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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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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議員瑋姗 108/10/25 
板橋(浮洲地區)都計進度為何?採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 
城鄉局 2 

2 戴議員瑋姗 108/10/25 TOD納入浮洲車站可行性為何? 城鄉局 3 

3 戴議員瑋姗 108/10/25 板橋新橋營區用地取得進度為何？ 城鄉局 4 

4 戴議員瑋姗 108/10/25 
請加速浮洲地區聯外道路瓶頸打

通。 
工務局 5 

5 戴議員瑋姗 108/10/25 
建請浮洲地區污水下水道工程納入

第三期階段工程。 
水利局 6 

6 戴議員瑋姗 108/10/25 板橋浮洲氣象站用地進度為何？ 財政局 7 

7 戴議員瑋姗 108/10/25 

一、請市府重視女性權益及多元性

別並避免性別歧視。 

二、建議市府尋覓適合地點規劃性

別平權地景。 

社會局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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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戴議員瑋姗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5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板橋(浮洲地區)都計進度為何？採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 

 

答復內容： 

一、 查板橋(浮洲地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刻正於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

相關內容仍應以發布實施內容為準。 

二、 次查行政院函釋因都市計畫擴大、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時，

應辦理區段徵收，本案係屬新訂都市計畫，依據 91年 2月 7日發布實施「擬定

板橋（浮洲地區）細部計畫」案，開發方式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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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戴議員瑋姗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5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TOD納入浮洲車站可行性為何? 

 

答復內容： 

一、 TOD第一階段係依據高運量、雙捷運交會站等原則選定 21站捷運場站周邊地區

作為優先推動範圍，都市計畫案已於 108年 8月 29日公告實施。第二階段都市

計畫草案刻正辦理中，規劃內容考量 108 年底通車、年運量達 600 萬人次等原

則，篩選出 35 站捷運及鐵路場站作為適用範圍，其申請基地承接第一階段規

定，應符合基本要件，申請者除須繳交增額容積價金外，亦須協助創造公共利

益，應提供托老、托幼或社宅等公益性設施，並留設機車或公共運具停車空間

供公眾使用，以換取 20%～50%之增額容積量。 

二、 有關台鐵車站評估部分，本市轄內鐵路車站，除汐止、汐科、板橋、樹林及鶯

歌車站外，五堵、浮洲、南樹林及山佳等車站等因場站運量較低(未達 600萬人

次)，且場站周圍多臨河岸、山坡地、保護區等環境容受力較低之土地，又周邊

腹地狹小，因此不列入本階段適用場站；查浮州火車站屬簡易站當前年旅次運

量為 198 萬人次，爰承前開說明，尚不符合 TOD 原則所設定之高運量車站，故

未納入本階段適用範圍。 

三、 第一階段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案，板橋地區已納入府中、新埔及新埔民生等 3

站；第二階段都市計畫規劃草案再納入板橋、江子翠、亞東醫院等 3 站，後續

發布實施後即可適用。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綜合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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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戴議員瑋姗 質詢日期 108年 10月 25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板橋新橋營區用地取得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 國防部軍備局前於 107年 10月 1日國備工營字第 1070011456號函檢送 4處閒

置營區土地，請本府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以納入營改基金處分，本案尚在先期

規劃階段，由本府城鄉發展局作為溝通平台窗口，至今召開 4次工作會議，本

府後續預計將於 108年 12月底與國防部軍備局簽訂合作協議書，俾利本府辦

理招標事宜，另將持續與軍備局召開工作會議協商相關事宜。 

二、 新橋營區現行得依「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向國防部申請做「警

察緊急勤務使用」，惟該營區土地都市計畫變更後之使用單位，應俟土地完成

變更撥用予市府後，視市府政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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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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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戴議員瑋姗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5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加速浮洲地區聯外道路瓶頸打通。 

 

答復內容： 

有關貴席質詢事項，其中浮洲合宜住宅聯外道路至大觀路二段部分已完成開闢，另聯

外道路銜接至湳仔溝橋梁部分，如聯外 5道路(樂群路延伸段)之土地，開發方式為區

段徵收，因地主無法接受價購或一般徵收方式辦理，故後續將由本府城鄉發展局完成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審議後再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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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戴議員瑋姗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5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請浮洲地區污水下水道工程納入第三期階段工程。 

 

答復內容： 

浮洲地區目前區分為三個部分，相關辦理情形說明如後： 

一、 浮洲鐵路以北涉及區段徵收範圍，現由本府城鄉發展局辦理都市審議，後續由

地政局辦理區段徵收併同興建污水管線工程，水利局協助審查，預計 10~15年

完成。 

二、 浮洲鐵路以北屬非區段徵收範圍，本府水利局目前研議下列兩種方式辦理： 

(一)順利取得所有土地所有權人（約 100餘位）同意後進場施工，預計約 9年施作

完成。 

(二)辦理 2~3次說明會後依下水道法規定進場強制施作，並保留土地所有權人後續

徵收權利，預計約 6~7年施作完成。 

三、 浮洲鐵路以南之污水管網刻正辦理發包中，預計 109年起始施作，至 112年完

工。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污水下水道計畫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正工程司敏政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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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戴議員瑋姗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5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板橋氣象站搬遷後之空間如何使用。 

 

答復內容： 

一、 查板橋氣象站基地為國有機關用地，依 91年 2月 7日發布實施擬定板橋(浮洲

地區)細部計畫載明供中央氣象局使用，板橋氣象站預計於 2年內完成搬遷，該

搬遷後之基地，本府將規劃作為本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大觀派出所及消防分局大

觀消防分隊廳舍，並納入相關福利設施等使用。 

二、 為利土地整體規劃利用，本府警察局已於 108年 11月 15日函請本府城鄉發展

局協助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檢討事宜。 

 

 

 

 
 

 

 
 

 

 
 

 

 
承辦局（處、會）：財政局 

承辦科（組、室）：公用財產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美蘭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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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戴議員瑋姗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5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一、 請市府重視女性權益及多元性別並避免性別歧視。 

二、 建議市府尋覓適合地點規劃性別平權地景。 

答復內容： 

一、 本府已於相關會議管道中持續宣導各局處應重視女性權益及多元性別議題，避

免性別歧視。 

二、 經調查目前本府有做性平 CEO雕塑、地下道壁畫、工地圍籬彩繪以及性平友善

巷弄等，共有永和區、新店區、雙溪區、鶯歌區以及板橋區等 5區參與，詳細

內容分述如下： 

(一) 永和區公所於 106至 107年間，陸續與網溪國小、永平國小、秀朗國小、復興

商工、頂溪國小、永和國小、永和國中以及永平高中等學校合作，陸續完成轄

內共 9座地下道的活化，透過學生不同創作主題的性平圖像，呈現出在地多元

亮點。 

(二) 新店區公所碧潭橋頭天闊地下道是行人由環河路到碧潭風景區的必經之路，採

用崇光女中的性別平權畫作點綴地下道，並於二叭子植物園豎立性平 CEO的企

鵝暖爸玩偶雕塑，達到宣導性別平等、家務共享的功效。 

(三) 雙溪區公所於 108年間將景觀公廁以及雙溪車站地下道改造，除符合性別使用

比例改造公廁數量外，另於公廁外觀設置性平宣導圖像，雙溪車站地下道則融

入「家務分工、你我輕鬆」、「男女都好、生來是寶」等性平宣導等性平宣導圖

像，將性平概念畫作展示融入地下道工程，提供安全的行人環境，並落實性別

平等宣導。 

(四) 本府工務局與丞石建築開發有限公司合作，於鶯歌區龍三路工地，邀請當地鳳

鳴中學師生共同彩繪施工圍籬綠美化，以性平意象及青少年對家的期許為主

軸，將創意發想融入其中，顛覆民眾對施工環境以往認知的景觀面貌。 

(五) 板橋區龍興社區，在老舊社區中看見居民需求，透過路平、燈亮、水溝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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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暗巷，並結合台藝大師生彩繪打造性平友善巷弄，讓原本不起眼的暗巷甚

至能夠舉辦巷弄共餐、婆媽下午茶等活動。 

三、 有關議員提請市府研議多元性別地景案，擬再蒐集本市是否有合宜地點後，邀

集相關單位商討具體作法。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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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