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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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坤城 108/10/22 
建請市府依預算編列手冊編列學校

志工活動經費。 
教育局 2 

2 李議員坤城 108/10/22 
請市府研擬三重棒球場回饋周邊里

民使用方式。 
教育局 3 

3 李議員坤城 108/10/24 
請加速影音暨教學整合控制器建置

進度。 
教育局 4 

4 李議員坤城 108/10/22 
建議鴨母港溝上下游應一併整治，

以有效改善水質。 
水利局 5 

5 李議員坤城 108/10/22 
蘆洲永安南路配合台電電塔地下化

工程之交通圍籬何時撤除? 
經發局 6 

6 李議員坤城 108/10/22 
建議三重永發里綠家園(乙工用地)

變更公園用地。 
城鄉局 7 

7 李議員坤城 108/10/22 
爭取三重吉祥街與富貴街(重陽重

劃區)國產署用地興設社會住宅。 
城鄉局 8 

8 李議員坤城 108/10/22 
有關蘆洲南北側重劃區，建請研議

容積率放寬之可行性。 
城鄉局 9 

9 李議員坤城 108/10/22 
有關蘆洲南北側重劃區，建請妥處

抵價地分配比例問題。 
地政局 10 

10 李議員坤城 108/10/22 
有關蘆洲南北側重劃區，建議機廠

用地面積可縮小至 5公頃以下。 
捷運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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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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坤城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5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依預算編列手冊編列學校志工活動經費。 

 

答復內容： 

一、有關編列學校志工活動經費部分，原 108年度編列學校志工志願服務經費，僅

提供學校之保險與教育訓練或設備等補助經費，今年為提升學校志工志願服務

能量及凝聚其士氣，爰自 109年編列本市學校志工經費，補助各校志工所需總

經費為新臺幣 1,295萬元整。依學校規模以每校 12班為級距，本市共分為 9個

級距，其中每增加 1個級距，增加補助 1萬元為原則，做為補助學校辦理志工

教育訓練活動、保險、誤餐費及交通費等。 

二、教育局將俟本屆議會通過本項經費，自 109年開始實施，並在本項實施後 1年

再檢討與滾動修正，期建立可長可久的補助方案。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組、室）：特殊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股長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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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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坤城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研擬三重棒球場回饋周邊里民使用方式。 

 

答復內容： 

三重棒球場設施有轉播室、球員休息室、器材室、宿舍區及投打練習區等，本府基

於敦親睦鄰，鄰近里民有其使用需求將配合提供。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體育處) 

承辦科 (組、室)：運動設施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股長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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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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坤城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4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請加速影音暨教學整合控制器建置進度。 

 

答復內容：  

一、 有關本市「107學年度影音暨教學整合控制器」採購案進度，說明如下： 

(一) 本案規劃 1萬 600班每班配置 1臺整合控制器，截至 108年 11月 13日已

施工(未完成)班級共 4,978班，佔 72%，尚未施工班級共 1,932班，佔

28%，預計 108年 12月 22日完工。 

(二) 另有 3,690班因耐震補強擴柱工程暫緩施工。 

二、 有關本府教育局後續作為，說明如下： 

(一) 目前本府教育局已積極介入協調，發文要求廠商限期提出改善計畫，倘未

依契約規定履行者，本府教育局得依契約規定終止契約。 

(二) 本案已於 108年 8月 27日起採計逾期罰款，逾 1日罰款新臺幣 6.5萬

元。 

(三) 本府教育局每週定期召開履約進度會議，並要求廠商提供改善計畫且每日

提供建置進度。 

(四) 目前已依廠商所提交之修正版施工期程表監督進度，並依合約內容要求廠

商如質如實執行。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 (組、室)：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股長糧蔚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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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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坤城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鴨母港溝上下游應一併整治，以有效改善水質。 

 

答復內容： 

一、 鴨母港溝周邊已持續加速污水用戶接管，截至 108年 10月，污水接管率蘆洲

為 96.54％，三重為 93.46％，五股為 55.44％，又鴨母港溝流域內尚未接管

區域，蘆洲及三重區將會以全市開口契約協助接管，五股區則會以現有計畫標

案接管，預計於 111年可接管完成。另屬於農業區的部分則待重劃後一併整

治，目前則由本府環保局持續稽查違章工廠是否有符合放流水排放標準。 

二、 除前述污水接管持續辦理外，本府亦針對鴨母港溝排水流況改善、景觀優化及

改善水質等逐項辦理，說明如下： 

（一） 鴨母港溝增快排水流速改善，已於 107年 9月 26日完成，另因應鴨母港

截流站晴天截流雨天關閉的操作機制，鴨母港溝設置控制閘門工程，已

於 108年 8月 2日完工。 

（二） 鴨母港抽水站抽污泵新設工程，新設 1CMS抽污泵，搭配截流改善河道及

抽水站前池環境，於 108年 10月 31日決標，預計 109年 6月完工。 

（三） 鴨母港溝現況景觀優化，第一步驟：於河道堤岸兩側辦理綠美化工程，

改善護岸景觀，提升周邊整體環境品質，預計 108年底完成設計，109

年 7月完工。第二步驟：規劃「鴨母港溝景觀瀑布及補注水處理工程」，

增加 3000CMD清水進流量以改善水質，預計 109年底完工。第三步驟，

配合「鴨母港溝景觀瀑布及補注水處理工程」，於鴨母港子溝渠底辦理優

化改善工程，預計 110年 6月底完成。 

三、 鴨母港溝整治，本府水利局已列為專案辦理，持續追蹤辦理情形，並積極向中

央爭取前瞻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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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坤城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蘆洲永安南路配合台電電塔地下化工程之交通圍籬何時撤除？ 

 

答復內容： 

本案經洽台電台北供電區營運處表示，尚有土建及機電工程預訂於 108年底前完成，

屆時俟竣工後，預定於 108年 12月 31日前一併將交通圍籬撤除。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綠色產業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員恆瑋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526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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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坤城 質詢日期 108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三重永發里綠家園(乙工用地)變更公園用地。 

 

答復內容： 

一、 經查三重永發里綠家園土地，位於本市三重區永德段 914、1396、1396-1、

1400、1401、1401-1、1443、1443-1地號等 8筆土地，係屬 103年 9月 30日

發布實施「擬定三重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階段）」案之「乙種工業區」，產

權為國有，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本府城鄉發展局前於 103年辦理綠

家園專案，完成綠美化事宜，先予敘明。 

二、 復查三重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於 103年 9月 28日發布實施，有關旨揭乙種工業

區土地變更為公園用地一節，本局將於下次通盤檢討時研議旨揭土地是否變更

為其他適當分區。另倘本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就旨揭土地評估確有劃設公園用

地之必要性及急迫性，本府將循都市計畫個案變更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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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坤城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爭取三重吉祥街與富貴街(重陽重劃區)國產署用地興設社會住宅。 

 

答復內容： 

一、 本市青年社會住宅選址係以都會核心區及可無償取得之用地為優先，預計於

112年多元興辦 1萬戶以上，並持續滾動檢討市場區位及社宅需求，於市府財

政負擔可行原則下，以新北市核心地區進行籌備評估作業。 

二、 有關本市三重區富貴段 331地號管理機關為國有財產署(以下簡稱國產署)，

係屬三重重陽橋引道重劃區之住宅區，總面積為 2,258.87平方公尺，本府前

經 108年 10月 29日向內政部申請社會住宅先期規劃費用在案，俟通過補助

後將辦理評估作業。 

三、 另本府前經函詢國產署倘作社會住宅是否有償一節，經國產署 108年 10月 28

日函復該部分土地係屬抵稅地，抵稅面積為 1,328.38平方公尺，應辦理有償

撥用，以現行公告現值計算，土地撥用費用為約 2.3億元，爰該土地作社會

住宅需考量土地應有償撥用，後續將研議評估財務、土地及需求可行性。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住宅發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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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坤城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有關蘆洲南北側重劃區，建請研議容積率放寬之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 「變更大漢溪北都市計畫（蘆洲地區）（蘆洲南北側農業區專案通盤檢討）」案

及「擬定蘆洲細部計畫（蘆洲南北側農業區專案通盤檢討）」案自 108年 8月

15日起辦理公開展覽 30天，並於 108年 10月 17日召開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 

二、 有關上開專案通盤檢討公開展覽草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內規劃住宅區

（附）街廓，其符合附帶條件規定者：「1.建築基地規模 2,000平方公尺以

上。2.捐贈加給容積之百分之五十容積樓地板面積及其對應之土地應有部分，

優先提供老人活動、公共托老、公共托育、社會住宅或其他公益性設施使用，

且繳納經本府核定之管理維護費用，得免計容積。」，容積率得由 240%放寬調

整至 280%。 

三、 上開專案通盤檢討案仍於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程序中，後續仍應依審竣發布實

施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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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坤城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5日 

質詢事項： 

有關蘆洲南北側重劃區，建請妥處抵價地分配比例問題。 

 

答復內容： 

查本案所屬都市計畫草案目前尚處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階段，區內公共設施及

相關配置後續仍須提經各級都委會進行審議。鑑於前開審議期程無法確切掌握，且

開發費用（含土地市價、開發工程相關費用、補償費…）尚涉實際開發前現場查調

並受市場景氣波動影響，致抵價地比例目前未能有效推估，故本案抵價地比例續將

俟都市計畫經內政部都委會小組審議大致抵定後，由本府地政局依區段徵收實施辦

法第 16條規定綜合評估各項因素合理訂定，並併同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提報內

政部預審通過後確定。 

 

 

 

 
 

 

 
 

 

 
 

承辦局（處、會）：地政局 

承辦科（組、室）：區段徵收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陳股長建文 

聯絡電話：(02) 29603456 分機 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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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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坤城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有關蘆洲南北側重劃區，建議機廠用地面積可縮小至 5公頃以下。 

 

答復內容： 

北機廠用地規模檢討於今（108）年 6月 13日、7月 18日、7月 25日、9月 12日

經本府捷運工程局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及本府相關單位研析討論，已朝向使用

部分集賢環保公園用地並縮小北機廠規模之方向規劃配置，目前朝向縮減使用農業

區整體開發區用地至 5公頃以內方向研析，並進行北機廠設施相關配置細部設計作

業中，俟確定縮小規模方案後，將續提市都委會審議後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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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