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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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110/07/29 

民眾反應有里長廣播動員，滿

50歲的民眾無須預約即可前往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施

打疫苗，請問施打劑量？ 

衛生局 2 

2 戴議員瑋姗 110/07/29 新北經濟產業振興方案為何？ 經發局 3-6 

3 戴議員瑋姗 110/07/29 

新北餐飲業者開放內用標準為

何？自動選物販賣店何時可復

業？ 

經發局 7-10 

4 戴議員瑋姗 110/07/29 新北水域休憩活動何時開放？ 觀旅局 11 

5 戴議員瑋姗 110/07/29 
請市府重視運動選手訓練權

益。 
教育局 12 

6 戴議員瑋姗 110/07/29 
請市府研議補助市場攤商防疫

物資可行性。 
經發局 13 

7 戴議員瑋姗 110/07/29 
本市 111年警察人員增編情

形？ 
警察局 14 

8 戴議員瑋姗 110/07/29 
新北市 111年消防人員增編情

形？ 
消防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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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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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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反應有里長廣播動員，滿 50 歲的民眾無須預約即可前往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

院區施打疫苗，請問施打劑量？ 

 

答復內容： 

本市為提升疫苗覆蓋率，鼓勵民眾接種疫苗，配合中央現行政策，採雙軌制，除中央

預約平台，亦可至醫院之預約系統預約，另為了協助 50 歲以上民眾不會使用預約平

台，由里鄰系統提供里民造冊服務，惟有關醫院未事先依上開方式登記預約，程序作

業不完備及妥善，已重申預約原則，以避免日後是類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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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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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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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經濟產業振興方案為何？ 

 

答復內容： 

一、為振興本市經濟，以庶民經濟為優先，推出「來新北逛菜市網路商城」、「活絡新

北市商圈振興補助計畫」、「市場得來速」、「新北安心餐館防疫補貼計畫」以最快

速方式提振市民經濟，另為協助企業穩健發展，又陸續推出「中小企業輔導團」

、「電商輔導顧問團」、「國際視訊採購商洽會」等計畫(如附件)，讓企業逐漸走

出疫情陰霾並吸引更多企業至新北投資，使經濟逐漸恢復榮景。 

二、另本市將架接中央振興券提出擴大振興活動，詳細說明如下： 

(一)擴大適用範圍：有鑑於今年疫情嚴重衝擊，即針對產業衝擊嚴重者，不限於公有

市場及夜市。 

(二)增加使用彈性：比照109年新北特惠券概念，以增加兌換券額及面額多元，以促

進小額消費普及化。 

(三)電子及實體消費：因應多元消費可能性，輔以振興活動使刺激消費及促進經濟最

大化。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工商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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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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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餐飲業者開放內用標準為何？自動選物販賣店何時可復業？ 

 

答復內容： 

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7月23日宣布自7月27日至8月9日調降疫情警戒標準

至第二級，各部會得依指揮中心所發布之通案性原則另訂指引，而各地方政府亦

得在此原則下，視疫情需要而有調整空間。本市因疫情考量，採「階梯式、分階

段」原則，經審慎評估後，本府自8月3日起有條件開放餐飲內用。按本府110年

8月2日新北府經商字第1101438565號公告之各類營業場所防疫管制措施（詳附件

），餐飲業者除了遵守衛生福利部食藥署110年7月16日公告「餐飲業防疫管理措

施」外，本府另有訂定應遵守事項，包括禁止提供歌唱娛樂設備給消費者使用、

必須以明顯告示來提醒消費者在離開座位時就應全程配戴口罩，另外在百貨賣場

美食街部分，容留人數管制以座位數50%核算等。相關內容已公告於本府經濟發

展局局網，提供民眾配合遵循。 

二、另新北疫情嚴峻，目前仍有染疫確診案例及感染源不明的狀況，自助選物販賣機

事業(夾娃娃機店)因多屬於無人店面且易有逗留情事，類此商店需有專人管理、

實聯管制及即時清消為前提，實務管理尚存風險，為保障本市民眾健康，避免營

業場所成為防疫破口，爰現階段評估仍暫不開放，本府後續視疫情狀況，每週進

行滾動式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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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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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 

質詢事項： 

新北水域休憩活動何時開放？ 

 

答復內容： 

本府於 8月 3日起，有條件開放海灘以及水域活動，除了游泳及浮潛項目，因無法全

程配戴口罩，仍維持不開放之外，其他包括立式划槳、獨木舟、風帆等水域遊憩活動，

在全程配戴口罩操作載具的前提下已開放。至於水肺潛水活動，也在要求業者加強防

疫措施後開放。相關開放政策會依據本市疫情持續滾動檢討。 

 

 

 

 

 

 

 

 

 

 

 

 

承辦局（處、會）：觀光旅遊局  

承辦科（組、室）：觀光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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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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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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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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重視運動選手訓練權益。 

 

答復內容： 

為備戰 110 年全國運動會，本府體育處已於 7 月 19 日起接受專案申請集訓，要求在

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範外，所有參與訓練人員每 7日進行 1次快篩（接

種疫苗滿 14天除外），訓練期間落實各項防疫措施，實聯制、健康監測、分時分批訓

練且非訓練時全程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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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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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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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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研議補助市場攤商防疫物資可行性。 

 

答復內容： 

本府除已媒合民間物資如智能感溫儀器，購置台酒酒精予 41 處公有市場，減輕市場

防疫負擔，亦持續媒合民間物資如消毒門、二合一酒精感溫機等防疫物資，後續將適

時評估申請經費，購置防疫物資予 168處公、民有市場。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市場處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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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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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警察人員增編情形？ 

 

答復內容： 

一、本府警察局編制員額1萬1,068人，預算員額7,897人，現有員額7,596人，缺額301

人，其中警察人員缺額287人。(統計至110年7月31日) 

二、按行政院核定全國警察機關預算員額上限為7萬3,727人，其中地方警察機關預算

員額5萬8,832人，盱衡本市財政負擔情況及整體員額政策，本府警察局110年度

預算員額於7,897人內彈性運用，至於111年度預算員額則依內政部警政署所核列

該年度人事費預算員額數核實編列。 

三、查本府警察局105年缺額數為579人，至110年7月底缺額數為301人，已增補278人

，該局將積極向內政部警政署爭取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結）業

生，優先派補本市服務，儘速補實警力。 

四、本府秉持「科技建警」理念，引進創新科技打造「新北智慧安全城市」，藉由智

慧分析決策輔以科技執法，期以有限警力發揮最佳治安成效。另內政部警政署自

109年8月起業調派保安警察第一、四、五總隊警員156人支援本府警察局，共同

維護本市治安，有效舒緩本市警力需求。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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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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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111年消防人員增編情形？ 

 

答復內容： 

一、消防人力主要來源為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經警察特考與一般

生警察特考及格並訓練合格人員。為補充消防人力，本府消防局每年預估未來預

算員額缺額及自然退離人數，並向內政部消防署提報消防人力需求，積極爭取考

試錄取人員配賦，以維持本市消防戰力。 

二、茲因108年11月29日大法官釋字第785號解釋，111年11月28日前消防人員「健康

保護權」應有框架性規範及建構「合理服勤時數」，行政院及考試院現正已著手

研擬相關框架性規範，本府消防局原擬增編111年預算員額，惟礙於上開規範迄

至111年概算編列時，仍未定案，且考量預算員額尚有消防人力近90名之缺口，

爰111年預算員額暫維持原2,583名，但已向消防署爭取配賦人員約86名，注入現

有消防人力。如111年度中央政策一旦確定後，本府消防局定立即配合中央規範

基準，評估本市因應框架性規範所需消防人力員額，審酌本府財政狀況，提出請

增預算員額案及積極爭取考試錄取人員配賦。 

 

 

 

 

承辦局（處、會）：消防局 

承辦科（組、室）：人事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鄭股長景允 

聯絡電話：(02) 89519119分機 6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