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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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啟能 110/07/29 
請市府提供新北集中檢疫所開設

時間。 
衛生局 2 

2 陳議員啟能 110/07/30 

市府提供資料顯示集中檢疫所量

能足夠，為避免居家隔離者交叉

感染，建議將目前居家隔離確診

者後送至集中檢疫所。 

衛生局 3 

3 陳議員啟能 110/07/30 
本市 109年至今獲捐贈防疫基金

使用項目為何？ 
社會局 4-7 

4 陳議員啟能 110/07/30 

建議列入本市防疫基金「支援防

疫相關工作、支持防疫人員執行

防疫業務」使用項目：協助市場

自治會購置防疫物資及相關防疫

作業。 

經發局 8 

5 陳議員啟能 110/07/30 

建議列入本市防疫基金「支援防

疫相關工作、支持防疫人員執行

防疫業務」使用項目：購置移動

X光機等必要防疫設備。 

衛生局 9 

6 陳議員啟能 110/07/30 

建議列入本市防疫基金「支援防

疫相關工作、支持防疫人員執行

防疫業務」使用項目：於本市國

中、小校門統一裝設「消毒

門」。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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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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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提供新北集中檢疫所開設時間。 

 

答復內容： 

為擴大本市醫療量能，自 110 年 5 月 21 日起徵用本市旅館，第一間徵用旅館為淡水

集中檢疫所，並由專業醫院團隊全力協助相關醫療及民眾安全等問題，後續本市於 3

週內陸續徵用其他 5家，徵用房間數達 1,308間，如收治個案須就醫，則安排相對應

醫院治療。6家集中疫中心開設時間說明如下： 

一、淡水集中檢疫中心 5月 21日啟用。 

二、泰山集中檢疫中心 5月 25日啟用。 

三、板橋集中檢疫中心 5月 28日啟用。 

四、三重集中檢疫中心 5月 30日啟用。 

五、新店集中檢疫中心 5月 31日啟用。 

六、深坑集中檢疫中心 6月 10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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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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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府提供資料顯示集中檢疫所量能足夠，為避免居家隔離者交叉感染，建議將目前居

家隔離確診者後送至集中檢疫所。 

 

答復內容： 

本府目前防疫措施為個案快篩陽或確診者，重症救護車立即送個案至醫院治療，輕症

或無症狀送至集中檢疫中心，由本市專責醫院醫護人員進駐，如收治個案須就醫，則

安排相對應醫院治療，同時建立與醫院、醫療網即時協調及調度醫療資源，故找出確

診者後立即送醫院或集中檢疫所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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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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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 109年至今獲捐贈防疫基金使用項目為何？ 

 

答復內容： 

一、本市防疫基金自109年1月31日成立，截至110年7月22日止可使用經費為4億7,058

萬3,612元(109年獲贈賸餘數：2,463萬936元；110年獲贈數：4億4,595萬2,676

元)，捐贈款項均依捐贈人意願專款於防疫使用，防疫基金使用四大原則為協助

受疫情影響弱勢家庭與族群、慰助染疫市民、支援防疫相關工作、支持防疫人員

執行防疫業務。 

二、110年核定11局處，執行42個計畫，已匡列使用3億1,464萬5,402元(如附件)，各

項計畫持續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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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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因應新冠肺炎防疫工作專案基金方案支出計畫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申請機關 計畫經費  

1 

新北市因應「新冠肺炎」影響產業員

工收入減少或失業致生活陷困者急難

慰助計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20,000,000  

2 
新北市政府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安心好

住服務計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6,150,000  

3 
新北市弱勢族群居住防疫旅館補助計

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3,000,000  

4 
新北市關心染疫市民「祝福送愛」安

心計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7,320,000  

5 
執行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指派防

疫勤務工作而確診者慰助金發給計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6,000,000  

6 
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因公染疫或

須隔離者居住防疫旅館住宿補助計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2,000,000  

7 新北市到宅快篩隊實施計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4,268,000  

8 

新北市補助辦理 covid-19疫情期間家

屬確診後獨留乏人照顧之身心障礙者

及行動不便長者短期替代照顧居住計

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3,500,000  

9 
雙和醫院 3名護理師因執行職務遭確

診者攻擊受傷慰助計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300,000  

10 
新北市市民因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covid-19)往生者慰問金發放計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50,000,000  

11 
社團法人華夏社會公益指定受疫情影

響弱勢家戶急難救助金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200,000  

12 
新北市住宿式照顧機構及相關人員防

疫計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3,015,750  

13 
新北市守護新冠疫情市民關懷慰問計

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180,000  

14 新冠肺炎防疫基金-急難救助金計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700,000  

15 愛串連待用餐計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1,35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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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申請機關 計畫經費  

16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疫動員計畫補助方案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6,929,000  

17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防疫勤務執行補助方案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864,000  

18 採購呼吸器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8,000,000  

19 
新北市 covid-19疫苗中、大型接種站

補助醫療院所支援費用計畫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6,800,000  

20 
新北市衛生局召募退離醫事人員協助

防疫工作計畫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9,090,000  

21 
新北市長照防疫車隊防疫基金申請計

畫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500,000  

22 
新北市「新型新冠病毒抗原快速檢

驗」採購計畫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4,500,000  

23 
新北市「傳染病縣市指定應變醫院執

行防疫任務員工慰問」計畫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12,000,000  

24 
新北市各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關懷救

助計畫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4,000,000  

25 新北市熱區防疫執行計畫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9,200,000  

26 
新北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19)疫苗接種站人員招募計畫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5,000,000  

27 
新北市各區因應新冠肺炎工作金執行

計畫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1,800,000  

28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緊急防疫物資整備計畫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9,613,640  

29 
新北市辦理「市場分流」運用民力協

助管制稽查計畫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596,000  

30 
新北市新冠肺炎確診者共居犬貓安置

旅館委託計畫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

護防疫處 
940,800  

31 
新北市新冠肺炎確診者共居犬貓安置

防疫裝備及物資計畫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

護防疫處 
64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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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申請機關 計畫經費  

32 
新北市新冠肺炎確診者共居犬貓安置

旅館委託運輸計畫 

新北市政府動物保

護防疫處 
291,200  

33 
新北市新冠肺炎疫苗接種暨快篩站興

建計畫 
新北市新建工程處 17,000,000  

34 
新北市五股工商展覽中心疫苗接種站

設置計畫 
新北市新建工程處 878,892  

35 
新北挺醫護活動－防疫醫護人員住宿

計畫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13,000,000  

36 新北市防疫大巴計畫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1,221,750  

37 
新北市載運解除隔離者防疫計程車獎

勵計畫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120,000  

38 新北市經發局防疫計畫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 
3,963,420  

39 
新北市防疫期間 18歲以下學童取餐計

畫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5,000,000  

40 捐款指定提供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25,000,000  

41 捐款指定提供新北市區公所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 

新北市永和區公所 

新北市土城區公所 

新北市泰山區公所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5,700,000  

42 捐款指定提供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

院 
1,000,000  

小計 314,64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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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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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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 

質詢事項： 

建議列入本市防疫基金「支援防疫相關工作、支持防疫人員執行防疫業務」使用項目：

協助市場自治會購置防疫物資及相關防疫作業。 

 

答復內容： 

本府防疫基金用途係支援防疫工作，可購買防疫物資，目前已購置臺酒酒精予 41 處

公有零售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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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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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列入本市防疫基金「支援防疫相關工作、支持防疫人員執行防疫業務」使用項目：

購置移動 X光機等必要防疫設備。 

 

答復內容： 

一、本府防疫基金支用係依據本府社會局之社會救濟會報設置要點第7點第3款規定

暨捐款人意願辦理。訂定相關計畫使用四大原則： 

(一)慰助染疫市民。 

(二)支持防疫工作人員執行防疫業務。 

(三)支援防疫相關工作。 

(四)協助受疫情影響的弱勢家庭與族群。 

二、因此防疫基金支用得支援防疫相關工作，包含建置防疫車隊、購買防疫物資與設

置快篩及疫苗接種站。倘醫院因防疫業務有購置防疫設備需求，本府將依其是否

為一般性醫療儀器或因防疫具急迫性及必要性進行綜合評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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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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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列入本市防疫基金「支援防疫相關工作、支持防疫人員執行防疫業務」使用項目：

於本市國中、小校門統一裝設「消毒門」。 

 

答復內容： 

本府教育局於開學前協助學校盤點防疫物資，落實防疫整備相關作業；倘學校有裝設

「消毒門」需求，可經校內營繕小組討論後納入資本門項目，提報申請建議案經費或

協調其他財源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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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