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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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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請市府強化新生兒及嬰兒照顧醫

療環境，並建立幼兒專責醫師制

度，以降低死亡率。 

衛生局 3 

2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新北新生兒聽力篩檢率偏低原因?

請市府研擬精進提升新生兒聽力

篩檢方案。 

衛生局 4 

3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市府推出的「育兒寶貝袋」內有八

種幼兒檢測玩具及說明手冊大獲

好評，建請市府可擴大發放。 

社會局 5 

4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為降低新北消防人員因公受傷發

生機率，請市府強化消防員消防裝

備及加強消防員照護。 

消防局 6-7 

5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新北消防車輛加裝 GPS系統進度? 消防局 8-9 

6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建議新北好孕專車 app，仿復康巴

士，建立查詢訂車車輛位置及到達

時間。 

社會局 10 

7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請市府健全新北道路挖掘申請程

序之報備流程電子化。 
工務局 11 

8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新北運動賽事得獎獎牌逐年遞

減，請市府務必重視並再努力。 
教育局 12 

9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110 年全運會在新北舉辦，有關新

莊網球場比賽場地及賽事場域，應

儘速修繕。 

教育局 13 

10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新北學校冷氣健檢全面增設狀況

為何?後續冷氣費用如何規劃? 
教育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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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11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塭仔圳市地重劃進度? 地政局 15 

12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有關台 65 線五股交流道增設北出

北入匝道工程，涉及徵收土地爭

議，請市府妥善處理。 

工務局 16 

13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新莊國泰國小為配合塭仔圳市地

重劃遷校，請市府重視學生受教權

利。 

教育局 17 

14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請市府逐步更換車牌辨識監視器

鏡頭，以提高監視畫面辨識度。 
警察局 18 

15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請市府建立電線桿張貼指標統一

標準。 
環保局 19 

16 何議員淑峯 109/10/20 
建議新北歡樂耶誕城燈飾擴大至

宏匯廣場及中港大排舉辦。 
觀旅局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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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4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強化新生兒及嬰兒照顧醫療環境，並建立幼兒專責醫師制度，以降低死亡率。 

 

答復內容：  

一、目前本市具 24小時兒童急診醫療服務之急救責任醫院共計 6家，分別為醫療財

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

學大學興建經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佛教慈

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及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皆為重度級

急救責任醫院）以及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一般級急救責任

醫院），為本市兒童提供醫療服務。 

二、另為優化兒童健康醫療網，衛生福利部目前正通盤擬定周產期照護、幼兒專責照

顧、兒童急重難症三大方向，以銜接孕產婦的健康照護，並整合現有的預防保健、

篩檢轉介等服務，連結衛政與社政，提供幼兒全方位的健康管理與初級照護，提

升偏遠地區兒童的照護品質與就醫可及性，屆時將積極參與中央計畫，以提供完

善之兒童醫療照護服務。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醫事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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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5日 

質詢事項： 

新北新生兒聽力篩檢率偏低原因?請市府研擬精進提升新生兒聽力篩檢方案。 

 

答復內容： 

一、經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系統最新統計數據，截至 109年 11月 2日，本市 108

年新生兒聽力篩檢率已達 98.02%。 

二、本府衛生局將持續加強追蹤新生兒聽力篩檢率，藉下列方式提升民眾接受新生兒

聽力篩檢認知及強化接受篩檢動機： 

(一)請轄內接生及產檢醫療院所於產檢或親子教室加強宣導新生兒聽力篩檢補助方

案。 

(二)於本府衛生局網站提供本市新生兒聽力篩檢醫療機構及新生兒聽力確診醫療機

構資訊。 

(三)由各區衛生所進行個案管理，協助提醒家長盡早完成新生兒聽力篩檢並協助需追

蹤治療之聽損兒及早轉介至適當醫療院所接受後續療育服務。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健康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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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市府推出的「育兒寶貝袋」內有八種幼兒檢測玩具及說明手冊大獲好評，建請市府可

擴大發放。 

 

答復內容：  

一、新北市政府為奠定幼兒發展根基，並讓家長明瞭幼兒每階段的發展歷程，運用「無

名氏」善款，於 109年製作了 2萬 5,000份的「育兒寶貝袋」，贈送給新生兒的

家長，讓家長利用寶貝袋中的多項示範工具，對照兒童發展歷程表，來觀察自己

寶貝的發展程度。 

二、110 年持續爭取無名氏善款製作 2 萬 8,000 份「育兒寶貝袋」，除持續贈送給新

生兒家長外，並提供予本市相關社福單位及機構、公私立托嬰中心托育人員，透

過社福人員現場訪視接觸過程，除能立即進行篩檢，同時亦能培力家長學習自行

使用篩檢工具，另輔導托育人員與家長建立嬰幼兒發展歷程正確觀念。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兒童托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門委員逢明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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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為降低新北消防人員因公受傷發生機率，請市府強化消防員消防裝備及加強消防員照

護。 

 

答復內容：  

一、本府消防局每年均積極優先採購攸關救災安全之消防衣及空氣呼吸器等個人消防

救災裝備，現已完成配發第一線救災人員第 2套消防衣，及全面升級為電子式空

氣呼吸器，並編列專門預算依年限定期汰換各項救災裝備，尚會預留備品供救災

使用損壞時立即更換，確保消防同仁救災安全。 

二、此外，消防人員裝備預算逐年增加，109年度編列「充實及汰換消防人員安全防

護裝備」、「充實及汰換消防人員救災器材」等預算達 5,995萬元，較 108年度增

加 1,132萬元，更較 107年度增加 2,716萬元，用於採購消防衣帽鞋、空氣呼吸

器等個人安全防護裝備，以及汰換老舊救災裝備器材。 

三、有關加強消防人員照護部分，目前本府消防人員可申請之照護相關費用說明如下： 

(一)得向本府消防局申請健康檢查補助費用：消防人員需長時間服勤待命，工時長

且作息紊亂，為了維護同仁健康，本府消防局訂有健康檢查實施計畫，消防人

員可依不同條件申請每年 2,081 元或每 2 年 3,500 元等健康檢查補助費用，以

鼓勵同仁定期健康檢查，及早發現及早治療，亦可避免於執行勤務時發生傷病

意外。 

(二)得向本府消防局與內政部消防署申請受傷慰問金：消防人員如因執行職務受

傷，依受傷程度不同，可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向本府

消防局申請 1萬元至 10萬元不等之慰問金。俟後可再依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

殉職慰問金發給辦法（2萬元至 20萬元）向內政部消防署申請差額。 

(三)得向本府申請因公傷病住院醫療補助：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為行政院人事行



7 

政總處)相關函釋規定，公教員工因執行職務以致傷病，其住院醫療暨出院後就

同一傷病之門診繼續醫療自付費用中，經醫師指定所必須之部分，得由服務機

關核實補助。本府已有編列相關預算，凡符合因公傷病要件報經本府同意，得

核實補助。 

(四)得向內政部消防署申請醫療照護或安置就養費用：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35條

之 1 第 3 項訂有「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能或半失能照

護辦法」，消防人員如因公受傷導致全失能或半失能者，其醫療照護或安置就養

費用，得依該照護辦法，按月向內政部消防署申請費用補助。 

(五)得向內政部消防署申請「消防人員醫療照護公益信託基金」補助：鑑於消防人

員因公受傷或失能之風險較一般公務人員高，且相關規定保障與照護有限，內

政部消防署於 108年 1月 19日成立消防人員醫療照護公益信託基金，針對因公

受傷人員，得依「消防人員醫療照護補助費及慰問金申請要點」，按月申請費用

補助。 

(六)另一般消防人員亦得減免掛號費等醫療費用：依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醫療照

護實施方案規定，消防人員出示服務證至特定醫院（如國軍醫院、榮總醫院、

衛福部部立醫院等）得享醫療照護，如免掛號費、免繳納健保部分負擔等，亦

可加強照護並減輕醫療費用之負擔。 

 

 

 

 

 

 

 

 

承辦局（處、會）：消防局 

承辦科（組、室）：災害搶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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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新北消防車輛加裝 GPS系統進度？ 

 

答復內容：  

一、為管制各支援單位車輛到達時間，並作出最適當指揮調度、減少災害損失，本府

消防局運用科技力量，業已完成「行動救災車隊管理系統」建置，包括裝設 234

輛主力水箱車、水庫車及特種車 GPS定位管制系統，可藉智能科技進一步簡化作

業流程，並透過智慧派遣平台與運用電子圍籬技術，可進一步管制各支援單位車

輛到達時間，供現場指揮官立即掌握，制定有效率的搶救計畫，提升救災效能。 

(一)運用電子圍籬技術，掌握救災即時功能：本府消防局 119 系統 GIS 功能已具有

全國首創 8 種報案定位、救災救護等相關資源地理位置分佈與場所資訊地圖查

詢等功能，為有效運用消防力，業已完成「行動救災車隊管理系統」，與救災救

護大隊共 234台主力水箱車及水庫車 GPS定位管制系統車機之裝設及測試。 

(二)完成各式救災車輛定位管制系統，線上車輛行動派遣：運用電子圍籬技術並規

劃整合現有 GIS派遣模組，將離隊但可派遣之消防或救護車輛併入派遣模組內，

使執勤返隊中或是空跑的救災車輛線上派遣、大幅縮短派遣到場時間，於本

(109)年完成「GIS系統加值應用-建置動態派遣模組」、提升派遣效能。 

(三)加入單一與多車輛同步監控、歷史軌跡及車輛設備管理等功能：為有效提供 119

同仁派遣決策輔助參考，同步新增規劃單一與多車輛同步監控模組、歷史軌跡

及車輛設備管理等功能，加強管理效能。 

二、本(109)年度裝設比例佔本市主力消防車輛(共 270台) 86%，預計 110年建置率

將達 100%。此外，未來新購置與捐贈消防車及救護車輛，將把車機定位系統納

入採購規格，並向捐贈者說明需求與用途，使善款與愛心充份使用、提供市民最

優質消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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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會）：消防局 

承辦科（組、室）：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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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新北好孕專車 app，仿復康巴士，建立查詢訂車車輛位置及到達時間。 

 

答復內容：  

一、本府為讓好孕專車服務更貼心，孕婦搭乘本市合作的計程車隊（臺灣大車隊、大

都會、優良、龍星、藍天使衛星、皇冠大車隊）時，除了享有好孕電子支付功能

外，亦可透過 APP支付系統中「聯絡客服」查詢車隊聯絡電話並撥打預約叫車，

車隊即會告知預計到達目的地時間。 

二、目前本市身心障礙者小型復康巴士服務委由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統一管

理，惟本府好孕專車與 6大車隊約 4萬台計程車僅合作關係，各計程車隊皆已建

置自有叫車的派車機制，且車隊管理亦涉及商業機密，若好孕專車 APP建置「訂

車查詢車輛位置及到達時間」，各車隊與本市合作意願低，恐造成好孕專車補貼

方案無法順利推行。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社區發展及婦女福利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門委員逢明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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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健全新北道路挖掘申請程序之報備流程電子化。 

 

答復內容：  

一、有關管線單位於本市申請道路挖掘、人(手)孔蓋啟閉及周邊修復等項目，現行僅

須透過本市道路挖掘業務管理系統採電子化方式申請即可，另道路挖掘完工回報

電子化亦於本(109)年底開發完成，先予敘明。 

二、依本市道路挖掘報備規定；管線單位於施工前須持道路挖掘許可證或道路既設人

(手)孔施工通知單至當地警察分局交通組核章報備一節，本府刻正研議調整該項

核章報備流程電子化，預計 110年上半年完成線上電子化方式報備功能，達到簡

政便民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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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新北運動賽事得獎獎牌逐年遞減，請市府務必重視並再努力。 

 

答復內容： 

依循運動人才培育「選、訓、賽、輔、獎」五大面向，搭配學校體育銜接至社會體育

之四級運動人才培育體系及訓練補助金發給等相關機制，全力備戰 110 年全國運動

會。 

一、選訓機制:透過三級基層選手訓練站及體育重點學校培訓銜接各級培育體制，讓

優秀選手持續從事訓練，厚植競技實力。 

二、運動賽會賽制整合:以賽代訓，整合賽事制度提供各校據以訂立參賽目標。 

三、績優運動人才輔導及職涯照顧：媒合使用本市運動中心資源，強化個人專項體能

訓練並藉由運動醫療防護支援機制，強化運動傷害醫療及照顧支援。 

四、完善獎勵制度:整合升學補助、運動訓練、營養補助、比賽獎金，建立獎助金、

連霸金等獎補助制度。 

五、本市傳統優勢種類為射擊、射箭、柔道、角力、跆拳道、擊劍等，持續落實訓練

提升既有實力。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體育處) 

承辦科 (組、室)：競技運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糧蔚督學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14 

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110年全運會在新北舉辦，有關新莊網球場比賽場地及賽事場域，應儘速修繕。 

 

答復內容： 

一、110年全國運動會預計於新莊網球場、田徑場分別舉辦網球及男子足球競賽項目，

為提供優質競賽環境，已向教育部體育署申請經費補助，刻正辦理工程採購案招

標作業，預計於 109年 12月初進場施工、110年 5月底竣工。 

二、工程概要及整修項目： 

(一)工程總經費：新臺幣 3,895萬 3,000元整，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 1,750萬 1,086

元(約佔 45%)。 

(二)工程項目： 

1、網球場地坪及看台地坪更新、網球場照明系統更新、網球場外牆及附屬設備整修

等。 

2、田徑場司令台及看台地坪整修、二側坡道地坪整修、外牆整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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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新北學校冷氣健檢全面增設狀況為何?後續冷氣費用如何規劃? 

 

答復內容： 

一、本市電源改善及冷氣裝設時程： 

(一)109年全市電力勘查盤整：109年 9月完成全市高中職以下學校電力勘查盤整。 

(二)109-110 年電源改善：本市 302 校已分 71 群辦理電力改善規劃設計採購，並於

110年中旬進行工程招標及施工。 

(三)110-111年冷氣裝設：辦理冷氣裝設招標。 

(四)全案預計 111年 8月完成。 

二、有關冷氣電費，行政院表示冷氣電費將透過一般性補助支應，目前中央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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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5日 

質詢事項： 

塭仔圳市地重劃進度? 

 

答復內容： 

本案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業分於 109年 8月 4日、5日發布實施，續於 8月

24日公告第一區重劃計畫書，10月 28日完成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公告作業，刻正辦理

地上物異議複補估及後續補償費發放籌備作業；至第二區刻正辦理地上物查估作業，

重劃計畫書預計 109年 12月公告，110年 2月辦理公告地上物補償費作業。 

 

 

 

 

 

 

 

 

 

 

 

承辦局（處、會）：地政局 

承辦科（組、室）：重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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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有關台 65 線五股交流道增設北出北入匝道工程，涉及徵收土地爭議，請市府妥善處

理。 

 

答復內容： 

本案因地主陳情新五路兩側曾被多次徵收，希望能保留整體開發權益，本府爰於本案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計畫書之開發方式中敘明「未來宜將本案工程範圍納入相關擴大都

市計畫案整體開發檢討範圍」，以保障地主未來參與整體開發權益，並已召開地方說

明會在案，後續可視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辦理。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新建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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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新莊國泰國小為配合塭仔圳市地重劃遷校，請市府重視學生受教權利。 

 

答復內容： 

一、國泰國小位於塭仔圳重劃區內，搭配本市「新泰塭仔圳市地重劃工程」，將以影

響師生最小的方式做處理，以先建校舍再拆遷方式辦理，相關配套細節將配合本

府地政局整體重劃期程規劃。 

二、配合重劃區完工時間，規劃國泰國小遷校時程，預計 112年底進行可行性評估，

並依財務收支及公有建物聯審小組審查原則規定送審，經審查通過後辦理預算籌

編事宜，後續俟用地點交後進行發包等相關作業，初估新建校舍完工總期程需 5

年時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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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謝糧蔚督學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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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逐步更換車牌辨識監視器鏡頭，以提高監視畫面辨識度。 

 

答復內容：  

一、本府警察局迄 109年底已建置車牌辨識系統 4,600具，並規劃於 110年建置 800

具、111年建置 600具，總計 6,000具，可協助警方偵查犯罪，縮短辦案時間，

大幅提升犯罪偵防效能。 

二、本府警察局目前監視器鏡頭總數為 27,922具(自建 15,811具、租賃 12,111具)，

持續執行汰舊換新計畫，提升鏡頭畫質，以有效維護治安。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犯罪預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賴股長義芳 

聯絡電話：(02)80725454分機 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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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4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建立電線桿張貼指標統一標準。 

 

答復內容：  

一、有關新北市路燈桿及號誌桿張貼標誌設置原則內容如下： 

(一)倘需於路燈桿設置廣告，應依「新北市路燈桿懸掛廣告旗幟管理要點」向所轄區

公所申請設置宮燈旗，路燈無設置宮燈旗桿，不得附掛或私設廣告。 

(二)倘需於號誌桿附掛標誌牌面，應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及「新北

市政府辦理遊憩場所指示標誌設置審查要點」向本府交通局申請設置，其餘一律

禁止張貼附掛其他標語廣告之貼紙及牌面，避免用路人辨識錯誤產生危險。 

二、有關未合法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置於公共設施之違規廣告物，本府環境保護局得依

「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10款規定暨本府 108年 6月 14日新北府環維字第

1081073506號公告辦理污染環境行為告發處分，最高可處新臺幣 6,000元罰鍰；

另本府環境保護局將加強派員巡檢違規廣告物，以維護市容觀瞻。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清潔維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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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何議員淑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新北歡樂耶誕城燈飾擴大至宏匯廣場及中港大排舉辦。 

 

答復內容：檢送「歡樂耶誕城燈飾擴大至宏匯廣場及中港大排規劃評估報告」1份(如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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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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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耶誕城燈飾擴大至宏匯廣場及中港大排規劃評估報告 

提供單位：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提供日期：109.11.3             

一、新莊區為北台灣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為本市人口第二多之行政區。自各

捷運線陸續開通後，工商產業愈益蓬勃發展。經查，本府於新莊區全年度

舉辦之大型活動包含「新月水道節」（高灘處主辦）、「新北市國際鼓藝節」

（文化局主辦）、「新莊兒童藝術季」（新莊區公所主辦）、「新莊中秋音樂饗

宴」（新莊區公所主辦）、「幸福下一站-藍調中港光雕秀活動」（水利局主辦）

等活動，全年大型活動種類繁多且各具地方特色。 

二、宏匯廣場係新北市政府與宏匯集團共同合作辦理的「新北市新莊 Au捷運商

城暨停車場興建營運移轉案」，地點緊鄰新莊中港大排願景館，於今(109)

年 7月 31日開幕試營運，擁有地下 7層、地上 14層，3.1萬坪樓地板面積，

引進包含 76個餐飲食品、12廳影城、日本 VR主題遊樂園、日本 Sony娛樂

集團專業演唱場館 Zepp等超過 300個品牌，自開業至今，已然成為新北市

的新地標。 

三、新莊中港大排經數年優化整治後，已成為新莊重要之休閒活動區域，有台

版清溪川之美稱，其地理位置優越，串連新莊區兩大重劃區－頭前重劃區、

副都心重劃區，周邊大眾運輸包含：中和新蘆線、機場捷運、環狀線…等

陸續通車，再加上大型公共建設如：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台灣電影

文化中心…等逐步到位，未來必定帶來大量人潮，成為下一波新莊發展重

心。 

四、考量本府規劃辦理「新北歡樂耶誕城」初衷，係希望藉由不同節慶氣氛，

搭配板橋都會意象，以達到城市行銷及帶動周邊商圈發展之目的，故未來

本局將配合水利局、經發局於新莊中港大排及宏匯廣場舉辦相關特色活動，

串聯周邊景點、公園、商圈等共同宣傳推廣，打造新莊中港大排廊帶成為

新莊特色觀光新亮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