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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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偉杰 108/10/31 請市府強化新北兒童急診服務。 衛生局 2 

2 陳議員偉杰 108/10/31 
建議八里、三芝及石門區設兒童醫療站並

建置兒童醫療網。 
衛生局 3 

3 陳議員偉杰 108/10/31 
建請研議於淡海新市鎮建置淡海科技園區

可行性。 
經發局 4 

4 陳議員偉杰 108/10/31 建請研議於淡海新市鎮規劃現代化市場。 經發局 5 

5 陳議員偉杰 108/10/31 建請研議於淡海新市鎮規劃特色圖書館。 文化局 6 

6 陳議員偉杰 108/10/31 
建請於淡海新市鎮建置輕軌主題共融式公

園。 
農業局 7 

7 陳議員偉杰 108/10/31 

建議三芝八連溪、淡水公司田溪及竹圍樹

梅坑溪請市府加強整治，其周邊環境規劃

應兼顧市民休憩需求。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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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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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強化新北兒童急診服務。 

 

答復內容： 

一、 本市具 24小時兒童急診醫療服務之急救責任醫院共計六家，分別為醫療財團法

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

學興建經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佛教慈濟醫

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及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皆為重度級急

救責任醫院）以及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一般級急救責任

醫院），另本府衛生局定期調查本市急救責任醫院急重症病人 24 小時專科處置

情形，並每季公告於衛生局網站供民眾就醫參考。 

二、 為提升急診及轉診品質，本市自民國 102 年即配合衛生福利部計畫，參與「雙

北合作網絡、北桃竹合作網絡及基隆網絡」運作，本府將賡續依「提升急重症

及加護病房轉診品質計畫」作為基礎，與各網絡基地醫院包括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及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

長庚紀念醫院密切合作，運用網絡內重度級、中度級、一般級急救責任醫院緊

急醫療資源，以區域聯防概念並充分善用電子轉診平台運作，提供專屬的「綠

色通道」，提升兒童緊急醫療照護品質，並配合明（109）年土城醫院落成，未

來中大型醫院成立，將向中央爭取更多醫療資源與醫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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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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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八里、三芝及石門區設兒童醫療站並建置兒童醫療網。 

 

答復內容： 

一、 鄰近八里、三芝及石門地區目前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

念醫院(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一般急

救責任醫院)，依現行衛生福利部「提升急重症及加護病房轉診品質計畫」，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屬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主責之雙北合作網絡、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屬長庚醫療財

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主責之基隆網絡，均具有兒童急重症專科處置能力，

近年來網絡內急重症醫療及轉診照護品質已逐步優化，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醫

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尚有其

總院相關專科作為後援，加上在地基層診所及衛生所之初級照護及預防保健，

醫療照護網絡已逐漸成形。 

二、 為使兒童醫療網的建置能永續發展，市府未來將依據人力資源、人口比例、交

通時間、距離與路線等，配合中央規劃強化兒童專責醫療，發展幼兒專責醫師

制度，整合網絡內重度級、中度級、一般級急救責任醫院，以區域聯防概念提

升兒童緊急傷病患就醫可近性，持續落實在地化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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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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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請研議於淡海新市鎮建置淡海科技園區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本府經濟發展局為促進本市產業發展，創造足量產業用地，並促進淡水地區整體

發展，現已依據「產業創新條例」規定，針對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第二期發展

區之產業專用區為基準，申請經濟部工業局前瞻計畫補助，辦理「淡海新市鎮產

業園區」編定設置事宜，預定於 109 年 1 月啟動可行性規劃程序，112 年 12 月

報請經濟部核定產業園區。初估可創造約 56 公頃產業用地，引進約 85 家業者，

創造約 2500個就業機會。 

二、產業園區發展定位： 

(一)考量淡海新市鎮位於臺北科技走廊產業軸帶、臺北港與桃園航空城產業軸帶，

以及北海岸文創觀光產業軸線之交會節點，並考量近年國際產業趨勢，後續園

區產業定位將朝低碳、高創意、高產值之智慧綠能與雲端產業發展，如：無人

車、物聯網、雲端產業等領域。 

(二)為協助當地既有傳統製造業深根及輔導現有未登記工廠合法進駐，後續園區亦

將規劃適當空間，以平價園區租金搭配工廠管理輔導法等輔導措施，協助安置

當地傳統製造業及未登記工廠業者。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招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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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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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請研議於淡海新市鎮規劃現代化市場。 

 

答復內容： 

經查淡海新市鎮內目前有 4處超市及量販店，惟未劃設市場用地。因應該地區發展，

本府市場處刻正盤點及評估適合設置市場之公共設施用地。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市場處營運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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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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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請研議於淡海新市鎮規劃特色圖書館。 

 

答復內容： 

一、 淡水地區目前有淡水分館、水碓分館及竹圍分館等 3 個分館，總計館藏約 28

萬餘冊，每年借閱人次約 16萬人，雖未設置在新市鎮區域內，但整體淡水區圖

書資源尚足夠，將規劃現有的空間及設施加以提升，增加各項自動化功能服務，

以滿足民眾需求。 

二、 有關於淡海新市鎮規劃特色圖書館部分，市府將循都市建設開發及區域需求，

綜整規劃評估如何讓圖書館成為在地生活及休閒中心。北歐國家的圖書館建設

諸多值得借鏡，本市亦有如總館之優質大型圖書館，後續皆可作為未來本市內

圖書館建設之參考。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文化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常專員曉雲 

聯絡電話：(02)29509750分機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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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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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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請於淡海新市鎮建置輕軌主題共融式公園。 

 

答復內容： 

本案經府平台評估納入 108年度「公園特色共融或全齡化改善計畫」推動，並由淡水

區公所以淡海輕軌為主題進行規劃設計。 

 

 

 

 

 

 

 

 

 

 

 

 

 

承辦局（處、會）：農業局 

承辦科（組、室）：綠美化環境景觀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 周技正佑軒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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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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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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三芝八連溪、淡水公司田溪及竹圍樹梅坑溪請市府加強整治，其周邊環境規劃應

兼顧市民休憩需求。 

 

答復內容： 

一、 有關三芝八連溪、淡水公司田溪二案，本府水利局已於 108 年 9 月 5 日辦理生

態河川地方說明會，有關地方建議利用既有防汛道路辦理人行或自行車步道等

環境營造，將納入生態河川營造規劃研議，預計 108 年底完成規劃，後續針對

規劃報告建議之需改善河段，於 109-111 年度間持續分年分期辦理生態河川營

造工程，另本府水利局亦已於持續向水利署申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

批次整體計畫之經費補助，俾利工程推動。 

二、 有關竹圍樹梅坑溪一案，經濟部水利署已於 105 年公告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

線，後續本府再行依治理計畫研議進行治理整治工程。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河川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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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