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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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建議市府首創建置「流感疫苗接種

系統」應介接中央全國預防接種資

訊管理系統(NIIS)及流感疫苗資訊

管理系統(IVIS)，並研擬以簡訊方

式提醒家長學齡前幼童接種疫苗資

訊。 

衛生局 3 

2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建議明年社區巡守隊優先列入公費

施打對象。 
衛生局 4 

3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為協助第一線員警有效處理思覺失

調症患者，建請市府定期辦理一線

人員教育訓練，以強化精神症狀辨

識及緊急護送就醫相關知能。 

衛生局 5 

4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建請市府仿照美國成立特別反應小

組(cit)。 
警察局 6-8 

5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請加強宣導青少年飲用含咖啡因能

量飲品之注意事項及培養正確飲食

觀念。 

教育局 9 

6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請清楚標示能量飲品之建議量並加

強宣導。 
衛生局 10 

7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請說明新北第二行政中心回饋空

間。 
城鄉局 11 

8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新北第二行政中心納入三重衛生所

規劃之可行性?屆時三重衛生所搬

遷後，其舊址有何規劃? 

衛生局 12 

9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建議提供新北市政府至第二行政中

心往返接駁交通車。 
交通局 13 

10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建請全力推動親子館旗艦店。 社會局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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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數 

11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未來三重果菜市場將採異地重建，

請加強在地區居民溝通。 
農業局 16 

12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請積極向中央爭取三重正義北路人

行道拓寬計畫經費。 
工務局 17 

13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請積極向中央爭取大同公園地下停

車場經費。 
交通局 18 

14 彭議員佳芸 109/10/22 請協助永福籃球場舖面修繕事宜。 民政局 19 

15 彭議員佳芸 109/10/27 

一、市府明年將推動三重一村 OT委

外營運，其戶外廣場、遺跡、眷舍

展示及藝術家進駐比例應由 3 成提

升至 5成，才能保留眷村文化。 

二、未來委外營運後，駐村藝術家

恐面臨被迫離開的命運，請市府全

力維護駐村藝術權益。 

文化局 20 

16 彭議員佳芸 109/10/27 
將英語教學納入幼兒園課程是否可

行？ 
教育局 21 

17 彭議員佳芸 109/10/27 
請協助解決國高中小本師與外師課

程授課所遇困難。 
教育局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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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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首創建置「流感疫苗接種系統」應介接中央全國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

(NIIS)及流感疫苗資訊管理系統(IVIS)，並研擬以簡訊方式提醒家長學齡前幼童接種

疫苗資訊。 

 

答復內容： 

一、本府建置之「流感疫苗資訊管理系統」爾後會介接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全

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及流感疫苗資訊系統(IVIS)，透過該系統將接

種量及接種紀錄直接回報中央，避免合約院所重複作業，俾減輕基層行政負擔。 

二、另為提醒家長攜學齡前幼童接種疫苗，目前均從 NIIS 自動化擷取尚未完成疫苗

接種之幼童清冊，以簡訊方式提醒家長學齡前幼童疫苗接種資訊，針對無手機號

碼者，則由公衛人員以明信片、電話及家訪等方式通知，以確保幼童儘早完成疫

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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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建議明年社區巡守隊優先列入公費施打對象。 

 

答復內容： 

有關中央及地方縣市自購的公費對象涵蓋範圍廣泛，而擴大公費對象係依據疾病的流

行狀況、嚴重度、優先對象及預算為評估條件，另評估社區巡守隊隊員接種條件大部

分已符合公費年齡或高風險慢性病患等條件，針對上述族群是否擴大納入本市擴大對

象，將於明（110）年度審視評估納入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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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為協助第一線員警有效處理思覺失調症患者，建請市府定期辦理一線人員教育訓練，

以強化精神症狀辨識及緊急護送就醫相關知能。 

 

答復內容： 

一、社區滋擾事件經獲民眾通報，警察人員於現場初步判斷後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社

會秩序維護法或精神衛生法相關法規處理。 

二、本府衛生局自 103年起，結合本府警察局、消防局、社會局辦理社區(疑似)精神

病人緊急護送就醫教育訓練，強化第一線人員增進疑似精神病人緊急護送就醫處

理知能。 

三、現行辦理警察人員教育訓練方式係由各區警察分局及派出所提報需求，由轄區衛

生所公衛護理師及本府衛生局人員前往講授有關疑似精神病人緊急護送就醫流

程及相關表單之操作運用。 

四、社區滋擾民眾若經警察人員初步評估符合送醫要件且線上諮詢本市處置中心確

認，則由警察、消防人員護送就醫。警察機關就處理實務需要規劃辦理「涉及精

障人士案件之專業講習」課程，本府衛生局可協助媒合相關精神醫療資源及專業

人員協助訓練，強化精神症狀之辨識。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心理衛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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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仿照美國成立特別反應小組(CIT)。 

 

答復內容： 

一、有關美國精神危機介入小組，係美國國家精神健康聯盟（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簡稱 NAMI）推動的危機介入小組（Crisis Intervention Team，

以下簡稱 CIT）；CIT培訓計劃旨在成立危機應變小組，並為學員灌輸所需要的基

本臨床知識與培養辨識和管理危機的技能，招募志願執法人員參與 40 小時的專

門訓練，小組成員包括了執法、衛生、社工相關單位人員以及患者與患者家屬，

並給予特別的加給與出勤獎勵；培訓的講師來自當地的精神健康服務提供者(如

醫師、社工師或心理師)、法律專家、公民組織與治療中的精神病患，謹先敘明。 

二、依精神衛生法第 2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同法第 32條第 1項：「警察機關

或消防機關於執行職務時，發現病人或有第三條第一款所定狀態之人有傷害他人

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應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並視需要要求協助處理或共同處

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即護送前往就近適當醫療機構就醫」。爰此，有關精

神病患處理之相關業務職掌，主政係衛政機關，警察機關係協助或共同處理相關

情事。 

三、日前雖有立法委員於質詢時希望相關權責機關成立是類精神危機介入小組，惟有

關精神病患之相關業務職掌，中央係由衛政機關主政，目前未有成立是類小組之

相關規劃。 

四、本府警察局員警協處精神病患相關情事，皆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頒「護送精神病

患就醫作業程序」暨本府處理「社區滋擾行為緊急護送就醫處置流程」，由本府

衛生局緊急處置中心 24 小時提供精神病人送醫諮詢，並視需要由衛生人員到場

與警消人員共同協處送至中心指定醫療處所就醫，該處置流程自 105 年運作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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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狀況尚屬妥適（經查 105年 1月 1日至 109年 10月 15日止，其中社區滋擾

通報件數計：2萬 3,347件，協助精神病患護送就醫計：1萬 7,034件，員警受

傷件數合計：輕微受傷 1件）。 

五、本府警察局定期辦理護送精神病患就醫相關教育訓練，利用學科講習及各分局辦

理職能教育訓練時，依據本府衛生局提供之名單，聘請精神科醫師或相關專業人

士授課，藉以提升員警對精神病患的辨識能力及溝通技巧，並加強員警後續尋求

協助的相關流程熟悉度，避免員警到場後流於形式或未能根本處理相關問題；本

(109)年度除三重、永和分局預計於 11月中、下旬辦理外，餘各外勤單位皆已辦

理完竣。CIT成立之旨為灌輸學員所需要之基本臨床知識與培養辨識和管理危機

技能，將持續要求所屬遵循該旨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六、為研議評估成立 CIT，本府衛生局意見如下： 

(一)衛生福利部 109年「精神醫療緊急處置線上諮詢服務與留觀服務試辦」計畫，與

本府精神病緊急處置中心作法雷同，主要在提供社區滋擾個案送醫意見之諮詢，

惟該計畫尚無現場介入小組之規劃。 

(二)本府警察局如有辦理社區滋擾個案之現場處置演練，建議以本府現有流程進行演

練，俾符實務之執行，衛生局將派員參與討論及演練。 

(三)經詢衛生福利部，目前尚無精神危機介入小組之規劃。本市社區滋擾個案處置流

程自 105年運作至今，以處置中心提供 24小時精神病人送醫諮詢，並視需要由

衛生人員到場與警消人員共同協處之模式，已有良好運作，亦定期協助本府警察

局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如警察局考量成立特定編組，並予以相關訓練，衛生局願

協請精神醫療相關專業人員協助訓練或諮詢。 

七、本府警察局現有實際員額 7,800 名，本市警民比概約為 1：515，考量本府目前

警力編制及目前尚無編列成立 CIT之相關預算，宜援現行處理模式為佳。 

八、綜上，有關仿照美國成立特別反應小組(CIT)，鑑於事涉主政之衛生機關、其他

相關局處及警力編組、經費預算增加等相關議題，考量目前精神病患處置已建立

妥適處理機制，同仁遇有護送就醫案件，熟稔相關處理及通報程序，現行雖未有

成立 CIT之實，然不影響實效。爰此，建議仍維持現有處理模式，倘日後中央相

關權責機關有規劃相關機制，本府全力配合辦理；另要求本府警察局於定期辦理

是類案件相關教育訓練時，針對精神病患認知等相關專業課程，持續納入常年訓

練學科講習課程，邀請專家學者講授相關病徵、對話及安撫情緒等溝通技巧，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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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關知能，有效化解衝突，確保執勤安全，藉以提升本府警察局員警偵查、安

撫、攻堅等執勤技巧，確保護送就醫執行過程圓滿順遂。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保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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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請加強宣導青少年飲用含咖啡因能量飲品之注意事項及培養正確飲食觀念。 

 

答復內容： 

一、為維護學生健康成長，本市規定國中小校園販賣食品僅得販售經董氏基金會認證

之校園食品，本市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辦理販售食品實施要點規定，僅可販

賣天然果（蔬菜）汁、鮮乳、保久乳、包裝飲用水、礦泉水、優酪乳及豆漿等七

種飲品，故青少年於校園內無法購得能量飲料。囿於目前法規並無明確規範能量

飲料購買年齡，爰本府教育局已於 109年 5月 21日函文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建議立法明定限制能量飲料購買年齡。 

二、能量飲料多含咖啡因及糖分，專家建議青少年每日咖啡因攝取量不宜超過每公斤

2.5毫克，惟以成長期之青少年而言，需要充足睡眠維持身心健康良好生活狀態，

倘不當攝取咖啡因恐造成失眠，另攝取過多糖分可能致使體位肥胖。本市現行業

以推廣健康促進學校的議題中納入充足睡眠及多喝白開水宣導健康飲食概念，以

正向積極的生活型態為引導學生發展的重點，避免學生依賴能量飲料之行為。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體育及衛生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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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請清楚標示能量飲品之建議量並加強宣導。 

 

答復內容： 

一、市售能量運動飲料內容物多為營養添加劑或咖啡因，倘業者於製程因必要目的使

用食品添加物時，應遵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規定，其

提神成分主要來自咖啡因，如為罐裝，依法應標示咖啡因含量；另連鎖飲料業、

連鎖便利商店業及連鎖速食業等直接供應飲食場所則應依「連鎖飲料便利商店及

速食業之現場調製飲料標示規定」以紅黃綠標示區分咖啡因含量(紅色代表咖啡

因≧201毫克/杯，黃色代表咖啡因 101-200毫克/杯，綠色代表咖啡因≦100毫

克/杯)，另自 110年 1月 1日起，亦可標示該杯飲料總咖啡因含量之最高值，供

消費者辨識選購。 

二、中央依據歐盟建議每人每日咖啡因攝取量為 300毫克以下，青少年攝取上限雖未

訂定，但專家建議每公斤體重不超過 2.5毫克，相關限量及建議攝取已提供予本

府教育局列入研議，並持續宣導青少年飲用含咖啡因飲品之注意事項及培養正確

飲食觀念。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食品藥物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員雅涵 

聯絡電話：(02)29603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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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請說明新北第二行政中心回饋空間。 

 

答復內容： 

一、查旨案基地位於捷運先嗇宮站旁，計畫面積為 56,891.03平方公尺，係由乙種工

業區變更回饋捐贈 9,668.82平方公尺特定專用區（二）土地及 17,533.82平方

公尺公共設施用地予市府，並由申請人捐建約 19,500 坪容積樓地板面積作為新

北第二行政中心，預計進駐機關包含本府警察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消防局

災害備援應變中心（第二應變中心）、交通局（含智慧運輸中心）、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資訊備援中心）、文化局、勞工局等機關。 

二、次查旨案業於 109年 7月 14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72次會議審議通過，

109 年 7 月 31 日會議紀錄到府，刻依會議決議修正並與申請人簽訂協議書納入

計畫書後報內政部核定。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組、室）：都市計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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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新北第二行政中心納入三重衛生所規劃之可行性?屆時三重衛生所搬遷後，其舊址有

何規劃? 

 

答復內容： 

本市三重區衛生所空間需求本府已納入三重第二行政中心空間規劃評估；另於三重區

衛生所搬遷後，本府衛生局為求新北市民擁有更完善之醫療資源及照護品質，將整體

規劃運用，以利提供更優質高效率之醫療服務。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衛生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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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0日 

質詢事項： 

建議提供新北市政府至第二行政中心往返接駁交通車。 

 

答復內容： 

一、市府往返第二行政中心目前可搭乘環狀線轉捷運中和新蘆線，乘車時間約為 25

分鐘，亦可搭乘市區公車 806線及 857線直達往返，尖峰時段 15分鐘 1班，車

程約 30分鐘。 

二、未來第二行政中心啟用後，將視使用需求檢討機動加開班次。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運輸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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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建請全力推動親子館旗艦店。 

 

答復內容： 

一、為了減輕家長托育照顧的負擔，新北市政府於 100年全國首創公共托育中心、公

共親子中心等多元托育政策，提供 0-2歲平價優質托育和 0-6歲親子館服務，創

造了更友善完整的托育照顧環境。除此，在居家托育人員和私立托嬰中心亦同步

搭配弱勢加碼補助及合作聯盟計畫，並提供家內自行照顧家長的育兒津貼、親職

講座和親子服務等。多元多軌的新北市友善托育措施，在 100-109年期間，居家

托育人員(保母)人數、公私托嬰中心及親子館同步大幅增加，建構公共托育的友

善環境。 

二、本市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為因應本市區域平衡及幼兒需求，本市都會區因托育

需求高，規劃設置可近性高、具在地特色與公共托育中心結合之社區複合型親子

館，偏鄉因嬰幼童人口數及合格托育人員數較低，則設置親子館，截至 109年 9

月止，本市共計 76 家親子館（含 63 家公共托育中心、12 家公共親子中心及 1

家玩具銀行旗艦店），親子館的數量是各縣市之首，歷年推動績效近 700萬人次，

已成為新北市轄內在地且符合家長需求的親子最佳去處，另本府為實踐「弱勢優

先」、「豐富社區」、「跨代共融」的理念，於板橋區首創玩具銀行旗艦店--

玩聚窩，並於各區辦理玩具車活動，迄 109年 9月計已出車 546趟次，服務 4萬

8,670人次，讓各年齡的朋友都能共玩、共學、共融、共樂，評估目前親子館數

量尚足以提供本市市民需求，故短期內暫無設置親子館之規劃，惟若有適合之場

地亦將評估設置親子館。 

三、另，本市各區設置有 60 餘處適合兒童及親子共遊的特色公園，如八里渡船頭公

園、三重區大臺北都會公園、板橋重慶公園、林口足夢運動公園及鶯歌鳳鳴公兒

二公園等，均為市民及親子休閒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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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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未來三重果菜市場將採異地重建，請加強在地區居民溝通。 

 

答復內容： 

市府已委託專業團隊辦理本案綜合規劃，預計於 109年 11月中下旬起偕同府內相關

局處辦理地方說明會，說明本案政策執行願景，並將持續與地方民眾溝通，滾動式修

正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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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請積極向中央爭取三重正義北路人行道拓寬計畫經費。 

 

答復內容： 

三重區正義北路(重陽路四段至重新路二段)人行道改善工程經費約需7,800萬，本府

已提報內政部營建署前瞻計畫第六階段爭取補助經費辦理改善，惟未獲補助，後續將

積極爭取內政部營建署「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2.0」計畫補助經費辦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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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0日 

質詢事項： 

請積極向中央爭取大同公園地下停車場經費。 

 

答復內容： 

一、大同公園周邊目前有停車需求，且依停車需供資料、工程經費及財務分析等面向

完成評估興建地下停車場具可行性。 

二、本府交通局刻持續推動三重地區目前含前瞻計畫補助在內的 5 案停車場興建計

畫，本案已列為優先推動具可行性計畫，後續將依在建停車場工程陸續完工，帶

給本案基地周邊停車供需增減情形，適時檢討本案工程啟動年期及本場興建停車

格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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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請協助永福籃球場舖面修繕事宜。 

 

答復內容： 

本案本市三重區公所於 109年 11月 9日召開第 2次基本設計審查會議，公所將俟審

查結果函報計畫，由本府協助補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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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議員佳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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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明年將推動三重一村 OT委外營運，其戶外廣場、遺跡、眷舍展示及藝術家

進駐比例應由 3成提升至 5成，才能保留眷村文化。 

二、未來委外營運後，駐村藝術家恐面臨被迫離開的命運，請市府全力維護駐村藝

術權益。 

 

答復內容：  

一、有關三重一村 OT 招商規範園區內作為眷村文化推廣之公共建設主體部分之比

例，已考量眷村文化之主體性與財務自償，不得低於園區總樓地板面積之 3成，

本府並已於招商規範廠商應維持園區戶外廣場、歷史建築外觀、甬道、砲陣地遺

跡、小劇場之原貌，俾保存眷村文化。本案刻正上網招商中，是否提升比例將俟

廠商投件情形評估研議。 

二、本屆駐村藝術家進駐期間為 109年 6月 1日至 110年 5月 31日，倘若 OT委外

廠商有規劃藝術家進駐營運，本府文化局將協助媒合表現良好又有繼續進駐之意

願藝術家予委外廠商，或協助另尋本府其他相關資源予以協助，持續藝術推廣。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文化資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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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彭議員佳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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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英語教學納入幼兒園課程是否可行? 

 

答復內容： 

一、本市未禁止英語教學，幼兒園得以統整不分科，採遊戲、歌曲、閱讀等方式讓幼

兒進行語言學習。 

二、教育部預告修正幼兒教保及照顧實施準則第 13 條，刪除「七、不得採全日、半

日或分科之外語教學。」餘未刪。修法前後，本市管理標準皆一致。修法後，幼

兒園學習英（美）語仍得以生活化、統整方式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並符合不得採

分科方式、精熟為目的之讀寫教學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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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彭議員佳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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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協助解決國高中小本師與外師課程授課所遇困難。 

 

答復內容： 

一、有關本市高國中外籍英語教師(以下稱外師)部分，本府教育局說明如下： 

(一)本市外師教學之發展目標為：透過外師資源之注入，促進本國教師課堂教學專業

知能與思考，以提升學生英語文學習興趣和溝通表達能力，並逐步提升英語授課

比率；目前 109學年度共有 32位外師分配於 31所本市高國中，以雙語教育為發

展重點，藉由外師搭配中師之教學，促進本市雙語教育學習管道之多元化及豐富

度。 

(二)本市自 109學年度起，推動高國中外師學校每週至少 6堂之中師及外師雙語協同

課程，透過外師與活動藝能科教師共同籌備課程與課程交流，提升協同教學流暢

度及默契，並有效發展本市雙語教育。 

(三)為有效推動本國籍教師(以下稱本師)及外師之協同教學，本府教育局與本市國中

英語輔導團(以下稱英輔團)合作，協助外師之教學事宜及生活狀況，並辦理每月

之外師會議，以輔導外師在生活及教學上之困惑及給予即時建議及協助；此外，

每學年英輔團亦會協助辦理 8場次之中外師公開課，邀請外師學校之教師及外師

共同參與公開觀議課，透過專家教學示範及引導，以提升其教學知能及技巧；而

每學年亦會由英輔團配合專家學者共同到各分區外師學校進行教學輔導及訪

談，關懷外師教學情形及生活適應情況，以確保外師之教學品質及提供適當輔導。 

二、有關本市國小外師部分，本府教育局說明如下： 

(一)本市國小實施雙語實驗課程係以推動 CLIL為主軸，由學校自選領域課程於每週

實施，109學年度共有 41位外師分配於本市 33所國小，其中光復及龍埔國小將

轉型成為雙語課程達三分之一的雙語實驗課程亮點學校。 

(二)為有效推動中師及外師之協同教學，每位外師皆搭配中師進行協助與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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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選定之領域一同設計教材與課程，並透過觀課、議課等方式發展出各校之

CLIL課程。 

(三)另本市於修德國小設有英語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英資中心），除了協助輔導

中師及外師合作或溝通相關問題，另於每學年度開始前舉辦為期 3天之外師職前

培訓課程，以及成立外師專業成長社群，除了共同備課之外，亦提供外師間的聯

繫與互動，以確保外師教學品質及提供適當之輔導；此外，本市自 105學年度起

於英資中心設置外籍輔導教師 1名，擔任本府教育局與外師協調溝通之窗口，帶

領外師專業成長社群、協助外師職前及在職培訓、引導外師設計各校雙語實驗課

程，更於每學期走訪本市各雙語實驗課程學校，除與各校外師訪談、觀摩外師授

課外，亦對各校執行雙語實驗課程情形進行了解。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中等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督學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