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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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次 

1 白議員珮茹 108/06/06 汐止吉林街拓寬工程進度為何? 工務局 2 

2 白議員珮茹 108/06/06 
汐止區康寧街拓寬及銜接匝道工程進度為

何? 
工務局 3 

3 白議員珮茹 108/06/06 
為加速汐止大同路拓寬工程，請先行檢討

都市計畫。 
城鄉局 4 

4 白議員珮茹 108/06/06 
建議將雙北論壇會議討論議題公布於官

網。 
研考會 6 

5 白議員珮茹 108/06/06 市府推動大汐止經貿園區具體目標為何？ 經發局 12 

6 白議員珮茹 108/06/06 
請市府加強金山萬里產業發展，帶動地方

經濟。 
經發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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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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議員珮茹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5 日 

質詢事項： 

汐止吉林街拓寬工程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為改善吉林街交通安全問題，本府已規劃先行針對吉林街瓶頸處(內二號疏散門至南

陽街路段)拓寬達雙向會車需求，刻正進行土地市價調查與拆遷補償費查估作業，並

已與土地及地上物所有權人辦理初步說明會議，目前辦理協議價購會議並同步進行設

計中，俟取得需用土地後辦理工程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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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議員珮茹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5 日 

質詢事項： 

汐止區康寧街拓寬及銜接匝道工程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本案有關康寧街拓寬工程，本府養工處已於 108 年 5 月 28 日辦理基本設計審查會，

核定顧問公司之基本設計方案，顧問公司已於 108 年 6 月 18 日將細部設計提送至本

府養工處，後續辦理細部設計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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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議員珮茹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5 日 

質詢事項： 

為加速汐止大同路拓寬工程，請先行檢討都市計畫。 

 

答復內容： 

一、 本府城鄉局於 108 年 6 月 18 日召開「汐止大同路一段與新台五路一段交叉

路口拓寬可行性」研商會議，邀集交通局、養護工程處、新建工程處及交通

部公路總局共同商討旨案事宜。 

二、 上開會議本府交通局表示因新台五路至南陽街路段，因該路段之大型商場

(Costco)車道出入口有高低差問題，拓寬之可行性尚須評估，倘工程上無法

克服，僅其餘部分拓寬則亦無法達到紓解車流之效益；倘該高差問題可克服，

仍需考量是否因商場出入動線須再配合調整，而影響路口交通紓解效率之問

題。中興路至新台五路路段部分，因現況大同路（大同路 1段 186巷至南陽

街）段上午尖峰時段內側車道實施往北市方向之調撥車道，故該段中段雙向

皆僅有 2 車道，惟外側車道易受公車停靠及機車行駛而造成車流交織及回

堵，故倘拓寬 1 車道空間，可再併配合中央分隔島調整，規劃雙向均配置 1

左轉車道、2 直行車道，略可改善車流壅塞情形，惟其效果並非明顯，且現

況坐落數棟地上物，恐涉及龐大拆遷費用及影響當地民眾權益，須併同考量

其經濟效益，倘評估用地拆遷費用過高，則建議暫維持現況。 

三、 本案刻請本府新工處協助估算上開拓寬工程涉及之綠地用地開闢作道路相

關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用予本府交通局評估是否有開闢作道路之必要性，

倘本府交通局評估確有需求，本府城鄉發展局將納入汐止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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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組、室）：都市計畫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逸智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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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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議員珮茹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1 日 

質詢事項： 

建議將雙北論壇會議討論議題公布於官網。 

 

答復內容： 

一、 雙北合作交流平臺每年召開 1次市長層級會議、半年 1次副市長層級會議，並由

8大小組按季召開合作協調會議。 

二、 目前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總計 122項合作案，其中 97項已完成，另 25項依預定進

度辦理中（如附表），相關資訊已公布於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官網。 

 

 

 

 

 

 

 

 

 

 

 

承辦局（處、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組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專門委員瑞玲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8639 

  



7 

  
 

一、 交通組  

案件名稱 進度 

雙北市快速道路導引標誌系統整合 已完成 

兩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整合計畫 已完成 

新增跨市快速公車 已完成 

雙北大眾運輸旅運行為分析及應用 已完成 

新莊線三重站（捷六）基地聯合開發案 3 樓公益設

施捐贈事宜 
已完成 

臺北都會區高快速路網交控整合 已完成 

2017臺北世大運選手村交通影響改善 已完成 

捷運公車雙向轉乘優惠經費由公務預算支應暨雙

北捷運公司股權比例分配 
已完成 

推動大眾運輸月票服務 已完成 

跨市橋梁增設自行車道 執行中 
捷運路網擴建計畫 執行中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 執行中 
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未來營運相關事宜 執行中 

 

二、 產業民生組 

案件名稱 進度 

雙城產訓合作 已完成 
雙城產業合作 已完成 
合辦就業博覽會 已完成 
雙北農產品展售交流 已完成 
內科產業支援設施用地開發 已完成 
節能經驗分享會 已完成 
雙北動物保護案件聯合稽查 已完成 
金銀珠寶產業-誠實標示 已完成 
雙北設計產業交流 已完成 
商圈觀摩 已完成 
銀髮產業媒合會 已完成 

附表 



8 

案件名稱 進度 

研議雙北批發市場合作可行性 已完成 
本府支援臺北市府舉辦之世大運活動，研議提供新

北伴手禮或特產 
已完成 

板橋 435 藝文特區 已完成 
雙北青年農民交流觀摩合作 已完成 
智慧城市產業發展趨勢國際論壇合作案 已完成 
建立雙北批發市場不合格農產品通報機制案 已完成 
臺北友善店家計畫案 已完成 

寵物食品查獲抽驗不符合「寵物食品原微生物與有

害健康物質種類及安全量標準」之案件協處合作 
已完成 

林口區公園用地取得成本分攤 執行中 

 

三、 環境資源組  

案件名稱 進度 

淡水河系污水截流站最佳化操作 已完成 

建立兩市污水處理共同分擔分享機制 已完成 

雙北連絡橋梁道路清潔維護 已完成 

雙北再生家具合作計畫 已完成 

建立共同取締汙染之聯繫機制 已完成 

兩市鉛管汰換執行合作 已完成 

臺北赤蛙復育與棲地營造 執行中 

雙城合作共飲翡翠水 執行中 

雙城合作安全用水 執行中 

 

四、 都會發展組  

案件名稱 進度 

兵役資源共享 已完成 

智慧城市資料共享平臺 已完成 

跨市便民服務措施 已完成 

法制交流平臺 已完成 

跨區受理調解服務 已完成 

共用雙北替代役人才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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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進度 

雙北法律實務研討會 已完成 

危安及陳情抗議預警通報機制 已完成 

雙北公共住宅開發及營運管理 已完成 

都市土地使用及營建管理 已完成 

國際合作 已完成 

雙北殯葬設施合作 執行中 

雙北標竿學習-兩市容積移轉制度經驗合作 執行中 

雙北市共同興辦社會住宅 執行中 
中正橋改建工程 執行中 

都會空間治理 執行中 

 

五、 教育文化組  

案件名稱 進度 

學習資源共享 已完成 

馬拉松兩市跨域合作 已完成 

高階文官人才培養 已完成 

雙北 104 年度公共政策與城市治理論壇 已完成 

特色文化宣揚 已完成 

共同申辦 2023亞洲運動會 已完成 

提供參與 2016 國際少年運動會各國選手體驗雙北

城市風貌 
已完成 

有效降低雙北市 16-18歲學生機車傷亡事故案件 已完成 

創造雙北雙贏-雙北高中教科書聯合議價 已完成 

共同籌辦 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 已完成 

戶外教學資源共享計畫 已完成 

雙北市立圖書館一證通用服務 已完成 

國際教育資源共享-國際扶輪外籍交換生文化體驗

課程 

已完成 

辦理 106學年高中以下藝術才能舞蹈班教學成果聯

合發表會 

已完成 

「2018 新北國際城市高中棒球邀請賽」邀請北市青

棒隊伍共襄盛舉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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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進度 

酷課雲開放本市師生使用新北 OpenID 登入，以利

共同推廣 

執行中 

行動天文館校園趴趴 GO！ 執行中 

 

六、災防組  

案件名稱 進度 

教育訓練分享與防災社區觀摩 已完成 

氣象情資交流 已完成 

跨區通報救援 已完成 

救護紀錄表統一欄位定義及交換標準案 已完成 

聯合救災演練 已完成 

災害防救系統研發共享 已完成 

特種搜救隊合作與交流 已完成 

避難疏散暨收容安置 已完成 

防火宣導大隊勤務協助與經驗交流 已完成 

兩市災害防救辦公室之參訪交流 已完成 

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合作案 已完成 

住宅防火對策 2.0 已完成 

大量傷病患通報及後送機制合作案 執行中 

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演練交流觀摩

合作案 

執行中 

 

七、 衛生社福組  

案件名稱 進度 

跨雙北外籍勞工安置服務 已完成 

家暴個案緊急庇護分工原則 已完成 

跨轄區身心障礙訪視合作 已完成 

未成年戒菸教育合作案 已完成 

減度防齲計畫 已完成 

雙北遊民名冊比對以及流動性之掌握 已完成 

兒少安置床位合作計畫 已完成 

跨市整合、資源合作，擴大日間照顧服務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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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進度 

體檢醫院合併使用 已完成 

雙北食材登錄平臺維護合作計畫 已完成 

雙北傳染病防治跨市合作 已完成 

雙北市立聯合醫院醫療資訊系統合作開發 已完成 

提升販售菸品予未成年稽查績效計畫 已完成 

雙北社區產業實地交流 已完成 

脫貧方案經驗交流參訪活動 已完成 

失智症照護合作方案 已完成 

三四級毒品講習合作案 已完成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專業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已完成 

社會福利機構床位查詢系統 已完成 

雙北心理衛生資源整合平臺 已完成 

雙北糖尿病共同照護網專業知識認證考試合作 已完成 

雙北市日間照顧中心每月收托空位查詢系統 已完成 

愛滋防治資源整合平臺 執行中 

雙北市感染管制課程 執行中 

雙北長照資源整合平臺 執行中 

食品業者衛生管理線上課程建置 執行中 

擴大跨轄區身心障礙訪視合作 執行中 

 

八、 觀光文創組  

案件名稱 進度 

北北基旅遊生活圈及海外宣傳案 已完成 

雙北藝文跨市合作 已完成 

北北基旅遊生活圈 已完成 

海外旅展共同宣傳 執行中 

旅遊網站資訊交流及合作 執行中 

推薦傑出團隊至雙北市文化藝術活動展演交流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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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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議員珮茹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0 日 

質詢事項： 

市府推動大汐止經貿園區具體目標為何？ 

 

答復內容： 

一、大汐止主要以生技、ICT、雲端及物流等作為群聚發展之核心產業，並結合產業

發展趨勢變化，計畫將汐止區的社后樟樹灣工業區、市中心工業區以及保長坑工

業區等 3 處地區規劃成為大汐止經貿園區的產業核心聚落，各地區產業策略如

下： 

(一)社后樟樹灣工業區為生技產業聚落核心：本工業區面積約為 141.57 公頃，因

鄰近內湖科技園區及南港經貿園區發展，已進駐台康生技業等生物科技業，為

生技產業發展重鎮。 

(二)市中心工業區為資通訊產業發展聚落核心：本工業區面積約為 29.92公頃，為

汐止早期發展核心，資通訊及相關科技產業已於該區形成聚落，包括宏基、緯

創等企業，為新北市 ICT上中下游產業鏈結核心地帶。 

(三)保長坑工業區將推動物流轉運中心：本工業區面積約為 95.13公頃，因鄰近基

隆港，有發展成為基隆港後側腹地貨櫃集散地之趨勢。知名運輸業則有長榮國

際儲運、中國貨櫃及東亞運輸倉儲汐止貨櫃集散站等，形成物流產業群聚。 

二、規劃產業輔導措施，並提供在地產業發展資源： 

(一)透過汐止都市計畫變更，將乙種工業區變更為產業專用區，提升當地產業發展

彈性，並可透過「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以提升產業用地容積率，增加產

業可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並回饋空間導入產輔團隊資源，除可解決產業缺地及

產業輔導課題，並創造該區就業機會。 

(二)建構產業間交流平台，如「新北市生技產業發展聯盟」及「新北市智慧城市產

業發展聯盟」，以加強水平或垂直廠商整合，並促進產業間的技術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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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帶領廠商主動開拓國內外市場，辦理出口拓銷及擴大採購活動，邀請國外買家

與新北企業對接交流，促進未來合作機會與商機。另已持續補助聯盟會員參加

生技展，除可展示新北生技產業量能，更可擴大產業商機。 

(四)協助產業技術升級及產業研發創新，持續辦理地方型產業創新研發計畫，補助

產業類別包括汐止重點產業如生技醫療、ICT 等，以加速提升新北市中小企業

之產業競爭力，促進新北市產業發展。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工業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員恆瑋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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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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議員珮茹 質詢日期 108 年 6 月 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6 月 21 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加強金山萬里產業發展，帶動地方經濟。 

 

答復內容： 

一、金山及萬里地區位於北觀海洋城邦區，擁有豐富的自然地景資源與文化資產，市

府已針對觀光行銷、精緻農業及海洋漁業方面推廣在地特色，型塑及輔導在地品

牌及商圈。另刻正規劃金山第一市場改建，改建後除了容納原有攤商及外部攤販，

並結合公托、社福單位、市民活動中心等多目標使用，滿足市民生活需求及活絡

民生經濟，打造市場新典範。 

二、觀光行銷方面，以北海岸地區老舊城市再發展為願景，發展城鎮之心工程計畫「金

山區中山溫泉公園及其周邊環境整合計畫」，藉由中山溫泉公園再造、員潭溪至

水尾漁港水岸及步行空間整理、山海聯絡步道整理等景觀改善，結合體驗在地特

色溫泉、人文與環境生態及豐富地方觀光產業，呈現質樸懷舊、慢活的城鄉風情。 

三、精緻農業方面，今(108)年度執行「打造萬金杜鵑鄉」計畫，將於萬金地區廣植

在地杜鵑 2萬株，並配合西洋杜鵑花期，辦理杜鵑音樂會及杜鵑海小旅，宣傳萬

金杜鵑產業。針對在地農產的部份，農業局自 104年起輔導農友友善耕作，並創

立彩田米品牌，協助彩田米契作銷售。此外，市府每年結合在地商圈辦理「新北

甘藷推廣」系列活動，創造優質、量產之農業產銷利基，提昇農村經濟及觀光價

值。 

四、海洋漁業方面，自 101年起將在地捕撈之花蟹、三點蟹、石蟳三種海蟹包裝整合

行銷，打造「萬里蟹」品牌，帶動整體漁業經濟及在地觀光，創造產值及周邊效

益達 13 億元以上。此外，為打造龜吼地區「螃蟹村」印象，已設置多處螃蟹造

型裝置藝術，並新闢螃蟹主題公園，豐富地方人文風貌，形塑在地共榮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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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工商企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員恆瑋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5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