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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1次定期會第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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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 14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詳如簽到簿 

請  假：陳鴻源 

列  席：專門委員陳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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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召集人敏慧    記錄：吳素菁、徐碧玲 

何召集人淑峯 

戴委員瑋姗 

廖委員先翔 

甲、報告事項 

一、宣布開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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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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楊議員春妹、張議員志豪、黃林議員玲玲、王議員威

元、何議員淑峯、宋雨蓁 Nikar．Falong 議員、高議員

敏慧、廖議員宜琨、馬見 Lahuy．Ipin 議員、蘇議員泓

欽、王議員淑慧、賴議員秋媚、李翁議員月娥、洪議員

佳君、林議員國春、彭議員佳芸、蔡議員健棠、陳議員

偉杰、羅議員文崇、李議員坤城、陳議員世榮、江議員

怡臻、蔡議員錦賢、張議員維倩、葉議員元之、張議員

錦豪、何議員博文、林議員銘仁、周議員勝考、廖議員

先翔、鄭戴議員麗香、鍾議員宏仁、戴議員瑋姗等提出

多項問題，經吳副市長明機、羅局長美菁、鍾局長鳴時

、張局長錦麗、康局長秋桂、黃局長一平、張局長明文

、陳局長檡文、朱局長惕之、黃局長德清、陳局長潤秋

、蔡局長佳芬、鄭處長瑞成、柯局長慶忠、陳局長瑞嘉

、劉局長和然、李局長政安、宋局長德仁、李玟局長等

予以說明與答復（詳議事錄）。 

丙、主席裁定事項 

一、楊議員春妹要求： 

（一）請民政局協助原民局將建構及修繕房屋補助及其

他有關原住民的權益，通知各里長及鄰長在樓梯

口張貼公告，周知族人，落實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二）原民局明年向中央原民會提報建構及修繕補助的

計畫申報數，一次就爭取比較多戶數及經費，以

滿足本市原住民族對建構及修繕補助的真正需求

量。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24日開會前送會。 

二、張議員志豪要求： 

請交通局就復康巴士擴大媒合機制、無障礙計程車補

助、減低駕駛員和身障者負擔、汰換舊有公車改低底

盤等方向提供規劃配套方案資料。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24日開會前送會。 

三、黃林議員玲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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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交通局提供針對新莊區新泰國小廢棄籃球場規劃興

建停車場之評估報告。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6月 10日開會前送會。 

四、王議員威元要求： 

請城鄉局提供 103 至 107 年捷運青年租金補貼資料，

並請主計處就此案表達專業意見。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17日開會前送會。 

五、何議員淑峯要求： 

（一）請警察局提供頭前重劃區及新莊副都心已建置完

成之監視器數量及未來規劃建置之計畫。 

（二）新莊區豐年國小校門口交通問題，請教育局及交

通局會同處理。 

主席裁定：（一）請於 108年 5月 15日開會前送會。 

（二）請照辦。 

六、高議員敏慧要求： 

請教育局提供針對樹林區桃子腳國中小增建校舍之規

劃期程。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17日開會前送會。 

七、廖議員宜琨要求： 

（一）請消防局、警察局提供三峽分局及三峽消防分隊

大樓興建經費籌措等相關資料。 

（二）請消防局、警察局提供鶯歌區鳳鳴消防分隊規劃

興建相關資料。 

主席裁定：（一）請於 108年 6月 10日開會前送會。 

（二）請照辦。 

八、馬見 Lahuy．Ipin議員要求： 

請原民局提供（一）協助無一定雇主之原住民勞工可

轉為正職之規劃報告。（二）都會區原住民族返鄉參

與歲時祭儀、傳統慶典之補助交通費，希將非設籍本

市有居住事實者均納入之規劃報告。 

主席裁定：（一）請於 108年 7月 10日前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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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於 108年 5月 24日開會前送會。 

九、蘇議員泓欽要求： 

請城鄉局提供三峽北大特區因人口數量大增衍生學校

、公園、交通及污水排放等公共設施不敷使用之通盤

檢討規劃報告。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7月 10日前送會。 

十、賴議員秋媚要求： 

請城鄉局於 2 週內擇日邀集相關局處針對五股區登林

段 71地號開闢臨時停車場事宜辦理會勘。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一、李翁議員月娥要求： 

請交通局於今年底前提出蘆洲鴨母港溝加蓋設置停

車場之預算編列。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二、洪議員佳君要求： 

請文化局邀集經發局、民政局研商推動鶯歌燒品牌

經營行銷方案結果之規劃報告資料。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6月 10日開會前送會。 

十三、彭議員佳芸要求： 

請教育局、主計處共同研擬學校志工參訪交流補助

等規劃方案。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6月 28日前送會。 

十四、蔡議員健棠要求： 

請交通局（一）與警察局溝通針對機車退出騎樓及

通學巷政策提出配套規劃停車方案。（二）提供新

莊區可闢建停車場之用地相關資料。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24日開會前送會。 

十五、李議員坤城要求： 

請交通局研議將客製化跳蛙公車納入雙北定期票使

用範圍。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6月 10日開會前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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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陳議員世榮要求： 

請城鄉局針對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未開闢公園提供

後續通盤檢討之相關資料。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17日開會前送會。 

十七、江議員怡臻要求： 

請社會局及勞工局提供坐月子到宅服務政策規劃研

擬報告。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8月 10日前送會。 

十八、張議員維倩要求： 

請民政局提供本市各區市民活動中心場地租借管理

之檢討報告。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31日開會前送會。 

十九、張議員錦豪要求： 

請交通局提供建置北海岸沿線各重要觀光景點自行

車串連規劃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二十、周議員勝考要求： 

請捷運局提供捷運新埔民生站地下道工程案從初期

規劃期程、會議紀錄及大事紀等資料。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14日開會前送會。 

二十一、鄭戴議員麗香要求： 

請環保局提供八里垃圾掩埋場公園綠美化復育規

劃報告。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24日開會前送會。 

二十二、鍾議員宏仁要求： 

請民政局提供市民活動中心伴唱機版權審核進度

及實施日期等資料。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17日開會前送會。 

二十三、戴議員瑋姗要求： 

請農業局研擬板橋花市試辦假日農夫市集，舉辦

各式展覽、講座等活動並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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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6月 10日開會前送會。 

二十四、鄭議員宇恩要求： 

（一）請市府提供截至目前本市向中央申請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提案，包含已核定、爭取中及規

劃中計畫之名稱、分類、計畫內容、總經費

列表。  

（二）本席接獲民眾反映近幾個月淡水區傳出 2 件

民眾需緊急救治，惟因本區救護車數量不足

，延誤就醫黃金期之憾事，請消防局提供淡

水、八里、三芝及石門地區救護車、緊急救

護人力配置、因應北海岸地區人口增長未來

預計擴增消防急救能量相關規劃方向。  

（三）淡水第一公園化公墓附設納骨塔(舊塔)遷移

至聖賢祠(新塔)案，因新塔僅規劃延長使用

年限，鼓勵舊塔骨骸櫃以二次火化辦理，原

遷移費用 5,000 元，若需二次火化之骨骸櫃

除免費火化外遷移費折價為 3,000 元。惟顧

及部分家屬有習俗及其他顧慮，不願二次火

化，仍須妥善照顧其需求，建請研擬以新增

新塔之骨骸櫃或鼓勵遷至他處納骨塔之鼓勵

方式辦理，請民政局提出評估報告。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5月 14日開會前送會。 

散會：17時 57分 

          主  席  高  敏  慧 

                何  淑  峯 

                戴  瑋  姗 

                廖  先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