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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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有關永續發展目標(SDGs)17 個指標

網站，建議改善：(1)網頁內容採全

英文呈現，多數市民閱讀不易：(2)

半年未更新最新資訊(3)建議結合

本市施政成果網平台。 

秘書處 3 

2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請市府推廣及營造老幼共托環境，

有效增加老幼互動。 
社會局 4 

3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公私托嬰中心評鑑，是否會如實反

應托嬰品質(例如文林公托虐嬰事

件)，建議托嬰中心有嚴重違規事項

者，應予以註記。 

社會局 5-6 

4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建請研究並建議教育部於基礎評鑑

中對降低師生比給予肯定之加分指

標。 

教育局 7 

5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建請市府鼓勵托嬰中心降低師生比

並納入評鑑加分項目。 
社會局 8 

6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建請市府鼓勵幼兒園降低師生比並

納入評鑑加分項目。 
教育局 9 

7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托嬰監管雲何時可全面建置完成?

建議托嬰監管雲納入招標及評鑑加

分項目。 

社會局 10 

8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建議市府增加幼兒園評鑑頻率。 教育局 11 

9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新北兒童遊具專責統籌單位?建議

兒童遊具應符合 CNS安全規範。 
社會局 12-13 

10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建議中和錦和運動公園及員山公園

增設遮陽設施。 
民政局 14 

11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請市府調整親子館熱門課程時段並

增加開課頻率。 
社會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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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數 

12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新北 c 級長照站服務長者人口多負

擔重，建議市府輔導銀髮俱樂部升

級為 c級長照站，以服務更多長者。 

社會局 16 

13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有關社福機構空床查詢系統資訊，

應即時更新。 
社會局 17 

14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建議針對車輛改裝排氣管產生噪音

問題可配合科技執法，加強取締。 
環保局 18 

15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萬大中和線工程造成損鄰事件，如

何處理? 
捷運局 29 

16 張議員維倩 109/10/21 
請市府加速秀朗橋北側都市計畫檢

討進度。 
城鄉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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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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有關永續發展目標(SDGs)17個指標網站，建議改善：(1)網頁內容採全英文呈現，多

數市民閱讀不易(2)半年未更新最新資訊(3)建議結合本市施政成果網平台。 

 

答復內容： 

一、有關 SDGs網站，本府刻正檢討現有 SDGs英文網站與新北市永續發展資訊網之整

合，增加市民及國際社群對本府永續政策之認識。 

二、本府施政成果網平台，已呈現本府 SDGs推動成果(樂→城市國際行銷→六都首創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網路平臺)，為提升 SDGs網站之曝光度及點閱率，將

設計連結置於民眾方便點閱處，預計 109年 12月完成。 

 

 

 

 

 

 

 

 

 

 

承辦局（處、會）：秘書處 

承辦科（組、室）：國際事務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專員秀萍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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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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10月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11月0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推廣及營造老幼共托環境，有效增加老幼互動。 

 

答復內容： 

一、本府營造老幼共托環境計 9處，未來規劃預計 4處，若尋覓適合空間將持續推廣，

以增加老幼互動，說明如下： 

(一)目前公共托老中心及公共托育中心位於同一大樓內計 9處，包括新店柴埕、蘆洲

集賢、林口仁愛、八里下庄、三重台北橋、瑞芳明燈、三峽北大、新莊新豐、永

和中興。 

(二)未來預計在三重重新市場、三重興穀國小、新店區中央新村、林口區東湖國小預

計設置 4處公共托育中心與托老中心相鄰之規劃。 

二、另於三重台北橋、台北慈濟、三峽北大、新莊新豐及中和大同公共托老中心等，

將代間活動融入長輩日常的服務中，安排長輩與幼兒一起互動，長輩感染到幼兒

的活力，幼兒也可透過活動學習付出、關懷長者，以消彌隔代鴻溝，並創造世代

共融之環境。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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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10月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11月09日 

質詢事項： 

公私托嬰中心評鑑，是否會如實反應托嬰品質(例如文林公托虐嬰事件)，建議托嬰中

心有嚴重違規事項者，應予以註記。 

 

答復內容： 

一、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84條第 2項:「主管機關應辦理輔導、

監督、檢查、獎勵及定期評鑑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並公布評鑑報告及結果。」，

新北市政府爰依據同一條第 3 項規定:「前項評鑑對象、項目、方式及獎勵方式

等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訂定:「新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

法」。本府托嬰中心評鑑係依據前述法規辦理，托嬰中心自立案起滿一年即列為

評鑑對象，已評鑑之托嬰中心每 3年接受一次評鑑。 

二、為使評鑑制度更能反應現場實際托育狀況並確保嬰幼兒之照顧安全，本府社會局

已就 108年至 110年評鑑指標進行修正，修訂結果如下： 

(一)平日輔導稽查事項未改善，均列入評鑑扣分項目。評鑑績優必要條件，除保留原

項目包含公共安全應符合法規無受有行政裁罰事項、最近 2年內無違反法規紀錄

等，另就托嬰中心倘於評鑑結果公告後，有違反兒權法，情節嚴重者，主管機關

得予以撤銷評鑑結果。 

(二)為確保嬰幼兒照顧安全，除要求托嬰中心應建立並告知家長申訴管道及處理追蹤

制度外，增加應告知家長主管機關申訴管道，並於每次評鑑時，抽訪家長對於托

嬰中心的服務滿意度或建議，另對於家長滿意度調查及建置有效的嬰幼兒安全防

護數位監視系統。 

三、對於評鑑成績不佳之托嬰中心，本府除了針對法定項目要求中心限期改善，並於

評鑑成績公布後 6個月內辦理複評。另外，透過機構評鑑資訊公開，本府社會局

原公告之評鑑計畫、指標及結果等第公告外，針對評鑑三大項目行政、托育、衛

生公告頂、前、均、後、底標標準，作為家長選擇托嬰中心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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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針對中心若有違規事件，除要求中心限期改善外，另將副知該中心所有幼兒家長

知悉，以利家長共同監督中心營運狀況。倘有嚴重違規事件，違反兒童及少年福

利權益保障法者，本府將依法進行裁處，並將相關裁罰公告於本府社會局及新北

育兒資訊網網站，以利家長查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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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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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建請研究並建議教育部於基礎評鑑中對降低師生比給予肯定之加分指標。 

 

答復內容： 

一、經查幼兒園評鑑辦法第 3 條：「為建立完善幼兒園評鑑制度，中央主管機關應規

劃下列幼兒園評鑑事項：一、研究及規劃幼兒園評鑑制度。二、建立幼兒園評鑑

指標。三、蒐集分析國內外幼兒園評鑑相關資訊。四、其他與評鑑制度相關之事

項。」爰幼兒園評鑑指標由教育部訂定。 

二、本市自 102學年度起，以每 5學年為一週期分區辦理轄區內所有幼兒園之評鑑，

102至 106學年度為第 1週期，107至 111學年度為第 2週期，依教育部訂定指

標，評鑑結果為「符合」或「不符合」，非以「優良」等第呈現。 

三、第 2週期指標教育部業於 106年 9月 19日公告，其中指標項目 1.2.1「為生師

比例應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之規定」，將俟教育部研商第 3週期 112至 116學

年度指標會議時，建請教育部研議對降低師生比之公私立幼兒園給予肯定之加分

指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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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鼓勵托嬰中心降低師生比並納入評鑑加分項目。 

 

答復內容： 

一、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 11條規定:「托嬰中心應置專任主管人

員 1人綜理業務，並置特約醫師或專任護理人員至少 1人；每收托 5名兒童應置

專任托育人員 1人，未滿 5人者，以 5人計。」。 

二、依據 108-110年新北市托嬰中心評鑑指標特色加分題之加分條件為: 1未違反相

關規定、2 常態性或持續性、3 有具體佐證資料、4 具成效性，必須所有條件皆

符合始得加分，意在鼓勵托嬰中心持續進行，而非為了評鑑加分而僅實行寥寥數

次。 

三、托嬰中心師生比如優於法規規定，托嬰中心提供前述相關佐證資料，即可自行提

出作為加分之依據。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兒童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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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鼓勵幼兒園降低師生比並納入評鑑加分項目。 

 

答復內容： 

一、經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6條第 3項：「幼兒園及其分班除園長外，應依下列方

式配置教保服務人員：一、招收 2歲以上至未滿 3歲幼兒之班級，每班招收幼兒

8人以下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 1人，9人以上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 2人；第

一項但書所定情形，其教保服務人員之配置亦同。二、招收 3歲以上至入國民小

學前幼兒之班級，每班招收幼兒 15人以下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16人以

上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 2人。」本局業將師生比規範列為園務稽查重點。 

二、再查幼兒園評鑑辦法第 3 條：「為建立完善幼兒園評鑑制度，中央主管機關應規

劃下列幼兒園評鑑事項：一、研究及規劃幼兒園評鑑制度。二、建立幼兒園評鑑

指標。三、蒐集分析國內外幼兒園評鑑相關資訊。四、其他與評鑑制度相關之事

項。」 

三、目前中央訂定師生比之基礎評鑑指標為「1.2.1生師比例應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之規定」，其結果為「符合」或「不符合」評鑑指標，非「優良」等第呈現。 

四、本市將俟中央研商第 3週期 112至 116學年度指標會議時，建請教育部研議對降

低師生比之公私立幼兒園給予肯定之加分指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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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托嬰監管雲何時可全面建置完成?建議托嬰監管雲納入招標及評鑑加分項目。 

 

答復內容： 

一、本府現試辦規劃將公共托育中心既有監視錄影設備所錄製影像，傳送至暫存伺服

器，經過加密處理後再上傳至雲端備份，依「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及其資訊管

理利用辦法」保存 30 日，並建置公共托育中心監視影像管理系統，供權責單位

必要時可提供備份檔予機構檢視，且若檔案傳送出現問題時，系統能即時通知權

責單位進行瞭解及排除。惟因監管雲系統之建置，包含各公托中心硬體設備購

置、軟體系統開發、網路寬頻速率提升等，皆需依照政府採購程序辦理，爰預計

於 110年辦理完成。 

二、針對未來設置公共托育中心之招標項目增加監管雲部分，因監管雲規劃於本市所

有公共托育中心辦理，故各公托中心皆應配合。 

三、另本市托嬰中心依法皆已完成監視器設置，畫面必須要有聲音及保留至少 30日，

並於稽查時抽查監視器畫面以了解照顧現況。本府已公告 108-110年新北市托嬰

中心評鑑指標，將抽查監視器畫面列為評鑑加分項目，預計於 111年列為正式指

標，同時再依據最新托育政策及環境的要求修正指標項目，減少托嬰中心準備之

成本。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兒童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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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增加幼兒園評鑑頻率。 

 

答復內容： 

一、經查依教育部訂定之幼兒園評鑑辦法第 5 條：「基礎評鑑，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自行規劃辦理，自中華民國 102年 8月起，至多以每 5學年為 1週期，

進行轄區內所有幼兒園之評鑑；幼兒園均應接受該評鑑。」、第 6條：「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基礎評鑑：...三、編訂評鑑實施計畫，並

於辦理評鑑之學年度開始 6個月前公告及通知受評鑑幼兒園」及第 11條：「幼兒

園未通過基礎評鑑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至遲於評鑑結果公布後

6個月內完成改善；期限屆滿後，應就未通過之項目，依原評鑑指標辦理追蹤評

鑑，經追蹤評鑑仍未通過者，依本法第 49條規定辦理。」 

二、依基礎評鑑指標內容，其項目需檢視前一學年及當學年幼兒園資料，倘未通過者

需經 6個月改善及入園實地訪視，爰此每間幼兒園每次之基礎評鑑需經歷 3年以

上資料準備，本市自 102學年度起，以每 5學年為一週期分區辦理轄區內所有幼

兒園之評鑑，平均每年評鑑 200餘所，102至 106學年度為第 1週期，共訪評 1,145

家幼兒園，107至 111學年度為第 2週期，預計訪評 1,140所幼兒園，倘縮短期

限，恐影響評鑑品質。 

三、本府教育局除依法督導非營利幼兒園外，另針對準公共化幼兒園亦以 2 年為週

期，請輔導團到園訪視，以提升教保品質，並提供環境改善建議，此外，亦訂有

到園宣導機制，並針對屢次違規之私立幼兒園，以公安聯合稽查方式辦理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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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新北兒童遊具專責統籌單位？建議兒童遊具應符合 CNS安全規範。 

 

答復內容： 

一、本府社會局業已綜整本府各局處針對轄管兒童遊戲場管理及未符合之改善情形，

資料詳如「新北市政府兒童遊戲場彙整一覽表」。 

二、有關兒童遊戲場均依據兒童遊戲場管理規範進行檢視並落實檢驗訪查制度，並由

本府各局處積極協助未符合者改善，以符合 CNS安全規範。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兒童少年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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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建議中和錦和運動公園及員山公園增設遮陽設施。 

 

答復內容： 

本案已函請本市中和區公所針對地方需求評估於中和錦和運動公園及員山公園增設

遮陽設施之可行性，俟公所回復後，再行回復議員。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方自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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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張維倩議員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調整親子館熱門課程時段並增加開課頻率。 

 

答復內容： 

一、有關本市各公共托育中心之親子館主題活動時間規劃，目前均由各館視當地幼兒

與家長需求及參與情形自行規劃辦理，民眾可視自己需求於新北育兒資訊網

（https://lovebaby.sw.ntpc.gov.tw/#/index）向不同館報名參與活動。 

二、如民眾有不同需求亦歡迎主動向親子館主責人員反映，以利親子館未來在規劃新

的主題活動時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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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10月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11月09日 

質詢事項： 

新北 c 級長照站服務長者人口多負擔重，建議市府輔導銀髮俱樂部升級為 c 級長照

站，以服務更多長者。 

 

答復內容： 

為落實在地就養、活躍老化之目標，本府社會局與里辦公處、民間單位、宗教團體等

合作，積極推廣與佈建銀髮俱樂部1.0-4.0；並依照辦理單位之服務量能，運用下列

方式輔導銀髮俱樂部升級服務： 

一、導入多元方案：分級導入多元、創新、智慧與專業服務，如：銀色奇肌班、生命

繪本、3C動動腦、社區動健康、心靈 spa、認知悠能課程及延緩失能課程等。 

二、輔導單位專業升級：與輔導團合作以工作坊等形式輔導，培力服務單位能量，共

同達到服務升級。 

三、加強宣導與行銷：製作簡報，向本府各局處、各團體，如農會、宗教寺廟等辦理

說明會，鼓勵服務單位投入。 

四、公私場地齊媒合：於跨局處會議盤點、媒合合適場地，如公有場地：國民運動中

心、學校空間、宗教寺廟等，或結合民間單位提供部份空間供外單位借用或自提

設置。 

五、提供獎勵機制：對於輔導辦理單位服務升級者，及依自身量能升級服務之辦理單

位給予獎勵，以激勵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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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有關社福機構空床查詢系統資訊，應即時更新。 

 

答復內容： 

業已於 109 年 10 月 26 日更新老人福利機構空床，並每月定期通知轄內機構更新資

料，以確保資料完整性及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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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5日 

質詢事項： 

建議針對車輛改裝排氣管產生噪音問題可配合科技執法，加強取締。 

 

答復內容： 

本府環境保護局本(109)年 9月已完成 50處車牌辨識系統裝設，其中 30處並加裝噪

音計，除經由車牌辨識系統拍攝任意變更經主管機關噪音檢（查）驗合格排氣管之車

輛，並利用噪音偵測照相系統，通知有疑似噪音污染車輛限期檢測，檢測不合格車輛

依法開罰並限期複驗，且造冊列管，以避免再次製造噪音污染之情事發生。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空氣品質維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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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萬大中和線工程造成損鄰事件，如何處理？ 

 

答復內容： 

一、109年 8月 14日中和區中山路 2段 12號瓦斯行前人行道破孔損壞一事，經現場

查察為既有中華電信地下管道結構頂部破損，因該區捷運工程並無實質施工項

目，僅做工區交通維持計畫之車道漸變段使用。經協調後，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下稱北捷局)於次（15）日辦理填補，中華電信地下管道破損並未對鄰房結構

造成直接影響，經後續觀察該填補處情況維持良好。 

二、109年 10月 19日中和區中山路 2段 4號雨衣店陳情案，住戶反映中山路 2段 2

巷柏油路面臨建物側有路面龜裂情形，恐因降雨滲漏造成室內滲水。經現場釐清

該巷道為回填路面，可能因北捷局辦理周邊捷運設施連續壁興築過程，造成道路

柏油路面受力改變所致，且住戶也反映室內壁面出現相關裂痕，經與施工前鄰房

鑑定報告比對，壁面裂痕應非捷運施工造成，後續北捷局於 2日後（即 21日）

完成建物與路面間裂縫修補作業，並基於敦親睦鄰原則亦完成住戶室內牆面修

補。 

三、後續北捷局於本市境內辦理捷運工程過程中，如周邊有發生公共設施或民房疑似

因工程而受損事件，本府將要求該局應先行緊急處理完妥，以避免造成公共危害

擴大及民眾觀感不佳，本府捷運局亦持續追蹤事後處理情形。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萬大工務所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卓文財正工程司 

聯絡電話：(02) 22186810分機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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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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維倩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加速秀朗橋北側都市計畫檢討進度。 

 

答復內容： 

一、有關秀朗橋北側都市計畫開發案已於 109年 5月 27日由經濟部核定公告變更新

店溪左岸永和堤防河川區域線，爰本計畫區業已解除河川安全管制區域範圍不受

水利法限制使用，本府為因應後續區段徵收整體開發作業，已就交通動線及土地

使用管制啟動細部計畫檢討變更，於 109 年 6 月 15 日辦理公開展覽，業經 109

年 10月 16日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本案刻正依上開會議決議修正計畫書、圖，預計 109年 11月底前核定實施，續

由市府地政局辦理區段徵收抵價地比例及開發公益性、必要性提報內政部審議核

定，預計 110年下半年公告區段徵收並於年底開工，112年底工程完工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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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