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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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科名 109/10/23 
新泰塭仔圳市地重劃區規劃宗教

用地可行性為何？ 
城鄉局 2 

2 陳議員科名 109/10/23 
新泰塭仔圳第一區重劃工程招標

進度為何？ 
地政局 3 

3 陳議員科名 109/10/23 
泰山塭仔圳市地重劃區興建社會

住宅進度為何？ 
城鄉局 4 

4 陳議員科名 109/10/23 
新莊分局改建可行性?新莊行政園

區規劃情形為何? 
財政局 5 

5 陳議員科名 109/10/23 

雙北成功申辦 2025 世界壯年運動

會(世壯運)：(1)比賽場地準備情

形為何？(2)建議優惠或減免雙北

市報名費。 

教育局 6 

6 陳議員科名 109/10/23 
建議新莊棒球場比照天母棒球場

舖設人工草皮。 
教育局 7 

7 陳議員科名 109/10/23 
請評估學校 pu 跑道漸進式汰換為

綠化親土性跑道可行性。 
教育局 8 

8 陳議員科名 109/10/23 

新莊老舊地區捷運站附近(例如輔

大站及丹鳳站)汽機車停車位嚴重

不足，請研擬解決方案。 

交通局 9 

9 陳議員科名 109/10/23 

市府推動智慧停車 2.0措施，應就

公托、公幼及國小上下學時段，研

擬彈性處理方案。 

交通局 10 

10 陳議員科名 109/10/23 
有鑑於虐嬰事件頻傳，市府防範措

施為何？ 
社會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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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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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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泰塭仔圳市地重劃區規劃宗教用地可行性為何? 

 

答復內容： 

一、新莊、泰山塭仔圳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業於 109年 8月 4日發布實施

主要計畫、109年 8月 5日發布實施細部計畫。 

二、本次通盤檢討中，考量在地宗教信仰之保存，並為保障合法教會、寺廟權益，配

合其地權範圍，共計劃設 5處宗教專用區。 

三、另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及塭仔圳地區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規定，宗教設施係屬住宅區、商業區之容許使用項目，爰未來俟重劃作業完成後，

私人倘有需求，仍得於前開分區設置教會、寺廟等，延續在地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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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陳議員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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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泰塭仔圳第一區重劃工程招標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本案前於 109年 10月 20日及 10月 28日辦理塭仔圳第 1-1區、第 1-2區重劃工程開

發案開標作業，其中第 1-1區流標，刻規劃辦理第 3次上網公告相關作業；第 1-2區

業有廠商投標，經基本及資格文件審查結果符合規定，刻辦理投標廠商評選作業。 

 

 

 

 

 

 

 

 

 

 

 

 

承辦局（處、會）：地政局 

承辦科（組、室）：重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陳股長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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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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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塭仔圳市地重劃區興建社會住宅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有關新莊泰山塭仔圳市地重劃區劃設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1.8公頃，俟全區重劃開發完

成後約可規劃 1,400戶，可服務新莊地區民眾的居住需求，並預計本案重劃工程完工

2025年(114年)前，完成該基地社會住宅先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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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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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莊分局改建可行性?新莊行政園區規劃情形為何? 

 

答復內容： 

一、本府前將警察局新莊分局、新莊戶政事務所及新莊地政事務所納入新莊行政園區

再造規劃，並已完成可行性評估，未來將採都市更新方式引進民間資金共同興

建。本案刻正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預計於 110年啟動招商程序，112年動工，

115年完工。 

二、本案基地未來除保留原行政機關服務空間外，亦將考量市府政策及地方需求作整

體規劃評估。 

 

 

 

 

 

 

 

 

 

承辦局（處、會）：財政局 

承辦科（組、室）：財產開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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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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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北成功申辦 2025 世界壯年運動會(世壯運)：(1)比賽場地準備情形為何？(2)建議

優惠或減免雙北市報名費。 

 

答復內容： 

一、新北市目前規劃支援場地共 37 處，將透過明年全國運動會賽事預先整理場地盤

整現狀，後續待與國際壯年運動總會委員確認場地需求，再做進一步調整，並搭

配辦理場地測試賽。 

二、本次賽會在報名費的規劃上，外國選手與本國選手所繳的報名費金額不同，外國

選手報名費約新臺幣 8,000元，本國選手報名費較低，目前規劃自費參加。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體育處) 

承辦科 (組、室)：競技運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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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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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新莊棒球場比照天母棒球場舖設人工草皮。 

 

答復內容：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運動設施規範及分級分類參考手冊，棒球場國際賽場地以使用天然

草(百慕達草或結縷草)為宜，天然草皮柔軟質地、硬度適中、耐衝擊性及回彈性，可

有效降低運動傷害機率，並考量環境永續生存，新莊棒球場目前維持使用天然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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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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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評估學校 PU跑道漸進式汰換為綠化親土性跑道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現行正式賽會田徑競賽場地為 PU 和橡膠兩種材質跑道，本市積極發展體育，目

前全市體育重點學校有近 180 校，基於 PU 跑道吸震力、摩擦力較佳的優點，對

於競技運動選手專項訓練較為適合，爰此本市未限制學校不得設置 PU 跑道，以

提供學校多元選擇的機會。 

二、本市學校運動場地建設係基於各校發展需求，目前學校操場材質 PU(含合成橡膠)

為 96%、紅土為 4%，不同材質各有其優缺點，各級學校會參考其需求進行操場修

整建改善，本府教育局會依各校地理環境、發展狀況審查核定補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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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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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莊老舊地區捷運站附近(例如輔大站及丹鳳站)汽機車停車位嚴重不足，請研擬解決

方案。 

 

答復內容： 

一、經查案址周邊多屬未附設停車空間之老舊住宅區，然亦無相關閒置公設用地可供

使用，本府交通局除持續檢視適當地點並積極輔導業者於私人土地闢設臨時路外

停車場，或依土地使用、當地停車需求、交通影響、財務可行性與周邊停車供需

情況客觀評估於公有公共設施用地及建物共構地下停車場。倘若經評估無適當地

點，在不影響行車安全與道路服務水準及違反相關法規的情形下，將研議以路邊

停車方式替代，以紓緩地區停車需求。 

二、為充分運用既有停車資源，擴大停車資源共享效益，提高停車供給以緩解停車問

題，依「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開放夜間停車實施計畫」，推動公有機關及

學校停車空間開放夜間月租停車，目前已開放 84處停車場(計 6,446格停車位)，

將再積極協調各機關及學校配合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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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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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日 

質詢事項： 

市府推動智慧停車 2.0措施，應就公托、公幼及國小上下學時段，研擬彈性處理方案。 

 

答復內容： 

一、為提供安心接送環境及兼顧停車格公平使用，本府規劃於有附設公托及公幼之學

校附近收費停車格實施智慧停車 2.0措施，依據各場域家長進出該學校接送幼兒

所需時間彈性設定合理臨停時間，預計 110年底納入路邊勞務委託開單收費契約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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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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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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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虐嬰事件頻傳，市府防範措施為何？ 

答復內容： 

一、有關今年 8 月在林口發生的兒保通報案件，本府接獲通報立即派請社工進行訪

視，以關切並安撫兒童反應與情緒，陪同製作筆錄及驗傷，並已轉由兒童居住地

政府後續追蹤輔導。本案於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本府即澄清本案施暴者非登記

保母，係家長友人，並重申本府無法容忍任何人對兒童不當對待之情事。  

二、另有關虐嬰事件，本府積極防範措施如下： 

(一)召開網絡聯繫會議：不同網絡定期召開會議，包含醫療網絡會議、精準責任通報

會議等，藉由會議中的討論，建構網絡間之共識，進而相互合作。 

(二)從事宣導活動：持續辦理社區的宣導，幫助民眾增加對兒童保護的敏感度，了解

通報的意義，共同成為關懷兒少保護的一員。 

(三)辦理個案研討：針對重大、特殊案件辦理個案研討，藉由個案的深入討論，結合

網絡成員思考個案輔導策略、建構兒少保護工作網。 

(四)本府社會局於與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新北市醫師公會共同合作「守護婦幼，

遠離兒虐」，本市基層醫療網 1,642家診所共同參與兒童保護及早發現通報、及

早預防工作，俾利後續資源及早介入，改善並穩定家庭關係，消弭暴力之發生。 

(五)呼籲家長若有送托需要，應委託予合格登記之保母，並可於新北育兒資訊網及社

會局網站取得相關資訊；倘居家式托育人員未依規定登記且收托者，依據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將處 6,000元以上至 3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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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