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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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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01 

請強化學校午餐食材安全，推廣在地食農

教育文化，建議採不定期抽查，以確保食

材品質。 

衛生局 2 

2 唐議員慧琳 108/11/01 
請市府加強並協助校園防止暴力與精神異

常(有心)人士進入校園事件。 
教育局 3 

3 唐議員慧琳 108/11/01 
校園毒品氾濫日趨嚴重，請市府積極預防

並加強宣導。 
教育局 6 

4 唐議員慧琳 108/11/01 請重視學童交通車安全問題。 教育局 8 

5 唐議員慧琳 108/11/01 建議增加學校課後照顧及才藝班。 教育局 9 

6 唐議員慧琳 108/11/01 爭取新店增設公托。 社會局 11 

7 唐議員慧琳 108/11/01 

新店區中正路人行道路幅狹窄並緊臨私有

停車場，請市府研擬可行解決方案，以提

供友善行的空間。 

水利局 12 

8 唐議員慧琳 108/11/01 
請市府研擬增加公車候車亭廣告收入可行

性。 
交通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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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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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請強化學校午餐食材安全，推廣在地食農教育文化，建議採不定期抽查，以確保食材

品質。 

 

答復內容： 

一、 午餐品質聯合稽查小組：由本府教育局主政，與本府衛生局及農業局組成聯合

稽查小組，每月針對轄內供應學校午餐之團膳業者，就其作業環境衛生進行查

核，並現場抽檢食材(生鮮肉品或蔬果)，再隨機抽查該業者供應之國中小學午

餐供應情形，另再至該團膳業者食材供應商現場查核環境衛生、食材標示及效

期，以維護學童營養午餐衛生安全。 

二、 每月稽查及抽驗：除了每月跨局處聯合突擊稽查外，其他團膳業者每月至少無

預警稽查 1 次，並隨機抽檢食材進行檢驗，倘檢驗結果與規定不符，將依違反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處辦。 

三、 成立「食安智慧監控中心」：為使學校營養午餐從食材進貨、餐點製作到運輸送

餐等管理機制更臻完善，本府衛生局、農業局及教育局預計於明(109)年成立「食

安智慧監控中心」，以掌握營養午餐從原料驗收、餐點製作到運輸送餐進行監

控，並強化午餐營養品質與衛生安全管理。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食品藥物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員雅涵 

聯絡電話：(02)22577155 分機 1221 

  



3 

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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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加強並協助校園防止暴力與精神異常(有心)人士進入校園事件。 

 

答復內容： 

一、有關防止校園暴力本府教育局目前辦理情形及後續作為： 

(一)目前辦理情形： 

1、推動「防制霸凌由品德教育做起，品德教育由我做起」運動，同時責成各校每

學期辦理「友善校園週」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期能由品德教育扎根、法治教

育入手，共同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2、本府教育局已函請各校針對校園內發生「多欺少」、「強欺弱」之肢體暴力偏差

行為，比照現行校安通報之霸凌乙類法定通報事件辦理，要求校內導師及學輔

人員需於得知 24 小時內完成通報，且於通報前告知被行為人、家長有關校園

霸凌事件處理程序及確認申請調查意願，並於校安通報處理欄位敘明及辦理後

續輔導處遇工作。 

3、請各校針對校園內死角加強巡邏密度，協請警方針對學校周邊不定時巡查，並

編組高中職教官、國中學輔人員與警方共同針對校外治安熱點區域實施聯巡。 

4、透過社區力量、愛心商店等民力協助發覺、防止，以即時通報學生校外暴力偏

差行為事件。 

5、持續運用本市「高關懷青少年通報中心」跨局處資源整合平臺，針對學校高關

懷個案及較複雜難處議題研商處遇對策，並針對轄內治安熱點場域加強查察。 

6、為即時協助學校提供個案適切相關輔導處遇與跨局處資源，本市各級學校學生

如發生社會及媒體關注報導之違法偏差行為，即由本府教育局於事件發生次日

邀請本府各相關單位及校方共同召開個案會議研討輔導處遇作為。 

7、請各校向學生加強宣導暴力行為如涉及刑事傷害等違法行為，將依司法程序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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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二)後續作為：為強化家庭功能及改善親子關係，對於相關學生個案，本府教育局

將研議由各校學輔人員、社工師及警察單位組成關懷小組依需要實施家庭訪

視，以關懷個案並提供其家庭必要協助，解決困境。 

二、有關防止精神異常(有心)人士進入校園本府教育局目前辦理情形及後續作為： 

(一)目前辦理情形： 

1、本府教育局配合警察局不定期召開「社區關懷對象審查會」，與衛生局、社會

局、民政局及消防局等局處共同針對精神異常或有滋(騷)擾及攻擊情形等個案

討論適切輔導處遇做法，並納入社區關懷對象名冊管制，以追蹤個案輔導狀況。 

2、於學校慶典、校園開放時間，請各校納編學校教職員，針對校園死角加強巡邏

密度，並請轄區警方加強學校周邊不定時巡查工作，亦利用公開場合或各類集

會時機加強自我安全防護觀念，並避免進入校園偏僻死角或單獨一人，以減少

危安事件發生。 

3、為強化學校教職員工生危安事件處遇知能，本府教育局要求各校應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每學年針對歹徒入侵、校屬人員遭挾持等狀況實施人為災害演練至少

乙次，藉以檢視學校現有緊急應變編組及運作機制，以增強學校師生緊急應變

處遇及自我保護能力。 

4、各級學校每學期均配合本府警察局實施校園安全環境檢測評估，並依警局相關

建議，改善校園治安死角。 

5、各校每學期均視實際需要召開校園安全會議，並邀請轄區警方與會共同討論相

關校園安全議題，如有窒礙事項亦會提列至地區警分局治安會報或市府高關懷

青少年通報中心通盤討論，以落實校園安全維護工作。 

6、為確保校園安全事件之證據保存，本府教育局已於 108 年 6 月 17日以新北教

安字第 1081114174號函請各校訂定所屬「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並納

入各校「建構護生安全網-強化校園安全防護實施計畫」據以配合辦理；另各

校如因校園安全維護需求而欲辦理監視器增購或更新時，得函文本府教育局申

請。 

(二)後續作為：將賡續要求各校落實加強自我安全防護觀念教育、「防止精神異常

(有心)人士進入校園」等相關工作，並利用「分區校長會議」、「生教組長培力

研習」、「強化校園安全防護知能研習」及「校園警衛勤務研習」等時機加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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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組、室）：校園安全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股長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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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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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4日 

質詢事項：校園毒品氾濫日趨嚴重，請市府積極預防並加強宣導。 

 

答復內容：  

一、 鑒於毒品販售手法日新月異，新型態毒品搖身變裝為咖啡包、跳跳糖等食品侵

入校園，為有效解決學生藥物濫用問題，本府教育局配合行政院「新世代反毒

策略行動綱領」策進作為，以學生為中心、以學校為基礎，由市府定期召開毒

品防治辦公室與高關懷青少年通報中心等跨局處平台專案會議，投注更多資源

進行關懷輔導工作，並訂定「追根溯源」、「多元輔導」、「一人一師」、「善用民

力」、「創新宣導」5 大策略，加強師生防毒、拒毒知能，並輔導施用毒品學生

戒除及遠離毒品，達成無毒校園目標。 

二、 為有效防制校園毒品問題，本府教育局持續檢討防制成效，並實施擴大特定人

員提列及提升師生防制藥物濫用相關知能，經統計本市學生藥物濫用人數每年

均呈現下降趨勢，105、106 年學生藥物濫用個案佔學生總人數比率為 0.04%，

107年已下降至 0.02%，108年迄今比率為 0.018%，顯見防制措施已發揮具體成

效。 

三、 目前辦理情形: 

(一)加強與檢警單位橫向聯繫，以利查證涉案學生身分及時介入輔導，並針對學生濫

用藥物來源回報單通報警察局追查上游毒品供應者。 

(二)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輔導服務網絡執行計畫，針對學校輔導成效不佳個案，提

供心理師諮商、志工陪伴及辦理多元輔導活動，提升輔導成效。 

(三)各級學校可提供家長尿篩快速檢驗試劑，協助教導家長操作及判讀，使學校及家

長共同關心孩子，陪伴孩子們健康成長。 

(四)各級學校均定期邀請本市毒品防制宣講團師資及警方入校教導各類反毒知能及

師生辨識新興毒品，本府教育局每學年針對教師辦理「教育人員反毒知能研習」



7 

時，均由宣講師資將藥物濫用分齡補充教材融入課程，以提供教師了解時下青少

年最常濫用之藥物及其行為的表徵，共同為防制毒品滲入校園把關。 

(五)本府教育局結合民間團體，與家長會辦理「樂讀拒毒」防毒守門員培訓活動，透

過家長了力量，擔任轄內國民中小學導讀志工，潛移默化孩子的反毒觀念，將反

毒教育向下紮根。 

(六)本府教育局持續要求各校辦理擴大特定人員提列工作(截至 108 年 9 月底，本市

特定人員提列計 2,491 人)，並於學期中採不定期並針對重點人員加強實施尿篩

作業，以提昇防制成效。 

(七)108年度迄今本府教育局結合民間團體、地區傳播媒體或相關公私立機關(部門)

等資源，共同辦理校園巡迴宣教、「校園反毒齊步走」活動、培訓校園防毒守門

員種子師資等多元活動共計 3,320場次，61萬餘人次參加。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校園安全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股長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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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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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請重視學童交通車安全問題。 

 

答復內容：  

一、 為落實執行本市所轄幼兒園幼童專用車及補習班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學生

交通車之安全管理，本府教育局、警察局會同臺北區監理所組成聯合稽查小組，

每週 3 至 4 次路邊攔查，每季擇定違規率高或車輛數多之地區辦理擴大聯合稽

查，倘有違規情事皆重罰，連續違規多次將停業處分。 

二、 幼童專用車及學生交通車申報皆須經審查，包括車體須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駕駛員為職業駕駛，年限 65歲以下、隨車人員依類別配置等。另申報後每

學期初應辦理一次安全逃生演練。本府教育局將不定期到園(班、中心)進行靜

態檢查，對於將屆齡之駕駛，本府教育局於屆齡半年前函文通知業者更換駕駛

員，以確保駕駛安全。 

三、 本府教育局每年 6 場次公安講習、6 場次駕駛及隨車人員研習，要求相關人員

參加，進行安全宣導。對於學童交通車之管理，本府持續加強重視，以確保本

市學童之安全。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社會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股長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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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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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建議增加學校課後照顧及才藝班。 

 

答復內容： 

一、 本市辦理課後服務相關情形說明如下： 

（一） 課後照顧服務班：係依「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辦

理，於學校上課以外時間，提供以生活照顧及學校作業輔導為主之多元服

務，以促進兒童健康成長、支持婦女婚育及使父母安心就業，辦理內容以

作業指導為原則，並鼓勵發展團康及體能活動。 

（二） 課後社團：係依「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社團實施要點」辦理，讓

學生能接觸更多豐富有趣的課程，例如繪畫、英語、體能、戲劇等，培養

學生發展自我天賦及潛能。 

（三） 其他多元課後服務：本市另提供教育實驗課程及學習扶助等多元的課後服

務。 

二、 本市每年持續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目前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 184 校開辦課後

照顧班，其餘 26校則以引進課後社團、永齡課輔班、學習扶助、夜光天使班及

其他相關民間資源辦理課後服務，提供家長安心就業之環境。 

三、 本市國小課後社團總計 194 校國小開辦，開設班次為 2,984 班，服務兒童共計

4 萬 3,166 人次，開辦率 92.38%，其中有 84 校開辦英語類 187 班；26 校開辦

資訊類 32班；47校開辦創客類 81班。已陸續開設資訊類(如電腦)及創客類(含

程式設計、機器人課程等)課程，本市將持續鼓勵各校依據學生需求並廣納師

資，開設相關社團，以符應未來科技趨勢。 

四、 除社團活動外，因應 108 新課綱科技領域的需求及銜接，新北市訂定「新北市

國民中小學資訊科技教學綱要」，將資訊課程向下延伸至國小一年級，並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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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國小至高中課程銜接機制，讓學習不會因為升學而中斷，人人都有學習

機會。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國小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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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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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0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爭取新店增設公托。 

答復內容： 

一、 為了減輕家長托育照顧的負擔，新北市政府於 100 年全國首創公共托育中心、

公共親子中心等多元托育政策，提供 0-2歲平價優質托育和 0-6歲親子館服務，

創造了更友善完整的托育照顧環境。除此，在居家托育人員和私立托嬰中心亦

同步搭配弱勢加碼補助及合作聯盟計畫，並提供家內自行照顧家長的育兒津

貼、親職講座和親子服務等。多元多軌的新北市友善托育措施，在 100-107 年

期間，居家托育人員(保母)人數、公私托嬰中心同步大幅增加，建構公共托育

的友善環境。衡量區域平衡性與幼兒送托需求，截至 108年 9月，合計完成 64

家公共托育中心，核准收托 3,605人；自 100年第一家公共托育中心設置至 108

年 9 月止，累計收托 1 萬 2,201 人，公共托育的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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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達到 120處的公共托育中心，以提供更多

符合家長托育需求的托育服務；109年新店區將於中央新村 B棟、D棟及北新路

一段 281、283號，設置公共托育中心；後續仍會依整體區域托育需求進行評估

與規劃，尋覓適合場地設置公共托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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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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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新店區中正路人行道路幅狹窄並緊臨私有停車場，請市府研擬可行解決方案，以提供

友善行的空間。 

 

答復內容： 

本案係解決人行道空間及側溝延伸可行性等問題，查本府養護工程處於 108 年 11 月

13日已辦理現地會勘，本案經與會各單位共同決議，3處消防栓設施將由消防局同意

由台北自來水營業處辦理下地；限速 50 標誌桿將由交通局辦理設施移除以增加行人

通行空間，後續仍由道路主管機關賡續卓處。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正工程司敏政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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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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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0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研擬增加公車候車亭廣告收入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本市境內廣告型候車亭前因廣告版面招商不易，因廠商刊登徵信廣告，多數市民

對該類廣告觀感不佳，為維市容並考量民眾觀感，本府交通局評估不再對外招商

刊登收費廣告，並將該類候車亭由區公所維管。 

二、本市境內廣告型候車亭由各區公所維護及管理，其廣告版面現以政令宣導為主，

並由區公所依據地區特色自行美化及運用該廣告版面，交通局將再研議廣告型候

車亭對外招商收費廣告相關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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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