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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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臺 65線增設浮洲匝道進度? 工務局 3

2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請市府提供國道土城第二交流道

(清水)函送中央資料。
交通局 4-5

3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捷運萬大線 LG09站請評估鄰近公

園用地共構地下停車場可行性。
交通局 6

4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請市府提供原樹林拖吊場變更機關

用地規劃情形。
城鄉局 7

5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土城看守所何時搬遷? 城鄉局 8

6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土城頂埔消防分隊廳舍重建進度? 消防局 9

7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為配合捷運萬大線二期工程，建議

研議中和廷寮溝延伸至土城明德路

交通動線。

捷運局 10

8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捷運萬大線 LG09站北側無出入

口，請市府研擬可行方案。
捷運局 11

9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請市府了解市民罹患全身性自體免

疫疾病人數逐年增加原因。
衛生局 12

10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請市府研擬降低罹患憂鬱疾病及青

壯年自殺人數方案。
衛生局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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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針對無病識感不願就醫之精神疾病

患者，請市府加強居家治療服務。
衛生局 15-16

12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請市府提供精神疾病去污名化可行

方案。
衛生局 17-18

13 林議員銘仁 108/06/03
建議土城醫院地方回饋方案比照輔

大醫院回饋方案辦理。
衛生局 19

14
林議員銘仁、

高議員敏慧
108/06/03 北大特區桃子腳國小增班進度。 教育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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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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臺 65線增設浮洲匝道進度。

答復內容：

增設臺 65線浮洲匝道目前由公路總局第一養護工程處辦理，其中工程技術委託服務

案已於 108年 6月 3日完成簽約，工程部分預計 109年發包，工期預估 470天，本

府將持續追蹤辦理情形。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新建工程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股長宗龍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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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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1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提供國道土城第二交流道(清水)函送中央資料。

答復內容：

一、 本府已於 108年 2月 27日提送可行性報告至高公局續審，高公局於 4月 26日

召開可行性研究報告修正會議，本府已依高公局意見修正報告書，於 5月 31

日續送高公局審查，檢附本府 108年 5月 31日新北府交規字第 108096328號

函影本供參。

二、 後續將以高公局核定方案加速配合辦理用地取得及都市計畫變更等相關事宜，

以縮短本案建設期程。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葉簡任技正燿墩

聯絡電話：(02) 29603456 分機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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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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捷運萬大線 LG09站請評估鄰近公園用地共構地下停車場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 經查捷運萬大線 LG09站鄰近公園用地有二：延和公園(公兒一)及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工業用地變更後回饋之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二、 有關公兒一用地闢建地下停車場案，該用地面積為 4,021平方公尺，且因臨路

不符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法令規定，於現有條件下，無法

以多目標共構闢建停車場使用。

三、 另台電變更用地回饋之公兒用地面積為 6,330平方公尺，考量捷運萬大線

LG09站細部設計尚未核定，已函請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捷運工程細部設

計階段預留共構地下停車場之彈性，本府交通局亦將滾動式檢討周邊停車供

需，並配合本案都市計畫變更及依捷運萬大線細部設計成果，續辦理闢建地下

停車場之可行性評估。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停車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葉簡任技正燿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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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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提供原樹林拖吊場變更機關用地規劃情形。

答復內容：

一、 查本府辦理之「變更台北大學社區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變更

台北大學社區特定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配合主細拆離)」案前於 108

年 3月 11日辦理公開展覽，並於 108年 3月 20日辦竣公開展覽說明會，迄今

已辦理 3場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

二、 另查原樹林拖吊場(本市樹林區大學段二小段 86地號土地)於前開公開展覽草

案提列變更為機關用地，經本府交通局彙整府內各機關需求後，已轉請新建工

程處評估後續興闢經費事宜。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計畫審議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逸智

聯絡電話： (02)29603456分機 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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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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土城看守所何時搬遷?

答復內容：

一、依本府「擴大土城都市計畫」預計於 108年完成新北市都市委員會審議，109

年送內政部審議，110年完成都市計畫案，113年完成區段徵收地區整體開發計

畫，發還可建築土地供建築使用。

二、依立法委員吳琪銘與周春米 108年 6月 11日至土城彈藥庫現場考察及於臺北看

守所聽取法務部及本府城鄉發展局簡報後，矯正署指出若順利整地完成，預計

搬遷期程約為 14到 16年。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綜合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逸智

聯絡電話： (02)29603456分機 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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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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土城頂埔消防分隊廳舍重建進度?

答復內容：

本案頂埔分隊土地及房屋所有權皆為經濟部工業局土城工業服務中心所有，108年 4

月 8日由吳立法委員琪銘主持召開「消防人員防護設備之配置概況及改善措施」會

議，為求本府消防局頂埔分隊儘速完成改建需求，本府消防局業於 108年 4月 16日

檢送「頂埔消防分隊興建工程概述」及「台北縣第二大隊頂埔分隊建築物耐震能力

詳細評估評估報告書」至土城工業區服務中心，俾利辦理舊廳舍報廢事宜，另評估

本案舊建物拆除及新建房舍所需經費約 6,600萬元，後續將視本府整體預算考量，

於未來年度編列相關經費。

承辦局（處、會）：消防局

承辦科（組、室）：秘書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鄭股長景允

聯絡電話：(02) 89519119分機 600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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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為配合捷運萬大線二期工程，建議研議中和廷寮溝延伸至土城明德路交通動線。

答復內容：

土城區和城路現為廷寮溝防汛道路供一般道路使用，自中和區中正路可通達土城區

延吉街 111巷。本案建議將和城路延伸連通至土城區明德路，因現況無都市計畫道

路用地，須行經都市計畫廷寮溝、人行步道及公園用地等使用分區，其中排水溝用

地現況已屬道路部分已納入「變更土城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另永豐路

至明德路段，須横越公園用（大清水公園），恐影響該公園使用性，經綜合考量，

本案都市計畫尚在檢討中，且沿線土地仍為私有並涉及大量私有地上物拆遷，故經

綜合評估後俟該地區發展及交通量再行研議辦理。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土木建築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李股長文浩

聯絡電話：(02)22852086分機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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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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捷運萬大線 LG09站北側無出入口，請市府研擬可行方案。

答復內容：

一、 本站屬地下車站，原規劃金城路三段兩側皆各別設置一處出入口，因北側出入

口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反對設置，建議出入口遷移至南側臺電土地上，優先使用

公有土地。依 108年 3月 28日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出入口改設置

於臺電土地上，另考量北側住宅區未來可能重新建築開發，故先以可敲除式隔

版方式預留，供未來開發建築可以銜接連通。

二、 有關地方建議增設出入口於北側延和社區公園，經初步評估地下通道需沿 4公

尺路寬之人行步道下方佈設，該地下通道長度約 100公尺，依建築技術規則規

定，考量消防逃生需要，每 60公尺需設置通達地面之緊急出口。前述緊急出

口如設置於 4公尺寬之人行步道上，將阻礙北側住宅區居民進出及防災通道的

順暢，如設於路外將有私地徵收問題，故本案經評估仍維持人行步道系統，以

方便北側住宅區居民進出及留設消防通道供消防車救災需求，故無法在延和社

區公園增設出入口。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李股長文浩

聯絡電話：(02)22852086分機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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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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了解市民罹患全身性自體免疫疾病人數逐年增加原因。

答復內容：

一、 自體免疫疾病係因體內免疫系統異常地攻擊體內正常細胞所致，且因該疾病難

以治癒須終身治療而被列為重大傷病之一，依健保署統計，全國平均每月約有

400人因自體免疫疾病而新申領重大傷病卡，另依病症及影響部位再細分疾病

別，以類風溼關節炎罹患率為最高。

二、 經查詢相關資料，有關自體免疫疾病之致病原因尚未明確，以類風溼關節炎為

例，好發於 30至 50歲女性，致病原因可能包含遺傳、環境(如：抽菸、牙周

病)、感染、內分泌等多重因素，現階段將持續提升民眾健康意識、力行健康

生活型態，期降低罹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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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研擬降低罹患憂鬱疾病及青壯年自殺人數方案。

答復內容：

ㄧ、針對憂鬱症及自殺防治，本府持續推動「全面性策略-促進心理健康與社會參

與」、「選擇性策略-強化高危險群篩檢與轉介」及「指標性策略-成立整合性服

務團隊」。為因應近年來全國自殺率持續上升，除持續強化原有之全面性策略

外，本（108）年度更精進以下對策：

(ㄧ)特定高風險群憂鬱防治（選擇性策略）：

1.老人憂鬱防治：

(1) 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本年將強化第一線服務人員(例如家庭照顧

者、志工、送餐員及居服員等)及專業人員(例如醫療院所、長照

中心/機構等)擔任幸福捕手(自殺防治守門人)，並增加其對於看

聽轉牽走、長者憂鬱暨自殺防治之識能。

(2) 慢性病長者憂鬱關懷：65歲以上住院長者全面納入醫院情緒篩

檢，以早期發現具憂鬱傾向之長者，及早提供轉介關懷；並透過

醫院內部教育，強化醫療團隊人員對自殺高危險族群之辨識、照

護及轉介等知能，建立全人之共同照護團隊。

2.孕產婦憂鬱防治：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孕產婦關懷網站資料顯示，

產後情緒低落盛行率約 30-80%、產後憂鬱症盛行率約 10%。針對專業人員

辦理種籽師資培訓課程，及孕產婦或其他照顧者辦理正向教養講座 13場

次以強化孕產婦及其家屬、專業人員對於產後憂鬱之知能，以及時發現問

題並尋求或提供協助。

(二) 針對自殺高風險族群增加面訪比率（指標性策略）:針對本市屬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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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使用高致命性自殺方式及合併精神追蹤照護個案等高風險族群，

增加面訪關懷比率，以強化關係建立，並降低精神個案自殺粗死亡率。

(三) 協尋服務及緊急處理（指標性策略）:與警察局合作，提供電信定位追

蹤，協助有自殺傾向或行為之民眾緊急處置與送醫事宜。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本市 107年自殺通報，青壯年族群（18-40歲）自殺原因

以「工作/經濟」占率較高。

(ㄧ)用藥安全宣導：與本市藥師公會合作針對一般民眾（含長者）進行用藥安

全宣導，教育民眾應遵醫囑用藥。

(二)職場心理健康：本府衛生局與勞工局共同合作，依個案需求提供就業媒

合、諮詢、職訓課程案相關資訊或協助職場適應心理輔導。

1、自殺暨高危險群個案通報：勞工局就業服務站台發現求職者疑似憂鬱個

案，為強化一線就服同仁發現自殺傾向個案之敏感度，適時給予關懷協

助與通報，爰辦理自殺防治教育訓練，以共同強化自殺防治安全網。

2、辦理各區勞工教育訓練，安排自殺防治或心理健康促進相關課程：辦理

勞工大學、公共論壇有關自殺防治相關課程；公司、工廠廠護人員辦理

自殺防治教育訓練以加強自殺防治知能及提高敏感度。

3、個別化職涯與諮商服務：為協助身心障礙求職者職涯探索、穩定就

業，透過個別化職涯諮商服務，澄清身心障礙者對自我情緒狀態及就

業需求。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心理衛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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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針對無病識感不願就醫之精神疾病患者，請市府加強居家治療服務。

答復內容：

一、 本市精神個案管理機制

(一) 本市精神個案分為五級照護，由各區衛生所公衛護理人員依照護分級規定之對

象及訪視頻率進行訪視關懷，如評估個案病情穩定則依序調整級數(一級 1個

月訪視 1次；二級 3個月訪視 1次；三級 6個月訪視 1次；四級、五級 1年訪

視 1次)。透過家屬支持計畫、社區關懷照顧、社區病人緊急處置、病友復歸

社區服務及精神疾病去汙名化宣導等方案，期能在家庭、社區及精神照護網絡

連結下，提升家屬照顧知能及相互交流與支持，並於社區關懷過程協助家屬排

除照顧困難及提供資源連結。另一方面透過精神復健機構之復健服務，協助家

屬輔助病人復歸社會，以促使精神障礙者在家庭及社區能穩定接受醫療服務後

順利銜接後續社區復健及融入社區生活。

(二) 針對無病識感不願就醫個案，由衛生所護理人員訪視關懷或委託 12家醫療機

構關訪員到宅訪視評估及電話關懷追蹤，其中包含疾病之照護及處置、就醫用

藥之重要性以及提供精神病人居家治療方案，並告知案家相關申請程序，必要

時亦會向本府衛生局申請「精神科專業團隊社區服務方案」，邀請精神科醫師

到案家進行評估及相關協助，以利協助個案後續進入醫療處遇。

二、 本市居家治療資源現況

本市目前共 8家醫院有執行精神病人居家治療，其服務對象需符合(一)精神疾

病嚴重或症狀明顯干擾家庭及社區，且拒絕就醫；(二)無病識感有中斷治療之

虞；(三)功能退化需要醫療照護；(四)診斷未明，其症狀在社區造成干擾，需

醫師評估與處置。可由病人家屬至門診向醫院申請居家治療，醫院評估病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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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收案標準後先向健保署申請並獲許可後，始得執行居家治療。服務項目包括

醫療處置、護理處置、支持性心理治療、行為治療等，每次可執行 1年，每月

到案家訪視 1至 2次，收費依健保收費標準。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心理衛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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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提供精神疾病去污名化可行方案。

答復內容：

為消弭社區民眾對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及誤解，本府透過社區民眾宣導、基層人員

教育訓練、精神病友賦能等方式，以推動、促進精神疾病去汙名化之目的，相關辦

理方案如下：

一、 社區民眾宣導:

(一）於社區辦理去汙名化宣導講座及精神病人家屬支持座談會，提升民眾及家屬

對精神疾病的瞭解及相關資源認識。

(二）製作「精神照護 66問」手冊及捷運燈箱廣告，提升病人、家屬及民眾對於

精神疾病之識能，幫助病人穩定病情及改善互動關係。

(三）製作精神疾病去汙名化宣導影片，透過衛生局網站、捷運月臺電視、名人臉

書等方式進行宣傳，並辦理「我們與『善』的距離-用『包容』與『了解』

擁抱精神康復者」記者會，展現精神病友正向且積極的一面，鼓勵民眾以同

理心接納精神病友。

(四）規劃與公共電視「我們與惡的距離」進行合作，並於社區辦理宣導活動，透

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引導民眾了解與思考精神疾病，進而同理與包容精神病

人。

二、 基層人員教育訓練:結合本府各局處於 29行政區辦理「溫心天使」教育訓

練，針對里長、里幹事及社工、警消等專業人員，宣導精神障礙者相關議

題，俾提升對精神病人之正確認知，透過經驗分享完善轉介及資源利用。

三、 精神病友賦能：

(一）精神病友就業復健訓練：自 103年 7月起於市府地下 1樓辦理「新北市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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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訓練計畫-設攤活動」，邀請本市精神復健機構暨精神護理之家共同擺

攤，除提供病友復健訓練及就業之機會外，並藉此鼓勵病友走出機構、與社

區融合，暨提升民眾對於精神疾病的認知，達到去汙名化之目的。

(二）推動精神病友發展多元化表達能力，加強向社會大眾宣導精神病人之正向復

健形象，並鼓勵精神病友參加精神康復之友活動，例如:本府辦理之身心障

礙者園遊會、衛生福利部辦理之鳳凰盃(體能運動會)、健心盃(歌唱才藝表

演活動)等。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 (組、室)：心理衛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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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土城醫院地方回饋方案比照輔大醫院回饋方案辦理。

答復內容：

一、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興建營運暨移轉(BOT)案於 103年 7月 25日與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以下稱本 BOT案民間機構)完成簽約，依投資契約規定需於 109年 7月前

營運，本 BOT案目前由民間機構依契約規定辦理設計規劃、興建及後續營運籌

備等各項工作事項。

二、 本 BOT案民間機構針對就醫優惠措施承諾回饋項目如下:

(一) 優待措施(許可期間 50年內)：

1.對於低收入、身心障礙者及 70歲以上病人免收掛號費。

2.對於低收入、身心障礙者免收部分負擔。

(二) 另提供免費接駁公車:提供土城醫院與周邊捷運站之免費接駁服務，以

方便民眾就醫。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 (組、室)：衛生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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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議員銘仁、高議員敏慧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0日

質詢事項：

北大特區桃子腳國小增班進度。

答復內容：

有關該校增建第三期校舍工程，預定於 108年 7月 3日召開可行性評估審查會議，

確認增建校舍總經費及完工期程。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組、室）：工程及環境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督學奕成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