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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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勝考等 31位

議員聯合質詢 
108/10/30 

為配合台 65線五股交流道增設匝道用地

取得事宜，請市府再次召開地方說明會。 
工務局 2 

2 
周勝考等 31位

議員聯合質詢 
108/10/30 

淡北道路辦理進度及與臺北市政府的協調

情形為何？ 
工務局 3 

3 
周勝考等 31位

議員聯合質詢 
108/10/30 

請市府向自來水公司爭取泰山區汰換老舊

水管線。 
水利局 4 

4 
周勝考等 31位

議員聯合質詢 
108/10/30 

石門水庫供應林口區的水質，何時可比照

翡翠水庫提升? 
水利局 5 

5 
周勝考等 31位

議員聯合質詢 
108/10/30 

建議市府運用動態號誌控制系統，針對雙

北交通路網進行分析及調控，以有效紓解

車流。 

交通局 6 

6 
周勝考等 31位

議員聯合質詢 
108/10/30 建議新北敬老卡擴大使用 ubike。 交通局 7 

7 
周勝考等 31位

議員聯合質詢 
108/10/30 請市府重視偏鄉交通運輸工具規劃。 交通局 8 

8 
周勝考等 31位

議員聯合質詢 
108/10/30 

五股泰山輕軌用地取得，應一併納入都計

考量。 
捷運局 9 

9 
周勝考等 31位

議員聯合質詢 
108/10/30 反對北宜直鐵(高鐵)行經翡翠水庫。 捷運局 10 

10 
周勝考等 31位

議員聯合質詢 
108/10/30 

捷運環狀況即將通車，其降噪改善方案為

何? 
捷運局 11 

11 
周勝考等 31位

議員聯合質詢 
108/10/30 

請市府向中央爭取補助經費規劃新北原住

民族文化園區。 
原民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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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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議員勝考等 31位議員聯合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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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台 65線五股交流道增設匝道用地取得事宜，請市府再次召開地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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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路權確定後，本府將召開都市計畫變更公展說

明會及用地取得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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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議員勝考等 31位議員聯合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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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北道路辦理進度及與臺北市政府的協調情形為何？ 

 

答復內容： 

一、 本案刻正辦理二階環評作業中，且經 108 年 9 月 25 日環保署專案小組初審會議

決議（略以）：「…本案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並應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

前據以補充、修正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待補正事項，包括：交通衝擊影響、

管制方式及交通改善規劃等、生態監測、空氣品質及防救災及應變機制等共 4項。

本府開發單位現已完成答覆意見撰寫，預計 108 年 11 下旬底提送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書初稿（第 5次修訂版）予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 

二、 另有關與臺北市協調情形部分，本案自 104年起啟動二階環評後，即積極與臺北

市溝通協調，除撰寫「臺北市路段交通影響分析報告」敘明北市交通影響及減輕

對策，且本案係「雙北合作交流平臺交通議題組」長期合作方案中討論案件，迄

今(108年 9月底)業已召開過 11次工作會議，臺北市交通局皆表達：「將俟二階

環評通過再配合審查」，雙北市首長更於 108年 2月 23日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第 5

次市長層級會議充分討論臺北市交通影響及減輕對策，並達成持續支持淡北道路

之共識，未來環評通過後不論設計階段、施工交維審查程序等將持續與臺北市協

調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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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議員勝考等 31位議員聯合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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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向自來水公司爭取泰山區汰換老舊水管線。 

 

答復內容： 

本府已於 108年 11月 4日、7日、13日召開「新北市能(資)源業務聯繫會報臨時會

議」，要求台水公司針對泰山區明志路一段破管段優先提出汰換計畫。因該路段屬交

通要道，台水公司刻研擬汰換工法及交維計畫，俟計畫經提送相關單位核定後，即

可開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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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議員勝考等 31位議員聯合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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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水庫供應林口區的水質，何時可比照翡翠水庫提升? 

 

答復內容： 

石門水庫主管機關係為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局)，經本府水利局

函詢北水局，該局 108年 11月 18日水北保字第 10853069380號函復如下： 

一、目前石門水庫原水品質係透過 26處水質自動監測系統及人工水質採樣來確保提

供乾淨的水資源，近期水質資料監測結果顯示，原水水質皆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

標準，集水區水源水質良好。 

二、106年度完工之中庄調整池工程，可於颱風時期肩負備援供水任務，確保石門水

庫濁度升高時之穩定用水。 

三、近來行政院環保署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執行水庫集水區點源污染削減作業，

可降低水庫污染負荷，改善水庫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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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議員勝考等 31位議員聯合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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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運用動態號誌控制系統，針對雙北交通路網進行分析及調控，以有效紓解車

流。 

 

答復內容： 

一、 本府交通局已針對本市聯外橋梁道路、交通脆弱路段及市區主要幹道號誌納入

交控中心連線，並與北市交控中心保持聯繫，可即時針對連線路口號誌進行秒

數調整，以有效紓解車流。 

二、 另與臺北市交通局研商，運用動態號誌控制系統以有效調控雙北道路，將挑選

雙北交界易壅塞路段進行合作調整。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交通管制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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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議員勝考等 31位議員聯合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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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 

質詢事項： 

建議新北敬老卡擴大使用 ubike。 

 

答復內容： 

一、 依老人福利法第 25 條：「老人搭乘國內公、民營水、陸、空大眾運輸工具、進

入康樂場所及參觀文教設施，應予半價優待」，故老人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不限

搭乘次數皆可獲半價優待。 

二、 為增進本市老人行的福利再促進其社會參與力及機會，依本府福利政策，再提

供其每人每月 480 點（即 480 元）免費搭乘公車，108 年預算約 8 億 3,259 萬

2,000 元整，108 年 6 月 1 日起，敬老卡及 65 歲（含）以上愛心卡持卡人免費

點數可擴大使用於臺北捷運沿線及新北捷運沿線，108 年即需增加支出約 2 億

4,638萬餘元。 

三、 倘擴大點數免費使用範圍至 YouBike，尚涉及相關系統修改與設備改版之費用，

後續每月費用支出金額更是龐大。 

四、 考量老人人口每年增加 3 萬多人，成長速度快，倘擴大點數免費使用範圍至

YouBike，經費勢必大幅增加，恐將排擠其他福利服務之經費支出，將再視市府

財政狀況再議。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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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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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議員勝考等 31位議員聯合

質詢 
質詢日期 108 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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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重視偏鄉交通運輸工具規劃。 

 

答復內容： 

一、 本市大眾運輸服務主要以鐵路、捷運及市區公車為主，考量偏鄉地區捷運及公

車較難抵達，輔以新巴士路線提供運輸服務，以滿足偏鄉地區的服務需求，目

前刻正檢討新巴士轉型服務，分階段轉型為市區公車，將持續與當地公所討論，

依地方需求評估新闢或調整公車路線或車型方式，以儘量符合偏遠地區民眾乘

車需求。 

二、 另偏鄉地區、原住民鄉鎮及市區公車路線涵蓋率偏低地區，本府交通局亦可輔

導區公所辦理交通部公路總局推廣之「幸福巴士」計畫，以提供大眾運輸服務

當地民眾搭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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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議員勝考等 31位議員聯合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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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股泰山輕軌用地取得，應一併納入都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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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捷運工程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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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周議員勝考等 31位議員聯合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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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北宜直鐵(高鐵)行經翡翠水庫。 

答復內容： 

一、 北宜直鐵於 108 年 7 月 24 日經交通部鐵道局召開研商綜合規劃重要議題及路

線方案選定會議，是日會議結論為建議以新方案一提報交通部，並於 1 個月內

完成報告書修正提報，方案內容簡述如下： 

(一) 新方案一：南港-坪林-頭城（沿國 5路廊，經翡翠水庫水源特定區），南港頭城

間距離 36公里，台北宜蘭間行車時間 37分。 

(二) 新方案二：南港-雙溪-大溪-頭城（大溪-頭城間走原有舊線，經東北角廢棄礦

坑與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南港頭城間距離 53 公里，台北宜蘭間行車時間

47分。 

二、 本府先前於相關會議表達，由於兩方案內容大部分均在本市境內，不論採行何

方案，於規劃階段時需進行相關環境保護相關措施，包括水庫集水區及水質水

量保護區等敏感地區，並與沿線居民妥善溝通。且本案執行後行經本市瑞芳、

雙溪、貢寮區之舊線，未來新線建設完成營運後仍需維持舊線列車班次服務水

準，以保障上述地區民眾行的權益。 

三、 另本案為中央城際鐵路計畫，由中央負擔全部經費，地方政府於方案確認後，

尚須配合相關審議內容，包括都市計畫變更、用地取得、水土保持、施工期間

交通維持計畫等，本府將在相關審議機制上把關，以將本計畫對本市的環境影

響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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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議員勝考等 31位議員聯合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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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環狀線即將通車，其降噪改善方案為何? 

答復內容： 

一、 目前捷運新北環狀線電聯車行經板橋區路段，噪音改善方式及成果說明如下： 

(一) 持續監測車輪真圓度，有失圓情形者，進行切削整圓，使電聯車行駛時，車

輪與軌道之接觸面維持最佳曲線。 

(二) 108 年 10 月底再次完成全線軌道拋光作業，以降低行駛時車輪與軌道間之

摩擦。 

(三) 將目前隔音牆型式效能提升，加裝吸音板與增加貼設吸音材之範圍於隔音

牆上方、軌道區及橋梁護欄，以增加噪音傳遞遮蔽範圍。 

(四) 轉彎幅度較大路段安裝軌道自動潤滑設備，可於電聯車經過時，自動噴灑潤

滑液，降低轉彎產生之尖銳噪音，並於 108年 8月底完成安裝，以本府捷運

工程局於 108 年 10 月 24 日與板橋區縣民大道及民生路社區共同進行噪音

量測為例，電聯車行經時，量得噪音值平均約 75分貝，較改善前量得 85分

貝，平均降低約 10分貝，且幾乎無尖銳噪音。 

二、 本府捷運工程局將持續進行噪音監測，以確保符合環保相關法令並減少噪音對

民眾之干擾，若有未達標準之情形，則會改善至符合規定為止。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環狀工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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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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議員 
周議員勝考等 31位議員聯合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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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市府向中央爭取補助經費規劃新北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答復內容： 

一、 本府前以 108 年 5 月 9 日新北府原教字第 1080794379 號函向原住民族委員會

申請「新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計畫（名稱暫定）先期規劃經費計新臺幣 250萬

元，案經該會 108年 6月 4日原民教字第 1080032778號函復以「建議先行辦理

財源評估，及諮詢族人使用意見後，再行報會研處。」在案。 

二、 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刻依前開函示積極進行後續相關作業，以儘速再行提報計

畫向中央爭取補助經費。 

 

 

 

 

 

 

 

 

 

 

 

承辦局(處、會)：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科（組、室）：教育文化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王科長翠瑩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