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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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永福 108/10/28 
烏來都計應納入原住民族思維檢討

並輔導烏來區溫泉業者合法納管。 
城鄉局 2 

2 陳議員永福 108/10/28 

請市府協助翡翠水庫集水區(水源

保護區)建物修繕、興建農舍事宜，

另自治條例何時送會? 

城鄉局 3 

3 陳議員永福 108/10/28 

請市府研擬安坑高地社區自來水用

水改善及降低水費解決方案；並請

評估高地社區設蓄水池。 

水利局 4 

4 陳議員永福 108/10/28 

安坑輕軌預計 111年通車，請市府

於通車前研擬各社區至捷運站接駁

運具之配套方案。 

交通局 5 

5 陳議員永福 108/10/28 

請市府 1個月內提供安坑一號道路

闢建 40米道路及 25米道路所需經

費。 

工務局 6 

6 陳議員永福 108/10/28 
新店新烏路左轉華城路安坑交流道

進度? 
工務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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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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永福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烏來都計應納入原住民族思維檢討並輔導烏來區溫泉業者合法納管。 

答復內容： 

一、 本次辦理烏來水源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重點係在環境安全無虞、維護水

源水質水量目的下，保障原住民居住權益及配合溫泉管理計畫輔導業者土地合

法，自草案規劃階段已多次至烏來區召開地方說明會，至都市計畫審議階段亦邀

請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及新北市烏來區公所參與會

議及表達意見。 

二、 針對烏來區原住民之居住需求，已研議「原住民保留地興建自住住宅審查要點」

納入通盤檢討計畫書，在排除環境敏感區且公安無虞之前提下，既存建築得增、

改建，或無自用住宅者得申請新建。 

三、 另配合 98年臺北縣溫泉區管理計畫輔導合法化政策，已研議「申請變更為溫泉

產業專用區審查要點」納入通盤檢討計畫書，輔導烏來溫泉區內列管既有溫泉業

者，位於保安保護區內且非地質敏感區業者得申請變更為溫泉產業專用區，位於

河川區之業者因涉及水利法禁限建規定及河防安全，須遷移至合法地點設置，或

另於適合之保安保護區土地申請變更為溫泉產業專用區。 

四、 烏來水源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刻於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將提

108年 11月 22日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另臺北水源特定區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前於 108年 9月 17日草案審查會議通過，俟計畫書圖修正完妥後

續辦理公開展覽及都市計畫審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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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永福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協助翡翠水庫集水區（水源保護區）建物修繕、興建農舍事宜，另自治條例何

時送議會？ 

 

答復內容： 

一、 查「新北市都市計畫法施行自治條例（草案）」（以下簡稱自治條例）前已增訂保

安保護區內原有建築物之增、改建及拆除後新建以及新建農舍等規定，惟內政部

審查時表示保安保護區面積廣大，其管制條文較一般保護區之管制更為寬鬆，恐

有悖於劃設保安保護區之目的，故請本府就條件限制再行審酌後再送內政部審

查。 

二、 本府刻正全面性檢討自治條例條文草案內容，並以施行細則之架構啟動修正作

業，於待相關意見彙整並修正完成後，預計 108年 12月 31日前送議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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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永福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研擬安坑高地社區自來水用水改善及降低水費解決方案；並請評估高地社區設

蓄水池。 

 

答復內容： 

一、 本市高地社區，多採總表供水，總表後為私人內線，由建商興設加壓站，以接用

自來水後加壓送社區住戶使用，如安坑高地社區，多因設備老舊，衍生分擔水費

偏高，或加壓電費及維護費用偏高等問題需辦理改善。 

二、 安坑地區屬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供水轄區，本府水利局將於 108年 12月 10日前召

開會議，針對該類高地社區自來水加壓站用戶設備改善及配水池配置需求，請北

水處評估設蓄水池解決降低高地供水漏水及維護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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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永福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19日 

質詢事項： 

安坑輕軌預計 111年通車，請市府於通車前研擬各社區至捷運站接駁運具之配套方

案。 

 

答復內容： 

安坑輕軌位計有 9個站位，路線由安泰路與安一路交會處之機廠起，沿著安一路轉至

安和路，跨越國道 3號及中安大橋引道後至新店十四張地區；輕軌沿線各大型社區，

分別座落於安康路、安一路旁山區，各社區聯外大眾運輸以公車、新巴士及社區接駁

車皆有行經輕軌站位，提供民眾搭乘公車路線至輕軌站位轉乘。未來將配合安坑輕軌

工程期程，將於輕軌開通前規劃闢駛接駁公車路線或調整現有路線服務，並視當地需

求檢討班次，以利民眾利用。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運輸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葉簡任技正燿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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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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永福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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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個月內提供安坑一號道路闢建 40米道路及 25米道路所需經費。 

 

答復內容： 

有關安坑一號道路 2-4標，為減少環境衝擊且滿足目標年民國 130年交通需求，規劃

2-4標採 25米道路，所需工程費概估新臺幣 18億元，用地費概估新臺幣 15億元；

若採 40米道路則需工程費概估新臺幣 32億元，用地費概估新臺幣 2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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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永福 質詢日期 108 年 10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8 年 11月 21日 

質詢事項： 

新店新烏路左轉華城路安坑交流道進度? 

 

答復內容： 

一、 查新店新烏路左轉華城路安坑交流道屬新店區安坑一號道路第三期計畫範圍，

該計畫可行性及規劃報告業已完成，採以完全避開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且可與

灣潭重劃區內都市計畫道路銜接為選線原則，預估用地經費為 40.75億、用地

拆遷費為 23.5億、工程經費為 49.5億，總作業期程為 88個月，涉及灣潭重劃

區部分經查刻正辦理環說書重審作業；目前本案由本府城鄉局辦理通盤檢討中。 

二、 另有關華城路(安康路一段至華潭街)部分，已於 106年 9月完成拓寬通車，為

雙向各 2車道，路幅寬約 20公尺，路線長約 735公尺，改善上下班車流回堵問

題，節省當地社區民眾對外通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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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