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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門質詢第 8 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30 日
質詢對象：教育部門有關各單位
質詢議員：李芳儒 郭昭巖 吳世正 耿葳
計 4 位 時間 7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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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0 月 30 日──
速記：陳德芳
主席（陳議員重文）：
教育部門第 8 組質詢，質詢議員有李芳儒議員、郭昭巖議員、吳世正議員、耿
葳議員，時間 72 分鐘，請開始。
李議員芳儒：
請體育局局長備詢。
體育局李局長再立：
議員好。
李議員芳儒：
明年又是 2 年 1 度的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也就是全民運。臺北市在全民運的
成績都是一次比一次好。臺北市在 106 年度全民運取得 12 金 9 銀 12 銅；在 108 年
度全民運取得 14 金 11 銀 13 銅，等於是每年的成績都非常好，本席希望在明年 110
年度時，我們成績會更好。
但是有 1 件事情，就是我們的選手基本上來自於社會人士，大家工作都不一樣
，所以組訓的部分其實非常困難，沒有辦法統一在 1 天練習。選手大部分時間都是
分開來練習，要把所有選手聚集在一起練習，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本席看到今年組訓的天數部分，從 25 天變成 15 天。雖然另外組訓的費用
有升高，從 120 元到 200 元，這非常好。但本席要強調的是，其實運動訓練真的是
需要次數、時間，市府把時間天數從 25 天變 15 天，本席不知道市府是如何考量，
為什麼把組訓時間縮短？希望市府再研議一下。
就拿團體賽來看，選手最多的團體賽是慢壘、棒球、拔河，這種項目人數都非
常多。拔河比賽 1 次就 20 人，要如何在同 1 天把人數湊齊練習是很困難的。大部分
都是趁有 10 個人以上可以的時間就一起練習，甚至於這天這 10 個人練習；那天另
10 個人練習，大家不一樣的練習時間。
本席說的是，以時間上面來講，組訓天數是非常的重要，請市府再研議一下應
該怎麼做。
另外就是由於經費有限，所以應該讓企業也能贊助。服裝費用雖然是 3,000 元
，但是像慢壘、棒球、拔河的配備，跟別種運動不一樣。針對慢壘、棒球，還有很
多其他裝備需要增購，甚至於是拔河，還有保護衣，並不是一般的衣服就可以練習
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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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席在 108 年時，看到我們拔河組隊選手才第 1 拔，就拔到腋下瘀青了。服裝
費用的部分，應該要依項目的不同而做不同調整。局長，你認為呢？
李局長再立：
報告議員，雖然臺北市只有 16,000 多名原住民籍的市民，但是在全國原住民族
運動會確實表現的非常好，非常感謝我們原住民籍市民朋友的努力。
您剛提到組訓的時間，這部分我會再來重新考量，看怎麼樣讓選手們能有更多
時間訓練。有關於服裝費用的部分，細節是不是可以請全民運動科的科長做說明？
李議員芳儒：
沒關係，你們去研議就好。
李局長再立：
是。
李議員芳儒：
再給本席一個結果，因為議會今年是預算會期要審預算，希望在預算審查時可
以跟我報告，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李局長再立：
好。
李議員芳儒：
好，時間暫停。
李局長再立：
謝謝議員。
李議員芳儒：
李局長請回。接著請教育局局長及北市大校長備詢。
臺北市立大學戴校長遐齡：
議員好。
李議員芳儒：
局長、校長好。這個是 9 月的報導，教育部在 110 學年度，準備把本土語言教
學，從國小延伸到國中。等於是國小、國中每個星期都有 1 堂本土語言的學習，然
後高中的部分是 2 學分的必修課。
再來看現有族語老師的結構，基本上有分資源教師、專職教師，還有族語巢的
教師。可以看到教師年齡比例，51 歲以上的資源教師占 90%；51 歲以上的專職教
師占 80%；族語巢的老師更恐怖，100%都是 51 歲以上。50 歲以下的資源教師占 9.3%
，50 歲以下的專職教師有 20%。
資源教師、專職教師基本上是重疊的，有專職教師同時也做資源教師，族語巢
老師也有 1 部分也是資源教師，所以真正的教師人數應該不超過 100 人。
如果我們學生數從現行到 110 年度，還是在 3,000 人左右，又如果 110 年度時
，教育部正式要開始實施的話，不知道這 100 位教師能不能支應我們的教學？教育
局針對於現在族語師資出現的斷層，局長，你們是如何處理？
教育局曾局長燦金：
目前市府有 5 位專職族語老師、81 位是資源教師，如果將來配合政策，我們會
在教師甄選裡面再把專職教師正式開缺，尤其中學以上，因為在過去議員的指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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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議員芳儒：
剛說的專職是哪一個？
曾局長燦金：
族語的老師。
李議員芳儒：
這 5 位嗎？
曾局長燦金：
對。
李議員芳儒：
可是那 5 位老師，每個老師不能任職超過 3 個學校。
曾局長燦金：
對。所以我們有一些是資源教師。
李議員芳儒：
局長，本席建議你們，因為市立大學有在推動原住民族師資培育的專班，這也
是教育局推動原住民族師資培育計畫裡面出來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目前高中、高職、國中、國小等臺北市各級學校，有原住
民籍的老師大概有 89 位。再加上教職員的部分，只要是在學校裡面不管校長、教保
員、工友等，這些原住民籍的職工，甚至是職員，總共大概有 52 位。這些也都可以
作為族語老師基礎訓練培訓人員。
甚至於想請教戴校長，臺北市大學大學部目前為止有少原住民籍的學生？
戴校長遐齡：
有 403 位。
李議員芳儒：
403 位是包含大學部、碩士班及在職專班？
戴校長遐齡：
對，全部的學生。
李議員芳儒：
在大學部的部分有 339 位。
戴校長遐齡：
對。
李議員芳儒：
局長，這些人員都是市府培養原住民族師資非常好的基礎，應該先以這部分來
著手。因為 110 年度很快就到了，過 2 年就到了，如果教育部正式來實施的時候，
市府會人手不足。
雖然市府有遠距教學，但遠距教學設備真的要再加強，甚至於環境也要做改善
。不過培育的部分很重要，臺北市立大學這邊也有做培育嗎？請問校長目前的狀況
是如何？
戴校長遐齡：
在 108 年的第 2 學期已經培育了 12 位公費生，現在這 12 位公費生已經分發出
去了，目前還有 2 位公費生目前正在實習。
李議員芳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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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在臺北市嗎？
戴校長遐齡：
我們的公費生因為是教育部統合給我們的，所以是全台灣分配。目前學校還有
在職的公費生，再加上今年 12 月要再招考 6 位，所以加起來一共會有 18 位公費生
。
李議員芳儒：
局長及校長，本席比較建議是不是可以在市立大學裡面，針對原住民籍的學生
，也讓他們學習這門課程，因為未來族語老師中高級認證過之後，還有 20 學分的教
育學程要學習。我們學校這邊本來就有在教授，是不是？
戴校長遐齡：
是。
李議員芳儒：
本席希望能不能把大學部的學生一起推廣參加，因為目前只有公費生這 20 個學
分是屬於可以用通識課程抵學分的，對嗎？
戴校長遐齡：
對。
李議員芳儒：
本席希望能過擴及到一般學生。
戴校長遐齡：
這沒有問題，如果一般學生要修這 20 學分的話，我們全部都開放。
李議員芳儒：
好，太好了！這樣這個部分就可以解決師資的差距。說真的，現在師資差距非
常大，剛剛有看到，90%都是 50 歲以上。
戴校長遐齡：
我們甚至還要求不是原住民的公費生，也必須要必修這一門科。
李議員芳儒：
這也是重點之一，因為文化、語言的部分，要大家共同來學習，不單單只有我
們原住民來學習。因為我們有 16 族群，9 個語系，43 個方言別。那是非常多、非常
雜的，而且很多族群間是不通的，所以要更多人學習、溝通，才能把文化、語言傳
承下去。
局長，現職教師的部分，我們怎麼樣去提倡它？甚至於如果真的要當族語老師
，給他們的待遇是否可以比照雙語老師的方式來處理？請市府研議。
曾局長燦金：
好，我們來研議。
李議員芳儒：
剛提到像其他原住民族教職員的部分，鼓勵他們是不是也來一起參與；學生的
部分，剛剛戴校長有說，市立大學那邊可以全力配合。
如果在 110 年度教育部真的要實施的話，現有不到 100 個老師，沒辦法教 3,000
多個學生，真的沒辦法，師資差距是非常大的。局長，好嗎？
曾局長燦金：
我們協同市立大學來積極研議，再做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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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議員芳儒：
你們一起去討論。
另外可能要麻煩校長這邊，有關原住民族專班的設立。臺灣現在總共有 19 所大
學有原住民族專班，五專的部分有 5 所學校有原住民族專班，但是他們都只針對一
般學科，沒有針對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來做教學。
看下一張投影片，如果臺北市立大學成立原住民族專班，就要跟其他的學校不
一樣，要著重在語文能力認證的部分，也就是所謂族語教學學程的那 20 個學分。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剛才說到文化底蘊的部分也要教授，因為文化底蘊是很深
的，需要花時間學習，並不是像現在原民會的北原會館，它所上的文化課程都是片
段。
剛剛有說，臺灣有 16 個原住民族群，之間差別性很大，每個人都認為原住民很
會唱歌、跳舞，但是原住民族文化內容是很深的，甚至一些生活習慣是跟現在的漢
族完全不同的。
所以如果臺北市立大學能夠成立原住民族專班，本席希望不單單只有針對一般
學識專業能力的教授，更希望有另外 1 個能力，是針對原住民的語言、文化、技藝
，能夠真正來教授，讓它能夠有系統的學習，未來要傳承的時候才有人可以傳承。
雖然中央可能會成立原住民族大學，但想想，師資從哪裡來？學生是有，但要
有老師才有學生。老師的傳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們成立原住民族專班，本
席希望市立大學能跟其他的學校不一樣，能夠著重在原住民的語言、文化甚至傳統
技藝，校長覺得呢？
戴校長遐齡：
謝謝議員的指導，我們目前開的這 20 個學分裡面，就包含語言、文化還有教學
，那剛剛議員這邊有指導，我們會再把藝術、技藝的部分加進來。
李議員芳儒：
對，因為你們的課程有語文類、文化類、教育類，基本上都是用教育學程的方
式來學習，但不是真正知識的吸收。就像你們文化類的部分，是針對臺灣原住民族
文化的概論、原住民族的教育的部分，那都是概論，但是我們有更多的生活習慣、
族群文化的差異性，其實是有非常大的差別。
臺灣是南島語族的發源地，甚至紐西蘭的毛利人都承認他們是從臺灣來的，他
們承認從臺灣來的耶！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是非常的……不要說博大，但起碼擴及的
範圍很大。
小小一個臺灣，有 9 個南島語系的語言、42 個方言別，很多文字是沒辦法共融
的，所以是非常有文化內涵的，但文化內涵需要有一個好的教育體系來教授。
為什麼本席覺得臺北市立大學很合適，因為臺北市立大學有教育的系統，還有
體育的系統，而原住民族對於體育也非常熱衷，所以這兩個是非常合的。由我們臺
北市立大學來推原住民族專班，不單單是一般學識專業能力，還有文化的部分需要
學習。
戴校長遐齡：
沒有問題，我們會讓這 20 個學分更多元。
李議員芳儒：
本席希望不只有那 20 個學分，因為 20 個學分是屬於教育學程裡面的，更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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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甚至於有一些技藝、生活習慣的學習，這些每個族群都不一樣。所以希望校長
努力看能不能成立這個專班，我們要跟其他的學校不一樣，好嗎？
戴校長遐齡：
好。
李議員芳儒：
局長，請協助市立大學。
曾局長燦金：
好，我們再來協助市立大學。
李議員芳儒：
謝謝，時間暫停。
郭議員昭巖：
請教育局長備詢。
曾局長燦金：
議員好。
郭議員昭巖：
前幾天幾位醫界人士，召開「護食安、顧幼老，反萊豬進口」記者會，醫師蘇
偉碩說了，在動物身上使用萊克多巴胺，不只要被罰錢，還要被關，如果醫師使用
的話，更可能會吊銷執照。萊克多巴胺沒有開發成功，最主要是因為它對於心臟的
毒性太強，所以就可以看出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那 10 月初時國民黨開了 1 個記者會，譴責民進黨政府強行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
口，民進黨口口聲聲說要幫民眾安全把關，可是又強力否決立法院國民黨團「幼托
禁美豬」的方案。
本席不只是在記者會上，也在部門也數度質詢，要求市政府要支持國民黨團提
案聯署修正的「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要加強食安的查緝，還有支持本土的
標章。要求教育局能提供不使用含瘦肉精的優良廠商的名單，讓臺北市的教育跟幼
托機構能夠有所依循。
那 28 日時，教育局也已函令至各學校，不管是補習班還是課後照顧中心等等，
市府要求他們一律要採用國內豬肉生鮮食材，而且納入契約。
可是之前發生螢橋國小等 7 所學校，有團膳業者自行印發文宣，企圖誤導師生
跟家長健康訊息。本席有要求你們徹查，而且要訂 1 個 SOP。可是好比像貢丸、肉
丸這種加工食品，其實很難檢驗出瘦肉精，所以在成本考量之下，團膳業者可能就
會把它加入到營養午餐當中，那孩童誤食的風險就會很高。
所以針對這樣的問題，也就是食品加工來源，你們要如何保障？是不是也應該
跟中央要求要做好源頭管理，是不是這樣？請簡單回答。
曾局長燦金：
對，應該做源頭管理，再來是透明開放機制。當然我們除了公文要求之外，我
們也從合約查察，希望廠商能夠對這個政策……
郭議員昭巖：
要負責任！如果一旦被查到的時候，希望可以重罰，好不好？
曾局長燦金：
要重罰，而且不惜解除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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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議員昭巖：
對，這個一定要做到。
另外市府也要求公立以及私幼的教育單位要到校園食材登錄平台登錄，揭露廠
商、供應商還有驗證標章等等，可是像占臺北市將近 7 成的私立幼兒園，它很難做
到食材登錄管理。
本席自己以前家裡是開幼稚園的，我當幼稚園主任 10 幾年，那時候都是我自己
去採買食材，其實要做到登錄食材，真的是蠻困難的事情，所以市府是不是應該針
對這樣的問題，研議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協助這些業者，而去保障食品來源
的安全。
曾局長燦金：
我們政策還是要落實，不能使用萊豬。
郭議員昭巖：
這一定的啦。
曾局長燦金：
第 2 個部分就是說它指定的廠商必須要有認證。
郭議員昭巖：
本席現在跟你講，以我以前開幼稚園的經驗，根本沒有什麼合作廠商，都是到
市場去買菜。
曾局長燦金：
但這個資料它必須留下來，它去哪裡買的這個資料必須要留下來，作為將來查
緝……
郭議員昭巖：
本席認為市府應該找個時間跟私幼好好坐下來談，大家討論如何協助他們面對
相關的問題。
曾局長燦金：
好，謝謝。
郭議員昭巖：
局長，中正國中活動中心冷氣老舊，冰水主機從 80 幾年設置到現在已經用了
22 年，時常跳電。
在 6 月時，本席應家長會要求現勘，要做冷氣更新。會勘之後家長也發現到教
育局規劃設計的噸數跟配套方案是不符所需，所以 9 月底時，本席又再次召開協調
會，要求市府應該要找空調技師、電機技師還有新工處的電機專家等等，到學校現
勘，做了解並提出可行方案。
那便當會時其實本席也有講，既然局長打算汰換這個冷氣空調設備，而且是打
算做 10 年以上來使用，就不能只有滿足現況，要做長遠的考量。因為現在全球暖化
氣候異常，未來的夏天只會越來越熱。
10 月專家的報告也出來了，建議說原冰水主機要更新。參觀的走廊，如果要架
設冷氣應該要採用多聯變頻式等等的這些建議。
可是教育局還是我行我素，沒有照著建議做，目前我得到的訊息是這樣子。所
以本席希望這些專家都已經現場去勘察了，市府就照著他們的建議做。不要為了省
錢，孩子的教育經費是不能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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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局長燦金：
對，我們會按照 10 月 14 日的會勘結論去做，有要求學校 12 月 2 日要提送明細
表過來。
郭議員昭巖：
本席希望教育局不要刁難學校。
曾局長燦金：
沒有。
郭議員昭巖：
我知道之前有，因為教育局一直想要簡單化。我是不想講你們，之前樓上的冷
氣壞掉，還把樓下的冷氣拆下來互相對調使用，已經是很丟臉的事了。
曾局長燦金：
議員的指導我們會來處理。
郭議員昭巖：
而且因為從現在開始一直到明年 6 月畢業季，會有很多的活動在活動中心舉辦
，那如果沒有趕在明年的 4 月完成，坦白講，會有很大狀況，家長會希望你們能用
明年寒假的時間做更新，本席覺得速度也要加快，不要慢吞吞的，好不好？
曾局長燦金：
這個要加速啦，我覺得不一定要寒假。
郭議員昭巖：
總之家長會希望能在明年 4 月就要把這件事情更新完成，好不好？
曾局長燦金：
我們督導完成。
郭議員昭巖：
再來看龍山國中，由於 3 鐵行經頻繁，尤其近艋舺大道這邊的教室走廊，時常
可以感受到明顯的震動，不僅影響學生的上下課，安全也有疑慮。尤其活動中心的
大門口 2 側，甚至出現 X 型的裂縫，50 元的硬幣都可以塞的進去。靠廣州街這邊的
外牆，也有磁磚剝落的現象。
歷屆的家長會長來跟本席陳情，我們 2 月時緊急辦理現勘，要求市府要趕快運
用二備金，去找專業技師來做安全鑑定。
那報告出來了，學校的氯離子含量超標 5 至 11 倍，混凝土的強度約為設計強度
的 4 分之 1 到 3 分之 2，建築物的耐震力只有法規標準的 40%，相當的不足。加上
因為剛才提到的 3 鐵經過，結構安全非常堪虞。7 月也開了 1 個會議，專家說氯離
子含量過高，要拆除重建。
可是本席很生氣的是，沒想到後來，教育局認為拆除重建可能會影響到台鐵還
有捷運相關系統，就藉此要用補強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本席最近就找了工程界非常專業的專家，我告訴你結論如下，簡單講幾項
，包括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經鑑定狀況判定拆除重建，一勞永逸的對策就是移地
重建，尤其標的物屋齡已達 35 年，符合危老重建標準。
再來，氯離子造成鋼筋鏽蝕，就像癌症一樣，會隨著時間持續惡化，如果只是
用修復方式針對含量偏高的問題去改善，只是治標不治本，這個資料都可以給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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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專家都認為要拆除重建，教育局不應該覺得可能要跟台鐵、高鐵、
捷運來談，包括校園空間的使用可能要去做另外安排，會費時比較複雜，你們就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然後決定用補強的方案，這個本席覺得很不能接受。
因為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為什麼？因為 3 鐵還是在那邊，還是會持續對它結構
安全造成影響，難道一定要像蘇貞昌感受到孫女汗流浹背了，才說學校要裝冷氣嗎
？那非要你自己的孩子是念龍山國中，你才會擔心這種結構安全疑慮的問題嗎？
教育是百年大計，學生是國家未來的希望，什麼錢都不能省，教育經費不能省
，學生的安全是不能夠不考量的，所以本席要求就是拆除重建！局長，回答我？
曾局長燦金：
我們是不是思考一下。
郭議員昭巖：
你還在思考？那麼多專家鑑定報告都出來了，很清楚跟你講要拆除重建。
我這幾天也找了工程界專家中的專家來幫忙去看，我跟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臺北市技師公會還有建築師技師公會都很熟，要不要我找他們來跟你講，難道你真
的要發生事情才要覺得後悔遺憾嗎？
曾局長燦金：
我想我們朝長期……
郭議員昭巖：
本席跟蔡副市長講，蔡副市長都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曾局長燦金：
我知道。
郭議員昭巖：
你這樣子沒有良心啦，你的教育良知在哪裡！
曾局長燦金：
沒有啦，我們還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郭議員昭巖：
對啊，那就面對問題啊，本席這些資料都可以給你呀，教育局自己那本厚厚的
鑑定報告都出來了。你知道嗎？第 2 次 8 月的時候，有多少歷屆的家長會長與會，
將近 10 個人，他們氣的不得了，覺得教育局不重視學生的安全！
速記：邱麒豪
曾局長燦金：
我們會嚴肅面對。
郭議員昭巖：
我很嚴肅呀！現在就跟你講，你們不要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覺得很麻煩。活
動中心、操場使用，短時間會不方便，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為了安全。
曾局長燦金：
學校應有安置計畫與考量。
郭議員昭巖：
不要只跟我講要補強。
曾局長燦金：
我會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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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議員昭巖：
貴局的科長就是這樣想。
教育局工程及財產科許科長巧華：
我沒有這樣說。
郭議員昭巖：
你就是這樣說，我得到的訊息就是這樣。本席索資，貴局回覆要朝補強方向。
今天質詢過後，最晚 2 個星期內教育局必須跟蔡副市長、校方，找專家學者一起討
論。
曾局長燦金：
2 個星期之內我們會回報議員處理情形。
郭議員昭巖：
大家約一個時間召開相關會議，好不好？希望您將心比心，把大家的孩子看成
您自己的孩子。
曾局長燦金：
我們的心跟議員在一起，這部分沒問題。
郭議員昭巖：
我已經跟你開過 2 次協調會。
曾局長燦金：
瞭解。
郭議員昭巖：
而且有辦過一次會勘。請文化局局長上臺備詢。
文化局蔡局長宗雄：
議員好。
郭議員昭巖：
局長，本席對於龍山文創 B2 一直很關心，多次質詢。本席要求市府務必投入
資源與人力，要與在地商圈、夜市、景點串連合作，推展在地文化與觀光。
之前龍山文創 B2 人潮不見起色，如今有深耕在地的團體願意協助營管，培植
在地文創團體，成立在地品牌。最近他們與周邊業者一起合作，舉辦活動。今年 8
月有臺北找知識活動，每天吸引將近千人湧進龍山文創 B2，真的很不容易，尤其現
在是疫情期間。
龍山文創 B2 人潮回流時，需要更多人力資源、經費投入。理事長反映目前營
運人員只有 4 人，再加上他的太太，整天都在那裡，沒有拿薪水。實在無法處理與
負荷，這一系列活動舉辦時的龐大業務，希望能增加至少 1 人至 2 人。
明年 12 月擴充合約經費 530 萬元，每月平均 44 萬元。現在每月光是花在衛生
紙費用就要一萬多元，還有其他業務支出等。本席要求文化局擴充人力。民團努力
推廣，有效發揮龍山文創 B2 成立宗旨，這是好事。請於明年經費適時增加，請局
長回答。
蔡局長宗雄：
感謝議員長期關心，還有洪理事長與我們團隊一起經營，我們試著來看它的營
運績效與實際人流，檢視經費合理性，再與洪理事長討論，進行調整。
郭議員昭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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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力不足，他的太太一直在那裡幫忙，有一次因為太勞累，不小心刀子切
到手，縫了好多針。
蔡局長宗雄：
剛才提到衛生紙的消耗，因為人流成長，使用量大增，我們會找相關經費因應
。
郭議員昭巖：
最近有舉辦活動，本席親自到現場看，發現人流增加很多，業務量龐大，人力
一定要增加。
蔡局長宗雄：
攝影棚也幾乎滿載，達到 90%以上使用率。
郭議員昭巖：
這是你們的成績，您也會覺得高興，對不對？
蔡局長宗雄：
對。
郭議員昭巖：
所以應該要協助他，好不好？
蔡局長宗雄：
好。
郭議員昭巖：
希望於質詢後 1 個星期內邀請洪理事長對談，了解他們的需求與人流回流狀況
，好不好？
蔡局長宗雄：
我們會從營運績效反映他的成本。
郭議員昭巖：
我相信他的營運績效非常好。
本席強力要求之下，艋舺青山王祭、年貨大街、2021 年臺北燈節，文化局都有
跟相關局處串聯及整合，呼應萬華艋舺無圍牆博物館計畫，這部分本席給予肯定。
萬華艋舺無圍牆博物館西園路觀光廊道部分，剛好位於本席爭取的萬華 7 號廣
場地景公園旁，眼看 2021 年燈節就要來臨，但這部分規劃工程停滯。據了解是因為
地方上有 2 派聲音，其相同點都是希望地坪改善縮短時程，比照大理服飾商圈採用
彩色瀝青壓花鋪面。不同點在於路燈、植裁、座椅等。
針對這些部分，請貴局儘快與相關局處、業者、里長召開說明會，聽聽他們的
聲音，趕快定案，這樣才趕得上 2021 年燈節活動，因為人潮眾多時，人們一定會走
到旁邊這條路，請局長說明。
蔡局長宗雄：
我們會積極跟新工處、觀傳局合作，討論地方需求，研究加速供給。
郭議員昭巖：
希望本席質詢後，最晚 1 個星期，你們就要做到，否則會來不及，因為還要考
量工期，雖然彩色壓花瀝青鋪面比較快完成，但至少也要 1 個月時間。不要等到大
家放棄，工程單位也不做了。
最後提醒局長，中正區城內無圍牆博物館計畫，我沒有看到具體規劃，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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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區是人文匯集之地，有寶藏巖人文藝術村、自來水博物館，還有未來要改建
的客家文化園區，紀州庵、南菜園日據宿舍等，如何跟周邊商圈、景點串聯，這很
重要。但我沒有看到相關，只有幾個字帶過而已，我覺得太可惜了。
蔡局長宗雄：
我們將具體計畫彙整後再跟議員回報。
郭議員昭巖：
希望在本席總質詢前 2 個星期提出，好不好？
蔡局長宗雄：
好。
郭議員昭巖：
這是早就該做的事情。您曾擔任商業處處長，如何讓在地繁榮發展，這是你們
應該要努力的。
觀傳局局長，關於艋舺青山王祭活動，本席於星期三召開協調會，希望您能盯
緊相關進度，與民政局一起努力，好不好？
觀光傳播局劉局長奕霆：
好，沒問題。
郭議員昭巖：
這麼大型活動，可以作為市府疫情後振興方案。
吳議員世正：
請教育局局長上臺備詢。
曾局長燦金：
議員好。
吳議員世正：
我看到這個問題，心裡覺得很難過，教育局責無旁貸，一定要扛起來處理。大
家都知道買賣房子有時會透過仲介，因為沒有時間處理瑣事，所以需要找仲介代辦
。
局長，臺北市找代理、代課教師也有仲介。買賣房屋時仲介是 2 邊收錢，成交
後跟委託人、買方收費，這是一種行業。買賣房屋需要仲介，沒有想到代理、代課
教師也有仲介從中賺錢，情何以堪？學校需要教師、代理、代課教師，孩子也需要
代理、代課教師，好不容易找到教師，還要付給仲介費用。
您知道付多少嗎？1 個月薪的 1 成。每月都要給仲介 1 成，不管你教多久，每
月收取。可不可憐？情何以堪？明明學校、孩子、教師有需求，結果制度造成教師
仲介存在其中，這不只是臺北市有問題。
局長，我覺得痛心難過，這些學生、校長真的沒辦法，才會有仲介應運而生。
這在網路上都找得到，來報名登記變成仲介旗下的教師，每月抽取月薪 1 成，介紹
新人，再將 1 成獎金分半給介紹人，已變成老鼠會。局長，代課教師 1 個月最多可
以拿到多少錢？
教育局中等教育科諶科長亦聰：
國小大概是三萬八千元，國中起薪是……
吳議員世正：
我是問代課教師，每堂課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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諶科長亦聰：
國小 1 堂課是 260 元，國中 360 元
吳議員世正：
每月能拿到三萬多嗎？
曾局長燦金：
國小 1 堂課是 320。
吳議員世正：
每個月能拿到三萬多元嗎？
諶科長亦聰：
鐘點的拿不到。
吳議員世正：
最多能拿到多少？
諶科長亦聰：
二萬多元。
吳議員世正：
局長，您聽了難不難過？代課教師拿二萬多元，再給仲介抽 1 成。
曾局長燦金：
如果有這個制度存在，我們會對學校徹查，不應該有這種情況。
吳議員世正：
局長，您要檢討的是教育局有沒有做好事情？不要怪學校。質詢時間請暫停，
你們在質詢台上討論，不要占用本席質詢時間，時間這麼少，問題這麼多。你們討
論好了嗎？請說明。
為什麼有這個現象，因為學校有需求，現行制度無法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有
許多臨時、短期的教師，校長反映找不到，該怎麼辦呢？教育局要解決，不能責怪
校長，要求學校不要找仲介，但仲介能提供穩定的服務，才會有仲介的存在。
曾局長燦金：
現有體制有平台，學校也應該要有人才庫，許多退休教師能短期支援，這部分
校長要負責。
吳議員世正：
貴局有人才庫、退休與巡迴教師機制，但事實上仲介確實存在。本席沒有說教
育局不做事，你們有退休與巡迴教師機制，但還是有補不上的地方，所以才會有仲
介產生。
局長，不要去怪學校、校長，他沒有辦法，孩子需要教學，沒有教師。有時因
為教師臨時請假或請長假，學校沒辦法，招了半天招不到教師，這該怎麼辦？明天
要開學，現在還沒有找到教師該怎麼辦？
局長，不需要徹查或是要求不可以這樣做。您要檢討現有制度能否提供學校協
助，因為有很大的漏洞，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本席沒有責怪仲介，因為他們提
供協助，難道招不到教師要開天窗嗎？不行呀！仲介說能提供穩定人力，保證這個
人一定可以去上課，於是這樣關係就存在了。
局長，您不要責怪學校、校長，甚至也不能責怪仲介，您要檢討教育局，這個
漏洞怎麼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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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局長燦金：
我們會從系統方面瞭解，現在有供需平台，學校應建立人才庫。有些是臨時…
…
吳議員世正：
都有這樣做。
曾局長燦金：
要有公開甄選機制，我們會開會討論，校長也要負起責任。
吳議員世正：
他們會負起責任，校長找不到教師就是找不到！您不要一直說這樣不可以，有
問題就要檢討、去面對。其他縣市也一定有同樣問題，請於 2 個月內邀集臺北市各
校校長詢問還有什麼漏洞、什麼地方可以補強。教育局已經有退休與巡迴教師機制
、有人才平台，為什麼還需要找仲介？真正去面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不要怪他
們，他們就是找不到教師。
曾局長燦金：
發現問題，面對問題，我不追究校長責任，但是校長找仲介平臺，我要了解原
因為何？
吳議員世正：
對．先了解原因，把這個洞補起來。就算要做教師仲介也應該是臺北市教育局
來做，這樣您了解嗎？
曾局長燦金：
我了解，教育局、校長協會都可以來處理。
吳議員世正：
教育局要負起教仲介的工作，坊間仲介能做的，你們也能做，因為這是你們法
定責任，提供學校教師是您的責任。
曾局長燦金：
校長也要負起責任。
吳議員世正：
校長當然要負起責任，這是這個體制的責任，現在連仲介都跑出要擔這個責任
。教育相關法規沒有仲介，現在搞到有仲介出來，表示現有系統有漏洞。臺北市教
育局要把它補起來，好不好？請在 2 個月內開會討論，建立制度，一定要補起來，
現況實在太沒有道理了。
下一張，各地都有，只要去登記就能成為仲介旗下教師，包括桃園市、高雄市
、信義區、中山區、士林區，什麼科別都有。仲介有把握給工作，只要你來登記就
可以派工，仲介公司很有把握，到時再讓他抽成。從中央到地方，臺灣的教育制度
有很大的問題，這些你我都知道，等一下會提到。
下一張，臺北市萬華區、大安區、松山區、信義區、士林區都有發生，我真的
不怪這些學校、校長。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不得已只能這樣做。這不是處分的問題
，而且也沒有處分的道理，要解決問題才對。
下一張，本席擔心內定問題，有沒有利益交換？如果只是單純的仲介，也無可
厚非。仲介有提到，校方愛用以前用過的教師，續任、試教都是形式，你懂的。這
種好康你不來？還考慮不簽？有簽的早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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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張，仲介說不要臨時去報別科，我們知道哪一科你進得去，臨時報別科，
可能校方已經內定，這是業者的說法。
下一張，通常我們介紹誰進去，3 召是程序，內定很正常，這是業者說法，可
能是為了攬客。本席擔心真有此事發生，雖然不見得是發生在臺北市。
下一張，仲介說常態是 1 年到期，還會繼續，有些人已經任教 3 年，這是學校
制度，可以展延、再申請，可以延 3 次，3 次過後再重招 1 次。如果教得好，有內
定也無可厚非，教得不錯繼續讓你再做。
這些是現行制度漏洞，因為有需求。提供學校教師教育局責無旁貸，不要去責
怪仲介、校長，要做好機制，能充分提供學校、校長所需，誰會去找仲介？
曾局長燦金：
呼籲聰明的教師不要上當。
吳議員世正：
講這個沒有用，現實是怎麼樣？
下一張，教育局有責任要幫孩子、幫學校找到教師，教育法規沒有仲介，仲介
沒有責任，他是來賺錢的。他人沒有相關責任，只有教育局局長、學校、校長有責
任。主管機關無法提供學校需求，應該要檢討與改進，把漏洞補起來。
下一張，已有退休平臺、巡迴教師、人才庫，為什麼還有仲介？局長，您對教
育這麼內行，基層出身，您一定知道為什麼？您覺得呢？
曾局長燦金：
有些是誇張狀況。我們從制度面著手，會找校長來談談，找出哪裡有漏洞？有
供需平臺，甄選公開，學校零星短代應有人才庫。
吳議員世正：
臨時出缺，找不到人，您知道有這個情況嗎？
曾局長燦金：
我了解，但是基本上校長、學校教務及人事單位應建立人才庫，教育局也有相
關機制。
吳議員世正：
現在這些都有，卻還是找不到教師，就算找到了，教師覺得太遠不想來，是不
是就沒辦法處理？仲介自己也有人才庫，卻可以保證這名教師一定會來學校。一定
有漏洞才會有仲介存在的空間，在臨時、即時的情況下找不到教師，很正常，但是
仲介能做到解決問題。
要做仲介，應該由教育局來做。請將現行制度加以改進，仲介可以做到的，為
什麼你們不行？你們也可以呀！你們才是正牌的，教育局才是正牌的仲介。
曾局長燦金：
本來就有的平台，我們會再強化。
吳議員世正：
本來有，但是不足，再強化？仲介都能拿這個來賺錢，你們把仲介的優點學過
來，以後他們沒有生意做，你們和孩子們也有教師，這樣不是很好嗎？局長，這部
分一定要加強。
下一張，一定要認真解決這個問題，不要再留一個洞，不要說這個我有、那個
我也有，看起來都不錯，還有漏洞，趕快把它補起來。那些教師，為什麼要讓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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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就是有管道、有需求。仲介能提供這麼穩定的教師來源。
本席常接到家長反映代課教師換來換去，不知道誰是誰，學生沒有感情依附，
很痛苦。如果仲介能做到介紹去的教師都很穩定，對孩子也是福音，是不是？
教育局各科主管應該檢討，你們沒有做好，仲介才有空間，需要教師的學校、
學童找不到教師，好不容易有工作的教師還要要抽成，這部分請教育局自我檢討。
下一張，如果有教師仲介需求，應該由教育局來當。
下一張，請教育局 2 個月內，擬定教師仲介制度，幫助學校與學童。您要聽校
長說，要開會。不要只會責罵怎麼這樣？使得校長又不敢說話。應該要幫校長解決
問題，現行制度有漏洞，你們還找不到。為什麼仲介可以，你們不行？教育局要扛
起責任。局長，可以做到嗎？
曾局長燦金：
沒問題，要想辦法處理。學校教育進用、法治，現在制度面有問題。
吳議員世正：
我知道制度有問題，局長也比校長大多了。
曾局長燦金：
我會找校長們來談。
吳議員世正：
對。
曾局長燦金：
詳查原因。
吳議員世正：
建議教育局函請中央不要凍結教師員額，明知道正式編制不足，補來補去、代
來代去、弄來弄去，還說窮不能窮孩子、不能窮教育，結果呢？都是假的。不要再
凍結教師員額，甚至應該增加教師員額。
局長，現在高中教師員額有沒有凍結 1 成？
曾局長燦金：
沒有。
吳議員世正：
取消了？
曾局長燦金：
臺北市沒有這個問題。
吳議員世正：
臺北市沒有這個問題？
曾局長燦金：
我們超前部署，優於中央。
吳議員世正：
建議中央不要凍結教師員額，甚至應該增加教師員額，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曾局長燦金：
我們沒有凍結問題。
耿議員葳：
主席好，各位局處首長大家好，請體育局局長上臺備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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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局長再立：
議員好。
耿議員葳：
今天上午本席有召開記者會，本辦公室接到很多家長陳情，反映跟小朋友到大
安森林公園遊玩，要到籃球場打籃球，沒想到無故被驅趕，家長覺得莫名奇妙怎麼
會有奇怪的團體直接說要在那裡上課？請他們離開這個場地。
臺北市體育場館、公共場所，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們每年都花了好幾千萬元
進行體育場館維護、整修、保養、管理，沒想到被這些營利廠商進行營利、教課行
為賺錢，成為他的無本生意，不用繳場地費。
體育局沒有掌握這個情況，臺北市還有法治嗎？請看市民陳情，家長說我的孩
子不能在大安森林公園自在穿越草皮，等不到籃球框，因為其他人正在接連收費教
學。
有民眾說請問議員，公園或校園場地，這樣大量營利行為，是否合法？民眾說
長久以來公園、學校用地，大量的私營體育班霸占。為什麼提到「體育班」？因為
該處團體上課都有二、三十人，都有穿著制服、背心，盤據在臺北市各大公園、籃
球場、體育場，看起來像是組織性團體。有些跟家長表示業者宣稱他們有德國、巴
西教練，因為這些國家的足球活動很興盛，以此宣傳一定能吸引許多家長帶小朋友
前來報名。
局長，臺北市的運動公園、運動場，能否進行營利教學使用？可不可以用來賺
錢？
李局長再立：
不可以，要供公眾使用。
耿議員葳：
沒錯，這個狀況不是本席第一次提起，已經發生很多次、很多年。請看這個幽
靈組織真實身份，到底是什麼？超人學院運動團體包含運動表演、各種類型。請問
這是體育局要管的嗎？這些團體到底屬於什麼團體？通常收的學生都是幼兒，有 2
歲到 5 歲，學童有 5 歲至 12 歲。這些孩子的受教權、安全維護，誰來主管？
今天上午開完記者會，本席發現權管不清，短期補習班、體育局小型體育班、
小型運動訓練班？是教育局要進行管理嗎？看到營業登記有登記運動訓練業、運動
表演業，請局長說明。
李局長再立：
這些都不是特許行業，因此登記時不需要體育局同意，只要到商業處登記即可
。登記時，本局不會知道廠商有哪些。本局正在處理，近期與商業處連結，業者申
請這些行業別時，會主動告知體育局，本局正在建立一個……
耿議員葳：
剛才提到「主動」，如果業者沒有主動跟貴局報備，你們不知道，不會發現。
李局長再立：
對，我們不知道
耿議員葳：
如果有民眾打電話向貴局反映，你們會進行了解嗎？
李局長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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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打電話向體育局反映，有人霸占運動場地的事情，我們會先去確認。公園
運動場是開放式場地，沒有禁止教學行為，但不能有營利行為，我們會先去現場確
認是否為教學或營利。
耿議員葳：
免費教學是？
李局長再立：
對，例如朋友教朋友。
耿議員葳：
現場如何認定？請您教我。您怎麼知道現場教學有沒有收費？
李局長再立：
這就是我們的困難所在。
耿議員葳：
本席今天召開記者把所有證據陳列出來，局處聯絡人說這些東西不足以做為證
明，必須到現場認定。這樣很奇怪，經過此次通報，這些人就離開到別的地方，逃
來逃去永遠抓不到，你們卻堅持要到現場認定。
民眾檢舉交通違規，可照相舉證，警政單位直接開出罰單，因為有事實證明。
以常理來看，有非合法事實證明，就能被認定。但是貴局堅持到要到現場認定，相
當有趣。
教育局幫你們解釋，補習班與運動產業業者有差別。請看權責機關，根據教育
部體育署頒發的運動產業內容來看，從事群體或個人提供運動休閒產業、服務業行
為及行業，應列為運動休閒教育服務業。今天上午記者會及現在質詢，確定本席提
到的團體都是由體育局權管，對不對？
李局長再立：
運動訓練班是在管理場所，您提到的籃球場已經移撥體育局管理，但是行業不
是我們管理，由商業處管理。
耿議員葳：
教育局說明這類運動教學業者，應成立公司依法進行商業登記，並且將運動類
服務加至營業項目或向體育局申請小型運動訓練班，這 4 家公司都應向體育局申請
小型運動訓練班，並且納管才對。
李局長再立：
教育局的回覆，我沒有其他意見，但現行運作不是這樣。在議員開完記者會後
，與會同仁有向我說明，市府是一體的，說來說去不是辦法，體育局可擔任單一窗
口，整合這件事。
發展運動，運動產業是不可獲缺的部分，要讓運動專業人員有營業方式，問題
在於現行法規，臺北市場地嚴重不足，公園、河濱只能供公益使用，不能用來營業
。
耿議員葳：
不能擠壓市民的使用權利。
李局長再立：
我們會試著去平衡，修改法規，儘可能並存。
耿議員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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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平衡、修改法規？採取什麼方向？
李局長再立：
目前正在修訂河濱運動場地，於公益使用時免付費。如果想要開班收費，應向
市政府繳費，借用場地。我們可限制場地借用時段，哪些場地可借用、哪些場地不
可借用，與公益使用進行平衡。
耿議員葳：
這確實是修法方向，臺北市的場地不多，規範使用者收費後，市民要搶租場地
，後面的亂象要注意、要權衡。
李局長再立：
是。
耿議員葳：
這個問題不是最近發生，2017 年已有這類情況，TVBS 曾做過新聞報導，請播
放影片。
－播放影片－
耿議員葳：
2018 年也一樣，同樣有媒體報導教練占用公園球場，驅趕民眾，授課營利。當
時貴局回覆若違反相關規定，霸占場地就要開罰。這些問題你們一直都知道，體育
局從 2012 年成立至今已有 8 年，2 任市長任期，這段期間市長能大魄大力做很多事
情，沒想到現在到過去這些問題仍然存在，任憑這些人到處占用場地，驅趕市民，
影響使用場地權益。體育局始終視而不見，本席擔心記者會結束後，這件事情又石
沉大海、不了了之，大安森林公園運動場所同樣被占據。
局長請看，這裡有這麼多團體，我把名字列出，請看開課地點，景美運動公園
、臺北田徑暖身場、天母運動公園，體育局是權管單位。
李局長再立：
目前體育局管理 421 個開放式運動場地，負責巡查的同仁大約十位左右。
耿議員葳：
平常巡查內容是什麼？
李局長再立：
查看場地有無需要維修、有無違規使用。421 面場地遍布全市，巡查員確實無
法時時刻刻都能看到議員提到的現象。
耿議員葳：
如果有市民拍照檢舉呢？
李局長再立：
如果有人提出檢舉，我們一定會立即處理，若要主動巡查到每處的違規，確實
有難度。
耿議員葳：
請看檢舉內容，足球教室收費方式，1 堂課 300 元，有分年齡層。幼兒班 2 歲
到 3 歲，每堂課收費 350 元。還有販售足球 1 顆 300 元，品質很好，大家要買；超
人學苑，5 堂課 1750 元，還要穿制服，每件 250 元。你們到現場用肉眼就能辨別。
A star, 1 期 10 堂課 4,000 元。熱血運動俱樂部，週二是 1 堂課 200 元；週四是 1 堂
課 250 元，這些資料不難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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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張。最近幾天我的辦公室助理非常忙，大家直接到現場駐點，我們拍攝一
堆照片回來。而且在業者的 Line 群組也說明每周一在天母運動公園，寫得清清楚楚
，在你們的場地上面收錢，你們不會生氣嗎？我是代表臺北市民看了都很生氣！
李局長再立：
謝謝議員關心這個議題。
耿議員葳：
平時你們還要負擔維修費，整建草地，讓業者當成營業場所。局長請看，還有
外師，業者劃定範圍。民眾向本席檢舉，他們想要打籃球，不能打。局長，您不生
氣嗎？請您說明，我看了都傻眼。
李局長再立：
謝謝議員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我們會儘快設法解決。今天本局、公園處、水利
處巡查同仁有討論此事，本局會與其他單位其合作，如果有看到穿著制服從事運動
，請通知本局，我們會進行確認。
耿議員葳：
未來你們會派人到現場看嗎？
李局長再立：
只要有人檢舉，我們就會處理，網路貼文不能當成證據，每個人都能貼文，說
他想要說的事，這是言論自由。本局必須當場發現有違規使用，才有辦法處理。這
也是我們的困難點，被檢舉的民眾有權利提出申訴。
耿議員葳：
如果有影片為證呢？為證明事實，請播放影片。
－播放影片－
耿議員葳：
今天媒體報導後，我們接到許多民眾反映不只籃球場，公園的溜冰場占用情形
也很嚴重，民眾希望本席能幫忙發聲。民眾說帶小朋友去溜冰，被要求只能在外圍
使用，因為裡面他們要做訓練。民眾不解，憑什麼臺北市公有的公共財居然成為營
利使用？其他人不能好好地玩。
希望局長能大魄大力，好不好？請專案處理。
主席(李議員芳儒)：
第 8 組議員質詢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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