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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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雨蓁

Nikar．

Falong議員 

109/10/30 

針對多元文化教育之建議：(1)請市

府編列相關預算並向中央爭取預算

補助。(2)培育多元文化教育種子講

師，至學校、機關辦理多元文化課

程。(3)奬勵推動多元文化優秀人

員。 

教育局 2 

2 

宋雨蓁

Nikar．

Falong議員 

109/10/30 
建議鼓勵同仁參與多元文化教育課

程，並列入公務人員研習時數。 
人事處 3 

3 

宋雨蓁

Nikar．

Falong議員 

109/10/30 
請評估於三鶯地區興闢原住民族祭

祀廣場可行性。 
原民局 4 

4 

宋雨蓁

Nikar．

Falong議員 

109/10/30 

請委託專家學者，針對原住民保留

地之開發、買賣及移轉法律效力暨

使用情形進行通盤研究，以利調和

原住民族基本法及相關法令之差

距。 

原民局 5 

5 

宋雨蓁

Nikar．

Falong議員 

109/10/30 
請評估國高中設立原住民族資源中

心可行性。 
教育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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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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雨蓁 Nikar．Fal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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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多元文化教育之建議:(1)請市府編列相關預算並向中央爭取預算補助。(2)培育

多元文化教育種子講師，至學校、機關辦理多元文化課程。(3)獎勵推動多元文化優

秀人員。 

 

答復內容： 

一、本府教育局結合中央補助及本市預算經費，辦理推動原住民族文化學習相關活動

含:太陽計畫、多元智能、學校特色本位課程、夏日樂學等，本市將持續向中央

爭取預算補助。 

二、有關培育多元文化教育種子講師，至學校、機關辦理多元文化課程及獎勵一節，

本府教育局規劃「原來那麼美~文化列車」計畫，110年寒假開設課程進行培訓，

由原住民族文化種子老師至各校園，透過主題介紹、說故事、有獎徵答及文物展

覽等方式介紹及實施原民文化課程，並於 109學年度第 2學期開始實施。 

三、有關獎勵推動多元文化優秀人員一節，本府教育局每年辦理推動本土語文績優人

員暨團體獎表揚，及推薦績優人員參與教育部「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

甄選，以鼓勵推動本土語及多元文化優秀人員。另本府教育局規劃「原來那麼美

~文化列車」計畫培育族語老師成為原住民族文化種子老師，將提供多元文化訓

練課程及時數、證書等相關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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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雨蓁 Nikar．Fal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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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鼓勵同仁參與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並列入公務人員研習時數。 

 

答復內容： 

一、有關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係依行政院規定，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業務相關學習

時數維持 20小時，其中 10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環境教育訓練及民

主治理價值等課程，又民主治理價值課程包含多元族群文化等。 

二、又為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及增進族群關係，本府歷年均將多元族群文

化課程列入年度訓練計畫，惟本（109）年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降低群

聚感染之風險，上半年原規劃辦理之訓練課程均延後或取消辦理，考量目前國內

疫情趨穩，爰本府自本年 6月起逐漸恢復辦理，且目前已辦理 1梯次之多元族群

文化課程，預計於本年 12月再辦理 1梯次。 

三、另本府未來將持續規劃辦理多元族群文化之相關課程，以促進同仁尊重各族群文

化差異。 

 

 

 

 

 

承辦局（處、會）：人事處 

承辦科（組、室）：考訓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張秘書瀞月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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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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雨蓁 Nikar．Fal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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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評估於三鶯地區興闢原住民族祭祀廣場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考量於三鶯地區興闢原住民族祭祀廣場一事，尚涉本府整體規劃，還有用地取得、

變更及興建經費籌措與後續管理維護成本，以及等周邊環境設施連結等可行性評

估，將俟中央具相對應預算及計畫後，續行提送計畫爭取中央經費挹注。 

二、為傳續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本市各族群仍可利用周邊鄰近之樹林原住民族主

題部落公園或依本市原住民族文化發展自治條例規定，向本市各機關、區公所及

學校申請使用場館及公共設施，辦理歲時祭儀、排演、展演等文化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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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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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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雨蓁 Nikar．Fal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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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委託專家學者，針對原住民保留地之開發、買賣及移轉法律效力暨使用情形進行通

盤研究，以利調和原住民族基本法及相關法令之差距。 

 

答復內容： 

本案涉及本市烏來區原住民保留地之開發利用及買賣等行為及相關法令規範，為通盤

瞭解現行相關土地使用、土地所有權移轉等規範是否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立法意

旨，以及有無牴觸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刻正研擬「原住民保

留地之開發、買賣以及移轉法律效力暨使用情形研究計畫」，期透過委託專家學者就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買賣以及移轉法律效力暨使用情形進行通盤研究，以謀求改善本

市烏來區原住民保留地之利用，調和原住民族基本法與相關法令之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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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宋雨蓁 Nikar．Fal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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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評估高中設立原住民族資源中心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經查目前原資中心有於學校內設置及區域型原資中心兩種形式。本市已有設立區

域型原資中心，惟尚未有學校內設置原資中心，目前大多於大專院校之學務處設

置，主要提供原住民學生生活、課業及就業輔導、生涯發展、民族教育課程活動

等各項協助。 

二、爰此，為協助所轄學校提升原住民籍學生學習成就，並輔導學生順利升學，進入

理想的大專院校，本市配合中央補助款提供申請原住民籍學生一般課業輔導經

費。針對轄內學校原住民學生成績表現良好者實施加深加廣之學習，學習落後者

則施予補救教學。目前 109學年度共有淡江中學、秀峰中學、中和高中、金山高

中及樹林高中計 5間學校通過補助案。另針對學習弱勢學生，本市亦透過「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扶助方案」提供配合補助款對個別學生學習問題或其他特殊需

求，進行差異化教學或補救教學。 

三、評估高中設立原資中心之可行性，考量學校行政組織運作之增設需歷經法制化過

程，再者，本市轄內原住民學生人數較多之學校除樹林高中及金山高中皆設有原

住民藝能(學程)專班外，其他各校亦有編列補助經費開設課業輔導專班及施行學

習扶助專案，增強學生基本學力，強化未來升學管道之銜接。其次，參照教育部

補助要點，需設置專屬辦公室及專職人力以推動相關業務，囿於財政負擔，爰本

局以現有資源統籌運用，使提升學生學習能力之資源能發揮最大功能。 

四、檢附相關評估報告 1份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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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中等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督學謝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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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於高中增設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之評估報告 

 

壹、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原資中心)現況說明 

為提供原住民學生生活、課業及就業輔導、生涯發展、民族教育課程活動等各項

協助，經查目前原資中心有於學校內設置及區域型原資中心兩種形式。本市已有設立

區域型原資中心，惟尚未有學校內設置原資中心，目前大多於大專院校設置，詳細說

明如下： 

一、校內設置之原資中心 

(一)教育部於 109年 1月 30日臺教綜(六)字第 1080180249B號令發布「教育

部補助大專院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要點」，為執行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二十五條規定，鼓勵大專校院設置原資中心。 

(二)原資中心任務如下： 

1. 建立原住民學生基本資料，掌握學習情形。 

2.辦理原住民學生生活、課業與就業輔導、生涯發展、民族教育（得包括

學生社團自主學習族語）課程及活動等事項，減緩原住民學生休（退）

學率，提升原住民學生學習成就。 

3.配合教育部及原民會推動原住民族教育事項。 

4.配合區域原資中心各項推動事項。 

5.其他相關事項。 

(三)學校校內設置原資中心之功能在於從生活、課業及生涯發展等層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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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透過原住民族學生基本資料掌握學習，藉以提升原住民學生學習成

就。因此，目前大專院校配合教育部補助款並配合自籌款項成立原資中心，

多數編列為二級單位，隸屬於學務處。 

二、區域型原資中心 

(一)本府為利新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課程及教學活動之發展、提供原住民族學

生完善學習資源及整合各類原住民族相關訊息與活動，依據原住民族教育

法第 19條規定，於 106年 2月建置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網路平台，整

合既有的太陽計畫與族語教師三階段研習機制，以原住民籍學生的學習為

中心。 

(二)同年 10月於仁愛國小正式啟用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藉由資源整合積

極推動下列 4項工作，以豐富教學並深化文化內容，幫助原住民籍學生，

真正因理解自身的文化而產生學習動力、學習方法與自信心。 

1.提升學生基本能力。 

2.提升族語學習成效相關議題的行動研究。 

3.提升族語學習成效的輔助教材教具。 

4.發展認識原鄉部落的文化遊學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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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市提升原住民籍學生學習成效之積極作為 

一、本府為協助所轄學校提升原住民籍學生學習成就，降低學習資源落差，並 

    輔導學生順利升學，進入理想的大專院校，依據「教育部補助技職院校及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原住民教育實施要點」，配合中央補助款提供申請原住 

    民籍學生一般課業輔導經費。針對轄內學校原住民學生成績表現良好者實 

    施加深加廣之學習，學習落後者則施予補救教學。目前 109學年度共有淡 

    江中學、秀峰中學、中和高中、金山高中及樹林高中計 5間學校通過補助 

    案，補助基準依據學生人數調整。 

二、另針對學習弱勢學生，本市亦透過「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扶助方案」提 

    供配合補助款對個別學生學習問題或其他特殊需求，進行差異化教學或補 

    救教學，協助學生有效學習。此外，原住民學生合計占全校學生總數 40% 

    以上之學校，在不重複申請課業輔導補助下，可透過學習扶助經費，提升 

    學生學習能力。 

參、高中設立原資中心之評估 

一、依據現行「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學校行政組織運作皆

須依規定設置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等一級單位，其中下設二級單位亦法定

名列組別，倘需增設組織單位，則須經由中央主管機關修定法規。有鑑於

法制化歷程曠日廢時，如能從現有補助資源提供原住民籍學生所需，較符

合時間效益。 

二、目前本市轄內原住民學生人數較多之學校，除樹林高中及金山高中皆設有 

    原住民藝能(學程)專班，提供符合原住民籍學生學習之適性教學及生活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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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外，其他原住民籍學生人數較多之學校，亦依學生學習情況，編列補助 

    經費開設課業輔導專班。再加上學習扶助專案之施行，學生皆是免費使用 

    課業輔導，不僅減輕家長經濟負擔，更能針對學生學習需求採小班個別化 

    教學，增強學生基本學力，強化未來升學管道之銜接。 

二、參照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設立原資中心要點，因需設置專屬辦公室及專職 

    人力以推動相關業務，在經常門及資本門預算的編列下，每所學校僅人力 

    需求費用須約 45萬元，本市轄內 60餘所公私立高中職，倘於高中校內 

    設立原資中心，囿於本市財政負擔，需重新分配教育資源並考量支應經費

是否足夠之問題。  

陸、結論 

    規劃高中增設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事宜，需就相關資源整合、經費統籌

分配、學校編制幅度調整、地方資源容納量等因素通盤評估衡量，以達有效增

置資源中心服務之目的。經評估分析，現有教育補助資源亦能統一落實至各校，

且本府於相關充實學生學習能力之資源服務與推廣不遺餘力，轄內學校皆能全

力配合編列補助實施教學計畫。爰此，在考量妥善運用補助經費、現行課業輔

導功能完備且高中組織編制法制調整不易的情形下，經評估本局以現有資源統

籌運用，使提升學生學習能力之資源能發揮最大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