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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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議員文崇 

戴議員瑋姗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109/06/29 
請市府提供升格後 101年及 105年

本市選民結構分析。 
主計處 9 

2 

羅議員文崇 

戴議員瑋姗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109/06/29 
新北招商情形?具體的投資計畫為

何? 
經發局 10 

3 

羅議員文崇 

戴議員瑋姗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109/06/29 
建議新北增加工業用地，並應只租

不售。 
地政局 13 

4 

羅議員文崇 

戴議員瑋姗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109/06/29 
針對未登記工廠輔導機制及法令配

套應完備。 
經發局 14 

5 

羅議員文崇 

戴議員瑋姗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109/06/29 

今年人口失業率?市府 4月份勞動就

業數字仍停滯於 108年底，數字未

更新。 

主計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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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6 

羅議員文崇 

戴議員瑋姗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109/06/29 
市府配合勞動部推動青年就業獎勵

計畫之因應配套措施為何? 
勞工局 16 

7 

羅議員文崇 

戴議員瑋姗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109/06/29 

建請市府持續檢討高中職科系發展

性，能培養學生就業能力並加強技

職教育。 

教育局 17 

8 

羅議員文崇 

戴議員瑋姗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109/06/29 
市府推動幸福微利貸款計畫執行情

形? 
勞工局 20 

9 

羅議員文崇 

戴議員瑋姗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109/06/29 
市府推動新北市青年創業群眾募資

輔導計畫情形? 
經發局 21 

10 

羅議員文崇 

戴議員瑋姗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109/06/29 
市府應重視年青人失業、創業及就

業問題並積極推動相關協助措施。 
勞工局 22 

11 
羅議員文崇 

戴議員瑋姗 
109/06/29 

市府應加速工業區核發建使照案件

並協助解決投資者所遇問題。 
工務局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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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12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八仙塵爆 5年過去，市府後續協助

措施為何? 
衛生局 26 

13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落實公安聯合稽查。 消防局 27 

14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儘速補足消防專業安全人員。 消防局 28 

15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儘速補足公安聯合稽查人員。 消防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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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16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要求落實公安申報建築師簽證。 工務局 30 

17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要求落實公安申報消防技師簽證。 消防局 31 

18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貫徹公安三級管理工作。 消防局 32-33 

19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以大數據分析各區火災頻率以調

整消防人力支援。 
消防局 34-36 

20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109/07/01 
請針對未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者儘

速裝設。 
消防局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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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21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加強宣導學童及市民消防逃生觀

念。 
消防局 39-40 

22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落實歌唱場所之防火管理。 消防局 41 

23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加強管理中角灣國際級衝浪基

地。 
教育局 42 

24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市府加強海上移工消防安全觀

念。 
消防局 43 

25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109/07/01 請消防局適時支援捕蜂捉蛇。 消防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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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26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加強宣導學童勿穿著膠鞋搭乘電

扶梯以免被捲入之危險。 
教育局 45-47 

27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市府提供 109年上半年度公有建

物消防安全檢查報告。 
消防局 48 

28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提高校園消防設備規格。 教育局 49 

29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新北公有建物未取得使照及改善情

形為何? 
工務局 50 

30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109/07/01 新北學校耐震補強進度為何? 教育局 51 



7 

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31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查明板橋萌萌噠寵物生活館違法

事項。 
農業局 52-53 

32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建議金門縣於中和購地興建眷村之

閒置土地可規劃停車場加以活化，

請市府與金門縣政府加強溝通。 

交通局 54 

33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汐止民生線進度為何? 捷運局 55 

34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請向台北市爭取汐止白馬山莊旁路

口設按壓式紅綠燈。 
交通局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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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35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 

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 

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109/07/01 汐止樟樹派出所興設進度? 警察局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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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李議員余典、 

戴議員瑋姗、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3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提供升格後 101年及 105年本市選民結構分析。 

 

答復內容： 

有關貴會議員提請市府提供 101年及 105年「本市選民結構分析」一案，業已彙整完

成，詳如附件 1及附件 2。 

 

 

 

 

 

 

 

 

 

 

 

 

承辦局（處、會）：主計處 

承辦科（組、室）：公務統計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專員孟芸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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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李議員余典、 

戴議員瑋姗、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0日 

質詢事項： 

新北招商情形？具體的投資計畫為何？ 

 

答復內容： 

「招商一條龍‧投資任意門」服務，截至 109年 7月 7日已落實 1,021.87億元及創

造 41,506個就業機會(詳如附件)。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招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柯科長天祥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5355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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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李議員余典、 

戴議員瑋姗、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9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新北增加工業用地，並應只租不售。 

答復內容： 

一、 查本市目前公辦開發之林口工一市地重劃案，規劃可提供可建築用地有「第三之

一種產業專用區」（約 10.84公頃）及「第三之二種產業專用區」（約 56.33公頃）

面積計 67.17公頃，扣除地主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抵費地面積約 7.8公頃，

預計完工期程為 111年 1月；新、泰塭仔圳市地重劃區規劃 4公頃之產業專用區，

預計 115年全數完工，並可點交土地；另以臺北港特定區區段徵收開發案為例，

其劃設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面積計 13.2公頃，經土地所有權人配回抵價地後，剩

餘 6筆土地計 3.78公頃，其中 1筆標脫，1筆待標售，餘 4筆委由經濟發展局

採標租方式辦理招商。 

二、 另按「區段徵收土地之處分收入，優先抵付開發總費用。」、「主管機關對於重劃

區內之抵費地，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應訂定底價辦理公開標售，並得於

重劃負擔總費用已清償之原則下，辦理公開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分為土地

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56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4條第 1項所明定，爰此，區

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後取得之可建築土地處分收入應優先抵付開發總費用。 

三、 綜上，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後取得可建築土地處分方式原則採標售方式辦理以償

還開發總費用，俟財務平衡後，本府將評估市場情況，彈性採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方式辦理處分。 

承辦局（處、會）：地政局 

承辦科（組、室）：區段徵收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陳股長建文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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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李議員余典、 

戴議員瑋姗、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3日 

質詢事項： 

針對未登記工廠輔導機制及法令配套應完備。 

 

答復內容： 

市府就未登記工廠執行輔導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說明如次： 

一、輔導機制： 

(一)錄製宣導影片、辦理線上說明會與實體說明會，促進業者對工輔法新制的了解。 

(二)成立 24 小時 LINE 群組、單一窗口提供諮詢服務。 

二、配套措施： 

(一)成立未登記工廠輔導服務團，逐廠訪視輔導申請。 

(二)加強稽查強度、後續裁處列管。 

(三)結合 8大銀行及民間資源，提供優惠貸款與優惠租售廠房。 

(四)報編瑞芳第二及新店寶高產業園區，媒合公私有工業用地。 

(五)增加登記人力，加速申請審查。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工業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柯科長天祥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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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李議員余典、 

戴議員瑋姗、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5日 

質詢事項： 

今年人口失業率？市府 4月份勞動就業數字仍停滯於 108年底，數字未更新。 

 

答復內容： 

有關失業率等勞動就業相關統計資料，係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主

辦並發布之「人力資源調查」的統計結果，是項統計調查主計總處按月發布全國之相

關數據，至市縣之相關數據（含失業率），僅發布半年及年度之數據，故目前本市最

新失業率數據僅發布至 108年度，茲本市 109年上半年之失業率將俟主計總處發布市

縣相關數據後，本府即同步更新本市失業率等勞動就業相關數據。 

 

 

 

 

 

 

 

 

 

承辦局（處、會）：主計處 

承辦科（組、室）：經濟統計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專員孟芸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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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李議員余典、 

戴議員瑋姗、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5日 

質詢事項： 

市府配合勞動部推動青年就業獎勵計畫之因應配套措施為何? 

答復內容： 

一、 為減緩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應屆畢業青年就業衝擊，勞動部 109 年 6 月 15 日

頒布「青年就業獎勵計畫」，青年受僱同一雇主，穩定就業滿 90天，發給就業

獎勵 2萬元，持續穩定就業 180天，再加發 1萬元就業獎勵，協助穩定就業。 

二、 本府亦於 7月 1日推動「應屆畢業青年初次尋職就業服務計畫」及「應屆畢業

青年職業訓練補助計畫」，說明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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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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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應屆畢業青年職業訓練補助計畫：針對設籍本市 18歲至 29歲，109年度高中

職、大學(專)應屆畢業且無工作之青年，補助參與職訓課程所繳納自行負擔費

用，最高補助 2萬元，以申請 1次為限。 

三、 針對勞動部青年就業獎勵計畫與本府推動之應屆畢業青年初次尋職就業服務

計畫，將視青年實際狀況搭配運用以輔導其穩定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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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李議員余典、 
戴議員瑋姗、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8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持續檢討高中職科系發展性，能培養學生就業能力並加強技職教育。 

 

答復內容：  

本府教育局為積極發展在地就學及深耕技職教育政策，每年委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協

助，配合區域產業及全國設科狀況，進行高中學校該班級專業群科調整。此外，積極

推行產學合作，以確保培育出的人才為企業所需要，培養學生就業能力並加強技職教

育。 

一、持續檢討高中職科系發展性： 

本府教育局每年委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協助，配合區域產業及全國設科狀況，進行高

中學校該班級專業群科調整；輔導並追蹤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開創與產業之多元合作

模式，以提供學生更好之實務經驗；透過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課程審查，輔導學校

發展特色課程、落實課程改革。此外，本府教育局就高中職系科發展一節近年本府教

育局配合教育部「技專校院 109學年度總量院所系科增設調整與招生名額管控原則」

考量職科學生科系調整餐旅群(餐飲管理科、餐飲技術科、觀光事業科及旅遊事務科)

食品群(烘焙科、烘焙食品科)及藝術群(表演藝術科及電影電視科)不再同意新設科別

與增班，藉以通盤考量新北產業脈動及全國產業趨勢，以利盤點各職群領域之培育學

生數。 

二、產學合作模式： 

本市近年積極推行產學合作，以確保培育出的人才為企業所需要，依據「新北市高級

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產學特色發展模式」強化本市技職學校與產業的連結。本市產學合

作模式，依各校規模、師資、設備環境及特色，採由淺入深、由小而廣的方式辦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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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產學體驗、產學實習及產學專班等模式。 

經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市所屬學校公私立技術型高中(含高中附設專業群科)25

校中達產學體驗模式學校有 3校(12%)，已達產學實習有 8校(32%)及已達產學專班模

式有 13校(52%)，表示本市所屬學校於教師參與及學生參與層面上，多數都與產學、

大專院校與職訓單位接軌，不論是課程、師資或是設備，都因應著產業脈動與社會趨

勢調整，本市各校產學合作比例達 96%。另為協助各技職學校發展多元產學合作，除

由本府教育局媒合企業與學校合作外，並鼓勵業界捐贈、成立產學聯盟、辦理教師赴

公民營企業機構研習及簽訂技術認證中心合作意向書等方式，深化產業技術人才的培

育。 

三、技職產官學合作現況及案例： 

(一)暑期教師赴公民營企業研習：108年華育機電企業有限公司與中軟科技有限公司

辦理專業群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與企業研習，為期 15天 120小時，透過產業資

源捐贈無人機設備與智慧車聯網設備，協助教師與產業接軌、增能；結合亞馬

遜雲端運算服務 Amazon Web Services (AWS)開辦教師研習工作坊運用 AWS 

educate 線上資源提供雲端課程。 

(二)捐贈與產學攜手： 

1、東龍珠鑽石集團 108 年與本府教育局、鶯歌工商合作辦理「新北市全國精品

金工競賽」，不僅提供 20 萬獎金，也充實鶯歌國中及鶯歌工商的金工設備，

更進一步與二校合辦「珠寶金工設計培力營」及「金工設計職業試探專班」，

109學年度推出「珠寶金銀細工一條龍」特色專班。 

2、財團法人誠萱社會福利基金會連續 5 年(104-109 年)捐助新北高工共 455 萬

獎助學金，作為家境清寒、弱勢學生改善經濟狀況，以及在實習技能、技藝(能)

競賽、專題競賽及取得技能檢定證照乙級等技職領域精益求精之獎勵。 

3、興采實業於 109年 3月 10日捐贈 700碼環保機能性布料予新北市政府，此布

料曾獲得世界三大知名國際發明獎，具備防水、透氣、除臭及防菌功能，本

府教育局邀請亞東技術學院技術指導，與本市樟樹國際實中師生共同設計「防

疫口罩套」。 

4、國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於 109年 5月 14日捐贈新北高工價值 240萬元的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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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O大型聯結車一台，結合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開辦產學攜手一條龍課程。 

5、109 學年度起本市新北高工、三重商工、瑞芳高工與鑄造工會公會、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合作辦理北部「智能鑄造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三)國外產業研習：新北市為鼓勵與協助教師與產業接軌，每年辦理教師產業實務增

能研習之外，更薦送指導學生榮獲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前 3名之指導教師，全

額免費赴美國、德國、澳大利亞與日本企業技職研習，增進教師專業知能及產業

實務技能水準，以提昇教學品質。本市自 104年起全國首創薦送金手獎學生赴國

外技職研習，至 108 年已薦送 163 位金手獎與 65 位教師赴德國、美國、澳大利

亞、日本技職研習。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技職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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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李議員余典、 
戴議員瑋姗、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5日 

質詢事項： 

市府推動幸福微利貸款計畫執行情形? 

 

答復內容： 

一、 計畫內容及對象：設籍本市 4個月以上，且年齡 20至 65歲中低收入戶，無需

擔保或抵押，提供小額貸款協助創業，改善經濟問題、脫離貧困。 

二、 五大客製化創業服務 

(一) 創業研習課程：分為創業入門班、進階班、精進班及企業見習。 

(二) 專家諮詢輔導：透過一對一創業顧問諮詢輔導，針對個別創業者進行營運診斷

及指導貸款計畫書撰寫。 

(三) 創業貸款協助：提供免保人、免擔保品的優惠，最高額度新臺幣 100萬元的創

業資金。 

(四) 貸後關懷陪伴：追蹤關懷獲貸商家經營情形，協助事業後續營運及財務管理。 

(五) 商品行銷推廣：運用媒體、活動或編印型錄等多元方式，協助獲貸商家產品及

形象推廣，並舉行家族聚會活動，提供異業交流與經營精進。 

三、 目前執行狀況：自 97年 11月底開辦至 109年 6月核貸家數為 22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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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李議員余典、 
戴議員瑋姗、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日 

質詢事項：市府推動新北市青年創業群眾募資輔導計畫情形？ 

答復內容： 

一、鑒於創業者在籌劃群眾募資前，會面臨產品設計、行銷推廣不足等問題，本府經

濟發展局今年度推出「新北市青年創業群眾募資輔導計畫」，針對「科技與設計

加值」、「社會與地方創生」及「文化與內容發展」三大主題進行徵件，預計徵收

22組新創產品，提供「專案輔導」及「個案諮詢」服務。「專案輔導」項目包括

專案評估、文案企劃、素材製作、集資宣傳；「個案諮詢」項目包括個案諮詢及

集資宣傳。預計促成募資金額至少 3,000萬元以上。 

二、本計畫規劃兩梯次徵件，第一梯徵件期間為 4月 29日至 5月 18日，共收到 42

組提案，計有 14案正式送件進入審查，最終錄取 10案(3組輔導案、7組諮詢案)。

第二梯次預計 8月份進行公開徵件。 

三、第一梯次錄取團隊的產品中，「科技與設計加值」類包括新型投影機、遊戲手把、

游泳耳機等；「社會與地方創生」類包括經典可可醬；「文化與內容發展」類包括

《扭蛋機》圖文創作、看台下長輩說故事陪伴計畫、大店長讀書會等。 

四、本計畫案第 1個上線集資產品為碩擎科技「Serafim S1遊戲手把」，於 109年 6

月 9日正式上線集資(集資網頁：https://www.gaming.serafim-tech.com/)，上

線 1個月已取得 1,000多人次贊助，集資金額達新臺幣 100萬，目前仍持續集資

中。本案其餘團隊正進入輔導或諮詢階段，後續將陸續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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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柯科長天祥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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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李議員余典、 
戴議員瑋姗、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5日 

質詢事項： 

市府應重視年青人失業、創業及就業問題並積極推動相關協助措施。 

 

答復內容： 

為協助青年在就業前作好準備，提供之相關措施如下： 

一、 一案到底就業服務：本府設置 29個就業服務據點，由一對一專人提供就業諮

詢、職業心理測驗、個案管理等就業服務。另辦理就促研習及職場參訪，內

容包括履歷健檢、面試技巧、職場趨勢、職涯探索及企業參訪等課程，目的

在強化就業知能及掌握就業方向。 

二、 辦理失業給付認定：非自願離職勞工可向本府所屬三重、板橋、中和、新莊、

汐止、新店及淡水就業服務站辦理失業給付認定，據以申請失業給付，就業

服務站更藉此協助求職者就業媒合。 

三、 推出全國首創青年就業三箭： 

(一) 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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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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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斜槓青年職能培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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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推動應屆畢業青年初次尋職就業服務計畫：為減緩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應屆

畢業青年就業衝擊。針對設籍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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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項就業輔導服務及就業推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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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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提供創業貸款及輔導：開辦幸福創業微利貸款方案，提供創業貸款、創業研

習課程、專業顧問輔導、產品行銷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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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李議員余典、 
戴議員瑋姗、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陳議員文治、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5日 

質詢事項： 

市府應加速工業區核發建使照案件並協助解決投資者所遇問題。 

 

答復內容： 

  一、關於加速核發建築執照部分： 

    (一)為加速核發建造執照，本府工務局已擬訂執照精進方案，對於涉及外單位

審查、平行會審作業，以本府 108年 6月 17日新北府工建字第 1081024025

號函知市府各機關協助配合本府工務局於建照收件後120天(4個月)內完成

各平行分會機關程序及核發審查通過之報告書(核定本)為原則，並自建照

收件後，經各機關平行會審完成至本府工務局建照審核階段應於 180 日(6

個月)內完成。 

    (二)另為加速核發使用執照及避免未達竣工標準而提前掛件之建築工程案，本府

工務局以 108 年 8 月 15 日新北工施字第 10815401561 號函周知自 108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竣工勘驗，起、監、承造人可先行向外審單位(水保、消防、

雨水、保水及昇降設備等)申請竣工審查程序，避免因相關審查未完成及未

達竣工標準致影響核發使用執照期程。另本府以 108 年 3 月 12 日新北府工

施字第 1080404642 號函及本府工務局 108 年 10 月 3 日新北工施字第

1081849730號函提供起、監、承造人下載「修改竣工圖、併案辦理變更設計

及補列筆誤或漏列事項」及「新北市使用執照書圖文件核對自主檢查表」，

對於圖說不符及常見缺失可事先自主檢查，再向本府工務局申請修改竣工圖

及併案辦理變更設計等簡化程序，以加速使用執照核發。 

  二、有關協助解決投資者於工業區申請建築執照所遇問題部分： 

    (一)為協助解決投資者於申請建造執照所遇問題，本府工務局於每周三定期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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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會議，逐案邀集起造、設計人瞭解當前申請建造執照所遇困難之處並予

以輔導，加速核發建造執照。另本府經濟發展局另有「招商一條龍專案服

務」，藉由新北投資服務快捷窗口、招商投資障礙排除會議…等方針，不定

期召開跨局處投資障礙排除會議，即時解決投資者所遇問題。 

    (二)對於使用執照申請後 2 個月未取得使用執照案件，本府工務局於每月第 2

週星期二定期召開輔導會議，逐案邀集起、監、承造人瞭解當前申請使用

執照所遇困難之處並予以輔導，加速核發使用執照。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建照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正工程司逸銘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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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李

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張議

員錦豪、彭議員成龍、戴議員

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5日 

質詢事項： 

八仙塵爆 5年過去，市府後續協助措施為何? 

 

答復內容： 

一、104 年 6 月 27 日發生八仙樂園塵爆事件，造成 499 位民眾燒傷，當時本府與衛

生福利部協調成立「627 燒燙傷專案管理中心」，提供單一服務窗口，針對其多

元需求，協調醫療復建照護、提供行動不便傷友居家復健與輔具補助、提供心理

支持及關懷、經濟困難扶助，職業重建、就學輔導、就養資源，家屬支持及法律

協助等協助其生活重建回歸社會。 

二、「627 燒燙傷專案管理中心」三年計畫於 107 年 6 月 26 日結束時，約近九成傷

者已回歸學校及職場，並已轉介至其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之社政、衛政及健保醫

療體系進行後續服務。 

三、本府衛生局持續提供單一諮詢窗口，傷友後續倘有疑義或需求均可來電諮詢，必

要時函轉相關局處或連結民間資源。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心理衛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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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 

請落實公安聯合稽查。 

 

答復內容： 

一、 公安聯合稽查截至 109年 6月 30日列管家數 781家，累計檢查家數 635家，認

定嚴重違規場所共計 18件，目前已改善 13件，其餘 5家將持續要求業者改善

以符合公共安全。 

二、 針對嚴重不合格場所： 

(一)查獲色情者:同一違規人、同一違規事實，經工務局裁罰 1 次，第 2 次複查仍

未改善，可同時執行斷電。 

(二)未查獲色情者：同一違規人、同一違規事實，經工務局裁罰 2次，第 3次複查

仍未改善，可同時執行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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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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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 

請儘速補足消防專業安全人員。 

 

答復內容： 

一、消防安檢人力配置情形：本府消防局列管檢查場所總計 63,403家，為全國第一，

目前設有 19個安檢分隊，執行安檢人員 155人。目前按內政部消防署函頒之「直

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各項專責人力配置指導原則」配置尚符合規定，惟因應本市列

管場所逐年增加，執行安檢人力部分列入滾動式檢討，並同時精進消防安全檢查

之質與量。 

二、持續優化安檢勤休制度：本府消防局逐步調整各安檢分隊人員勤休方式，採優化

之勤休運作，讓平日日間時段可集中人力全面執行消防安全檢查，夜間時段採四

分之一人力留守以處理文書審查等作業，本府消防局將在人力許可之安檢分隊持

續推動實施勤休優化制度，以提升執行消防安全檢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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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 

請儘速補足公安聯合稽查人員。 

 

答復內容： 

目前本府公安聯合稽查截至 109年 6月底列管家數為 781家，業已完成檢查計 635家，

聯合稽查勤務編排每天分為下午班 1組及晚上班 1組，每組由工務局、經發局、消防

局及警察局派員配合勤務運作，每 1組 6人均由局處股長以上層級帶隊檢查，按目前

本府公安聯合稽查列管家數，在檢查人力上尚能負荷，均能每月完成預訂檢查對象進

度，未來亦將視本市公安列管家數增減，適時滾動式檢討調整稽查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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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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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 

要求落實公安申報建築師簽證。 

 

答復內容： 

本府已有委託專業檢查機構針對公安申報簽證合格案件執行複查作業，中央規定應複

查比例 30%，本府提高複查比例至 50%以上，另複查如查獲涉及簽證不實將依「新北

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簽證不實認定與懲處作業要點」辦理，杜絕專

業檢查機構或人員公安申報簽證不實，以維護場所公共安全。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使用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正工程司逸銘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7720 

  



33 

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 

要求落實公安申報消防技師簽證。 

 

答復內容： 

一、場所依規定委託專技人員檢修並依限申報：按消防法第 9條規定，應設消防安全

設備之場所管理權人，應依消防法規定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並定期委託消防設

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或辦理檢修申報工作。但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

備之定期檢修，其管理權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

構辦理。 

二、不實檢修依法舉發處分：本府消防局至各類場所複查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情形

時，若發現應實施檢修項目未檢測仍申報或應實施檢修設備未辦理檢修及申報

者，即構成消防法第 38條第 3項之不實檢修申報要件，將予以舉發並處專技人

員 2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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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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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5日 

質詢事項： 

貫徹公安三級管理工作。 

 

答復內容： 

公共安全檢查之機制可分為政府機關、專技人員及業者等三級管理，落實之相關作法

如下: 

一、政府機關:本府各權責機關針對建築物公安安全、消防安全、營業登記及土地使

用管制等項目逐項列管檢查，並每年透過警察單位、經濟發展局之巡查機制查報

新增之場所，並檢討列管場所是否私自違規營業項目或擅自變更出入口、走廊、

擅自室內裝修或破壞防火區劃等，並持續追蹤複查、罰款至改善為止，若多次仍

無改善者，將採取斷電斷水之強制處分。 

二、專技人員:專技人員簽證、檢修及申報制度之立法目的，在於藉此制度達公共安

全之維護，端賴建築師及消防設備師士等專業人員確實執行按期檢修申報，而檢

修工作應確認各式各類建築物公安項目及消防安全設備具備正常之防災功能，本

府各權責機關業透過複查之機制針對作出簽證及檢修不實之專技人員依規定進

行舉發裁罰，並於網路公告相關名單，以督促專技人員確實執行檢查業務。 

三、業者:基於民眾仍普遍欠缺「自己財產，自己保護」之觀念，即便政府極執行檢

查工作，但公共場所重大火災案件仍不斷發生，顯示公共場所之消防安全自主維

護觀念仍有改善空間。經查究其問題主因，我國一向僅重視硬體設施的設置，對

於防災預防及應變等軟體作為，但業者仍無視安全問題的存在，爰除於制度上要

求業者實施防火管理，由業主應指定專人（即防火管理人），接受適當的講習、

訓練，就建築物特性策訂整體安全之消防防護計畫，本府消防局也定期派員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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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及行政指導業者以及針對現場員工實施口詢，並要求業者執行各項火源管理

監督、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之自主檢查，若有發現未落實者將開單要

求限期改善，以根本上解決公共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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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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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4日 

質詢事項： 

請以大數據分析各區火災頻率以調整消防人力支援。 

 

答復內容： 

有關所詢以大數據分析各區火災頻率以調整消防人力支援，分項說明如下： 

一、各區火災頻率，歷來均為本府消防人力配置的主要因素，因此，依 108年各區外

勤消防人力及火災發生次數統計表(如附件)數據顯示，本市新莊、三重等轄區人

口密集，火災頻繁之區域，本府消防局配置於該區管轄之第二及第三救災救護大

隊消防人員數較其他各大隊為多。 

二、另外，因消防業務多元，消防人力之分配除考量火災頻率外，本府消防局亦需依

不同屬性之勤業務屬性地區，就專救、防溺、山搜、緊急應變等不同勤業務，合

理調配最基本之消防人力，始得讓市民得到即時之救助。 

三、又對於都會型地區勤業務繁重，然分隊位置密集、距離鄰近，分隊間便於相互支

援協力，而偏遠地區及獨立作戰區，則已建置相關補位機制，按各區需求彈性調

整。 

四、綜上，本府消防局人力將陸續配賦到位，未來仍會賡續朝各項勤業務大數據分

析，妥適分配人力，以提升消防救災救護能量，共同守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承辦局（處、會）：消防局 

承辦科（組、室）：人室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鄭股長景允 

聯絡電話：(02) 89519119分機 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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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各區外勤消防人力及火災發生次數統計表 
資料統計 108年 12月 31日止 

序號 行政區 
外勤消防 

人員數 

行政區 

人口數 

行政區 

火災次數 
火災次數總計 所屬大隊 

1 板橋區 220 556,897 160 160 
第一救災救護大隊 

（7分隊 220人） 

2 新莊區 175 420,473 202 452 
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11分隊 291人） 

3 五股區 45 88,000 106 
  

4 泰山區 34 78,751 49 
  

5 林口區 37 115,582 95 
  

6 三重區 90 386,336 235 514 
第三救災救護大隊 

（11分隊 289人） 

7 蘆洲區 81 201,883 105 
  

8 八里區 33 39,531 44 
  

9 淡水區 69 178,610 111 
  

10 三芝區 16 22,768 19 
  

11 深坑區 23 23,725 19 208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 

（9分隊 227人） 

12 新店區 142 303,445 178 
  

13 坪林區 31 6,689 3 
  

14 石碇區 16 7,629 6 
  

15 烏來區 15 6,433 2 
  

16 三峽區 66 116,478 102 473 
第五救災救護大隊 

（9分隊 266人） 

17 樹林區 72 183,926 123 
  

18 土城區 90 237,696 149 
  

19 鶯歌區 38 86,869 99 
  

20 汐止區 119 203,429 105 210 
第六救災救護大隊 

（14分隊 267人） 

21 瑞芳區 56 39,536 18 
  

22 平溪區 14 4,546 17 
  

23 雙溪區 14 8,665 4 
  

24 貢寮區 15 12,033 11 
  

25 石門區 13 11,834 11 
  

26 金山區 24 21,396 23 
  

27 萬里區 12 21,872 21 
  

28 中和區 143 413,069 69 107 第七救災救護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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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隊 216人） 

29 永和區 73 220,595 38 
  

不分區 108         

合    計 1,884 4,018,696 2,124 2,124   

備註： 

1. 本府消防局內勤員額數 364 人、外勤員額數 1,884 人，合計 2,248 人。（消防人數資料統計年月為 108 年
12月 31日。） 

2. 各行政區人口數統計年月為 108 年 12月 31日，資料來源為本府民政局網頁。 

3. 各行政區火災次數統計期間為 108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資料來源為內政部消防署建置之火災
調查資訊系統。 

4. 本府消防局係依勤務量、轄區人口數等項目進行大數據檢討分析後，衡酌各大隊所需人力予以調配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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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 

請針對未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者儘速裝設。 

 

答復內容： 

依「消防法」第 6條第 5項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等規定，住宅用火災警

器設置係定位在民眾的自我責任範疇，以自主設置為原則。 

一、執行進度及成效：本市住宅場所總戶數共計 157萬 2,213戶，截至 7月 9日設置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戶數設置比例 80.74%，其中預估安裝住

宅用火災警報器對象戶約 63 萬 5,592 戶，為全國最多。本府消防局自民國 96

年推廣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工作，截至 109年 7月 9日安裝戶數累計已達 33

萬 2,778戶，安裝率 52.36%。 

二、預計完成期限：本市預計每年提升住警器安裝率 10%為年度目標，109年達 50%、

110年達 60%……等以此類推，預計 114年底完成全面安裝。 

三、發放資格與標準：凡本市建築物總樓層高 5樓以下之公寓、透天厝住宅皆符合申

請條件，以 1地址 1顆、不重複申請方式進行補助，惟每年數量有限，持續優

先且全面補助獨居長者、低收入戶及資源回收戶等弱勢族群，109 年更新增高

風險家庭、宮廟式住宅及狹小巷弄為全面安裝對象。 

四、申請流程：民眾可至當地轄區消防分隊、居家訪視、防火宣導活動及線上申請系

統(http://sport.fire.tpf.gov.tw/firersa/)填寫申請表後 10日內，經分隊

審核符合條件者主動聯繫進行發放或協助安裝。 

五、透過區公所、里辦公室或議員申請方式：如有區公所、里辦公室或議員服務處主

動提出願意協助時，仍以提供民眾填寫申請表後，交由分隊審核符合條件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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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聯繫進行發放或協助安裝。 

六、本市 108年成功示警案例 22件，今(109)年截至 7月 9日計 31件，因住警器不

須配線、易安裝且價格便宜，鼓勵民眾自行至網路商店、大賣場、居家修繕賣

場或消防器材公司購買，以保護自身居住安全，也誠摰籲請民間及慈善公益團

體熱心捐贈，期許藉由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讓火災發生之初能及早預警、應變，

降低人命傷亡及財務損失，守護新北市每一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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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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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 

請加強宣導學童及市民消防逃生觀念。 

 

答復內容： 

為提升學童及市民正確避難逃生觀念，本府消防局以多元、創意、互動模式為主軸進

行宣導，建立滬尾防災宣導主題館、辦理各式宣導活動、消防兒童夏令營、居家安全

訪視、編纂新北市市民防災手冊及製定各項文宣教具，深入市民生活宣導並運用網路

新聞、社群媒體推廣消防知識： 

一、滬尾防災宣導主題館，VR 虛擬實境體驗：本市首座防災宣導主題館座落於淡水

河畔，淡水老街馬偕博士上岸處旁，場館內部包含 2 大主題：「VR 虛擬實境體

驗」及「沉浸式投影互動」，其中 VR虛擬實境體驗主打「溺水救援」、「火場逃

生」遊戲，讓民眾學習遇到溺水、火災情境時該如何應變；另沉浸式投影互動，

即是透過投影與牆面的觸碰互動方式，結合居家防火、防震、防颱、防 CO等防

災知識，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宣導正確防災觀念。 

二、各式宣導活動：依各類場所、里民活動、學校及人潮出入眾多場所等不同屬性安

排活動內容，運用創意設計宣導教具，使民眾透過實際操作體驗，瞭解防災重

要性。 

三、家庭逃生計畫圖推廣：為達宣導向下紮根，由本府消防局及本市義消防宣人員結

合學校進行「家庭逃生計畫圖繪製活動」，透過親子共同繪製，增進學童親子間

防災避難觀念互動，以提升居家逃生避難能力。 

四、消防兒童夏令營：利用親身體驗的互動消防遊戲，讓學童在互動中寓教於樂灌輸

正確防火防災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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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居家安全訪視：由本府消防局所屬消防人員及義消防宣志工常年以實際行動走入

社區住戶，結合里長到府實施住宅防火防災安全訪視，就住家用火用電、瓦斯

安全、避難逃生、防災知識等面向與住戶面對面訪談，依可能潛在危險因子提

供改善建議，降低住宅火災發生。 

六、編纂新北市市民防災手冊：為使市民具備正確防災知識，本府消防局於 105年發

行第 1 版「新北市市民防災手冊」，內含颱風篇、地震篇、爆竹篇、CO 篇、防

火篇、防溺篇、防輻篇、救護篇及 119篇，時隔 3年，針對民眾日常生活中可

能發生災害的類型再次檢視並修正，於今年發行第 2版市民防災手冊，涵蓋全

臺灣最完整防災資訊，並以電子書為主出版，廣布全台五大通路，除新北雲端

書櫃及本府消防局網站外，於 HyRead ebook新北市立圖書館、台灣雲端書庫、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iLib Reader)、國家圖書館(NCL Reader)及臺灣華文電子

書庫等全臺 5大電子書服務平台上架！實體通路以借閱為主、取(贈)閱為輔方

式推廣，本市各學校校內圖書館、區公所、里辦公室、市立圖書館及消防分隊

皆可免費借閱實體書。 

七、設計文宣教具，多通路宣導：為落實民眾火災逃生知識宣導，本府消防局設計文

宣及教具於本市社區大樓、5 樓以下公寓張貼防災報馬仔文宣，結合大、中、

小型宣導活動、119 消防節、兒童暑期夏令營活動、居家安全訪視教具宣導，

並運用公車車體及候車亭、捷運燈廂、臺鐵車廂等實體通路推播消防知識。 

八、運用媒體擴大宣導層面：除藉防災館、防災手冊、文宣搭配相關宣導活動推廣外，

本府消防局運用新北消防發爾麵 FB粉絲專頁每日更新貼文，結合 Line、Youtube

推廣，拍攝主題影片，宣達民眾正確防火知識，屢屢創下高點閱率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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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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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請落實歌唱場所之防火管理。 

答復內容： 

一、強化轄內歌唱場所安全管理作為：本市轄內 KTV、MTV及卡啦 OK等視聽歌唱場所

共計 465家，自 109年 5月 1日起至 5月 15日止，本府消防局全面清(檢)查轄

內視聽歌唱場所，截至專案結束共計檢查 465 家，其中 151 家未營業，46 家消

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106 家防火管理不符規定、9 家防焰物品不符規定，均已

依規定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截至 6月 11日止不合規定部分均已改善完畢。 

二、強化跨局處橫向聯繫: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若涉及增建、改建、修建、

室內裝修及變更使用等施工行為時，本府消防局將會要求於消防安全設備竣工審

查時一併檢附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並強化跨局處橫向聯繫。於開工期間也會派

員實地審查因施工所影響之消防設備、避難逃生設施之替代措施。 

三、強化自衛消防編組演練:針對視聽歌唱場所等包廂型營業場所可能會因音響吵雜

等因素，不易接收到外來警報音或緊急廣播音，為使該類場所員工瞭解應變行動

要領與提升應變能力，要求於自衛消防編組演練中，加入關閉影音設備(包廂音

響、麥克風等)之行動程序(依新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第 4 條要求)，另於內政

部消防署 109年 6月 10日消署預字第 1090500798號函暨 109年 6月 29日消署

預字第 1090500898號函，於 109年 8月 30日前完成演練 1次，以提升場所應變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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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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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3日 

質詢事項： 

請加強管理中角灣國際級衝浪基地。 

  

答復內容： 

一、中角灣衝浪中心自 109年 1月 1日起正式營運，本府體育處依契約規範委外營運

廠商相關權利義務事宜，每月定期進行營運查核，並預計於年底進行營運評鑑，

以維護衝浪中心服務品質，俾提供本市衝浪選手及民眾優質運動訓練環境。 

二、另有關沙灘及水域等隸屬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權管部

分，倘民眾反應相關事項皆隨時進行意見溝通交換，以保障民眾進行水域活動之

安全及權益。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體育處） 

承辦科 (組、室)：運動設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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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 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5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加強海上移工消防安全觀念。 

 

答復內容： 

為加強海上移工消防安全觀念，提高漁民風險意識，降低漁船意外，本府漁業及漁港

事業管理處已訂定「109 年新北市漁船保險暨消防安全計畫」，並編列相關經費補助

漁船保險及消防安全教育訓練費、裝置火災警報器、老舊漁船電路檢測等，其中辦理

消防安全教育訓練課程部分，將由本府消防局派員協助講授，以維護漁民之生命財產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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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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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 

請消防局適時支援捕蜂捉蛇。 

 

答復內容： 

一、本市捕蜂捉蛇業務已於 107年 1月 1日全面回歸本府動物保護防疫處(以下簡稱

本府動保處)，現行捕蜂捉蛇受理方式，皆先通報本府動保處統一受理案件。。 

二、惟本府動保處囿於預算有限、委外廠商駐點、人力及緊急派遣機制尚未完整，民

眾通報捕蜂捉蛇案件如有即時性及危險性，本府消防局為避免民眾遭受緊急危

難，由本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依勤務狀況派遣同仁出勤協助支援。 

三、 經統計本府消防局支援捕蜂捉蛇件數：107 年 447 件、108 年 44 件、109 年截

至 6月底計 79件，並將持續適時支援，以防止市民遭受緊急危難。 

 

 

 

 

 

 

承辦局（處、會）：消防局 

承辦科（組、室）：緊急救護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鄭股長景允 

聯絡電話：(02) 89519119分機 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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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李議

員余典、張議員維倩、張議員錦

豪、彭議員成龍、戴議員瑋姗、

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3日 

質詢事項： 

請加強宣導學童勿穿著膠鞋搭乘電扶梯以免被捲入之危險。 

 

答復內容： 

一、因應本市近日發生女童因穿著膠鞋遭電扶梯夾斷右腳中指與無名指事件，本府教

育局已於 109年 7月 7日新北教安字第 1091275864號函請各校將該案引為案例，

並提供內政部營建署及中華民國電梯協會製作之「搭乘電扶梯安全注意事項」供

各校宣導使用，以避免危安情事再生(如附件)。 

二、為提升宣導成效，本府教育局將持續運用各類研習時機加強宣導，以利所屬人員

知悉，並有效落實執行維護校園安全相關工作。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組、室）：校園安全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督學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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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提供 109年上半年度公有建物消防安全檢查報告。 

 

答復內容： 

一、按消防法規定，學校管理權人應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並於每年 3月底前委託消

防專技人員辦理檢修申報工作，經查本市學校皆依規定辦理年度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申報。 

二、另查學校目前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結果仍不合格限改中之學校計 39 家，舉發裁罰

0家，本府消防局於執行上述場所檢修申報複查，倘發現不符合規定時，將就缺

失項目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要求管理權人儘速改善，若複查仍不合格者，即按

規定舉發及裁罰，並持續追蹤至改善為止，以維護場所安全。 

三、綜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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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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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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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3日 

質詢事項： 

請提高校園消防設備規格。 

  

答復內容： 

有關本市各級公立學校消防設備，涉及學生安全，本府教育局格外重視，每年皆依消

防法規定辦理「消防設備安全檢修申報」，並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

辦理設備檢查及改善務求學校符合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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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謝督學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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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 

新北公有建物未取得使照及改善情形為何? 

 

答復內容： 

一、依本府財政局提供之各機關使用或經管建築物計有 145件未取得使用執照，其中

17 件(含已領得多目標使用許可 4 件)已取得使用執照，建築物已拆除 4 件，非

公有建築物為１件及中央單位建築物、歷史建築物及特種建築物共 5件，其餘尚

有 118件未取得使照之建築物，本府將持續請各經管機關檢視其使用建築物申辦

使用執照之瓶頸，本府財政局、城鄉發展局、地政局及工務局將輔導協助。 

二、另剩餘列管 118案中，因多數土地為私人所有及編列相關補照預算事宜，故已責

付相關使用機關應儘速請專業建築師協助，並定期進行公安申報及結構安全評

估，後續工務局與財政局將針對未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持續請各機關檢視申

辦之瓶頸，並建立督導機制，儘速取得合法證明或使用執照。 

三、 後續將先行針對橋下構造物(22件)先進行協助輔導辦理，將儘速邀集各機關

開會討論遇到瓶頸事項，另因多數土地為私人所有及編列相關補照預算，將視各

案情形邀集各機關協助。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施工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正工程司逸銘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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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3日 

質詢事項： 

新北學校耐震補強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有關校舍補強工程係配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校舍耐震能力改善計畫(109-111 年度)」補強工程，預計 109-111 年度完成 94

校 148 棟校舍補強工程；109 年度預計完成本市 42 棟校舍補強，餘 106 棟將依

計畫期程辦理，並預計 111年完成全市校舍補強。  

二、本市 109年度補助 42棟校舍補強，目前均已完成補強設計，預計暑假期間施工，

並於年底完成補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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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謝督學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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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 

請查明板橋萌萌噠寵物生活館違法事項。 

 

答復內容： 

本府動保處經查萌萌噠寵物生活館違法事項說明如下： 

一、民眾於 108年 9月 17日檢舉萌萌噠寵物生活館以支付 7,600元認養狐狸犬，經

動物醫院檢出犬小病毒感染，該店家無法清楚說明犬隻來源，且該犬隻並無寵物

登記。動保處於 108 年 10 月 17 日以轉讓未完成寵物登記及繁殖場來源交代不

明，違反動保法第 22-2條第 1項規定，依同法第 28條規定裁罰新臺幣 4萬元罰

鍰。 

二、動保處於 109年 3月 9日收到該店家特定寵物業許可證變更專任人員申請書，動

保處於 109年 3月 23日因缺件退還申請書。迄今尚無重新提出申請，已違反特

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動保處於 109年 7月 6日依動物保護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4萬元罰鍰。 

三、動保處查該店家尚未交 109年第 1季及第 2季寵物晶片使用情形表，違反特定寵

物業管理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動保處於 109年 7月 6日依動物保護

法第 28條第 1項處新臺幣 4萬元罰鍰。 

四、動保處會同消保官於 109年 7月 4日主動稽查該店家，經查店內其中 2隻未植

晶片，違反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10條第 1項第 4款及動物保護法第 22-2條規

定，動保處於 109年 7月 10日依據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動物保護法事件裁罰基

準第 4項並依本法第 28條裁罰基準處以罰鍰 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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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會）：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 

承辦科（組、室）：寵物事業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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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5日 

質詢事項： 

建議金門縣於中和購地興建眷村之閒置土地可規劃停車場加以活化，請市府與金門縣

政府加強溝通。 

 

答復內容： 

一、案揭土地(太湖山莊、浯江新村、九如新村及太武山莊)為金門縣政府所有，經詢

金門縣政府表示，案經金門縣議會 108年會議表達反對設置臨時停車場，並請縣

府進行四眷村土地活化之規劃及開發，且縣府目前進行太湖山莊最優活化方案評

估及招商作業，後續將辦理浯江新村、九如新村及太武山莊之活化方案。 

二、另考量避免土地閒置，金門縣政府已表示將持續再與金門縣議會溝通，期以設置

短期停車場，增益土地收益，本府交通局亦將持續與金門縣政府溝通說明公有閒

置土地可短期做停車場之法令與案例，期助釋該縣議會對於短期活化減損土地效

益之疑慮。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停車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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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汐止民生線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捷運汐止民生線經 104年及 105年雙北市政府協議共識，以「全線一次核定，分

期興建」策略推動，並優先興建東湖站至汐止路段。第二期路線（內湖-大稻埕）

環評說明書環保署已於 109年 4月 29日召開第 3次小組初審會，審議結論建議

通過，請臺北捷運局於 6月 30日前，補充說明相關審查意見，經專案小組委員

確認後，提大會討論，臺北捷運局已於 6月 29日修正完成並再次提送環保署審

查。本府捷運局刻正協助北捷局作綜合規劃報告修訂作業，期盡速提報交通部同

步審議。俟環評審議通過，綜合規劃報告方可由交通部提報行政院審議及核定。 

二、綜合規劃報告奉中央核定後 2年開工，並以汐止至內湖之第一期優先路段施作，

於核定後 9年完工，全線於核定後 14年內完工。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卓正工程司文財 

聯絡電話：(02)22852086 分機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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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5日 

質詢事項： 

請向台北市爭取汐止白馬山莊旁路口設按壓式紅綠燈。 

 

答復內容： 

一、本府交通局於 109年 6月 16日上午 10時 30分邀集本市議員張錦豪、臺北市議

員李建昌、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本市忠山里辦公處及臺北市內溝里辦公處等

相關單位前往會勘，並於 109年 6月 18日函請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協助設置，

或同意由本府交通局申請設置，該處於 109年 6月 29日函復本府交通局說明該

路口尖峰時段流量及肇事紀錄均未達設置號誌規定門檻，故經評估暫無設置交通

號誌需求。 

二、本府交通局已再於 109年 7月 8日函復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說明，雖然車流量

未達設置標準，但考量該社區年長者眾多且該路口鄰近彎道使視距不足，為保障

年長者穿越路口安全，仍請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協助設置或同意由本府交通局

申請施作，後續俟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回復後續處。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交通管制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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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羅議員文崇、陳議員世榮、

李議員余典、張議員維倩、

張議員錦豪、彭議員成龍、

戴議員瑋姗、陳議員文治 

質詢日期 109年 7月 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7月 16日 

質詢事項： 

汐止樟樹派出所興設進度？ 

 

答復內容： 

一、本案預計由「薪昇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捐贈公益設施方式辦理，目前辦理取

得建築執照中，建照分三部分(A1、B1、B2)送工務局建照科申請，其中 B1 地段

部分本府工務局已核准，另 A1及 B2(派出所預定地)地段尚須 2個月(8月間)方

可完成申請。 

二、完成申請後，該公司將會邀請本府警察局與汐止分局共同研商樟樹派出所辦公廳

舍規劃配置，案列持續管制推動進度。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後勤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賴股長義芳 

聯絡電話：(02)80725454分機 3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