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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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議員中玉 108/10/29 

安坑輕軌預計 111年通車，請市府

於通車前研擬各社區至捷運站接駁

運具之配套方案。 

交通局 2 

2 金議員中玉 108/10/29 
請市府研擬提高新店地區國中生入

學率方案。 
教育局 3 

3 金議員中玉 108/10/29 

本席接獲學生家長陳情，某學生家

人進入教室謾罵，市府遲未回復處

理情形，請市府檢討改善。 

教育局 4 

4 金議員中玉 108/10/29 建議教室全面裝設冷氣。 教育局 5 

5 金議員中玉 108/10/29 
請市府協助新店區公所提升道路舖

設品質。 
工務局 6 

6 金議員中玉 108/10/29 
新店安忠路人行道高低差問題，致

使長者跌倒受傷，請市府儘速改善。 
工務局 7 

7 金議員中玉 108/10/29 

有關市府規劃碧潭水上浮筒自行車

棧道建議: 

一、安全性是否足夠? 

二、颱風期及面臨水庫洩洪時如何

撤離? 

三、架設浮筒是否造成碧潭泥沙淤

積? 

水利局 8 

8 金議員中玉 108/11/07 
請加強督促防洪、抽水機組維護等

前瞻計畫案件之辦理。 
水利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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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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議員中玉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安坑輕軌預計 111年通車，請市府於通車前研擬各社區至捷運站接駁運具之配套方

案。 

 

答復內容： 

一、 配合安坑輕軌通車時，為接駁民眾搭乘輕軌，將規劃安一路沿線 6個大型社區

接駁公車路線，未來配合安坑輕軌通車前需要屆時彈性檢討，提升居民搭乘意

願。 

二、 為減輕民眾負擔及提升大眾運輸搭乘率，未來會與本府捷運局或捷運公司協調

規劃搭乘輕軌再加固定優惠金額一票到底服務，提升公共運輸整體的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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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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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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議員中玉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研擬提高新店地區國中生入學率方案。 

 

答復內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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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擬資源共享及社團銜接等策略。 

二、 本府教育局業以 108年 10月 24日新北教中字第 1081949331號函建請本市國小

應避免外縣市國中到校宣傳招生，倘學生及家長有就讀本市學校需求，各校可

研議提供資訊方式。 

三、 本府教育局將挹注資源優先補助該區國中小環境，提升學生學習之空間，並聯

合本市國小宣導在地就學，協助該區國中發展特色，如延攬雙語師資和科技人

力發展特色課程，打造雙語或科技特色學校，以建立優質品牌形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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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議員中玉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本席接獲學生家長陳情，某學生家人進入教室謾罵，市府遲未回復處理情。 

形，請市府檢討改善。 

 

答復內容： 

一、本案經查係本市安坑國小 2年級宋生阿嬤於 108年 10月 15日(星期一)下午放學

時段，持通行證進入校園找宋生，因導師詢問阿嬤是否有完成登記才進入校園，

惟阿嬤不想理睬導師便順口說了一句「神經病」，導師隨即要阿嬤道歉，二人遂

發生爭吵。 

二、事件發生後，校方輔導室及社工師均曾安撫阿嬤與導師，並無不關心情事，惟因

雙方各有堅持，故校方於 108年 10月 23日(星期三)針對上述事件由校長召開協

調會，並請阿嬤日後若要找宋生，需先至學務處由同仁聯繫班導師後，再請宋生

前往與阿嬤會面。 

三、有關阿嬤對學生施暴事件，係 108年 9月 9日放學，宋生阿嬤欲接宋生及妹妹回

家，因宋生沒寫功課，而在課輔班作勢欲打宋生巴掌，經課輔班老師即時制止故

並未發生。 

四、本府教育局將賡續要求各校對於校外人士(含家長)進出校園應做好管控識別(換

證登記)，如有自稱親友欲進入教學區會見學生，應先查證身分及詢問到校事由

後，請其暫留校內接待場域，再行通知學生前來會客，切勿任由親友自行入校致

生事端。 

五、利用「分區校長會議」、「生教組長培力研習」、「強化校園安全防護知能研習」及

「校園警衛勤務研習」等時機引為案利加強宣導。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組、室）：校園安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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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定期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金議員中玉 質詢日期 108年 10 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建議學校全面裝設冷氣。 

 

答復內容： 

一、本市「國中小各年段普通教室」數量達 1萬間以上，目前九年級已全部裝設完畢。 

二、冷氣安裝須配合電源改善，本府已規劃於 108年度、109年度進行校園電源檢測，

並於 109年度完成校園電源檢測。 

三、在學校將持續推動夏日高溫多元降溫方案：以斜屋頂、遮陽板、綠屋頂、噴霧式

灑水降溫系統、防曬網、可食地景或增加循環扇導入自然風降溫等方式輔助降

溫。整合有限的經費，挹注於「低碳」、「節能」、「生態」、「健康」及「永續」五

大核心面向，提供學生優質校園空間。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組、室）：工程及環境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糧蔚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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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議員中玉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協助新店區公所提升道路鋪設品質。 

 

答復內容： 

一、 為提升各區公所辦理道路養護工程之各項品質，本府業已統一訂定招標文件及

契約規範等範本供公所辦理發包事宜，以避免市府與各區公所有執行上落差，

且係採用評選資格的方式招標，經評選淘汰不優良廠商，進而提升承攬廠商執

行契約內容之水平與施工品質。 

二、 另已請新店區公所就契約規定，確實執行各階段驗收事宜外，並加強要求公所

同仁增加工程督導頻率，且本府每年度亦有針對各公所管養路段進行道路考

評，進而督促公所提升道路維護品質。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養護工程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股長宗龍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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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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議員中玉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新店安忠路人行道高低差問題，致使長者跌倒受傷，請市府儘速改善。 

 

答復內容： 

本案本府養工處於 108年 10月 29日已派員現場勘查並辦理改善，並於 108年 10月

31日修復完畢，且與議員服務處賴主任會同現場確認修復情形。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養護工程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股長宗龍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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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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議員中玉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有關市府規劃碧潭水上浮筒自行車棧道建議: 

一、 安全性是否足夠?  

二、 颱風期及面臨水庫洩洪時如何撤離?  

三、 架設浮筒是否造成碧潭泥沙淤積?。 

答復內容： 

一、 有關浮筒自行車牽引道橋於設計階段時，即考慮行人及自行車使用安全性、安

穩性的通行空間，並考量颱風汛期間能迅速的進行撤離而設計，平時以鋼管樁

固定，輔以安全繩加固，汛期則依颱風發布情形進行撤離。  

二、 有關颱風汛期間及面臨水庫洩洪時，原撤離機制經開會討論精進後，將原浮筒

牽引道橋撤離啟動時機提前，免於水庫洩洪時進行撤離作業，並以三種狀況為

撤離標準 1.發佈海上颱風警報且路徑可能侵襲臺灣本島北部時。2.發佈豪雨特

報後，如有颱風路徑可能「靠近」本島北部時。3.發布超大豪雨特報時，即開

始整理需撤離之施工機具，準備開始撤離作業。  

三、 有關碧潭泥沙淤積部份，在浮筒牽引道橋未設置前，淤沙淤積處既已辦理多次

土砂的清淤作業，經以計畫流量(9600CMS)及基流量(2.15CMS)進行二維水理輸

砂數值模式模擬，結果顯示渡口段之淤積屬受河川天然形式影響之自然現象，

與浮筒橋設置無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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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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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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議員中玉 質詢日期 108 年 11月 7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5日 

質詢事項： 

請加強督促防洪、抽水機組維護等前瞻計畫案件之辦理。 

 

答復內容： 

一、本市轄管計 82座抽水站 335組抽水機組，除進行每月、每季及每年之各項保養

工作外，亦會定期執行例檢作業（汛期每週 1次，非汛期 2週 1次）與試抽水

作業，另為確保抽水站效能，已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抽水站安全評估作業，

並委外專業技師進行抽水站及水門檢查，目前機組皆可正常運作。 

二、本府水利局正積極辦理抽水站機組更新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湳仔溝站 4組、土

城站 5組、塔寮坑站 3組、華江站 3組及江子翠站 2組，共計 5座抽水站 17組

抽水機組更新；現在進行中有永和站 2組、土城站 3組及湳仔溝站 4組，共計 3

座抽水站 9組抽水機組刻正辦理更新作業。 

三、經評估後續計有 20座抽水站 94組抽水機組需更新，經費約 29億 4,200萬元，

亦持續積極爭取中央經費補助，預計以每期 6至 7座抽水站方式辦理機組更新，

以利本市抽水機組更新作業順利進行。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抽水站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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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