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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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數 

1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本市預算連年短差，歲入成長不

足，請市府加強開源節流。 
財政局 4 

2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新北市人均負債增加，應逐步減少

負債。 
財政局 5 

3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有關 108 年應收未收行政罰鍰 25.4

億元，應加強清理催收。 
財政局 6 

4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新北公立納骨塔即將用罄，請市府

研議改善作法。 
民政局 7 

5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新店四十份多元化示範公墓樹葬區

使用率偏低原因？請加強推廣使

用。 

民政局 8 

6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新興毒品致死人數有增高情形，請

加強青少年校園宣導。 
警察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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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數 

7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請改善老人長照專員不足情形。 衛生局 10 

8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請留意坪林、平溪、雙溪等區之家

中長者獨居照顧。 
社會局 11 

9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本市租金漲幅達 3 成，市府有何因

應措施？ 
地政局 12 

10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1.社宅 4萬戶興辦進度為何? 

2.社宅承租戶中老人比例偏低，市

府因應作為? 

城鄉局 13 

11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建議增設老人公寓，並媒合民間專

業團體共同打造健康老人的生活居

住空間。 

社會局 14-15 

12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請加快辦理危老都更。 城鄉局 16 



3 

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數 

13 

蔡議員錦賢、 

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

馬見 Lahuy．

Ipin議員、 

游議員輝宂 

109/10/27 

因應新北市空屋多，請推動包租代

管以活化空屋，並建議採總量管

制，加速都市更新。 

城鄉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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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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馬見 Lahuy．

Ipin議員、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本市預算連年短差，歲入成長不足，請市府加強開源節流。 

答復內容： 

一、本府近年歲入出差短預算數已逐年降低，110年度預算歲入出差短為 144億元，

較 108 年度預算歲入出差短 149 億元及 109 年預算歲入出差短 145 億元減少，

為本市改制升格以來最低。近 3年(106年至 108年)歲入出差短決算數為 40億

元左右，皆較預算數減少 100 億元以上，主要為市府於年度預算執行期間，落

實開源節流措施，加強控管經費支出，所以才能讓差短數逐年減少。 

二、本府為使有限資源做最適分配，除實施歲出額度制外，自 110年度預算已實施 4

年中程預算制度，各機關應落實計畫預算精神，依施政輕重緩急及現金流量等

全盤檢討，妥適規劃未來 4 年施政計畫及所需經費，並按施政計畫優先順序，

依序編列預算辦理，讓本市各項施政計畫與預算有效結合，使財源發揮最大效

益。 

三、未來將持續透過下列開源節流措施，以推動各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一)實施公有建物供需調配精進方案，以既有廳舍調配方式取代租賃或新建，將可

用空間轉型再利用，以節省租金及興建費用。新（改）建廳舍、校舍時，以立

體化多目標方式規劃使用，除原定用途外，可增設其他公共使用設施。 

(二)推動招商一條龍、投資任意門，透過招商帶動各項稅收增加。 

(三)配合都更三箭及透過都市計畫調整、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等手段，讓市有財產

進行公辦或參與民辦都更、辦理土地開發及公有舊房舍多目標使用，提高資產

使用價值。 

(四)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辦理各項 BOT 案，除減少公共建設支出及增加本府權

利金等收入外，亦可提供優質之公共服務設施。 

承辦局（處、會）：財政局 

承辦科（組、室）：財稅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專員美蘭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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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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馬見 Lahuy．

Ipin議員、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新北市人均負債增加，應逐步減少負債。 

 

答復內容： 

一、近年為本市軌道建設高峰期，且因人口老化所產生之各項社會福利支出增加，

及配合中央托育、長期照護等政策，致本府支出不斷增加，加上現行財劃法對

本市財源分配不公，目前僅能以舉債方式支應各項重大支出。 

二、在財源不足情形下，市府仍相當重視財政紀律，截至 109年 10月底止，新北市

一年以上長期借款實際金額為 1,064 億元，比 107 年底 1,013 億元，將近兩年

時間，僅增加 51億元，較過去 5年一年平均約增加 70億元，已大幅降低。 

三、為改善財政，本府已積極推動各項開源節流措施，例如配合都更三箭、推動公

辦都更(市長官邸、三重、新莊行政園區等)及招商一條龍，增加市有財產價值

及地方稅收，或透過活化閒置資產，節省興建經費等措施。另自 110 年度預算

開始實施 4 年中程預算制度，依施政輕重緩急及現金流量等全盤檢討，妥適規

劃未來 4年施政計畫及所需經費，並按各項施政計畫優先順序分配各年度資源，

以有效控管預算規模，避免債務大幅增加。 

 

 

 

 

承辦局（處、會）：財政局 

承辦科（組、室）：財稅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專員美蘭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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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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馬見 Lahuy．

Ipin議員、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有關 108年應收未收行政罰鍰 25.4億元，應加強清理催收。 

答復內容： 

一、本府 107年度應收未收行政罰鍰 30億元，經本府各機關努力清理未繳案件，108

年應收未收行政罰鍰已降為 25.4億元，減少 4.6億元。 

二、為加強行政罰鍰案件清理，本府已修正行政罰鍰案件管理要點，要求各機關每

年應就以前年度行政罰鍰未繳納案件，訂定年度清理計畫，並於每半年填送行

政罰鍰收繳及處理情形表給本府財政局，以利該局檢核及管控各機關清理進度

及執行績效。 

三、本府為增進行政罰鍰之收繳，已採行下列措施： 

(一)定期辦理專業知識講習及罰鍰系統操作，提升各機關辦理行政罰鍰業務同仁之

專業知能及系統運用。 

(二)為增進罰鍰案件之收繳，各機關可依本府申請分期繳納行政罰鍰規定，酌情核

准受處分人分期繳納罰鍰金額。 

(三)開放多元繳費管道，便利受處分人利用多元繳費管道繳納行政罰鍰，以提升收

繳率。 

(四)各機關應收未收罰鍰經移送強制執行後獲核發執行(債權)憑證，依規定定期查

調受處分人財產，若有可供執行之財產時，即再移送強制執行，針對大額欠繳

案件或受處分人，移請執行署向法院申請執行拘提管收、查封房地、扣押動產

等措施，以提高收繳率。 

承辦局（處、會）：財政局 

承辦科（組、室）：財稅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美蘭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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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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馬見 Lahuy．

Ipin議員、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新北公立納骨塔即將用罄，請市府研議改善作法。 

 

答復內容： 

本市公立納骨塔共計 19座，規劃可安裝的櫃位總量為 31萬櫃，已完成裝設為 22萬

櫃，已使用為 17 萬櫃，將持續依納骨塔使用情形陸續裝設啟用櫃位，現刻正辦理新

莊及樹林生命紀念館櫃位增設工程，另已於鶯歌第一公墓規劃設置第二納骨塔，預計

可再增加 5萬櫃位。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殯葬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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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馬見 Lahuy．

Ipin議員、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新店四十份多元化示範公墓樹葬區使用率偏低原因？請加強推廣使用。 

 

答復內容： 

一、本市新店多元化示範公墓樹葬區使用率，因 99 年改制前，限新店區或曾居住新

店一定年限之市民使用，且需收費 1萬元。惟近年來本府殯葬管理處已加強宣導

不限市民、免收費用，申請樹葬數已逐漸提升。 

二、經本府殯葬管理處持續宣導達環保概念，新店多元化示範公墓樹葬區今年 1月至

10月已受理 127位，今年使用量已逾去年全年人數 200%，並將持續推廣。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殯葬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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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

李 翁 議 員 月 娥 、 馬 見 

Lahuy．Ipin議員、游議員輝

宂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新興毒品致死人數有增高情形，請加強青少年校園宣導。 

 

答復內容： 

一、為使本市各級學校學生了解毒品對於人體造成之危害，本府警察局每學期均主動

結合學校辦理法律輔導教室、法律劇場巡迴表演及校園法治教育等宣導課程，建

立學生法治觀念及常識，自 109年 1月 1日至 10月 31日計宣導 134場次，另配

合本府教育局及學校針對本市學生辦理各項預防宣導活動，以保護本市青少年安

全免於受害。 

二、因應科技日新月異與網路運用普遍，青少年自網路接受資訊管道多元，本府警察

局業加強預防少年犯罪之網路宣導，並將宣導媒介擴及少年常用之網路工具如部

落格、臉書等，以宏宣導效益。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少年警察隊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賴股長義芳 

聯絡電話：(02)80725454分機 309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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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馬見 Lahuy．

Ipin議員、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請改善老人長照專員不足情形。 

 

答復內容： 

一、109 年照專員額為 162 人(含督導 21 人)，截至目前為止聘有 124 人。照專人數

與去年同期相較，由 102人增加至 107人，督導人數由 14人增加至 17人。 

二、自 107年起為提升個案服務品質及達到整合服務的目的，發展出社區整體照顧服

務中心(A單位)及聘用專業之個案管理師，輔助、支援照顧管理專員，分攤其工

作負荷量，以提升服務量能及品質，目前本市個案管理師人數為 282人，本府將

賡續辦理照管專員招募，以充實照顧管理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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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

李 翁 議 員 月 娥 、 馬 見 

Lahuy．Ipin議員、游議員輝

宂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請留意坪林、平溪、雙溪等區之家中長者獨居照顧。 

 

答復內容： 

一、針對本市列冊需照顧關懷之獨居長輩，為求提供更適合不同面向之服務，以滿足

長輩之個別需求，依據獨居老人健康狀況，將獨居長輩分為失能獨居老人與健康

獨居老人。 

二、若屬健康獨居老人，由區公所派員就地進行評估服務需求，並列入關懷訪視名冊，

為提升其社會參與，將視需求協助連結社區資源，鼓勵長輩參與老人共餐/友善

餐廳、銀髮俱樂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松年大學、社區動健康及社區陪伴站等

資源供長輩使用，以帶來正向情緒，提升心靈安適或本市區域社福中心佈老志工

定期提供民生物資、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餐飲服務、陪同就醫、陪伴散步、陪

伴運動、陪伴購物、代辦文書等服務。 

三、若屬失能獨居老人，由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指派照顧專員到宅進行失能評估，符合

失能程度後由照顧管理專員擬定照顧計畫，轉給服務提供單位進行服務，如長期

照顧服務之居家照顧及專業服務及本府委託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緊

急救援通報系統服務。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老人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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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

李 翁 議 員 月 娥 、 馬 見 

Lahuy．Ipin議員、游議員輝

宂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本市租金漲幅達 3成，市府有何因應措施？ 

 

答復內容： 

一、實價登錄租賃案件申報義務：租賃案件僅限由仲介經紀業居間簽訂租賃契約書者

需申報租賃實價登錄，經統計自 101年 8月 1日實價登錄實施迄今申報租賃案件

共計 34,826件（所有買賣、租賃及預售屋實價登錄案件共計約 50萬件），因樣

本量體太少，故無從判斷市場租金實際波動情形。另實務上租賃案件多由房東及

房客自行成交，爰此類案件無負擔租賃實價登錄申報義務，由於不動產租金受到

市場供需、區域因素、個別條件、承租雙方需求等因素決定，所以實際成交價格

仍回歸市場機制決定。 

二、充分揭露實價登錄資訊：為提供租屋民眾資訊需求，本府地政局建置「新北不動

產愛連網」並設置實價登錄專區，提供由仲介經紀業居間成交之案件租金資訊開

放查詢，使交易雙方有充足的資訊參考。為利民眾進行不動產交易前能參考實價

登錄揭露相關資訊精確判斷空間位置，避免消費者對於市場行情誤判，爰經與內

政部溝通後，本市「新北不動產愛連網」實價登錄揭露之門牌及地號區段化區間

於 109年 8月 25日調整由 30號縮小至 5號，並附註為單號或雙號對外提供查詢，

以促進交易資訊更加透明完整，達市場交易安全目標。 

 

承辦局（處、會）：地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價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陳建文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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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

李 翁 議 員 月 娥 、 馬 見 

Lahuy．Ipin議員、游議員輝

宂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一、社宅 4萬戶興辦進度為何? 

二、社宅承租戶中老人比例偏低，市府因應作為? 

 

答復內容： 

一、本市青年社會住宅採多元興辦，透過容積獎勵捐贈、整體開發分回及國有地合作

等模式，將持續整合各方資源推動多元興辦，預計可於 112年累計興辦達 1萬戶

以上社會住宅。另中央計畫於本市協助興建社會住宅 3萬戶，目前已有三重富貴

段、五谷王段等 2處及板橋環翠段、江翠段、新都段等 4處刻正辦理統包工程作

業，泰山中山段(飛指部)刻正招標專管及監造案，共計 1,737戶，其餘陸續盤點

進行可行評估中。 

二、本市青年社會住宅提供 30%比例優先出租予住宅法所訂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其中

包含 65歲以上老人，經查本市自行營運之青年社會住宅，65歲以上老人入住比

例約 8.54%；另本府持續推動青銀共居及跨世代共居計畫，盼透過共居生活以達

成青老世代雙方互助關懷及陪伴之目的，增加老人入住社會住宅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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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

李翁議員月娥、游議員輝

宂、馬見 Lahuy．Ipin議員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建議增設老人公寓，並媒合民間專業團體共同打造健康老人的生活居住空間。 

 

答復內容： 

一、查本市五股老人公寓係依據內政部於 80年頒布「80年度獎助建立老人公寓改善

老人居住實施計畫」於民國 90年元月開始使用；爾後行政院於民國 93年核定「促

進民間參與老人住宅建設推動方案」冀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推動老人住

宅；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後於 97 年 8 月 12 日修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並將老人住宅刪除。 

二、次查依據原 103年 6月 4日修正公布之老人福利法第 33條規定，老人住宅係指

適合老人安居之住宅；且依據老人住宅綜合管理要點第 3點規定，老人住宅指依

老人福利法或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興建，且其基本設施及設備規劃設計，符合建

築主管機關老人住宅相關法令規定，供生活能自理之老人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三、惟查老人福利法後於 104年 12月 9日修正公布，爰前法有關老人住宅相關規定

於本法中業已刪除，且依據本法第 3條及第 33條之規定，為推動本市長者的居

住服務，有關老人居住之社會住宅、購租屋協助之規劃及推動事項應為住宅主管

機關(城鄉局)權責事項。 

四、依據住宅法第 4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已將 65歲以上老人列為興辦社會住宅時

應提供之福利人口對象。 

五、故針對本市健康長者的居住服務，本府目前除設有五股老人公寓提供具生活自理

能力之獨居長者租屋服務外，為提供本市長者創造更友善的租屋生活，本府近年

亦極力推動社會住宅，本府城鄉局主管 8 處社會住宅:如中和區青年社會住宅、

永和區秀朗、三峽區北大及國光、新店區央北、新莊區新豐、板橋區府中、三重

區青年社會住宅等，供年滿 65歲以上長者優先申請租用，租金僅為市價 64折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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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住 12 年，並創設「青銀共居」為旨的居住計畫，透過空間的規劃設計、

居家的空間管理、社群的實體活動，將「共生公寓」(co-living apartment) 的

新概念推廣於居住生活中，使更多長輩與年輕人受益，積極打造世代共享、友善

銀髮的創新住宅文化；另現行民間老人住宅至少有 2 處:如中和區樂陶居、淡水

區潤福等。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老人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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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

李 翁 議 員 月 娥 、 馬 見 

Lahuy．Ipin議員、游議員輝

宂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請加快辦理危老都更。 

 

答復內容： 

一、考量本府受理危老重建計畫審查及申請建造執照係分屬城鄉局(都市更新處)及工

務局，為縮短審查流程、提升行政效率，業研議重建計畫書件簡化及審查流程簡

化作法，已於 109年 9月 2日公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相關書表文件(範

本)」。 

二、另本府自 9月間推出「危老 123政策」，其中「1」係指符合危老條例百分之百同

意規定、「2」為 2個月完成重建計畫審查作業(不含補正時間)、「3」係指藉由建

照預審程序，於 3個月核發建造執照（不含環境影響評估、都市設計、容積移轉、

坡度及水土保持等審查)，該政策已上路，由本府相關主管單位依政策目標積極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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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金議員中玉、李

翁議員月娥、馬見 Lahuy．Ipin

議員、游議員輝宂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因應新北市空屋多，請推動包租代管以活化空屋，並建議採總量管制，加速都市更新。 

 

答復內容： 

一、包租代管一期計畫自 107年 1月 2日開辦至 108年 8月 31日結束媒合 899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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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除主動於各租屋熱點舉辦房東說明會外，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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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媒合數已達

984件(統計至 109年 11月 9日)，一、二期合計累積為 1,883戶。 

二、另本府在都更過程中扮演提供誘因、幫忙協調溝通及魄力執行的角色，並因應時

空背景不同，且為簡化程序加速危險老舊房屋重建，市府持續提供多元都更途徑

(包含 87年一般都更、96年整建維護、102年簡易都更、106年防災都更及危老都

更)，民眾依需求、基地現況及整合情形擇一申請，目前相關的配套機制都已完備，

截至 109年 11月 9日止，多元都更累積核准案 436件。市長任內申請量 374案與

過去 20年相當，核准量 286案較過去 20年成長 91%，開工動土 97案較過去 20年

成長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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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