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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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議員美芳 108/10/31 
請市府補助板橋區新北銀髮俱樂部辦理共

餐活動。 
社會局 2 

2 劉議員美芳 108/10/31 
請市府協助國中小(1-8年級)全面加裝冷

氣。 
教育局 3 

3 劉議員美芳 108/10/31 請市府提升育兒津貼。 教育局 4 

4 劉議員美芳 108/10/31 請市府提升生育補助。 民政局 5 

5 劉議員美芳 108/10/31 

為強化友善人行道建議：一、請市府 2 個

月內全面清查主要幹道人行道障礙物

(例：電箱、電桿、樹木..)情形。二、待

全面清查後，請市府研擬移除及調整人行

道障礙物改善計畫。 

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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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議員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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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補助板橋區新北銀髮俱樂部辦理共餐活動。 

 

答復內容： 

一、 新北市以「自發、自主、自費」為原則推動老人共餐運動，迄今已 8 年，具提

供長輩陪伴、互助及關懷之效益。為鼓勵推動成效良好之共餐點，持續推動共

餐運動，已訂定老人共餐獎勵機制。 

二、 老人共餐獎勵機制為鼓勵推動成效良好之共餐點，對於每周共餐達 3 次以上或

一年共餐次數達 156 次以上，每次至少 15 人以上長輩參與，已於 108 年 10 月

4 日結合民間資源予以表揚 100 處績優老人共餐點並給予獎勵金每年 5,000

元，鼓勵繼續推動老人共餐運動，另 109 年放寬獎勵條件，將每週共餐達 2 次

以上納入獎勵對象。 

三、 為結合民間單位資源、里辦公處及志願服務人力，提供實際居住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服務，透過在地化之社區照顧，來維護其生活安全及身心健康。讓

長者繼續留在社區生活，進而提昇其生活品質，本府針對服務量能績優老人共

餐單位，輔導升級為銀髮俱樂部 2.0(即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以上，可補助開辦

費、業務費及志工費等經費，補助經費由 22萬至 160萬 9,000元不等，且可運

用業務費支應共餐所須食材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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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定期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劉議員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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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協助國中小（1-8年級）全面加裝冷氣。 

 

答復內容： 

一、本市「國中小各年段普通教室」數量達 1萬間以上，目前九年級已全部裝設完畢。 

二、冷氣安裝須配合電源改善，本府已規劃於 108年度、109年度進行校園電源檢測，

並於 109年度完成校園電源檢測。 

三、在學校將持續推動夏日高溫多元降溫方案：以斜屋頂、遮陽板、綠屋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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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輔助降

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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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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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謝糧蔚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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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議員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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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提升育兒津貼。 

 

答復內容：  

一、 依據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發放二至四歲幼兒育兒津貼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第 3 點規定，生理年齡滿 2 歲至當學年度 9 月 1 日前未滿 5 歲之我國籍幼

兒，父母雙方或監護人最近年度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綜合所得稅稅率均未達

20%，幼兒父、母或監護人未正在領取照顧該名幼兒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且未

就讀於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特教學

校或準公共幼兒園期間，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者（同時符合上述要件），得請

領 2至 4歲幼兒育兒津貼（以下簡稱本津貼）。本津貼補助幼兒每人每月補助新

臺幣（以下同）2,500元，幼兒為第三名以上子女者，每人每月增加補助 1,000

元。 

二、 本府教育局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補助本津貼，截至 108 年 9 月份約 7 萬 2,759

名幼兒受惠，每月津貼發放金額共計約 1.9億元。 

三、 本府教育局依據本要點規定辦理本津貼申請及核發，受限中央規定，除地方政

府對既有補助應訂定落日期限以為緩衝外，縣（市）政府（含鄉、鎮、市、區）

自 108年 1月 1日起，再新增或加碼補助或津貼者，將扣減中央對直轄市、縣(市)

之相關教育經費補助比率，爰本市尚難自訂加碼補助，將於相關會議持續建議

中央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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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議員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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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提升生育補助。 

 

答復內容：  

一、 為鼓勵本市市民生育意願，提升生育率，減緩少子化現象，本市提供多項友善

生育政策及福利措施，詳細說明如下： 

(一) 民政局：發放新北市婦女生育獎勵金，凡新生兒父母一方設籍並實際居住

本市 10 個月以上，且新生兒於本市辦妥出生登記，發放生育獎勵金 1 胎 2

萬元。 

(二) 社會局： 

1、 育有未滿 2 歲兒童育兒津貼：設籍本市之 2 足歲以下兒童，父母最近 1

年綜合所得稅率未達 20%，每名兒童每月補助 2,500元。 

2、 0至 2歲兒童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補助：一般家庭幼兒送托公共托育中心

或公共社區家園照顧者，每月補助 3,000 元；送托準公共化機制簽約之

私立托嬰中心或居家托育人員照顧者，每月補助 6,000元。 

3、 好孕專車產檢車資補貼：市民分娩前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發給好孕專

車乘車券，持乘車券搭乘指定車隊往返產檢醫療院所，每趟次補貼最高

200元，至多得補貼 20趟次。 

(三) 教育局： 

1、 2至 4歲育兒津貼：育有 2至 4歲幼兒且未就讀公立、非營利或準公共化

幼兒園，家戶綜合所得稅未達 20%，未同時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每

月核發育兒津貼 2,500元，第 3名以上子女再加發 1,000元。 

2、 5歲幼兒免學費補助：一般家庭幼兒就讀公立幼兒園免學費；就讀私立幼

兒園者，每名幼兒每學期最高補助學費 1萬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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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城鄉發展局： 

1、 捷運青年住宅租金補貼：為減輕在本市租屋之青年居住負擔，單身或新

婚或育有未滿 7歲子女者(含胎兒)，每月補貼租金 2,400元，為期 12個

月。 

2、 協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為協助 20 歲以上 40 歲以下單身青

年、2年內新婚家庭及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減輕居住負擔，每月補貼單身

青年 3,200元，新婚及育兒家庭 4,000元，為期 12個月。 

3、 社會住宅：承租本市社會住宅具備優先戶資格（包含育有未成年子女 3

人以上）之申請人，租金享有市價 64 折優惠（一般戶為 8 折），可減輕

家庭養育子女經濟負擔。 

(五) 衛生局：提供婚後孕前健康檢查，夫妻任一方設籍本市尚未懷第一胎之夫

妻雙方，只需負擔門診掛號費及診察費，即可至本市各區衛生所或合約醫

療院所接受免費婚後孕前健康檢查。 

(六) 交通局：發放新北兒童卡，本市 6至 12歲兒童持卡搭乘臺北捷運、高雄捷

運、機場捷運及淡海輕軌分別可享 4折、4.25折、5折及 4折票價優惠。 

二、 本市出生數持續位居六都之冠，而近 3 年來六都出生率皆呈現下降趨勢，僅桃

園市每胎 3 萬元生育獎勵政策吸引人口遷入，於六都中出生率呈現下降幅度較

小，但近 3 年來全國生育率仍呈現下降趨勢，故採加碼補助尚與提升生育率無

正相關。本府將持續打造願生、能養的友善育兒環境，研擬更貼近市民需求的

友善生育政策，藉此減輕家庭養育子女負擔，讓新北市成為最適合養育孩童的

城市，也呼籲中央整合內政、衛福、教育、財政、交通及勞動等部會機關，運

用全國之多元政策措施，完備友善生養育兒環境及相關配套政策，以期減緩少

子化趨勢。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戶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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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議員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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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強化友善人行道建議： 

一、請市府 2 個月內全面清查主要幹道人行道障礙物(例：電箱、電桿、樹木…)      

情形。 

二、待全面清查後，請市府研擬移除及調整人行道障礙物改善計畫。 

 

答復內容： 

本府將於 108年 12月 31日前清查本市主要幹道人行道障礙物造成淨寬不足情形，並 

俟清查完畢後研擬相關之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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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