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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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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科名 109/06/30 

市府取消興建新莊立德段社會

住宅，其後續新莊地區社會住

宅規劃為何? 

城鄉局 2 

2 陳議員科名 109/06/30 
新莊永寧街都更案分回社會住

宅，何時可開放市民申請? 
城鄉局 3 

3 陳議員科名 109/06/30 
建請市府比照桃園市加碼補助

包租代管措施，評估可行性。 
城鄉局 4 

4 陳議員科名 109/06/30 

新莊體育館營運移轉 OT 案，

應重視公眾利益並確保完善管

理機制。 

教育局 5 

5 陳議員科名 109/06/30 

市府針對電動輔助自行車管理

規範?電動輔助自行車違規案

件逐年增加，且因無車牌易成

為犯罪工具，市府應如何管

理? 

交通局 6 

6 陳議員科名 109/06/30 
新北電動輔助共享自行車推動

情形? 
交通局 7 

7 陳議員科名 109/06/30 
爭取新莊區增設有 FU 長照站

並豐富各項長照資訊服務。 
衛生局 8 

8 陳議員科名 109/06/30 

1.市府協助及輔導青年就業方

案?市府推動非典型勞動青年

轉正職及斜槓青年職能培力計

畫執行成效? 

2.建請市府打造斜槓青年虛擬

辦公室平台。 

勞工局 9 

9 陳議員科名 109/06/30 

學校消防不合格率偏高原因?

為健全校園消防安全，建請市

府增加消防安檢員額。 

消防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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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 3333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3333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科名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23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5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市府取消興建新莊立德段社會住宅，其後續新莊地區社會住宅規劃為何？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本市社會住宅採多元興辦，並以分期分區逐步增加社會住宅存量，目前已完工

逾 6,938 戶，預計至 112 年可累積興辦 1萬戶以上社會住宅，另配合租金補貼

及社會住宅包租代管，112 年共可扶助 4.4 萬戶市民。 

二、 查新莊地區目前已有 76 戶之新豐青年社會住宅提供民眾申請，鄰近之泰山塭

仔圳整開區社福用地及泰山中山段社宅(約 220 戶)尚在盤點及規劃中，未來評

估約可興辦將近 1千多戶之社會住宅，亦可服務新莊地區民眾的居住需求，後

續將視地方整體需求彈性調整做社會住宅。另中央亦己擴大盤點新莊地區國有

土地評估作社宅，本府將全力配合辦理相關都市計畫變更事宜。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住宅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秘書逸智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分機 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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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 3333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3333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科名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30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5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新莊永寧街都更案分回社會住宅，何時可開放市民申請？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經查所詢「新莊區立德段 119 地號等 12 筆土地都市更新案」前於 108 年 11 月 23

日核定發布實施變更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後於 108 年 12月 5 日申請建

造執照，目前已完成舊有建築物拆除作業，預計於 112 年完工，本府分回之市有資

產未來將視整體社宅需求評估提供作社宅使用。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都市更新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秘書逸智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分機 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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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 3333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3333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科名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30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5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比照桃園市加碼補助包租代管措施，評估可行性。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新北市二期計畫自 108 年 9月 27 日開辦，租金上限已從 1 萬 8,000 元調高為

2萬 2,500 元，媒合數已達 627 戶(統計至 109 年 7月 8 日)，數量相較一期計

畫同期表現增加約 2.2倍，並持續穩定成長中。經查目前執行問題中房東最為

關切之部分為稅優未定與缺乏配套措施，其中「興辦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出

租房屋優惠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草案，已經本府市議會一讀通過，刻正

審議中。 

二、另本府將積極協調中央放寬房屋稅及地價稅優惠年限，並建請中央協調研擬土

地增值稅之減稅配套措施，刻正責成業者積極推動宣傳行銷，主動拜訪大型社

區，以增加釋出空屋出租，鼓勵房東加入計畫，將更快達成目標。 

三、本府為提供市民居住扶助，以租金補貼、興辦只租不售之社會住宅以及包租代

管等方式多管齊下；近年來已陸續加碼租金補貼等措施，有關貴席建議將視本

府財政狀況及資源分配，納入後續住宅政策研議。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住宅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秘書逸智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分機 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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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 3333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3333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科名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30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0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新莊體育館營運移轉 OT 案，應重視公眾利益並確保完善管理機制。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新莊體育園區內含多項體育設施，其中棒球場已委外經營，而新莊體育館使用

已逾 20 年，為活化體育館場地設施及提升其使用率，擬透過民間投資參與營運

方式，引進專業經營管理團隊，以發揮場館最大使用效益，並提升公共建設服

務品質。 

二、本案將以保障公共利益為前提，考量市府推廣體育及其他公益活動之目的，於

契約要求委外廠商納入相關公益方案，以確保市府使用權益；另市府已訂有委

外經營運動場館四級督導機制，要求廠商管理維護，每年進行營運績效評鑑，

如評鑑為績效良好，則有優先定約權利。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體育處) 

承辦科 (組、室)：綜合計畫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督學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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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 3333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3333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科名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30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3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市府針對電動輔助自行車管理規範?電動輔助自行車違規案件逐年增加，且因無車

牌易成為犯罪工具，市府應如何管理?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電動輔助共享自行車試辦計畫僅是獨立的試辦性質，係為瞭解新科技能否符合

不同交通環境的需求，並作為後續行政管理檢討優化的參考。本府交通局將與

試辦廠商簽訂契約以明確雙方權利義務，並已要求試辦廠商負擔租金與保證

金，以確保依照試辦計畫執行。 

二、電動輔助自行車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被歸類為慢車，係以人力踩踏為主、

電力為輔之自行車，本試辦計畫所提出的電動輔助共享自行車服務，係透過 GPS

定位、虛擬電子圍籬等技術規範借還車區域，以避免衍生違停棄置情形，惟倘

有違規情事，本府警察局將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據以裁處。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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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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 3333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3333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科名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30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3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新北電動輔助共享自行車推動情形?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本府交通局嘗試引進其他多元共享運具如 iRent、WeMo及

Gogoro電動機車，淡水地區電動輔助共享自行車租賃系統試辦計畫亦是其中一項，

免去開挖和接電，讓設站更彈性，透過電力輔助更輕鬆騎乘，且能透過 GPS 定位、

虛擬電子圍籬等技術，規範借還車區域，以防止 oBike亂象再發生。試辦計畫選定

淡水及通勤路廊沿線，將於今（109）年下半年實施，試辦期間以半年為原則，將觀

察試辦成效以瞭解新科技能否符合不同交通環境的需求。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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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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 3333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3333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科名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30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7 月 14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爭取新莊區增設有 FU 長照站並豐富各項長照資訊服務。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本市規劃一站式諮詢服務實體單位「有 Fu長照站」，提供社區內家庭照顧者或被照

顧者一個喘息舒緩、資訊整合交流的空間，並有經認證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個管

師駐點提供諮詢。新北目前共計成立 8家，位於板橋、三重、永和、林口、樹林等

5 區，預計 111 年設置完成 16家，新莊區在地服務有 7家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將

鼓勵至少佈建 1家有 fu長照站，為在地民眾進行服務。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高齡及長期照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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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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 3333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3333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科名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30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5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一、市府協助及輔導青年就業方案?市府推動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及斜槓青年職

能培力計畫執行成效? 

二、建請市府打造斜槓青年虛擬辦公室平台。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本府協助及輔導青年就業方案，說明如下： 

(一) 推出全國首創青年就業三箭： 

1. 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計畫：運用全職涯輔導模式，協助初次尋職青年釐清職

涯方向以尋找適合的工作，順利就業，最高補助 15,000 元。自 102 年 9月開

辦至 109 年 6 月止，服務 5,472 名初次尋職青年，並協助 3,313 名青年成功

就業。 

2. 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計畫：協助曾從事非典型工作者轉正職工作，提供

輔導津貼與成功轉業獎勵金最高補助 24,000 元。自 104 年 3月開辦至 109 年

6月止，提出申請 2,027人，成功轉正職者計有 754人。 

3. 斜槓青年職能培力計畫：針對從事多重兼職、平台接案等工作，無意願轉正職

之青年，提供培力津貼及職業訓練補助，最高補助 23,000 元。自 108 年 6月

開辦至 109 年 6月止，共計受理 124人申請，參加職業訓練、職能盤點及講座

共計 221人。 

(二)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應屆畢業青年的衝擊，擴大推動應屆畢業青年初次尋

職就業服務計畫：設籍本市 18 歲至 29 歲，畢業後連續 2 個月以上未就業者

青年，全程接受就業服務站台各項就業輔導服務及就業推介者，輔導期間每

次補助 5,000 元的尋職津貼，每人最多請領 3 次，合計最高補助 1 萬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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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提供斜槓青年更便利的就業服務，本府規劃於新北市人力網設置「斜槓青年

行動專區」，青年可在專區線上諮詢有關勞動權益、就業、職涯發展、職業訓

練、創業等事項，由專人予以解答；亦可透過線上預約方式至實體就業服務據

點由專業師資提供面對面諮詢服務。 

 

 

 

 

 

 

 

 

 

 

 

 

 

 

 

 

 

 

 

 

 

承辦局（處、會）：勞工局 

承辦科（組、室）：就業服務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股長佳容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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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新北市議會第 3333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3333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科名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30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3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學校消防不合格率偏高原因?為健全校園消防安全，建請市府增加消防安檢員額。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校園消防安全設備依規定檢修申報及複查： 

(一)本市轄內學校列管計有 398 家，除場所管理權人應依法於每年 3 月底前委

託消防專技人員完成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工作外，本府消防局安檢人員受

理後再前往抽查，倘仍有設備缺失時，將依法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要求改善，

經複查後仍未改善始開立舉發通知單處罰。 

(二)經查 108 年學校消防安全設備主要均為輕微缺失，如：滅火器、照明燈等，

雖校園建物面積大、設備數量多，但因使用單純，缺失屬較容易改善，不合

格部分校方均於限期內依規定改善完畢，未有遭舉發之情事。 

二、 執行消防安全檢查人力：本市列管場所總計 63,403家，目前設有 19個安檢分

隊、安檢人員 155人，目前按內政部消防署訂頒之「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各項

專責人力配置指導原則」檢討後，本府消防局安檢人力配置尚符合規定。惟因

應本市列管場所逐年增加，執行安檢人力部分除持續優化勤務執行方式提升檢

查效率外，每年度皆持續就人力部分進行滾動式之檢討，藉以精進並兼顧消防

安全檢查之質與量。 

 

承辦局（處、會）：消防局 

承辦科（組、室）：火災預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鄭股長景允 

聯絡電話：(02)89519119 分機 6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