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2次定期會第 6次審查委員會 

業務質詢會議摘要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8日 13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詳如簽到簿 

列  席：專門委員陳昌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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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處處長吳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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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召集人明義    記錄：林詩賦、徐碧玲 

白召集人珮茹 

甲、報告事項 

一、宣布開會。 

二、本（2）次定期會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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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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黃林議員玲玲、金議員瑞龍、白議員珮茹、洪議員佳君

、周議員勝考、宋雨蓁 Nikar．Falong 議員、劉議員哲彰

、江議員怡臻、陳議員儀君、楊議員春妹、陳議員偉杰、

宋議員明宗、蘇議員泓欽、黃議員永昌、唐議員慧琳、忠

仁．達祿斯議員、彭議員佳芸、張議員志豪、李議員倩萍

、李議員坤城、王議員淑慧、陳議員世榮、張議員維倩、

何議員淑峯、鍾議員宏仁、鄭議員宇恩、戴議員瑋姗、廖

議員宜琨、林議員銘仁、羅議員文崇、何議員博文、張議

員錦豪、金議員中玉、馬見 Lahuy．Ipin 議員、李翁議員

月娥、蔡議員錦賢等提出多項問題，經吳副市長明機、宋

局長德仁、黃局長一平、鍾局長鳴時、林主委豐裕、朱局

長惕之、何局長怡明、陳局長潤秋、黃局長怡騰、柯局長

慶忠、蔣局長志薇、羅局長美菁、李局長政安、李玟局長

、張局長其強、張局長明文、康局長秋桂、劉局長和然、

陳局長檡文、黃局長德清、陳局長瑞嘉、蔡局長佳芬、張

局長錦麗、吳處長建國等予以說明與答復（詳議事錄）。 

丙、主席裁定事項 

一、金議員瑞龍要求： 

（一）請研考會提供市府研發之各便民 APP 民眾使用率相

關資料。 

（二）請交通局提供汽機車牌照持續增加現象之改善計畫

。 

（三）請研考會提供有關中和區各列管工程及未來相關計

畫資料。 

主席裁定：（一）（二）請照辦。 

（三）請於 108年 10月 17日開會前送會。 

二、洪議員佳君要求： 

（一）請衛生局於 2 週內提供反毒教育工作之整合人力、

預算並結合民間資源相關規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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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教育局於 1 週內提供針對市民遭受不法商家詐騙

購買教育課程案提出報告，並請法制局協助後續處

理事宜。 

主席裁定：請照辦。 

三、宋雨蓁 Nikar．Falong議員要求： 

請原民局辦理大型活動後應召開檢討會議，並請於 1 週

內提出上次活動檢討會議之會議紀錄。 

主席裁定：請照辦。 

四、劉議員哲彰要求： 

請捷運局於新店區安一路、和成街口增設開口以利左轉

，並檢討軌道兩側是否有高低落差，並於 1 個月內提出

評估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五、江議員怡臻要求： 

請交通局於 3 個月內提供悠遊卡市內吃到飽、定期定點

等規劃之可行性評估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六、陳議員儀君要求： 

（一）請教育局於 2 週內提供辦理食農教育之學校與有機

農友合作列冊資料。 

（二）請農業局於 2 週內提供從系統端將有機蔬菜落實產

地到餐桌之報告。 

（三）請民政局於 2 週內提供偏鄉地區辦理農民相關活動

節慶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七、楊議員春妹要求： 

請農業局、地政局、財政局、原民局於 2 週內針對樹林

後村堰高灘地農耕區遭受紅火蟻侵入無法耕作之土地，

評估另覓耕地提供原住民耕作，並提出相關規劃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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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陳議員偉杰要求： 

請城鄉局於 10 月 31 日前提供 1、淡海 2 期部分海砂屋

如何解套相關申訴管道。2、核一廠除役後，附近地區

限建解禁評估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九、宋議員明宗要求： 

請民政局針對里長、里幹事、防災人員比照環保局清潔

隊員編列經費添購防水透氣雨衣並提出相關評估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蘇議員泓欽要求： 

請衛生局提供長照人手不足之因應對策。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一、黃議員永昌要求： 

（一）請民政局於 1 個月內針對土城第四公墓、鶯歌第

一公墓規劃為生命紀念館之相關資料。 

（二）請水利局於 1 週內提供三峽大板根施作污水截流

工程相關規劃期程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二、唐議員慧琳要求： 

請市府研議提供無人機考照場地及管理等相關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三、彭議員佳芸要求： 

（一）請農業局提供漁港安置外國漁工住宿等相關計畫

。 

（二）請交通局提供敬老卡可於桃捷使用之評估計畫期

程。 

（三）請市府研議敬老卡可適用於運動中心、醫院診所

掛號費之可行性評估。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四、張議員志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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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市府於 1 週內提供研議強化工商企業申請政府補助

設置哺乳室、托育幼兒園意願之輔導措施。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五、李議員坤城要求： 

請城鄉局提供朱前市長及侯市長任內本市工業區變更

為住商區相關回饋案例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六、王議員淑慧要求： 

（一）請環保局提供每個月 1 天由環保志工掃街之成效

並評估繼續執行之必要性。 

（二）基地台架設於公寓住宅造成民眾困擾，請工務局

提供協助民眾之方法及機制。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七、陳議員世榮要求： 

請工務局、水利局提供樹林鹿角溪兩側道路由客家藝

文館旁施作跨溪拱橋相關規劃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八、何議員淑峯要求： 

請農業局於 1 週內提供南新莊特色公園及共融遊具之

規劃進度。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九、戴議員瑋姗要求： 

請教育局於 1 個月內提供板橋區設置微型運動中心相

關規劃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二十、廖議員宜琨要求： 

請交通局於 2週內提供公車亭漏水相關改善計畫。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二十一、馬見 Lahuy．Ipin議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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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原民局於 1 週內提供歷次召開原住民族教育

審議會相關會議紀錄。 

（二）請教育局會同原民局於 2 個月內提供本市原住

民族教育推動工作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二十二、李翁議員月娥要求： 

請民政局研議提供三重重陽公園環保志工協助環境

清潔之工具經費。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二十三、金議員中玉要求： 

請市府提供 107 年 3 至 8 月本市各行政區違規停車

拖吊數量等資料。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10月 9日開會前送會。 

二十四、林議員銘仁要求： 

（一）請市府提供 1、土城區廷寮溝整治工程可行性

研究規劃委託技術服務（延吉街 111 巷至永豐

路）規劃報告書面資料 2 份。2、樹林區桃子

腳國小第三期校舍新闢計畫報告書及目前進度

。3、106、107 年度低度使用住宅（空屋）及

新建餘屋統計報告。4、本市「國民中小學校

園數位建設計畫」投標廠商評選資料、投標資

料、得標廠商契約書。 

（二）請工務局提供 103 至 108 年土城區、三峽區、

樹林區、鶯歌區等四區瓶頸道路打通計畫提案

數、評估標準表、成案、完工數之詳細資料。 

（三）請市府提供 1、104 至 108 年本市委託橋梁檢

測投標廠商資料、得標廠商契約書書面資料。

2、104 至 108 年本市橋梁檢測資料及第三方

公正品質查證單位資料。3、本市發給萬鼎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石門區第二石門橋巡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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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公文，該文內容提及石門區第二石門橋大

梁及橫膈梁構件有多處裂縫且 D、R、U 值皆大

於 3 之嚴重損壞情況（且萬喬豐公司給予新北

市之檢測報告結果為 D=1)。  

主席裁定：（一）（二）請於 108 年 10 月 15 日開

會前送會。 

（三）請於 108 年 10 月 16 日開會前送

會。 

散會：18時 17分 

          主  席  陳  明  義 

                白  珮  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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