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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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次 

1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請市府重視新店地區人行道暢行性與邊坡

維護及路平品質。 
工務局 3 

2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請重視封閉型社區道路養護問題。 工務局 4 

3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請市府重視新店地區停車需求，增設停車

位供給。 
交通局 5 

4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為提供視障朋友友善服務，請市府研議智

慧站牌建置語音系統可行性。 
交通局 6 

5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建議新店永平里增設圖書館。 文化局 7 

6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請市府活化碧潭樂園。 觀旅局 8 

7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建議新店寶高智慧園區增設活動中心。 民政局 9 

8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建議里基經費可彈性運用(如架設監視器

及綠美化除草等)。 
民政局 10 

9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建議新店寶高智慧園區增設公托設施。 社會局 11 

10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請市府先行規劃於新店央北重劃區興設消

防分隊。 
消防局 13 

11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建議新店寶高智慧園區增設公幼設施。 教育局 14 

12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本市國中小全面裝設冷氣之規劃期程及所

需經費評估為何？ 
教育局 15 

13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建議新店明城里納入達觀國中小學學區。 教育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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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14 唐議員慧琳 108/06/06 
請市府先行規劃於新店央北重劃區興設派

出所。 
警察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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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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5 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重視新店地區人行道暢行性與邊坡維護及路平品質。 

 

答復內容： 

為改善人行道暢行性，近幾年本府已辦理多案人行道改善工程，且推動騎樓整平計畫

做搭配，以確保整體行人動線之安全性。另有關邊坡維護及路平品質部分，本府有定

期派承攬廠商協助查巡，以利發現較具急迫性之案件能盡速辦理改善。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養護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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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5 日 

質詢事項： 

請重視封閉型社區道路養護問題。 

 

答復內容： 

一、 本府為解決封閉型社區道路養護問題，已於 100年 10月訂定「轄內封閉型社區

私設通路路面維護改善原則」，針對封閉型社區倘願意提供道路公眾通行、撤除

社區管制行為並交由政府機關維護道路路面，經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及社

區管委會區權大會決議等文件，向當地區公所申請並簽定契約後，由各區公所

評估社區內路面損壞情形及工程預算辦理路面養護工作，但不包含路燈、側溝

或人行道等附屬設施。 

二、 另本府為強化完善法律位階、解決境內部分山坡地開發案件之法令規定開發者

責任義務及增加維護既有路燈側溝等附屬設施依據，特別制定「新北市封閉型

社區道路養護管理自治條例（草案）」，以作為各封閉型社區及政府單位等辦理

執行依據，目前已函報請新北市議會審議。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養護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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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0 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重視新店地區停車需求，增設停車位供給。 

 

答復內容： 

一、 依「新北市政府處理機器腳踏車停放及停車位設置要點」，目前設有騎樓之路段，

得於騎樓內停放，以一列為限，並保持適當人行空間；另查本市新店地區目前可

提供 34,407輛汽車及 42,858輛機車停放；後續倘議員、區公所及里辦公處仍能

建議路邊停車位地點，本府交通局將派員至現場辦理會勘，並檢視道路條件及路

段交通量等因素，評估規劃路邊停車位之可行性。 

二、 另有關路外停車場之規劃，本府交通局原則多利用公共設施用地、閒置公有空間

及土地以多目標使用方式或設置臨時性平面停車場活化使用。後續亦將持續檢視

適當地點，依土地使用、當地停車需求、交通影響及財務可行性與周邊停車供需

情況客觀評估於公有公共設施用地及建物共構地下停車場，並積極輔導業者於私

人土地闢設臨時路外停車場。 

三、 另本府交通局已規劃於新店區綠湖公園興建地下停車場，提供 336 格汽車停車

位，預計 110年完工。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停車營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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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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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0 日 

質詢事項： 

為提供視障朋友友善服務，請市府研議智慧站牌建置語音系統可行性。 

 

答復內容： 

本市公車路線密集，多數公車站多供逾 3路以上公車路線停靠，且常有不同路線於同

時間到站，其語音系統恐無法清楚提供視障朋友公車到站資訊；另考量本市公車站多

數緊鄰住宅區，語音播報音量及頻率恐致噪音疑慮，爰經評估於公車站建置語音系統

效益不明顯，目前視障朋友可利用本市 1999 話務中心查詢各行經公車站之公車路線

預估到站時間，亦有相同的功能，會宣導視障朋友多利用。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運輸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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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1 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新店永平里增設圖書館。 

 

答復內容： 

一、 本市目前總計有 104所圖書館（含圖書閱覽室、文史館等），為全國規模最大之

公共圖書館體系。新店區目前人口約 30萬人，人口位居全市行政區第五，圖書

館數計有 15 所為 29 區之冠，相較板橋區人口數 55 萬人、11 所圖書館，新莊

區人口數 41萬人、7所圖書館，中和區 41萬人、3所圖書館，三重區 38 萬人、

8所圖書館，以及本市其他 12個行政區僅有 1所圖書館而言，新店區之圖書資

源已相對充足。 

二、 新店區永平里臨近有新店柴埕圖書閱覽室、中央圖書閱覽室、大鵬圖書閱覽室

及中和分館，交通距離皆在 2公里以內，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約 10分鐘，民眾均

可就近前往利用。 

三、 為平衡全市各行政區間之圖書資源發展，有關增設分館的問題，市立圖書館會

針對各區人口數、館舍現況、館藏量、圖書借閱率、利用人次、人力現況及預

算經費等各項因素綜合考量，經評估新店區永平里暫無增設圖書館之規劃。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文化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羅科長珮瑄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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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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5 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活化碧潭樂園。 

 

答復內容： 

碧潭幸福樂園設立於 1952 年，過去民間公司(幸福水泥)經營，目前該區域土地屬農

委會林務局，後續將向土地權管單位了解相關規劃。 

 

 

 

 

 

 

 

 

 

 

 

 

 

承辦局（處、會）：觀光旅遊局 

承辦科（組、室）：風景區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余專門委員雅芳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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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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5 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新店寶高智慧園區增設活動中心。 

 

答復內容： 

本案經本府經濟發展局召開會議表示，市民活動中心已不及於第 1期建物內設置，將

於第 2期開發時，於地下 1樓設置停車場、地上 1樓設置托老、托幼及市民活動中心，

已請新店區公所針對市民活動中心評估需求面積後報府辦理。另短期內若市民有使用

需求，寶高智慧園區附近尚有寶興市民活動中心，可供民眾租借使用。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方自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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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5 日 

質詢事項： 

建議里基經費可彈性運用(如架設監視器及綠美化除草等)。 

 

答復內容： 

一、 里基層工作經費施作標的為社區清潔、路燈照明、溝渠疏通、守望相助及公共服

務等五大項目及其各實施細目，可供里長視里內需求，彈性利用該項經費辦理，

且除有規定可辦理項目外，各區公所得依里辦公處之實際需求，經區公所評估合

宜且確為需施作項目亦可辦理。 

二、 經查里長本就可視里內需求，彈性運用里基層工作經費僱工清掃環境及除草，亦

可於里內辦理環境綠美化等。 

三、 另監視器因涉及個人隱私及民眾治安需求問題，故目前由本府警察局統一管理，

且該監視器規格較優、租金費用較高，將排擠該項經費之運用，故不建議以里基

層工作經費設置監視器。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方自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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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18 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新店寶高智慧園區增設公托設施。 

 

答復內容： 

一、 為營造友善公共托育環境，新北市自 7 年多前即率全國之先創辦公共托育中

心，迄今已完成設置 62處，收托 3,510人，同時 106年更積極推動「公共托育

合作聯盟」，與私立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員(保母)合作，全面提升托育品質及

增加托育服務量能，因此新北市的家外送托率達 34%，無論家外托育的數字或

托育品質都是各縣市之首。 

二、 目前新北市公共托育政策以多元發展為主軸，108-111 年將持續積極運用校

園、活動中心、公益回饋及各類可活化空間建置公共托育中心，並以倍增公共

托育中心 4年完成 60處為目標，以提供更多符合家長托育需求的托育服務，其

中 108年將新增 10處，累計完成 70處的公共托育中心。 

三、 新店區至 108年 5月底 2歲以下嬰幼兒計 3,666人，現有 5家公共托育中心(分

別為新店安康、新和、北新、青潭及柴埕)，合計可收托嬰幼兒數計 295人；另

私立托嬰中心計 18家，合計可收托嬰幼兒人數 598人，居家托育人員約計 464

人(每人可收托 2 歲以下嬰幼兒 2 名)，新店區總計可提供嬰幼兒托育服務人數

計 1,821人。 

四、 惟目前公共托育中心尚有家長持續報名及備取公共托育中心之情形，確仍有增

設公托之需要，故如新店寶高智慧園區符合公托設置規範及需求將評估設置公

托中心，後續亦將持續依整體區域托育需求評估並尋找適合場地增設公共托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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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兒童托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門委員逢明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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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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1 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先行規劃於新店央北重劃區興設消防分隊。 

 

答復內容： 

一、 經研議央北重劃區設立消防隊之需求性如下： 

(一) 由於本市各消防分隊之配置係以區域聯防，相互支援救災救護任務為主，目前

於新店地區已設置新店、安和、安康及直潭等 4處消防分隊。 

(二) 新店央北重劃區鄰近已有安和分隊，且於秀朗橋(中和區側)已規劃秀山分隊新

建工程。 

二、 綜上，未來將視當地居民人口數及新店地區消防救災救護能量需求，評估增設

消防分隊需求，並逐年編列相關預算執行購地及興建事宜。 

 

 

 

 

 

 

 

 

承辦局（處、會）：消防局 

承辦科（組、室）：災害搶救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鄭股長景允 

聯絡電話：(02) 89519119分機 600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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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4 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新店寶高智慧園區增設公幼設施。 

 

答復內容： 

一、 本府教育局每年依據本市所屬國民中小學專科教室設置基準檢討學校可活化運

用之教室空間並評估區域供需量，100學年度至 108學年度已新增設 472班，增

加收托數 1萬 2,745名，以滿足家長托教需求，減輕家庭育兒支出。 

二、 經評估新店寶高智慧園區，出入動線完全與物流重疊，尚難符合幼兒園及其分班

設施設備標準。本府教育局將鼓勵設置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並持續利用學

校餘裕空間及公益捐贈空間，於新店區增設公共化幼兒園，以符合本市市民期待。 

三、 此外，本府教育局辦理相關分區說明會，鼓勵私立幼兒園參加準公共化幼兒園機

制，另於 108年 8月起有條件補助每月 2,500元育兒津貼措施，提供家長更多選

擇。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組、室）：幼兒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督學奕成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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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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4 日 

質詢事項： 

本市國中小全面裝設冷氣之規劃期程及所需經費評估為何。 

 

答復內容： 

一、 經評估本市所屬公立國中小一至八年級普通班教室尚未安裝冷氣約有 1 萬 769

間教室，倘全面裝設冷氣，預估補助冷氣及電源改善費用將達新臺幣 21億 5,380

萬元，勢必排擠現有預算編列(如安全、衛生改善)。 

二、 為使預算合理編列，並以「安全」與「衛生」改善為先，同時提供友善適宜的學

習情境並培養具環教素養的未來公民，是本府教育局積極努力推動的目標。面對

極端氣候帶來台灣夏季持續高溫不斷現象，本府教育局已於 107 年度挹注 1 億

415萬元，補助本市公立國中九年級教室冷氣裝設經費。 

三、 考量本府財源，本府教育局積極透過「低碳」、「節能」、「生態」、「健康」及「永

續」五大面向，實施多元改善方案與節能專案。自 100 年度至今已投入 10 億元

經費，包含 107年度編列「改善校園夏日高溫屋頂隔熱專案工程經費」，補助 65

校(82 案)設置斜屋頂，改善校舍防水隔熱；補助 149 校辦理「校舍屋頂多元降

溫改善方案」，安裝諸如遮陽板、綠化屋頂、噴霧式灑水降溫系統、防曬網、可

食地景或增加循環扇導入自然風降溫等設備。今年(108)年度持續推行夏日高溫

多元改善方案，已補助 36 校(47 案)設置斜屋頂，151 校辦理「校舍屋頂多元降

溫改善方案」，以落實低碳城市願景。好的政策需要時間的檢驗，整合有限的經

費，挹注於「低碳」、「節能」、「生態」、「健康」及「永續」五大核心面向，提供

學生優質校園空間，讓新北的未來越來越好，越來越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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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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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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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裴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4 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新店明城里納入達觀國中小學學區。 

 

答復內容： 

一、 查本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及調整作業要點第 3點第 1、2項規定略以：「已

劃定之學區，經學校或里長評估認有調整之必要時，由提案單位邀集相關學校及

鄰、里長充分溝通說明後，做成會議紀錄始得提出列入區公所提案。學區調整案

應於每年 11月 30日前報各區公所，並於同年 12月 31日前由各區公所召開學區

協調會，形成共識決議及建議調整案，建議案報由本府核定之。」先予敘明。 

二、 本市新店區明城里現為安坑國小基本學區及達觀國中小之國中學區，倘國小學區

有調整之需求，建請依前揭學區調整作業期程與學校進行討論及辦理，將請該校

評估校舍容納量及學區內學齡人口狀況後，再提學區建議。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中等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督學奕成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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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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議員慧琳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5 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先行規劃於新店央北重劃區興設派出所。 

 

答復內容： 

一、 本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所轄江陵所及碧潭所等 2所均屬繁重派出所，其轄區內現有

多項工商建設陸續興建中(美河市住宅社區、大商場、央北都市計畫、Y7站聯開

計畫、十四張重劃區、五峰重劃區及裕隆城住商社區等)，依據上述開發案規模

及腹地等因素推估，未來人口數將增加 8萬人以上；另伴隨著人口數遽增，地區

性日益複雜，轄區治安、交通與為民服務工作及員警各項勤、業務負擔亦相對沉

重，經審慎評估後，實有增設派出所之需求。 

二、 經地方民意代表及分局積極爭取，本府城鄉發展局已同意預留新店區中正路與民

權路口附近計 3,124 平方公尺之機關用地（位於央北重劃區與十四張重劃區

旁），以提供未來增設派出所及消防分隊共構使用。該機關用地劃設地點除能滿

足央北重劃區相關警政工作亦能兼顧十四張重劃區治安、交通及為民服務需求，

本府警察局將循相關程序妥適辦理。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行政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賴股長義芳 

聯絡電話：(02) 80725454分機 3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