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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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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30 

市府公開活動，應邀請在地及鄰近

區域議員參加。 
新聞局 2 

2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9/10/30 

12月 12日原住民族語歌曲創作大賽

於淡水捷運站 9 號廣場舉行；請尊

重專業，相關比賽活動於適當場地

辦理，再安排得獎團體於開放場地

公開表演。 

原民局 3 

3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9/10/30 建議泰山書屋安排教師教學。 原民局 4-5 

4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9/10/30 

建請市府評估以 16族頭目為族群領

導人。 
原民局 6 

5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9/10/30 

倘未來各區公所辦理或補助原住民

族業務經費不足，請市府予以支應。 
原民局 7 

6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9/10/30 

新北族語教學百寶箱，是否能研發

各族版本? 
教育局 8 

7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9/10/30 

樹林區慈恩段 573 地號農產品銷售

中心成為廢棄床墊暫置場，請市府

加強環境維護。 

環保局 9 

8 
忠仁．達祿斯

議員 
109/10/30 

鶯歌、樹林及汐止增設原住民聚會

所進度為何？ 
原民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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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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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市府公開活動，應邀請在地及鄰近區域議員參加。 

 

答復內容： 

本府新聞局將轉知本府各局處，爾後如有公開活動，應邀請當地議員參加。 

 

 

 

 

 

 

 

 

 

 

 

 

 

 

承辦局（處、會）：新聞局 

承辦科（組、室）：新聞聯繫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建南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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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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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12月 12日原住民族語歌曲創作大賽於淡水捷運站 9號廣場舉行；請尊重專業，相關

比賽活動於適當場地辦理，再安排得獎團體於開放場地公開表演。 

 

答復內容： 

一、原住民族語歌曲創作大賽為原 Band 大賞之轉型，歷年來以推廣原住民族原創音

樂及發掘原住民族音樂人才為目標，自歷屆競賽中脫穎而出的音樂創作者，現今

於流行樂壇上持續有亮眼的成績。為持續扶植有意進入音樂產業之族人朋友提升

市場競爭力及創作量能，109年度起，修正賽制新增個人組，藉以挖掘並培力更

多具潛力之原住民音樂創作者，厚植原住民族語音樂創作之底蘊與能量。 

二、為能吸引一般市民朋友之目光，並擴大向外界宣傳原住民族語歌曲之能量，本府

原住民族行政局自 100年舉辦之第一屆原 Band大賞以來，皆以開放之戶外場地、

人流匯集之處作為競賽地點，便是期盼向市民朋友傳揚原住民族音樂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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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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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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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建議泰山書屋安排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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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泰山區辭修

公園建置「picul 泰山森林書屋」，創造富有原住民族文化友善的閱讀空間，並

透過專業的說書人傳講，讓市民認識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二、Picul泰山森林書屋持續以培育人才傳承文化，結合動態(文化體驗、展示)、靜

態(說故事服務)，推廣原住民族文化，落實族語、文化之傳承。另囿於 109年上

半年受新冠狀肺炎疫情影響暫未辦理相關原住民族文化推廣活動，惟自 8月份起

即已陸續辦理相關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及說故事服務，以傳承原住民族語言及文

化。 

三、檢附 Picul泰山森林書屋 109年已辦理活動一覽表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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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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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ul 泰山森林書屋109 年已辦理活動一覽表 

序號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講師 

1 109 年 8 月 2 日 在森林中閱讀 
新北市立圖書館-

泰山分館 

2 109 年 8 月 16 日 
為生命塗上色彩-畫筆下的山林

土地 
米路．哈勇 

3 109 年 8 月 23 日 祖孫讀書趣 張秀妹 

4 109 年 9 月 19 日 星光摺摺-原住民手摺 DIY 林惠美 

5 109 年 9 月 28 日 picul 森林書屋據點推廣 說故事人員 

6 109 年 10 月 30 日 picul 森林書屋據點推廣 說故事人員 

7 109 年 10 月 31 日  串起整片情-原住民串珠-1 沈美露 

8 109 年 11 月 8 日 串起整片情-原住民串珠-2  沈美露 

9 109 年 11 月 14 日 彩虹橋的天籟-泰雅族口簧琴 沈美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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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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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評估以 16族頭目為族群領導人。 

 

答復內容： 

一、族群領導人肩負推動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及協助族群事務推展責任，且各族群領導

人於固有或傳統文化上之資格條件、遴選方式及傳統稱謂等有其不同，爰此，本

府依「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發展自治條例」第 7條規定，於 108年 10月 23日發

布「新北市原住民族領導人推舉及工作協助費發給辦法」，以確立本市原住民族

領導人推舉程序、方式及規則，並建立本市原住民族文化發展機制及健全其社會

制度。 

二、為瞭解各族群傳統領導人資格條件，基於尊重各族群推舉方式，本府原住民族行

政局陸續召開「布農族」、「賽夏族」、「卑南族」、「太魯閣族」、「噶瑪蘭族」、「阿

美族」、「（烏來區）泰雅族」、「阿美族(萬里區)」及「（都會區）泰雅族」等 9

場次諮詢會議；並於 109年 11月 10日、12日及 14日辦理烏來區信賢、忠治、

福山及烏來等 4個部落之領導人推舉諮詢會議，及 11月 13日及 20日召開「排

灣族」及「阿美族」領導人諮詢會議，未來亦將持續召開各族推舉領導人諮詢會

議，以期逐步完成原住民族領導人推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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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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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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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倘未來各區公所辦理或補助原住民族業務經費不足，請市府予以支應。 

 

答復內容： 

一、為建立本市原住民族文化呈現多元內涵及永續傳承之價值，並使多元族群、團體

及不同世代族人都能主動、積極參與及接觸原住民族文化，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透過每年補助各區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立案原住民族社團方式，以提升本市推廣

原住民族文化及教育之成效。 

二、另關於各區公所辦理或補助原住民族業務上，倘發生經費不足之情形，本府原住

民族行政局將視年度預算執行狀況，並就現有補助計畫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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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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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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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新北族語教學百寶箱，是否能研發各族版本? 

 

答復內容： 

一、由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輔導團研發之「族語百寶箱」教材，內容除參考政大九階教

材及族語千詞表，並彙整歸納出涵蓋 16族特色及代表性之各類圖卡、字卡及教

具，已於 109學年度研發完成適用於臺灣原住民族 16族各族群的「族語百寶箱」

教具。 

二、本市族語百寶箱於 109年 9月辦理 4場研習，並配發族語老師 1人 1套「族語百

寶箱」教具，提供各族群族語教學使用。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國小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督學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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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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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2日 

質詢事項： 

樹林區慈恩段 573地號農產品銷售中心成為廢棄床墊暫置場，請市府加強環境維護。 

 

答復內容： 

清潔隊為辦理民眾排出彈簧床收運服務工作，需有足夠作業空間暫置、拆解彈簧床。

針對樹林區慈恩段 573地號堆置廢棄床墊部分，本府環境保護局除將要求廠商加速拆

解外運作業，並已督促清潔隊採取鋪設鐵板、堆疊整齊、覆蓋帆布及強化環境整理等

措施，以避免影響環境衛生。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循環資源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邱科長庭緯 

聯絡電話：(02)29532111分機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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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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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鶯歌、樹林及汐止增設原住民聚會所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業邀集相關單位研商設置鶯歌區及汐止區原住民族聚會所之

可行性，經評估預設址結果如下： 

(一)鶯歌區中湖里中山橋下：欲規劃設置之地點緊鄰欣泰石油氣所設置之瓦斯加壓

站，考量族人或長者使用之安全性，經評估不宜於該處設置聚會所。 

(二)汐止樟樹二路、高速公路下公有土地：因聚會所性質屬活動中心，且該址鄰近厚

德山光市民活動中心，未符合「本市市民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要點」規定。 

(三)、以上基於設置法令規範及安全性考量，現階段暫不設置原住民族聚會所。 

二、另關於本市樹林區猐寮里設置原住民族聚會所案，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刻正撰擬

修正計畫向交通部鐵道局申請用地取可，俟取得土地管理機關同意後，函送中央

爭取先期規劃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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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