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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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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宇恩 110/07/28 

新北捷運公司員工臉書分享施

打疫苗心得卻遭懲處，是否有

爭議？ 

捷運局 3 

2 鄭議員宇恩 110/07/30 

請市府彙整受疫情影響，中央

已宣布解封但新北延遲一週以

上(含一週)開放項目其受影響

行業別，並提供市府就其受衝

擊程度規劃之補貼或補助方

案。 

經發局 4 

3 鄭議員宇恩 110/07/30 

請分析疫情期間，新北市垃圾

量及處理量能負荷，及疫情後

緩和垃圾處理之規劃，包含源

頭管理等作法。 

環保局 5 

4 鄭議員宇恩 110/07/30 

北海岸多處山區或閒置土地，

遭棄置大量垃圾，影響環境衛

生，請檢討因應措施，以防堵

惡意傾倒情形。 

環保局 6 

5 鄭議員宇恩 110/07/30 

本市臺 64線東西向快速道路八

里端車禍頻傳，係因該線台北

港端施工封閉、車輛改由八里

匝道下橋，而砂石車未提前減

速或煞車不及發生事故所致；

請說明砂石車稽查辦理方式、

稽查結果，並研議其他改善作

法，以維護行車安全。 

警察局 7-8 

6 鄭議員宇恩 110/07/30 

為培育及鼓勵本市優秀運動選

手，請市府通盤檢討，對比六

都相關補助金額、重點培訓項

目資源之差異，逐年提升對本

市運動選手之照顧。 

教育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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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7 鄭議員宇恩 110/07/30 

請市府積極提升本市醫療資

源，積極補足次醫療區病床

數；另，淡水區雖屬無增設病

床空間之次醫療區，亦請研議

醫療區劃分是否有檢討空間，

並請市府研擬相關建議方案且

積極與中央協調。 

衛生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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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新北捷運公司員工臉書分享施打疫苗心得卻遭懲處，是否有爭議？ 

 

答復內容： 

一、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之疫苗公費接種對象第七類「維持國家安全及社

會機能正常運作者」，包含交通主管機關認定之必要工作人員，新北捷運公司提

報維持淡海輕軌營運第一線與民眾密切接觸之人員，包括司機類、站務類、清

潔保全類人員等計 177人優先施打。 

二、因疫苗有限，新北捷運公司營運人力約 300人中僅有半數可施打，維修、內勤

人員及處長級管理階層皆未列入優先施打名冊中。考量對未施打員工盡量避免

造成相對剝奪感，故於施打疫苗前即要求員工自律，不可張貼至社群網站，係

屬公司內部管理之要求。 

三、新北捷運公司澄清並未對違反內部規定之員工要求寫悔過書亦不會對同仁懲

處，就違反公司內部指令部分，該同仁同意接受以清潔辦公環境方式處理，至

後續類此案件將請公司管理時，再多與員工引導、溝通。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資財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陳副工程司佑民 

聯絡電話：(02)22852086 分機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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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彙整受疫情影響，中央已宣布解封但新北延遲一週以上(含一週)開放項目其

受影響行業別，並提供市府就其受衝擊程度規劃之補貼或補助方案。 

 

答復內容： 

本市因疫情嚴峻而暫緩開放，延後一週於 8月 3日有條件開放餐飲業內用。另經查

新北市餐飲業於三級警戒期間的營業損失約 60％，每月損失 46億元；另餐飲業者提

供外送或宅配服務之家數占比由 109年 4月之 57%提高至今年 5月之 64.8%，其中餐

館業由 65%提高至 68.5%，顯示透過外送或宅配服務，有助於減緩衝擊。故針對本市

餐館業者一般營運必要支出或轉型新型態經濟支出費用，特推出新北安心餐館防疫

補貼計畫，提供一次性補貼新台幣 3000元整，申請截止日為 9月 15日止。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商業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柯科長天祥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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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1日 

質詢事項： 

請分析疫情期間，新北市垃圾量及處理量能負荷，及疫情後緩和垃圾處理之規劃，

包含源頭管理等作法。 

 

答復內容： 

一、本府環境保護局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各級環保機關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辦理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垃圾收集清運處理作業程序」，防疫垃圾係

委託合格之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運，並運送至甲級廢棄物處理機構處理，與一般

垃圾分流清運處理，本市 3座垃圾焚化廠仍以處理一般廢棄物為主。 

二、分析本市垃圾清運量，110年上半年月平均 5.01萬公噸，較 109年的 4.7萬公

噸，增加 6.6%，其中以 5月的增加幅度最大，達 8.33%。應受疫情影響，餐廳

禁止內用，民眾外帶、外送致免洗餐具增加；另外民眾不能外出，多利用網路

購物，也造成垃圾量的增加。 

三、本府環境保護局將持續加強宣導垃圾分類及回收再利用，以減少一般垃圾處理

量；並加強民眾交付垃圾之破袋稽查及髒亂點巡查。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清潔維護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俊穎 

聯絡電話：(02)29532111 分機 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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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北海岸多處山區或閒置土地，遭棄置大量垃圾，影響環境衛生，請檢討因應措施，

以防堵惡意傾倒情形。 

 

答復內容： 

本府環境保護局已與警察機關共同執行黑蝙蝠稽查作業，避免廢棄物非法棄置情事

發生，另在接獲民眾反映棄置大量廢棄物案件後，隨即於棄置現場釐清有無污染來

源資訊可供查緝並調閱周遭監視器查看有無相關實際行為人或可疑車輛，作為後續

追查重點，此外配合架設監視設備作為違法要件之蒐證，如查獲污染行為人將依法

送辦，以杜絕此類不法行為人再次以身試法。另本府環境保護局將依廢棄物清理法

責令土地所有人、使用人及管理人善盡管理責任義務，共同維護環境衛生。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環保稽查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俊穎 

聯絡電話：(02)29532111 分機 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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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1日 

質詢事項： 

本市臺 64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八里端車禍頻傳，係因該線台北港端施工封閉、車輛改

由八里匝道下橋，而砂石車未提前減速或煞車不及發生事故所致；請說明砂石車稽查

辦理方式、稽查結果，並研議其他改善作法，以維護行車安全。 

 

答復內容： 

一、臺 64線下八里匝道路段為觀音山隧道長下坡彎道，且與中華路口設有交通號

誌，大型車下坡時常未減速爭道違規行駛，針對近期大型車追撞事故，本府警

察局已會同本市交通局、公路總局會勘，現場交通工程已完成下列改善措施： 

(一)臺 64 線西向觀音山隧道前增設減速標誌並降低沿線速限，觀音山隧道出口增

設「前方速限降低」、「大型車試踩煞車」警示牌面。 

(二)八里交流道出口匝道增設中華路及商港路口預告號誌及標示牌面，並確保兩車

道車輛均可清晰辨識。 

(三)施工期間配合車流調整八里區中華路及商港路口秒差，並隨時依匝道車流量調

整。 

(四)「臺 64線臺北港端增設南向匝道工程」第一階段於 110年 8月 10日前完工。 

二、為加強取締大型車交通違規，本府警察局勤務規劃說明如下： 

(一)八里交流道出口匝道因施工改為兩車道行駛，已無路肩，經現場勘查無適當位

置可供裝設科技執法設備，現於下匝道縮減車道路段機動運用移動式測速照

相，防制車輛違規超速。 

(二)已於臺 64線西向 2.85K處(觀音山隧道八里端出口)設置固定式測速照相設備，

另於西向進入隧道前增加移動式測速照相，並運用 LED告示牌面提醒用路人注

意減速慢行。 

(三)自 110年 7月 15日起已加強臺 64線快速公路八里段及五股段砂石車及大型車

各項違規取締，截至 7 月底計取締違規超速 195 件、超載 58 件、未依規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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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車道 14件、轉彎未依規定 9件、號牌汙穢 29件、闖紅燈 4件。  

(四)為擴大防制砂石(大型)車事故發生，規劃自 110年 8月 9日至 22日為期 14天

全市同步實施「砂石(大型)車大執法」，針對砂石車、大貨車等大車易違規時段

及路段加強攔檢，及「超速」、「超載」、「闖紅燈」、「轉彎及變換車道未依規定」

及「爭道行駛」等易肇事違規項目稽查取締。 

三、為強化臺 64線東西向快速公路八里端車禍防制，今(110)年度規劃於觀音山隧

道建置區間平均速率執法設備，已發包建置，預計 10月底完工。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交通警察大隊執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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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為培育及鼓勵本市優秀運動選手，請市府通盤檢討，對比六都相關補助金額、重點培

訓項目資源之差異，逐年提升對本市運動選手之照顧。 

 

答復內容： 

一、為鼓勵及培育本市優秀運動選手，依個人訓練計畫補助以賽代訓的膳食費、住

宿費、營養費及敎練費。 

二、依據「新北市績優體育團體教練及個人獎助金發給要點」，全國運動會獲金牌，

頒予 30萬獎金，若連霸，加發連霸奬金。 

三、為留住本市績優選手，已修正本市訓練補助金實施要點，全國運動會賽後提供 2

年訓練補助金，採按月發給並提高發給額度，第 1名每月核發 1萬 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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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3 



10 

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鄭議員宇恩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積極提升本市醫療資源，積極補足次醫療區病床數；另，淡水區雖屬無增設

病床空間之次醫療區，亦請研議醫療區劃分是否有檢討空間，並請市府研擬相關建

議方案且積極與中央協調。 

 

答復內容： 

一、本府為使醫療保健資源更具可近性與充足性，前已積極向中央爭取重劃次醫療

區域，重新劃分後目前西區及西北區次區域每萬人口病床數低於醫療網每萬人

口病床目標數，故本市以發展西區及西北區兩次區域之醫療資源為主，已分別

於 106年及 109年新建輔大醫院及市立土城醫院，目前亦同步規劃板橋醫療園

區及蘆洲醫院，將能提升本市民眾醫療照護之可近性及可用性，使民眾醫療需

求獲得普遍的基本保障。 

二、又醫療院所之設立，需就當地醫療資源、醫療需求、區域環境做整體性評估，

經查淡水區統計至 110年 7月之資料，該區域目前有診所 116家（西醫診所 54

家、牙醫診所 40家、中醫診所 22家）亦有醫學中心等級之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可提供民眾優質之醫療服務。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醫事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員雅涵 

聯絡電話：(02)22577155 分機 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