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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回復事項一覽表 

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數 

1 
馬見 Lahuy‧

Ipin 議員 
108/05/27 

希明年原民局預算配比可達

0.45%。 
主計處  3 

2 
馬見 Lahuy‧

Ipin 議員 
108/05/27 

為提供烏來區偏鄉具彈性之公共運

輸，希市府評估試辦 DRTS（需求反

應式公共運輸服務）可行性。 

交通局  4 

3 
馬見 Lahuy‧

Ipin 議員 
108/05/27 

請市府重視烏來水源特定區第三次

通盤檢討原住民生存權及居住權。 
城鄉局  5 

4 
馬見 Lahuy‧

Ipin 議員 
108/05/27 

爭取增加原住民修繕住宅補助經

費。 
原民局  6 

5 
馬見 Lahuy‧

Ipin 議員 
108/05/27 

請市府協助烏來原鄉部落正名，以

傳承歷史。 
原民局  7 

6 
馬見 Lahuy‧

Ipin 議員 
108/05/27 

建議市府定期召開原住民族群事務

會議及原住民族青年論壇之會議記

錄，提供各機關了解。 

原民局 8 

7 
馬見 Lahuy‧

Ipin 議員 
108/05/27 

建議市府針對原住民族人權及福利

等進行調查研究，建構本市原住民

族情形資料庫。 

原民局 9 

8 
馬見 Lahuy‧

Ipin 議員 
108/05/27 

建議市府針對本市原住民在地歷史

文化及遷徙進行調查，作為未來推

展原住民文化重要基礎。 

原民局 10 

9 
馬見 Lahuy‧

Ipin 議員 
108/05/27 

建請市府成立原住民族發展基金

會。 
原民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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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馬見 Lahuy‧

Ipin 議員 
108/05/27 

市府辦理原住民族文化活動，應尊

重其他族群文化聯合辦理。 
原民局 12 

11 
馬見 Lahuy‧

Ipin 議員 
108/05/27 

新北三峽區山區傳統領域土地三峽

大豹社忠魂碑，請市府辦理現勘並

儘速完成文化資產登錄程序。 

原民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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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馬見 Lahuy.Ipin議員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希明年原民局預算配比可達 0.45%。 

 

答復內容： 

ㄧ、查本市自 100 年改制為直轄市後，「總預算歲出金額人均獲配情形」均維持在 4

萬元左右，相較於其他改制後之五都，本市各年度獲配數均位居六都之末，先

予敘明。 

二、惟本府歷年來對原住民族業務仍相當重視，以 108 年度為例，本市編列辦理或

補助原住民族業務等相關經費共 9.24 億元，相較於其他四都(按:臺南市表示無

法提供)，本市位居第二，顯見本府的重視程度。 

三、茲議員所提希明(109)年度原住民族行政局預算配比可達 0.45%一節，本府將責

成該局依業務需要提報 109 年度概算，俟近期審查概算時，再審酌其計畫之優

先順序，予以審慎核列。 

 

 

 

承辦局（處、會）：主計處 

承辦科（組、室）：公務預算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徐股長珮芸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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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馬見 Lahuy‧Ipin議員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18日 

質詢事項： 

為提供烏來區偏鄉具彈性之公共運輸，希市府評估試辦 DRTS（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

服務）可行性。 

 

答復內容： 

本府交通局於 108 年 6 月 14 日與馬見議員及烏來區公所開會研擬向公路總局提出

「幸福巴士」計畫，交通局將配合協助烏來區公所規劃徵求運輸業者等相關計畫及

提供「幸福巴士」補助申請內容格式，以利爭取路線營運及增進偏鄉公共運輸服務

水準。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運輸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葉簡任技正燿墩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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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馬見 Lahuy．Ipin議員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重視烏來水源特定區第三次通盤檢討原住民生存權及居住權。 

 

答復內容： 

一、 本市烏來區之原住民保留地因 68 年翡翠水庫建設計畫及同年公告新店溪青潭

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遂劃入臺北及烏來水源特定區，居住密集地區

規劃為住宅區，其餘為保安保護區，並為維護水土保持、防止濫墾濫建，訂定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予以管制。依現行計畫規定，保安保護區內需經認屬原

有合法房屋，得申請增建、改建或拆除後新建，另原始地形平均坡度超過 30%

之土地不得建築使用，且不得計入法定空地，為目前計畫區內主要建築限制。 

二、 本府刻正辦理烏來水源特定區及臺北水源特定區通盤檢討案，基於原住民族基

本法之精神，為保障原住民族居住權利及安全前提下，已研議「原住民保留地

興建自住住宅審查作業規定」納入通盤檢討中討論審議，烏來水源特定區計畫

通盤檢討已於新北市都委會審議中，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預計 108 年

8 月辦理公開展覽及都委會審議。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計畫審議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逸智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分機 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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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馬見 Lahuy‧Ipin議員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爭取增加原住民修繕住宅補助經費。 

 

答復內容： 

一、 為協助本市原住民族人改善居住環境，提高生活品質，本府原民局依本市原住

民族人購屋及修繕之需求，向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報「108 年度補助經濟弱勢原

住民建構及修繕住宅計畫」經費計新臺幣(以下同)1,170 萬元，後經該會核定

補助經費計 420 萬元，歷年對於有購屋或修繕經費需求之族人，本府原民局於

年度內仍賡續向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報計畫需求經費爭取第 2 期補助款。 

二、 本府業於 108 年 6 月 6 日提報原住民族委員會爭取「108 年經濟弱勢原住民建

購及修繕住宅補助」第 2 期經費，符合資格及條件之待補助戶數為 29 戶，請

求補助經費為 380 萬元。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社會福利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石主任桂榕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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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馬見 Lahuy．Ipin議員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協助烏來原鄉部落正名，以傳承歷史。 

 

答復內容： 

一、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部落」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

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機關核定者。

目前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全國有 746 個部落，其中有本市忠治(桶壁)、烏來、信

賢及福山等 4 個部落。 

二、 次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一條規定：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應依原住民族意願，

回復原住民族部落及山川傳統名稱。因此，部落回復傳統名稱，應依「原住民族

委員會辦理部落核定作業要點」相關規定，由「部落會議」主席召開會議決議之；

部落會議之會議紀錄，報區公所備查，並續辦部落概況訪查、統計及公告後，函

送本府審查；審查通過後，再由本府函報原民會核定之。 

三、 基此，為尊重當地既定之生活事實狀態之安定性，若當地居民有意願回復原住民

族部落及山川傳統名稱，本府原民局將協助本市烏來區公所及在地部落會議主

席召集部落會議並決議之。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秘書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石主任桂榕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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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馬見 Lahuy．Ipin議員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定期召開原住民族群事務會議及原住民青年論壇之會議紀錄，提供各機關了

解。 

答復內容： 

一、本府為強化青年公共事務參與及溝通機制，培育青年未來競爭力，特設「新北

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以提供青年政策交流平台，分析研究及整合提供青年

政策建議，該委員會成員亦納入原住民族青年代表及協力團隊，共同推動原住

民族青年事務；據此推動「新北市原 Band 大賞-全國原住民樂團大賽」及「青

年學生交流活動」等政策，期許本市原住民青年勇敢追夢發揮創意。 

二、本府原民局為能傾聽多數原住民族青年聲音，並了解其需求，業於 108 年 5 月

17 日與本市 11 所大專院校原資中心建立夥伴關係，搭起與學校間溝通平台機

制，並與各校原民社團幹部建立「原青交流互動平台」，透過此平台交流瞭解原

住民青年學生關心議題，期望喚起原住民青年學生對於原住民公共事務的關心

與認識，及培育他們發展潛能，提升未來發展競爭力。 

三、為尊重並落實原住民族自治權利，並積極保存、維護及發展原住民族文化之多

樣性，本府原民局刻正規劃辦理「原住民族群事務會議」及「原住民族青年論

壇」，並將與會者所提相關建言製作會議紀錄，提供本府各機關作為制定原住民

相關政策參考依據。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秘書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石主任桂榕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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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馬見 Lahuy．Ipin 議員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針對原住民族人權及福利等進行調查研究，建構本市原住民族情形資料庫。 

 

答復內容： 

一、本府為瞭解本市歷年施政成果，每年度辦理「新北市統計摘要」，就人口概況、

經濟發展、環保概況、文化休閒、交通概況、公共安全、勞工就業、醫療保健、

社會福利、及原住民族等議題進行統計及分析，供各界及本府各機關參閱應用。 

二、 本府「施政願景」乃以族群平等、多元共榮，進而牽起原住民族的好日子為主軸，

其「核心理念」則以族人為本、公私協力為基礎、創新施政為藍圖。為達成上開

各項施政願景、理念，本府「施政目標」側重於凝聚共識力加強各族群事務之橫

向聯繫，透過深化文化力跨域整合各族群文化資源，藉由穩定就業力蓄積多元創

新的前瞻力、及經由培育產業人才結合地方共生進而提升經濟力，積極規劃辦理

及執行，併適時管理、檢核、管制滾動式及時調整和修正各項施政措施。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秘書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石主任桂榕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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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馬見 Lahuy．Ipin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針對本市原住民在地歷史文化及遷徙進行調查，作為未來推展原住民文化

重要基礎。 

 

答復內容： 

有關進行「本市原住民在地歷史文化及遷徙調查」，考量涉及原住民之人口普查、戶

籍調查、部落踏查、田調訪談、遷徙理論文獻探討及相關實證之研究等課題，本府

原民局已錄案研議辦理。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秘書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石主任桂榕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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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馬見 Lahuy．Ipin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成立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答復內容： 

一、 為尊重並落實原住民族自治權利，並積極保存、維護及發展原住民族文化之多

樣性；促進本市原住民就業、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及經濟生活，本府於 106 年

3 月 1 日公布實施「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發展自治條例」及「新北市保障原住

民族就業自治條例」。另為促進本市原住民族經濟事業發展，發揚原住民族傳

統文化，本府亦於 107 年 11 月 28 日公布實施「新北市促進原住民族經濟事業

發展自治條例」。 

二、 前項自治條例已涵括本市原住民族之整體發展，如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原住民

族就業保障、及原住民族經濟事業發展等)，並依前項自治條例規定落實執

行，未來如有不足，再進行修法作業。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秘書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石主任桂榕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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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馬見 Lahuy．Ipin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市府辦理原住民族文化活動，應尊重其他族群文化聯合辦理。 

 

答復內容： 

一、 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發展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本府為確保各原住民族之

權利，應促進原住民族文化之公平發展，不得因民族別、人口數、地域而差

別待遇。」及同條第 2 項「本府應基於各民族文化共存、共榮之目的，寬列

並公平分配原住民族文化發展相關預算。」規定，本府將落實執行上開規

定。 

二、 為落實推動 16 族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及發展工作，除各區歲時祭儀文化活動補

助外，亦辦理 1 場全市性原住民族文化保存與推廣活動，並於活動規劃階

段，邀請各族群領導人共同研商，以持守文化主體性並讓各族群文化在都會

區扎根。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秘書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石主任桂榕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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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馬見 Lahuy．Ipin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新北三峽區山區傳統領域土地三峽大豹社忠魂碑，請市府辦理現勘並儘速完成文化

資產登錄程序。 

 

答復內容： 

一、 「大豹忠魂碑」為日治時代日人所樹立，旨在紀念與泰雅族大豹社原住民對抗

過程中陣亡的軍警，業經本府文化局於 104 年 1 月 30 日收受民眾提送「新北

市具古蹟或歷史建築價值建造物提報表」，並於同年 8 月 12 日辦理「大豹忠魂

碑」文化資產保存價值會勘作業，遂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2 條及期施行細則

第 8 條規定，作成三峽區「大豹忠魂碑」予以列冊追蹤之決定迄今。 

二、 為肯認「大豹忠魂碑」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價值，進而指定登錄為文化資產，

以加速進行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工作，於 106 年委由「社團法人文化資產保

存再生協會」就歷史、人文及建築等方面進行研究評估，提供未來後續保存方

式、保存範圍、修復及活化的方針，俾利日後之維護保存與修繕。 

三、 「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自 106 年 7 月 18 日公布施行，並針對原住民

族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與管理等相關事項予以規範，本府原民局及文化局刻

依前開辦法第七條規定籌開提報個人及團體之諮詢會議，以期符合並尊重文化

資產所屬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之列為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意願後，並

進行後續相關事宜。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秘書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石主任桂榕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