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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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109/10/30 

國教署移撥市府國立高中職教師員

額經費，是否有全部用於教師員額?

建請市府逐年補足原國立高中職教

師員額。 

教育局 2 

2 陳議員儀君 109/10/30 
請市府向中央爭取幸福巴士，讓偏

鄉交通更便利。 
交通局 3 

3 陳議員儀君 109/10/30 

有關市府推動幸福巴士(小黃)措

施，期望完善偏鄉公共運輸服務，

因偏鄉長輩七成用不到敬老卡，建

請新北敬老卡擴大使用搭乘幸福巴

士(小黃)。 

社會局 4-5 

4 陳議員儀君 109/10/30 
爭取於新店區設立失能身心障礙者

日照中心。 
社會局 6 

5 陳議員儀君 109/10/30 

一、針對友善耕作因土地權屬或面

積不符有機規定者，請市府納入

輔導管理。 

二、請市府輔導成立有機集團裁培

區。 

農業局 7 

6 陳議員儀君 109/10/30 
五股社福參與式預算投票為何不用

市府 i-voting系統？ 
社會局 8-9 

7 陳議員儀君 109/10/30 

一 、 新 北 市 公 民 參 與 平 臺

(i-voting)不應只有投票功

能，應包含前置流程中之提出想

法、擬定方案、方案陳覽等重要

過程。 

二、建議新北 vote網站與「新北市

參與式預算」資訊公告網站彼此

串聯。 

研考會 10 

8 陳議員儀君 109/10/30 

為有效推動參與式預算並落實到各

公務機關，建議由副市長層級進行

跨局處整合、分案及執行。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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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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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教署移撥市府國立高中職教師員額經費，是否有全部用於教師員額?建請市府逐年

補足原國立高中職教師員額。 

 

答復內容：  

一、因 102 年原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改隸本市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

國教署)未移撥足額法定教師員額且未補助相關經費。經核算 109學年度本市新

北高中等 11所原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尚需補足 162名教師，若補足法定教師員額，

全聘正式教師，以年薪 80萬元計算，每年預估增加之人事費用為 1億 2,960萬

元。考量市府財政負擔及人事費逐年增加之情形，本府教育局訂定「新北市補助

原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增置教師實施計畫」，自 109學年度開放本市新北高中等 11

所原國立高級中等學校申請，以改善本市原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員額不足之情

況。 

二、另本府教育局業於 109年 11月 5日函請教育部補助本市原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員額經費，後續本府教育局將持續透過相關管道向教育部爭取補足員額及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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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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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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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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向中央爭取幸福巴士，讓偏鄉交通更便利。 

 

答復內容： 

為照顧偏鄉地區公共運輸服務，本市已提供新巴士運輸服務，現為配合中央機關推行

幸福巴士，目前本市雙溪區、貢寮區及平溪區已提出需求申請書，並依當地需求規劃

之營運模式及相關經費，本府交通局將協助檢視並提送交通部公路總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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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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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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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市府推動幸福巴士（小黃）措施，期望完善偏鄉公共運輸服務，因偏鄉長輩七成

用不到敬老卡，建請新北敬老卡擴大使用搭乘幸福巴士（小黃）。 

 

答復內容： 

一、本市偏區計程車均為個人計程車，車輛數很少，且均未裝設悠遊卡扣款機，係因

司機須負擔裝設扣款機相關費用，且悠遊卡款項無法每日撥付給司機，故難以獲

得司機支持；而加入車隊的計程車並無特定車輛專門服務偏區。 

二、為增進本市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行的福利再促進其社會參與力及機會，依本府福利

政策，提供其每人每月 480點（元）免費搭乘公車，108年 6月 1日起，敬老卡

及 65歲（含）以上愛心卡持卡人免費點數擴大使用於臺北捷運及新北捷運沿線，

109年預算約新臺幣 11億 3,779萬 6,000元整。 

三、至 109年 10月底，本市老人人口達 61萬 2,023人，倘將免費點數使用範圍擴至

計程車，以每人每月使用 4次、每次 50點計算： 

(一)若以本市偏區 13區(包括萬里、金山、石門、三芝、八里、平溪、雙溪、貢寮、

瑞芳、坪林、石碇、深坑、烏來) 試辦免費點數擴至計程車，該 13區老人人口

計 4萬 1,517人，每年將增加支出新臺幣 9,964萬 400元整。(4萬 1,517人*4

次*50點*12月=9,964萬 400元) 

(二)若全面開放免費點數擴至計程車，每年將再增加支出約新臺幣 14 億 6,885 萬

5,200元。(612,023人*4次*50點*12月=14億 6,885萬 5,200元) 

四、綜上，考量老人人口每年增加近 4萬人，速度快速成長，倘擴大點數免費使用範

圍，經費勢必大幅增加，因財政收支劃分法尚未完成修正，且重大建設進入資金

需求高峰期，本市財政狀況愈顯窘困，預算籌編也更加困難，因此各機關除共同

努力開源外，也同時重新思考各項計畫可否以更具效益或節省經費之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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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相關設施維護及維修考慮優先性逐年處理、年度例行活動予以整合或改以不同

形式撙節辦理，並在不影響各項重要施政計畫推動之前提下，完成預算案之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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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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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於新店區設立失能身心障礙者日照中心。 

 

答復內容： 

有關新北市新店區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資源佈建狀況，本府社會局規劃如下： 

一、已爭取中央新村北側社會住宅公益空間設置 1家小作所(20人)、1家日間照顧中

心(15人)及 1家社區居住(6人)，並於 109年 9月 3日開標，9月 7日召開評選

會議，9 月 28 日決標委由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目前刻正進行服

務場地之規劃設計，期於 110年初完成開辦作業後提供服務。 

二、另原本府社會局所屬文山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將遷移至新店區行政中心後，其原址

將規劃設置失能身心障礙者日照中心(屆時收托人數將視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再行

核定)，以服務中重度身心障礙者。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身心障礙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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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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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針對友善耕作因土地權屬或面積不符有機規定者，請市府納入輔導管理。 

二、請市府輔導成立有機集團裁培區。 

 

答復內容： 

一、友善耕作： 

(一)目前本市友善耕作面積已達 252.8公頃，206個農場參與。與「慈心有機農業發

展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等單位合作共同推廣友善耕作

外，也輔導金山「彩田友善農作有限公司」，三芝共榮、安康、樂天社區所組成

「新北市三芝關懷社區協會」、「五股區農會」等取得農業委員會友善耕作推廣團

體審認。 

(二)土地權屬或面積不符有機規定者，市府會輔導納入友善耕作管理。若因拿不到土

地同意書而無法領取中央友善耕作補助者，已向中央爭取放寬認定標準。預計

110年底前全市友善面積達到 270公頃。持續輔導如三峽、八里等農會成為友善

耕作推廣團體。 

二、輔導成立有機栽培區：鶯歌區「心希望農業示範園區」園區一半土地業已取得有

機驗證，持續輔導鶯歌區農會「心希望農業示範園區」增加有機驗證面積，媒合

相關單位協助推動成立有機農業促進區。 

 

承辦局（處、會）：農業局 

承辦科（組、室）：林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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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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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股社福參與式預算投票為何不使用市府 i-voting系統? 

 

答復內容： 

一、新北市「民間培力互助·共創幸福五股」社會福利參與式預算方案(以下簡稱本方

案)共為期 2年，109年度於五股區進行公民培力，由團體產出 15項在地社福提

案，於 109年 9月 17日啟動線上投票(i-Voting)，按得票高低決定補助優先順

序，獲選方案則於 110年度執行。 

二、本方案投票方式係採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以下簡稱國發

會平台)線上投票，凡年滿 16歲以上，設籍、居住、就學及就業於新北市者皆可

參與，其中設籍五股區者，票數計算加權 2倍；另為提升投票參與率，完成投票

者得參加抽獎。 

三、本方案仍循 107 年使用國發會平台，未使用本府公民參與網路投票系統(以下簡

稱本府平台)原因如下： 

(一)投票資格需要即時驗證：國發會平台已與內政部戶役政系統資料庫介接完成，可

即時驗證投票者身分，本府平台因初開發，尚無法直接連結戶役政資料庫。 

(二)五股區投票需要加權計算：國發會平台已設有特定行政區投票者票數加權計算之

功能，本府平台因剛開發且主要為一般投票而設計，尚無類似功能。 

(三)透過系統抽獎較為便利：國發會平台已建立抽獎功能，能直接符合本方案需求，

而本府平台因初開發，尚無類似功能。 

(四)行政程序作業不及：本府於 109年 9月 15日函頒「新北市政府公民參與網路投

票標準作業程序」，其中規定欲使用本府平台進行投票，機關應於投票前 10個工

作日填具上架申請書送本市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資訊中心備查，因本方案已預

定於 109年 9月 17日開始投票，作業時間實有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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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促進市民參與本方案投票，本府平台已於首頁放置投票網址連結，未來俟系統

各項功能建置完畢，將使用本府平台進行線上投票。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人民團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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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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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 

質詢事項： 

一、新北市公民參與平臺(i-voting)不應只有投票功能，應包含前置流程中之提出想

法、擬定方案、方案陳覽等重要過程。 

二、建議新北 vote網站與「新北市參與式預算」資訊公告網站彼此串聯。 

 

答復內容： 

一、新北市公民參與網路投票系統為提供機關辦理多種投票活動及整合民眾參與資

源，故先開發投票功能，有關投票前置流程中之提出想法、擬定方案、方案陳覽

等功能，已評估納入 110年擴充辦理。 

二、查本府公民參與網路投票系統已與新聞局「新北市參與式預算」網站串聯完成，

後續將請各機關網站露出相關連結。 

 

 

 

 

 

 

 

 

承辦局（處、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中心) 

承辦科（組、室）：網際服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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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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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 

質詢事項： 

為有效推動參與式預算並落實到各公務機關，建議由副市長層級進行跨局處整合、分

案及執行。 

 

答復內容： 

一、為推動本府參與式預算，建立更有效率之工作架構，本府依議員去(108)年 11月

1日總質詢書面答覆表建議，已指派本府劉副秘書長統籌並跨局處協調，全面推

動本府參與式預算。 

二、爾後，本府參與式預算將持續以府級層級統籌督導推行，並適時將成效良好案例，

透過國際會議、國際組織等加強國際行銷，以利擴大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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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