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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107 年度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整 

貳、地點：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 18 樓 市政會議室 

參、主持人：朱主任委員立倫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記錄：曾韻璇 

伍、主席致詞：略。 

陸、作業單位報告： 

     秘書組(環保局、衛生局)報告：略。 

柒、專案報告：友善托育－公共化環境(教育局)報告：略。 

捌、綜合討論：(依發言序) 

一、 余副主委員範英(發言摘要) 

(一)、 新北市永續發展委員會目標與指示明確，工作階段步驟清楚，

執行部分品質亦依期程定期追蹤，知悉永續治理的重要；目

前尚無與中央相關的對口機制，較為可惜。新北市地方可作

為地方優秀範例，在政策推動執行能力仍持續追求提升，在

地方建設推進中，不管是海綿城市、高齡友善城市，新北市

在跨域整合中都分工合作清楚，優缺點亦願意陳述並檢討。 

(二)、 於地方國土計畫法推動中分擔職責，新北市清楚扼要轉達執

行的困難與需求。處理違建、違章中能考慮取締平衡，要求

中央於國土法中農地農用指示明確，建議要有相關的整合平

台，在縣市政府引導土地合理開發利用，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上，落實地方自治也強化地方空間治理。 

(三)、 目前少子化公托亦或是高齡化的推動，在新北市政府積極主

動規劃下，成績斐然；然中央與地方的補助外，可規劃長照

公司化的發展，2025 年台灣 65 歲以上的人口約 475 萬人，

每人每年 24 萬至 72 萬的支出，服務需求每年約 1-2 兆，健

康養生長照相關行業加入金融 AI 科技的產值，為打造有競

爭力的城市，新北市在人口結構與比例下可爭取這方面的規

劃與產值，在尊重自然、社會與經濟上發展可以更領先、積

極、主動。 

二、 蔡副主任委員勳雄(發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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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公共托育政策，在美國紐澤西州，幼兒園 1 位老師在教

室外園區外不能帶超過 6 個孩童，強調的是托育照護的品質，

在台灣家長們最關心的就是孩子的健康與安全，在新北市是

否能將師生比例納入托育品質考量；另外應該要求給予特別

假讓家長去幼兒園做志工，且托幼的人力配置方面應更充

份。 

(二)、 此外，托育部分現階段，在孩童較易生病的狀況下容易交叉

感染，即使政府現在積極推動公托仍有非常多家長寧願自己

帶孩童，避免孩童生病之狀況發生，在人力及師資有限的條

件下，這部分是否能鼓勵家長投入托育班，亦就是家長參與

公托，協助老師照護，值得研議及參考。 

三、 王委員如玄(發言摘要) 

(一)、 新北市在跨局處整合部份比較於其他縣市來看做的非常好，

另外在教育局的報告，公共托育能收容的人數確實是第一名，

請補充說明公共托育合作聯盟推動的制度規劃與中央政策

的差異性。 

(二)、 企業托育的部分，在專案報告提及在 100 人以上之企業辦理

托兒服務家數達 87%，至於 100 人以下企業的部分做法，是

否也能納入規畫考量? 

四、 馮委員馮燕(發言摘要) 

(一)、 新北市再推動各項政策皆打破跨域整合，不管是公共托育或

是高齡友善城市的推動，值得讚許。 

(二)、 新北市參與過許多國際交流的活動，報告中有提及到今年

10 月參與的第 8 屆西太平洋區健康城市聯盟會議(AFHC)，

在提高國際聲量及政策推動深度，立意良好，建議亦可多做

國內城市間的交流，政府配合其他機構、民間團體，政府有

責將城市推展的狀況讓人民知曉。 

(三)、 教育局的報告完整，公托為機構式的概念，報告中有 1/4 的

孩童有使用到公托的服務，換言之 3/4的孩童是在家裡成長，

以 20/80 原則之下，系統資源分配至關重要，是否在系統內

才享有政府資源是需要關注的地方，目前仍有許多的公共空

間，如：公園、市場及民間團體的地方，政府其實用政策導

向可鼓勵推動社區內的親子教育，因為以兒童福利及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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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來看，2 歲以前孩童間群聚感染嚴重，在家帶小孩仍是

主流，期待未來發展支持在家帶小孩的政策推動。 

五、 賴委員榮孝 

(一)、 永續、本土及特色指標的整合並確認適宜性是必要的，尤其

可以把不屬於地方政府權限的刪除，更具實用性，全力支

持。 

(二)、 下次議題為永續農業，建議市府團隊可以提出更積極的策略

和推動作為。舉例來說，過去市政府已經補助及要求學校每

星期至少有一餐需要採用有機蔬菜，有沒有辦法再增加？據

我所知，新北市有淡水、三芝、金山、貢寮…等地有越來越

多人採取友善環境耕作方式，所以有機蔬果採購應以新北轄

區內為主，如果供給量不足，短期可以從外縣市採購，中長

期應輔導鼓勵本市農民採用友善耕作來提高供應量。 

(三)、 農業局應對本市友善耕作進行盤點。 

(四)、 有善托育公共化環境的政策推動成效，值得肯定。透過普及、

平價優質、專業有效、減輕經濟壓力、增進照顧能量、提升

了服務品質。但無形的友善，溫暖和諧的社會氛圍營造，也

是值得注意的。 

六、 杜委員文苓 

(一)、 由於委員會召開次數有限，如何善用委員會提出對市政有益

的建言，或許在報告時不需一直強調做得很好之處，反而應

提供一個目標管理的問題盤點，提出要克服問題的挑戰與規

劃路徑，尋求大家一起激盪解決問題的各種方法。 

(二)、 永續指標的思考，除了參考聯合國的 SDG 與本土特色的接

合，也應思考由下而上討論，或不同評鑑指標，對新北市特

色的關照，畢竟指標設定是提供城市發展可以進步再進步的

方向指引，本人前一次所提市民能源對話、新北市能源自治

條例之立法進度應至少說明。 

(三)、 食農教育法即將上路，教育局如何整合托育、教育與其他新

北市永續目標(如地產地銷、食物里程、新北農業發展)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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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指標中有關「每人每日耗電量」、「低碳行為效益」等指標

的 status(狀況)？可思考「再生能源比例提升」、「公民電

廠」、「城市用電升降」做為指標。 

七、 廖委員朝軒 

(一)、 對教育局的友善托育工作的努力予以肯定，成果也非常的豐

碩，但有下列建議事項： 

1. 今年南部地區淹水造成許多安養院撤離移轉的問題浮

現，故安全的問題成為重點，因為托育中心等較會設立

在低樓層，故對淹水撤離移轉的規劃宜先事先規劃，尤

其在淹水潛勢區，這方面建議能與水利局、消防局方面

能多多合作。 

2. 對孩童疾病的醫療應變措施應該事先規劃。 

3. 評鑑制度好像許多政府都很喜歡做的工作，評鑑績優單

位不代表他的事故因應能力強，這方面應如何加強可以

再努力。 

八、 陳委員志明 

(一)、 推動「幼托公共化」目的在於使市民「歡喜生、快樂養」。

整個報告內容大部分在說明及強調新城市在公共幼兒園增

班數目及容納人數增加數目。但整個新北市 0～6 歲幼兒人

數在近年來是否有增加，而達到歡喜生之目的，建議亦應有

所說明。另在新北市非公共化幼兒童增加(減少)數目建議亦

應說明。 

九、 許委員志成 

(一)、 在友善托育方面，困境的部分，雖有提出量化的改善空間，

但數據不夠具體，本市有多少托育的需求必須做一實務調查，

才能作永續規劃，消除不均，最好能提出未來短中長期的規

劃目標。 

(二)、 鼓勵生育在新北市的做法為何，今天並未說明，希望有相關

之規劃與推動指標。 

(三)、 退休人員的再就業輔導機制與媒合平台的設立很重要，希望

看到新北市有相關規劃。 

十、 宋委員啟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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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政府目前有關「友善托育，公共化環境」之報告相當詳盡，

確實在托育工作(不論是公辦或結盟私立機構)做了不少事，

良有成效。未來建議是否可以結合戶政單位，調查各個家庭

小孩的年齡，針對不同年齡之孩童主動通知連絡各家庭告知

政府可以協助的工作：如托育、課後輔導等活動，從小到大

提供一條龍的服務模式，並擴及到長照與終老醫療等，提供

市民生命週期各階段的服務。 

(二)、 前報告內容多著重在工作的推動成果，建議未來也可以報告

執行各項工作所遭受的困難及如何謀求決解方法，或許委員

會可以就市府作為再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使施政成果更為

精進。 

十一、 陳委員麗玲 

(一)、 平價公托之政策固然可以減輕家長壓力，但仍需注意托育人

員之素質與水平，且須注意托育人員之心理狀態，以避免幼

兒受虐之狀況。 

(二)、 評鑑督導準備壓力應減輕，建議可以就秘密客方式進行。 

(三)、 少子化之原因十分多元，包括社會環境、升學壓力等，經濟

應是主因，只有提升經濟動能，增加人民收入，才能解決少

子化問題。 

(四)、 關於幼兒視力逐年變差，以電子產品育兒之狀況普遍，應加

強幼教老師與家長的溝通，並隨時注意幼兒視力篩檢。 

(五)、 新北的都更案中，有許多市有地部分 1、2 樓設立公托頗受好

評，值得稱許。 

(六)、 在家照顧新手父母的教育課程可以系統排課，並拍攝影片，

並設立諮詢專線 24 小時服務。 

十二、 林委員宜君 

(一)、 有關新北市指標呼應國際目標關聯性，衛生局報告第 7 頁修

正高齡友善城市指標應用，環保局報告第 14 頁項次 3 及 6 項

及附件 2，本市的亮點要凸顯。 

(二)、 建議與提醒部分，恭喜本市獲得 2017 雲端物聯網創新獎-政

府服務組傑出應用獎，能為民服務永續發展再創明年 2018

年佳績續獲首獎，以下建議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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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化智慧雲端行動急診室派遣功能 

(1) 病人病史使用藥雲端資料(公開指標資料)、雲端

證件包查調指標(環保局第 18頁)。A.民眾同意個

資上雲端同意簽署達成率 B. 使用權限及義務、專

業人士、專業機構使用方法、範圍。 

(2) 新北市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增加多項公共服務空

間及服務據點及項目，在有限的人力資源和物力

資源如何彈性運用，醫療、護理、消防還有相關

志工團隊的配置原則及工作分配，是任務編組還

是專責分配應規範。 

2. 智慧雲端物聯網網頁應求穩定即時，避免重大事件發生

時災害防救資訊一時大量湧入，避免緩慢、塞車，是否

宜有一量研究方法，如大數據計量、統計迴歸、計算其

優先順序及區域別。 

3. 高齡及避免弱勢族群之動健康，公共衛生宣導教育或觀

念植入建立所需師資、種子推廣員培力計畫。 

4. 長照機構公共安全加強作法說明文字列述，因應台北醫

院重大火災加強醫院安全管理、已改善措施如強化各機

構設置、重大事件緊急發生時可直接強制通報 119，爭

取搶救時效，夜間值班人力配置落實、小規模既有長照

機構增加消防安全設備，如助警器、簡易滅火設備，土

地分區使用限制區違規使用及安全保障替代改善之性

能設備設施改善，例如災後補強措施，宜落於書面文字

於現行政策方向內容，以作日後相關單位如黨派議論，

究責時風險管理之保險機制。 

玖、主席結論： 

以上委員意見由市府同仁做為政策推動參考，下次開會在專

案報告方面，採透過問題、執行上之困難導向去說明，再由委員

給予指教。 

確認下次議題為永續農業(農業局主政)，新北市在永續農業推

動獲邀於韓國發表國際 paper「一頓午餐改變全台灣」，相信下次

專題報告也會非常精彩，感謝各位的出席，並期待下次的專題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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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