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戶政便民資訊服務一覽表   ☆原住民各項福利政策溫馨小叮嚀☆ 

類
別 項目 繳附證件 辦理機關 

身 

分 

權 

原住民身分取得、

喪失、變更或回復 

1. 申請人。 

(1) 法定申請人：本人、法定代理人(父母雙方，如一方            

未會同申請時，需附他方之同意書)。 

(2) 受委託人：本項登記可書面委託申請(但依原住民身

分法第 7 條第 1 項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母之姓取

得原住民身分及第 9 條第 1 項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

者除外)。 

2.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當事人戶口名

簿、國民身分證(未滿十四歲未請領國民身分證者免

附)。 

3. 核准變更之公文或證明文件(如連貫謄本)。 

4. 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繳委託書及受委託人身分證、

印章。 

5. 有姓名條例第 15 條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改姓。 

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 

原住民族別取得 

原住民回復傳統

姓名並列羅馬拼

音 

自然人憑證 原住民回復傳統姓名，第1次登記後得免費換發，僅
以1次為限。 
1. 身分證。 

2. 電子信箱。 

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 

(因系統資料轉檔，需於回

復傳統姓名後 3 日才可申

辦) 

教 

育 

文 

化 

福 

利 

原住民子女學前

教育補助 

1. 就讀(托)於本市立案幼兒園之幼兒，年滿足歲至 4

足歲之幼兒(即中、小班，無設籍限制)。 

2. 應備文件：依年度核定計畫辦理。 

請詳洽本市立案幼稚園或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文教福利組) 

04-22289111#50106 

國民中小學清寒

原住民學生助學

金 

1. 填具申請書，並檢具蓋有原住民身分戳記之全戶戶

口名簿影本。(年度內) 

2. 符合清寒條件之佐證資料。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

育科 04-22289111#54306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

育科 04-22289111#54217 
臺中市公私立國

民中小學原住民

學生學校營養午

餐補助 

1. 由各學校調查校內設籍本市滿 4 個月以上並具原住

民身分學生，彙整相關申請文件向各區承辦學校申

請。 

2. 申請表、戶籍謄本。 

請詳洽臺中市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文教福利

組) 

04-22289111#50106 

臺中市公私立國

民中學以上原住

民學生電腦設備

費用補助 

1. 具原住民身分且設籍本市滿 4 個月以上，就讀國內

公、私立國中以上至研究所在學學生為申請對象。 

2. 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家庭。 

3. 未領取五年內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及其

他政府公營事業單位電腦補助學生。 

請詳洽臺中市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文教福利

組) 

04-22289111#50106   

 

臺中市公私立國

中小原住民籍學

生文具費補助 

每學期註冊時檢具 

1.  3 個月內戳記有原住民身分之戶籍謄本。 

2.  族籍證明或戶口名簿等證明文件。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

育科 04-22289111#54306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

育科 04-22289111#54216 
原住民中低收入

戶子女課後照顧

補助 

1. 申請表。 

2. 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本。 

3. 全戶所得稅證明及財產證明或符合社會救助法者檢

附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 

4. 繳費收據正本。 

5. 切結書。 

6. 就托學生之學生證影本或就讀學校出具之在學證
明書。 

請詳洽戶籍地區公所或臺

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文教福利組) 

04-22289111分機 5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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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請人或就托學生之郵局帳戶封面影本。 

8. 本市立案之課後托育中心、才藝中心或補習班立
案證書影本。 

臺中市原住民報

考國家考試研習

補習補助 

 

1. 申請表。 

2. 最近 3個月內戶籍謄本。 

3. 學員證正反面影本(面授學員請檢附)。 

4. 繳費收據正本（需為當年度開立之統一發票，並蓋

有商家統一編號之發票章）。 

5. 所附當年度統一發票之日期是在考試日期之後(例

如分期付款者)請再檢附開立發票公司行號之相關

證明。  

6.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7. 存摺封面影本。 

8. 課程表(於補習班上課者) ，需註記補習班印章視為

該補習班開立之課程表。 

9. 切結書。 

10. 準考證到考證明影本(需蓋有考選部當日到考證明

印章，印章需清晰)。 

請詳洽本市各區公所或臺

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文教福利組) 

04-22289111分機 50118 
 

原住民取得技術

士證照獎勵 

1. 申請表。 

2. 證照正、反面影本。 

3. 金融存摺封面影本。(申請人如為受刑人或因故不能

使用本人存摺，得使用配偶、直系血親或旁系血親

二親等之存摺，並填寫切結書。) 

4. 取得單一級技術士證得比照甲級或乙級，應檢附中

央勞工主管機關認可得比照甲級或乙級證明文件。 

請詳洽臺中市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文教福利

組) 

04-22289111 分機 50118 

社 

會 

福 

利 

原住民急難救助 

(死亡救助、醫療

補助、生活扶助、

重大災害救助) 

◎事實發生 3 個

月內提出申請

(除重大災害救

助應於事件發

生日三天內由

各區公所主動

派員訪視調查

及辦理救助，同

時以傳真方式

向本會報備，事

後並應補齊應

備證件完成救

助手續)。 

◎死亡救助： 

1.  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2.  村里長證明或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證明 

   （擇其一） 

3. 死亡證明書正本及喪葬收據正本一份。 

◎醫療補助： 

1.  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2.  村里長證明或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證明（擇其一）。 

3.  住院證明書或疾病診斷書。 

4.  醫療收據或繳費單或醫療費用明細證明單正本 

   （擇其一）。 

◎生活扶助： 

1.  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2.  由權責機關出具證明文件。 

3. 相關證明文件（死亡、失蹤證明書或住院醫療診    

斷書等）。 

◎重大災害救助： 

1.  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2.  重大災害證明。 

3.  由權責機關出具證明文件。 

4. 相關證明文件（死亡、失蹤證明書或住院醫療診    

斷書等）。 

請詳洽臺中市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文教福利

組) 

04-22289111分機 50118 

國民年金─原住

民給付 

1. 原住民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2.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須自行舉證土地或房屋有得扣除情事者，另應備齊： 

(1)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 

A.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或公共設施保留地證

明（向市府建管單位或公所申請）。 

B.個人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 

(2)房屋為個人實際居住之唯一房屋： 

請詳洽勞工保險局。 



A.建物謄本（向地政事務所申請）。 

B.個人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 

C.實際居住唯一房屋之切結書(可至勞保局網站下載或

至勞保局各地辦事處索取)。 

4. 存摺封面影本。 

原住民參加全民

健康保險費補助 

1. 符合投保全民健康保險第六類第二目之保險對象資

格，且年齡未滿 20 歲及年滿 55 歲以上者。 

2.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3. 印章。 

請詳洽戶籍地之區公所。 

原住民就業服務 1. 求職申請表。  

2. 國民身分證。 

原住民免費求職專線：

0800-066-995。 

原住民職業訓練

專班 

1. 報名表（傳真報名者請繳交原稿）。 

2. 身分證及畢業證書。 

3. 戶口名簿影本。 

4. 2 吋相片 3張。 

5. 設籍於臺中市之原住民。 

6. 求職者需檢附勞保明細等相關證明；在職者則需提

出在職證明。 

請詳洽就業服務處 

求職者請撥：04-22289111

分機 35618 

在職者請撥：04-22289111

分機 35616 

原住民新生兒免

費口服輪狀病毒

疫苗 

1. 符合本疫苗接種原則之出生 6週到 6個月大的嬰兒。 

2. 兒童健康手冊。 

3. 健保 IC卡。 

4. 具族籍證明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請詳洽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 
04-25265394分機 3584 

經 

濟 

建 

設 

福 

利 

中低收入戶原住

民建購、修繕住宅

補助 

◎建購住宅： 
1. 申請表。 

2. 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並完成民族別註記。 

3. 所得稅證明及財產證明各二份。 

4. 建物登記謄本。 

5. 未獲其他政府建購住宅補助切結書。 

6. 住宅照片（顯示門牌及室內居住狀況）。 

7. 收據。 

8. 郵局或金融機構之活期存款帳戶封面影本。 

◎修繕住宅： 
1. 申請表。 

2. 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並完成民族別註記。 

3. 所得稅證明及財產證明各二份。 

4. 建物登記謄本、房屋稅籍證明、水電繳費收據等。 

5. 欲修繕工程估價單。 

6. 預備修繕住宅位置照片每處一張。 

7. 最近 5年未曾獲政府其他修繕住宅補助切結書。 

8. 收據。 

9. 郵局活期存款簿封面影本。 

請詳洽房屋所在地之區公

所或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中低收入戶經濟

弱勢原住民住宅

租金補助 

1. 設籍本市且年滿 20 歲以上之原住民，其戶籍應與租

用房舍同地址。 

2. 未接受政府安置於國宅或安置住所、平價住宅；未

借住、配住公有住宅、宿舍。 
3. 每戶每月新台幣 4,000 元為上限。 

請詳洽臺中市政府原住
民族事務委員會 
04-22289111#50104 

原住民族綜合發

展基金貸款 

1. 申請書。 

2. 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 事業地土地登記簿謄本。 

4. 地籍圖謄本(土地租用、借用者，土地所有人同意

書)。 

5. 承貸銀行要求之其他文件。 

6. 營利事業登記證。 

請詳洽原住民族金融輔
導員 0905-308685。  
 



銀 

髮 

照 

顧 

福 

利 

55 歲以上原住民

假牙裝置補助服

務 

1. 55 歲以上原住民民眾至牙醫院所進行口腔檢查。 

2. 由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通知民眾審查結

果。 

請詳洽臺中市政府原住
民族事務委員會 
04-22289111#50118 

55 歲以上原住民

乘車證 

(敬老愛心卡) 

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郵寄或親至各區公所提
出申請。 
1. 國民身分證(委託代辦應提出代辦人之國民身分證

及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 

2. 最近二年內二吋彩色照片一張。 

3. 身心障礙手冊（非身心障礙者免附）。 

4.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請詳洽本市各區公所。 

備註：原住民回復傳統姓名後應換發證件，請參閱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https://www.ris.gov.tw/162 

 臺中市民一碼通服務專線 1999  

 本表資料僅供參考，各項業務請詳洽辦理機關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關心您 
便民資訊小叮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