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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06年度 

提案單位 民政局人口政策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顧怡珊 貢獻度：50％  

參與提案人：楊靜媚 貢獻度：20％、蘇科長詩敏 貢獻度：10%、 

            許專員純綺 貢獻度：10%、李股長佩珊 貢獻度：10% 

提案範圍 
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通譯的陪伴‧孩子的力量 

--通譯資源延展：新移民會館通譯人員到校服務 

提案緣起 

一、 走出館外的通譯服務 

(一) 本市設置的萬華與南港新移民會館，是全國唯一，除提供新移

民學習與交流的場所外，更安排英、越、印、泰等 4 國語言

通譯人員進駐，提供通譯服務，幫助眾多新移民及其家庭、

本市市民正確的諮詢及轉介服務(如圖 1)。 

 

 

 

 

 

 

 
▲圖 1 新移民會館通譯人員服務情形 

(二) 自 101年起，為強化通譯人員服務知能，其人員招募、訓練及

管理委外辦理，於新移民會館輪班定點服務。102年起，將原

本定點定時的通譯服務，擴大為不定點服務機制，增加開放

各機關申請(如醫療、社福、教育等單位)，並協助支援與新

移民相關之活動，通譯人員走出館外。 

二、 聽見來自孩子、老師的求助聲 

「一對自小於越南成長的黃姓姊弟，隨母親改嫁從越南來臺生
活，中文聽說讀寫有困難，面臨生活環境轉變及學校學習的衝
擊，黃姓姊弟茫然無措……」 

(一) 海外返國家庭新移民子女，初期常因語言與生活環境之差異，

於課程學習及同儕相處上發生困難，本府雖可依教育部相關

規定申請華語補救教學(課外時間進行)或尋求社工協助，但

均須相當行政作業時間，無法及時提供協助。 

(二) 孩子剛進學校就讀就有語言溝通之急迫性需求，部分學校缺乏

相關資源及經驗協助孩子，本局陸續接獲來自學校迫切想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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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孩子的求助聲，同時亦覺察此類需求將日益增加，有協同

本府教育局建立通案機制之必要。 

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一、 進到教室，陪伴孩子學習 

自 104年 5月起，全國首創由新移民會館通譯人力到校(國中與

國小)支援服務，陪伴學生課堂學習翻譯與溝通，實施方法如下： 

(一) 試辦階段(104年 5月~105年 8月)-民政局辦理 

104 年 5 月至 105 年 8 月，由本局評估需求並派員服務(申請

流程如圖 2)。 

 

 

 

 

 

 

 

 

    ▲圖 2 新移民會館通譯人員到校服務申請流程   

       

(二)  建立服務流程-跨局處合作 

105年 9月起，為讓通譯資源更符合孩子需求，邀集教育局共

同討論，以跨局處合作方式，由教育局初審學校需求後(簡易

申請流程見圖 3、申請表如附件 1)，提送本局辦理複審與通

譯派員事宜(作業細項如附件 2)。通譯人員依服務排班表至學

校服務後，亦會填寫工作日誌，作為協助個案事項之參考(如

附件 3至 5)。 

同時，亦整合跨局處及民間團體資源(如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

珠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伊甸基金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

年會協會等)，運用本市新移民關懷訪視系統，依孩子需求提

供關懷訪視與生活適應資訊。 

 

 

 

 

 

 

 

 

   ▲圖 3 新移民會館通譯人員到校服務申請流程(105年 9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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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孩子學習及通譯服務狀況，每季定期 Check! 

每季邀集學校輔導老師與協助局處於「臺北市政府強化新移

民照顧輔導措施工作小組會議」討論、追蹤執行進度(如圖

4)，並於「臺北市政府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諮詢委員會」報

告執行成果，特殊個案必要時召開專案會議討論。 

 

 

 

 

 

 

 

 

 

▲圖 4 本府強化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工作小組會議討論服務個案情形 

二、 投入預算及人力 

(一) 投入人力 

本案依現有新移民會館通譯人員輪值人力依需求分派至學校

支援服務，104年度 24人、105年度 26人（英語 4人、越南

語 10人、印尼語 8人、泰語 4人），106年度則因應服務量，

人力增加為 34 人（英語 4 人、越南語 16 人、印尼語 9 人、

泰語 5人）。上述人力本局委由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

訓練及管理。 

(二) 投入預算 

本案依實際通譯人員出勤情形給付每人每小時新臺幣 200 元

及車資每次新臺幣 30元(營業稅 5%)，並自 105年 9月起，依

105 年 9 月 12 日「臺北市海外返國新移民子女通譯到校服務

轉銜作業會議」決議，由本府教育局支付到校服務經費。104

年與 105 年本案合計支出 44 萬 3,966 元，106 年截至 3 月底

支出 11萬 3,836元(如表 1)。 

        ▼表 1  通譯到校服務 104年至 106年 3月支付經費一覽表 

年度 金額 經費來源 

104年 5-12月 103,438 民政局 

105年 
1-7月 253,658 民政局 

9-12月 86,870 教育局 

106年 1-3月 113,836 教育局 

合計 557,802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一、 外部效益 

(一) 建構全國性通譯到校服務學習標竿 

臺北市通譯到校服務為全臺首創，實施迄今 2 年，整合跨局

處相關執行經驗足以作為各縣市學習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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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力國際人才，接軌中央新南向政策 

新二代因具有語言、多元文化觀等優勢，已成為國家重要的

軟實力，為配合中央「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及其「長期深

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的核心理念，藉由通譯人員到校

陪伴，協助孩子適應學習生活與課業，奠定培植人才的基礎。 

(三) 延伸「本府推動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推展新移民家庭全面

性關懷 

通譯到校服務除支援孩子學校生活外，如遇家庭扶助、情感

支持，乃至衛生醫療諮詢需求，即由本局作為聯繫平臺，透

過「新移民關懷訪視系統」成案後，轉介權責機關協助，尋

求各種可用資源協助新移民家庭，並定期於跨局處工作小組

會議逐案討論、追蹤進度，多面向協助個案生活，非僅提供

單一通譯服務(如圖 5)。104年 5月至 106年 3月轉介計 9案，

需求主要為家庭經濟不佳、父母照顧職能不足或個案學習意

願低落等問題，其中 3 案更邀集通譯、學校與社工召開專案

會議，落實本府推動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之宗旨。 

 

 

 

 

 

 

 

          ▲圖 5  針對通譯到校服務提供全面性關懷 

(四) 公私合力協助、力量加倍! 

l04年度起，結合民間資源與力量，與社團法人台灣新住民家

庭成長協會合辦「新移民語言交流教室」，透過中文志工老師

小班教學，協助新移民或孩子學習中文及語言文化交流。故

本案之通譯到校服務個案，本局亦提供該教室資源，公私合

力協助、照顧新移民家庭需求，於課後加強學生語言能力。  

二、 內部效益 

(一) 服務成效看得見!來自學校與孩子的暖心回饋 

服務過程中經由會議討論、學校反映或個案回饋，新移民會

館通譯人員到校服務於協助孩子適應學校生活、心理支持與

多向溝通部分(學校、家庭、孩子)，具有極大之正面效益，

亦補足學校申請教學資源前之作業空白期，提供最即時的協

助(服務情形與回饋如附件 6) 

 
「通譯人員跟孩子間建立互信基礎，成為孩子情感支持與努
力學習的力量」-離開母親獨自從越南來臺與父親生活的劉小

妹妹，原是該就讀 6 年級的年紀，因不識中文降讀 2 年級，

通譯人員的陪伴讓她感到不再孤單(如圖 6)。 

通譯到校服
務個案 

發現新移民 

家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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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通譯到校服務孩子與通譯人員建立良好關係 

本案 104 年共服務 5 個孩子(計 432 小時)；105 年度服務 14

個孩子(計 1,621 小時)；106 年度截至 3 月服務 12 個孩子，

提供 520 小時通譯到校陪伴服務 (如表 2)，藉由同樣來自家

鄉的通譯人員的陪伴，讓孩子順利適應學校生活，目前已有 7

名孩子(國中 4 名、國小 3 名)經由通譯到服務後，提升中文

能力，順利接軌學校生活，結束申請服務。 

▼表 2 通譯人員到校服務成果 (104-106年 3月) 

年度 104年(5月起) 105年 106年(截至 3月) 

學校 

計 4校: 
中山國小、東園
國小、萬華國
中、麗湖國小 

計 9校: 
東園國小、中山
國小、麗湖國
小、萬福國小、
長安國中、萬芳
高中(國中部)、
萬華國中、建成

國中、民權國中 

計 8校: 
萬福國小、中山國小、長
安國中、胡適國小、萬華
國中、建成國中、民權國
中、萬芳高中(國中部) 
(註:4月起另新增 3校-大直高

中(國中部) 、萬芳國小、玉成

國小，計 3案) 

時數 432小時 1,189小時 520小時 

總個案數 5案 14案 12案 

通譯語系 個案數 個案數 個案數 

越語 4 7 5 

英語 1 5 4 

泰語 - 1 2 

印語 - 1 1 

(二) 人力運用與預算執行效益最大化 

本案運用原本新移民會館通譯服務人力，創新到校服務機

制，充分活用既有資源及橫向溝通，讓現有資源、經費發揮

最大效益。 

(三) 打破跨局處藩籬-從個案化到制度化的重點政策執行! 

通譯資源延展之運作，成功整合各局處分工之新移民業務(如

民政局主責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教育局負責學校教育、社

會局主動家庭關懷、衛生局提供醫療協助等)，更納入新移民

關懷訪視機制，落實政府一體、資源共享。 

(四) 通譯展能-激盪火花、提升職能 

有別於其他縣市照顧新移民措施著重於教育學習、社會救濟

部分，近年本府亦致力新移民克服初期來臺語言、文化差異

之適應問題後，由「需求者」轉換為「供給者」，藉由投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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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服務、參與政府運作、就業等，提升社會參與。因此，通

譯資源延展機制之實施，本身即為新移民之通譯人員，藉由

前往不同場域間的互動與溝通，亦提升自身之專業職能及增

加就業機會。 

三、 延伸效益 

  小小種子，大大改變 

  「一位我們服務中的孩子(8年級)，原本害羞內向，現在她時
常向同校同樣來自越南的新生(7 年級)打氣及分享學習經驗」-
來自萬華國中老師回饋。本措施服務迄今 2 年，多數孩子從ㄅ

ㄆㄇ、加減乘除開始學起，在通譯耐心、愛心陪伴下，個性由

封閉內向轉為開朗樂觀，課業表現從排斥學習到主動積極，人

際及同儕關係也漸入佳境，在不久的未來，這些海外返國的孩

子，將成為多元文化交流與激盪最佳的種子小老師，也將是新

移民家庭與學校、師生間最寶貴的資產。 
四、 成本效益分析 

以 104 年與 105 年本局委外勞務契約經費計算，如本案獨立運

作，扣除駐館新移民會館排班費用，共需新臺幣 254 萬 3,930

元 (如表 3)。 

▼表 3  獨立運作通譯到校服務所需經費 

項目 104年 105年 小計 

個案服務通譯人員

薪資、車資 
144,000 437,880 581,880 

通譯人員勞保、健保

及勞退金等 
480,000 459,000 939,000 

管理費 389,105 512,806 901,911 

營業稅 50,655 70,484 121,139 

總計 1,063,760 1,480,170 2,543,930 

惟本案運用原有委外新移民會館通譯人力服務，擴展不定點服

務機制，並採跨局處合作方式-本府教育局需求評估暨個案經費

支應、民政局人力支援暨行政作業，減省單獨召募、訓練人力

及行政管理運作之成本，104年與 105年通譯到校服務實際支出

44萬 3,966元，與獨立運作通譯到校服務 254萬 3,930元相較，

減省 209萬 9,964元成本。  

相關附件 

附件 1、本市國中、小通譯到校服務申請表 

附件 2、通譯到校服務作業事項表 

附件 3、通譯到校服務個案排班表 

附件 4、通譯到校服務通譯人員簽到表(以建成國中為例) 

附件 5、通譯到校服務通譯人員工作日誌(以建成國中為例) 

附件 6、新移民會館通譯到校服務情形與回饋 

聯絡窗口 
姓名：顧怡珊 

電話：2725-6261 

Email：naragu04@civil.t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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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本市國中、小通譯到校服務申請表 

臺北市國中小學新住民學生通譯人員服務申請表 

申請學校名稱  申請日期 :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及

職稱  
聯絡

方式 

市話：            、手機：                         

email：                          

個案姓名  性別  年級  個案身份證字號/居留證號  

個案家長資料 
父：(姓名及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 

母：(姓名及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 

個案緊急 

聯絡人姓名 
 

與個案

關係 
 

聯絡

方式 

市話：           、手機：                         

email：                          

申請通譯案件

理由 
請詳述案件情形及需通譯協助模式(如課堂陪讀等) 

通譯人員服務

處所及地址  

服務日期、時間

及課程名稱 

日期：                          時間：   

□配合學科之翻譯：  

□配合生活輔導之翻譯： 

範例 

日期：105/2/17-105/6/22 週一、三   時間：上午 08：30-11：30 

▓配合學科之翻譯：國語、數學 

▓配合生活輔導之翻譯：輔導室諮商活動 

案件所需語言 □英語  □越南語  □印尼語  □泰國語 

其他特殊條件   

後續支持方案

說明 
 

是否需轉介其他機關 

□否  □是：(請寫機關名稱) 

需轉介理由： 

申請學校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相關配合處室主管： 

初審(教育局) 

□通過     □不通過                  

初審意見: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複審(民政局)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註：1.新住民子女係指設籍本國之在學學生其父或母一方為與國人結婚之外國人、無國籍

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且在臺合法居留、定居或設有戶籍者。 

       2.請申請機關（單位）於 3週前提出申請，俾利審核評估是否派員前往。 

3.表格內皆為必填欄位，請檢附學生課表及學期行事曆作為佐證資料。 

4.服務期限國小以 2個月為原則(至多不超過 1學期)，國中以 1學期為原則，特殊個

案得評估後另案延長。 

106年 1月 19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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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通譯到校服務作業事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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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通譯到校服務個案排班表 

 

附件 4、通譯到校服務通譯人員簽到表(以建成國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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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通譯到校服務通譯人員工作日誌(以建成國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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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新移民會館通譯人員到校服務情形與回饋 

  

通譯人員到教室陪伴孩子上課，即時翻譯 通譯人員協助孩子與同學溝通 

  

通譯人員陪伴孩子抄寫聯絡簿 孩子細心地製作卡片送給通譯人員 

  

學校回饋感謝通譯人員協助 來自孩子對通譯人員最真誠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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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譯人員針對課程內容製作摘要重點，協

助孩子學習與理解 
協助老師清楚了解通譯人員排班情形 

  

通譯人員利用課前時間，先與課任老師溝

通課程重點，預做伴讀準備 

經由學校提供的教材，通譯人員可以先

行研讀，對孩子提供更正確的協助 

  

不定期辦理個案討論，分享服務經驗，找

到對孩子最佳的協助方式 

通譯資源延展，通譯人員亦學習更多服

務職能，讓服務效能更擴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