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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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俊哲 108/10/28 

新北環狀線板橋區降噪工程改善情

形?請市府研擬增加輕材質隔音罩

可行性。 

捷運局 2 

2 黃議員俊哲 108/10/28 

一、請市府加強推廣照服員數位學

習平台。 

二、民眾反應申請長照居家服務流

程冗長，請市府檢討改善。 

三、請市府了解坊間公司成立長照

媒合平台之合法性。 

衛生局 3-4 

3 黃議員俊哲 108/10/28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重建

(1)規劃期程(2)衛生局及衛生所搬

遷進度為何? 

衛生局 5 

4 黃議員俊哲 108/10/28 

有關板橋龍安段 110-5用地遭台藝

大違法佔用一事，請市府與中央協

調溝通土地變更可行性。 

城鄉局 6 

5 黃議員俊哲 108/10/28 
請市府加強板橋區人行道變電箱美

化。 
經發局 7 

6 黃議員俊哲 108/10/28 
請市府加速板橋區天橋及地下道存

廢問題。 
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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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俊哲 質詢日期 108年 10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新北環狀線板橋區降噪工程改善情形?請市府研擬增加輕材質隔音罩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 目前捷運新北環狀線電聯車行經板橋區路段，噪音改善方式及成果說明如下： 

(一) 持續監測車輪真圓度，有失圓情形者，進行切削整圓，使電聯車行駛時，

車輪與軌道之接觸面維持最佳曲線。 

(二) 108年 10月底再次完成全線軌道拋光作業，以降低行駛時車輪與軌道間之

摩擦。 

(三) 將目前隔音牆型式效能提升，加裝吸音板與增加貼設吸音材之範圍於隔音

牆上方、軌道區及橋梁護欄，以增加噪音傳遞遮蔽範圍。 

(四) 轉彎幅度較大路段安裝軌道自動潤滑設備，可於電聯車經過時，自動噴灑

潤滑液，降低轉彎產生之尖銳噪音，並已於 108年 8月底完成安裝，經本

府捷運工程局於 108年 10月 24日與板橋區縣民大道及民生路社區共同進

行噪音量測，電聯車行經時，量得噪音值平均約 75分貝，較改善前量得 85

分貝，平均降低約 10分貝，且幾乎無尖銳噪音。 

二、 本府捷運工程局將持續進行噪音監測，以確保符合環保相關法令並減少噪音對

民眾之干擾，若有未達標準之情形，則會改善至符合規定為止。 

三、 另關於板橋區縣民大道路段隔音牆改為輕材質隔音罩一事，本府捷運工程局已

積極洽詢專業廠商及設計顧問公司，再次就結構可行性、更換輕量化骨材及隔

音材質等多重方式研析可行性，並將依研析結果提出評估報告予貴席。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環狀工務所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李股長文浩 

聯絡電話：(02)22852086 分機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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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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俊哲 質詢日期 108年 10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11月 20日 

質詢事項： 

一、 請市府加強推廣照服員數位學習平台。 

二、 民眾反應申請長照居家服務流程冗長，請市府檢討改善。 

三、 請市府了解坊間公司成立長照媒合平台之合法性。 

答復內容： 

一、 本市辦理照顧服務員之訓練單位共 20家，截至 10月底共辦理 57班，其中含 7

班數位專班，參加數位專班之學員共計 105人。另，非數位專班之班級，訓練

單位亦可開放完成數位學習者報名隨班附讀，協助其完成術科學習及實習考核。 

二、 自民國 107年起，衛福部實施「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制度，身心失能者經長

期照顧管理中心（以下簡稱照管中心）評估後，符合長期照顧服務請領資格之

長照需要者，將予核定長照需要等級(CMS)及長照服務給付額度，個案管理師於

額度內與家屬討論照顧計畫，依本市「長期照顧服務標準作業流程」，於 12個

工作天內完成初審、訪視評估、核定失能等級；照管中心核定失能等級後照會

A單位，A單位依據個案照顧問題，擬定照顧目標與照顧計畫，積極協調各服務

特約單位共同完成照顧計畫，並確保於 7個工作天內提供第一次服務，但若遇

特殊之個案，仍可依據實際需求狀況於合理期程內盡快提供服務。 

三、 針對現有民間照顧服務員媒合平台之運作，經查此類照服員媒合平台多以網路

預約及電話預約等方式，媒合能提供服務之照顧服務員進民眾家中或醫院提供

看護之服務。該平台僅作服務之媒合，若民眾本身單純從平台媒合照顧服務員

提供服務，非經由長照 2.0的服務流程，經過申請、評估、核定、照會等等，

實屬照顧服務之自費市場，與本府衛生局補助之長照服務有所區別。另，衛福

部於 108年 5月 3日針對長照人力媒合平台是否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之疑義函

釋，僅針對民間企業人力媒合平台，透過網站宣傳及媒合照顧服務之行為，若

有抽取一定比例之服務提供費及有服務品質保證之宣稱，可依長服法第 29條：

「非長照機構，不得為長照服務之廣告。」處以罰鍰，惟未載明媒合平台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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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長服法管理之範圍。 

四、 另本府衛生局亦將針對人力媒合平台網站是否涉及長照服務廣告進行不定期監

測及抽查，若涉及非法廣告將亦以長服法第 29條處以罰鍰。另，針對醫事專業

人員透過平台媒合提供服務，仍須符合醫事專業相關法規辦理，若有違規將依

法處置。本府衛生局將持續輔導及宣導民眾使用媒合平台時，應注意提供服務

者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以保障自身權益避免產生照顧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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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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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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俊哲 質詢日期 108年 10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重建(1)規劃期程(2)衛生局及衛生所搬遷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 板橋院區自民國 75年啟用至今，受限於現有空間，難以擴充服務量能，本府衛

生局爰規劃重建，本基地內包含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衛生局、板橋區衛生

所及新埔立體停車場空間，土地面積約 15170.58平方公尺。 

二、 本府已於 106年 8月正式成立「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醫療園區規劃專案工作

小組」，由本府衛生局重新整體評估，規劃新建一般急性病床 499床，總床數約

900床之中大型區域醫院，預估興建營運經費將達 90億元(含開辦費 20億元)。 

三、 本案刻正委託廠商辦理先期規劃技術，辦理醫院籌設、新建工程規劃、都市計

畫變更及促參可行性評估等事項： 

(一)醫院籌設計畫、新建工程計畫、都市計畫變更(含交通影響分析)之相關計畫

初稿及書圖審查撰寫：廠商業於 108年 1月提交報告，目前持續進行審查。 

(二)相關計畫及書圖正辦理成果報告審查：於 108年 6月完成都市計畫變更公開

展覽及說明會，目前進行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已於 108年 7月及 10

月進行本府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次及第 2次專案小組審查，預計於 108年 11

月進行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次專案小組審查，俟完成本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查後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三)促參可行性評估報告初稿撰寫提送審查，俟完成審查程序，預定於 109年進

行 BOT招商作業。 

(四)有關本府衛生局及衛生所搬遷，將配合市府政策，統籌規劃搬遷。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衛生企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員雅涵 

聯絡電話：(02)22577155分機 12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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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俊哲 質詢日期 108年 10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有關板橋龍安段 110-5用地遭台藝大違法佔用一事，請市府與中央協調溝通土地變更

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 經查本市板橋區龍安段 110-5地號土地（以下簡稱本案土地）係屬 91年 2月 7

日發布實施「擬定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案之商業區，係以區段徵收方

式開發，管理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現由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使用。 

二、 本府於 108年 11月 15日召開本案土地都市計畫變更研商會議，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北區分署表示建議維持原有土地使用分區（商業區），以保留土地利用彈性。 

三、 又查該土地經國產署於 108年 10月 22日函表示係屬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之安置基金財產，應辦理有償撥用，倘以目前浮洲都市計畫案未辦理區段徵

收前公告現值計算，土地撥用費用約 17.7億元，爰該土地作社會住宅，需考量

土地應有償撥用、現為商業區，需再行研議評估財務、土地及需求可行性。 

四、 另查目前浮洲通盤檢討（草案）刻正於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有關土

地使用規劃內容將於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研商，惟實際內容仍應依發布實施內

容為準。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計畫審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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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俊哲 質詢日期 108年 10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加強板橋區人行道變電箱美化。 

 

答復內容： 

本府經濟發展局前以 108 年 10 月 22 日新北經綠字第 1081967340 號函請台電公司評

估變電箱體美化並提供箱體彩繪方案，經該公司回函表示變電箱彩繪色系業經總公司

調查，簡約風格較為一般大眾所接受，並核准規劃採單一灰色調塗裝，是以，本府經

濟發展局將請其評估妥適性並請其納入地方特色元素辦理。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綠色產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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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俊哲 質詢日期 108年 10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加速板橋區天橋及地下道存廢問題。 

 

答復內容： 

一、 本府將依「新北市人行陸橋、地下道存廢標準作業程序」檢討板橋區天橋及地

下道存廢事宜。 

二、 小東門陸橋及民權陸橋刻正辦理行人平面穿越改善事宜，後續將評估試封閉之

可行性；中正陸橋刻正辦理試封閉，後續將視當地民意檢討存廢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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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