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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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威元 108/10/31 

三蘆地區學校夜間開放時間應配合附近居

民晨運或上班族下班時間，並配合智慧管

理方式來維護校園安全。 

教育局 2 

2 王議員威元 108/10/31 
請市府加強活化公有市場及研擬退場機

制。 
經發局 3 

3 王議員威元 108/10/31 

市府推動房屋健檢 3005案，其中 106案建

議應立即辦理結構修復，請市府逐案追蹤

或鼓勵都更。 

工務局 4 

4 王議員威元 108/10/31 建請市府研擬海砂屋重建自治條例。 工務局 5 

5 王議員威元 108/10/31 請市府研議防災自治條例期限延長。 城鄉局 6 

6 王議員威元 108/10/31 
三重碧華國中舊址轉作長照社福園區規劃

情形為何？ 
衛生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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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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威元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三蘆地區學校夜間開放時間應配合附近居民晨運或上班族下班時間，並配合智慧管理

方式來維護校園安全。 

答復內容：  

一、 本市學校場地開放原則如下： 

(一) 本市學校校園在不影響學校正常校務運作、教學、相關活動之進行及校園安全

管理原則下，應積極開放學校各項場地，本市授權學校以學生學習使用為優先

原則，並考量校園安全因素訂定各校適合免費開放時間及場地。 

(二) 學校因施工、重大教學活動或其他特殊情形，校園場地開放確實有困難者，得

暫停開放，並應於暫停止開放日前於學校網站及門首公告周知。 

二、 本市學校校園場地開放時間依據各校學生上、放學及課程安排，大致可分為 3

部分： 

(一) 清晨時段：約為上午 5時至 7時，使用族群多為年長者。 

(二) 課後時段：約為下午 5時至 9時，使用族群多為學生、成人。 

(三) 假日時段：約為上午 5時至下午 6時，使用族群含上開對象。 

(四) 另各校亦依夏季及冬季時令不同，微調校園場地開放時間，俾符民眾活動需求。 

三、 本府教育局已請各校於有限經費及時數規範下，考量實際需求性、開放安全性、

人力安排及校園管理等因素分配校園場地開放時間，同時透過硬體設置，協助

學校區隔校內開放區及教學區，俾利校園場地資源有效利用與共享，並維護師

生安全。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體育及衛生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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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威元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0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加強活化公有市場及研擬退場機制。 

 

答復內容： 

一、為提升市場競爭力、翻轉新型態，本府市場處逐年進行市場硬體及軟體改善，打

造品牌市場、導入智慧服務及主題行銷，並透過市場精進計畫持續滾動修正，以

求精進。其中 108年打造品牌特色市場如下： 

(一)淡水中正美食廣場：已完成整體氛圍營造及攤位改造。 

(二)汐止金龍市場：已完成市場地坪更新及打造專屬網路市集。 

二、另本府市場處持續就各市場發展狀況、未來性、地方特色、周邊消費機能及居民

使用需求進行綜合性評估。倘經檢討不再具市場使用需求，即進行退場再利用之

程序，以強化公有土地使用效率。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市場處市場經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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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威元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市府推動房屋健檢 3005 案，其中 106 案建議應立即辦理結構修復，請市府逐案追蹤

或鼓勵都更。 

 

答復內容： 

一、本府工務局自 105 年 2 月 16 日起推行老屋健檢作業(既有建築物初勘)，目前仍

持續辦理，截至 108年 10月 30日共受理 3,014案，已消除許多市民對居住安全

的疑慮。 

二、經初勘建議屬第 3類「應立即修復補強」案件(106案)，本府工務局已全數告知

相關重建及補強資訊，並造冊函請本府都更處進行整建維護及都更重建輔導作

業；後續持續結合中央危老重建政策，協助輔導辦理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

估，以確認建物結構狀況需進一步辦理階段性補強或危老重建事宜。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使用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股長宗龍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93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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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威元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研擬海砂屋重建自治條例。 

 

答復內容： 

有關貴席建議事項，本府刻正研擬將現行「新北市政府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處

理及鑑定實施要點」提昇位階為「新北市政府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

治條例」（草案），續將預告草案以廣徵各界意見。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建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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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威元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研議防災自治條例期限延長。 

 

答復內容： 

一、 有關研議「新北市推動都市計畫內防災建築再生自治條例」期限延長一事，本

府考量新北市境內尚有多處有危險之虞建築物，為順應民意且民眾的重建意願

尚需時間進行整合，故在既有的政策基礎上以訂定「新北市政府處理防災型建

築加速改善要點」(行政規則)接軌處理，並於 108年 11月 5日公告。本府以訂

定行政規則方式延長防災政策，係考量中央函告防災自治條例容積獎勵無效，

倘若以修訂自治規則仍有獎勵無效之疑慮，故透過訂定行政規則，明定適用本

要點之案件，需循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個案調整基準容積，亦可達到同樣效果，

並加以延續本府防災都更政策，持續協助本市境內危險建築物重建或整建維護。 

二、 本要點自 109年 3月 23日起銜接實施 3年，其執行方式，與防災自治條例相同，

新建部分以透過都市計畫變更方式直接核予容積，最高上限為法定容積 1.5 倍

或 1.5 倍原建築容積，並配合鬆綁相關開發法令，另可申請租金補助、稅捐補

貼；整建維護部分則補助建築物整維費用。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都市更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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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威元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三重碧華國中舊址轉作長照社福園區規劃情形為何？  

 

答復內容： 

一、 本案配合碧華國中遷校後，規劃長照單位及多目標複合使用，目前本案基地為

學校用地，需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後，符合都市計畫相關法規及未來使用用途。 

二、 銀新未來城為跨世代生活宅，目前規劃該納入銀髮產業、購物商場、運動相關

設施、共融公園及停車場，另提供日間照顧中心、住宿型長照機構等支持高齡

者在地安養設施為主；且規劃只租不售之跨世代住宅、喘息住宿服務且符合通

用設計之原則等，而整體空間規畫設計原則，係為提供高齡者社會參與空間，

形成得以自給自足之銀髮產業聚落，提供未來不同世代交流、互動之介面，並

成為本市及全國醫動養之典範。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高齡及長期照顧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員雅涵 

聯絡電話：(02)22577155分機 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