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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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數 

1 
馬見 Lahuy‧

Ipin 議員 
108/10/29 

為顧及勞動權益，建議市府禁止

派遣人力轉成勞務承攬。 
人事處 2 

2 
馬見 Lahuy‧

Ipin 議員 
108/10/29 

請市府調查本市原住民族就業及

生活狀況調查後，在下會期提出

相關計畫以協助族人就業及提升

收入水準。 

原民局 3 

3 
馬見 Lahuy‧

Ipin 議員 
108/10/29 

一、市府推動都市原住民族創業

及產業發展，應要有建全輔導機

制。 

二、請市府於預算審查前提供，

協助原住民族產業發展跨局處分

工資料。 

原民局 4-8 

4 
馬見 Lahuy‧

Ipin 議員 
108/10/29 

市府辦理「新北市原住民創業及

所營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是否

可提供核貸廠商利息補貼? 

原民局 9 

5 
馬見 Lahuy‧

Ipin 議員 
108/10/29 

請市府協助本市原住民族發展協

進會轉型及精進，並公平發展各

族群文化。 

原民局 10 

6 
馬見 Lahuy‧

Ipin 議員 
108/10/29 

「烏來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中

規劃以審查要點輔導部份業者土

地變更為溫泉區。請市府評估規

劃結合原鄉文化發展，推動在地

族人投入溫泉產業經營，建構原

民特色溫泉產業鏈。 

城鄉局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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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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見 Lahuy．I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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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顧及勞動權益，建議市府禁止派遣人力轉成勞務承攬。 

 

答復內容： 

本府現僅文化局運用勞動派遣人力 35 人，該局業已規劃改以自僱方式進用，本府將

於 110 年達成不再運用派遣人力之目標。。 

 
 
 

 
 
 

 
 
 

 
 
 

 
 
 

 
 
 

承辦局（處、會）：人事處 

承辦科（組、室）：人力科 

資料聯絡人：府會聯絡人張專員瀞月 

聯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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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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見 Lahuy·I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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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調查本市原住民族就業及生活狀況調查後，在下會期提出相關計畫以協助族

人就業及提升收入水準。 

答復內容： 

為瞭解本市原住民族家戶資料與原住民族就業及生活狀況等事項，本府刻正研擬前

開原住民族就業及生活狀況調查之相關項目，以續行辦理委託調查研究案，俾有效

規劃各項政策計畫及推動策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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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見 Lahuy·I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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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市府推動都市原住民族創業及產業發展，應要有建全輔導機制。 

二、請市府於預算審查前提供，協助原住民族產業發展跨局處分工資料。 

答復內容： 

一、為推動原住民族創業及產業發展，本府提供原住民經濟事業經營諮詢及輔導、融

資及貸款輔導、從事商業活動空間、商業媒合及研發獎勵等，以健全機制並激發

原住民開展及創新原住民族產業，創造就業友善環境，提升創業成功率並打造原

民產業經濟平台，活化原住民族特色產業，以達永續經營。目前執行進度及後續

推動說明如下： 

(一)辦理 108 年度新北市原住民族創(就)業研習暨合作社輔導發展計畫：提供原

住民經濟事業經營諮詢及輔導、融資及貸款輔導項目，並組成合作社輔導小

組，透過專業顧問，提供經營管理諮詢、資源轉介及其他相關技術輔導，受

益人數 12 人。 

(二)辦理「Klokah  ki !－108 年度新北市原住民族創業徵選計畫」：提供原住民

經濟事業創業及創新研發計畫之獎勵，並提供族人計畫撰擬諮詢協助、業師

分享、經營管理、行銷規劃、網路傳媒、參訪等相關課程計 50 小時。經計畫

公告甄選後計有 13 個團隊參與，並於 108 年 10 月 20 日決選出計 4 隊得獎團

隊。 

(三)協助原住民經濟事業一定之融資與貸款，例如：新北市政府辦理原住民創業

及所營事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創新創業貸款、中小企業貸款（一般貸款）、

幸福微利貸款等。 

(四)本年度亦透過建置及營運新北市原住民族文創聚落平台，作為發展本市原住

民族經濟產業之空間。 

二、另為協助本市原住民族產業發展，本府原住民族行政局亦透過與財政局、經濟

發展局、勞工局、觀光旅遊局及客家局等跨局處之合作，共同推展本市原住民

族產業及經濟發展，檢附本府各機關推動原住民產業發展跨局處報告表 1份供

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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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見 Lahuy·I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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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府辦理「新北市原住民創業及所營事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是否可提供核貸廠商

利息補貼?  

答復內容： 

本府原住民族行政局近期將邀集財政局、主計處、經發局及勞工局等機關共同研商

「新北市原住民創業及所營事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提供利息補貼之可行性，評析

結果另案函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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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見 Lahuy·I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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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協助本市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轉型及精進，並公平發展各族群文化。 

答復內容： 

一、 為健全本市各區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之組織，強化其服務功能，本府原民局依

「新北市政府辦理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績效考評暨獎勵實施要點」，針對各協

進會會務運作狀況、辦理社會服務、文化傳承、民族教育、社會教育等五大面

向進行考評，督導及促進各區協進會運作及程序，期許各協進會多元發展，而

不侷限於從事單一面向之活動及服務。 

二、 考量各區原住民族協進會之幹部組織為本市最貼近族人的社群網絡，幹部除協

助推行政令外，更肩負文化傳承的任務，為深化幹部服務能量，本府原民局除

補助各協進會會務作業費之外，並每年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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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全協進

會組織運作。此外，本府亦將持續協助本市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朝向轉型及精

進方向邁進，俾衡平發展原住民族各族群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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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見 Lahuy．I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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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來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中規劃以審查要點輔導部份業者土地變更為溫泉區。

請市府評估規劃結合原鄉文化發展，推動在地族人投入溫泉產業經營，建構原民特

色溫泉產業鏈。 

答復內容： 

一、 本次辦理烏來水源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重點係在環境安全無虞、維護

水源水質水量目的下，保障原住民居住權益及配合溫泉管理計畫輔導業者土地

合法。配合 98 年臺北縣溫泉區管理計畫輔導合法化政策，已研議「申請變更

為溫泉產業專用區審查要點」納入通盤檢討計畫書，本要點係針對管理計畫內

列管之既有溫泉業者未符合土地使用者研擬輔導方案，位於保安保護區內且非

地質敏感區業者得申請變更為溫泉產業專用區，位於河川區之業者因涉及水利

法禁限建規定及河防安全，須遷移至合法地點設置，或另於適合之保安保護區

土地申請變更為溫泉產業專用區。 

二、 業者依前開審查要點申請都市計畫變更過程，均會通知本府原住民族行政局、

觀光旅遊局等相關局處參與相關會議，就結合原鄉文化、溫泉產業發展等議題

提供意見納入規劃或請申請者配合相關政策辦理。 

三、 另查原住民族委員會依溫泉法第 14 條於 104 年 1 月 29 日修正公告「原住民個

人或團體經營原住民族地區溫泉輔導及獎勵辦法」，該會依前開辦法輔導原住

民個人或團體經營溫泉產業時，倘有涉及都市計畫變更事宜，得由本府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循行政程序簽准後，送本府城鄉發展局配合辦理相關都市計畫

變更程序。 

四、 烏來水源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刻於新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有

關貴席提醒本市溫泉資源保育管理基金已廢止部分，本府城鄉發展局已配合修

正相關內容，並預計於 108 年 11 月 22 日新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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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水源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前於 108 年 9 月 17 日草案審查會議通

過，俟計畫書圖修正完妥後續辦理公開展覽及都市計畫審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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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