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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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108/10/30 
建議市府針對弱勢及身障者新生兒家庭提

供月嫂(婦女產後坐月子)到宅服務。 
社會局 2 

2 江議員怡臻 108/10/30 請市府全面檢視兒童安全座椅安全性。 法制局 3 

3 江議員怡臻 108/10/30 新北準公共化幼兒園補助配套措施為何？ 教育局 4 

4 江議員怡臻 108/10/30 
建議土城綜合運動場規劃增設共融式遊

具。 
民政局 5 

5 江議員怡臻 108/10/30 
板樹體育園區是否能從都計釋出進行整合

轉型？ 
城鄉局 6 

6 江議員怡臻 108/10/30 建議樹林三多公園規劃增設共融式遊具。 農業局 7 

7 江議員怡臻 108/10/30 

近日土城中央路四段因車禍事故，導致公

車延遲到站，建議市府若遇類似情事，應

即時告知侯車民眾轉乘其他交通工具。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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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針對弱勢及身障者新生兒家庭提供月嫂(婦女產後坐月子)到宅服務。 

 

答復內容： 

一、 本府社會局規劃於 109年開辦「弱勢家庭坐月子到宅服務」，針對本市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領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之弱勢家庭生育新生兒，除生育獎勵金(2

萬元)選擇外，可選擇坐月子到宅服務（與現行生育補助擇ㄧ領取，且特針對符

合本計畫之弱勢家庭加碼 1 萬元，提供免費 120 小時、折合新臺幣 3 萬元之坐

月子到宅服務）。 

二、 服務內容包括提供產婦照顧(含哺乳協助)、新生兒照顧(含育兒指導)、簡易家

務及月子餐製作等服務，以滿足弱勢家庭婦女生育照顧相關需求。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門委員逢明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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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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全面檢視兒童安全座椅安全性。 

 

答復內容： 

一、市售兒童汽車安全座椅攸關兒童安全甚鉅，為了保護嬰幼童乘車安全，交通部已

於 90 年 5 月 29 日，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規定之授權，訂定「小

客車附載幼童安全乘坐之實施及宣導辦法」，參酌我國幼童之年齡或體重之成長

曲線等，立法規範小客車附載年齡在 4 歲以下，且體重在 18 公斤以下之幼童時

應將之安置於安全椅，至於年齡逾 4 歲至 12 歲以下或體重逾 18 公斤至 36 公斤

以下之兒童，應乘坐於車輛後座並妥適使用安全帶，以維安全。 

二、再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亦已訂定國家標準 CNS11497 汽車用兒童保護裝置檢驗規

定，自 91 年 6 月 1 日起，進口及國內市場汽車用兒童保護裝置須符合該標準並

經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始得銷售。 

三、本府經濟發展局已請各公所協助本市各婦嬰用品店等通路進行標示查核，並需於

108 年 11 月底前回報本府經濟發展局；本府法制局為擴大保護消費者購置兒童

汽車安全座椅範圍，擬針對臉書 Marketplace等通路，就跨境商品辦理網路購樣

10至 15件進行查核，以確保家長所購得兒童汽車安全座椅皆有檢驗合格，如有

未經檢驗即上市之商品將移由經濟部依商品檢驗法予以查處，並訂於 109 年 1

月農曆春節前舉辦記者會公布清查結果。 

承辦局（處、會）：法制局 

承辦科（組、室）：消費者保護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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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4日 

質詢事項：新北準公共化幼兒園補助配套措施為何？ 

 

答復內容： 

一、 依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幼兒園合作提供準公共教保服務作業要

點，由中央政府按地方政府各年度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目標值達成比率，依下

列規定負擔之： 

(一)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全額負擔。 

(二)百分之九十六以上未滿百分之九十八：負擔百分之九十五。 

(三)百分之九十四以上未滿百分之九十六：負擔百分之九十。 

(四)百分之九十二以上未滿百分之九十四：負擔百分之八十五。 

(五)未滿百分之九十二：負擔百分之八十。 

二、 由於本市已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之目標值，故本年度準公共幼兒園之補助款由

中央全額補助本市簽訂契約之準公共幼兒園。 

三、 將於相關會議建議教育部穩定財源補助，避免造成縣市政府負擔。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幼兒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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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土城綜合運動場規劃增設共融式遊具。 

 

答復內容：  

經查旨案基地為區級運動場館，目前由本市土城區公所委管，已函請公所針對地方需

求評估旨案之可行性。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方自治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長力友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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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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板樹體育園區是否能從都計釋出進行整合轉型？ 

 

答復內容： 

查板樹體育園區為樹林防洪三期新生地內「公園用地」，本府城鄉發展局刻正辦理樹

林防洪三期整體開發可行性評估，後續將針對區內閒置無需求之公設用地，依地方需

求調整，可配合社會福利及公益設施需求，檢討後續土地使用計畫及公共設施計畫，

以利整體都市建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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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0日 

質詢事項： 

建議樹林三多公園規劃增設共融式遊具。 

 

答復內容： 

本案刻由公所進行規劃中。 

 

 

 

 

 

 

 

 

 

 

 

 

 

 

承辦局（處、會）：農業局（綠美化環境景觀處） 

承辦科（組、室）：施工維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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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0日 

質詢事項： 

近日土城中央路四段因車禍事故，導致公車延遲到站，建議市府若遇類似情事，應即

時告知侯車民眾轉乘其他交通工具。 

 

答復內容： 

本市智慧站牌皆會顯示公車預估到站時間，倘遇重大交通事故嚴重影響公車到站時，

本府交通局將依市府單位之通知於受影響路段，透過智慧型站牌、公車動態網頁即時

公告相關資訊，宣導民眾至不受影響站位候車或選擇改搭其他運輸工具。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運輸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葉簡任技正燿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6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