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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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次 

1 廖議員先翔 108/10/30 請市府積極推動捷運汐止民生線。 捷運局 2 

2 廖議員先翔 108/10/30 
建議汐止公 8公園預定地配合汐止消防分

隊廳舍拆除一併開發規劃。 
工務局 3 

3 廖議員先翔 108/10/30 汐止消防分隊廳舍拆除後規劃情形？ 消防局 4 

4 廖議員先翔 108/10/30 
汐止崇德國小旁經濟部用地，建請研擬活

化再利用或與中央合作開發可行性。 
經發局 5 

5 廖議員先翔 108/10/30 

汐止建成路旁路外停車場用地及長安里貨

櫃專用道旁國產署用地，建請研擬活化再

利用或與中央合作開發可行性。 

財政局 9 

6 廖議員先翔 108/10/30 
汐止區公共設施保留地都計檢討進度為

何？ 
城鄉局 11 

7 廖議員先翔 108/10/30 建議市府多運用移動式監視器科技執法。 警察局 13 

8 廖議員先翔 108/10/30 
請市府提供電子化通訊錄，以達即時更新

並無紙減碳。 
人事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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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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先翔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積極推動捷運汐止民生線。 

 

答復內容： 

一、 汐民線於臺北縣時期，由臺北市提出計畫規劃內容。經協調由市境內路線長度

占 2/3 之臺北市為路線主管機關。本案經 104 年 6 月 24 日雙北市長協議及 105

年 3月 22日雙北交流合作會市長層級第二次會議結論，以「全線一次核定，分

期興建」方式辦理，係為發揮全線效益，也符合財務計畫規劃之財源挹注時程

及金額。並北市府於 104 年 8 月及 105 年 4 月提報綜規報告至交通部時函亦敘

明，雙北共識為全線核定、分期興建並優先興建東湖站至汐止路段。 

二、 北捷局已依環保署於 108年 7月 12日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意見修正第二期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並於 108 年 10 月 25 日提送環保署作審議。本府捷運局亦協助北

捷局作綜合規劃報告修訂作業，期盡速提報交通部同步審議。俟環評審議通過，

綜合規劃報告方可由交通部提報行政院審議及核定。綜規核定後，如臺北市政

府無推動意願，亦可由新北市政府主導興建第一期路線(新北市段)優先路段工

程汐止到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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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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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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先翔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汐止公 8公園預定地配合汐止消防分隊廳舍拆除一併開發規劃。 

 

答復內容： 

汐止公 8公園刻正辦理設計標上網事宜，預計於 109年初完成招標作業，另有關汐止

消防分隊遷移完成後，本府將研議遷移範圍與周邊公園之整體規劃，儘早嘉惠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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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先翔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0日 

質詢事項： 

汐止消防分隊廳舍拆除後規劃情形？ 

 

答復內容： 

本府消防局原評估汐止消防分隊廳舍原址重建方式，惟該基地使用分區為公園、綠地

其建蔽率 15%、容積率 30%，經評估面積無法滿足消防廳舍需求，因此將另覓土地辦

理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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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廖議員先翔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8日 

質詢事項： 

汐止崇德國小旁經濟部用地，建請研擬活化再利用或與中央合作開發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有關本市汐止區崇德國小旁之國有土地（本市崇德段 295、726、734、754地號），

經查係屬汐止都市計畫第二種住宅區及機關用地，現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管理使

用。 

二、經本府經濟發展局洽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旨揭土地現已由該局納入「建置度量

衡檢測基盤環境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預計於 110年至 113年興建地上 2層、

地下 1層之度量衡專業實驗室（如附件），暫無與本府合作開發之需求。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招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員恆瑋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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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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先翔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汐止區建成路旁路外停車場用地及長安里貨櫃專用道旁國產署用地，建請研擬活化再

利用或與中央合作開發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 經查建成路旁路外停車場坐落於汐止區建成路 178 巷(建成段 373、384 及 423

地號)，為國有第二種住宅區、部分人行步道部分道路用地，土地面積為 2,620.28

平方公尺，管理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產署北區分署已與本府交通局簽訂

委託代管契約，由本府交通局負責招商及營運管理，契約期間自 108 年 6 月 16

日起至 112年 6月 12日止，本府交通局刻辦理停車場設施建置中。 

二、 次查長安里貨櫃專用道旁國有土地，坐落於汐止區大同路三段 70 號與忠孝東路

間(建成段 23、29、30、43、54及 59地號)，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土地面積為

1,165.16 平方公尺，管理機關分別為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汐止區公所，依本市汐

止區公所 108 年 2 月 21 日新北汐經字第 1082624595 號函及 107 年 3 月 28 日會

勘紀錄等結論，刻由本市汐止區公所協調相關機關辦理路邊停車收費規劃、台電

及中華電信變電箱遷移、土地移撥等事宜，後續將由本市汐止區公所辦理施做(基

本鋪面及劃線作業)及開放停車後之場地維管。 

 

 

承辦局（處、會）：財政局 

承辦科（組、室）：非公用財產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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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先翔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汐止區公共設施保留地都計檢討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 本案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理本市 43處

都計區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並向內政部爭取地主回饋比例調降為 45%，以

獲取私有地主之支持。 

二、 本次清查本市轄內面狀公共設施用地(公園、學校、機關用地等)進行檢討，

主要採跨區整體開發(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進行檢討解編，經清查後，本市整

體規劃構想經內政部 107年 6月審查通過，本市轄內共有 35處都市計畫區需

進行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檢討作業，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約 295.22公頃，預計

可以解編 264.76 公頃，解編率約 89.68%，惟實際解編內容及數據，仍須依

新北市及內政部兩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竣核定內容為準。 

三、 承上，公設用地檢討因涉民眾權益及地區發展需求等議題，故為能加速辦理，

本府除於公展前邀中央、地方相關單位謹慎討論公展方案外，更採分區分階

段方式逐案辦理公展及都市計畫法定作業，以加速新北市及內政部兩級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目前已完成 8 處都市計畫公展作業，相關辦理進度說明如

下： 

(一)107年 12月 24日完成第一階段 6處(三重、新店、三峽、石門、澳底、坪林

水源)都計公開展覽作業，刻於市都委會專案小組討論中，其中新店、三峽、

澳底、坪林水源等 4處，預計 108年底前提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

通過後，續提內政部審議。 

(二)108年 9月 10日完成第二階段 2處(板橋、土城)都計公開展覽作業，現於市

都委會專案小組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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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都市計畫區，將分區分階段公展或納入刻正辦理之行政區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作業辦理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解編作業，以加速審議作業。其中汐止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通盤檢討，預計於 109 年上半年度啟動公開展覽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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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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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先翔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多運用移動式監視器科技執法。 

 

答復內容： 

一、 本府警察局現有移動式測速設備共 42組(包含箱型移動式 24組，槍型手持式 18

組)，分配至各分局使用，責由各分局妥善運用移動式測速設備，針對民眾反映

常有車輛超速地點加強取締。 

二、 本府警察局已建置科技執法網路平台，該局自行建置之科技執法設備(萬里隧道

及北宜公路區間測速、板橋車站違停偵測)偵測違規後將資料匯入平台，員警即

可透過電腦檢視違規資料取締。 

三、 除本府警察局自行建置之科技執法設備外，並與市府相關局處共同配合活用各單

位監控設備，目前交通局(大貨車禁行路段、限時停車格、通學巷)、高灘地工程

管理處(禁行路段)亦透過所建置之科技監控設備，將取得之違規資料交換至科技

執法網路平台，由警察局認證舉發。 

四、 有關輕便型可攜式或附掛式科技執法前端設備經洽詢各執法器材廠商尚在研

發，俟廠商開發完成後即可評估採購。 

五、 本府警察局將持續編列預算、爭取補助建置科技執法設備，以科技執法代替人工

執法，彌補人工執法之不足，以達防制交通事故、維護交通安全之目標。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交通警察大隊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賴股長義芳 

聯絡電話：(02)80725454分機 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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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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議員先翔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6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提供電子化通訊錄，以達即時更新並無紙減碳。 

 

答復內容： 

本案本府資訊中心刻正參考人事處現行作業方式規劃設計「電子化通訊錄 App」，預

計於 109年 5月完成系統建置。 

 

 

 

 

 

 

 

 

 

 

 

 

 

承辦局（處、會）：人事處 

承辦科（組、室）：給與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張專員瀞月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