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原住民運動會舉辦準則修正總說明
現行全國原住民運動會舉辦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係一百年二
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為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作業，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業改制為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
，又為使全國原住民運動
會(以下簡稱本賽會)名稱與原住民族基本法定義規範用詞一致，並依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有關本賽會應以原住民
族之運動特色為主軸，以與全國運動會區隔，爰修正本準則，其修正
要點如次：
一、配合原住民族基本法定義，本準則名稱修正為「全國原住民族運
動會舉辦準則」。(修正名稱)
二、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作業，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業改制為體育署，爰
規定本賽會相關事項受本部監督及考核，涉及本準則相關條文用
語亦配合修正；另將所定「本會」修正為「本部」
。
（修正條文第
二條、第三條、第五條至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六條及
第十八條）
三、修正參加單位及籌備處用詞定義，並刪除籌備委員會。（修正條
文第三條）
四、將所定「原住民」修正為「原住民族」
。
（修正條文第四條及第十
二條）
五、考量申請單位可透過一般行政程序了解應填具申請書及計畫內
容，及承辦單位應與本部簽訂之契約，該契約係由本部提供，爰
刪除現行所定附件一及附件二。
（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七條）
六、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修正籌備會組織成員；為建立本賽會各項競賽
規定具公平及客觀性，增列運動競賽審查會。
（修正條文第九條）
七、配合本部體育政策白皮書，本賽會應以原住民族傳統運動特色為
主軸，以與全國運動會區隔，爰修正本賽會舉辦運動種類原則及
種類總數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八、本賽會競賽規程總則、各種運動技術手冊及成績報告均已納入第

十三條及第十八條規定，爰予以刪除。(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九條)
九、有關個人資料保護規定，已明定於本賽會運動競賽規程及組織執
掌範圍，爰予以刪除。（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條）
十、考量本準則相關事項有由體育署辦理之實務運作所需，爰規定本
準則所定本部應辦理事項，得委由體育署辦理之。(修正條文第
十九條)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舉辦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舉辦準則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舉辦準則

說明
配合原住民族基本法定義，將
所定「原住民」修正為「原住
民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準則依國民體育法 第一條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依國民體育法第十九條規定：
第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訂 定 （以下簡稱本會）為發展我 「…(第二項)各種全國性運動
之。
國原住民體育，提升原住民 賽會之舉辦，應配合全國綜合
體能，保障原住民運動權，
性運動會及國際正式運動競賽
特舉辦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以下簡稱本賽會）
，並依據 規劃。(第三項)前項各種全國
國民體育法第十九條規定訂 性運動賽會舉辦之準則，除全
定本準則。

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
全 國 中等 學校 運 動會舉 辦 準
則，由教育部訂定外，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爰修正本準
則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第二條 本賽會舉辦及其相關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爰將全
（以下簡稱本賽會）舉辦及 事項，應依本準則規定辦 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以下簡稱
其相關事項，應依本準則規 理，並受本會監督及考核。 本賽會)之監督及考核機關修
定辦理，並受教育部（以下
正為「教育部」。
簡稱本部）監督及考核。
第三條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 第三條 本準則名詞定義如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爰
下：
下：
將第一款及第三款所定
一、申請單位：指依本準則 一、申請單位：指直轄市政
「本會」修正為「本部」。
規定向本部提出申請承
府或縣（市）政府依本 二、現行第四款所定「直轄市、
辦本賽會之直轄市、縣
準則規定向本會提出申
臺灣省各該縣（市）
、福建
（市）政府。
請承辦本賽會者。
省金門縣及連江縣為
二、籌備會：申請單位為執 二、籌備會：申請單位為執
限」
，修正為「直轄市、縣
行本賽會申辦各種相關
行本賽會申辦各種相關
（市）政府」
，並刪除「但
工作之執行，而籌組之
工作之執行，而籌組之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
臨時性任務編組。
臨時性任務編組。
二十五日改制直轄市者，
三、承辦單位：指申請單位 三、承辦單位：指前款申請
其改制前之各縣（市）
，仍
經本部依本準則規定核
單位經本會依本準則規
得以其名義參加。」
，其餘
定為本賽會之辦理者。
定核定為本賽會之辦理
酌作文字修正。
但本準則另有規定者，
者。但本準則另有規定 三、考量現行第二款已涵蓋現
從其規定。
者，從其規定。
行第五款內容，爰刪除現
四、參加單位：指依本準則 四、參加單位：指依本準則
行第五款規定。
規定指派選手參加本賽
規定指派選手參加本賽
四、現行第六款移列於第五
會賽事之直轄市、縣
會賽事之單位，其以直
款，其所定「籌備單位」
（市）政府。
轄市、臺灣省各該縣
修正為「承辦單位」。
五、籌備處：承辦單位為執
（市）
、福建省金門縣及
行各相關工作而於籌備
連江縣為限，但中華民
會下設之臨時性任務編
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組。

五日改制直轄市者，其
改制前之各縣（市）
，仍
得以其名義參加。
五、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
籌委會）
：承辦單位為統
籌本賽會協調及推動等
事宜而籌組之臨時性任
務編組。
六、籌備處：籌備單位為執
行各相關工作而於籌委
會下設臨時性任務編
組。
第四條 本賽會名稱為中華民 第四條 本賽會名稱為中華民 一、第一項配合原住民族基本
國○○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 國○○年全國原住民運動
法定義，將所定「原住民」
會。
會。
修正為「原住民族」。
本賽會每二年舉辦一
本賽會每二年舉辦一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次，每年於二月至四月間舉 次。於二月至四月間舉辦，
辦，會期以三日為原則。
其賽會期間以三天為原則。
第五條 申請單位應依本準則 第五條 申請單位應依本準則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爰
將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
規定，於本賽會預定舉辦年 規定於本賽會預定舉辦年度
「本會」修正為「本部」，
度三年前之七月至八月間， 前三年七月至八月間向本
會提出承辦申請。
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向本部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應提出承辦 二、考量申請單位可透過一般
前項申請，應填具申請 申請書及計畫內容（格式如
行政程序了解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計畫內容。
附件一）。
書及計畫內容，故刪除第
第一項申請期間屆滿而
第一項申請期間終了而
二項所定申請書及計畫內
容附件。
無申請單位提出申請者，本 無申請單位提出本賽會承辦
部 得 協 調 指 定 直 轄 市 、 縣 申請者，本會得協調其他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
（市）政府或具有舉辦能力
具有舉辦能力之學校、機構
之學校、機構、法人或團體
或法人團體辦理之。其有必
辦理之。
要者，亦得暫緩舉辦。
第六條 前條第一項之申請， 第六條 對於前條規定之申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爰將所
由本部評選核定；必要時， 請，由本會評選核定。其有 定「本會」修正為「本部」
，其
本部得組成評選會進行履勘 必要者，得組成評選會進行 餘 酌 作文 字修 正 ，使規 範 明
評選之。
履勘評選決定之。
確。
第七條 經評選或指定之承辦 第七條 經依本準則規定評選 因承辦單位所簽訂契約，係由
單位，應自本部公告或指定 為承辦單位者，應與本會簽 本部提供，無須列入條文說明
之日起一個月內，與本部簽 立行政契約（格式如附件 及 附 件， 爰刪 除 行政契 約 附
訂協議書，並依協議書內容 二）。
件，其餘酌作文字修正，使規
辦理本賽會。
範明確。
第八條 本賽會場地設施，應 第八條 本賽會場地設施，應 酌作文字修正。
以承辦單位現有場地設施為 以承辦單位現有場地設施為
原則；其有必要者，得洽請 原則。其有必要者，得洽請
鄰近區域直轄市、縣（市） 鄰近區域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機關、學校或團體協 政府、機關學校協助。
助。
第九條 承辦單位應於本賽 第 九 條 承辦單位應於本賽
會 舉 辦 二 年 前 成 立 籌 備 會舉辦二年前成立籌委會，
會，辦理各項籌備事項；籌 辦理各該籌備事宜。籌委會
備會成員如下：
成員如下：
一、承辦單位首長。
一、承辦單位首長。
二、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 二、本會全民運動處處長及
體育署)全民運動及運
運動設施處處長。
動設施單位主管。
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三、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
教育文化處處長。
簡稱原民會）教育文化 四、教育部體育主管。
處處長。
五、本賽會參加單位（即直
四、本賽會參加單位（即直
轄市政府及縣（市）政
轄市、縣（市）政府）
府）首長。
首長。
六、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五、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秘書長。
秘書長。
七、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
六、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秘
會秘書長。
書長。
八、本賽會舉辦競賽種類全
七、本賽會舉辦競賽種類之
國各單項協會理事長。
團體代表。
九、承辦單位代表若干人。
八、其他：由承辦單位視實 十、其他：由承辦單位視實
際需要，經本部核准後
際需要，經本會核准後
聘任之。
聘任之。
前項籌備會，由承辦單
籌委會主任委員由承辦
位首長擔任召集人，規劃本 單位首長擔任之。
賽會各項籌備工作，並成立
為利本賽會籌備工作進
籌備處，執行籌備工作；籌 行，得由承辦單位成立籌備
備處得分組辦事，其工作人 處，並依實際需要分組辦
員 ， 由 籌 備 會 召 集 人 聘 任 事，其工作人員由籌委會主
之。
任委員聘任之。
承辦單位由本部指定辦
承辦單位由本會協調辦
理本賽會者，籌備會至遲應 理者，籌委會至少得於辦理
於辦理一年前成立，不受第 前一年成立。
一項二年前成立規定之限
制。
承辦單位應設運動競賽
審查會，專責處理運動競賽
事項。
第二項籌備會組織章程
及第四項運動競賽審查會組
織簡則，由承辦單位擬訂，
連同委員名單，報本部核
定。

一 、 配合 行政 院 組織改 造 作
業，現行第一項第二款所
定「全民運動處處長及運
動設施處處長」修正為「本
部體育署全民運動及運動
設施單位主管」。
二、現行第一項第三款，配合
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
「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之
機關名稱已變更為「原住
民族委員會」，爰予配合
修正，並増訂簡稱規定。
又現行第一項第四款，配
合組織法規所定機關名稱
變更及業務調整，統籌由
教育部體育署執行，爰予
刪除。
三、考量承辦單位籌辦本賽會
之業務分工，其籌備組織
架構及員額，係依內部組
織規模而有所差別，爰刪
除現行第一項第九款有關
承辦單位代表員額之規
定，俾利籌辦工作。
四、現行第一項第八款規定本
賽會舉辦競賽種類全國各
單項協會理事長，考量本
賽會競賽種類包括傳統民
俗運動，非僅單項協會，
爰修正為團體代表。
五、現行第二項及第三項合併
為一項，項次變更為第二
項，另配合第三條刪除籌
備委員會之規定，爰第二
項「籌委會」修正為「籌
備會」，且將「主任委員」
修正為「召集人」，並酌
作文字修正。
六、為利本賽會各種運動競賽
規範更為完備，增列第四

項設運動競賽審查會及第
五項其組織相關規定，由
承辦單位擬訂，報本部核
定。
七、其餘酌作文字修正，使規
範明確。
第十條 本賽會會長由行政院 第十條 本賽會會長由行政院 酌作文字修正，使規範明確。
院長擔任；副會長由本部部 院長擔任；副會長由全國最
長、原民會主任委員及承辦 高體育、原住民行政主管機
單位首長分別擔任。
關首長及承辦單位首長共同
擔任。
第十一條 本賽會承辦經費如 第十一條 本賽會所需經費， 一、配合目前辦理全國性賽會
下：
除由承辦單位編列預算及申
經費來源狀況，修正第一
請上級政府補助外，得以下
一、中央相關機關分攤或補
項所定各款內容。
列方式籌募之：
助款。
二、籌募方式、項目、基準及
一、報名費收入。
二、承辦單位自籌款。
其徵信方式屬承辦單位內
二、出售入場券及紀念品收
三、廣告費收入。
部行政作業，爰第二項所
入。
四、媒體轉播權利金收入。 三、網路、廣告、廣播、電
定內容刪除。
五、品牌或標誌指定費收
視轉播或攝製權利金。
入。
四、捐助。
六、個人、團體或機構之贊 五、其他籌委會核定之收
入。
助及捐助。
前項籌募方式、項目、
七、出售紀念物品之收入。
基準及其徵信方式，由承辦
八、其他收入。
單位併同申辦計畫書報本會
核定。
第 十 二 條 本賽會舉辦 之運 第十二條 本賽會舉辦項目以 一 、 配合 本部 體 育政策 白 皮
動，分類如下：
原住民擅長之競賽種類、項
書，原住民族運動會應以
一、原住民族特有或傳統民 目及其他原住民傳統民俗體
原住民族之運動特色為主
俗之運動。
育活動為原則。
軸，逐年增加原住民族特
二、具優勢或屬團體性，適
前項舉辦項目由承辦單
有或傳統民俗運動，並與
合推動於多數原住民族之運
位依地方特色及場地設備、
全國運動會區隔，避免無
動。
限擴增運動種類偏離本賽
本賽會每次舉辦之運動 經費籌措等條件規劃，提請
種類，合計不得逾十五種， 籌委會通過後，報本會核定
會精神，爰修正第一項有
並以前項第一款運動為主； 之。
關本賽會舉辦之運動種
其並不得低於舉辦種類總數
類。
二分之一。
二、増列第二項明定本賽會每
本賽會舉辦之運動種
次舉辦之運動種類總數之
類，由承辦單位依地方特
限制。
色、場地設備及經費籌措等
條件規劃，提請籌備會通過
三、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爰
後，報本部核定。
將核定機關修正為「本
部」，另將所定「籌委會」
修正為「籌備會」。

第十三條 本賽會競賽規程， 第十三條 本賽會競賽規程， 一、因修正條文第九條第四項
由籌備處擬訂，經運動競賽 由承辦單位會同有關全國各
規定設運動競賽審查會，
該單項運動協會參照國際運
審查會審議後，報本部核
專責處理運動競賽事項。
動賽會通常規章擬訂，併同
定；各運動種類競賽技術手
爰第一項修正本賽會競賽
所用各該規範報本會核定。
冊，由籌備處會同相關全國
規程及各運動種類競賽技
籌委會得於本賽會舉辦
性體育團體，參照傳統民俗 一年前公告競賽規程總則，
術手冊擬訂、審議等作業
運動及各單項運動競賽規則 並於本賽會舉辦前半年公告
程序。
各種運動技術手冊。但中華
擬訂，送運動競賽審查會審
二、第二項所定「籌委會」修
民國一百年全國原住民運動
議後，報本部核定。
正為「籌備會」，其餘酌
會者，不受此限。
籌備會應於比賽一年前
作文字修正。
公告前項競賽規程，並於比
賽半年前公告各運動種類競
賽技術手冊。
第十四條 本賽會參賽選手， 第十四條 本賽會參賽選手資 一、現行第一項第一款移列於
應為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原 格如下：
第一項，並酌作文字修
住民；其原住民之身分，依 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原
正。
原住民身分法規定認定之。
住民。其原住民身分認
二、現行第一項第二款移列於
前項選手未滿二十歲，
定，依原住民身分法規
第二項，並增列「傳統民
依傳統民俗運動及國際運動
定。
俗運動」文字，並酌作文
賽會規範所定年齡規定有參 二、選手未滿二十歲而依國
字修正，使規範明確。
賽權利者，應取得法定代理
際運動賽會規範所定年
人之同意。
齡規定有參賽權利者， 三、現行第二項及第三項合併
本賽會之選手，其參賽
應取得監護人之同意，
移列於第三項，增列「各
資格、成績基準、人數、隊
但未滿二十歲人已結婚
運動種類競賽技術手
數之限制、前二項規定等事
者不在此限。
冊」，並修正參賽選手經
項，由籌備處依競賽規程及
本賽會參賽資格（含前
審查資格不符者，不得參
各運動種類競賽技術手冊之 項規定、參賽年齡、人隊數、
賽，有爭議者，由運動競
規定審查，經審查資格不符 成績基準或報名隊數限制）
者，不得參賽；其有爭議者， 認定，悉依競賽規程總則規
賽審查會決定之。
由運動競賽審查會決定之。 定，並由籌備處設資格審查
小組辦理審查作業。
其經前二項規定審查資
格不符者，其參賽註冊不予
核准列入。
第十五條 本賽會應舉行開幕 第十五條 本賽會開始，應舉 一、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第
行開幕典禮。其程序如下：
典禮；其程序如下：
二款所定「籌委會主任委
一、典禮開始（奏樂）。
一、典禮開始（奏樂）。
員」修正為「籌備會召集
二、運動員進場（由旗牌引
二、運動員進場（由牌、旗
人」。
領）。
引領）。
二、第三項所定下屆承辦單位
三、唱國歌。
三、唱國歌。
宣導表演時間，由十分鐘
四、籌委會主任委員致詞歡
四、籌備會召集人致歡迎
迎。
修正為四分鐘至七分鐘，
五、會長致詞。
詞。
以利閉幕典禮內容精緻
六、恭請總統（或其代表）
五、會長致詞。
化。
致詞並宣布本賽會開
六、恭請總統（或其代表）
三、其餘酌作文字修正，使規

致詞，並宣布本賽會開
始。
七、會旗進場。
八、升會旗。
九、運動員宣誓。
十、裁判宣誓。
十一、聖火進場及點燃聖
火。
十二、禮成（奏樂）。
本賽會結束時，應舉行
閉幕典禮；其程序如下：
一、運動員進場（由牌、旗
引領）。
二、籌備會召集人致詞。
三、會長致詞。
四、成績報告及頒獎。
五、降會旗。
六、會旗交接。
七、下屆承辦單位表演。
八、熄聖火。
九、禮成（奏樂）。
本賽會開、閉幕典禮致
詞，每人以不超過三分鐘為

始。
七、會旗進場。
八、升會旗。
九、運動員宣誓。
十、裁判員宣誓。
十一、聖火進場（燃勝利之
火）。
十二、禮成（奏樂）。
本賽會終了，應舉行閉
幕典禮。其程序如下：
一、運動員進場（由旗牌引
領）。
二、籌委會主任委員致詞。
三、會長致詞。
四、成績報告及頒獎。
五、降會旗。
六、會旗交接。
七、下屆承辦單位代表致
詞。
八、熄聖火。
九、禮成（奏樂）。
本賽會開閉幕典禮致
詞，均以不超過三分鐘為原
則，下屆承辦單位宣導表演
以十分鐘為限。

範明確。

原則，下屆承辦單位宣導表
演，以四分鐘至七分鐘為
限。
第十六條 承辦單位之獎勵， 第十六條 參加本賽會籌備工
由本部視其籌辦成效辦理。 作有功單位及人員，由承辦
參與本賽會籌備工作有 單位依權責酌予獎勵。
參賽單位隊職員及績優
功單位及人員之獎勵，由承
選手獎勵，由各該參賽單位
辦單位依其規定辦理。
依其規定辦理。
參賽單位職員及選手之
獎勵，由各參賽單位依其規
定辦理。
第十七條 承辦單位應對比賽 第十七 條 承辦單位應為本
場地、活動場所、參賽隊職 賽會工作人員、活動參加人
員、工作人員、媒體工作者 員及入場觀眾辦理各該保險
及觀眾，採取必要之安全措 事宜。
施，並辦理必要之保險。
第十八條 承辦單位應於本賽 第十八條 承辦單位應於本賽
會結束後六個月內完成報告 會終了後六個月內撰寫報告
書五份送達本會備查。
書五份，報本部備查。

一、增列第一項有關承辦單位
之獎勵，由本部視籌辦成
效辦理。
二、現行第一項及第二項分別
移列為第二項及第三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增列有關承辦單位應對比賽場
地、活動場所、參賽隊職員、
媒體工作者等採取必要之安全
措施，並酌作文字修正。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利報告書內容完整性，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前項報告書內容應包括
總統（或其代表）與會長致
詞、籌備會委員、籌備處工
作人員名單、運動種類(項
目)、競賽成績（包括獲獎人
員名單）、參賽人數統計(以
參賽單位統計)、競賽人數統
計(以運動種類統計)、獎牌
數統計(以參賽單位統計)、
各客觀項目成績紀錄、籌備
會議紀錄及檢討與建議等事
項。

報告書應包含籌委會籌 三、本賽會選手參賽成績無涉
備處組織人員、參加單位人
升學及人才選拔，爰刪除
數、各運動種類項目報名人
第三項規定。
數、成績結果、各客觀項目
成績紀錄、籌備會議紀錄、
附屬活動成果、各該統計資
料（含男女人數統計）、檢
討各該建議及其他經本會指
定之報告。
前項二種報告書、競賽資
訊及運動員資料等檔案，承
辦單位應採用電腦建檔儲存
管理，並列入移交。
第十九條 本賽會競賽規程總
則、各種運動技術手冊及前
項成績報告，應以承辦單位
名義公告，並刊登各該地方
政府公報。第五條第三項辦
理情形者，由本會公告，並
刊登政府公報。
第二十條 本賽會申辦單位人
員、承辦單位人員、參賽單
位隊職員參賽選手及其他輔
助人員、均應同意本賽會申
辦單位、承辦單位、參賽單
位及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定分別蒐集各該個人資
料。

第十九條 本準則所定本部應
辦理事項，得委由體育署辦
理之。

第二十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 第二十一條
施行。
行。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規定事項已納入修正
條文第十三條及第十八條
辦理，爰予以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亦納入競賽規程及組
織執掌規範，無重複規定
必要，爰予以刪除。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本準則相關事項有由
體育署辦理之實務需求，
未涉權限移轉，爰明定本
準則所定本部應辦理事
項，得委由體育署辦理
之。
本準則自發布日 條次變更，其內容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