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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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議員元之 108/10/31 

美食外送平台相關問題： 

一、外送員與美食外送平台業者勞務關係

認定及目前所遇問題。 

二、若遇美食外送平台倒閉，影響合作餐

廳權益甚深，請市府協助提供法律諮詢服

務。 

法制局 2 

2 葉議員元之 108/10/31 

美食外送平台抽成達 30%以上，極不合

理，請市府協助新北餐廳成立協會，以更

有利和美食外送平台業者談判。 

經發局 5 

3 葉議員元之 108/10/31 
請市府協助微型商家軟硬體設備加強及服

務水準提升。 
經發局 6 

4 葉議員元之 108/10/31 

市府推動新創事業輔導建議：一、目前團

隊或公司申請創力坊情形?二、市府媒合資

金執行率?三、市府協助市場通路拓展及行

銷推廣情形?四、加強與育成中心及公私立

協會合作。五、爭取板橋區成立第二創力

坊進度? 

經發局 7 

5 葉議員元之 108/10/31 
請市府設立餐廳食品認證評鑑平台，以加

強行銷推廣。 
衛生局 9 

6 葉議員元之 108/10/31 

請市府評估江翠北側重劃區聯外道路包括

長江路二段 311巷、217巷、華江五路、

華江九路等瓶頸道路打通可行性。 

工務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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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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議員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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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外送平台相關問題： 

一、外送員與美食外送平台業者勞務關係認定及目前所遇問題。 

二、若遇美食外送平台倒閉，影響合作餐廳權益甚深，請市府協助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答復內容： 

一、 有關目前外送員與美食外送平台業者勞務關係認定及目前所遇問題，本府處理

情形如下: 

（一） 查目前食品外送平臺業者登記於不同縣市，因此平臺業者與外送員之法律關

係，統一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下稱職安署）透過專案檢查認定，並就

勞務自主性及從屬性作綜合判斷。經職安署抽訪各家 5位外送員之勞務給付

型態，計有 6 家業者被認定與外送員間屬僱傭關係；3 家業者非屬僱傭關係

（如附件）。然因個別外送員與平臺業者之勞務給付情形，容有差異，未來

兩造間之法律關係，仍應視個案情節作綜合判斷，合先敘明。  

（二） 鑑於食品外送員多以機車作為交通工具，且食品有保溫或保鮮之需求，在迫

於送達期限的壓力下，外送員較易發生交通事故；然與平臺業者未具僱傭關

係之外送員，其勞動權益欠缺合理保障，爰就目前所遇問題，分述如下： 

１、商業保險部分：因部分平臺業者與外送員間並未具僱傭關係，且外送員

申請帳號之數量遠高於實際從事外送之數量，即便平臺業者欲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為外送員投保，但在外送員申請帳號後未實際從事作業，或

出勤時間不一致等因素下，恐有未能即時為外送員加保的情況發生，且

現行強制責任險與第三人責任險係保障第三方之生命與財產，對外送員

而言，卻無任何保障，加上目前尚無適當保險商品可供平臺業者加保，

因此該類外送員目前尚缺乏商業保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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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工作安全部分：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主要課予雇主保護勞工工作安全之

責任，但因部分平臺業者與外送員間並未具僱傭關係，尚難以該法介入

管制；因此，為保障該類外送員之工作安全，目前尚缺少法律位階之管

制規範，然因事涉全國一致性規定，為齊一管制標準，應由中央統一制

定規範，以提供平臺業者遵循。 

二、 另外，餐廳業者若遇到美食外送平台倒閉影響權益時，本府可提供法律扶助服

務，協助受波及之廠商針對相關法律疑義與本府法律扶助顧問充分意見交流；

或是至本府行政大樓 1 樓聯合服務中心法律諮詢室申請免費法律諮詢。日間諮

詢服務時段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2時及下午 2時至 5時，夜間諮詢服

務時段為星期二至星期四晚間 6 時至 9 時(兼採現場受理及線上預約，網址：

http://law.ntpc.gov.tw/bookingonline）。 

 

 

 

 

 

 

 

 

 

 

 

 

 

承辦局（處、會）：法制局 

承辦科（組、室）：採購申訴審議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鍾編審佳儒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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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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議員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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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 

質詢事項： 

美食外送平台抽成達 30%以上，極不合理，請市府協助新北餐廳成立協會，以更有利

和美食外送平台業者談判。 

 

答復內容： 

本府經濟發展局前於 108年 11月 7日召開「外送平台餐飲業者組協會討論會議」，邀

請業者代表、社會局、法制局共同討論協會成立輔導相關事宜。後續本府將協助業者

代表，向主管機關內政部申請人民團體協會組織，並協助聯繫中央主管機關討論電子

化金流管理規範事宜，及協助業者代表向相關餐飲業者宣導加入外送平台相關法律問

題與消保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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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議員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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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協助微型商家軟硬體設備加強及服務水準提升。 

 

答復內容： 

本府經濟發展局前於 108年 11月 7日召開「外送平台餐飲業者組協會討論會議」，邀

請業者代表、社會局、法制局共同討論協會成立輔導相關事宜。另後續該協會成立過

程中，本府亦將邀請連鎖業公會、工研院、商發院等相關單位提供相關專業意見。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商業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員恆瑋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526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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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議員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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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 

質詢事項： 

市府推動新創事業輔導建議： 

一、目前團隊或公司申請創力坊情形？ 

二、市府媒合資金執行率？ 

三、市府協助市場通路拓展及行銷推廣情形？ 

四、加強與育成中心及公私立協會合作。 

五、爭取板橋區成立第二創力坊進度？ 

 

答復內容： 

一、本府自 103年 11月成立「新北創力坊」，目前已招募 10期（每期為 6個月），累

計有 340組新創申請進駐，經具技術專業、財務營運或創業投資等相關實務經驗

之專家學者審查後，共有 163組新創團隊進駐，通過率約 48%。 

二、新北創力坊截至目前，已協助新創團隊誘發投增資金額逾 1.4億元，其中「明日

逸品」所研發的物聯網背包 PAIX，透過全球群眾募資 Kickstarter 與 Makuake

平台，募得超過臺幣 1,000萬元；「酷鳩科技」研發的智慧音樂盒 Muro Box，在

嘖嘖群眾募資平台 1天內即募得目標資金，最終募得新臺幣 205萬元，達標 341%；

「展域科技」研發的家用智慧自皂機，在嘖嘖群眾募資平台不到 26 分鐘達到集

資目標，24小時突破 100萬，最終募得新臺幣 330萬元，達標 1,651%。 

三、新北創力坊亦積極協助新創公司將產品推出國際舞台，108 年首度參與 InnoVEX

國際新創特展，設置新北形象館，率 12 組新北所輔導新創團隊參與展攤，其中

「酷鳩科技/智慧音樂盒 Muro Box」獲得美國知名科技媒體《TechCrunch》報導，

「燊厤國際/寵物便盆 poopout」則獲得日本創業新聞網《TheBridge》報導。 

四、此外，新北創力坊目前已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致理科技大學、亞東技術學院、

台灣雲谷雲豹育成計畫接洽，未來將持續與產學研單位合作，包括明志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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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新北市工業會新世代傳承聯誼會、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等公私單

位。 

五、本府現正爭取於板橋中華電信學院服務大樓打造「5G與資安創新實驗中心」，將

串聯雲端物聯網、資安相關公協會或組織，媒合產學研，協助輔導 5G 產業相關

的新創事業完成產品服務開發。目前已於 108 年 7 月份至 11 月份多次拜訪潛在

營運廠商，將規劃與經濟部、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洽談合作模式，未來亦搭配

林口新創園或板橋中華電信園區內的 5G實驗場域，使新創事業可進行產品驗證。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工商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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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議員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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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設立餐廳食品認證評鑑平台，以加強行銷推廣。 

 

答復內容： 

一、 本府衛生局自 100 年起，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餐飲衛生管理分級

評核制度辦理」輔導旅遊景點餐飲店、交通樞紐地區餐飲業、20桌以上筵席餐

廳、校園周邊餐飲店、員工餐廳、量販店及百貨公司附設美食街、大型及連鎖

餐廳、親子餐廳、醫院及學校自設廚房、與送餐平臺合作之餐飲店家、早餐、

便當自助餐店及觀光夜市等業者通過餐飲分級評核，透過專家學者實地訪查輔

導，已累計共 4,784 家次餐飲店通過優良分級，以提升餐飲品質，保障消費大

眾飲食衛生與安全，歷年通過餐飲分級之業者名單皆會公告於本府衛生局網站。 

二、 為行銷餐飲分級評核制度，透過大型活動設攤衛教宣導，並與訂閱率高之雙語

雜誌合作，及於捷運燈箱刊登「外食選認證 食在揪安心」，行銷餐飲衛生管理

分級評制度之資訊，提醒消費者選擇餐廳時可優先選擇通過評核之店家，提高

通過餐飲業衛生評核業者形象，促使餐飲業者自願參加分級評核制度，以此模

式讓餐飲業者在良性競爭下，逐步提升整體餐飲衛生水準。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食品藥物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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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議員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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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評估江翠北側重劃區聯外道路包拓長江路二段 311巷、217巷、華江五路、華

江九路等瓶頸道路打通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 有關長江路 2段 311巷部分，原 4米都市計畫道路已開闢供公眾通行，另於 108

年 9 月 2 日核定實施「變更板橋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配合主細拆離）

（第一階段）」案之變更為 10 米，惟該變更內容載明：「新增道路用地範圍涉及

建物拆遷部分，主管機關不主動徵收、拆除，應於未來建物重建或改建後，併入

相鄰建築基地採容積移轉方式一併處理」。 

二、 有關長江路 2 段 217 巷部分，經查該範圍係為住宅區，非屬計畫道路，無法辦

理瓶頸道路打通。 

三、 有關華江五路部分，經查該南側 4 米人行步道，與華江五路間夾雜公園用地，

打通後仍無法供車輛通行，且其南北側銜接既有道路寬度均為 10米，此處 4 米

人行步道興闢後反成束縮瓶頸不利通行，故由本府城鄉發展局納入後續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變更相關事宜。 

四、 有關華江九路部分，經查該都市計畫銜接長江路 2 段之 4 米人行步道，現況已

開闢供公眾通行。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新建工程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宗龍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