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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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數 

1 羅議員文崇 108/10/23 

請市府協助解決各市民活動中心、

里辦公處，卡拉 ok灌錄歌曲所遇

困難及補助後續灌錄新歌版權費問

題。 

民政局 2 

2 羅議員文崇 108/10/23 

建議款取消補助活動後，有些好的

活動應該繼續在地方上辦理，應有

彈性調整讓各行政區好的活動能延

續下去。 

民政局 3 

3 羅議員文崇 108/10/23 

請市府協助解決各社區關懷據點及

銀髮俱樂部，卡拉 ok灌錄歌曲所

遇困難及補助後續灌錄新歌版權費

問題。 

社會局 4 

4 羅議員文崇 108/10/23 

建議市府爭取新北境內軍備局營區

土地辦理都計變更，俾利後續本市

規劃公共設施供市民使用。 

城鄉局 5 

5 羅議員文崇 108/10/23 爭取增加學校志工經費。 教育局 6 

6 
李議員倩萍、 

羅議員文崇 
108/10/25 

有關動保團體涉及相同犬隻照片重

複請領絕育補助一事，請市府：

一、徹查重複請領犬貓 TNVR絕育

補助。 

二、追回不當得利。 

三、檢討申請及審核稽查流程，以

杜絕弊端。 

政風處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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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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議員文崇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協助解決各市民活動中心、里辦公處，卡拉 ok灌錄歌曲所遇困難及補助後續

灌錄新歌版權費問題。 

 

答復內容： 

一、 卡拉 OK歌曲版權可分為公開演出權及重製灌錄權，茲分述如下: 

(一) 公開演出權部分，已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智財局）協商完成每

年每台 2,573元（含稅），自 109年度起本市區公所經管之電腦伴唱機公

開演出費用，將由所轄區公所編列預算支應。 

(二) 重製灌錄權部分，本府民政局 108年 4月 24日函轉智財局歌曲版權說明

至各區公所，請其注意歌曲版權合法問題，智財局亦刻正協調相關業者爭

議，並告知活動中心及里辦公處之電腦伴唱機非屬營利行為，切勿動輒訴

訟，引起民怨。 

二、 本府民政局於 108年 10月 4日函請各區公所，於經管之擁有合法版權電腦伴

唱機，在明顯且適當位置貼製「機台已擁有合法授權，請安心使用，並請勿私

自灌錄歌曲，避免受罰」字樣，讓市民安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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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款取消補助活動後，有些好的活動應該繼續在地方上辦理，應有彈性調整讓各

行政區好的活動能延續下去。 

 

答復內容： 

如為本市各區公所辦理行之有年、已形成地方文化特色之大型活動，或具有創意、

創新等亮點，且可行銷在地美食特產及觀光景點之活動，及配合政府公共政策之宣

導活動，經民眾反映有延續辦理之需要，本府將請各區公所延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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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議員文崇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協助解決各社區關懷據點及銀髮俱樂部，卡拉 ok 灌錄歌曲所遇困難及補助後

續灌錄新歌版權費問題。 

 

答復內容： 

一、 為鼓勵長者走出家門，達到在地健康老化、延緩老化及預防失能之目的，結合

里辦公處、民間單位資源及志願服務人力，於社區內設置銀髮俱樂部及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讓長者就近前往、參與活動休閒場所。 

二、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現有補助業務費可支應版權費用，惟銀髮俱樂部目前僅補助

開辦費用購置設備，未來將研擬銀髮俱樂部相關補助措施，以協助因應後續版

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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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議員文崇 質詢日期 108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爭取新北境內軍備局營區土地辦理都計變更，俾利後續本市規劃公共設施

供市民使用。 

 

答復內容： 

國防部軍備局前於 107年 10月 1日提供閒置營區土地清冊，請本府辦理變更都市

計畫，以納入營改基金處分，本案尚在先期規劃階段，由本府城鄉發展局作為溝通

平台窗口，至今召開 4次工作會議，後續預計將於 108年 12月底與國防部軍備局

簽訂合作協議書，俾利本府辦理招標事宜，另將持續與軍備局召開工作會議協商相

關事宜。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都市計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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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5日 

質詢事項： 

爭取增加學校志工經費。 

 

 

答復內容： 

有關羅文崇議員關心爭取增加學校志工經費部分，本府教育局說明如下： 

一、有關編列學校志工活動經費部分，原 108年編列學校志工志願服務經費，僅提

供學校之保險與教育訓練或設備等補助經費，今年為提升學校志工志願服務能

量及凝聚其士氣，爰自 109年編列本市學校志工經費，補助各校志工所需總經

費為新臺幣 1,295萬元整。依學校規模以每校 12班為級距，本市共分為 9個級

距，其中每增加 1個級距，增加補助 1萬元為原則，作為補助學校辦理志工教

育訓練活動、保險、誤餐費及交通費等。 

二、有關增加學校志工經費案，教育局將俟本屆議會通過本項經費，自 109年開始

實施，並在本項實施後 1年再檢討與滾動修正，期建立可長可久的補助方案。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組、室）：特殊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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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倩萍、羅議員文崇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5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有關動保團體涉及相同犬隻照片重複請領絕育補助一事，請市府： 

一、 徹查重複請領犬貓 TNVR絕育補助。 

二、 追回不當得利。 

三、 檢討申請及審核稽查流程，以杜絕弊端。 

 

答復內容： 

一、 經本府清查 105-108年動保團體向本府動物保護防疫處(下稱動保處)犬貓絕育

補助申請案件及 107-108年度流浪動物 TNVR工作計畫開口契約採購案（採購

案係自 107年開始辦理），發現確有數量達三成以上以相同犬(貓)隻照片重複

請領之涉嫌不法情事，業經本府責由政風處於 108年 11月 5日函請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依法偵辦。 

二、 本案已移請檢方偵辦中，本府持續與檢方保持密切聯繫，並將視司法調查確認

後由動保處據以追回不法所得。 

三、 經研析，現行審核機制採人工比對方式未臻嚴謹，其結果不僅使部分團體以不

法手段重複請領補助，勢必將排擠其他協會團體之正常申請案件。對此，動保

處業針對本案缺失提出相關精進措施如下： 

（一） 研議於 109年度將原 TNVR(Trap誘捕、Neuter絕育、Vaccination疫苗施

打、Return回置)標案中之絕育部分獨立為不同標案：動保團體或個人負

責誘捕及回置，動物則需帶至得標之動物醫院進行絕育手術。 

（二） 針對動物拍攝方式及角度，制定標準規範：動物全身含頭、尾均需入鏡，

照片不可模糊難以分辨，另剪耳標準規範提供申請團體依循，違反者該件

即以剔除。  

（三） 建置防弊軟體：委請廠商設計防弊軟體，所有申請案之核銷照片需透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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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進行比對，比對出相似照片，即剔除不予核銷，退回團體或申請人提出

說明。  

（四） 建立查核機制，至醫院端查驗相關手術紀錄及文件資料。 

（五） 訂定本府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流浪犬貓絕育、流浪動物 TNVR工作計畫開口

合約驗收標準作業流程。 

四、 另本案動保處人員未盡審核之責，涉有違失部分，業經農業局追究相關人員行

政責任。 

 

 

 

 

 

 

 

 

 

 

 

 

 

 

 

 

 

 

承辦局（處、會）：政風處 

承辦科（組、室）：第三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陳信碩專員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7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