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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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議員博文 108/05/28 如何降低新北街頭暴力事件? 警察局 2-3 

2 何議員博文 108/05/30 
爭取將板橋長江路及三民路人行道

改善工程，納入前瞻計畫。 
工務局 4 

3 何議員博文 108/05/30 請市府加速推動湳仔溝整治計畫。 水利局 5 

4 何議員博文 108/05/30 
請市府評估板橋國光國小及埔墘國

小增設地下停車場可行性。 
交通局 6 

5 何議員博文 108/05/30 板橋大觀消防分隊廳舍搬遷進度? 消防局 7 

6 何議員博文 108/05/30 
請市府評估浮洲鐵路地下化可行

性。 
捷運局 8 

7 何議員博文 108/05/30 

請市府 3 個月內提供評估文聖國中

預定地興設國民運動中心，附設公

托公幼及里民活動中心。 

教育局 9 

8 何議員博文 108/05/30 
建議於板橋環河公園增設共融遊

具。 
農業局 10 

9 何議員博文 108/05/30 
請市府加速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改建計畫。 
衛生局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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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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議員博文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如何降低新北街頭暴力事件? 

 

答復內容： 

  一、針對街頭暴力案件，本府警察局 108 年 2 月 1 日訂頒「防處街頭聚眾鬥毆評

核計畫」，要求各警察分局發揮各項勤務防制發生，民眾報案後，秉持「通

報快、到場處置快、移送結案快」三快原則，立即調度快速打擊部隊警力，

到場逮捕現行犯，迅速處置街頭暴力案件，有效壓制不法氣燄，展現打擊不

法之決心。 

  二、為減少街頭暴力案件發生，擬定預防措施如下： 

      (一)對涉案嫌疑人： 

          1、依「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作業規定」訪查

約制，如為列管治安顧慮人口，增加查訪次數為每月 2 次以上，加強

監控是類列管人口動態，約制勿再犯。對幫派背景嫌疑人，加強蒐

報、朝組織犯罪偵辦。 

          2、分局派出所編排網路巡查勤務，運用網路公開來源情資蒐集，發掘網

路上可能發生的鬥毆滋事案件，立即約制、偵辦。另對重複鬥毆滋事

較多者，指派專人加入網路群組，或布線提供情資，隨時掌控動向。 

       (二)對易發生鬥毆場所： 

          1、依所轄地區特性、治安情勢、警力調度等綜合考量，於易發生街頭

聚眾鬥毆案件處(場)所、路段及時段，加強臨檢取締、路檢、巡邏等

攻勢勤務作為。 

          2、對易滋事場所張貼「不要打架，打贏送法院，打輸送醫院」預防犯罪

宣導海報，宣導民眾提升自我約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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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對街頭聚眾鬥毆涉案人員深入了解其相關幫派背景、首謀以及共犯

背景之資料，調查幫派圍事、據點、經營處所等不法情事，加強臨檢

查察，結合第三方警政作為，從源頭阻斷金流。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刑事警察大隊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賴股長義芳 

聯絡電話：(02)80725454 分機 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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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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議員博文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爭取將板橋長江路及三民路人行道改善工程，納入前瞻計畫。。 

 

 

答復內容： 

本府後續將提報內政部營建署第六階段前瞻計畫爭取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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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議員博文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加速推動湳仔溝整治計畫。 

 

答復內容： 

湳仔溝整治之三階段辦理情形前已於今(108)年 5 月 16 日提供貴席服務處，並於今

年 6 月 12 日辦理現地會勘，本次就第 3 階段「底泥處理」辦理情形更新如下： 

一、 當流入湳仔溝污染源逐漸削減後，為解決流速緩慢而造成污泥淤積及既有底泥

發臭現象，本府水利局自 106 年起分 3 期辦理改善工程，工程主要透過修建深

槽(子溝)調整河床坡度，以增加水流速度減少污泥淤積，並固化底泥達改善惡

臭情形。工程總經費約 2 億元，全河段深槽 3.1 公里已於今年 3 月 27 日完工，

深槽兩側業已於今年 5 月 31 日完成全面固化，刻正辦理驗收作業。 

二、 本府水利局後續研議就兩側污水現地處理及改善流況進行相關工程，業已邀集

顧問公司至現場會勘，刻正進行可行性評估及前期規劃。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技正敏政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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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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議員博文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1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評估板橋國光國小及埔墘國小增設地下停車場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有關國光國小興建地下停車場可行性: 

(一) 查本府交通局已於 106 年 12 月 19 日完成「國光國小操場興建地下停車場

可行性報告」。 

(二) 本案停車場出入口設置區位涉及私人土地用地取得問題，用地取得費用約

為 5 億 7,862 萬 5,854 元，經費過高，建議俟取得用地後視是時停車供需

情形，再配合評估興建地下停車場可行性。 

(三) 另國光國小南側已新闢環河公園平面停車場於 108 年 4 月 1 日起開始營

運，提供 80 格小型車停車位及 77 格機車停車位，尖峰停車率約 64%，停

車供給尚未滿載，可供民眾多加使用。 

二、有關埔墘國小興建地下停車場可行性: 

(一) 查本府交通局已於 107 年 8 月 21 日完成「埔墘國小操場興建地下停車場可

行性評估報告」。 

(二) 本案評估利用操場興建地下 3 層停車場財務、工程技術雖可行，惟施工期

間操場無法開放師生使用，校方及家長會考量學生活動空間及受教權益將

受影響，尚無法取得共識，本案需俟本府教育局爭取校方及家長會支持後

再辦理推動。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停車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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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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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議員博文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板橋大觀消防分隊廳舍搬遷進度? 

 

答復內容： 

一、 本工程規劃於板橋區大觀路 2 段 265 巷 62 之 1 號(臺北氣象站原址)，基地面

積 5,022.82 平方公尺，原由警察局主政辦理，無償撥用供警察局板橋分局大

觀派出所、交通分隊、消防局海山中隊暨大觀分隊社會局公托及教育局公幼共

構使用。 

二、 俟本府新建工程處完成興建新氣象站及遷移後，配合本府整體預算及主政單位

規劃考量，納入未來年度編列經費預算。 

 

承辦局（處、會）：消防局 

承辦科（組、室）：秘書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鄭股長景允 

聯絡電話：(02)89519119 分機 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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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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議員博文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4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評估浮洲鐵路地下化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 目前臺鐵與高鐵路線自板橋站往浮洲方向起逐漸爬升，兩者並行以高架方式通

過浮洲地區。經查 81 年起萬板專案配合高鐵建設及新板特區規劃針對萬華車

站、板橋車站進行鐵路地下化改建，惟高鐵及臺鐵均在湳子溝出土，隧道面未

留設介面及足夠施工空間進行浮洲車站地下化。 

二、 欲將浮洲地區鐵路地下化，則臺鐵路線必須深潛至湳子溝下方，即自板橋車站

起需改建臺鐵軌道，除大規模用地拆遷課題、鐵路營運受影響外，亦需破壞原

有萬板專案隧道結構，造成結構安全疑慮。考量浮洲地區仍受高鐵出土引道阻

隔影響，臺鐵浮洲段地下化無法取得都市縫合效益，現階段暫無推動可行性。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李股長文浩 

聯絡電話：(02)22852086 分機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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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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議員博文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0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 3 個月內提供評估文聖國中預定地興設國民運動中心，附設公托公幼及里民

活動中心。 

 

答復內容： 

一、 經查本市並無文聖國中預定地，貴席所指應為板橋區江翠文中小用地，坐落於

「板橋區江翠段 102 地號」土地。該用地面積約 3 萬 5,000 平方公尺，現況為

空地草皮，管理單位為本府教育局。 

二、 本府教育局擬於 3 個月內會同相關業務單位評估板橋區江翠文中小用地興設國

民運動中心，附設公托公幼及里民活動中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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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林督學奕成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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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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議員 何議員博文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於板橋環河公園增設共融遊具。 

 

答復內容： 

本案已納入本府 108 年「公園特色共融或全齡化改善計畫」平台，後續由府平台依公

園整體性綜合考量及納入公民參與進行評估，作為市府推動公園特色或共融遊戲場優

先次序依據。 

 

承辦局（處、會）：農業局（綠美化環境景觀處） 

承辦科（組、室）：施工維護課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周技正佑軒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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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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議員博文 質詢日期 108年 5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6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加速市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改建計畫。 

 

答復內容： 

一、 板橋院區自民國 75 年啟用，受限於現有空間，已難以擴充社區醫療及長期

照護服務量能，考量仍須維持在地居民急性醫療照護，本府衛生局於 105 年

先行委外辦理引進民間參與方案推動策略評估，提出多項重建規劃方案。 

二、 有關整體園區規劃需考量本府衛生局及板橋衛生所搬遷期程，現有關衛生局

搬遷預訂地尚在進行都市計畫變更相關作業程序，進度為內政部已於 107 年

10 月 5 日召開第三次都委會小組會議。 

三、 另本案將園區周邊地區的停車及交通納入檢討與評估，初步方向由本府衛生

局將周邊立體停車場之場地一併納入園區新建規劃，將涉及都市計畫變更，

及必須辦理交通影響分析，目前進度除持續洽本府相關單位協助規劃衛生局

未來搬遷新建大樓之用地外，另同步就板橋醫療園區之各面向進行研議及評

估。 

四、 有關「新北市板橋醫療園區規劃委託專業技術服務案」之採購案業已於 107

年 8 月 20 日決標，委託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專業技術服務，總預算金額

930 萬元整，履約期限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前置作業執行期程(包括醫院

籌設計畫、新建規劃計畫書、都市計畫變更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行性

評估)如下: 

(一)醫院籌設計畫、新建工程計畫、都市計畫變更(含交通影響分析)之相關計

畫初稿及書圖撰寫提送審查，目前持續進行審查修改。 

(二)參採計畫內容，據以做為後續執行促參可行性評估作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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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衛生企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員雅涵 

聯絡電話：(02)22577155 分機 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