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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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議長根煌 

黃議員桂蘭 
108/10/31 

受今(108)年度社團經費補助比例影響，老

人社團多無法經營，請市府研議恢復舊有

的 25%自籌、75%的市府補助。 

主計處 2 

2 黃議員桂蘭 108/10/31 

請研擬五股區民生用水管線故障修繕時間

之配套方案(翡翠水庫替代石門水庫水

源)。 

水利局 3 

3 黃議員桂蘭 108/10/31 請加高二重疏洪道左側(鄰五股側)堤防。 水利局 4 

4 黃議員桂蘭 108/10/31 請改善五股區成泰路淹水情形。 水利局 5 

5 黃議員桂蘭 108/10/31 

三重、蘆洲、五股電纜地下化，要明確訂

出期程，積極要求台電公司儘速全面地下

化。 

經發局 6 

6 黃議員桂蘭 108/10/31 
五股舊衛生所列入危樓，請市府協助修繕

補強並規劃設置老人共餐及銀髮俱樂部。 工務局 7 

7 黃議員桂蘭 108/10/31 
為改善五股交流道交通壅塞狀況，增設 65

線高架匝道進度為何？ 
工務局 8 

8 黃議員桂蘭 108/10/31 請加速推動五股泰山輕軌。 捷運局 9 

9 黃議員桂蘭 108/10/31 
建議市府協助國中小(1-8年級)全面加裝

冷氣。 
教育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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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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議長根煌、黃議員桂蘭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受今(108)年度社團經費補助比例影響，老人社團多無法經營，請市府研議恢復舊有

的 25%自籌、75%的市府補助。 

  

答復內容： 

有關議員所提請市府研議恢復修正規定前之補助社團經費 75%，社團自籌 25%一節，

考量本(108)年為修正規定實施後第一年，爰是否恢復修正前之補助比例，將俟本年

度結束後，視實際執行情形，再予以檢討。 

 

 

 

 

 

 

 

 

 

 

 

承辦局（處、會）：主計處 

承辦科（組、室）：公務預算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江視察文琦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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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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桂蘭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研擬五股區民生用水管線故障修繕時間之配套方案(翡翠水庫替代石門水庫水源)。 

 

答復內容： 

一、 自來水公司破管搶修時間依現況而定(如管障複雜度、交通等因素)。破管搶修時

的因應措施如下： 

(一)即時於台水公司官網公告停水訊息，包含停水區域及停水時間，並同時通知當地

里長及區公所及 po相關通訊群組，本府亦同步發送新聞稿週知。 

(二)台水公司若維修點經檢視有其他供水管線可支援，即以調整其他水路支援供水，

若搶修點確無其他備援供水方式，會臨時設置臨時供水站供民眾緊急取水使用。 

二、 五股地區目前供水水源為北水處翡翠水庫水源及板新廠石門水庫水源混合使

用，依豐枯水期稍有不同。枯水期石門水庫水源較短缺時，原則上五股地區供水

水源皆取自北水處翡翠水庫水源居多，而豐水時期因石門水庫水源較充裕，則板

新給水廠供應石門水庫水源較多。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水利行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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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桂蘭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加高二重疏洪道左側(鄰五股側)堤防。 

 

答復內容： 

旨案堤防業已完成設計作業，初估所需經費約 11.2 億，因經費龐大，持續向中央爭

取經費。108年 10月 25日經由行政院「五股疏左堤防高保護工程規劃建設會議」結

論，本案依 89 年行政院核定之淡水河系之分工原則，由中央負責該項工程，經濟部

水利署亦刻正研擬修正 99 年行政院核定之「臺北地區(社子島地區及五股地區)防洪

計畫修正報告」，俾利後續工進。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河川計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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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桂蘭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改善五股區成泰路淹水情形。 

 

答復內容： 

一、中興路 4 段 48 巷旁水利溝銜接成泰路雨水下水道，五股區公所於 108 年 10 月

28日完成清淤，加速排水。 

二、成州國小透保水工程於 108年 2月 18日完工、成泰路 1段 101、175號排水改善

工程於 108年 9月 14日完工，已減緩成泰路排水系統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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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桂蘭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三重、蘆洲、五股電纜地下化，要明確訂出期程，積極要求台電公司儘速全面地下化。 

 

答復內容： 

本府經濟發展局已請台電公司於 108 年 11 月 6 日提供轄內電桿未下地路段資料(約

1,800 餘條道路，共計 1,700 餘公里)，刻正函請各區公所於 11 月 30 日前盤點各未

下地路段之路寬資料及配合下地設置變電箱腹地空間情形，將俟盤點情形擬訂下地目

標並逐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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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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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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桂蘭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五股舊衛生所列入危樓，請市府協助修繕補強並規劃設置老人共餐及銀髮俱樂部。 

 

答復內容： 

五股舊衛生所地址為本市五股區中興路 4段 67之 1號，經查本府於 92年已有委託臺

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工作，依報告書結論及建議該建築物

「不需補強」，惟因結構體材料老化現象持續進行，需每年做例行性維修(如:混擬土、

磁磚剝落、鋼筋鏽蝕、油漆維護等)，故本府管理機關目前亦已刻正規劃辦理例行性

維修；待修繕完成後，五股區公所會再行評估是否適合設置供做老人共餐及銀髮俱樂

部之據點。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使用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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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桂蘭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為改善五股交流道交通壅塞狀況，增設 65線高架匝道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本案目前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辦理規劃作業中，預計 108 年 12 月確定路權範圍，全

案預計 111年開工、113年完工；本府刻正配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及後續用地取得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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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桂蘭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加速推動五股泰山輕軌。 

 

答復內容： 

一、 五泰輕軌可行性研究由本府 108 年 5 月 6 日第 6 次提報交通部審查。機廠規劃

於泰山農業區用地，已因應民眾意見，並將協調本府城鄉發展局於後續泰山楓

江整體開發計畫納入規劃，以保障地主權益。 

二、 近日因泰山區民眾對於路線規劃提出不同意見陳情建議，交通部於 108 年 8 月

8 日函文因民意尚未整合，請本府捷運工程局持續溝通說明後再行提報辦理後

續審議作業。本府捷運局於 8月 30日跟地主與陳情人討論意見，刻依地主建議

意見研議可行性方案與檢討規劃內容，亦積極與本府地政局及本府城鄉發展局

討論配合辦理塭仔圳都市計畫與市地重劃作業及推動泰山楓江地區都市計畫

案，預計 11 月 20 日再次向民眾說明計畫調整內容並彙整收納意見後，再次提

報可行性研究報告。 

三、 另查路線與機廠位於本府城鄉發展局已啟動「擴大泰山都市計畫（泰山楓江附

近地區）案」內，預計 108年 12月底前提出工作執行計畫書，後續規劃除以區

段徵收方式進行開發外，將一併研議其他開發方式，輕軌所需用地將以整體開

發計畫方式取得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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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定期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黃議員桂蘭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3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協助國中小（1-8年級）全面加裝冷氣。 

 

答復內容： 

一、本市「國中小各年段普通教室」數量達 1萬間以上，目前九年級已全部裝設完畢。 

二、冷氣安裝須配合電源改善，本府已規劃於 108年度、109年度進行校園電源檢測，

並於 109年度完成校園電源檢測。 

三、在學校將持續推動夏日高溫多元降溫方案：以斜屋頂、遮陽板、綠屋頂、噴霧式

灑水降溫系統、防曬網、可食地景或增加循環扇導入自然風降溫等方式輔助降

溫。整合有限的經費，挹注於「低碳」、「節能」、「生態」、「健康」及「永續」五

大核心面向，提供學生優質校園空間。 

 

 

 

 

 

 

 

 

承辦局（處、會）：教育局 

承辦科（組、室）：工程及環境教育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謝糧蔚股長 

聯絡電話：(02) 29603456 分機 2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