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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108 年度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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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副主任委員政達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黃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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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城市永續行動(秘書處)、新北市永續農業(農業局)報告：略。 

捌、綜合討論：(依發言順序) 

一、 余副主委員範英(發言摘要) 

(一)、 新北市在跨局處整合做得很好，未來還能如何推動與 SGDs

結合提升城市的高度；另外，SDGs17 項目標作為城市及永

續對口，新北市要再思考如何執行更徹底。當然，新北市各

局處做的很多工作，也非常期待新北市成為標竿。 

(二)、 新北市跨組、跨局處的活力要持續保持，持續擴張再結合，

透過社區、團體、學校，提高民眾參與，使在地民眾真正參

與、關心地方事務，推動新北永續發展。 

(三)、 新北市幅員廣大，都市化擴張快速，鄉村跟農業如何結合，

可考慮將當地食材、生活，透過局處之間的活力及行銷宣傳

來推廣，發展地方特色，加以思考。 

(四)、 新北市雖各項業務推動非常成功，提醒因應氣候變遷，防災

部分仍能再加強，應全面規劃海岸面、都市面、山區等地區

防災及救援機制，等到災害來臨時才能有相關的應變及措施，

減少災損。 

二、 蔡副主任委員勳雄(發言摘要) 

(一)、 環保局聯合國永續發展推動、指標方面，整合非常好，現在

指標很多，我比較關心是說如何結合施政以及資源的支應，

再現階段 VLR 推動下亦是要持續檢討指標的發展。 

(二)、 有關衛生局的報告部分，臺灣年齡結構已達到老年化，新北

市硬體跟軟體優勢，可有效發揮及管理；有部分地區人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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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偏老年化，如何達到老人活化以及肌肉衰退的問題，如何

提升運動、社區環境、活動場所，有無全面調查及配合。 

(三)、 新北市社區公園是否都開闢完成? 

(四)、 有關老人照護問題中社區及政府合作如何能做得更好? 

三、 王委員如玄 

(一)、 新北市能就聯合國、台灣永續發展目標及新北市 VLR 做比

對分析，藉此截長補短，滾動式檢討修正指標，並就不足之

處訂立政策、辦法，以達永續發展目標，很值得期待及讚賞，

另建議新北市指標數對應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是否可

以稍微平衡各項兼顧各項重要性。 

四、 賴委員榮孝 

(一)、 消費地改變產地，擁有 400 萬人口的新北市是很重要的消費

地，農友的種植能力很強，消費者想要的糧食，農友都可以

提供，建議新北市政府可以推出更積極的政策，比如說一頓

午餐改變全台灣，有沒有機會從學校的營養午餐以及市政府

的員工餐廳可以變成兩餐呢？ 

(二)、 今天在五股溼地接受公共電視採訪，竟發現軍隊在進行演習

活動，五股溼地是內政部公告的國家級重要溼地，竟然可以

進行軍隊活動，詢問之後是國軍向市政府民政局申請許可，

我比較想瞭解的是民政局的承辦是否知道五股溼地是國家

級重要溼地呢？我想強調的是永續發展的議題是跨局處、跨

領域、跨專業的，各局處工作同仁應有基本的瞭解。。 

(三)、 友善契作平台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政策，足以作為各縣市的典

範。 

五、 杜委員文苓 

(一)、 有關 SDGs 附件中待研議的項目，可否進一步說明？ 

(二)、 VLR 嘗試與國際接軌的努力值得肯定，目前英文網站上比

較是文章式的說明，建議如同簡報說明做為資料庫功用，可

提供比較全面的瞭解。 

(三)、 網站資料呈現建議可提供不同燈號顯示已做好以及待改正、

完成的事項，提供資訊評估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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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永續農業報告提供相當多資訊，也可以看到一個比較整體性

的思考，該做法也令人印象深刻，但很希望也可以看到目標、

挑戰各項指標以及需要資源，立法制度設立優先分配之處。 

六、 陳委員志明 

(一)、 面對及因應氣候變遷，新北市水利局很早就制定有關「透水

保水措施」相關法規，規範土地開發或建築興建應設置透水

保水設施，基於此，106 年在制定「雨水管理設施」指標，

分組委員曾要求以「透水保水設施完成率及使用率」作為指

標計算因子，當時水利局認為落實使用率在實際上有困難。

惟個人一直認為「透水保水設施」要使其持續發揮功能得督

導興建義務人持續維護，定期或不定期的檢查是必要的作

法。 

(二)、 非常肯定新北市水利局於 107 年已開始進行公共建築物「透

水保水設施」已完工者之檢查作為，本年度(108 年)更擴及

民間建築物。 

(三)、 個人期望近期內新北市水利局有信心接受將「雨水管治設施」

指標之計算因子更改為「透水保水設施使用率」。 

七、 許委員志成 

(一)、 SDG現況最好不寫”0”，例如消除本市鄉鎮市區的貧富不均，

健康不平等，即可到為縮小”國內”不平等的績效。 

(二)、 衛生局的失智症照護推動得很好，應將失智共照的推動成果

列入綜合成效，以突顯其努力成果。 

(三)、 「中高齡者職場續航中心」成立之後的績效與成果請作一整

體說明。 

(四)、 永續農業發展成果非常顯著，請增加短、中長期的預期目

標。 

八、 陳委員麗玲 

(一)、 報告詳實豐富，值得稱許。 

(二)、 農業部分建議農業包裝資材可重複利用。 

(三)、 海岸釣客應加強宣導勿扔棄廢棄物，並與漁會合作。 

九、 林委員宜君 



 4 

(一)、 本市各項被評選或競賽、認證獲得首獎次數多，投稿國際學

術期刊被刊載發表文章篇數亦多，此等優良政績可否將其成

果摘要重點，與未來在進行 SDGs17 項永續發展指標作比對配

項優缺點，做為指標修正依據，俾利日後相關主管單位能持

續維持首獎獲得之先機。 

(二)、 此些獲獎或發表政績宜作成 Q 版易懂，平易近人，標語、動

畫或文宣配合新聞媒體、社群、網路平台、網站、公車、捷

運、火車、高鐵、風傳媒等移動廣告、區里民活動中心刊板

等，大力行銷宣傳我市的努力成果，使民眾感受到新北市健

康、安全城市能夠宜居樂活的溫度及希望。 

十、 熊委員召弟 

(一)、 針對 2019 VLR(新北市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視報告)之內

容，如下建議： 

1.chap3 與 chap4(案例) 

(1)SDG1 No Poverty 有關貧窮，引述新北市社會住宅案(而在

chap3 新北市政府住宅補貼申請案 107 年>99 年)此舉可見「貧

窮」議題未解決。 

(2)SDG4 Quality Education 教育品質的案例引用圖書館，該例不

足以表達教育品質提升，尤其此為智慧圖書館，而非以借書

量、入館人數為考量(智慧圖書館是提供無所不在的學習，在

資訊上如何達到便捷、安全，宜考慮)。 

(3)SDG17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相當重，要新北市應多與

SDGs 的城市成為姐妹城市。 

(二)、 該報告書宜增加文獻參考，出處應仔細列出。 

(三)、 關於 Leaving no one behind 不遺留(漏掉)任何一個人的國際城

市 SDGs 時應關心外國旅客、新住民、移工等的權益及福利，

讓所有人感覺新北市是可居、欣欣向榮的城市。(Livable & 

thriving) 

(四)、 長照議題必須重視，侯市長至新加坡的參訪，希望能對新北

市長者確實有幫助，安心、有尊嚴的過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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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白委員秀雄 

(一)、 新北市府的努力與成效顯著，特表敬意。 

(二)、 在共同目標下，各部門非常努力，都有很好的成效，尤其難

得，跨部門的配合做得很好。一到會議室，”一頓午餐改變全

台灣”的字眼，讓我印象深刻，也深受感動。 

(三)、 做到”人人種有機”、”人人吃有機”，有機蔬菜提供公立學校、

公托幼兒園食用，此舉有意義，盼能進一步擴及私立學校、

幼兒園。長者共餐亦已推動一、二十年，推動社區日漸增多，

造福更多長者，有機蔬菜倘能擴及於此，長者有福了。 

(四)、 針對暑期傳染疾病，如腸病毒、登革熱等，可否提升幼兒機

構工作同仁的預防處理的能力。 

十二、 鄭委員政利 

(一)、 新北市積極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的推動策略，代表新

北市國際化及全球化永續發展的決心與宏觀的遠見。 

(二)、 市府局處推動 SDGs 的論述，在農業、環保、教育、保育、生

活、健康均有傑出的表現，也有非常優秀的成效，唯城鄉建

議、永續都市建築、景觀的論述稍弱，建議可以加強納入、

連結 SDGs 的推動。 

(三)、 SDGs17 項目標中，有 11 項與建築、都市建設發展有密切的

關聯，節能減碳是永續發展的核心意義，是否也是中央國家

重要政策，城鄉都市建設發展應該配合中央能源政策納入

SDGs 的指標連結與推動策略。 

(四)、 因應地球暖化、氣候變遷、氣候暴烈化，造成未來災害規模

及災損的擴大與不確定性，都宜考量納入永續發展策略，建

立韌性都市，包括節能減碳策略的整合、都市建築的防災與

能源自立能力，再生、潔淨能源，應有整合的平台與機制連

結。 

(五)、 都市更新、危老建築建設是目前國內重要政策議題，建議納

入永續發展目標與議題中引導管制，並連結永續目標的指標

呈現。 

十三、 張委員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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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常敬佩侯市長今年 3/12 發布介紹 SDGs 的影片，讓新北市

繼 New York 成為第一個自願永續發展的城市，市府各局處室

用心投入，非常肯定。 

(二)、 中華大學近三年每年教育全校五大學院大一新生認識

17SDGs，中華大學樂意協助新北市將 17SDGs 快速宣導結高

中生、社區。 

十四、 賴委員典章 

(一)、 烏來國際安全社區認證申請，104 年蘇迪勒颱風重創烏來並威

脅台北市的飲水安全，因此行政院成立了一個平台進行「新

店溪上游集水區整治」的綜合計畫，包括交通、水源、坡地

穩定、社區安全等議題內容，參加的包括水利署、公路總局、

水保局、林務局、台北市與新北市等單位，建議蒐集其資料，

以做為規劃烏來國際安全社區規劃設計之參考依據。 

(二)、 河溪治理： 

1.生態調查除物種調查外，對各種物種之生存、生活的物理環

境、化學環境及生物環境也應加強調查，供河溪治理規劃設

計之用。 

2.生態工作者與工程設計者之知識交流及協調合作建議提升，

以使生態工程能實際落實。 

十五、 張委員子超 

(一)、 永續發展目標是聯合國所提出來的，核心的思維是國際視野

和公平、正義、尊重、關懷，所以在執行 17 項目標時，需先

有國際視野的理解和瞭解永續發展的意義和發展，才能掌握永

續發展的意義，具體的建議是在學校教育中強化永續發展的國

際教育和公務人員的永續發展教育。 

十六、 吳委員肖琪 

(一)、 肯定國土綠網及永續漁業之努力，可讓更多民眾知道及參與，

除宣傳萬里蟹、小卷等，也提到宣導(3、11 月)何時共遵禁捕。 

(二)、 針對好的指標可宣揚，針對不好的指標可以到此會議討論。 

十七、 林委員倩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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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預防勝於治療，思考勝於盲從，在 Aging 的議題上，除針對”

老人”(定義上)所做的相關措施，在邁向老化的族群觀念上的

建立，可讓未老化之族群理解其未來老化可能面對的狀況，

更可成為支持老化指施的力量，均透共思想學習，思考並瞭

解老化的問題，作為預防的支持，並成為協助已老化人口的

重要趨力。 

(二)、 SDGs 的各項指標，多元與”公義”為人類樂活的生活，建議可

透過觀念轉化(從資本化觀點)，在人本關懷與多元尊重上加以

深化，均可在”文化”脈動下實踐。 

(三)、 新北的族群多元性，應可在 SDGs 架構下多加著墨。此乃”不

遺留任何人”之意義，亦非追逐新住民的關聯性而忘卻都會原

住民的存在性。 

(四)、 新北市政府在國際參與上可與民間之相關單位合作，擴大社

會參與。 

十八、 周委員宜強 

(一)、 永續指標依國際上的指標而言，非常的多，但這些指標不一

定適合新北市(或新北市要去做及追求)，個人覺得應該刪減

指標，以做集中資源全力發展而非全面性的推展各項指標。 

(二)、 指標應具未來性(2030 年)，指標應另外思考而非跟著其他組

織或國家來訂或比較，應思考建立新北市 2030 年自己的永續

指標。 

(三)、 聯合國(SDGs)的細項目標為供世界各國去使用，新北市試圖

將 17 項目標及 169 細項目標全部納入，會分散資源，應再思

考(亦再思考增、減的可能性)。 

十九、 游委員景雲 

(一)、 目前 SDG 之相關工作呈現相當成果，然過去在協助市府執行

相關工作及訂定指標上發現局處單位對於市府目標不甚瞭解，

建議加強府內溝通。 

(二)、 SDG 執行上，建議釐清市府政策目標後再落實檢視指標，以

避免為因應 SDG 而訂定指標之狀況。 

(三)、 SDG 新北目標與聯合國、台灣永續目標之差異比較相關資料

未於會議資料呈現，建議於公開資料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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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烏來地區主要工程已由水利署完成，建議市府加強產業方面

協助工作，以及現有基礎建設之利用。 

(五)、 防災能量部分似乎未合理呈現於新北之 SDG 相關目標，可再

思考。 

二十、 方委員韻如 

(一)、 新北有山有海有大城、農村，永續進程具領導指標意義。除

滾動檢討之外，指標帶動業務達成的歷程，如何促進願景，

這歷程的滾動調修，包括局處間整合，可能更為重要，影響

公務日常流程。 

(二)、 KPI 的關鍵有效度、客觀具目標引導性。檢視現況 baseline，

妥善定位很重要，如「一頓午餐」精準定位了消費地的影響。

因此地方發展透過現在議定的國土計畫去定位發展也很重要，

最近爭議較大的東北角卯澳：旅館碼頭建在示範的漁業栽培

區，旅館廢水排在封溪護漁區，不知是否有橫向連繫？下一

個層次，部門計畫間的整合，如北宜直鐵經過飲用水保護區，

綠網發展可以是地方資源，都需要積極整合。 

(三)、 baseline 在自然層面有時候可視為資源貯量及品質的瞭解，以

「河溪治理」為例，不足注重眼前安全，要避免政府的善意

引導人民走向風險，或未顧及上下游營力平衡，而使風險移

轉至未受災區域。很肯定三區三團隊作法，預先盤點既有資

源，也有民眾參與，但因未制度化，仍有爭議案例(復育或劣

化)，建議整合水利、農業 2 局，比照中央同階單位制訂工程

生態檢核機制，健全真實的資訊公開及全民對話，也減少類

似護漁區被其他局處工程重大衝擊的案例，作為六都之先的

典範。如此指標或政績不只有做，還要做好。 

(四)、 在偏鄉走動充份感受衛生局的影響力，高齡議題涉及交通運

輸、社會結構、年輕人力等，現在又有地方創生重點發展，

請教衛生局的整合狀況？ 

(五)、 VLR 數據如何出來(參數背後的演算依據)也應公開。 

玖、 主席結論： 

一、 SDGs 目前正在規劃進行中，以上委員意見由市府同仁做為政策推

動參考，並針對委員建議進行回覆及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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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府已完成本市永續指標整合、檢討增刪修並呼應國際之永續發

展指標(SDGs)，後續應配合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期程，訂定本市 83

項指標之 2020、2030目標。 

三、 確認下次議題為新北市智慧城市(研考會主政)，智慧城市是市長三

個工作方向的其中之一，下次開會將針對智慧城市規劃向委員報

告，城市結合科技及政策結合，感謝各位的出席，並期待下次的

專題報告。 

拾、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