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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2次定期會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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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 13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詳如簽到簿 

請  假：蔡淑君  何博文 

列  席：專門委員陳昌義   法制室專員林育瑄 

副市長陳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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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召集人金結    記錄：李惠芬、李嘉雯 

甲、報告事項 

一、宣布開會。 

二、本（2）次定期會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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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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金議員中玉、馬見 Lahuy．Ipin 議員、蔡議員錦賢、

黃林議員玲玲、江議員怡臻、宋議員明宗、陳議員明義

、蘇議員泓欽、白議員珮茹、鄭戴議員麗香、周議員勝

考、洪議員佳君、林議員國春、蔡議員健棠、王議員威

元、廖議員先翔、黃議員永昌、陳議員儀君、楊議員春

妹、宋雨蓁 Nikar．Falong 議員、張議員志豪、羅議員

文崇、張議員維倩、李議員倩萍、林議員裔綺、彭議員

佳芸、張議員錦豪、李議員坤城、鄭議員宇恩、周議員

雅玲、戴議員瑋姗、王議員淑慧、賴議員秋媚、廖議員

宜琨、陳議員世榮、林議員銘仁等提出多項問題，經陳

副市長純敬、鍾局長鳴時、李局長政安、羅局長美菁、

黃局長一平、陳局長瑞嘉、柯局長慶忠、宋局長德仁、

朱局長惕之、李玟局長、林主委豐裕、蔣局長志薇、何

局長怡明、劉局長和然、張局長明文、張局長錦麗、蔡

局長佳芬、饒處長慶鈺、陳局長檡文、李局長泰興、陳

局長潤秋、黃局長德清等予以說明與答復（詳議事錄）。 

丙、主席裁定事項 

一、金議員中玉要求： 

請交通局於 11 月 11 日前提出捷運安坑輕軌線之大眾

接駁路線及轉乘優惠規劃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二、馬見 Lahuy．Ipin議員要求： 

請原民局 1、2 週內提供族語認證獎勵金回溯機制及效

益評估，修正「預算計畫書」。2、1 個月內完成局內

人員族語認證調查，並提供未取得認證人員之族語研

習相關規劃。 

主席裁定：請照辦。 

三、蔡議員錦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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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城鄉局於 1 個月內就淡水區八勢里多功能活動中心

，建議增設托老中心、托嬰中心，並彙整各方需求提

出計畫。 

主席裁定：請照辦。 

四、江議員怡臻要求： 

請勞工局就從事食物外送安全之勞動權益安全防護措

施於中央會同相關單位檢查後提供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五、宋議員明宗要求： 

請民政局於 2 週內針對寺廟有申請電子炮補助被退件

一事，應予以告知原由，並提出是否可行之相關計畫。 

主席裁定：請照辦。 

六、蘇議員泓欽要求： 

（一）請捷運局於 1 週內就三鶯線工程機具使用年限提

出報告。 

（二）請交通局於 1 週內提出鶯歌公 8 公園施作地下停

車場之評估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七、洪議員佳君要求： 

請工務局、財政局、交通局於 1 個月內研議提出東昇

公園興建活動中心併共構地下停車場之可行性方案。 

主席裁定：請照辦。 

八、王議員威元要求： 

（一）請文化局於 10月 22日前提供 1、10月 12日民歌

演唱會活動何時決定、預算科目及執行成效。2、

今年「巷弄藝起來」活動之各場次時間、地點、

預算及有無對外收費等資料。3、今年文化部迄今

補助經費額度、各項活動經費使用情形及有無對

外收費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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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市府提供大寶國際行銷公司自 103 至 108 年共

承辦市府之活動場次及其預算數、決算數。  

（三）請法制局針對公有網站提供營利單位收費連結並

協助招攬生意一事，提供專業意見。 

（四）請市府提供辦桌活動招標過程文件及最終合約。 

主席裁定：請照辦。 

九、黃議員永昌要求： 

請社會局 1 個月內提供敬老卡擴大使用項目至國民運

動中心及 YouBike之評估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陳議員儀君要求： 

請教育局、文化局、勞工局、社會局、新聞局、民政

局、秘書處、研考會於 1 週內針對參與式預算提出落

實執行進度內容。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一、楊議員春妹要求： 

請社會局於 1 個月內提供將原住民敬老卡降低至 55

歲之申請方案評估報告及 105-106 年敬老卡使用人

次數據統計資料，並說明今年度預算如何支應。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二、宋雨蓁 Nikar．Falong議員要求： 

（一）請警察局於 1 個月內針對淡水區治安問題，就

其人口、地理位置及文化特殊性等因素提供研

究報告。 

（二）請勞工局、交通局、警察局就餐飲外送平台可

能衍生出的勞安、交安、工安等問題研議跨局

處因應措施，並於 1個月內提供報告。 

（三）請勞工局、工務局就本市境內工地進行不定期

聯合稽查，且就其時間、地點、稽查紀錄和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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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針對有問題個案之追蹤等內容進行彙整分

析，並於每季提供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三、彭議員佳芸要求： 

（一）請民政局 2 週內清查盤點市民活動中心之公共

意外保險情形，並提供清查相關資料。 

（二）請社會局 2 週內清查盤點老人共餐場域投保公

共意外險情形，並提供清查相關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四、張議員錦豪要求： 

請捷運局於 1 個月提出捷運汐止民生線主導權由市

府主辦之可行性評估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五、李議員坤城要求： 

請教育局於 10 月 18 日前提供三重棒球場每年維護

經費及 109年度學校志工預算項目相關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六、鄭議員宇恩要求： 

（一）請工務局於 10 月 18 日前針對八里區中山路一

段因施工不慎挖破瓦斯管線一事提出調查報告。 

（二）請觀光局 1、說明自大碧潭再造計畫完工後，貴

局歷年針對周邊硬體環境建設改善、商店街／

老街規劃或輔導計畫、觀光行銷措施。請詳列

預算金額、計畫實施期間、具體成效（遊客人

數、帶動產值等指標）。2、就自接管碧潭風景

區以來，轄管範圍內所設置之休閒遊憩設施可

能提高水患風險之相關評估及災害應變配套措

施。 

（三）請水利局 1、提供大碧潭再造計畫相關資料（計

畫緣起、計畫目標、執行方式、執行預算、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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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果），並說明該計畫於區域內設置之休閒

遊憩設施，就潛在水患致災之可能所做評估及

配套因應措施。2、說明新北大都會公園、三重

幸福水漾公園等公園設施，就《河川管理辦法

》第五十條「設施超過五十公分以上者，以可

拆卸式之臨時性設施為限」、或《河川區域內

申請施設休閒遊憩使用審核要點》之適法性？

並說明前述兩公園設施對通洪能力之影響，並

檢附具體數據說明。 

主席裁定：（一）請照辦。 

（二）（三）請於 108 年 10 月 17 日開

會前送會。 

十七、戴議員瑋姗要求： 

（一）請衛生局於 1 週內針對宣導愛滋防治講習內容

、教材與涉及不適當講師等問題提出檢討報告。 

（二）請教育局於 1 個月內針對宣導愛滋防治講習內

容、教材與涉及不適當講師等問題提出檢討報

告，並送本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八、廖議員宜琨要求： 

請城鄉局 1 個月內提出針對三峽區光明停車場變更

為機關用地做多功能目標使用之可行性評估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散會：18時 9分 

          主  席  林  金  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