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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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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次 

1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0/31 

請市府協助改善泰山森林書屋漏水情形及

美化窗戶欄杆。 
原民局 3 

2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0/31 請市府重視原住民女力培育成效。 原民局 4 

3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0/31 

由於新北市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理事長及

頭目均協助市府推動原民政策，請市府評

估調高事務津貼可行性。 

原民局 5 

4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0/31 

原住民文化歲時祭儀應尊重不同族群之文

化。請各別辧理各族文化歲時祭儀活動,

突顯各族優質文化及特質。 

原民局 10 

5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0/31 

請市府爭取樹林慈恩段國產署用地，規劃

農產品銷售中心。 
原民局 11 

6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0/31 

建議於鶯歌、樹林及汐止成立原住民聚會

所。 
原民局 12 

7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0/31 

請市府爭取樹林火車站設置原住民文化藝

術意象。 
原民局 13 

8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0/31 

建議大鶯歌地區美術館藝術產業鏈應納入

原住民族元素。 
原民局 14 

9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0/31 

請市府評估陳誠紀念公園旁規劃共融式遊

具可行性。 
農業局 15 

10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0/31 

為振興原住民族族語，目前有教會牧師彙

編阿美族語聖經，請市府評估做為族語教

材可行性。 

教育局 16 

11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0/31 

請市府評估樹林東昇段 290地號規劃派出

所廳舍可行性。 
警察局 17 

12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1/07 

為強化泰山書屋周邊設施與氛圍營造，建

請進行整體規劃，建設原住民文化的生態

文化廊道，並結合觀光局、新聞局、教育

局等局處協助宣傳，使其成為新北市的文

化亮點。 

原民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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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13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1/07 

泰山書屋已建立口碑且有多人慕名而來，

建請擴展至各區以利成立更多的書屋。 
原民局 19 

14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1/07 

建議各區原住民理事長以一站式服務，協

助推動各區原住民事務。 
原民局 20 

15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8/11/07 

請市府建立完整的原住民資源中心，將四

個單位(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原

住民族語教學支援教師、本市家庭教育中

心、原民會推動原住民族語推廣人員)整

合一貫的教師培訓，依各族語言統一編製

教材。 

教育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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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協助改善泰山森林書屋漏水情形及美化窗戶欄杆。 

 

答復內容： 

一、「picul泰山森林書屋」設置於本市泰山區原住民族文化活動中心 2樓，該中心為

57年之建築物，由本市泰山區公所保管及維護迄今。 

二、該中心之防水及設備修繕工項已完成，至該中心之窗戶欄杆等，將移請本市泰山

區公所評估及續行辦理。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教育文化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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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重視原住民女力培育成效。 

 

答復內容： 

一、 為「強化在地婦女性別意識觀念，以培力女性參與在地組織公共事務能力，進

而提升女性參與決策之影響力。」並鼓勵原住民族女性關心公共議題，突破限

制、自我肯定，繼而發揮影響力，本府原民局自 95年起開始辦理原住民族部落

大學，增進女性講師基本職能與文創能力，提升教學品質與班級經營策略。本

(108)年度原住民族落大學參與女性學員計 1,240 人，亦成功培育許多女性師

資。 

二、 另自 101 年起開始辦理原住民族社團幹部增能研習營，藉此給予婦女更多的支

持及依靠，並連結相關資源，維護婦女權益，促進原住民族女性參與公共事務。

本(108)年度參與原住民族社團幹部增能研習之女性，亦超過參與研習活動人數

之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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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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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由於新北市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理事長及頭目均協助市府推動原民政策，請市府評估

調高事務津貼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 為鼓勵原住民族領導人參與推動族群事務、文化傳承及族語振興等公共參與事

務，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依據原住民族領導人工作屬性、內容及本府財政狀況

每月發給本市原住民族領導人工作協助費。 

二、 另本府業於 108 年 10 月 23 日以新北府法規字第 1081945359 號令訂定「新北

市原住民族領導人推舉及工作協助費發給辦法」（以下簡稱發給辦法），期藉由

各族群領袖具備之傳統智慧與影響力等，共同推展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祭儀

及語言等事項。 

三、 檢送「新北市原住民族領導人推舉及工作協助費發給辦法」1份。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教育文化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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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原住民文化歲時祭儀應尊重不同族群之文化。請各別辦理各族文化歲時祭儀活動，突

顯各族優質文化及特質。 

 

答復內容： 

一、 本府業制定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發展自治條例並發布施行，以積極保存、維護

及發展原住民族文化，並鼓勵各區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辦理原住民族傳統歲時

祭儀文化，發展原住民族各族群傳統祭儀文化。 

二、 為落實推動 16 族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及發展工作，讓各族群文化能在都會區扎

根，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已納入 109年度預算規劃辦理。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教育文化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92 

  



11 

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爭取樹林慈恩段國產署用地，規劃農產品銷售中心。 

 

答復內容： 

一、 本案規劃設置地點為慈恩段 573-1(面積 6713.49 ㎡、停車場用用地)、573-

3(4104.24㎡、社教用地)、574-2(2140.13㎡、社教用地)、573-6(2403.18㎡、

道路用地)、573(8661.04㎡、學校用地)及 574-5(49.58㎡、學校用地)等 6筆

地號，均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管理。 

二、 案地係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停車場、學校、社教及道路用地），倘

需長期使用，得向國產署申請有償撥用或標租事宜。鑒於撥用或標租方式均需

有償使用，且原規劃設置地號均屬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恐無法長

期使用。 

三、 經考量整體綜效，本府將規劃透過現有之「農夫市集」及「三峽原住民族生活

文化園區多功能文化聚會所」或「部落藝文廣場」等場域，作為原住民農特產

品文化產銷中心平台，以帶動本市原住民農業、文創等經濟產業。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經濟建設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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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於鶯歌、樹林及汐止成立原住民聚會所。 

 

答復內容： 

一、 有關建議於鶯歌區設置原住民聚會所或文健站，經評估欲設置地點緊鄰欣泰石

油氣設置之瓦斯加壓站，且為唯一出入口，考量族人或長者使用之安全性，不

宜於該處設置聚會所或文健站。 

二、 另建議於汐止區及樹林區設置原住民聚會所，目前辦理情形如下： 

(一)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下稱原民局）業於 108 年 7 月 18 日新北府原社字第

1081347650號函向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爭取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

設－原民部落營造－原住民族地區以外原住民族部落公共設施補助計畫提報

「新北市汐止區及樹林區原住民族聚會所先期規劃」爭取經費。 

(二)原民會於 108 年 8 月 21 日原民建字第 1080052823 號函復以，依據「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原民部落營造計畫—原住民族地區以外原住民族部落公共

設施補助計畫」第 5 點補助類型與原則規定，公共設施工程如涉及用地取得、

都市計畫或用地編定變更，應先洽各該主管機關或所有權人辦理完竣。爰此，

原民局刻正循序向土地管理機關提出申請計畫辦理土地撥用程序完竣後，復向

原民會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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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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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爭取樹林火車站設置原住民文化藝術意象。 

 

答復內容： 

樹林火車站係屬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權管，為推廣原住民族文化，本府原住民族行

政局業於 108 年 4 月 16 日以新北原經字第 1080624554 號函提供具原住民族文化特

色之素材，交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規劃使用。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經濟建設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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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大鶯歌地區美術館藝術產業鏈應納入原住民族元素。 

 

答復內容： 

一、 為傳承原住民族文化與發揚原住民堅毅、活力及熱情之精神，並積極回應新北

市原住民族人需求，爰規劃「新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計畫（名稱暫定），以期

串連本市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三鶯藝術村、及新北市立美術館，達到美術館

藝術產業鏈之人潮與週邊觀光匯聚的加乘效果，並希冀納入以原住民族的「語

言文化」、「樂舞藝術」及「文創工藝」的目標，讓原住民多元文化於本市充分

展現，以增添本市原住民族文化觀光的價值性。 

二、 本府前以 108 年 5 月 9 日新北府原教字第 1080794379 號函向原住民族委員會

申請「新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計畫（名稱暫定）先期規劃經費計新臺幣 250萬

元，案經該會 108年 6月 4日原民教字第 1080032778號函復以「建議先行辦理

財源評估，及諮詢族人使用意見後，再行報會研處。」在案。 

三、 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刻依前開函示積極進行後續相關作業，以儘速再行提報計

畫向中央爭取補助經費。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教育文化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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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評估陳誠紀念公園旁規劃共融式遊具可行性。 

 

答復內容： 

本案已納入本府「公園特色共融或全齡化改善計畫」平台評估，並由泰山區公所進行

規劃設計。 

 

 

 

 

 

 

 

 

 

 

 

 

 

承辦局（處、會）：農業局(綠美化環境景觀處) 

承辦科（組、室）：施工維護課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 周技正佑軒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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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為振興原住民族族語，目前有教會牧師彙編阿美族語聖經，請市府評估做為族語教

材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 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6條略以：「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公立學校不得為特定宗教

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公立學校亦不得強迫學校行政人

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任何宗教活動。」。 

二、 阿美族語聖經結合原住民族語學習立意良善，建議透過社區部落及家庭之族語

學習環境，加入阿美族語聖經之族語學習媒材，亦可達到原住民族語振興目

的。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國小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股長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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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評估樹林東昇段 290地號規劃派出所廳舍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 本案經本府財政局評估「樹林區東昇段 290地號」土地面積約 1,406平方公尺，

依顧問團隊評估本市更新後可分回之主建物樓地板面積約3,000平方公尺(含捐

贈公益設施面積)，扣除已預留供市民活動中心、圖書館、公共托老中心及地方

特產推廣空間使用之面積後，僅餘主建物樓地板面積約 1,100 平方公尺，已無

法容納警察局空間需求。 

二、 為因應將來警政建設之發展，本府會持續督同警察局積極尋找可供使用之土地，

以解決機關用地不足之問題。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後勤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賴股長義芳 

聯絡電話：(02)80725454分機 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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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為強化泰山森林書屋周邊設施與氛圍營造，建請進行整體規劃，建設原住民文化的生

態文化廊道，並結合觀光局、新聞局、教育局等局處協助宣傳，使成為新北市的文化

亮點。 

 

答復內容： 

一、 本府為落實傳承原住民族文化，營造原住民族語學習及使用環境，並創造富有

原住民族文化友善的閱讀空間，已於本市泰山區原住民族文化活動中心 2 樓建

置「picul泰山森林書屋」，期透過專業的說書人傳講，讓更多市民認識臺灣原

住民族文化。 

二、 此外，為持續推廣「picul泰山森林書屋」，已連結本府相關局處合作進行各項

活動之行銷與推廣，如：2019 新北閱讀節系列活動、108 年多元新北讚出來、

與新北市立圖書館合作設置漂書櫃等活動，未來亦將持續結合觀光局、新聞局、

教育局等局處協助宣傳，透過各種資訊平台共同推廣「picul泰山森林書屋」，

使成為原住民文化的生態文化廊道。 

三、 另為強化泰山森林書屋周邊設施與氛圍之營造，本府亦整合農業局綠美化環境

景觀處、原住民族行政局、民政局、泰山區公所等機關單位，於 108年 11月 14

日辦理會勘竣事，俾整體規劃，以打造該處成為原住民族文化的生態文化廊道。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教育文化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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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泰山書屋已建立口碑且有多人慕名而來，建請擴展至各區以利成立更多的書屋。 

 

答復內容： 

為積極傳承原住民族文化，營造原住民族語學習及使用環境，提供富有原民族文化之

友善閱讀空間，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將積極尋找適當場域及培力相關人才等再行規劃

擴展。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教育文化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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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建議各區原住民理事長以一站式服務，協助推動各區原住民事務。 

 

答復內容： 

一、 各區原住民族協進會及各原住民族社團均為本市最貼近原住民族人之社群網

絡，理事長及幹部除協助政府推行政令外，亦輔助推動諸如社會服務、文化傳

承、民族教育、社會教育等事項。 

二、 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為輔導各原住民團體、協進會以一站式服務，推動各區原

住民事務，每年賡續辦理「新北市原住民族社團幹部增能研習」，透過研習活動

建立社團資源連結網絡、提升會務執行效能，並強化協助本市原住民族政令及

各項福利宣導服務之能力、建全原住民團體、原住民族協進會組織運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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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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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忠仁･達祿斯議員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22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建立完整的原住民資源中心，將四個單位(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原住民

族語教學支援教師、本市家庭教育中心、原民會推動原住民族語推廣人員)整合一貫的

教師培訓，依各族語言統一編製教材。 

 

答復內容： 

一、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於 106年成立以來，持續協助本府教育局系統規劃

辦理專職族語老師及一般族語老師之三階段教學專業知能研習課程，帶領本市

族語老師提升教學品質，而本府家庭教育中心每年亦固定辦理原住民族家庭教

育支持計畫，並辦理種子講師培訓課程，培訓原住民籍教師推展家庭教育，增

進家庭親職教育知能及規劃家庭教育推廣活動能力，以協助至原住民族地區執

行親職教育活動。 

二、另原住民族委員會每年定期辦理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以下簡稱語推人員)專

業知能研習，提高語推人員素養及交流機會，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亦每月定期

召開各區語推人員辦理工作聯繫會報，除掌握各語推人員工作進度，亦不定期

辦理教育課程，強化基礎及專業能力，以輔助教師教學，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三、有關編製教材部分，本府教育局規劃 108年原住民輔導團與專職族語老師合作，

由輔導團規劃設計「族語百寶箱｣教材，專職族語老師試教，再於 109年製作及

產出實體教材教具，110年及 111年利用輔導團與指導員到校輔導及研習活動，

進行「族語百寶箱｣教材使用推廣，讓族語老師自由搭配學生學習程度及教學單

元使用，另亦整合原住民族委員會等機關之族語線上相關教材，於族語老師初

階研習將相關資源介紹給族語老師使用，以強化原住民族語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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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組、室）：國小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股長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