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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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109/06/24 

請市府提供未來新北社區型及觀光

型市場提供租金優惠與營運權利金

減收，以及第二波紓困振興方案。 

經發局 3 

2 鄭議員宇恩 109/06/24 
請市府提供藝文團體場地租金優惠

方案。 
文化局 4 

3 鄭議員宇恩 109/06/24 
今年漁人舞台原創音樂季是否繼續

辦理? 
觀旅局 5 

4 鄭議員宇恩 109/06/24 
建請市府於八里地區舉辦相關水域

活動，以活絡地方觀光。 
經發局 6 

5 鄭議員宇恩 109/06/24 

建議市府針對三倍券推出的新北振

興 168 配套方案，按行政區規劃特

色旅遊行程。 

觀旅局 7 

6 鄭議員宇恩 109/06/24 
請市府研擬新北振興體育的相關配

套措施。 
教育局 8 

7 鄭議員宇恩 109/06/24 

針對淡水地區招商情形，請經發局

留意 BOT 容許項目，以做為開發參

考。 

經發局 9 

8 鄭議員宇恩 109/06/24 
淡水及八里地區準公幼嚴重不足,

希市府多鼓勵私立幼兒園加入。 
教育局 10 

9 鄭議員宇恩 109/06/30 

為解決海漂垃圾相關建議：(1)請

市府研訂自治條例。(2)研擬垃圾

減量及回收計畫。(3)調查海漂垃

圾情形，以利調整人力支援清除垃

圾頻率(4)鼓勵辦理淨灘活動及加

強環保教育。 

環保局 11 

10 鄭議員宇恩 109/06/30 
淡水學校污水納管比率偏低，請市

府再加強。 
教育局 13 

11 鄭議員宇恩 109/06/30 三芝及石門污水接管進度期程? 水利局 15 

12 鄭議員宇恩 109/06/30 

市府有關加班未滿 1小時或超過 1

小時之餘數得合併計算，並以小時

為單位選擇加班費或補休一案差勤

系統修改之辦理進度？臨時人員是

人事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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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否一併調整？請具體針對前開兩項

疑義提供最新研議進度。 

13 鄭議員宇恩 109/06/30 

針對武漢肺炎防疫，請提供各區公

所今年 1~6月對照去年同期加班費

請領情形，並請說明針對相關業務

同仁加班費支給來源。 

民政局 17 

14 鄭議員宇恩 109/06/30 

有關公所同仁於周末假期輪班至各

觀光熱點舉告示牌之勤務，是否得

視情形酌減，以體恤公務人員辛

勞。 

民政局 18 

15 鄭議員宇恩 109/06/30 

請提供目前災害準備金動支情形

表，及各機關申請動支之經費數

額、業務項目列表。 

主計處 19 

16 鄭議員宇恩 109/06/30 

建請市府超前部署，針對淡水區新

民公園、三芝區海濱公園、八里區

南山公園等處，規劃改善並舉辦工

作坊邀集周邊民眾參與，且協助各

公所辦理。 

農業局 20 

17 鄭議員宇恩 109/06/30 

建請水利局、環保局於辦理淡水水

資源回收中心第三期擴建工程時，

共同努力解決水資源回收中心周邊

汙染疑義，以減輕周邊居民生活及

生態環境之負擔。 

水利局 21 

18 鄭議員宇恩 109/06/30 

有關市府推動淡水沙崙文創園區招

商案，請具體說明招商標的及海象

調查後續處理情形。 

經發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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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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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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提供未來新北社區型及觀光型市場提供租金優惠與營運權利金減收，以及第二

波紓困振興方案。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市府招商案及公有市場攤商營業收入及人流情形說明如下： 

(一)受惠於國外旅遊限制、政府強化國旅方案、振興消費方案、國人報復型消費等

條件，以旅館及商場經營的招商案收入統計，109 年 4月與 5月與去年同期比

較，平均營業收入從減少 49.6%降至減少 24.1%，業績已逐漸回升；商場經營

型營業收入部分已回到去年同期水準，甚至三井、秀泰等業者 5月營收已超過

去年同期。 

(二)針對公有零售市場部分，因出入口管制已於 109 年 6月 7 日解除，經調查管制

解除後人流統計，社區型市場人流整體恢復 8.28%；觀光型市場人流整體恢復

51%，情勢已逐步回溫。 

二、 鑑於近期已有部分招商案營收及公有零售市場人流逐步回溫跡象且配合中央三

倍券，本府推出「新北振興 168」配套措施及舉辦各式行銷活動，應可促使營收

提升，爰現階段不予調降權利金、租金及攤商使用費，後續將視疫情發展和整

體復甦情形做滾動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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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24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4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請市府提供藝文團體場地租金優惠方案。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今年受疫情影響，表演環境大幅受挫。本府文化局為扶助表演團隊，下半年配

合行政院振興券、文化部藝 FUN券及市府振興 168 方案，並配合防疫措施，讓

民眾能安心開心進劇場，觀賞各種演出。 

二、 今年下半年於本市三藝文中心演藝廳演出團隊，多為本府文化局補助之表演團

隊或主辦、合辦之演出，依據「新北市藝文展演場地使用收費標準」已享免場

租及折扣優惠。 

三、 未來本市將視疫情發展狀況，提供團隊各種室內、戶外演出機會及優惠扶助措

施，以增加表演團隊營運能量，活絡本市表演藝術環境。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藝術展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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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24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4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今年漁人舞台原創音樂季是否繼續辦理?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本年度淡水漁人舞台暫訂於 9月 12 日至 9月 27 日連續三周六日辦理，惟屆時仍將視

中央疫情中心規定決定是否繼續舉辦及調整規模。 

 

 

 

 

 

 

 

 

 

 

 

 

 

 

 

 

承辦局（處、會）：觀光旅遊局 

承辦科（組、室）：旅遊行銷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余專門委員雅芳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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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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24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9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於八里地區舉辦相關水域活動，以活絡地方觀光。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逐漸趨緩，將利用新北市特殊的八里

台北港港灣風景，規劃於今(109)年 8月底於台北港海巡基地舉辦「美翻八里˙

港灣水樂樂-港灣嘉年華」活動。 

二、 上述活動將結合港區內特有海岸巡防、公共事業與港灣經濟型產業設施等內容，

同時提供軟性的新北商圈市集與陸地型水上活動，以行銷台北港區域發展情形，

加深民眾對於台北港產業與設施的瞭解與安全信任感，並活絡地方經濟，亦可

體驗新北市港灣休閒型態的疫後新生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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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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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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24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14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針對三倍券推出的新北振興 168 配套方案，按行政區規劃特色旅遊行程。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有關貴席建議「針對三倍券推出的新北振興 168 配套方案，按行政區規劃特色

旅遊行程」一案，本府已與 16家旅行社合作，推出 118 條 OK 旅遊路線，並由

業者落實自主防疫措施檢查，提高民眾觀光旅遊信心。 

二、 前開遊程目前含括瑞芳區、金山區、平溪區、雙溪區、新店區、萬里區、三峽

區、鶯歌區、坪林區、淡水區、八里區、烏來區、中和區、汐止區、石碇區、

三芝區、貢寮區及三重區等行政區，遊程設計均依在地歷史、人文及景觀特色

規劃，例如，串聯沙灘海濱美景的淺水灣、有臺灣小白宮美稱的淡水古蹟―前

清淡水關稅司官邸；針對三芝區及淡水區則結合淡海輕軌及在地美食所規劃的

「幾米奇遇拉古納風情」旅遊路線；或結合萬里龜吼漁港海鮮料理、野柳女王

頭地質風貌及石門老梅石槽等在地特殊人文與自然景觀，推出萬里區及石門區

的「新北北海岸野柳景點包車一日遊」包車旅遊等。 

三、 綜上，本府推動 OK 旅遊，均依在地特色規劃，期在經濟振興同時，亦能提供遊

客認識新北多元的人文風情與自然環境。 

 

 

 

承辦局（處、會）：觀光旅遊局 

承辦科（組、室）：觀光企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余專門委員雅芳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0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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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24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5 年 7 月 8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請市府研議新北振興體育的相關配套措施。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富邦悍將棒球隊規劃振興三倍券加碼優惠，以鼓勵民眾入場觀賽，賽季期間持

實體振興券至本市新莊棒球場球賽現場購票，提供優惠如下： 

(一) 購票優惠： 

1. 平日以 500元振興三倍券可購入 2張內野門票。 

2. 假日以 500 元振興三倍券可購入 1 張內野門票，並依劃位區域加碼贈送

100至 200元商品折價券。 

3. 新北市民、65歲以上長者及身心障礙者持振興三倍券購買門票額外加碼贈

送 100元商品折價券。 

(二) 商品優惠：提供購物滿 1,000 送 500 優惠方案，另推出指定球衣千元帶回

家活動。 

二、 本府於新北運動聚點各場館推出買千送千優惠活動，民眾消費購買運動服務品

項滿 1,000元以上，即贈送價值 1,000元內容之抵用券 1份，鼓勵民眾持續來

館運動消費。 

三、 另於「新北振興一路發」活動提供 2萬張新北運動聚點健身房體驗券及 1 年免

費使用新北運動聚點健身房 VIP，做為活動抽獎贈品，鼓勵市民培養運動習慣，

促進運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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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24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7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針對淡水地區招商情形，請經發局留意 BOT 容許項目，以做為開發參考。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新北市淡水沙崙園區暨停車場用地招商案」之停車場用地係以多目標使用進行規

劃，總計包含 21 種容許使用項目，於招標時除滿足本業公共停車場所需停車位數及

相關設施外，其餘規劃內容則由投標廠商視當地發展情形自行規劃引進符合容許使用

項目之設施，並未特別要求以興建旅館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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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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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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09 年 6 月 24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8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淡水及八里地區準公幼嚴重不足，請市府多鼓勵私立幼兒園加入。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108 年全市申請加入準公共機制之幼兒園數共 119 家，可招收 7,043 名幼生。

109 年度截至 6月 30 日止，可有 141家加入，其中淡水 4家。 

二、 為了鼓勵更多私幼業者加入準公共幼兒園的行列，本府教育局除設置臨櫃受理

服務窗口外，並提出加碼補助： 

(一) 改善環境設施設備經費：為鼓勵本市所轄私立幼兒園參與準公共幼兒園政

策，除教育部補助幼兒園每年新臺幣(以下同)20萬元至 40萬元整，本市

亦加碼補助 10 萬元至 20 萬元之改善環境設施設備經費，以提高幼兒園

參加意願。 

(二) 鼓勵增加招收 2 歲幼兒經費補助：教育部 109 學年度補助招收 2 歲幼兒

108 年增加補助 15萬元至 30萬元之業務費，本市亦加碼補助 5萬元至 15

萬元設施設備經費，改善 2歲專班學習環境，提升教學環境品質。 

三、 針對本市符合準公共幼兒園申請 6大要件之私立幼兒園，本府教育局業電話邀

請並通知受理期間及相關加碼補助措施，以提高準公共幼兒園數，期望公私合

作提供家長就近選擇更多平價、優質的教保服務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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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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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解決海漂垃圾相關建議：(1)請市府研訂自治條例。(2)研擬垃圾減量及回收計畫。

(3)調查海漂垃圾情形，以利調整人力支援清除垃圾頻率(4)鼓勵辦理淨灘活動及加強

環保教育。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本府環境保護局刻正研擬成立新北市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跨局處工作小組，

以協調轄內各單位海岸清理作業，已有廢棄物清理法等規範，經評估目前暫無

研訂自治條例之需求。 

二、 為降低海漂垃圾、減少海洋生物誤食塑膠垃圾並維護海岸環境，本府環境保護

局除鼓勵民眾參與淨灘活動外，也積極推動環保兩用袋、reBAG 袋袋相傳、不塑

夜市、新北不塑之客友善店家、新北 Ucup 循環杯推廣等源頭減量措施及減塑政

策，使海洋廢棄物污染情事降低。 

三、 根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108 年臺灣 ICC(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淨灘行動，海洋廢棄物組成分析與統計，其中塑膠製品高達 91.6%；本

府環境保護局於 107至 108 年擇龜吼漁港及頂寮沙灘兩處每季執行 ICC監測調

查，經統計執行結果，其海岸廢棄物組成比例最高為生活垃圾與遊憩行為類(如：

寶特瓶、塑膠瓶蓋、吸管及塑膠提袋等)分別佔 68.04%、61.42%，其次為漁業與

休閒釣魚類(如：釣魚用具、漁業浮球及漁網等)分別佔 24.95%、33.34%。另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考核計畫，擬依海岸民眾遊憩情形，

訂定清理頻率，區分為人潮眾多、易到達(如觀光景點)；人數較少、民眾可以

到達；人潮稀少、民眾不易到達等三類型。 

四、 新北市海岸線全長約 122 公里，不僅風景優美更是國際級的景觀，為維持海岸

線乾淨，本府環境保護局積極推動淨灘活動。經統計，108 年度在本市境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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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灘的單位、團體、學校及企業高達 1,104 場次，109 年 1~6 月雖受疫情影響

仍有 289 場次淨灘。另為鼓勵民間團體認養並定期清理沙灘，已訂定「新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推動認養海岸實施原則」，以促進海岸認養，協助海岸之清理維

護。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環境衛生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邱科長庭緯 

聯絡電話：(02)29532111分機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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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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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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淡水學校汙水納管比率偏低，請市府再加強。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學校汙水納管需配合本府水利局佈管情形，在年初調查管線已到達 3 校，故本府

教育局已完成納管 2 校，另未納管 1 校已獲今年度本府教育局補助接管(如附

件)。 

二、本府水利局今年 6月更新佈管資料，後續新增 6 校管線到達，將優先於來年陸續

補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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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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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芝及石門污水接管進度期程?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三芝、石門地區屬郊外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郊外地區系統本府水利局均辦理規劃中，

規劃報告俟經營建署備查，方可續提「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建設推動會」審議，於審

議通過後，再接續辦理污水下水道相關推動作業。 

有關三芝、石門地區污水下水道辦理進度如下： 

三芝：規劃範圍包括三芝都市計畫區、芝柏山莊規劃區及淺水灣規劃區。規劃報告營

建署已於 109 年 4月 16 日備查，後續辦理技服案發包將規劃成果再行研提污水下水

道建設推動方案審查大會審議。 

石門：規劃範圍包括石門都市計畫區、老梅里規劃區、富基漁港規劃區、白沙灣規劃

區、草里里規劃區和山溪里規劃區。規劃報告營建署已於 109 年 4月 7 日審查在案，

顧問公司已於 109 年 5月 19 日提送修正後報告書，預計於 109 年 7月底再行送署備

查。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污水下水道計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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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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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市府有關加班未滿 1小時或超過 1小時之餘數得合併計算，並以小時為單位選擇加班

費或補休一案，差勤系統修改之辦理進度？臨時人員是否一併調整？請具體針對前開

兩項疑義提供最新研議進度。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於本(109)年 1 月 20 日函以，公務

人員加班未滿 1 小時或超過 1 小時之餘數得合併計算，並以小時為單位選擇加

班費或補休（以下簡稱加班餘數作法），自本年 3月 1 日起先行試辦，其試辦對

象係以公務人員為原則，並排除輪班輪值人員。 

二、 案經洽本府勞動檢查處（以下簡稱勞檢處）及資訊中心後，考量涉及勞動基準法

(以下簡稱勞基法)之法制面尚有疑慮待釐清，且本府人力資源暨差勤管理系統

（以下簡稱差勤系統）技術面仍待克服。又如僅公務人員先行試辦，將致各類人

員人事管理上不一致之情形，爰本府人事處(以下簡稱人事處)於本年 2月 26 日

簽准暫不參加試辦。 

三、 為期能儘早因應人事總處加班餘數作法，人事處業初擬本府加班餘數作法及差勤

系統設定方式，涉及勞基法之適法性部分，已與本府勞工局及勞檢處初步達成共

識。至差勤系統修改部分，目前刻由資訊中心研議中。 

四、 本案將俟資訊中心完成差勤系統各項配套措施（預計於本年底前完成）後，同步

實施本府公務人員及勞基法人員加班餘數作法。 

承辦局（處、會）：人事處 

承辦科（組、室）：考訓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張秘書瀞月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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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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09 年 7 月 10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21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針對武漢肺炎防疫，請提供各區公所今年 1~6月對照去年同期加班費請領情形，並請

說明針對相關業務同仁加班費支給來源。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本市各區公所防疫相關承辦人員與里幹事為協助民眾完

成居家檢疫 14 日相關事項，業務繁重。 

二、 本市各區公所今年 1-6月對照去年同期加班費請領情形如附件。 

三、 為保障防疫第一線同仁相關權益，本府辦理情形為：依據「新北市各區公所防

救災經費來源及災害準備金支用方式研商會議決議｣與「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教職員工出差加班應行注意事項｣第 10 項規定，核實編列各項需求項目，

匡列 109 年度災害準備金；運用範圍有加班費、誤餐費、防疫物資費、居家檢

疫相關費用、行政費用（含手機通訊費協助提高至 1,200元）等。 

四、 感謝議員體恤公所同仁防疫工作之辛勞。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兵役勤管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劉股長格偉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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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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09 年 7 月 10 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 年 7 月 21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有關公所同仁於周末假期輪班至各觀光熱點舉告示牌之勤務，是否得視情形酌減，以

體恤公務人員辛勞。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避免形成防疫破口，本市請各區公所自主針對轄區進行防

疫相關工作，遂於假日輪班至各觀光熱點舉告示牌，並在主要出入口進行人流

總量管制、現場廣播及舉牌勸導。 

二、 今因應疫情趨緩，本府已轉知各公所同仁進行適當調整及必要人力調配，感謝

議員體恤公所同仁防疫工作之辛勞。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兵役勤管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劉股長格偉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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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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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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請提供目前災害準備金動支情形表，及各機關申請動支之經費數額、業務項目列表。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檢送「109 年度本市總預算災害準備金動支明細表」1份。 

 

 

 

 

 

 

 

 

 

 

 

 

 

 

 

承辦局（處、會）：主計處 

承辦科（組、室）：公務預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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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議員 鄭議員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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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質詢質詢質詢質詢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建請市府超前部署，針對淡水區新民公園、三芝區海濱公園、八里區南山公園等處，

規劃改善並舉辦工作坊邀集周邊民眾參與，且協助各公所辦理。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本處已函請各區公所依議員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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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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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建請水利局、環保局於辦理淡水水資源回收中心第三期擴建工程時，共同努力解決水

資源回收中心周邊污染疑義，以減輕周邊居民生活及生態環境之負擔。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有關淡水水資源回收中心辦理第三期擴建，將依相關處理流程及放流水排放標

準排放，放流水水質除每日自主檢測外，本府水利局亦每月辦理不定期抽測，

持續維持放流水質符合法規要求及執行環境監測，以確保放流水不影響海域水

質。 

二、 本府環保局將持續要求淡水水資源回收中心廢(污)水應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

使得排放，另針對公司田溪周邊之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事業不定期稽查，如有違

規情事，將依法告發。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污水設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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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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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質詢事項： 

有關市府推動淡水沙崙文創園區招商案，請具體說明招商標的及海象調查後續處理情

形。 

 

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答復內容： 

一、 「新北市淡水沙崙園區暨停車場用地招商案」(下稱本招商案)招商標的涵蓋文

化創意產業特定專用區及停車場用地共兩塊基地，其引進產業性質說明如下： 

(一)文化創意產業特定專用區：以引進文化部公告之視覺藝術產業、音樂及表演藝

術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工藝產業、創意生活產業之五大文化

創意產業。 

(二)停車場用地：除公共路外停車場外，其餘開發內容由投標廠商視當地方展情形

自行規劃引進符合該用地之 21 項容許使用設施。 

二、 另海象調查部分，將於本招商案完成招標後，依都市計畫規定期程每五年辦理

一次，並由主辦機關委請專業團隊協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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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