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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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108/11/01 

請市府全面推動參與式預算，建議：(1)

成立專責單位或指派府級長官。(2)逐案

追蹤進度。(3)增加預算。 

秘書處 2 

2 陳議員儀君 108/11/01 

請市府儘速補足改隸後高中職短缺之教師

員額，並建議優先補足新店高中及石碇國

中。 

教育局 3 

3 陳議員儀君 108/11/01 請市府了解新店區國中小學校減班原因。 教育局 4 

4 陳議員儀君 108/11/01 
建議市府優先採購新北有機農產品供應學

校營養午餐。 
教育局 5 

5 陳議員儀君 108/11/01 請市府全力推動在地創生政策。 研考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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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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1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全面推動參與式預算，建議：(1)成立專責單位或指派府級長官。(2)逐案追蹤

進度。(3)增加預算。 

 

答復內容： 

一、參與式預算係鼓勵市民多參與及支持市府各項施政的一種方式，本府 104年起推

動參與式預算，勞工局、經發局、社會局、城鄉局、環保局、文化局、民政局等

皆有推動，市府很重視民眾意見，會持續評估效益和民眾反應，進行滾動式調整，

未來會以多元機制，鼓勵民眾參與政策與預算分配，落實民主精神，並適時將成

效良好的案例透過國際會議、國際組織等加強參與式預算國際行銷，以利擴大推

動。 

二、本府規劃今年 12 月 7 日將由林芥佑副秘書長率團前往墨西哥，出席「國際參與

式民主觀察組織」(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簡稱 IOPD)年會發表演說，將本市優良參與式預算案例行銷國際。 

 

 

 

 

 

承辦局（處、會）：秘書處 

承辦科（組、室）：國際事務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秀萍專員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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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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1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儘速補足改隸後高中職短缺之教師員額，並建議優先補足新店高中及石碇國

中。 

答復內容：  

一、 有關本市原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員額補足一節，因 102年原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改隸本市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未移撥足額法定教師員

額且未補助相關經費。經核算 108 學年度本市新北高中等 11 所原國立高級中等

學校尚需補足 168 名教師，若補足法定教師員額，全聘正式教師，以年薪 80 萬

元計算，每年預估增加之人事費用為 1億 3,440萬元，考量市府財政狀況日益窘

迫及人事費逐年增加之情形，本案將視後續市府財政狀況及學校校務運作狀況，

另行評估解決方案，以舒緩現場教師壓力，後續本府教育局將透過各類會議向教

育部爭取補足員額及經費。 

二、 有關偏遠地區國中教師員額補足一節，查教育部 107年 7月 6日修正國民小學與

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提高國中每班員額編制從 2人至 2.2

人，本府教育局亦於 107年 8月 6日函文各校以配合中央法規之修正，針對本市

偏遠地區國中，除提高每班教師員額外，本府教育局刻正研議提高偏遠地區學校

員額編制，持續評估本市人事財政狀況並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以符合教育部國

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及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

例之精神，保障偏遠地區學生及教師權益。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中等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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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1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了解新店區國中小學校減班原因。 

 

答復內容： 

一、 經查新店區國中小減班原因包含少子化趨勢、家長教育選擇權選讀私校、因雙

北共同生活圈家長接送方便爰就讀鄰近縣市國中小等因素。 

二、 本府教育局業於 108 年 7 月 24 日召開研商「提升新北市國小應屆畢業生在地

就學策略會議」，決議針對地理位置上鄰近國中提升軟硬設備，並邀集相關國中

小研擬資源共享、社團銜接及發展學校特色，以提升在地就學率。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中等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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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1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優先採購新北有機農產品供應學校營養午餐。 

 

答復內容： 

本府推動營養午餐供應有機蔬菜政策，大力推廣本市有機農業，自 99 年 12 月截至

108年 10月，本市通過有機驗證戶數達 226戶，驗證面積 238.04公頃，現行已由本

府農業局優先輔導本市有機農戶供應學校營養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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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1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全力推動在地創生政策。 

答復內容： 

一、 為推動地方創生，本府已配合行政院「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提送平溪、貢

寮、金山、烏來及瑞芳區地方創生計畫案至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

目前平溪計畫業經行政院「地方創生工作會報」審查通過，其餘尚於國發會審

查中，未來會持續配合中央政策推動地方創生。另本府亦配合國發會 108年 11

月 1 日至 7 日「臺灣地方創生展」，以「新北青農力-地方特有種」為主題規劃

參展，邀請三峽谷芳有機茶園、石碇螢火蟲書屋及坪林茶業青年發展協會三個

地方創生優良團隊共同協助策展，以展現新北青農投入地方創生的態度、精神

及創新力，讓新北市支持推動地方創生之努力讓更多人了解，展覽期間本府展

攤多次吸引策展單位帶領國發會、中央部會及縣市首長造訪及獲得高度讚許。 

二、 此外，為強化市府同仁對地方創生之概念及地創團隊間經驗交流傳承，本府也

陸續邀請國內外推動地方創生之專家或團隊辦理培訓課程、工作坊、國際論壇

等，如 108年 11月 19日辦理之「新北市國際地方創生論壇暨台日交流活動」，

即邀請日本北海道東川町長松岡市郎先生、及「你的椅子」計畫主持人、也是

前北海道副知事磯田憲一教授與市府、議座、新北地方創生團隊及關心地方創

生事務的民眾座談交流。未來本府會持續協助市府以市民、地方需求出發，輔

導幫助更多青年或青農返鄉發展，打造新北成功的創生經驗。 

承辦局（處、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承辦科（組、室）：研究發展組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專門委員瑞玲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