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住民科 100-102 年度業務執行統計
多元文化系列活動
計畫名稱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新北市兒童影展–小導演大視界工
作坊培訓計畫

600 人

600 人

1.轉型為新北市兒童影展
2.參與人數 500 人

多元文化音樂節

500 人

無辦理

無辦理

親善大使暨幸福家庭選拔

親善大使 35 組
幸福家庭 50 組

無辦理

無辦理

新北市 102 年國際文教育系列活
1,500 人
動–多元文化親子園遊會計畫
(100~102 年)
新北市 102 年度國際文物展實施計
畫(102 年)

1,700 人

16,081 人(國際文物展 14,081
人)
(多元文化親子園遊會 2,000 人)

潑水節活動

5,500 人

10,000 人

無辦理

戲劇列車活動

4,960 人

4,300 人

無辦理

國際文教月成果展暨研討案發表會

100 人

無辦理

無辦理

102 年度新北市新住民藝文 SHOW
競賽實施計畫

462 人

800 人

800 人

國際文教月踩街活動

150 人

無辦理

無辦理

無辦理

無辦理

「美麗大臺北˙幸福新生活」-新住 無
民庭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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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臨時托育服務
計畫名稱

計實施內容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新北市 102 年度

72 小時華語班

135 人

150 人

(截至目前為止 18 人)

新住民子女臨時
托育服務計畫

36 小時華語班

257 人

未辦理

未辦理

36 小時閩南語

108 人

未辦理

未辦理

72 小時閩南語

未辦理

未辦理

(截至目前為止 19 人)

技職教育

95 人

65 人

(截至目前為止 22 人)

技藝專班

58 人

110 人

未辦理

補校

1201 人

1,158 人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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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開班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2 年度成人基本教育實施
計畫

72 小時華語班

5 班，378 人

2 34 班，450 人

250 人

36 小時華語班

53 班，794 人

今年未辦理

未辦理

36 小時閩南語班

17 班，235 人

今年未辦理

未辦理

72 小時閩南語

未辦理

未辦理

80 人

補校

65 班，7,902 人

68 班，4,460 人

4137 人

生活適應輔導班

13 班，236 人

11 班，187 人

未辦理

創藝金工師資培訓班

1 班，20 人

今年未辦理

未辦理

基礎電腦文書處理班

1 班，25 人

今年未辦理

未辦理

手工藝品製作培訓班

5 班，64 人

12 班，158 人

未辦理

藝文展演班

無

今年未辦理

未辦理

指甲彩繪班

4 班，76 人

10 班，124 人

未辦理

傳統美食烘焙

無

今年未辦理

未辦理

國際標準舞班

無

今年未辦理

未辦理

5 班，108 人

1 班，25 人

4 班，80 人

4 班，78 人

3 班，55 人

1 班，20 人

美容班

1 班，25 人

2 班，50 人

2 班，40 人

飲料班

3 班，56 人

1 班，25 人

1 班，20 人

中餐麵食班

無

1 班，20 人

無辦理

中式米食班

無辦理

無辦理

1 班，20 人

生活技藝學習班

新北市 102 年度新住民技職 中餐班
教育專班計畫
烘焙班

美髮班

無

1 班，25 人

1 班，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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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教中心及新移民學習中心
計畫名稱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新北市政府 102 年度國際文教
中心營運管理計畫

3,047 場次 129,633 人

截至 9 月 1,483 場次 55,098 人

截至 10 月 2,059 場次課程活動
88,582 人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新

562 場 15,212 人

截至 9 月 237 場 7,391 人

截至 10 月 213 場次課程活動

移民學習中心業務經營計畫

9,0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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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網站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100 年度

102 年度多元文化暨國際教育 新住民專區網站
截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網站委外維運計畫
(12 語：中、英、日、韓、 止瀏覽人數 533,516 人
越、印、泰、緬、柬、西、

101 年度

102 年度

截至 101 年 11 月 22 日
止，瀏覽人數 71 萬 2,695
人

截至 102 年 11 月 1 日
止，瀏覽人數 97 萬 5,681
人。

德、法)
多元文化學習網

截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止瀏覽人數 746,872 人

截至 101 年 11 月 22 日
截至 102 年 11 月 1 日
止，瀏覽人數 104 萬 9,874 止，瀏覽人數 142 萬 6,670
人
人。

新北市國際教育資
源網

無

截至 101 年 11 月 23 日
止，瀏覽人數 1 萬 636 人

截至 102 年 11 月 1 日
止，瀏覽人數計 6 萬 1,4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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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研習、研究案、輔導團參訪
計畫名稱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新北市 102 年度多元文化教育暨

1.市級研習：5 場次

1.區級研習：9 場次

1.區級研習：8 場次(至 10 月底)

國際教育區級研習實施計畫

2.計 586 人。

2.計 342 人

2.計 264 人

多元文化專案研究

發表 2 篇研究案

未辦理

刻正辦理中

辦理國際多元文化參訪

參訪國家：美西 參加人數：40 名

未辦理

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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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子女各項措施
計畫名稱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新住民幼兒優先入園措施

4,029 人

4,042 人

3916 人

102 年度新北市新住民子女獎助學
金計畫

*總經費 96 萬 1 千元
*申請件數共計 1,250 件
*優秀組 129 名
清寒組 144 名

*總經費 95 萬 8 千元整
*申請件數共計 1,167 件
*優秀組錄取 130 名
*清寒組錄取 142 名

*總經費 95 萬 7 千元整
*申請件數共計 1,196 件
*優秀類錄取 129 名
*清寒類 141 名

新北市執行 102 年度外籍及大陸
配偶子女教育輔導活動計畫

合計 167 校申請
1. 諮詢輔導共辦理 292 場
2. 親職教育共辦理 259 場

合計 172 校申請
1. 諮詢輔導共辦理 402 場
2. 親職教育共辦理 246 場

合計 153 校申請
1. 諮詢輔導共辦理 279 場
2. 親職教育共辦理 264 場

3. 多元文化週或國際日共辦理 93
場
4. 華語補救教學共申請 45 校，402
位子女受惠
5. 教師多元文化研習共辦理 72 場
6. 母語傳承共計申請 5 校，共 130

3. 多元文化週或國際日共辦 143 場
4. 華語補救教學共申請 121 校
1,126 位子女受惠
5. 教師多元文化研習共辦理 54 場
6. 母語傳承共計申請 11 校，共 330
學生受惠

3. 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共辦理
155 場
4. 教師多元文化研習共辦理 52 場
5. 華語補救教學共計 42 校申請
767 學生受惠
6. 母語傳承共計 11 校申請，共

學生受惠
7. 購買及編印多元文化教材共 28
校申請

7. 購買及編印多元文化教材共計 22
校申請

246 學生受惠
7. 購買及編印多元文化教材共計
19 校申請
2013/11/21 版本

多元文化各項教材
計畫名稱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102 年度新住民幸福生活手札編

編輯多元文化繪本第三輯 ,印製

1. 擬增印改版多元文化繪本第 1 輯

1.編印 102 年度新住民幸福生活手

印計畫
2.101 年度新北市新住民多語親職

2,000 套

教育手冊「幸福魔法書」修定改版
編印計畫

2,000 套
2. 編印新住民幸福手札 2,000 冊

札計 3,200 冊
2.印製新住民多語親職教育手冊-幸

3. 幸福魔法書改版，預計印刷
29,000
冊

福魔法書計 2 萬 9,00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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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輔導措施
計畫名稱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新北市國際文教中心新住民志工技
故事媽媽實施計畫

1. 培訓新進志工 46 名 98-100 年
總計培訓 220 位志工
2. 培訓 118 名志工媽媽 98-100
年總計培訓 174 名故事媽媽

1. 培訓新進志工 30 名 98-101 年總
計培訓 250 位志工
2. 培訓 27 名志工媽媽 98-101 年總
計培訓 201 名故事媽媽

1.總計培訓 250 位志工
2.總計培訓 201 名故事媽媽

多元文化體驗營

辦理九場次，共計 600 人參與

未辦理

未辦理

幸福講座

於 29 區公所辦理共辦理 58 場

於 9 大分區國際文教中心辦理，共辦 未辦理

次，預計 1,000 人參加

理 9 場次

共計培訓 19 人

共計培訓 28 人

新北市 102 年度新住民華語師資
暨通譯人員培訓實施計畫

參與人數:60 人取得培訓證書共
計: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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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服務資訊
計畫名稱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新北市政府國際多元服務櫃檯服
務計畫
6 語(中、英、越、印、泰、緬)

服務案件：1,603 件

服務案件：2,305 件

截至 10 月底為止
服務案件：4,343 件

新北市政府 102 年度新住民幸福
季刊編輯計畫

發行 1-4 期共 40 萬份

發行 1-4 期共 25 萬份

截至 10 月 發行 1~3 期
18 萬 3,000 份

7 語(中、英、日、越、印、泰、緬)

多語宣導資料

多語多元文化招生布條計 605 條，
本市每校 2 條。

未辦理

未辦理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轉介櫃檯法律諮詢：13 件
轉介法扶會：16 件

轉介櫃檯法律諮詢：7 件
轉介法扶會：9 件

截至 10 月底轉介櫃檯法律諮詢：18
件
轉介法扶會：30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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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學習
計畫名稱

100 年度

101 年度

新北市 102 年度新住民母國語言
教學實施計畫

102 年度
分為學校團體開班及在家自學，102
年度共有 33 所學校申請,開設越南
語 55 班、印尼語 1 班及泰語 1
班，參與人數 454 人;在家自行教學
共 111 位學生接受指導。

新北市 102 年度親子共學母語教
材「陪你快樂學母語」編印計畫

102 年度親子共學母語教材｢陪你快
樂學母語｣預計於 102 年底完成德
國、西班牙、俄羅斯及東埔塞四國語
言別教材編製(含數位聲音檔及電子
書)。

新北市 102 年度新住民母語暨國
際文教師資培訓暨教材印製實施計

截至 102 年 10 月底前共辦理 2
場，累積參與人數共達 222 人。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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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
類別

計畫名稱

101 年度

102 年度

(實施項目)
國際交流

締結姐妹校

截至 11 月底共辦理 6 間姐妹校業務

本市各級學校締結姐妹校情
形(統計至 10 月止)：
(1)大陸地區：共 5 案
(2)國外地區：共 15 案
(3)本國地區：共 2 案

102 年新北市接待家庭暨接待大使實施
計畫

接待家庭第一梯次研習，培育 24 組接
待家庭，第二梯次培育 35 組接待家庭

接待家庭第一梯次研習於 8 月 10 日及
11 日辦理，共計 40 組
家庭報名，32 組通過培訓，接待大使已由
永平高中、三民高中與鶯歌高職甄選共計
60 位學生，以社團方式培訓。

102 年新北市國際遊學計畫

規劃 2 條路線(米倉-童玩、白雲-雲端)
已接待 2 校，40 位國際學生來訪

1、完成 4 條路線建置工作：
(1)鶯歌工商-翱翔於人文藝術的陶瓷學園
(2)仁愛國小-樂學於多元文化的彩虹校園
(3)淡水國小-遨遊於生態藝術的百年老校
(4)野柳國小-揚帆於水藍時期的海洋樂園
2、參訪人數截至 102 年 10 月，交流學
校 4 所，參訪人數 138 人。
3、規劃 103 年度 2 條路線前置工作：
(1)坪林國中-悠遊於山林茶園的森林黌舍。
(2)金山高中-淘樂於山海風情的探索秘境

新北市 101 學年度選送高中學生赴美短

12 月 13 日甄選 30 位高中生將於 102

1. 4 月~5 月：共計 19 所學校 30 位學生

期國際交換學習實施計畫

年 4 月 6 日~102 年 5 月 4 日前往美國
辛辛那提市學習

及校長教師 3 位與教育局代表 2 位共
35 人。前往美國辛辛那提市進行交換學
習。
2.6 月：辦理三場成果發表會，靜態展兩
天、教師國際教育座談、學生座談等，計
有 250 名師生參加。
3.8 月：辦理辛辛那提接待家庭證照培訓，

預計 33 組參加。
4.10 月至 103 年 5 月：辦理 26 所接待
學校及 33 組接待家庭籌備會講習會等
培訓活動
國際交流（出訪）

國際交流（接待）

截至 12 月底出訪
義學國中：新加坡(37 位親師生)
海山高中：德國(22 位師生)
永平高中：德國(30 位師生)

1.本局補助（其他科）：新泰國中等 13 校
至韓國、馬來西亞、澳洲、新加坡、日本、
德國、美國參訪。
2.本局補助（本科）
：秀峰高中等 4 校至日

江翠國小：新加坡(32 位學生)
丹鳳國小：紐西蘭(16 位師生) 永平
高中：日本(36 位師生)
樹林高中：越南(16 位師生)
烏來國中小：韓國(23 位師生)
三民高中：菲律賓(17 位師生

本、馬來西亞參訪。
3.教育部 SIEP 補助：3 校
4.教育部教育旅行補助：安康高中等 14 校
至日本、韓國進行參訪。

截至 12 月底接待

截至 10 月底接待：

修德國小：菲律賓(17 人)
烏來國中小：香港(40 人)
永平高中：香港(34 人) 、日本(41
人)
仁愛國小：香港(18 人)
秀朗國小：美國德州（17 人）
米倉國小：新加坡(36 人)、(20 人)
江翠國小：香港(24 人)
蘆洲國小：香港(24 人)
海山國小：南京(16 人)
樹林高中：日本(243 人)
本科：廣西(26 人)、(24 人)
本科：日本（35 人）
、(3 人)、(5 人)
本科：美國北維吉尼亞(11 人)

義學國中：深圳市福田區
教育局(20 人)
板橋高中：奧克蘭文法學校師生(80 人)
仁愛國小：奧克蘭
Willowbank 小學校長 Mr.
Deidre Alderson。

本科：江蘇(12 人)
本科：美國辛辛那提市(1 人)(教師培
訓)
本科：美國辛辛姐妹市(2 人)(高中交
換)
本科：香港(24 人)
教研：浙江(12 人)

學校國際化

課程與教學發
展

1.新北市 102 年北海岸區域課程聯盟北

1. 僑生北海岸國際遊學：淡水國小與 8

1.僑生北海岸國際遊學：淡水國小統籌辦

海岸國際遊學計畫
2.2013 國際青少年自行車環島暑期營實
施計畫

學校統籌辦理，與淡江大學合作，共有
理，並由淡水國中等 7 校接待淡江大學
210 位華裔青少年參加。
國際遊學營隊學生約計 210 人。
2. 美國高中生來臺國際志工：樹林國小 2.與國際扶輪社合辦「2013 年國際青少年
辦
自
理，共計 19 位美國高中生與本市 120
行車環島暑期營」，由三重高中統籌規
位弱勢國中生一同參與。
劃，帶領 20 位國際學生及本市 10 位學
生進行單車環島。

補助青少年參加國際會議與競賽

102 年預計補助 5 位青少年

本市 6 位校長、教師於 3 月 8 日至 3 月
13 日應邀赴日參加 2012 年第二屆台日教
育旅行交流座談會。

102 年度學校網站雙語化建置計畫

目前請忠義國小規劃網站架構，預計 102
年補助 75 間學校完成網站雙語化

補助本市市立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國際遊
學學校計 34 校，每校 2 萬元整，預計於
11 月底完成雙語網站之建置，並委由頂埔
國小對各校建置之雙語網站進行審查。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大專院校境外生
至高中職計國中小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興仁國小(與特教科申請經費)

瑞芳國中、萬里國中、樟樹國中、有木國小、
達觀國中小、深坑國中等 6 校，與 5 所大
專院校合作，計有 104 位境外大專生到校
服務，約 857 位學生參與活動。

新北市中小學國際教育補充教材編印計
畫

辦理教材編製預計開發 4 階段補充教材
(國小中年級、高年級、國中二年級、高

一、四階段教材 11/1 完成初稿，各組教材
單元及編輯形式：

中一年級)

(一)國小中年級組：

共計 20 個單元，編輯形式如下：
1、單元故事體
2、練習題+補充介紹小百科
3、編者的話
(二)國小高年級組：
共計 20 個單元，編輯形式如下：
1、故事架構及國際教育能力指標心智圖
2、故事主體
3、讀後小測驗
(三)國中組：
共計 13 個單元，編輯形式如下；
1、單元目標、能力指標
2、教材主體
3、學習單
(四)高中組：
共計 20 個單元，編輯形式如下：
1、編者的話
2、導讀文章
3、思考觀測站
4、能力指標
二、預計 12 月底出版發送各校，發送數量
如下：
(一)國小中年級：1,317 本
(二)國小高年級：1,456 本
(三)國中：1,266 本
(四)高中：128 本
際教育創新教材教學設計徵選實施計畫

新北市 102 年度國
一、參與件數
(一)國小中年級：5 件

(二)國小高年級：24 件
(三)國中組：16 件
(四)高中組：7 件
二、分組徵選名額
各組別分別徵選出特優 1 件、優等 2 件及
佳作 2 件，共計 20 件。
三、預計 12/14 結合成果展辦理特優作品
分享，另得獎作品將放置本市國教網。
教師專業發展

辦理市級國際教育

知能研習 共計 410 位校長、主任及教師 第一梯次於 10 月 3 日及 4 日假新莊國
參與
中辦理，138 人參與。

辦理 SIEP 撰寫研習

共計兩場，共 100 位教師參與

預計 11 月中旬辦理

辦理 SIEP 諮詢研習

共計 1 場，共 30 位教師參與

預計 12 月中旬辦理

新北市 102 年度國際教育議題教師專業
社群實施計畫

辦理一梯次，共計有 70 位教師參與

1、辦理一場次學習社群領導人工作坊，各
團隊針對運作情形、運作困難及解決策略
進行交流，議程包含未來專業社群運作方
向報告、學習社群成果分享及國際教育補
充教材介紹，共計 35 個團隊 50 名教師
參與。
2、透過工作坊發表擇優補助 22 個團隊於
9 月-12 月進行專業社群第一階段運作。
3、預計 12/14 結合國際教育成果展，擇選
3 個團隊進行專業社群階段運作成果發
表。
2013/11/21 版本

火炬計畫
計畫名稱

實施項目

101 年度

102 年度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行 辦理校內新住民火炬計畫推動工作坊及執行成果冊

補助學校共 30 所，其 補助學校共 38 所，其

動方案

中 60 萬元、40 萬

辦理新住民火炬行動關懷服務列車－多元文化幸福講座

中 60 萬元 10 所、40

辦理新住民輔導志工培訓
辦理新住民家庭關
懷訪視新住民幸福家庭親子生活體驗營
多語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感想甄選活動
新住民簡易生活母語學習營
新住民家庭創意家譜競賽
新住民多元文化美食競賽
遴聘臨時酬勞人員

元、20 萬元 3 類補助 萬元 10 所、20 萬元
各 10 所，業已於 101 18 所，業已於 102 年
年 7 月 24 日完成各
重點學校計劃初審。截
至 101 年 10 月底前
共辦理 146 場，累積
參與人數共 1,724
人。

6 月 18 日完成各重
點學校計劃初審。截至
102 年 10 月底前共
辦理 146 場，累積參
與人數共 1,724 人。

其他創意作為(如多元文化週、故事媽媽團、親子服務學習營隊、課程或
宣導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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