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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回復事項一覽表 

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數 

1 
蔡議員錦賢等 5

位議員聯合質詢 
108/05/27 

新北市出生率逐年下滑，請市府重

視生育獎勵政策。 
民政局  2 

2 
蔡議員錦賢等 5

位議員聯合質詢 
108/05/27 本市債務情形為何？ 財政局  3 

3 
蔡議員錦賢等 5

位議員聯合質詢 
108/05/27 

請檢討本市 106 年應收未收行政罰

鍰金額。 
財政局  4 

4 
蔡議員錦賢等 5

位議員聯合質詢 
108/05/27 

請重視本市長照人員留任率過低問

題。 
衛生局  5 

5 
蔡議員錦賢等 5

位議員聯合質詢 
108/05/27 

請重視本市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問

題。 
衛生局  6 

6 
蔡議員錦賢等 5

位議員聯合質詢 
108/05/27 

請建置「即時監測系統」隨時監測

工廠排放污水情形。 
環保局  7 

7 
蔡議員錦賢等 5

位議員聯合質詢 
108/05/27 請市府重視本市警力缺口問題。 警察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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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等 5位議員聯合質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新北市出生率逐年下滑，請市府重視生育獎勵政策。 

 

 

答復內容： 

一、 本市自 100 年起核發生育獎勵金每胎 2 萬元，出生數持續位居六都之冠，以

107 年出生人數分析，六都出生人數都減少，且近 3 年來六都出生率皆呈現下

降趨勢，僅桃園市以每胎 3 萬元生育獎勵政策吸引人口遷入，於六都中出生率

呈現下降幅度較小，但近 3 年來全國出生率仍呈現下降趨勢，可見人口只是在

各縣市之間流動，各縣市生育獎勵金的發放，對於提升全國整體出生率並無實

質幫助。 

二、 全國總人口數下降是國安危機，本府將持續推動多項生育相關政策，包括發放

生育獎勵金、育兒津貼及增設公共托育中心等，並敬請中央制定全國一致性的

生育獎勵政策，幫助現代父母願生、能養，以實質提升全國整體出生率，若由

各縣市政府自訂生育獎勵政策，人口恐只是在各縣市之間流動，尚無法實質提

升全國整體出生率。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戶政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長力友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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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等 5位議員聯合質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本市債務情形為何？ 

答復內容： 

一、 現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不夠且分配不公：本市面積是臺北市的 7.8 倍大，

人口比臺北市多 140 萬人，道路面積更是臺北市 10 倍以上，但本市人均中央

統籌分配稅款只有 8,187 元，僅為臺北市之一半，顯不公平合理。且人事費、

教育及社會福利支出係地方政府支出之大宗，這些支出與人口數直接相關，惟

現行中央統籌分配稅辦法，直轄市之分配公式，係以營利事業營業額占權重

50%、人口數及土地面積各占 20%，財政能力占 10%，現行分配指標之權重脫離

現實，造成分配不公，致本府財源不足。 

二、 截至 108 年 5 月底債務情形：本市人口已達 400 萬，為六都之冠，相關教育及

社福經費需求龐大，且適逢軌道建設高峰期，故於現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

不夠且分配不公之限制下，本市除努力開源節流籌措支應外，部分僅得透過舉

債方式支應，爰截至 108 年 5 月 31 日止本府長期債務 1,045 億元(占法定上限

1,748 億元之 60%)，短期債務 375 億元。 

 

 

 

承辦局（處、會）：財政局 

承辦科（組、室）：財稅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美蘭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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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等 5位議員聯合質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檢討本市 106 年應收未收行政罰鍰金額。 

答復內容： 

一、 本府 106 年度應收未收行政罰鍰雖達 45 億餘元，惟經過各機關努力辦理未繳

案件之清理，107 年度應收未收行政罰鍰金額已降至 29 億餘元，減少近 16 億

元，減少達 34%。 

二、 本府為增進行政罰鍰之收繳，已採行措施如下： 

（一）賡續依「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歲入預算執行考核獎懲作業要點」規定，

強化管控各機關應收未收行政罰鍰之清理。 

（二）訂有「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受理申請分期繳納行政罰鍰案件處理原則」，酌情核

准分期繳納罰鍰金額，減輕受處分人之負擔，另為便利受處分人繳納行政罰

鍰，本府於 107 年 5 月份起全面透過多元繳費系統，受處分人可使用信用

卡、金融卡多元繳納管道，以提升收繳率。 

（三）定期辦理行政執行專業知識講習及本府罰鍰系統教育訓練課程，提升各機關

行政罰鍰業務承辦人員之專業知識及系統操作之熟悉度。並配合行政執行分

署預留有效執行之合理作業期間，提升強執績效。 

 

承辦局（處、會）：財政局 

承辦科（組、室）：財稅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美蘭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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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等 5位議員聯合質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0日 

質詢事項： 

請重視本市長照人員留任率過低問題。 

答復內容： 

一、 衛生福利部 106 年核定本市照顧管理專員(以下簡稱照專)員額共 107 人(含督

導 12 人)，經本府向中央爭取照專人力，107 年新增照專員額為 148 人(含督

導 19 人)，截至 108 年 5 月，現聘有 108 人，其照專人數由去年同期 70 人增

加至 94 人，督導人數由 12 人增加至 14 人，本局將賡續辦理照管專員招募，

藉此提昇服務量能。 

二、 106 年照管人員離職率為 31%，107 年在相關留任措施及薪資福利改善之下，

已下降至 21%。 

三、 相關留任措施： 

(一) 自 107 年起中央提高照專薪資條件，由 3 階調至 7 階，起薪由 33,908 元調至

38,906 元，最高薪資由 37,783 元調至 50,878 元。本局採計照專相關工作年

資調薪，並併計休假年資，廣納各縣市人才，並提升同仁久任意願。 

(二) 定期辦理照專教育訓練，協助新進照專盡速熟悉長照新制、照顧計畫擬定、資

源連結和應用，提升照專專業知能，滿足其適性發展需求。 

(三) 定期邀請各專業領域講師至照管分站辦理團督，藉由講師帶領照專同仁互相分

享及討論，達到多元溝通，紓解工作壓力，並建立起團隊工作默契與精神連

結。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高齡及長期照顧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員雅涵 

聯絡電話：(02)22577155 分機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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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等 5位議員聯合質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0日 

質詢事項： 

請重視本市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問題。 

 

答復內容： 

一、 因應本市為全國第一大直轄市，配合新莊第二副都心、捷運三環三線等開發，

新北市各生活圈已儼然形成，為使醫療保健資源更具可近性與充足性，本市積

極向中央爭取重劃次醫療區域，以促進區域內醫療資源均衡發展及醫療機構與

醫事人力之合理分布。 

二、 為達成醫療資源均衡發展分布，本市於 100 年至 110 年間規劃新設、擴充醫

院，預估新增可開放之病床數總計 3,175 床，未來醫院陸續新設及擴充完成，

隨著病床數及專業醫事人力等醫療資源投入，將能提升本市民眾醫療照護之可

近性及可用性，使民眾醫療需求獲得普遍的基本保障。 

三、 又為使偏遠地區之民眾享有完善之醫療服務，除輔導醫療機構爭取健保署「醫

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外，亦編列相關經費擴大巡迴醫療服務點，以提升

偏遠地區居民就醫之可近性，並結合各醫院推行「移動診間．新北醫動」及定

點巡醫之健康促進服務，另為克服偏鄉地區民眾就醫之不便，更推出行動顧齒

計畫，並規劃透過各種醫療巡迴車於偏鄉地區推出「行動復健」、「行動護眼」

等相關計畫，增加民眾就醫的可近性，以提供偏鄉民眾更完善之醫療照護服

務。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醫事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員雅涵 

聯絡電話：(02)22577155 分機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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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等 5位議員聯合質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14日 

質詢事項： 

請建置「即時監測系統」隨時監測工廠排放污水情形。 

 

答復內容： 

本府環境保護局除加強稽查業務外，將研擬在本市轄內河川流域污染熱區建置環境

監測暨污染預警監控設備，以利即時掌握水質變化情況，並提升污染鑑定與稽查取

締專業能力。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水質保護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邱科長庭緯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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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等 5位議員聯合質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重視本市警力缺口問題。 

 

答復內容： 

一、本府警察局編制員額 1 萬 1,068 人，預算員額 7,897 人，現有員額 7,811 人，

缺額 86 人，其中警職人員缺額 71 人(統計至 108 年 5 月 31 日)，爰該局各單位

之預算員額已趨於補實狀態。 

二、為充實第一線打擊犯罪人力，內政部警政署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分發本市 106 年

一般警察特考四等考試特考班結業生 339 人，均全數派補本府警察局所屬各分

局及交通警察大隊。未來遇警大、警專畢(結)業生分發本市，仍依前揭方式，

以優先補足外勤警力為原則，強化犯罪偵防能量。 

三、另本府秉持「科技建警」之理念，引進創新科技，持續打造「新北智慧安全城

市」，藉由智慧分析決策輔以科技執法，有效減少警力消耗，以運用有限警力發

揮最佳之治安成效。 

四、另為避免造成本市財政沉重負擔，本府警察局分別於 108 年 3 月 8 日及 3 月 29

日建請中央若規劃增加本府警察局之預算員額(超過 7,897 人部分)，往後每年

所需人事費與相關支出，全數均由中央補助，或派補於中央再以支援警力方式

配發本市。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人事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賴股長義芳 

聯絡電話：(02)80725454 分機 3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