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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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109/06/29 

板橋醫療園區 BOT案(1)目前進度

(2)第二行政中心進度(3)回饋機制

及項目(4)建議納入兒童醫院規劃。 

衛生局 2 

2 戴議員瑋姗 109/06/29 
新北市立醫院應納入兒童心理輔導

諮商及早期療育。 
衛生局 3 

3 戴議員瑋姗 109/06/29 
請市府加速新板特區特專三用地推

動並建議納入大型電競場館。 
文化局 4 

4 戴議員瑋姗 109/06/29 泰山、板橋輕軌評估報告進度? 捷運局 5 

5 戴議員瑋姗 109/06/29 
市府推動新北國中小教室全面裝置

冷氣期程? 
教育局 6 

6 戴議員瑋姗 109/06/29 
建議新北國中小預定地或公共設施

保留地活化再利用。 
城鄉局 7 

7 戴議員瑋姗 109/06/29 
爭取板橋區高灘地可規劃作為足球

場。 
水利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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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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7月 14 

質詢事項： 

板橋醫療園區 BOT 案(1)目前進度(2)第二行政中心進度(3)回饋機制項目(4)建議納

入兒童醫院規劃。 

 

答復內容： 

一、 本府籌設規劃將板橋院區以「興建-營運-移轉方式」(BOT)新建一般急性病床

499 床，總床數約 900 床之中大型全方位的綜合型區域醫院，目前刻正委託廠

商辦理「新北市板橋醫療園區規劃委託專業技術服務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醫院籌設及促參可行性評估，本案已由本府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

於 109年 5月 4日由內政部召開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另

亦於 109年 7月 2日辦理完成促參可行性評估公聽會。 

二、 有關本案未來兒童醫療規劃亦包含兒童急重症，並將配合中央以家庭為基礎之

兒童家庭醫師制度計畫執行，建立分級分區之雙向轉診機制，提升兒童緊急傷

患就醫之可及性及強化兒童重難罕症照護，完備兒童醫療照護網絡。 

三、 有關本府第二行政中心刻正進行都市計畫變更階段，本府衛生局亦將積極配合

進度辦理後續事宜。另本案之回饋機制將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程序統籌評

估規劃辦理。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衛生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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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質詢日期 108年 6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7月 13日 

質詢事項： 

新北市立醫院應納入兒童心理輔導諮商及早期療育 

 

答復內容： 

一、 為協助新北市特殊需求之兒童正常成長，落實「及早發現、及早介入、及早治

療」的觀念，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於 109年 3月啟用「兒童發展聯合評估暨

療育中心」，並針對其特殊需求之兒童提供專業性醫療與復健及心理輔導諮商，

以充份開拓兒童的發展能力。 

二、 本府刻正於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醫院所在地，重新規劃「板橋醫療園區」，將朝向

新建一般急性病床 499床，總床數約 900床之中大型全方位的綜合型區域醫院，

未來亦將兒童心理輔導諮商及早期療育納入規劃，以延續並保障兒童就醫權利

與福利。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衛生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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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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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加速新板特區特專三用地推動並建議納入大型電競場館。 

 

答復內容： 

一、 新北表演中心（特專三）用地規劃開發係文化部主政，該部於 109 年 1 月 16

日陳報行政院「新北表演中心推動計畫(第 1次修正)」案。行政院國家發展委

員會業於 3月 23日召會審議，後續俟行政院決策。 

二、 本計畫基地座落於本市板橋區漢生東路及文化路一段交叉口西南側，新板橋特

定專用區之「第三種特定專用區(藝文娛樂表演服務區)」，文化部擬規劃設置臺

灣音樂中心、多廳院式的音樂劇商業劇場（大、中、小專業劇場與實驗劇場各

1 座）與專業音樂廳，及兒童文化科技館與附屬事業及設施（如商場、關聯產

業空間等）。倘未來文化部辦理規劃作業時，貴席建議將轉知文化部納入參考。。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文化設施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常主任曉雲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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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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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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板橋輕軌評估報告進度? 

答復內容： 

一、 本府捷運工程局於 108年 6月決標委託顧問公司辦理「泰山板橋輕軌可行性研

究」，依交通部 107年 2月頒布之「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

與審查作業要點」(下稱審查要點)第 2 點規定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可行性研究

前，應先完成都市發展規劃、綜合運輸規劃作業程序，並提出大眾捷運系統整

體路網評估計畫報告書送交通部審議，爰「泰山板橋輕軌可行性研究」分二階

段執行： 

(一) 第一階段：評估本市捷運整體路網，分析本市潛力軌道路線，編制「本市捷運

整體路網評估報告」提報交通部審議。 

(二) 第二階段：「本市捷運整體路網評估報告」經交通部核定，接續辦理泰山板橋輕

軌可行性研究，包含建議路線與站位，並將可行性研究結果提報交通部審核。 

二、 泰山板橋輕軌可行性研究，初步規劃路線沿塭仔圳市地重劃區、板橋都市計畫

之計畫道路及板橋、中和、土城農業區佈設輕軌，並與橫向軌道系統銜接轉乘(機

場捷運、五股泰山輕軌、新莊線、台鐵、板南線及萬大線)，刻正洽相關單位研

討路線銜接事宜，並綜合考量路線方案之可行性。 

三、 「本市捷運整體路網評估報告」及「泰山板橋輕軌可行性研究」目前為期中階

段，本府捷運工程局於將於 109年 7月陸續洽地方說明本市軌道建設願景及泰

山板橋輕軌現階段規劃方案，傾聽在地意見，以彙整修訂「本市捷運整體路網

評估報告」及「泰山板橋輕軌可行性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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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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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府推動新北中小教室全面裝置冷氣期程？ 

 

答復內容： 

本市國中小學電力改善約需 18億，安裝冷氣約 8億，若中央願意帶頭做，本府將積

極配合。目前教育部研提計畫規劃第一階段 110至 112年先進行電力系統改善，第二

階段 112至 114年進行冷氣裝設，本案若經中央核定，本府會在配合款財源籌措、辦

理作業上，全力配合中央的政策，甚至超前部署，在 111年底前先完成國中普通教室

冷氣裝設，並逐步完成全市國中小冷氣裝設，讓新北的孩子們能在適溫的環境下學

習。現階段市府也會先做好隔熱、遮陽措施，提供舒適的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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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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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新北國中小預定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活化再利用。 

 

答復內容： 

一、 有關學校用地檢討及活化再利用部分，倘經教育主管機關評估學校用地仍有使

用需求，原則維持學校用地使用，如有閒置情形，教育主管機關得評估辦理活

化再利用；倘經評估學校用地已無使用需求或開闢計畫，本府將依內政部 102

年 11月 29日訂頒「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納入檢討解

編為適當分區或用地。 

二、 為利公共設施保留地活化利用，本府業依上開內政部訂頒原則辦理「新北市公

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初步清查帶狀(如道路用地)及面狀(如學校用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約 851公頃。另為能加速整體檢討及保障地主權益，本府

刻依各都市計畫實際執行情形採分期分階段辦理相關程序，目前本案已有 11

處(新店、三峽、石門、澳底、坪林水源、三重、板橋、土城、鶯歌、新莊、淡

水)辦竣公開展覽並續行都市計畫審議程序，其中新店、三峽、坪林水源、澳底、

石門等 5處業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已報請內政部續審，其餘都

市計畫區將逐案陸續辦理。 

三、 另公共設施保留地於檢討變更為其他分區或用地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仍得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做相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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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林秘書逸智 

聯絡電話： (02)29603456分機 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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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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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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板橋區高灘地可規劃作為足球場。 

 

答復內容： 

一、 板橋區高灘地河濱公園現已設有大漢足球場 2 座及浮洲足球場 1 座，合計共 3

座，前述足球場尚符使用需求，另考量板橋區大漢溪河濱公園區段尚無大面積

土地及考量防洪需求，不宜再增設足球場，先予敘明。 

二、 另 109年 7月 10日由戴議員瑋姗本人主持的爭取板橋區高灘地可規劃作為足球

場現勘結論如下： 

(一)為維持現有浮洲及大漢足球場球場服務品質，請高灘地工程管理處配合足

球場場地需求，如遇場地不平整時，請予以滾壓整平。 

(二)大漢足球場現地土質偏硬，但受限於水利法及河川區條件限制無法大規模

運土及換土，但請高灘地工程管理處遇颱災且該足球場區域留有淤土時順行整

地，以改善土質不佳之情形。 

三、 綜上說明及會勘結論，本府暫時無法於板橋區河濱公園內再增設足球場，但將

持續維持球場品質且在條件允許情況下，改善大漢足球場土質過硬問題。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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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