.

3.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田貴實 Kimi Sibal
（陳明建、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曾智勇、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潘文雄、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Uma Talavan 萬淑娟、
Dongi Kacaw 吳雪月）
田貴實 Kimi Sibal
（陳明建、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曾智勇、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潘文雄、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Uma Talavan 萬淑娟、
Dongi Kacaw 吳雪月）
Uma Talavan 萬淑娟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曾智勇、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杜正吉、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Magaitan．Lhkatafatu、
潘文雄、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提案案由

處理意見

有關花蓮 縣 卓 溪 鄉 請行政院
世豐水電 廠 興 建 案， 研處彙復
建請依原基法規定與
部落踐 行 諮 商 同 意
程序。

1980 年因國家徵收土 請行政院
地設置花蓮空軍佳山 研處彙復
基地，致部落族人流
離失所 41 年，建請國
防部承諾同意撥用原
花蓮空軍防校土地，
作為復耕計畫。

建請行政院在釋憲會 請行政院
議前召開平埔正名會 研處彙復
議，並請行政部門以
肯認西拉雅原住民身
分之最有利釋憲意見
提供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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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4.

5.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
包惠玲 Mamauwan、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蘇美娟 Yayut Isaw、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Uma Talavan 萬淑娟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Magaitan．Lhkatafatu、
潘文雄、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
蔡依靜 Lamen．Panay、
蘇美娟 Yayut Isaw）
Uma Talavan 萬淑娟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Magaitan．Lhkatafatu、
潘文雄、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潘英傑 Daway Abuk、
林聰明、
蔡依靜 Lamen．Panay、
蘇美娟 Yayut Isaw）

提案案由

處理意見

基於歷史重大災難的 請行政院
傷痛撫慰，關心受災 研處彙復
戶居住權益後續正義
問題，希望小林大武
巄永久屋現況及永續
性家園需求能得到政
府協助改善。

為平埔各族語言權與 請行政院
國家語言政策平等接 研處彙復
軌，建請文化部、教育
部、原民會著手相關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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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6.

7.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提案案由

杜正吉
（阿浪．滿拉旺Alang．Manglavan、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曾智勇、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文高明 Mo`e usaiyana、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Magaitan．Lhkatafatu、
潘文雄、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包惠玲 Mamauwan、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蘇美娟 Yayut Isaw）
杜正吉
（阿浪．滿拉旺Alang．Manglavan、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曾智勇、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文高明 Mo`e usaiyana、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Magaitan．Lhkatafatu、
潘文雄、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
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蔡運福

處理意見

請協助解決莫拉克風 請行政院
災後原住民受災戶的 研處彙復
轉型正義問題。

擬請同意魯凱族成立 併入自治
先期試辦魯凱自治區 法專案會
政府計畫。
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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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Kanakanavu．Kacopuana．Upa、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包惠玲 Mamauwan、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蘇美娟 Yayut Isaw）

提案案由

處理意見

8.

杜正吉
（阿浪．滿拉旺Alang．Manglavan、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曾智勇、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文高明 Mo`e usaiyana、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Magaitan．Lhkatafatu、
潘文雄、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包惠玲 Mamauwan、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蘇美娟 Yayut Isaw）

擬請匡列經費予各族 請行政院
群民族議會，以維持 研處彙復
其組織運作。

9.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Magaitan．Lhkatafatu、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蔡運福

建請農委會儘速修正 請行政院
森林法，增訂原住民 研處彙復
族基於非營利目的採
取森林產物之除罪化
規定，以保障憲法及
原住民族基本法所賦
予原住民族之基本人
權及自然資源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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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Kanakanavu．Kacopuana．Upa、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Dongi Kacaw 吳雪月、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提案案由

處理意見

10.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Magaitan．Lhkatafatu、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Dongi Kacaw 吳雪月、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建請修正現行劃設為 請行政院
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土 研處彙復
地只補償一次的規
定，改為補償金每年
發放一次，以維護土
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11.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Magaitan．Lhkatafatu、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Dongi Kacaw 吳雪月、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花蓮縣秀林鄉上崇德 請行政院
段 196、316、621、722、 研處彙復
736、736-1、736-2 地
號等七筆土地，於
1970 年道路拓寬時，
未辦理徵收補償程
序，應查明真相並予
以賠償。

12.

文高明 Mo`e usaiyana
（阿浪．滿拉旺Alang．Manglavan、
陳明建、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從寬認定原住民族祖 請行政院
先遺留地，納入增劃 研處彙復
編並優先提供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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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13.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提案案由

曾智勇、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杜正吉、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Magaitan．Lhkatafatu、
潘文雄、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蔡依靜 Lamen．Panay、
Dongi Kacaw 吳雪月、
包惠玲 Mamauwan、
蘇美娟 Yayut Isaw）
文高明 Mo`e usaiyana
（阿浪．滿拉旺Alang．Manglavan、
陳明建、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曾智勇、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杜正吉、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Magaitan．Lhkatafatu、
潘文雄、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處理意見

曾文溪上游流域歷經 請行政院
多次水災，沿岸農地 研處彙復
流失，造成居民財產
損失，請提高回饋補
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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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蔡依靜 Lamen．Panay、
Dongi Kacaw 吳雪月、
包惠玲 Mamauwan、
蘇美娟 Yayut Isaw）

提案案由

處理意見

14.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Dongi Kacaw 吳雪月）

建議大學原住民專班 請行政院
能聘任一定比例之原 研處彙復
住民籍專任教師。

15.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Dongi Kacaw 吳雪月）

建請檢視原住民地區 請行政院
寬頻網路佈建情形， 研處彙復
解決部落網路覆蓋率
不足現況。

16.

葛新雄 Hla'alua Mai
（阿浪．滿拉旺Alang．Manglavan、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請政府加速辦理高雄 請行政院
市旗山事業區第 103 研處彙復
林班土地補辦增劃編
業務，早日歸還祖先
之地，實現歷史正義
與轉型正義。

17.

葛新雄 Hla'alua Mai
（阿浪．滿拉旺Alang．Manglavan、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陳明建、
葛新雄 Hla'alua Mai、
Dongi Kacaw 吳雪月）

建請政府積極於那瑪 請行政院
夏楠梓仙溪興建「長 研處彙復
廊鋼橋」，以利部落農
民運送農產，減輕農
民負擔，達到便民利
民之效。

18.

建請釐清德基水庫淹 請行政院
沒區及保護帶內原住 研處彙復
民保留地補償爭議
案，彌補族人權益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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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19.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提案案由

處理意見

失，以落 實 原 住 民
族歷史正義與轉型
正義。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建請調查並依法處理 請行政院
（陳明建、
國立臺灣大學破壞盜 研處彙復
葛新雄 Hla'alua Mai、
掘馬遠坟骨案，對部
Dongi Kacaw 吳雪月）
落族人為集體賠償。

20.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陳明建、
葛新雄 Hla'alua Mai、
Dongi Kacaw 吳雪月）

為 完 整 國 家 綠 道 政 請行政院
策，敬請將「原住民族 研處彙復
綠道系統」正式納列，
以豐富未來台灣綠道
發展。

21.

阿浪．滿拉旺 Alang．Manglavan
（陳明建、
葛新雄 Hla'alua Mai、
Dongi Kacaw 吳雪月）

請將臺東縣海瑞鄉利 請行政院
稻段 365 地號之原住 研處彙復
民保留地，依法返還
原權利人，以落實轉
型正義，俾利陳情人
家族辦理繼承事宜。

22.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曾智勇、
杜正吉、
文高明 Mo`e usaiyana、
潘文雄、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Uma Talavan 萬淑娟、
蔡依靜 Lamen．Panay、
蘇美娟 Yayut Isaw）

請經濟部推動「蘭嶼 請行政院
核廢料貯存場處理暨 研處彙復
補償條例」立法工作，
保障未來雅美族人在
核廢遷出後之相關權
益，落實政府轉型正
義實質作為。

23.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曾智勇、
杜正吉、
文高明 Mo`e usaiyana、

請經濟部台灣電力公 請行政院
司，規劃「蘭嶼發電 研處彙復
廠」遷廠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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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提案案由

處理意見

潘文雄、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Uma Talavan 萬淑娟、
蔡依靜 Lamen．Panay、
蘇美娟 Yayut Isaw）
24.

曾智勇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Magaitan．Lhkatafatu、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蔡運福
Kanakanavu．Kacopuana．Upa、
潘英傑 Daway Abuk、
Uma Talavan 萬淑娟）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 請行政院
償係土地權利人受特 研處彙復
別犧牲而由國家給予
相對補償之概念，惟
自 105 年施行迄今，
族人迭有反映補償認
定標準不公情事，請
原民會正視並修法，
以符民意及立法精神。

25.

Dongi Kacaw 吳雪月
（阿浪．滿拉旺Alang．Manglavan、
陳明建、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Magaitan．Lhkatafatu、
潘文雄、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田貴實 Kimi Sibal、
蔡依靜 Lamen．Panay、
包惠玲 Mamauwan、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建請恢復原住民族傳 請行政院
統釀酒文化，維護台 研處彙復
灣原住民族無形文化
資產，促進部落傳統
文化發展，去除原住
民酗酒污名化。

26.

Dongi Kacaw 吳雪月
（阿浪．滿拉旺Alang．Manglavan、
陳明建、

推動制定原住民族健 請行政院
康法。
研處彙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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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Magaitan．Lhkatafatu、
潘文雄、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田貴實 Kimi Sibal、
蔡依靜 Lamen．Panay、
包惠玲 Mamauwan、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提案案由

處理意見

27.

蘇美娟 Yayut Isaw
（杜正吉、
文高明 Mo`e usaiyana、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Uma Talavan 萬淑娟、
包惠玲 Mamauwan、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建請為接受原住民族 請行政院
實驗教育之原住民孩 研處彙復
子建立更多元適性的
升學管道。

28.

蘇美娟 Yayut Isaw
（杜正吉、
文高明 Mo`e usaiyana、
趙山琳 bo:ong a para:in、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Uma Talavan 萬淑娟、
包惠玲 Mamauwan、
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

為落實國家語言發展 請行政院
法，建請教育部修正 研處彙復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語文領域
名稱。

29.

潘英傑 Daway Abuk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杜正吉、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拉蓊．進成

請行政院依照原轉會 請行政院
第 15 次委員會議總統 研處彙復
裁示，儘速召開平埔
族群身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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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Daong．Cinceng．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Uma Talavan 萬淑娟、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提案案由

處理意見

30.

潘英傑 Daway Abuk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杜正吉、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Uma Talavan 萬淑娟、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請文化部依據國家語 請行政院
言發展法規定，協助 研處彙復
平埔族群從事平埔族
群語言傳承、復振及
發展工作。

31.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杜正吉、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Uma Talavan 萬淑娟、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蘇美娟 Yayut Isaw）

建請政府平反中校營 請行政院
長林國勲應有的退伍 研處彙復
撫卹與權益。

32.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杜正吉、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Uma Talavan 萬淑娟、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蘇美娟 Yayut Isaw）

建請政府修建、養護 請行政院
及管理苗 21 線通往泰 研處彙復
雅族鹿場部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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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33.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萊撒．阿給佑 Laysa．Akyo
（馬來盛 Laising Sawawan、
杜正吉、
文高明 Mo`e usaiyana、
夏曼威廉斯 Syamen Womzas、
田貴實 Kimi Sibal、
葛新雄 Hla'alua Mai、
Uma Talavan 萬淑娟、
Masegeseg Z. Gadu 童春發、
蘇美娟 Yayut Isaw）

提案案由

處理意見

建請行政院將原住民 請行政院
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研處彙復
提升為法律位階，以
維護原住民族集體權
利、土地正義及部落
發展。

34.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Uma Talavan 萬淑娟、
蔡依靜 Lamen．Panay）

建 請 就 撒 奇 萊 雅 族 請行政院
Katangka 部落編列專 研處彙復
案經費，以進行歷史、
文化及文物調查。

35.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曾智勇、
Uma Talavan 萬淑娟、
蔡依靜 Lamen．Panay）

36.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Uma Talavan 萬淑娟、
蔡依靜 Lamen．Panay）

建請文化部設立專
案，透過大館帶小館
網絡，規劃於原文館
辦理原轉議題策展，
以釐清歷史真相並促
進社會溝通。
建請國防部同意佳山
基地依據當地原住民
族傳統地名進行更
名，以落實原住民族
轉型正義。

37.

拉蓊．進成
Daong．Cinceng．Maibol
（田貴實 Kimi Sibal、
Uma Talavan 萬淑娟、
蔡依靜 Lamen．Panay）

請行政院
研處彙復

請行政院
研處彙復

建請國防部佳山基地 請行政院
仿效關島美軍海軍基 研處彙復
地設立展示場所，提
供民眾認識基地歷史
沿革、國軍防衛能力
及在地原住民族文
化，提升國軍形象並
建立軍民交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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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提案委員
（連署委員）

提案案由

陳明建
（阿浪．滿拉旺Alang．Manglavan、
蔡依靜 Lamen．Panay）

處理意見

建請政府協助就地安 請行政院
置瑞芳區及樹林區居 研處彙復
住於國有土地上之族
人，以實現居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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