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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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新北哈客館取名緣由及意義?為何

設置於中和區? 
客家局 3 

2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推動城市美學文化創生情形為

何？ 
文化局 4 

3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市立美術館推動情形為何？ 文化局 5 

4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新北表演中心推動情形為何？ 文化局 6 

5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台灣電影文化園區推動情形為

何？ 
新聞局 7 

6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建議改造藝文環境：(1)藝文館舍

升級(2)圖書館新設改建。 
文化局 8 

7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湳仔港土地公廟(板橋福興宮)為

有 240年歷史的古廟，是板橋的發

跡地，請重視保存。 

文化局 9 

8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新北文化藝術之現況為何？請留

意各行政區文化資產經費不足及

活動頭重腳輕情形。 

文化局 10 

9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請留意新北藝文產值及場館不足

情形。 
文化局 11 

10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文化基金會經費來源為何？ 文化局 12 

11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市民活動中心定義為何？市民活

動中心使用率低，應如何處理？ 
民政局 13 

12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有關新北瓊泰段 785-1、-2、-3農

業用地爭議，請協助解決。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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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王議員淑慧 109/10/23 
有關新北瓊泰段 785-1、-2、-3土

地課徵稅賦爭議，請協助解決。 
財政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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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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新北哈客館取名緣由及意義?為何設置於中和區? 

 

答復內容： 

一、新北哈客館取名緣由及意義：新北市客家文化聚點係本市重要施政規劃，旨在推

動都會地區客家文化內涵深根發展，讓都會客家人有聚會話家常的場所，透過行

動客家方式發揮多元效益，聚點的建置不限於新北市客家鄉親可使用，而是開放

給全體市民體驗客家文化，追求共好、活化場館及增加使用效益，並讓市民喜愛

客家、親近客家。新北哈客館作為一個嶄新的名詞，希望讓客家文化在傳統的意

義之上增添新潮的元素，使客家文化變得活潑、歡樂，而不是侷限於傳統的範疇。 

二、設置於中和區理由：新北市為早期客家先民的重要聚集區，客家鄉親有 64萬人，

以及 55個客屬社團，多聚集於人口密集的都會地區如中和、板橋、新莊三重、

淡水蘆洲地區，屬於都會客家型態。中和區客家鄉親人口數達 8萬 3,400餘人，

為新北市各區中客家鄉親人口數第二高，屬新北市各行政區客家人口較密集區

域，故先選擇中和區建置新北市首座客家聚點。 

 

 

 

 

承辦局（處、會）：客家事務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主任剛強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6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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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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推動城市美學文化創生情形為何？ 

 

答復內容： 

一、本府推動城市美學，以 2030 願景工程六大面向之一「新美學」為推動核心，目

前「新美學」以板橋府中地區為美學示範區域，由本府跨局處共同推動各項環境

景觀改善工程及軟體活動，均正規劃執行中。 

二、其中板橋區文昌街 24 巷被當地人稱為「板橋文創一條街」，今（109）年本府文

化局社區營造補助在地文史協會辦理之「文昌街生活節」，為城市美學文化創生

之重要案例。除了以枋橋古城文化、歷史及藝術等為核心，串聯在地學校、藝術

家及文史團體，集結各類文化職人藝術匯演，呈現在地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同

時連結在地經營店家，形塑在地生活連結。此外，板橋 435藝術聚落長年支持「文

昌街生活節」，今年共 13組藝術家參與，包括南管、雕塑及拓印等類型，將藝術

美學帶進地方創生，建構一個讓板橋居民近距離接觸在地文化、藝術與生活的深

度體驗。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文化設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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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市立美術館推動情形為何？ 

 

答復內容： 

新北市立美術館主體工程於 108年 2月開工，預定 111年竣工；而為美術館順利開館，

業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美術館籌備處，持續辦理研究、典藏、展示、教育推廣、社

區關係及環境整備等各項籌備工作： 

一、在研究典藏方面，辦理本市近世以來藝術史脈絡及藝術家作品研究、典藏脈絡及

入藏管理規劃、美術館作品收藏計畫委託研究及現有典藏品檢視及維護等工作，

透過典藏脈絡研究，建立美術館典藏政策、展覽方針與特色；同步盤整現有典藏

藝術作品資源，俾作為未來開館資源。 

二、在展示方面，以美術館開館預備展方式，假本市藝文中心辦理「生命的旋律-李

石樵紀念特展」及「給火星人類學家-2020當代藝術主題展」等展覽及講座，為

美術館開館累積資源及知名度。同時，辦理新北美誌電子刊物，逐步增加曝光度。 

三、在教育推廣方面，辦理藝術行動巴士巡迴推廣，深入學校及社區，落實藝術教育

工作，實現全民美術館之精神；辦理藝術 STEAM教案開發及推廣，結合美術館與

藝術家、學校，系統性開發符合各教學階段之藝術課程，累積藝術教育資源。此

外，辦理「玩美島」等各項教育推廣活動，激發孩童對於美術館的想像與期待。 

四、在社區關係及環境整備方面，辦理三鶯社區藝術共創進駐計畫，串聯社區組織、

學校、店家與企業等，開拓具地方特色之資源及內容。同時，辦理三鶯文創整合

計畫，透過跨局處點線面的軟硬體整合，整備美術館周邊環境及交通，串連周邊

核心廊帶，帶動區域整體發展。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文化設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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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新北表演中心推動情形為何？ 

 

答復內容： 

一、新北表演中心（特專三）用地規劃開發為文化部主政，該部於 109年 1月 16日

陳報行政院「新北表演中心推動計畫(第 1 次修正)」案。經行政院發交國家發

展委員會於 3月 23日召會審議完竣。 

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09年 11月 2日召開「研析新板特區特專三用地建築

規劃評估事宜」會議，後續由文化部修正計畫後提報行政院決策。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文化設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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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0日 

質詢事項： 

台灣電影文化園區推動情形為何? 

 

答復內容： 

台灣電影文化園區含公兒四及停影兩基地，共約 2.6公頃土地，說明如下： 

一、公兒四基地：由本府與文化部合作興建「國家電影中心」，本府負責硬體興建工

程，文化部負責內部裝修及未來營運。硬體興建工程已於 109年 4月 29日竣工，

刻正辦理驗收，目前銜接內裝工程與設備建置工程中，全案預計 110年竣工後，

交由文化部營運與管理，文化部則提供約 114 坪空間，做為新北市協拍中心使

用，另有場地、票價優惠等回饋新北市民。 

二、停影基地：文化部積極洽本府討論合建「影視聽博物館」構想，並函報行政院「國

家電影及視聽文化資產典藏專業設施改善及博物館建置計畫」，現由國家發展委

員會審議中，本府將積極協助依審議結果辦理合作事宜。  

 

 

 

 

 

 

承辦局（處、會）：新聞局 

承辦科（組、室）：新聞行政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建南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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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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建議改造藝文環境：(1)藝文館舍升級(2)圖書館新設改建。 

 

答復內容： 

一、有關藝文館舍升級部分，近年來本府陸續於 106 年將舊市立圖書館總館(現市立

圖書館江子翠分館)之演講廳升級改造為演奏廳；107 年至 109 年陸續完成新北

市藝文中心演藝廳地下排練室及進行舞臺音響更新、新莊文化藝術中心進行空調

系統與舞臺布幕更新改善、樹林藝文中心啟用；三重空軍一村四連棟小劇場硬體

升級及淡水演藝階段改善硬體設備更新等。市府將持續盤點新北市的表演藝術硬

體進行改善，除達劇場安全運作並符合團隊演出需求外，為本市表演藝術發展帶

來多元可能性。 

二、有關圖書館新設改建部分，本市共有 105個圖書館及圖書閱覽室，為全國規模最

大的公共圖書館體系，109年新建淡海小書房、林口西林圖書閱覽室、瑞芳分館，

並完成三重五常分館、新店分館閱讀空間改造工程，市府將持續擴增圖書館服務

據點，營造優質、友善的閱讀空間，提供多元化閱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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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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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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湳仔港土地公廟(板橋福興宮)為有 240年歷史的古廟，是板橋的發跡地，請重視保存。 

 

答復內容： 

一、福興宮坐落於板橋區南雅西路一段 134號，雖肇建於清代，但多次遷建改建，現

行廟址之廟體興建於民國 60年代，廟方曾於民國 80幾年向當時縣府申請古蹟保

存，惟因未達古蹟指定基準而指定未果；108 年 1 月 22 日民眾提報指定古蹟，

經文資保存價值會勘，考量廟體經多次遷建改建，欠缺建築、藝術與人文之較高

價值，未符合古蹟指定基準，108年 4月 2日作成不列冊追蹤之決定。 

二、經聯繫廟方表示新址距原址僅 200公尺，新廟將於 110年農曆年後落成，亦規劃

於 110年 3月 25日辦理安座科儀，日後持續作為地方民眾信仰祭拜之用。廟內

古碑 2座，其中 1座為 2片石板所雕，廟方表示將會移至新廟妥為保存，並適度

展示供民眾觀覽，本府於明（110)擬將該廟納入「全國古蹟日」導覽景點，串聯

本市各區文化資產辦理文化導覽活動，使更多的民眾了解該廟信仰歷史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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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新北文化藝術之現況為何？請留意各行政區文化資產經費不足及活動頭重腳輕情形。 

 

答復內容： 

一、為展現各地獨特的文化，本府以各區特色文化元素，發展出多元的文化主題節慶

活動，如石碇鹿窟文化之旅、永和仲夏夜之夢、三峽藍染節、瑞芳黃金山城藝術

饗宴、板橋新北 Fun街頭、樹林紅麴文化節、泰山獅王文化節等，皆結合社區居

民與在地藝文團體、學校共同演繹，另以巷弄藝起來系列活動至各區巡迴演出，

透過傳統戲曲、經典民歌等讓藝術走入民眾生活，此外在地圖書館及藝文館舍也

不間斷推出各項展覽活動，啟發社區民眾對藝術能量的養成，讓偏鄉及都會市

民，都能享有優質的藝文生活。 

二、另本市擁有豐厚的文化藝術資產，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分佈於各行政區，為妥善

保存，本府每年皆對新北市之古蹟、歷史建築等進行維護、管理，使傳統文化藝

術能在現今時代獲得妥善保存，亦透過相關活化及再利用，使民眾更認識文化資

產之價值與意義。 

三、在文化資產經費挹注上，本府著重各行政區間經費分配之平衡，不僅維持城市既

有之文化資產、藝文活動之資源，也對於偏僻之地區藝文發展給予相關協助及輔

導，使新北市各地文化資產保存、地方節慶活動能更臻完善及豐富。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藝文推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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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請留意新北藝文產值及場館不足情形。 

 

答復內容： 

一、本市文化展演場地計有 478處，屬於公有藝文場館如新北市藝文中心、新莊文化

藝術中心、樹林藝文中心、美麗永安藝文中心、新板藝廊及採 BOT經營之雲門劇

場等展覽及表演空間，辦理多元類型之展覽或演出。此外亦有具保存文化資產意

義之博物館、歷史建築物等場館，如鶯歌陶瓷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黃金博物

館、淡水古蹟博物館、坪林茶業博物館、空軍三重一村、林本源園邸及五股守讓

堂等，規劃許多具有教育意義之文化活動。其他尚有 435藝文特區、新北市立圖

書館、斬龍山遺址文化公園、板橋放送所、府中 15新北市動畫故事館及新北市

紀錄片放映院等多元類型之藝文空間，以提供不同藝文需求者使用。 

二、針對上述場館，本府長期以來，均持續修繕相關設備及整建合適之空間，以提供

更優化的展演空間服務。未來，本府亦會針對不同區域之需求，規劃合適之藝文

場館，以提升本市整體藝文環境。 

三、另針對藝文產值部分，本府亦提供各類補助及辦理各項藝文計畫等，鼓勵優秀團

隊及個人於本市展演並培養藝術文化人才，以提升本市藝文整體產值，並促進藝

文文化之發展。未來亦持續鼓勵藝文團隊創新及發展，豐富各類展演形態與內

容，進而達到厚植本市藝文能力及文化提升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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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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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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文化基金會經費來源為何？ 

 

答復內容： 

一、財團法人新北市文化基金會(前臺北縣文化基金會)自 77 年成立以來，各年度經

費來源由民間捐款及定存孳息收入來支應各年度活動經費支出，基金會為增加其

收入來源，自 107年起購入金融業股票。 

二、至有關 110預算收入為 975萬 5,000元：業務收入係企業捐贈 700萬元，進行各

項業務計畫，例原股票收益及定存孳息外，並積極向民間企業募款增加自籌財源。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文化發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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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市民活動中心定義為何？市民活動中心使用率低，應如何處理？ 

 

答復內容： 

一、本市市民活動中心具有活動場所、閱報區及多功能教室等諸多功能空間，於平時

提供公務、公益、市民休閒集會或開班授課等活動使用，於災害發生時，則可充

當前進指揮所或緊急避難場所。 

二、有關市民活動中心使用率低部分，依「新北市市民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要點」

規定，市民活動中心如長期閒置或低度使用，經要求區公所限期提出改善計畫提

高使用率，屆期仍未達到一定使用率者，將檢討其功能效益，並考量提供其他本

府所屬機關轉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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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有關新北瓊泰段 785-1、-2 、-3地號農業用地爭議，請協助解決。 

 

答復內容： 

一、本案前經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釋，案址非屬農業用地，無法申請農業設施。 

二、另與稅捐稽徵處研商，經查詢新莊區瓊泰段 785-1、785-3地號等 2筆（均分割

自同段 785地號）土地，未有核准農業設施資料可稽。 

三、涉賦稅核課，後續由稅捐稽徵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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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議員淑慧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有關新北瓊泰段 785-1、785-2、785-3土地課徵稅賦爭議，請協助解決。 

 

答復內容： 

一、有關本市新莊區瓊泰段 785-1、785-2、785-3地號等 3筆土地，原係課徵田賦，

嗣本局所屬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辦理清查作業，經現場會勘及丈量結果，785-2

地號全部面積及 785-3地號部分面積供道路使用，符合免徵地價稅規定；785-1、

785-3地號土地部分面積供花卉培養室作農業使用，仍課徵田賦，其餘部分面積

應自實際變更使用之次年期即 102年起改課徵地價稅，遂補徵尚在核課期間內之

104年至 108年地價稅合計 11萬 6,672元。 

二、土地所有權人陳情表示 785-1地號土地課徵地價稅部分之面積乃鄰房圍牆間留白

空地為防火巷；785-3地號土地課地價稅部分之面積係作為種植蘭花之資材室，

主張該 2筆土地確實是農用。 

三、本局稅捐稽徵處就土地所有權人說明之土地使用情形是否符合農用，與農業單位

持續協商溝通中，嗣辦理結果再行回復。  

 

 

 

 

承辦局（處、會）：財政局 

承辦科（組、室）：稅捐稽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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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