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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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議員佳君 110/07/30 
建請市府規劃「鹿角溪下游整治及

自行車道串連工程」。 
水利局 2 

2 洪議員佳君 110/07/30 建請市府成立「正念基地」。 人事處 3 

3 洪議員佳君 110/07/30 
建請市府推動「三鶯部落地方創

生」。 
原民局 4 

4 洪議員佳君 110/07/30 
有關鶯歌老街刨除之石材鋪面再利

用，請市府進行研究並具體說明。 
工務局 5 

5 洪議員佳君 110/07/30 
建請市府針對公立幼兒園有素食需

求之幼童規劃餐點。 
教育局 6 

6 洪議員佳君 110/07/30 

樹林區柑園街 1段、2段路幅狹窄，

工廠林立且大型車通行頻繁，影響

行人與鄰近柑園國中、柑園國小學

童通行安全；建議以路邊側溝加蓋

方式，做為行人步道，徹底解決人車

爭道問題。 

工務局 7 

7 洪議員佳君 110/07/30 

建請市府利用樹林國民運動中心旁

高鐵橋下空間，盡速規劃打造成「防

疫運動廊帶」，讓民眾可以兼顧防疫

與運動。 

教育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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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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議員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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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規劃「鹿角溪下游整治及自行車道串連工程」。 

 

答復內容： 

一、有關議員所詢鹿角溪有護岸崩塌與局部水道淤積堵塞等缺失部分，本府將會勘瞭

解現場缺失狀況並研議改善。 

二、有關議員建議針對鹿角溪「中洲街至環河路段」辦理整體規劃部分，因涉及多面

項評估研究，本府將審慎研議並視預算編列情形辦理。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河川工程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正工程司敏政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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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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議員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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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成立「正念基地」。 

 

答復內容： 

一、本府為促進同仁工作、生活及職場健康，自 103年起即邀請本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規劃相關身心健康課程，並結合正念思維，將正念運用在運動、飲食及紓壓等多

元面向，藉由辦理健康講座、體位控制課程及情緒調節與壓力管理等課程，以協

助同仁透過身體感受覺察自己內在、當下的身心狀態。 

二、為將正念推廣至本府同仁之工作及生活中，本府業將前開課程納入年度訓練計畫，

除透過議題式講座授課外，亦增加身體覺察（如呼吸、冥想等）元素，規劃正念

減壓體驗營，帶領學員親身體驗正念的理念，進而提升壓力管理技巧。本府未來

將持續規劃辦理正念相關課程，積極推廣正念，俾協助同仁在工作及生活中加以

練習運用。 

 

 

 

 

 

 

 

承辦局（處、會）：人事處 

承辦科（組、室）：考訓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張瀞月秘書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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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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議員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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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推動「三鶯部落地方創生」。 

 

答復內容： 

一、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為推展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業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補

助辦理「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 3 年計畫」，建置「三鶯原生態園區」及「三峽

野菜園區」2個原住民族特色農園，協助三鶯族人成立在地產業聚落組織，持續

陪伴與輔導，強化組織運作。 

二、另將俟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多元產業發展 2.0 計畫申請作業須知公告

後，積極爭取相關經費，協助聚落發揮原住民族文化特色，達到營造聚落產業創

新契機。 

三、本府刻正規劃利用三鶯文化園區聚會所空間，徵詢有意願族人設置文化健康站，

可提供就業或創業機會，吸引年輕人返鄉服務，同時兼具照顧族人長輩健康。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經濟建設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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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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議員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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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質詢事項： 

有關鶯歌老街刨除之石材鋪面再利用，請市府進行研究並具體說明。 

 

答復內容： 

查本次鶯歌老街改善施作路段為育英街及尖山埔路 107~235號，總改善面積約 5,410

平方公尺，在移除石磚之施工過程中，將儘可能保留石磚材料，後續商討運用於行人

徒步區、樹穴四周、無障礙斜坡道、立面貼材及其它新闢、既有公園立面貼材，或在

地景觀美學使用等。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養護工程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正工程司逸銘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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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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議員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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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請市府針對公立幼兒園有素食需求之幼童規劃餐點。 

 

答復內容： 

一、依據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 12 條規定略以，幼兒園應提供符合幼兒年

齡及發展需求之餐點，每日均衡提供 6大類食物。 

二、為使幼兒餐點品質更為完善且兼顧幼兒生長與發育需求、落實幼兒營養衛生教育，

本市重視幼兒飲食及安全，幼兒之餐點設計須注意均衡飲食、多變化的點心及少

鹽、少油、少糖等原則。 

三、公立幼兒園廚工編制為招收幼生數 90人以下者，置 1人；超過者，每 90人增置

1人(不足 90人以 90人計)。考量全園性餐點供應品質，倘茹素幼生可接受非全

素食（鍋邊素），幼兒園可協助調整部分餐點內容；若為全素食飲食者，則由園方

協助幼生保存加熱自備的餐點，以符合幼生個別飲食需求。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幼兒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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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議員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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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質詢事項： 

樹林區柑園街 1段、2段路幅狹窄，工廠林立且大型車通行頻繁，影響行人與鄰近柑

園國中、柑園國小學童通行安全；建議以路邊側溝加蓋方式，做為行人步道，徹底解

決人車爭道問題。 

 

答復內容： 

本府養護工程處前於 110 年 4 月 13 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經現場各與會單位討

論，柑園街一段(柑城橋~佳園路二段)之灌溉溝渠，其溝壁嚴重破損及部分傾斜，建

請行政院農田水利署先行進行老舊溝渠結構體改善。另柑園街二段 376巷～328巷之

灌溉溝渠已由行政院農田水利署更新在案（約 450 公尺）；人行道新設事宜則由本府

養護工程處辦理，已於 110 年 7 月中完成書圖審查，並排定於 110 年 10 月底進場施

作。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養護工程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正工程司逸銘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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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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議員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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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請市府利用樹林國民運動中心旁高鐵橋下空間，盡速規劃打造成「防疫運動廊帶」，

讓民眾可以兼顧防疫與運動。 

 

答復內容： 

一、旨案用地若需增設設施需依「鐵路法」、「鐵路兩側禁建限建辦法」及「第三人申

請高速鐵路交通建設用地作其他公共利益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規定，由區公所提

送計畫予交通部鐵道局及台灣高鐵公司審查。 

二、另經交通部鐵道局及台灣高鐵公司評估，高鐵設備為定期保養維護，若有地上設

置固定物，易造成工程車及人員進出困難，如遇緊急搶修事故，將增加搶修難度，

爰建請以綠美化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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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督學謝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