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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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有關秀山消防分隊興建案，建請先行匡列

廳舍興建所需經費以利後續施作。 
消防局 3 

2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研議改善本市消防人力不足及提升裝

備，以保障消防人員權益。 
消防局 4 

3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加速辦理第七大隊國光分隊暨中和分局

國光派出所共構新建工程。 
消防局 6 

4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加速辦理第七大隊中和分隊原地改建

案。 
消防局 7 

5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加速辦理中原派出所興建案。 警察局 8 

6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積極檢討並利用閒置空間加速增設中和

地區公立幼兒園(班)及非營利幼兒園與招

生員額。 

教育局 9 

7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積極檢討並利用閒置空間加速增設中和

地區公共托老中心，以符合地區實際需

要。 

社會局 10 

8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建議中和區自強游泳池增建多功能集會所

(里民休閒、運動中心)、地下室停車場。 
民政局 11 

9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研議重新規劃中和區納骨塔空間或於原

址旁增建二館。 
民政局 13 

10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妥善處理中和地區流浪犬橫行問題。 農業局 13 

11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協助媒合福和傳統市場攤商進入零售市

場建物內營業，並改善所造成之環境衛生

及通行問題。 

經發局 14 

12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中和區民享街 36巷至 86巷淹水改善工程

辦理進度為何? 
水利局 15 

13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儘速協助完成中和區中山路二段及安和

路人行道整修改善。 
工務局 16 

14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研議中和區華新街(南洋料理美食街)交

通疏導管制或開放停車空間等措施。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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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研議開闢南勢角隧道或中和第二交流

道，以解決交通堵塞問題。 
交通局 18 

16 陳議員錦錠 108/11/07 
請增闢捷運萬大線莒光站直通民德路第二

出口。 
捷運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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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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2日 

質詢事項： 

有關秀山消防分隊興建案，建請先行匡列廳舍興建所需經費以利後續施作。 

 

答復內容： 

本府消防局規劃中和區景平路及成功路交叉口(大智段 749-2 及 749-9 等 2 筆土地)

作為本府消防局新設秀山分隊用地，管理機關為國有財產署，行政院已於 108 年 10

月 15 日同意撥用土地予本府消防局，刻正辦理第 1 期土地價金給付作業，預計 108

年底完成土地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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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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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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請研議改善本市消防人力不足及提升裝備，以保障消防人員權益。 

 

答復內容： 

有關所詢改善本市消防人力不足及提升裝備，分項說明如下： 

一、消防人力： 

(一) 積極提列警察特考、一般警察特考配賦名額 

消防人力來源主要為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經警察特考與

一般生警察特考及格並訓練合格人員，為補充消防人力，本府消防局每年預

估未來預算缺額及自然退離人數，提報消防人力需求，積極爭取考試錄取人

員配賦，以維持本市消防戰力。 

(二) 積極爭取預算員額，逐年滾動檢討人力 

本府消防局配合消防署所訂自 108 年起「以 5 年增補 3000 人」為目標，規

劃新增預算員額，獲市府核准於 108年及 109年合計新增預算員額共 250名，

屆時預算員額可達 2,583人，為編制員額 73.8％，搭配逐年滾動檢討人力需

求，積極充實消防人力，可望改善本市消防人力不足問題，提升救災救護能

量。 

(三) 積極補充消防協勤人力 

規劃運用消防役人力，以及義勇消防人員、義消救護人員、義消防宣人員等

志工組織及民間救難團體，支援協助消防救災勤務。 

二、提升裝備： 

(一) 積極編列預算，優先採購裝備 

本府每年均積極編列預算優先採購攸關基層同仁救災安全之消防衣、空氣呼

吸器等個人消防救災裝備，現有外勤消防人員每人均配有 1套個人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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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並朝向每人配發第 2 套消防衣為目標。109 年度亦已籌編「充實及汰

換消防人員安全防護裝備」、「充實及汰換消防人員救災器材」等預算達 5,995

萬元，以保障消防人員生命安全。 

(二) 成功爭取中央補助，提升本市救災安全 

為提升本市危害性化學品災害、高科技產業、工廠火場等特殊火災現場搶救

安全及強化火災搶救及人命救助任務，本局成功爭取中央補助「建構安全化

學環境計畫」6 項裝備器材及系統電腦軟硬體設備，補助期程將自 109 年至

112年止，總經費合計 5,270萬元(中央補助 40%)。 

三、爰此，本府消防局將逐年檢討外勤消防人力並提升消防裝備，平衡救災人力並保

障消防人員權益，以共同守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承辦局（處、會）：消防局 

承辦科（組、室）：人事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鄭股長景允 

聯絡電話：(02) 89519119分機 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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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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2日 

質詢事項： 

請加速辦理第七大隊國光分隊暨中和分局國光派出所共構新建工程。 

 

答復內容： 

本府消防局「國光分隊暨警察局國光派出所共構新建工程案」於 107年 10月 17日

開工，目前已完成建築結構體，預計 109年 7月 7日竣工，廠商目前工程施作進度

超前，本府消防局將持續督促廠商趲趕工進以期能提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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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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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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請加速辦理第七大隊中和分隊原地改建案。 

 

答復內容： 

本府消防局第七大隊中和中隊暨分隊新建工程，於 108年 11月 19日開工，預計完工

日期為 109 年 7 月 11 日，預計進度：46.706%，實際進度：51.074%，施工進度超前

4.368%，現已責成承商加緊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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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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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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請加速辦理中原派出所興建案。 

 

答復內容： 

一、 大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市地重劃預計於 109年底捐贈機關用地予本

府，本府警察局將協調財政局將該筆用地指定作為警察局中和分局中原派出所

辦公廳舍興建用地。 

二、 本府警察局除協調大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加速辦理捐贈作業外，會儘速辦

理後續規劃事宜。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後勤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賴股長義芳 

聯絡電話：(02)80725454 分機 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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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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2日 

質詢事項： 

請積極檢討並利用閒置空間加速增設中和地區公立幼兒園(班)及非營利幼兒園與招

生員額。 

 

答復內容： 

一、 本府教育局依據「新北市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餘裕教室活化實施要點」於每年

10月 15日前全面進行校園餘裕教室空間盤點作業，並於年底前分析彙整完整資

料，提供予次年度有空間需求之單位參考，以符應政策推動需求。 

二、 目前根據分析彙整可活化運用之教室空間評估區域供需量，本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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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中和區近 3年增班情形為：106學年度增設 8班(招收 212

人)，107學年度增設 11班(招收 302人)，108學年度增設 1班(招收 30人)，爰

近 3年增加計 20班，增加招收 544人。 

三、 未來有關中和區整體規劃增設幼兒園案，本府教育局將盤整閒置空間向中央爭取

新建公共化幼兒園經費，並積極利用學校餘裕空間及公益捐贈空間增設公共化幼

兒園，已符合本市市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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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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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請積極檢討並利用閒置空間加速增設中和地區公共托老中心，以符合地區實際需要。 

 

答復內容： 

一、 為因應人口老化趨勢，建構完善長期照顧體系，提供轄內失智、失能長者友善日

間照顧環境，並減緩照顧者負荷與壓力，本府近年積極佈建公共托老中心，截至

108年 11月 22日止本市已設置 44家公共托老中心。 

二、 本市中和區現有中和大同公共托老中心，中和區長者使用日間照顧服務需求殷

切，今(108)年本府已增設 4 處，其中 1 處位於永和區可供中和地區失能及失智

長輩鄰近收托，未來市府亦持續評估運用公益回饋空間或活化公有餘裕場地增

設，另積極輔導民間團體以私公協力之方式設置公共托老中心，以滿足中和區長

者照顧需求。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老人福利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逢明職稱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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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建議中和區自強游泳池增建多功能集會所(里民休閒、運動中心)、地下室停車場。 

 

答復內容： 

一、 原中和區自強游泳池已拆除闢建佳和公園，並經交通部公路總局 107 年 6 月 20

日核定納入前瞻計畫，補助新臺幣 4億 3千多萬元興建地下停車場，且需配合中

央政府之預算期程執行完畢。 

二、 另為符合該基地使用分區之規定，停車場地上層多目標納入規劃公共托育中心、

幼兒園及健身中心，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刻正辦理招標作業中，預計於 108年

11月 26日開標，110年 12月底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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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請研議重新規劃中和區納骨塔空間或於原址旁增建二館。 

 

答復內容： 

本府刻正針對現有中和納骨堂基地，辦理興建二館之可行性評估，預計今（108）年

底前完成。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殯葬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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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妥善處理中和地區流浪犬橫行問題。 

 

答復內容： 

一、 108 年 1 月至 10 月有關中和區通報捕捉問題犬隻案件，動保處已捕捉 81 隻入

所。 

二、 相關通報案件動保處皆持續入案辦理，自 6月起已將圓通路段列重點處理路段，

截至 10月底已巡查 46次、63人次，而因 367巷 60號旁涼亭處常有民眾丟棄廚

餘、可食性垃圾，故造成犬隻因食源而從山區內出沒聚集，動保處除每週不定期

派員巡查處理並協助環保局清除可食性垃圾，且已架設 2只誘捕籠進行誘捕，並

採購移動式監視器，後續將設置及加強巡查圍捕頻度，若查獲任意餵食者，則提

供相關事證函請環保局依法告發，並協請中和區公所及里長加強宣導，藉以有效

控制食物來源，減少犬隻因食源而出沒聚集。 

 

 

 

 

 

承辦局（處、會）：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 

承辦科 (組、室)：動物管制組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周技正佑軒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分機 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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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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協助媒合福和傳統市場攤商進入零售市場建物內營業，並改善所造成之環境衛生及

通行問題。 

 

答復內容： 

一、本市中和區福和市場為既有且長期存在之集合攤販，本府經發局市場處已依「新

北市攤販整頓計畫」持續要求限縮設攤面積排列整齊，營業環境保持清潔，以確

保用路人權利及提升社區整體生活品質，並將於近期辦理會勘。 

二、另本府經發局市場處亦持續勸導既有攤商進入民有零售市場內營業，如有意願之

攤商將協助媒合，並與市場所有權人聯繫，藉以改善周邊交通面、環境面之問題。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市場處攤販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員恆瑋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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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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中和區民享街 36巷至 86巷淹水改善工程辦理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 本案本市中和區公所已規劃於民有、民治街新設連通箱涵或涵管設施，截流原水

量匯流集中於民享街一帶問題，期有效降低短時間強降雨可能造成的淹水風險，

針對本計畫區公所已於 108 年 10 月 8 日邀集各議員及當地里辦公處等召開地方

說明會，目前辦理設計中，預計於 108年 12月辦理公開招標事宜。 

二、 本府水利局評估計畫於民享街上游設置滯洪截流設施，已提報爭取內政部營建署

前瞻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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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請儘速協助完成中和區中山路二段及安和路人行道整修改善。 

 

答復內容： 

一、 有關本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人行道改善一節，本府養護工程處後續將邀集各相

關單位研議改善，以解決人行通行安全問題。 

二、 另安和路部分，本市中和區公所已於 108年 5月 22日邀集相關單位會勘，後續

由該所納入明(109)年度辦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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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2日 

質詢事項： 

請研議中和區華新街(南洋料理美食街)交通疏導管制或開放停車空間等措施。 

 

答復內容： 

一、 查中和區華新街「華新站」既有 242、249、670 及新巴士 F512 副行經，行駛動

線行經傳統市場、華夏科技大學，倘取消行經該路段將增加步行距離恐影響民眾

搭乘意願，故仍建議維持既有行駛動線。倘該路段於例假日或特定日期舉辦活動

時，本府交通局將通知公車業者配合活動調整行駛動線，以維活動順利進行及人

車安全。 

二、 另開放停車空間部分，經查該街路側設施帶僅規劃機車停車位，提供民眾機車停

用，由於街路寬僅 8公尺，該路側有興南國小學區及傳統市集，巷道空間狹窄，

目前全線劃置禁止臨停紅線，尚不宜規劃停車位以免影響人車通行與消防救災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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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2日 

質詢事項： 

請研議開闢南勢角隧道或中和第二交流道，以解決交通堵塞問題。 

 

答復內容： 

有關增闢南勢角隧道或中和第二交流道綜整說明如下： 

一、 增闢南勢角隧道方案：經評估以隧道方式穿越圓通寺山下銜接興南路，將使興南

路車流增加 32%至 84%，南勢角地區整體車流更易壅塞；另評估由興南路銜接員

山路及圓通路 2 方案開闢環山聯絡道直達國道 3 號或通往板橋及土城等地區，

因行經地形縱坡均大於 12%，且連續坡段過長，工程礙難克服，可行性低。 

二、 增設中和第二交流道：規劃國道 3號於中和區內增設第二交流道，因距前後中和

交流道與安坑交流道均小於 2公里，不符合「高速公路增設及改善交流道設置原

則」交流道間距應至少大於 2公里規定，且中和區內國道 3號沿線連絡道路目前

均為雙向 2車道，亦不符合設置原則連絡道路車道配置至少為雙向 4車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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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錦錠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請增闢捷運萬大線莒光站直通民德路第二出口。 

 

答復內容： 

一、 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莒光站設於金城機廠支線，為地下車站，坐落在近莒光路

南側新闢 20公尺寬道路下方，並設有 2處出入口。 

二、 有關出入口向外延伸至民德路之建議，經初步評估需穿越私有土地，且設置地下

通道路徑較長，約 250公尺，需符合消防逃生需求，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每 60

公尺需設置通達地面之直通樓梯口，爰目前仍建議於捷運通車前完善周邊人行道

系統，以方便民眾到達車站搭乘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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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電話：(02)22852086 分機 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