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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2次定期會第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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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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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局副局長陳崇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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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副局長顏己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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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召集人中玉    記錄：李玟潔、徐碧玲 

甲、報告事項 

一、宣布開會。 

二、本（2）次定期會第 6 次審查委員會業務質詢會議摘要

紀錄經認可。 

三、經發局何局長因出席新北立體化方案核定獎勵容積儀

式 13 時 30 分至 16 時請假；消防局黃局長、農業局李

局長因陪同謝副市長至監察院說明本府核安政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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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請假，由黃副局長正誠、陳副局長崇岳、顏副局

長己喨等代理列席。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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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議員博文、彭議員佳芸、張議員維倩、李議員倩萍、

羅議員文崇、張議員志豪、鄭議員宇恩、張議員錦豪、

林議員銘仁、廖議員宜琨、王議員淑慧、李議員余典、

陳議員世榮、戴議員瑋姗、鍾議員宏仁、馬見 Lahuy．

Ipin 議員、李翁議員月娥、蔡議員錦賢、黃林議員玲玲、

宋議員明宗、蘇議員泓欽、黃議員永昌、陳議員偉杰、

宋雨蓁 Nikar．Falong 議員、陳議員明義、廖議員先翔、

鄭戴議員麗香、陳議員儀君、黃議員桂蘭、周議員勝考、

林議員國春、蔡議員健棠、楊議員春妹、白議員珮茹、

洪議員佳君、林議員金結等提出多項問題，經吳副市長

明機、宋局長德仁、張局長錦麗、陳局長潤秋、張局長

明文、陳局長瑞嘉、鍾局長鳴時、朱局長惕之、顏副局

長己喨、劉局長和然、陳局長檡文、饒處長慶鈺、黃副

局長正誠、陳副局長崇岳、李局長政安、羅局長美菁、

柯局長慶忠、林主委豐裕、黃局長一平、蔡局長佳芬、

何局長怡明、蔣局長志薇、康局長秋桂、黃局長怡騰、

張局長其強等予以說明與答復（詳議事錄）。 

丙、主席裁定事項 

一、何議員博文要求： 

請水利局主政彙整相關局處意見於 1 週內針對東北角

興建核四導致沿海岸線消失、景觀破壞及核四封存後

原廠土地等未來規劃提出書面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二、張議員志豪要求： 

請交通局、工務局提供錦和運動公園地下停車場及佳

和運動公園地下停車場興建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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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定：請照辦。 

三、鄭議員宇恩要求： 

請農業局提供新北希望廣場選址預定地相關資料。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10月 16日開會前送會。 

四、王議員淑慧要求： 

請環保局、警察局於 1 週內針對市府成立環境稽查重

案組業務如何依侯市長要求推動事項之相關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五、陳議員世榮要求： 

請水利局於 3 日內提供樹林區下水道工程第 1 期共 12

標每標施工期程及預計完工日期之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六、戴議員瑋姗要求： 

請教育局於 2 個月內提供興建板橋第 2 座運動中心規

劃，並考量民生公園改建為小型室內綜合球場之可行

性評估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七、鍾議員宏仁要求： 

請經發局於總質詢前提供南新莊規劃新建公有零售市

場地點之初步評估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八、蔡議員錦賢要求： 

請經發局於 1 週內提供淡水竹圍地區停 8 停車場變更

為市場用地案進度。 

主席裁定：請照辦。 

九、宋議員明宗要求： 

請交通局於 1 週內提供五股、泰山新巴士直達臺北市

之檢討調整時程與規劃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蘇議員泓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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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文化局提供新北市城市美學實踐建構平台三鶯

文化園區藝術產業鏈公共建設中、長程計畫。 

（二）請農業局提供三峽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設為

森林區，被違規種植檳榔樹、違規開發案等有多

少案件？其面積各有多少？後續如何處置之相關

資料。 

主席裁定：（一）請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開會前送會。 

（二）請於 108 年 10 月 16 日開會前送會。 

十一、黃議員永昌要求： 

（一）請衛生局於 1 個月內邀集交通局、民政局、公

所與土城醫院召開接駁車停靠地點之會議。 

（二）請工務局於 2 週內提供新北高工地下停車場工

程期程及預計何時動工資料。 

（三）請捷運局、交通局針對環狀捷運線第一階段周

邊接駁公車進行規劃。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二、陳議員偉杰要求： 

請警察局於月底前提供電動自行車宣導相關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三、宋雨蓁 Nikar．Falong議員要求： 

請市府各局處首長參加 10 月 27 日於樹林舉辦原住

民族 108 年聯合文化活動，若無法參加，亦請派員

前往。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四、陳議員儀君要求： 

請秘書處、新聞局、衛生局、交通局、經發局於 1

週內提供陪同市長至新加坡考察之成果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五、黃議員桂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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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農業局於 1 週內針對三重區永德里邊坡高公局土

地之高公局包商將路旁樹籬全數砍除一事，請查明

並將處理情形送會。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六、林議員國春要求： 

請警察局、教育局於 1 週內提供輔導中輟生回校園

之規劃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七、蔡議員健棠要求： 

請城鄉局於 1 週內提出新莊塭子圳重劃區廠商不配

合市地重劃之處理方案送會。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八、楊議員春妹要求： 

（一）請民政局於 1 週內針對本市各區活動中心收費

基準全面清查其合理性並提出檢討報告。  

（二）請教育局、水利局於 1 週內提供比照大佳河濱

公園模式，於本市河川高灘地適宜地點設置盪

槳池之規劃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九、洪議員佳君要求： 

請捷運局於 1 週內提供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工程

及樹林、鶯歌鐵路立體化工程之最新進度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二十、林議員銘仁要求： 

（一）請警察局提供 AI 人工智慧使用於犯罪防治、偵

察及違法取締之工作內容項目、設備及經費。 

（二）請市府於 1 週內辦理土城延和公園棚架及遮雨

板損壞修復勘查。 

主席裁定：（一）請於 108 年 10 月 15 日開會前送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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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照辦。 

二十一、廖議員先翔要求： 

請市府提供 108 年 2 月及 9 月份敬老悠遊卡各行

政區平均每位民眾使用之點數。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10月 16日開會前送會。 

二十二、白議員珮茹要求： 

請教育局依學校、社團、公所、體育會及其它類

五大項提供 108 年 1 至 10 月協助輔導各項體育活

動經費執行項目補助內容。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10月 14日開會前送會。 

散會：17時 57分 

          主  席  金  中  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