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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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戴議員麗香 108/10/31 
林口通往八里主要道路後湖路(105市道)

興建環型高架進度。 
工務局 2 

2 鄭戴議員麗香 108/10/31 
淡水在地居民反對淡海輕軌行經淡水老

街，市府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 
捷運局 3 

3 鄭戴議員麗香 108/10/31 建議淡海輕軌與淡江大橋同時併行施作。 捷運局 4 

4 鄭戴議員麗香 108/10/31 
八里台北港特定區區段徵收公告地價過

高，增加地主稅賦負擔，請市府考量調降。 
地政局 5 

5 鄭戴議員麗香 108/10/31 三芝芝蘭公園海上平台規劃進度為何? 民政局 7 

6 鄭戴議員麗香 108/10/31 
淡水淡海段 253、253-1及 254地號土地閒

置多時，建議市府活化再利用。 
水利局 8 

7 鄭戴議員麗香 108/10/31 
請市府評估興建纜車串聯八里渡船頭至觀

音山可行性。 
觀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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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戴議員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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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口通往八里主要道路後湖路(105市道)興建環型高架進度。 

 

答復內容： 

本案第一階段(林口區中華路至北 79 線路段)刻正由本府養護工程處辦理道路拓寬工

程目前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中；另第二階段(林口高爾夫球場至八里長坑國小路段)因地

形及區位條件限制大，擬採環型高架推動，因工程技術複雜，仍須綜合評估安全性、

經濟性及結構量體，預計於 109年完成綜合規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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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戴議員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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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在地居民反對淡海輕軌行經淡水老街，市府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 

 

答復內容： 

一、 淡海輕軌第二期路線為串連淡水河岸沿線觀光景點及銜接轉乘捷運淡水站，完

善整體捷運路網、發揮運輸效益，經評估只做紅毛城或走中山路單軌雙向運行，

將致運量過低或班距過長而無法發揮運輸效益。 

二、 淡海輕軌第二期走淡水河岸邊可行性： 

（一） 經查交通部高鐵局(今鐵道局)於「淡海新市鎮聯外輕軌運輸系統可行性研究

暨初步規劃」即有評估輕軌行經金色水岸路線方案，當時臺北縣水利及下水

道工程局表示依據水利法，無法同意於金色水岸布設輕軌系統。 

（二） 另依「淡水捷運延伸線綜合規劃案」公聽會發言及書面意見回覆，針對民眾

走河岸邊之提案，回覆「可行性研究原研擬藍海線沿河方案，惟路線將位於

河川區域線內，依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表示，按照『河川區域內申請施

設運輸路便橋越堤路審核要點』規定，河川區域內不可設置永久使用性質之

交通設施，故藍海線沿河方案與水利法牴觸，於可行性研究已先予以排除不

納入後續綜合規劃討論」。 

三、目前仍以行政院核定行經淡水老街為推動方案，有關施工、營運方面相關疑慮，

將盡力與地方溝通，解決民眾疑慮，達成共識後才進一步推動輕軌建設。至於

改沿淡水河岸之路線，因涉及水利相關法規及水利單位意見，本府將再協調若

有解決方案，始可納入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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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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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戴議員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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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淡海輕軌與淡江大橋同時併行施作。 

 

答復內容： 

一、 八里輕軌可行性研究報告前於 106 年 11 月 17 日、107 年 4 月 30 日、12 月 22

日及 108 年 9 月 6 日共 4 次提送交通部審議，交通部鐵道局於 108 年 5 月 15

日辦理現地勘查，108年 6月 19日召開初審會議，本府依初審意見已於 108年

9 月 6 日修正報告函交通部審查，本府將積極爭取中央儘速審查及核定計畫，

以利早日服務淡水、八里地區民眾。 

二、 淡江大橋計畫及八里輕軌計畫，係許多地方居民及地方代表所期盼之建設，為

避免二次施工所帶來之影響，本府提送之報告書皆以配合淡江大橋 113 年完工

之期程調整，希冀中央能儘速核定八里計畫，以利兩計畫順利搭配。本府亦於

108年 2月 22日與交通部公路總局召開「八里輕軌與淡江大橋共構工程研商會

議」，雙方經開會討論後，均有共識朝同步施作、相互配合，且一次到位提供輕

軌服務，故將共同努力爭取中央儘速核定八里輕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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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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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戴議員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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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 

質詢事項： 

八里台北港特定區區段徵收公告地價過高，增加地主稅賦負擔，請市府考量調降。 

 

答復內容： 

一、 按內政部 88 年 8 月 24 日台內地字第 885163 號及 95 年 5 月 12 日台內地字第

0950077490 號函示，公告地價訂定應依循當年公告土地現值表、前次公告地

價、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濟狀況及民眾地價稅負擔能力等五項原則，復依內

政部 108年 6月 27日召開「研商辦理 109年重新規定地價及公告土地現值作業」

會議決議：「為使年度調整結果能有效反映於課稅結果，並促進各所有權人賦稅

公平，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檢視目前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地價區段地價占

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比，逐步調整各區段間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地價與一般

正常交易價格百分比不一之情形。」，考量地價稅的課徵係以促進土地利用為目

標，且為地方稅收穩定重要的來源，故公告地價訂定除考量市場波動，主要應

反映量能課稅的賦稅公平原則，並兼顧市府財政稅收及民眾負擔。 

二、 查 101 年臺北港特定區第二階段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區內土地由農業區變更為

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之可建築用地，並於 103年開發完竣，期間投入大量建設，

嗣於同年年底辦理公開標售，爰為反應開發利得，並參酌實價登錄及標售行情

調整 104、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至 105、107 年公告地價調整係以公告土地現

值 2成為原則，惟囿於原屬農業區之公告地價基期較低，為符合稅賦公平原則，

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通過，將本區 105年公告地價調整至 105

年公告土地現值 1 成；復因公告地價仍未達公告土地現值 2 成，為兼顧民眾稅

賦負擔，遂依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通過之 107 年調整原則，將

本區 107 年公告地價調整 30%，然本區 107 年調整後公告地價占公告土地現值

比例為 13.4%至 13.7%之間，仍低於本市公告地價占公告土地現值 2成之政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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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三、 本府地政局已責成轄區淡水地政事務所，調查該區不動產市場波動情形，於年

度作業時確實反映，並將民眾訴求納入地價評議作業參考，至 109 年公告地價

調整仍應參酌前述內政部釋示之 5 項原則及會議決議辦理，並提經本市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通過。 

 

 

 

 

 

 

承辦局（處、會）：地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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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戴議員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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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芝芝蘭公園海上平台規劃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 三芝區芝蘭公園海上平臺於民國 80年間興建，但因鑑定為危險建築無法補強，

故於 104 年 9 月拆除海上基座上方架高人行道，基座並未拆除。為結合在地觀

光資源，營造北海岸之獨特海景，公所將進行重建。 

二、 本案涉及海岸管理法規定申請許可相關作業，業經本府城鄉發展局許可公所將

既有突堤基礎改善，整建景觀平臺連接既有公園步道。另本府民政局已補助三

芝區公所委託規劃設計費用 100 萬元，目前規劃設計中，預計明年度爭取相關

經費進行工程施作。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方自治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長力友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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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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戴議員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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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淡海段 253、253-1及 254地號土地閒置多時，建議市府活化再利用。 

 

答復內容： 

有關本府水利局轄管之淡水區淡海段 253、253-1、254 地號屬污水廠用地，面積共

16公頃，現淡海段 253地號已有淡水水資源回收中心設備尚在營運，占地約 5 公頃，

主要處理淡水、竹圍及淡海新市鎮一期部分污水，目前該中心已達飽和。另淡海段

253-1、254地號約 11公頃土地，為因應淡海新市鎮人口擴張及二期開發，已規劃預

留作為擴建水資源回收中心使用，故前述 3筆土地已無剩餘空間可供他用，尚請諒查。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污水設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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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戴議員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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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評估興建纜車串聯八里渡船頭至觀音山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觀音山屬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範圍，相關觀光建設係由交通部觀光局北海

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下稱北觀處）辦理。經查交通部曾授權北觀處以

政府規劃公開徵求民間參與興建營運觀音山纜車，惟無申請人參與投資，後續北

觀處亦無自建纜車之意願。 

二、纜車係提供運輸功能為主要目的，應有足夠旅運數量來支撐纜車興建成本、營運

與維護保養費用。以臺北市貓空纜車為例，每年虧損約 1億元，營運虧損卻由市

民納稅埋單。故除非有極大旅運需求，否則政府興辦纜車事業之財務可行性不高。 

三、本府經評估編列預算自建纜車較不可行，如民間有願意自行規劃參與公共建設並

提出申請，本府將協助辦理。 

 

 

 

 

 

 

承辦局（處、會）：觀光旅遊局 

承辦科 (組、室)：觀光技術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余專門委員雅芳 

聯絡電話： (02)29603456分機 4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