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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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108/10/24 
請市府全面清查學校招聘不適任教

師情形。 
教育局 2 

2 彭議員佳芸 108/10/24 

新北大都會公園再進化相關建議： 

一、請評估設置共融性溜滑梯樂

園，打造可移動式設施可行性。 

二、建議配合活動招商在地攤商進

駐，以促進在地經濟。 

水利局 3 

3 彭議員佳芸 108/10/24 規劃蘆洲大型醫院可行性為何？ 衛生局 4 

4 彭議員佳芸 108/10/24 
建請市府加強取締改裝車及噪音車

輛。 
環保局 5 

5 彭議員佳芸 108/10/24 三重慈福派出所重建進度為何? 警察局 6 

6 彭議員佳芸 108/10/24 
三重碧華國中舊址轉作長照社福園

區進度為何？ 
衛生局 7 

7 彭議員佳芸 108/10/24 
規劃三重第二棟急重症大樓可行性

為何？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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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全面清查學校招聘不適任教師情形。 

 

答復內容：  

一、 依據「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第 7條規定略以：「各級

學校、機構於聘任第二條規定之人員時，應確實至全國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查

詢系統查詢有無解聘、停聘、不續聘、退休、資遣或免職之情事。」 

二、 本市各級學校倘有不適任教師符合停聘、解聘、不續聘情事，經本府教育局核

定後依據上開規定至全國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查詢系統進行通報，並函文教育

部協助登載；本府教育局每年亦定期請各級公私立學校於 1、3、6、7、9月提

報該校教育人員名單（包含代理、代課教師及各類教學支援人員等），由本府教

育局彙整後函報教育部轉法務部查詢，而針對社團人員及師資部分，依據「新

北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社團實施要點」第 6點第 2項規定，亦可至該通報

系統查詢是否曾於學校涉有不適任之情事。 

三、 另本市每年甄選之新進正式教師及各校臨時聘用之新進人員，則依「性侵害犯

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第 14條及第 15條規定，由各校統一將聘

任人員造冊函送本府教育局，本府教育局再轉請本府警察局協助查核，以有效

杜絕不適任教育人員再任情事發生，維護本市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國小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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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新北大都會公園再進化相關建議： 

一、請評估設置共融性溜滑梯樂園，打造可移動式設施可行性。 

二、建議配合活動招商在地攤商進駐，以促進在地經濟。 

答復內容： 

一、 評估設置共融性溜滑梯樂園，打造可移動式設施可行性，說明如下: 

(一)新北大都會公園已陸續完成幸運草地景溜滑梯、滑草場等設施，另 109年可完

成大都會溜滑梯樂園，完成後該區計有 25道溜滑梯，74項遊具，均屬兒童喜

愛的戶外遊樂設施，本府水利局為增加民眾於河濱公園遊憩之便利性，將園區

內各遊憩節點串聯，營造為新北大都會歡樂遊樂園，園區小火車已於 108年 11

月 2日正式營運，將使大都會公園再進化打造更友善的遊憩空間。 

(二)另打造可移動式遊具，例如旋轉木馬等，因考量涉及防洪、撤離、自行車及人

行動線、空間配置、透水鋪面及景觀等公共空間之安全與遊憩品質維持，以及

後續市場需求等因素，評估於特定節慶活動內引進相關類型遊具設施方式，以

更豐富樂園之新奇趣味性，讓民眾有不同的驚奇體驗。 

二、 新北大都會公園地景溜滑梯配合活動招商在地攤商進駐一事，說明如下: 

(一)本府水利局於大都會公園舉辦活動時，皆有邀請餐車業者參與，如今年 8月瀑

布滑草場啟用活動現場即有配置餐車，後續於大都會公園辦理活動時亦會將餐

車納入活動現場規劃。 

(二)後續配合「108年度新北大都會公園溜滑梯主題樂園工程」辦理行動餐車招租

事宜，以提供餐飲等相關服務。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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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8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加強取締改裝車及噪音車輛。 

 

答復內容： 

為維護生活環境品質，還給市民安寧的睡眠空間，本府對於改裝車及噪音車輛管制方

式說明如下： 

一、 現行執行重點： 

(一)不定點夜間攔查：不定期與警察局及監理機關執行夜間攔查，針對晚上 10點

至隔日早上 6點前車輛有無使用未經噪音審驗或檢驗合格排氣管。 

(二)導入科技執法：改裝噪音車經檢舉通知檢驗合格後，建檔於資料庫，列管車輛

經辨識系統比對有變更情況，即行告發。 

(三)輔導及宣導並行：源頭推動非原廠排氣管廠商取得認證計 9家、26款、75支

排氣管，並於民眾陳情熱區周邊職校或大專院校辦理宣導。 

二、 執行現況：108年 5月 1日起，於板橋、中和、三重、新莊重點熱區設有固定

式車牌辨識系統，截至 10月份經辨識列管車輛計 2,365輛，其中經通知檢測合

格又改回高噪音管之車輛計 303輛，將依行為罰逕行裁處。 

三、 後續精進做法：強化科技執法，預定年底上線導入主動偵測，於車牌辨識系統

上安裝噪音計，執行噪音偵測照相系統，通知有噪音污染車輛限期檢測，檢測

不合格將開罰並限期複驗，檢測合格車輛則納入科技執法列管名單，造冊列管

杜絕再犯。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空氣品質維護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邱科長庭緯 

聯絡電話：(02) 29532111分機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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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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三重慈福派出所重建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有關能否將慈福派出所新建廳舍設置於碧華國中園區內，或是在周遭尋覓適當地點

興建，本府將會做完整評估後儘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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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規劃蘆洲大型醫院可行性為何？ 

 

答復內容： 

一、 蘆洲區屬臺北醫療區域之西北區次區域（含蘆洲區、三重區、八里區、五股區、

林口區及泰山區），截至 108年 6月該次區域之總人口數 90萬 4,860人，依該

次區域之急性一般病床許可數計 986床，平均每萬人口急性一般病床數為 10.9

床，低於醫療網規劃每萬人口 35床之目標，醫療資源明顯不足，爰該地區確實

有增加醫療資源之必要。 

二、 本府規劃籌設病床數約 500床之綜合醫院，目前正辦理變更蘆洲都市計畫案階

段；又依未來我國人口推估資料，我國總人口將於 109至 116年間達最高峰後

轉為負成長，預估我國於 115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未來高齡及少子化情形將

日趨嚴重，應併同長照體系規劃作連結，以社區為導向，以「醫養合一」及「醫

療保健長照鏈結」之整合型健康照護方式，提供民眾完善之醫療照護，以符合

未來趨勢。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醫事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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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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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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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案採興建營運移轉(BOT)辦理，將先委託專業技術服務廠商進行可行性評估及

先期規劃，目前辦理採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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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規劃三重第二棟急重症大樓可行性為何？ 

 

答復內容： 

為提升新北市居民就醫可近性及落實全人健康照護，對於本市整體醫療資源的擴建，

本府一直朝此目標策進，為使三重地區民眾獲得更周全之醫療服務，對於聯醫三重院

區之持續擴建及開床是本府衛生局主要推動與發展願景及目標，現除持續進行醫院床

位整修與開床事宜外，亦針對三重衛生所另覓搬遷用地，以爭取聯合醫院擴建空間，

達到對三重地區民眾醫療服務量能提升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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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