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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1次定期會第 16次審查委員會 

業務質詢會議摘要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15日 14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詳如簽到簿 

請  假：蔣根煌  黃永昌  忠仁．達祿斯 

列  席：專門委員林金坤   法制室專員林育瑄 

副市長吳明機  

民政局局長柯慶忠  警察局局長陳檡文 

財政局局長李泰興  衛生局局長陳潤秋 

環保局局長劉和然  教育局局長張明文   

經發局局長何怡明  消防局局長黃德清 

工務局局長朱惕之  文化局局長蔡佳芬 

水利局局長宋德仁  新聞局局長蔣志薇 

農業局局長李玟   客家局局長林素琴 

城鄉局局長黃一平  法制局局長黃怡騰 

社會局局長張錦麗  研考會主委林豐裕 

地政局局長康秋桂  人事處處長郭素卿 

勞工局局長陳瑞嘉  主計處處長鄭瑞成 

交通局局長鍾鳴時  政風處處長王文信 

觀光局局長張其強  秘書處處長饒慶鈺 

原民局局長羅美菁  捷運局局長李政安 

主  席：何召集人淑峯    記錄：李玟潔、張靜怡 

羅委員文崇 

甲、報告事項 

一、宣布開會。 

二、本（1）次定期會第 15 次審查委員會業務質詢會議摘

要紀錄經認可。 

三、今日議程：一至六審各機關聯合業務報告及質詢。 

乙、一至六審各機關聯合業務報告及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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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陳議員啟能、陳議員世榮、林議員銘仁、廖議員宜琨

、黃林議員玲玲、李議員倩萍、李翁議員月娥、王議員

淑慧、張議員志豪、鄭議員宇恩、馬見 Lahuy．Ipin 議

員、蔡議員錦賢、宋雨蓁 Nikar．Falong 議員、周議員

勝考、洪議員佳君、賴議員秋媚、戴議員瑋姗、陳議員

偉杰、林議員金結、黃議員桂蘭、蘇議員泓欽、李議員

余典、楊議員春妹、葉議員元之、鍾議員宏仁、羅議員

文崇、李議員坤城、林議員國春、何議員淑峯、張議員

維倩、王議員威元、陳議員儀君、何議員博文等提出多

項問題，經吳副市長明機、柯局長慶忠、鄭處長瑞成、

李玟局長、張局長其強、劉局長和然、宋局長德仁、李

局長政安、鍾局長鳴時、康局長秋桂、何局長怡明、林

主委豐裕、羅局長美菁、蔡局長佳芬、陳局長潤秋、王

處長文信、張局長明文、陳局長檡文、黃局長德清、黃

局長一平、張局長錦麗、朱局長惕之、陳局長瑞嘉、黃

局長怡騰等予以說明與答復（詳議事錄）。 

丙、主席裁定事項 

一、陳議員啟能要求： 

請主計處提供農業局景觀處預算經費減少之原因資料。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21日開會前送會。 

二、陳議員世榮要求： 

請觀光局提出向中央爭取經費打造山佳火車站為觀光

景點之計畫及期程。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6月 28日前送會。 

三、林議員銘仁要求： 

請市府於土城區裕民廣場司令台加頂蓋。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29日開會前送會。 

四、廖議員宜琨要求： 

請農業局、民政局提供 199 座尚未符合衛福部安全規

定之公園維管所需經費及預計動用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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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定：請照辦，並儘速向廖議員報告。 

五、黃林議員玲玲要求： 

請民政局研議新莊、泰山、五股行政區域調整之可行

性。 

主席裁定：請照辦。 

六、張議員志豪要求： 

請經發局提供有關新北甜甜圈計畫及研議將中和地區

列入該計畫之書面報告。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22日開會前送會。 

七、馬見 Lahuy．Ipin議員要求： 

請研考會研議將青委會預算常態化，及將原住民、客

家族群等員額保障法制化。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7月 15日前送會。 

八、蔡議員錦賢要求： 

請文化局辦理淡水 6 號道路區域內相關古蹟修復會議

時，應邀請地主及所有相關單位共同參加。 

主席裁定：請照辦。 

九、周議員勝考要求： 

請捷運局妥處捷運環狀線 Y16 民生地下道施設爭議，

若終未施設，將凍結相關工程經費。 

主席裁定：請捷運局儘速向周議員詳細說明，以避免

經費凍結影響工程進行。 

十、洪議員佳君要求： 

請教育局研擬資訊教育、程式設計往下扎根之計畫。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6月 28日前送會。 

十一、賴議員秋媚要求： 

請城鄉局提供於塭仔圳都市計畫內增加機關用地之

評估報告。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6月 17日開會前送會。 

十二、戴議員瑋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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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育局、社會局評估於板橋「環翠段 29 地號」、

「江翠段 102 地號」、「大觀路二段（國防部用地

）」、「大觀路二段文中用地」作公幼、公托使用

之可行性報告。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6月 28日前送會。 

十三、陳議員偉杰要求： 

請水利局針對淡水金色水岸離岸堤景觀橋工程召開

協調會，並邀請里長、民意代表、相關文史工作者

及 NGO團體與會。 

主席裁定：請於 108 年 5 月 29 日前辦理完成，並副

知本席。 

十四、林議員金結要求： 

（一）請民政局、交通局評估於三峽火葬場附近增設

停車場之可行性。 

（二）請城鄉局、文化局評估於土城捷運站機 7 用地

設立活動中心、多功能演藝廳之可行性。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6月 28日前送會。 

十五、黃議員桂蘭要求： 

請交通局、教育局提供李家古厝附近新闢停車場的

資料，另研議是否重建蘆洲國中行政大樓並開挖地

下停車場一併解決地方停車問題。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29日開會前送會。 

十六、蘇議員泓欽要求： 

（一）請文化局提供鶯歌老陶師技藝保存計畫。 

（二）請城鄉局提供 1、成立都更處之後，每一年各受

理幾件都更申請案件？無法成案的有幾件？緣

由為何？通過的案件又有幾件？請以年度表列

方式提供。2、目前都更處待審的都更申請案共

有幾件？其中最早提出的申請案為何年何月？3

、城鄉局在 3 月 18 日成立都更推動辦公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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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受理幾件都更申請案件？已審查幾件？4

、自 3 月 18 日起在各區緊鑼密鼓舉辦說明會，

迄今已達 100 場，請問每場說明會參加民眾平

均人數？最多場次與最少場次出席人數？5、說

明會都在每晚 7 時至 9 時舉行，城鄉局每場次

由誰主持？出動幾位工作人員？是否有專人負

責說明會？6、密集的說明會對工作人員是否造

成過勞？如何安排輪值？7、目前辦理都更需要

依法多少比例的居民同意始能進行？碰到釘子

戶要如何處理？8、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多久召

開一次大會？平均每次審查幾件申請案？ 

主席裁定：（一）請於 108年 5月 29日開會前送會。 

（二）請於 108年 5月 20日開會前送會。 

十七、楊議員春妹要求： 

請原民局、新聞局於 5 月 16 日前，向臺灣山地鄉平

地住民權利促進會提出抗議新聞稿，為新北市 5萬 5

千多名原住民族族人發聲。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八、葉議員元之要求： 

請經發局提供依自由貿易經濟特區特別條例草案研

析新北發展說明。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31日開會前送會。 

十九、張議員維倩要求： 

請社會局、教育局針對新北育兒網及幼教網參考美

國加州社福網架構進行修改，內容應揭露資訊公開

、評鑑內容及調查資料，並提出初步規劃報告。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6月 17日開會前送會。 

二十、王議員威元要求： 

請城鄉局就社會住宅租金調漲事宜函復日翔租賃公

司，並副知本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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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22日開會前送會。 

二十一、何議員博文要求： 

請經發局提供本市爭取自由貿易經濟特區之腹案

、計畫及預計開放項目。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22日開會前送會。 

散會：18時 

          主  席  何  淑  峯  

                羅  文  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