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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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108/05/30 建請加速闢建臺 65線銜接浮洲橋。 工務局 3 

2 廖議員宜琨 108/05/30 建請推動闢建鳶山隧道，以疏解車流。 工務局 4-5 

3 廖議員宜琨 108/05/30 
建請修復大漢溪後村堰，打造新北冬

山河。 
水利局 6 

4 廖議員宜琨 108/05/30 

為配合捷運萬大樹林線第二期工程施

工，建議施工前請市府規劃開闢替代

道路可行方案。 

交通局 7 

5 廖議員宜琨 108/05/30 
建請闢建樹林後站長壽公園地下停車

場。 
交通局 8 

6 廖議員宜琨 108/05/30 
建議加強活化三峽礁溪里都計停車場

用地。 
交通局 9 

7 廖議員宜琨 108/05/30 建議加強活化樹林北大拖吊場用地。 城鄉局 10 

8 廖議員宜琨 108/05/30 
三峽消防分隊及三峽分局廳舍興建進

度? 
消防局 11 

9 廖議員宜琨 108/05/30 樹林鐵路地下化可行性? 捷運局 12 

10 廖議員宜琨 108/05/30 

建議捷運三鶯線增設三峽客家園區捷

運站(LB07a)，以帶動地方觀光，請市

府提供歷年遊客數分析資料。 

捷運局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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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廖議員宜琨 108/05/30 
請市府評估延長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時

間，以減輕家長負擔。 
教育局 17-18 

12 廖議員宜琨 108/05/30 

請市府 1個月內提供樹林焚化爐回饋

金補助在地市民健康檢查可行性報

告。 

環保局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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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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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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請加速闢建臺 65線銜接浮洲橋。 

 

答復內容： 

一、有關浮洲橋聯絡臺 65線闢建匝道一事，考量匝道本身縱坡、機車引道位置、引

道淨高及需利用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及臺北市捷運土城機廠用地落墩佈設

匝道，拆遷量體多，用地範圍大、工程經費高，且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與

機廠亦無法配合搬遷等因素，故由浮洲橋直接銜接臺 65線工程不可行。 

二、本府為改善板橋、土城及樹林區之區域交通，縮短車輛進出臺 65線浮洲匝道路

程，積極追蹤及辦理事項如下： 

（一）有關臺 65線增設浮洲北入、南出匝道工程，業已由交通部同意核定，目前由

交通部公路總局辨理規劃設計作業中，預計 l10年開始施工，本府持續追蹤

辦理期程。 

（二）為改善浮洲橋下橋動線，已著手辦理浮洲橋下橋市區道路動線優化工程，目

前辦理設計作業中，預計 109年開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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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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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請推動闢建鳶山隧道，以疏解車流。 

 

答復內容： 

一、有關三峽鳶山隧道工程路線方案評估業於 105年 6月 13日完成，概估總經費

約新臺幣 28億 2,000萬元，本府前於 105年 10月及 106年 6月函請內政部營

建署納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爭取補助本案經費，

惟內政部營建署表示本案大部分路段位於都市計畫區外，非屬補助範圍，且尚

涉及環評作業及都市計畫變更等作業，故不予補助；本府另於 106年 2月提報

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爭取經費，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對交

通建設僅補助「軌道建設」、「城鄉建設」中既有道路品質提升方面，本案非屬

前述補助範圍，爰無法獲得補助。 

二、另考量本案道路北起國道 3號，以高架方式往南穿越鳶山隧道段，出隧道口後

銜接至台 3線，可藉由台 3線、台 7乙線通往桃園大溪地區，其規劃路線為前

後銜接國道及省道之快速道路，與省道台 64線或台 65線之功能性質相同，定

位應屬省道系統，本府於 106年 11月及 106年 12月函請交通部公路總局主政

辦理相關工程規劃及後續推動，惟該局依據 105年台 3線三峽路段交通調查資

料，該段交通服務水準為 A，評估現況無新闢道路之需求。 

三、本案道路規劃路線前後各銜接國道(國道 3號)及省道(台 3線)，可藉由台 3線、

台 7乙線通往桃園大溪地區，符合公路法省道聯絡兩直轄市交通幹道之定義，

其定位屬省道系統，應由交通部主政辦理，本府將持續向中央單位溝通。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新建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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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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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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請修復大漢溪後村堰，打造新北冬山河。 

 

答復內容： 

有關修復大漢溪後村堰，打造新北冬山河一案，本府水利局前於 105年辦理後村堰修

復可行性評估案，重建後村堰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所需經費高達新臺幣 42.4億元(包

含土地補償費用 30億 4,000萬元)，惟當地居民期望能夠恢復水域環境，後續仍將協

調中央給予工程與用地費用之補助，以利本計畫之推動。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河川計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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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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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捷運萬大樹林線第二期工程施工，建議施工前請市府規劃開闢替代道路可行方

案。 

 

答復內容： 

一、 經查捷運萬大線第二期目前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政辦理中，為避免施工

期間交通壅塞情形，已將土城區和城路銜接永豐路替代道路納入細部設計中預

為評估。 

二、 另捷運萬大線第二期未來於樹林區中華路採高架方式，車道寬度將縮減，為避

免造成道路容量不足，本府交通局已於 108年 5月 29日邀集廖議員宜琨及本府

新建工程處、樹林區與板橋區公所等相關單位會勘研商，提出開闢金門街 369

巷旁 12M計畫道路、增設城林橋匝道 2方案，目前新工處刻正評估工程可行性、

工期及經費中，預計將於 6月底完成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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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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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請闢建樹林後站長壽公園地下停車場。 

 

答復內容： 

本府已將長壽公園開闢地下停車場計畫案提報交通部公路總局，申請前瞻建設計畫經

費補助，該局業於 108年 6月 17日核定該停車場工程經費補助，本府交通局將儘速

辦理停車場工程相關事宜，預計 111年完成地下 3層停車場，提供 216格小汽車停車

位及 100格機車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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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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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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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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加強活化三峽礁溪里都計停車場用地。 

 

答復內容： 

一、 查旨揭停車場用地(三峽區安溪段 761、762地號)為本府交通局經管，面積約

1,441.46平方公尺，現況為光明平面停車場，提供 44格小型車停車位、20格

機車停車位，倘規劃立體停車場，因基地面積、建蔽率等相關法令規定，每層

僅能規劃約 25格小型車停車位，尚不具規模效益。 

二、 本府交通局已彙整本府各機關設置需求，目前需求機關為民政局、社會局、教

育局及消防局，有關該用地後續使用方式，預定 108年 6月底邀集需求機關研

議開發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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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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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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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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加強活化樹林北大拖吊場用地。 

 

答復內容： 

一、 查本府辦理之「變更台北大學社區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變更台

北大學社區特定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配合主細拆離)」案前於 108年

3月 11日辦理公開展覽，並於 108年 3月 20日辦竣公開展覽說明會，迄今已

辦理 3場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 

二、 另查原樹林拖吊場(本市樹林區大學段二小段 86地號土地)於前開公開展覽草

案提列變更為機關用地，經本府交通局彙整府內各機關需求後，已轉請新建工

程處評估後續興闢經費事宜。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計畫審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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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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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峽消防分隊及三峽分局廳舍興建進度? 

 

答復內容： 

本府交通局前經 108年 5月 28日函詢本府消防局有關本市三峽區安溪段 761、762等

2筆地號土地使用需求，經本府消防局評估適合三峽分隊使用，並於 108年 6月 4日

函復交通局本府消防局需求總樓地板面積為 1,500平方公尺以上，並請交通局規劃預

留 1至 3樓空間供消防救災車輛進駐，以利未來評估規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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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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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林鐵路地下化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 樹林鐵路立體化可行性研究計有原線高架化、原線地下化及改線地下化 3方

案，改線地下化方案雖有較高之工程可行性及更佳之外部財源可挹注工程建

設，惟因車站遷建造成原來居住附近地區民眾強烈反對，遂可行性研究期末階

段於 104年 3月至 5月舉辦 6場地方說明會，揭露相關資訊，並蒐集民眾相關

意見後，以民意較支持之原線地下化方案為主推方案提報交通部審議。 

二、 107年 10月 4日第 3次提可行性研究報告送交通部審查，交通部於 108年 1

月 31日函復審查意見，對於計畫需要性與整合性、財務合理性、臺鐵營運影

響及用地取得等要求補充研析，本府捷運工程局刻依審查意見與顧問公司檢討

修正報告，惟因本次修正內容涉及工程技術研議與周邊未來都市發展規劃，成

果尚須與相關單位討論，以及與臺鐵局協調研議等作業，後續可行性研究報告

若經中央核定後，將由交通部移請相關單位辦理後續綜合規劃及施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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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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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捷運三鶯線增設三峽客家園區捷運站(LB07a)，以帶動地方觀光，請市府提供歷

年遊客數分析資料。 

 

答復內容： 

一、 捷運三鶯線 LB07站（臺北大學站）至 LB08站（鶯歌車站）為跨國道 3號及大

漢溪段路線，而捷運三鶯線於該路段係沿國道 3號東側規劃再跨越國道 3號，

該區域多為工廠，服務需求較低，因高速公路阻隔增設車站對於車站之區域服

務效益不佳，如現階段啟動三鶯線增站計畫，須依照「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周

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綜合考量運輸效益、工程可行性、營運

可行性、經濟及財務效益、路線場站規劃、運量分析、環境影響及土地取得可

行性等各層面，依序完成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報告及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且經行政院審議核定後始可納入計畫建設，審議期程冗長，將影響三鶯線

於 112年完工之目標。 

二、 若於三鶯線 LB07站至 LB08站間增站，除車站服務性外，用地取得、土地利用

與未來發展及工程可行性等皆為路線規劃車站選址評估項目，由於三鶯線跨大

漢溪段之路線於鶯歌端須從三鶯陶瓷藝術主題園區、水資源回收中心之間穿

越，須避免影響園區配置，而三峽端則要避免私有建物拆遷，並儘量維持與大

漢溪垂直方向跨越以減少落墩，並考量增設車站聯外交通需求與國道 3號阻隔

服務性影響等，經綜合工程可行性、用地、服務性及週邊發展等因素，目前已

於鄰近柑園街附近預留車站銜接設施，採預留設站介面方式辦理，以保留未來

增站之彈性，未來再配合周邊發展狀況評估辦理車站增設相關事宜。 

三、 考量三鶯線 LB07站 800公尺服務圈範圍已包含大漢溪三峽側沿線區域，捷運

通車前將重新檢視沿線既有市區道路配置及公共自行車租借站設置，整合三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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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觀光資源提供兼具安全性與舒適性之交通環境，並配合捷運設站及園區落

成，檢討調整公車路線與班次，提供民眾更便捷之轉乘運輸。 

四、 目前客家文化園區和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及其周邊土地尚待建設發展及人

口引進，由於增設車站周邊之居住與工作旅次不變，故所需提升之運量來源均

為園區遊客量，依本府客家事務局及原住民族行政局預估遊客數約 121.7萬人

次/年，假設遊客搭乘捷運比例 15%，園區遊客量需達 340萬人次才可滿足增站

營運收支平衡。若透過相關鼓勵、宣導或管制策略提高園區遊客捷運使用率，

園區所需遊客量可再調降。未來將檢討相關開發計畫並詳為評估其經濟效益與

營運收支比及自償率等關鍵數據，倘達門檻即可向行政院爭取納入計畫。 

五、 有關三峽客家園區歷年遊客數分析資料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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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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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評估延長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時間，以減輕家長負擔。 

 

答復內容： 

一、 本市為體恤家長，讓父母能安心就業，開辦「課後貼心、父母安心」計畫，鼓

勵各校延長課後照顧班時間至晚間 7時，讓學童獲得妥適照顧，同時也補助學

校需求人數不滿 15人無法開班之經費，期能更符應家長需求。 

二、 針對校內行政人員、教師意願人數不足無法開班之問題，本市藉由健全相關委

外機制，鼓勵學校委外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以解決學校無法開班之困難。本

市於 108年度著手草擬制式公版課後照顧委外經營契約書及邀標書表件，以健

全課後照顧委外經營機制，使學校更有意願將課後照顧業務委外辦理，以減輕

校內行政負荷。 

三、 本市另提供夜光天使點燈及創意玩藝班，提供晚間 6時至 8時課後定期定時照

顧服務，以協助低收入、單親、失親、隔代教養等弱勢家庭之學童於課後能獲

得妥善教育照顧，課程時間為放學後並提供晚餐，參加對象不須另行收費，辦

理內容為生活自理、才藝學習、閱讀等，讓學生能接觸更多豐富有趣的課程，

例如繪畫、英語、體能、戲劇等，培養學生發展自我天賦及潛能，透過多元且

豐富的課程強化國小弱勢家庭學童之教育扶助，協助照顧其學習權益與身心發

展，落實課後照顧普及化及延長課後照顧時間。 

四、 本市將加強法規宣導，鼓勵學校開辦課後照顧服務至下午 6時。未來將於每學

期初請各校落實家長意願參與之時段調查，鼓勵學校依家長意願需求開辦課後

照顧服務，使計畫更能符應社會雙薪家庭現況及需求。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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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科（組、室）：國小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督學奕成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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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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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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 1個月內提供樹林焚化爐回饋金補助在地市民健康檢查可行性報告。 

 

答復內容： 

檢送「樹林垃圾焚化廠廢氣排放防治作為暨焚化廠回饋金運用分析報告」1份。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廢棄物處理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邱科長庭緯 

聯絡電話：(02)29532111 分機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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