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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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明義 108/06/06 請研議林口交流道具體交通改善措施。 交通局 2 

2 陳議員明義 108/06/06 
新莊新海橋機車道改善建議：(1)人行道改

機車道；(2)增設人行通道。 
交通局 3 

3 陳議員明義 108/06/06 
請市府重新評估環狀線(二階)五股站位

置。 
捷運局 4 

4 陳議員明義 108/06/06 
請市府評估提供身障者比照新北敬老卡優

惠之可行性。 
社會局 7 

5 陳議員明義 108/06/06 建議市府提高學校志工福利經費。 教育局 8 

6 陳議員明義 108/06/06 請市府重視五股垃圾山空污問題。 環保局 9 

7 陳議員明義 108/06/06 
請市府提供新莊、蘆洲及林口分局員警人

數，以利本席協助提供經費製作透氣制服。 
警察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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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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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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研議林口交流道具體交通改善措施。 

 

答復內容： 

一、 有關林口交流道改善，本府交通局自 103 年起委請顧問公司針對林口交流道立

體化改善方案進行可行性評估；另 106年起亦與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合作辦理「國

道 1號林口交流道周邊區域道路服務效能提升計畫」。惟受限於林口交流道周邊

地形條件、五楊高架及機場捷運之高程、墩柱位置影響，經評估各方案縱坡均

無法符合高公局規定之建議值，故立體化工程經專家學者建議不可行。 

二、 另有關林口交流道立體化改善再評估部分，本府交通局已於 108年 5月 20日起

委請顧問公司就工程可行性之相關評估數據進行盤點檢核，並以延伸新增匝道

起、迄點等方式尋求可符合高公局縱坡度、曲線半徑等設計規範之工程可行方

案，以更新評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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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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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莊新海橋機車道改善建議：(1)人行道改機車道；(2)增設人行通道。 

 

答復內容： 

有關建議新海橋(往新莊方向)人行道改機車道銜接至新莊外環道部分，因涉及橋梁結

構及高灘地空間檢討，將再邀集本府養工處及高管處等相關單位研商其可行性。預計

於 108年 7月 5日前回覆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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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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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重新評估環狀線(二階)五股站位置。 

 

答復內容： 

一、 環狀線第二階段綜合規劃報告 108年 5月 31日經行政院函文核定，新北市段場

站位置之都市計畫變更於 108 年 5 月 6 日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臺

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下稱北捷局）於 108年 5月 24日檢送修書圖予本府城鄉

局，108年 6月 19日本府城鄉局核轉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二、 北環段路線進入新北產業園區方案，以綜合規劃報告之核定內容係接續環狀線

第一階段 Y19 高架車站，於五工路設置出土段，以 5.25%之坡度由高架轉入地

下，於五工路、五權路路口南側設置 Y19A地下車站後，向東轉至五權路離開新

北產業園區。因五工路為新北產業園區內路幅最寬道路，該出土段經檢討於施

工期間及完工後仍能維持五工路雙向各 1 快車道及 1 機車道通行，橫向道路交

通僅阻隔五權二路，現況五權二路為單向 15.5公尺道路，造成道路阻隔對交通

衝擊影響較低，且對於貨櫃車進出動線經評估仍具可行性。 

三、 有關捷運路線自五工路向北延伸以高架方式跨越國道高速公路至五股垃圾山增

設站一節，經本府捷運工程局於 108年 6月 13日邀請北捷局及本府相關單位研

商後，初步評估說明如下： 

(一)捷運路線如以高架方式續沿五工路跨越大窠溪、國道 1 號高速公路轉向東沿高

速公路北側東行，查五權路至五工一路之五工路道路狹窄，現況為雙向僅各 1

車道之 15.5 公尺寬道路（含路邊停車格），兩側廠房密集，倘於道路上設立墩

柱 3米寬，施工期間因橋墩基施工所需約 7-8米路幅，將嚴重影響此路段交通，

且完工後路邊停車格需取消。目前尚無高架路線布設於 15 公尺以下道路之案

例。考量噪音、振動及對周邊兩側鄰房的消防、逃生及救災動線的影響，倘在

此段五工路布設高架捷運尚需另行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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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開新北產業園區後需跨越大窠溪，而大窠溪南北兩側堤坊均已被高速公路主

線、五楊高架橋和汐五高架橋所佔滿，此段跨越距離約 200 公尺，有其工程上

的限制，需進一步研析可行性；如在河道中落墩以縮短跨距，亦有影響排洪需

進一步研析並提送水利單位審查。 

(三)倘以高架方式跨過大窠溪和高速公路高架橋，後續路線長度僅約 400 公尺長，

不足以依規範之最大坡度至堤防前完成下地，進而以地下方式穿過二重疏洪

道，且沿線無既有道路，都有私有地涉及大量建物拆遷及用地取得課題。（參考

汐五和五楊高架橋高程約 21公尺，再加公路所需淨高及軌道梁厚度，概估捷運

需以高程 30 公尺跨越高速公路。另二重疏洪道地表高度約 10 公尺，考量捷運

隧道高度及上方覆土所需深度，概估捷運抵達二重疏洪道前高程需降至-5 公

尺，扣除轉彎段和設站所需水平路線約 150 公尺，剩餘水平路線 250 公尺需下

降高程 35 公尺，換算坡度達 14%，遠大於規範值 6%）。另倘以高架方式至 Y19B

站，則 Y19B站亦會變成高架車站，後續在蘆洲、三重段仍有出土段用地難尋的

課題，需進一步研商。 

(四)本案路線型式和車站位置已奉行政院核定，預計於 110 年開始動工，目前正開

始細部設計前置作業，未來於細部設計期間，會送相關交通維持計畫予本府交

通局審議，施工前亦會辦理相關施工地方說明會。如現階段要調整路線和新增

車站，需重新提報計畫送審，延後原定 118年完工程的期程至少 3-5年以上。 

四、 由於環狀線第二階段綜合規劃報告已奉行政院核定，其路線、場站及其工程經

費亦經審定在案，倘重新評估環狀線第二階段五股站位置需修正已核定之計畫

內容。且五權路至五工一路之五工路道路狹窄，現況為雙向僅各 1 車道之 15.5

公尺寬道路，目前尚無高架路線布設於 15公尺以下道路之案例。另由於從五工

路跨越大窠溪及國道高速公路之距離約 200 公尺，之間因被高速公路橋佔滿堤

防兩側而不易落墩，及跨越高速公路段於二重疏洪道堤防前下地之長度不夠等

影響，五工路跨國道至五股垃圾山增站，尚須進一步於細部設計階段研商其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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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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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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身障者比照新北敬老卡優惠之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 依老人福利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不限搭乘次數皆可獲半價優待。 

二、 為增進本市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行的福利，本市再提供其每人每月 480點（即 480

元）免費搭乘公車，自 108年 6月 1日起，本府推行擴大敬老卡使用範圍試辦計

畫，使敬老卡及 65 歲以上愛心卡持卡人免費點數可擴大使用於臺北捷運及新北

捷運。 

三、 本市 108 年老人及 6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免費點數搭乘公車及捷運預算約新臺幣

9億 3,259萬 2,000元整（包括社會局預算新臺幣 8億 3,259萬 2,000元整及交

通局預算新臺幣１億元整）。若再將愛心卡免費點數全面比照敬老卡擴大使用範

圍，經費勢必大幅增加數千萬元，恐將排擠其他福利服務之經費支出。 

四、 針對身心障礙者的服務，本市有超過 500輛復康巴士，提供身心障礙者以計程車

三分之一的費率搭乘，便利身障者就醫就業就養及社會參與；設置輔具中心，輔

具補助項目達 180項，居全國之冠，亦提供二手輔具媒合服務，回收民眾不需要

的二手輔具，經專業人員維修整理後，免費提供予經評估有需求的民眾使用；成

立身心障礙者樂活大學，補助民間單位開設多元化課程，增加身心障礙者社會學

習及參與社區之機會，豐富其社區生活並推動身心障礙者休閒及文化活動。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老人福利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門委員逢明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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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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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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提高學校志工福利經費。 

 

答復內容： 

一、 本府教育局現有提供公立學校志工意外保險、獎勵表揚、榮譽卡申請、教育訓練、

值勤裝備及累積服務時數等福利措施。 

二、 本府教育局已檢討 108年度志工相關預算編列，惟已無經常門預算可補助學校辦

理志工參訪、聯誼活動。 

三、 考量本府財政困難，教育經費應盡量用在學生上，惟為慰勞學校志工參與服務之

辛勞，本府教育局將視財源情形酌予增加志工福利措施，並將所需經費列入 109

年度概算循預算程序辦理，以提升志工尊榮感，並號召更多志工繼續投入志願服

務，無私奉獻協助校園服務工作。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組、室）：特殊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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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詢議員 陳議員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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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重視五股垃圾山空污問題。 

 

答復內容： 

一、 五股垃圾山現況： 

（一）土地權屬紛雜，目前仍是非都市土地農業區，均非農作使用。 

（二）地面除鐵皮屋違建等用戶外，大部分呈現裸露無妥善管理狀態。 

二、 五股垃圾山查處策略： 

（一）短期策略： 

1.本府於 108年 6月 18日由侯市長率領市府公安小組聯合稽查，查獲涉及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區域計畫法、農業發展條例及建築法案件，將依

相關法令規定予以嚴懲。 

2.本府自 107 年 5 月起於五股垃圾山週邊加強聯合攔查砂石車共計 233 車次，違

規部分均依法告發。 

（二）長期目標：透過都市計畫方式徹底解決五股垃圾山所衍生之問題。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環保稽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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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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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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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提供新莊、蘆洲及林口分局員警人數，以利本席協助提供經費製作透氣制服。 

 

答復內容： 

一、 新莊分局：現有警職人員 485 人，刑事警察大隊配屬 36 人，交通警察大隊配屬

55人，共計 576人。 

二、 蘆洲分局：現有警職人員 359 人，刑事警察大隊配屬 39 人，交通警察大隊配屬

44人，共計 442人。 

三、 林口分局：現有警職人員 222人，刑事警察大隊配屬 24人交通警察大隊配屬 29

人，共計 275人。 

四、 上述分局警察官員額皆統計至 108年 5月 31日（不含行政人員）。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人事室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賴股長義芳 

聯絡電話：(02) 80725454分機 3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