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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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109/10/30 

為提高全國學齡前幼童流感接種

率，請市府建議中央及其他縣市採

納入幼托園施打流感疫苗。 

衛生局 2 

2 江議員怡臻 109/10/30 
建議社區藥局加入兒少醫療保護網

絡。 
社會局 3 

3 江議員怡臻 109/10/30 
請市府向中央建議孩童復能治療標

準修訂及擴大長照交通接送地點。 
衛生局 4 

4 江議員怡臻 109/10/30 建議全市幼托接送臨停標準化。 交通局 5 

5 江議員怡臻 109/10/30 新北成立青年局可行性? 研考會 6 

6 江議員怡臻 109/10/30 
建議新北市立美術館規劃友善用餐

空間及開放野餐空間。 
文化局 7 

7 江議員怡臻 109/10/30 

建議於土城綜合體育場、樹林民生

公園、鶯歌尖山公園及鶯歌永吉公

園增設運動天幕。 

教育局 8 

8 江議員怡臻 109/10/30 樹林停八用地規劃情形為何？ 交通局 9 

9 江議員怡臻 109/10/30 

市府將於北大停二用地興建複合式

商場，為廣納民意，請市府儘速召

開地方公聽會。 

經發局 10 

10 江議員怡臻 109/10/30 
建議整體規劃土城永寧捷運站交

通。 
交通局 11 

11 江議員怡臻 109/10/30 
建議爭取中央輔導樹林肉品市場轉

型。 
農業局 12 

12 江議員怡臻 109/10/30 
建議土城行政園區演藝廳朝多功能

方向規劃。 
文化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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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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為提高全國學齡前幼童流感接種率，請市府建議中央及其他縣市採納入幼托園施打流

感疫苗。 

 

答復內容： 

一、本府為了讓幼童及早完成流感疫苗接種，除了可至合約醫療院所打疫苗，也考量

幼托機構因集體生活且頻繁的近距離接觸，更增加了群聚感染的風險，故於 102

年起推動幼托機構集中接種，可由家長簽署同意書後，於就讀園所經醫師評估後

集體接種，本市 109年度提供集中接種服務共計 658家幼托機構，預估約近 3萬

名幼童受惠，藉以提升學齡前幼童之流感疫苗接種率。 

二、針對幼托機構入園集中接種推行政策，所帶來接種便利性及有效提升接種完成

率，本府將會積極研議並請中央研擬將該族群納入集中接種之可行性。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疾病管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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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建議社區藥局加入兒少醫療保健網絡。 

 

答復內容： 

一、本府樂見到本市基層藥局也加入兒少保護網絡以及關懷受暴婦女、老人等家庭暴

力受害者以及發現以早協助通報，本府社會局也會持續透過宣導及相關繼續教育

訓練，來提升基層藥局人員之敏感度，隨時注意周邊社區裡的家庭暴力受害者，

如遇到受虐及遭受不當對待時，即依法進行通報，俾利家防中心啟動被害人保護

措施。 

二、過去兒保案件醫療通報，多為兒少受傷至大型醫院急診治療，才被發現通報，若

基層藥局有此認知，能及早關切周遭兒少覺察蛛絲馬跡，及早發現通報即能預防

更嚴重之傷害發生。  

三、本府社會局及衛生局將與基層藥局合作增強其對兒少保護及家庭暴力防治的敏銳

度，及早預防通報，以利啟動被害人保護措施。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承辦科（組、室）：預防宣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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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向中央建議孩童復能治療標準修訂及擴大長照交通接送地點。 

 

答復內容： 

一、本市目前均依照衛生福利部於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 109 年 9 月 30

日公告辦理，專業服務復能一個目標，不超過 12次(6個月內完成)。若經評估個

案仍有服務需求，則可申請延案 1次，惟延案不得超過原計畫服務之 1/2次數。

完成前開階段性目標則需間隔 90日(系統會自動限定)。 

二、復能與復健原屬不同之服務內容，復能為短期、密集式之日常生活功能訓練，當

訓練達成目標，或可教導照顧者落實，即可結案，如個案有長期復健需求，則須

回歸至醫療院所。 

三、另，依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支付給付基準規定，符合交通接送服務(D碼)對象者，

可用於往返個案住家及醫療院所(機構)就醫或復健。 

四、以上已反映中央，擬續向中央倡議有關專業復能服務及放寬交通接送服務的接送

範圍，以增加該服務的可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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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建議全市幼托接送臨停標準化。 

 

答復內容： 

一、為提供安心接送環境及兼顧停車格公平使用，本府交通局規劃於本市托嬰、托幼

機構附近收費停車格設置短時接送智慧停車設備，評估道路條件許可（人行道寬

度達 1.6公尺以上且無路樹、圍籬等障礙物）及開單收入可支應之條件下，依各

場域進出接送所需時間設定合理臨停時間，規劃非純以人工收費之智慧停車多元

化整合服務，落實路邊停車智慧化管理，預計 110年底新訂路邊勞務委託開單收

費契約中納入，並於 111年開始由開單收費業者設置智慧停車設備管理限時車格。 

二、現行試辦家長接送區限時停車格智慧停車管理設定 6分鐘接送時間，係經本府交

通局與學校討論，依照家長停妥車輛後，進出幼兒園接送所需時間訂定。考量各

場域所需接送時間不同，未來並將依各校家長進出校園所需接送時間，彈性設定

允許臨停時間。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停車營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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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新北成立青年局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本市青年事務委員會採任務編組運作，目前由市府團隊跨局處合作執行青年相關

計畫，研考會也已在 109年 7月底建立青年專區，將前述計畫納入專區，提供做

為年輕朋友們查詢市府青年計畫或政策的統一管道。 

二、青委會明年將會先試行青年行動辦公室，針對年輕人在校園求學階段、職場準備

階段及創業就業階段可能面對的議題，多聽取他們聲音及需求，蒐集外部意見和

整合內部資源後，逐步朝成立「青年事務專責單位」之方向規劃，與議員共同推

動青年事務，以達到真正幫助年輕人之目的。 

 

 

 

 

 

 

 

 

承辦局（處、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承辦科(組、室)：研究發展組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專門委員瑞玲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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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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新北市立美術館規劃友善用餐空間及開放野餐空間。 

 

答復內容： 

新北市立美術館設立宗旨為全民美術館，期讓不同年齡之觀眾皆能親近及使用美術

館。為提供友善親子環境，未來美術館館內餐飲空間將納入親子用餐區之規劃；此外，

美術館亦設有戶外園區(約 9.8公頃)，園區內草地空間及休憩平台，可提供來館民眾

休憩及野餐使用。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美術館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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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於土城綜合體育場、樹林民生公園、鶯歌尖山公園及鶯歌永吉公園增設運動天幕。 

 

答復內容： 

旨揭運動天幕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土城綜合體育場：業獲體育署補助經費，刻正進行建照申請程序，預計 12 月     

開工，110年完工啟用。 

二、樹林民生公園：已提送體育署申請補助，區公所刻正辦理委託技術服務發包，預

計 11月底前完成，111年完工啟用。 

三、鶯歌尖山公園及永吉公園：已提送體育署申請補助，區公所已完成委託技術服務

發包，預計 111年完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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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樹林停八用地規劃情形為何？ 

 

答復內容： 

樹林停八為廣場兼停車場用地，目前為平面停車場提供 49 個小型車位，尖峰使用率

94％，尚未滿載，停車場無立體化之規劃，且該土地面積僅 1,719平方公尺亦未達開

發規模，目前仍維持原使用分區及現況使用，如地方有活動中心或公共設施需求，本

府可就公有建物空間協商調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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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2日 

質詢事項： 

市府將於北大停二用地興建複合式商場，為廣納民意，請市府儘速召開地方公聽會。 

 

答復內容： 

本招商案目前初步規劃以 BOT方式辦理，引進民間資金與創意，節省市庫支出，同時

增加市庫收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本府經濟發展局已訂於 109年 11月 26日舉辦公

聽會，並將考量臺北大學周邊環境與發展特性，廣納地方意見據以作為後續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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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建議整體規劃土城永寧捷運站交通。 

 

答復內容： 

一、有關於土城永寧捷運站 2號出口旁空地規劃建置永寧轉運站一節，查該土地為臺

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轄管之捷運聯開基地，爰本府交通局已於 109年 11月 9日新

北交規字第1092177723號函請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加速永寧站2號出口旁聯開

基地開發，以利後續研議納入轉運站規劃事宜，以提供國道、桃園、北大、樹林

等地區通勤轉乘使用。 

二、本府交通局將持續追蹤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聯開基地開發規劃進度。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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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建議爭取中央輔導樹林肉品市場轉型。 

 

答復內容： 

一、中央編列 4年期百億養豬基金，輔導範圍涵蓋屠宰場現代化及肉品冷鏈升級。 

二、市府農業局已成立肉品市場專家委員會，邀集國內重要學者專家，協助肉品市場

導入 HACCP驗證制度，並爭取中央經費，升級屠宰分切加工設備，補助設置低溫

分切、儲藏室及購置屠體運輸溫控車輛，建設冷鏈倉儲運輸示範中心，輔導該場

朝現代化轉型。 

 

 

 

 

 

 

 

 

 

 

承辦局（處、會）：農業局 

承辦科（組、室）：農牧經營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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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江議員怡臻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建議土城行政園區演藝廳朝多功能方向規劃。 

 

答復內容： 

本市現有新北、新莊及樹林 3個演藝空間，未來將強化其功能，以滿足市民需求。有

關土城區設置演藝廳之需求，將持續蒐集地方意見，納入市府整體評估，以滿足在地

居民不同展演及藝文活動空間需求，進而提供在地居民完善的文化友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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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