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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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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數 

1 蔡議員錦賢 108/05/27 
建議竹圍 5 號道路瓶頸道路儘速打

通。 
工務局 2 

2 蔡議員錦賢 108/05/27 
建議淡水第一公墓附設納骨塔遷至

新塔，無需再繳費入塔。 
民政局 3 

3 蔡議員錦賢 108/05/27 興建八里區廖添丁五里活動中心。 民政局 4 

4 蔡議員錦賢 108/05/27 
八勢里多功能活動中心，何時啟

用? 
民政局 5 

5 蔡議員錦賢 108/05/27 
建議淡水台二線瓶頸道路儘速打

通。 
交通局 6 

6 蔡議員錦賢 108/05/27 
希八勢里青年社會住宅，增設托

嬰、托老中心及長照中心。 
城鄉局 7-8 

7 蔡議員錦賢 108/05/27 
請市府完善推動淡水沙崙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暨停車場案。 
經發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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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竹圍 5 號道路瓶頸道路儘速打通。 

 

答復內容： 

一、淡水竹圍 5 號道路(坪頂路)為台 2 線壅塞時之臨時替代道路，本道路包含都

市計畫區及非都市計畫區，都市計畫區部分長 1 公里，寬度 12 公尺，倘以全

段徵收拓寬用地費初估約 7 億元，囿於市府財源拮据徵收開闢效益不足，爰

無相關徵收拓寬計畫。 

二、經查本案道路瓶頸部分為淡金路與坪頂路銜接路段，未足寬開闢以致路口形

成束縮，故本府擬先解決瓶頸束縮狀況，以利路口行車順暢，惟查此路段包

含既有道路土地範圍，所需徵收費用仍需約 4.5 億元。 

三、綜上說明，本府針對路口束縮段採瓶頸打通方式辦理，自 102 年起陸續召開 5

次協議價購會議，惟因土地所有權人人數眾多及意見無法整合而協議不成，

致無法進行道路瓶頸打通作業，本府將持續辦理協議價購作業。 

四、另為解決路口束縮段行人通行安全問題一節，經邀集相關單位討論後，本府

擬利用北側國有土地辦理綠化步道(坪頂路 39 號旁)，以解決人車爭道之情

形，目前已納入本府新北綠家園專案辦理，刻正由淡水區公所辦理相關規劃

設計中。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新建工程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股長宗龍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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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淡水第一公墓附設納骨塔遷至新塔，無需再繳費入塔。 

 

答復內容： 

一、 有關本市淡水第一公園化公墓附設納骨塔內骨灰骸鼓勵遷移優惠收費方案，自

公告實施以來，因各界不斷建議不宜再次收費等，經本府檢討及衡酌各方意

見，故修正鼓勵方案，免收使用費，並於聖賢祠增設骨骸櫃，以供民眾安置使

用。 

二、 修正後鼓勵遷移方案如下： 

(一) 骨灰（骸）晉塔，免收使用費。 

(二) 配合一櫃多罐、骨骸二次火化及環保葬者，免收火化費用、骨灰再研磨等

使用費及行政規費。  

(三) 如有特殊情形，得由本府民政局專案處理之。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殯葬管理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長力友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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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興建八里區廖添丁五里活動中心。 

 

答復內容： 

本案用地為部分廣場、部分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因該分區蓋活動中心只能設置在地

下室，不符民眾需求，若蓋綜合性大樓（含托育、托老及幼兒園等）須向城鄉局辦

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為機關用地等事宜，須做長期之規劃，故短期內公所新行政大

樓落成後，現行行政大樓空間預期可作為市民活動中心提供鄰近里民使用。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方自治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長力友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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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八勢里多功能活動中心，何時啟用? 

 

 

答復內容： 

查淡水區八勢市民活動中心已納入本府城鄉發展局之社會住宅規劃案內，該案刻正

由內政部營建署評估代辦之可行性，本府城鄉局將於 108 年 6 月 19 日假淡水區竿蓁

市民活動中心舉辦地方說明會。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方自治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長力友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119 

 

 

  



6 
 

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18日 

質詢事項： 

建議淡水台二線瓶頸道路儘速打通。 

 

 

答復內容： 

一、 交通部公路總局刻正辦理大淡水地區聯外交通改善方案可行性評估，於 108 年

2 月 22 日辦理期末報告審查，原預計於 4 月 15 日完成期末報告書修正，惟至

今尚未收到修正後報告書，故本府交通局業於 108 年 5 月 2 日新北交規字第

1080794807 號及 108 年 6 月 17 日新北交規字第 1081107347 號函請該局儘速

修正提供。 

二、 另查本案期末報告書中於臺 2 線拓寬規劃 2 方案，方案 A 拓寬瓶頸路段(民權

路 187 巷至民富街)、方案 B 全線拓寬，考量臺 2 線行人與自行車通行之安

全，於上開號函請公路總局因應當地需求務必於短期改善方案中納入紅樹林至

竹圍間瓶頸打通，並列為緊急優先改善項目。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葉簡任技正燿墩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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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0日 

質詢事項： 

希八勢里青年社會住宅，增設托嬰、托老中心及長照中心。 

 

答復內容： 

一、 本案基面積約 1,003 平方公尺，坐落淡水都市計畫住宅區，建蔽率 50%、容積

率 300%，現況為閒置空地，原地方需求係設置多功能里民活動中心，惟考量

土地產權由本府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共同持分(本府財政局三分之二，國產署

三分之一），倘興辦社會住宅則可無償撥用國有地，爰貴席請本府評估設置社

會住宅與托嬰中心、托老中心、幼兒園及活動中心共構之可行性。 

二、 依先期規劃結果，因基地規模及腹地條件限制，各項公益設施需求難於基地同

時滿足，故以活動中心、托嬰中心優先納入規劃方案： 

(一)托嬰中心、托老中心均需設於 1-3 樓、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受限於建蔽率

規定難以同時成就，前經本府社會局評估後，建議以現況需求較強烈之托嬰中

心優先設置。 

(二)幼兒園需專屬戶外活動空間，考量本案腹地不足劃設相關的戶外活動空間，前

經本府教育局表示不予爭取作為非營利幼兒園使用。 

三、 綜上，依各相關單位需求初步評估，1-3 樓設置托嬰中心及活動中心，4-12 樓

則規劃為社會住宅空間(約可提供 57 戶住宅單元)，初步規劃方案如附件。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住宅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逸智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分機 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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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7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10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完善推動淡水沙崙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暨停車場案。 

 

答復內容： 

「新北市淡水沙崙園區暨停車場用地興建營運移轉案」(下稱本招商案)已考量地方

民意，將親水遊憩設施規劃內容明訂於招商文件中，以顯現濱海遊憩特色，以因應

多元發展；另本招商案於 108 年 5 月 30 日上網公告招商至 108 年 8 月 15 日止，並

將招商資訊刊登於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及財政部推動促參司網站，俟投標截止

後，將續辦資格審查、綜合評審、議約及簽約等相關事宜。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招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員恆瑋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5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