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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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市府機關同仁支援各公所疫苗

施打作業之必要性。 
衛生局 3 

2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疫情期間詐騙案件頻傳，市府

應受理民眾帳戶遭凍結之報案

作業。 

警察局 4-5 

3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有鑑於警察局發生雲龍系統遭

員警假公濟私、任意查詢情

事，請務必落實雲龍系統登錄

及使用管控之相關規範。 

警察局 6-7 

4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地方黃金資收站因疫情關係暫

時關閉，請問何時可恢復開

放？ 

環保局 8 

5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捷運汐東線綜合規劃案何時送

交通部審議？預計何時動工？ 
捷運局 9-11 

6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請評估汐止區吉林街銜接南湖

大橋可行性。 
交通局 12 

7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請評估二高南下接環東大道可

行性。 
交通局 13 

8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建議本市國小利用校園社團、

營隊或課後活動時間，規劃自

行車學習課程並協助各校充實

防護措施。 

教育局 14 

9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市府應重視偏鄉社會福利資源

(如：公托)應均衡發展。 
社會局 15-16 

10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請重視偏鄉均衡發展，建議市

府向中央爭取城鄉風貌經費。 
城鄉局 17 

11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建議市府向中央爭取金山及萬

里電費減免。 
經發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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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12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本市學校辦理戶外教學，應優

先考量以新北市觀光景點為

主。 

教育局 19 

13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請加強取締違法放置捕獸夾。 農業局 20 

14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今年萬金石馬拉松是否如期舉

辦？ 
教育局 21 

15 張議員錦豪 110/07/29 
今年歡樂耶誕城是否如期舉

辦？ 
觀旅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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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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市府機關同仁支援各公所疫苗施打作業之必要性。 

 

答復內容： 

為提升疫苗覆蓋率，鼓勵民眾接種疫苗，本府團隊規劃接種站場地，人力安排除了醫

院之醫護人力以外，另有本府單位人力協助外場行政支援，如入口區人流管控、報到

區文件填寫說明及等候區動線導引等，以提供更完善的接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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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疫情期間詐騙案件頻傳，市府應受理民眾帳戶遭凍結之報案作業。 

 

答復內容： 

本府警察局依上揭事項製作相關流程圖，並利用局務會報等場合宣導相關規定，讓同

仁周知，以保障民眾權益。(如附件)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刑事警察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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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有鑑於警察局發生雲龍系統遭員警假公濟私、任意查詢情事，請務必落實雲龍系統登

錄及使用管控之相關規範。 

 

答復內容： 

一、旨案係某員警疑似不當使用本府警察局車牌辨識系統(下稱雲龍系統)，因該案涉

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刻由本府警察局政風室查處偵辦中。 

二、本府警察局後續防處及稽核作為分述如下： 

(一)事前審查：員警必須輸入個人帳號密碼才可登入系統，且密碼每6個月強制定期

更新，嚴禁個人帳號密碼借(供)他人使用，並律定使用該系統須基於偵辦治安及

交通等公務使用，於線上申請調閱單及敘明事由，經其主管審核同意始准使用。 

(二)事後稽核：員警每筆查詢資料後端資料庫均會留下紀錄，且單位主管亦可隨時稽

核或詢問同仁所調閱之車號與案件關聯性加以比對，可達成內部控制之要求，保

護人民隱私權。 

(三)各單位監視器承辦人應每月清查同仁查詢次數，送交單位主管檢視有無異常，另

本府警察局已督飭各分局、(大)隊業務單位每週應至少辦理1次抽核等稽核機制

。 

(四)本府警察局已依內政部警政署107年10月11日函頒「警察機關治安要點錄影監視

系統設備維護計畫」成立妥善率稽核小組，由業務承辦科科長擔任小組長，每月

抽查1至2個分局，並會同交通警察大隊、刑事警察大隊、政風室、督察室及資訊

室人員實地督考轄內治安要點錄影監視系統設備維護及運用情形。本府警察局前

因疫情較為嚴峻暫緩辦理，如今疫情趨緩，自今年8月起已恢復實施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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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犯罪預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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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6日 

質詢事項： 

地方黃金資收站因疫情關係暫時關閉，請問何時可恢復開放？ 

 

答復內容： 

一、本府環境保護局對於防疫警戒降級初期，考量民眾不易分流與黃金資收站運作志

工多為長輩之故，仍以防疫優先考量，暫停辦理黃金資收站資收運作。 

二、目前本市新冠肺炎疫情趨於穩定，經本府環境保護局審慎評估後，黃金資收站於

落實防疫措施下，可有條件恢復運作，防疫配套措施將提供全市黃金資收站參酌

，各黃金資收站依自主檢核表先行自我檢視，若檢核結果可配合者並經本府環境

保護局檢核通過後，再行恢復辦理，本府環境保護局亦持續視疫情狀況檢討滾動

調整，倘疫情惡化將隨時暫停開放。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循環資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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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捷運汐東線綜合規劃案何時送交通部審議？預計何時動工？ 

 

答復內容： 

本府捷運局已完成汐東捷運綜合規劃研析作業，並依「新北大眾捷運系統協調委員會

兼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由副市長主持召開「捷運推動小組 110年度第 1次會議」審查

同意後，以本府 110年 7月 30日新北府捷規字第 1101423043號函送交通部核轉行政

院審議（如附件）。後續於綜規審議階段將進行基本設計及都市計畫變更等作業，刻

正研議計畫各階段工作項目期程及招標策略，以縮短相關行政程序時間。俟行政院核

定綜合規劃後並配合設計成果，方進行招標施工作業。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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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9日 

質詢事項： 

請評估汐止區吉林街銜接南湖大橋可行性。 

 

答復內容： 

查南湖大橋係位於臺北市境內，經函詢臺北市政府評估表示，考量臺北市基隆河堤防

新設或拓寬疏散門，將增加維護管理人力成本，且有破壞現有堤防結構，造成防汛缺

口之虞，為避免發生災情，故臺北市政府尚無拓寬基隆河 11 號水門計畫。另基隆河

堤外便道增設引道銜接南湖大橋一節，考量新設引道車流將與主橋機車道車流交織，

須採立體交叉方式銜接，但將增加匯入臺北市南港區車流，可能造成該區道路交通壅

塞。又新設立體交叉引道，需於堤外河川區落墩，則須依水利法及相關規定進行水理

分析，評估其工程可行性，故尚無新增引道匯入南湖大橋計畫。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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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9日 

質詢事項： 

請評估二高南下接環東大道可行性。 

 

答復內容： 

本府交通局已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國道 3號南港交流道增設南下出口匝道銜接南

港聯絡道可行性研究」評估，已於 110 年 6 月完成期中報告書，並於 110 年 6 月 22

日函檢送期中可行性簡報資料供在地關心議員參考。目前為期末報告階段，本案預計

110年底前完成可行性評估。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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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1日 

質詢事項： 

建議本市國小利用校園社團、營隊或課後活動時間，規劃自行車學習課程並協助各校

充實防護措施。 

 

答復內容： 

一、自行車學習課程：為提倡學生交通安全及正當休閒活動，本市各校依其特性及所

在區域將自行車融入校本特色課程或社團辦理；另本府教育局每年舉辦學生自行

車安全觀摩研習，提供學生認識自行車，提昇體適能及培養正確自行車行車安全

觀念。 

二、自由車競技：自由車為全中運必辦項目，其訓練場地具有特殊性需求，本市現行

係依場地結合鄰近學校開設自由車社團之方式，補助設備維護等費用，據以培育

自由車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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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督學謝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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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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市府應重視偏鄉社會福利資源(如：公托)應均衡發展。 

 

答復內容： 

新北市幅員遼闊、城鄉差異大，城鄉差距使偏鄉資源取得不易，以「偏區照顧」、「弱

勢優先」、「豐富社區」之福利願景，為加強偏區(萬里、金山、平溪、雙溪、三芝、深

坑、石門、石碇、坪林、瑞芳、貢寮、烏來)服務，本府積極推動社會福利服務： 

(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為各項福利服務方案之推動、社會資源開發、整合與諮詢，

提供個案及家庭變故危機調適服務等，於偏區設置3處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二)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輔導非營利組織成立「新住民家庭關懷服務站」，關懷

站提供新住民包括電話關懷、家庭關懷訪視、生活陪同、親子活動、生活融入等

在地服務，可就近與各區關懷站聯繫，如遇新住民有多重需求問題，則轉介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後續服務，截至110年7月止，偏區已成立11處新住民家庭關懷服

務站。 

(三)兒少小衛星據點：媒合非營利組織於社區中提供弱勢兒少關懷服務，部分單位透

過辦理課後照顧與陪讀服務、生活技能培力、親子活動等方式提供關懷，並藉由

媒合物資及食物、專家學者輔導等形式增進單位服務能力及品質，偏區已設置16

處據點。 

(四)公共托育中心及親子館：為了減輕家長托育照顧的負擔，本府全國首創公共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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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偏區設置4處公共托育中心、2處親子館、12處公共親子中心。 

(五)早療行動車：本府運用高機動性的早療行動車積極佈建療育資源，提供偏鄉及資

源不足地區孩童的個別訓練、篩檢，並進行社區宣導、協助個案家庭連結資源及

教養諮詢等巡迴服務，發展多元性早期療育服務網絡，推廣兒童健康發展，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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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至110年7月止，早療行動車服務出車共計21場次，服務277人次。 

(六)行動玩具車：以此三大主軸，採「單次配合大型社區宣導活動」及「定期服務」

兩大服務模式，提供「行動式遊戲區」、「諮詢指導」、「福利宣導」、「互動遊戲課

程」、「闖關活動」、「愛心惜物市集」、「行動木球池」等多項服務內容，110年1月

至110年7月止，服務計59場次，共1,399人次。 

(七)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小作所)及社區日間照顧服務(日照)：為服務15

歲以上經需求評估每周至少可累計作業20小時具生活自理能力之身心障礙者及

18歲以上經需求評估具生活自理及社會適應能力訓練需求之身心障礙者，於三芝

區各設置1家。 

(八)里里銀髮俱樂部：為讓長者在社區內有一個休閒場所並提供健康養生、益智文藝

及休閒娛樂等服務，增進長者社區參與及人際互動的機會，以落實在地安老之目

標。本市積極設置里里銀髮俱樂部，截至110年7月31日止，已於偏區佈建165處

（135里）。 

(九)行動銀髮俱樂部：在本市平溪區共9里，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健康促進活

動等服務，並結合線上生活平台與智慧照顧科技，維持長者身體健康並能善用各

項社福、醫療資源，以間接減緩家庭照顧者照顧負荷，同時依其需求提供相關資

源供其運用。截至110年7月底，共服務882人、1,629人次受惠。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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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請重視偏鄉均衡發展，建議市府向中央爭取城鄉風貌經費。 

 

答復內容： 

一、有關本府107年至109年獲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共8案，說明如下： 

(一)107年：金山區中山溫泉公園及其週邊環境整合計畫(位於金山區、萬里區)。 

(二)108年：貢寮老街改善計劃、貢寮區卯澳漁村核心廣場改善工程。 

(三)109年：烏來保慶宮往香草花園登山步道新設工程、坪林親水公園景觀改善工程

計劃、鶯歌陶瓷工藝園區空間營造計畫、深坑老街分駐所環境改造計畫。 

二、110年內政部營建署辦理「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第1、2階段已申請截

止，並已積極爭取補助經費，核定計畫分布於雙溪、貢寮、金山、烏來、三芝等

行政區，共計爭取中央補助款約9仟9佰萬元。倘後續公告補助資訊時，將會同步

轉知本府各機關辦理提案申請，並請本市環境景觀總顧問協助檢視提案計畫內容

並提出專業意見，積極爭取中央補助經費。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都市設計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秘書逸智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分機 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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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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9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向中央爭取金山及萬里電費減免。 

 

答復內容： 

有關建議向中央爭取本市金山區及萬里區電費減免之事項，本府已於 110年 8月 6日

函請經濟部協助評估相關事宜，以協助地方民生發展，均衡城鄉資源。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綠色產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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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本市學校辦理戶外教學，應優先考量以新北市觀光景點為主。 

 

答復內容： 

一、因應教育部補助高中職以下學校辦理戶外教育原則，皆希望以學校為發展據點開

始走入社區、逐漸擴大至本市境內具戶外教育意涵之景點，本市並鼓勵學校結合

校本課程、彈性學習課程等學習時間進行戶外教育教學之實踐。 

二、本市學校辦理戶外教育，例年皆以新北市境內可實施戶外教育之場域（如本市環

境教育認證場所、社教或藝文場館、地質景點、登山步道、特色學校等場域)為

主，以生態、地形（地質）、文化歷史為主軸，串連並規劃涵括體驗學習、低碳

永續的觀念及富教育意義之實踐戶外教育活動。 

三、另本府教育局以本市觀光景點出版16本文史生態系列專書，著重地文史及生態踏

查，讓新北市學子從戶外教育的意涵學習走進生活、走入自然、走入社會。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工程及環境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督學謝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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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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請加強取締違法放置捕獸夾。 

 

答復內容： 

一、動保處每年抽查五金行業者，若發現業者違法販賣獸鋏，將依動物保護法處1萬

5,000元以上至7萬5,000元以下罰鍰；110年7月27日已發函要求各大網路販賣平

台禁止販賣獸鋏、協助下架獸鋏文章。 

二、自108年起舉辦雷霆巡守活動，邀請里長、志工和動保團體一起掃除獸鋏及山豬

吊，每年滾動式評估熱點，規劃巡查路線。108年104人清查13條路線；109年71

人清查7條路線；110年5月1日92人清查7條路線，查獲山豬吊13組。 

三、平時針對熱點進行加強巡查，110年5月21日接獲民眾報案汐止、石碇光明禪寺附

近有捕獸鋏，當日上、下午各1場巡查；7月30日汐止區橫科路及石碇區熱點巡查

，清除4組山豬吊。 

 

 
 

 

 
 

 

 

 

承辦局（處、會）：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 

承辦科（組、室）：動物保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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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今年萬金石馬拉松是否如期舉辦？ 

 

答復內容： 

2021 年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延期至 11 月 21 日(星期日)

舉辦，將持續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因應指引滾動式調整相關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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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督學謝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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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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錦豪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9日 

質詢事項： 

今年歡樂耶誕城是否如期舉辦？ 

 

答復內容： 

一、「新北歡樂耶誕城」被譽為地表最大戶外活動，從一開始的地區性活動到現在的

國際亮點活動，每年結合國內外最新科技及燈光藝術，以分眾分區概念，打造四

區國際級的光影藝術體驗，已成為全球每年萬眾矚目、眾所期待的冬季盛事。 

二、現本府已針對本活動內容及範圍、依據疫情級別研議多種辦理方案及調整活動區

域、規模之可行性，並持續掌控疫情發展，參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本府衛生局

相關指引，逐一討論進行風險評估，包含預估活動人數是否符合防疫限制，實名

（聯）制及有效管控人潮、保持適當社交距離、落實手部衛生及活動中全程佩戴

口罩等防疫措施缺一不可，一切以市民的健康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在滿足上述

條件及市民能安心度過防疫生活的前提下辦理活動。 

三、惟面對嚴峻多變的疫情，本府仍將優先落實防疫工作，做好萬全準備，嚴格管制

一直是本府防疫最高原則，全世界的警戒降、升級已為常態，在疫情尚未完全阻

斷前，將毫不鬆懈、持續以四級警戒的態度防疫，來籌劃本次活動。 

 

 

 

 

承辦局（處、會）：觀光旅遊局 

承辦科（組、室）：旅遊行銷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余專門委員雅芳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