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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2次定期會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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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 13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詳如簽到簿 

請  假：蔡明堂 

列  席：專門委員陳俊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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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健棠     記錄：李惠芬、李嘉雯 

馬見 Lahuy．Ipin委員 

林召集人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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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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李翁議員月娥、金議員中玉、馬見 Lahuy．Ipin 議員

、蔡議員錦賢、黃林議員玲玲、洪議員佳君、鄭戴議員

麗香、王議員威元、宋議員明宗、黃議員桂蘭、周議員

勝考、白議員珮茹、蘇議員泓欽、宋雨蓁 Nikar．Falong

議員、陳議員偉杰、楊議員春妹、黃議員永昌、江議員

怡臻、羅議員文崇、李議員倩萍、彭議員佳芸、陳議員

世榮、戴議員瑋姗、鍾議員宏仁、廖議員宜琨、林議員

裔綺、賴議員秋媚、張議員維倩、林議員銘仁、李議員

坤城、鄭議員宇恩、張議員志豪、何議員博文、王議員

淑慧等提出多項問題，經陳副市長純敬、何局長怡明、

張局長明文、陳局長檡文、羅局長美菁、蔡局長佳芬、

王處長文信、吳處長建國、李局長政安、宋局長德仁、

陳局長潤秋、黃局長一平、李玟局長、柯局長慶忠 、朱

局長惕之、李局長泰興、康局長秋桂、黃局長怡騰、鍾

局長鳴時、黃局長德清、張局長其強、劉局長和然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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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警察局就楓子林派出所警員分派石碇分駐所服勤案

協助歸建事宜，若無法辦理，請於 1 週內提出成果績

效分析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二、馬見 Lahuy．Ipin議員要求： 

請原民局 1、2 週內提出本次原住民族合唱團辦理情形

之檢討報告。2、針對如何辦理本市原住民族青少年合

唱團，研擬完整規劃內容並提供報告給本席。 

主席裁定：請照辦。 

三、蔡議員錦賢要求： 

請文化局及教育局於 1 週內說明淡水殼牌倉庫訴訟期

間不外借，為何淡水文化基金會在殼牌倉庫承辦的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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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社區大學仍在補助？另請政風處介入調查有無圖利

情事？ 

主席裁定：請照辦。 

四、鄭戴議員麗香要求： 

請水利局及農業局於 3 日內就八里渡船頭淤泥清除及

權責釐清一事提出相關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五、宋議員明宗要求： 

請市府於 1 個月內就泰山區明志國小新明樓、明德樓

改建，建議朝多功能目標使用（活動中心、停車場、

托老中心、托幼中心、智慧圖書館）等規劃提出可行

性評估報告；另排定時間召開小組會議並邀請當地議

員與會。 

主席裁定：請照辦。 

六、黃議員桂蘭要求： 

請工務局提供三重、蘆洲地區電線電纜地下化相關計

畫資料。 

主席裁定：請照辦。 

七、周議員勝考要求： 

請交通局、捷運局及警察局就大漢橋捷運新埔民生站

兩旁設置全罩式隔音設備及交通動線規劃進行現勘。 

主席裁定：請照辦。 

八、蘇議員泓欽要求： 

（一）請交通局、工務局於 1 個月內針對鶯歌區國慶路

、中正一路、中正二路、鶯桃路、建國路之人車

爭道問題提出改善計畫。 

（二）請工務局於 1 個月內就目前沒有管委會之公寓大

廈指定臨時管理人員介入管理協調提出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九、宋雨蓁 Nikar．Falong議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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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原民局及教育局於 1 個月就八個浪 pakelang 城

市狩獵路跑及農產品拓售活動辦理提出檢討報告

，並商量兩個活動有無單獨存在之必要，若無，

此路跑是否可與觀光局舉辦之烏峽馬合併辦理。 

（二）請原民局於 1 個月提出單獨辦理農產品拓售活動

之分析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陳議員偉杰要求： 

請水利局於 1 個月內提供 1、109 至 111 年淡水公司田

溪生態整治計畫相關內容。2、石門地區自來水普及率

提升改善計畫。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一、楊議員春妹要求： 

請原民局於 10 月 23 日前提出 1、針對侯友宜市長

108年 6月 6日總質詢回復本席所謂天使基金是否是

針對「新北市促進原住民族經濟事業發展自治條例

」第九條所編列之預算。2、109 年度未編列天使基

金預算原因與如何編足之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二、黃議員永昌要求： 

（一）請農業局於 1 週內提供土城大清水運動公園施

設球場、特色公園相關規劃進度報告。 

（二）請市府 1 週內提出土城區大安圳、柑林埤溝之

整治規劃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三、戴議員瑋姗要求： 

請消防局於 1 週內提供家戶裝設火災住警器執行計

畫。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四、賴議員秋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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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水利局於 1 個月內提供泰山區明志路一段自來水

管線破裂原因及後續處理情形。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五、鄭議員宇恩要求： 

請衛生局於 2週提供照顧服務員案量比分析報告。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六、王議員淑慧要求： 

請農業局於 10 月 24 日前提供新北市果菜批發市場

攤位調換標準及依據，另說明為何有 15 位攤商可優

先指定攤位? 

主席裁定：請照辦。 

十七、林議員銘仁要求： 

（一）請市府提供 1、土城明德活動中心之設計平面圖

。2、北大特區南園柑園活動中心各層平面圖及

增建樓層之可能性、原結構設計之樓層。3、請

提供 100 年至 107 年，歷年全新北市各單位採

購勞務承攬人數、勞務採購之個別金額及全年

總金額（須區分各局處），且須區分自然人、

法人承攬。4、土城廷寮溝整治-開闢萬大線二

期替代道路。5、土城看守所搬遷進度及矯正署

用地是否以地易地之溝通結果。6、樹林拖吊場

變更多功能使用進度。 

（二）請衛生局提供 1、106 年至 108 年針對精神病患

去汙名化執行成果報告。2、100 年至 107 年新

北市服用憂鬱症處方人數。3、新北市自民國

100 年起，需終身治療之全身性自體免疫症候群

（永久）罹病人數成長迅速之相關資料及說明

造成此情況之原因。4、針對特殊精神病患安排

醫師外診之報告。5、中央長照 2.0 政策所委託

之相關業務項目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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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社會局提供 1、108 年度 6 月本席建議後，社

會局將關懷據點、銀髮族俱樂部媒合申請成立 C

級長照據點之成果。2、中央長照 2.0 政策所委

託之相關業務項目及內容。  

（四）請衛生局及社會局說明中央長照 2.0 政策兩局

處是否有業務重疊。 

（五）請教育局提供三峽區桃子腳國小二期校舍興建

進度及 109年度編列預算額度。 

（六）請觀光局提供十分瀑布協議價購進度及無障礙

設施規劃進度。 

（七）請消防局提供頂埔消防隊改建進度報告。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10月 23日開會前送會。 

十八 、白議員珮茹要求： 

請財政局提供新北市市有非公用基地及房屋逕予

出租租金計收基準修改參考依據、會議紀錄、參

考實例等相關資料。 

主席裁定：請於 108年 10月 22日開會前送會。 

散會：18時 8分 

          主  席  蔡  健  棠 

                馬見 Lahuy．Ipin 

                林  國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