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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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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三重溪美里溪尾街揚水站施作進

度？盼於 110年施作完成。 
水利局 3-4 

2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為提升新北污水接管率，建請盤點

108、109 年未施作污水下水道區域

且建議納入 110 年新的開口合約施

作，以增加接管率。 

水利局 5 

3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市府預計興設 2 處水肥投入站，建

議：(1)做好污染防制作業；(2)加

強清運車輛進出管制；(3)研議回饋

地方可行性。 

環保局 6 

4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二重派出所廳舍改建方案為何？ 警察局 7 

5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三重行政園區推動及規劃情形為

何？建請將當地公托、公幼需求納

入考量。 

財政局 8 

6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有關重陽消防分隊眷屬宿舍需求如

何因應? 
消防局 9 

7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重陽橋機車引道規劃進度為何？請

留意三重區仁義重劃區仁義街往重

陽橋壅塞、自強路往重陽橋路線是

否會保留等問題；機車引道匯流重

陽橋應注意安全設施及流量，另機

車迴轉處問題亦請協助留意改善。 

工務局 10 

8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建請市府建置社會福利機構(例如

托幼、老人福利機構、住宿型長照

機構)查詢網站。 

社會局 11 

9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建請市府建置托老、護理之家查詢

網站。 
衛生局 12 

10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銀新未來城建議：(1)整體外觀要一

致性。(2)功能多元化規劃。(3)未

來軟硬體應結合產官學、使用者端

及有意願廠商，以符合實際狀況。

(4)周邊街道應完善規劃，以提供市

民友善行走空間。 

衛生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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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數 

11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請持續推動國高中小校園透水保水

工程。 
水利局 14 

12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蘆洲區仁愛街及永安北路二段交叉

路口行人及車輛易衝突壅塞，請市

府研議解決。 

交通局 15 

13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三重第二行政中心推動情形? 城鄉局 16 

14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三重果菜市場都更案進度為何? 城鄉局 17 

15 李議員余典 109/10/21 有關光榮國中小校舍改建進度。 教育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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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三重溪美里溪尾街揚水站施作進度?盼於 110年施作完成。 

 

答復內容： 

一、本案於 109年 7月 17日辦理試挖，於溪尾街 27巷遭遇中華電信光纖幹管、中油

油管、雨水箱涵等障礙(如後試挖圖)，暫無法施作。 

二、本案將請顧問公司持續評估，若有可替代路徑則可納入 110年開口合約進行施作。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污水下水道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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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為提升新北污水接管率，建請盤點 108、109年未施作污水下水道區域且建議納入 110

年新的開口合約施作，以增加接管率。 

 

答復內容： 

有關本市未納戶部分，本府水利局針對各區未納戶清單，並就障礙可排除部分以開口

合約逐一完成接管，關於 108、109 年已會勘未施作之未納戶亦納入上述清單；另有

關「110年度新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未納戶接管工程開口契約」目前已送署報核，另

110年度中央補助款及市配款核定數尚未確定，現正進行相關建設經費盤整，待後續

中央補助款確認經費到位且足額辦理發包，並視障礙排除程度逐一完成接管。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組、室）：污水下水道計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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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市府預計興設 2處水肥投入站，建議：(1)做好污染防制作業；(2)加強清運車輛進出

管制；(3)研議回饋地方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本府環境保護局及水利局預計設置二處水肥投入站，投入站除站體外亦包含污染

防制設備。 

二、另本府環境保護局將研擬水肥投入站進廠管制辦法及投肥作業使用規範，以管制

水肥清運車輛及水肥品質，有關回饋地方可行性，將評估各方意見納入後續綜合

評估。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清潔維護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邱科長庭緯 

聯絡電話：(02)29532111分機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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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二重派出所廳舍改建方案為何？ 

 

答復內容： 

一、本案優先以民間捐贈公益設施方式辦理，本府警察局將配合城鄉局公告期程於

109年底前上網公告，屆時如有廠商捐贈公益設施空間，將極積爭取優先調配予

三重分局二重派出所廳舍，以節省公帑。 

二、如無民間捐贈公益設施空間，將提報本府明（110）年召開「111 年度各機關購

置或興建公有建物計畫（含用地取得）先期審查會議」，爭取納入三重交通分隊

及公有拖吊場共構新建工程。 

 

 

 

 

 

 

 

 

 

 

承辦局（處、會）：警察局 

承辦科（組、室）：後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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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三重行政園區推動及規劃情形為何？建請將當地公托、公幼需求納入考量。 

 

答復內容： 

一、三重行政園區開發案已完成可行性評估作業，未來將採都市更新方式引進民間資

金共同興建。本案刻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及劃定更新地區等相關作業，預計於 110

年啟動招商程序，112年動工，115年完工。 

二、本案基地開發後除保留原行政機關服務空間外，亦將考量市府政策及地方需求作

整體規劃評估。 

 

 

 

 

 

 

 

 

 

 

 

承辦局（處、會）：財政局 

承辦科（組、室）：開發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專員美蘭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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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4日 

質詢事項： 

有關重陽消防分隊眷屬宿舍需求如何因應？ 

 

答復內容： 

一、本府消防局重陽分隊業已納入「新北市三重區及新莊行政園區開發評估」公辦都

市更新。 

二、上述廳舍仍有 8戶合法借用之眷屬宿舍，依事務管理規則規定，合法借用戶准予

續住至宿舍處理時為止，後續將配合本府財政局行政園區之規劃期程後據以協調

住戶搬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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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重陽橋機車引道規劃進度為何？請留意三重區仁義重劃區仁義街往重陽橋壅塞、自強

路往重陽橋路線是否會保留等問題；機車引道匯流重陽橋應注意安全設施及流量，另

機車迴轉處問題亦請協助留意改善。 

 

答復內容： 

一、有關「三重區環河北路二段往臺北市方向增設機車道工程」刻正辦理規劃設計作

業中，預計於 110年完成設計及工程發包，112年底完工，並已將迴轉半徑、匯

入長度及行車視距等因素納入線型規劃考量，以期提供安全、舒適之行車環境。 

二、另既有自強路往重陽橋上橋匝道將保留，惟周邊整體交通改善及相關配套措施將

於後續視交通情形研議。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新建工程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正工程司逸銘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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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3屆第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10月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11月09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建置社會福利機構(例如托幼、老人福利機構、住宿型長照機構)查詢網站。 

 

答復內容： 

為便利民眾查找本市相關社會福利機構，本府業於 109年 11月 6日於社會局官網建

置社會福利機構查詢專區(查詢路徑：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查詢專區－社會福利機構

查詢)，以供民眾查詢使用。 

 

 

 

 

 

 

 

 

 

 

 

 

 

承辦局（處、會）：社會局 

承辦科（組、室）：綜合企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黃專門委員逢明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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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5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建置托老、護理之家查詢網站。 

 

答復內容： 

為利本市市民查詢，本市公共托老中心名冊以及護理之家名冊可於「新北市政府衛生

局網站」、「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以及「當我們老在一起」網站查詢： 

一、公共托老中心名冊： 

(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 

https://www.health.ntpc.gov.tw/basic/?node=203286 

(二)當我們老在一起網站： 

https://lkk.ntpc.gov.tw/home.jsp?id=3bd1e5a549243b43 

二、護理之家名冊： 

(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 

https://www.health.ntpc.gov.tw/basic/?mode=detail&node=831 

(二)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https://data.ntpc.gov.tw/datasets?keyword=%E8%AD%B7%E7%90%86%E4%B9% 

8B%E5%AE%B6&sort=hot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高齡及長期照顧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員雅涵 

聯絡電話：(02)22577155分機 1221 

  

https://www.health.ntpc.gov.tw/basic/?node=203286
https://lkk.ntpc.gov.tw/home.jsp?id=3bd1e5a549243b43
https://www.health.ntpc.gov.tw/basic/?mode=detail&node=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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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5日 

質詢事項： 

銀新未來城建議：(1)整體外觀要一致性。(2)功能多元化規劃。(3)未來軟硬體應結

合產官學、使用者端及有意願廠商，以符合實際狀況。(4)周邊街道應完善規劃，以

提供市民友善行走空間。 

 

答復內容： 

一、銀新未來城係採促進民間參與模式辦理整體規劃，建物整體外觀將於招商文件中

規範，同時為滿足市民對長照及基層醫療之需求，銀新未來城以「社區醫療、在

地健康」為理念及多次訪商與公聽會之結果，規劃整合醫療、長照及相關附屬服

務之功能，以符合產官學及使用者四方面之需求。 

二、因此未來將規劃高齡附服務住宅、托老托幼、運動相關設施、診所、共融公園、

銀髮產業、停車場及購物商場，同時考量民眾運動需求及步行空間，規劃周邊道

路退縮，以提供市民友善行走空間。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高齡及長期照顧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員雅涵 

聯絡電話：(02)22577155分機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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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請持續推動國高中小校園透水保水工程。 

 

答復內容： 

一、本府水利局目前優先選定鄰近易積淹水熱點區之學校施作透水保水工程，以有效

減緩短延時強降雨對於下游排水負擔治洪、提升周邊社區之防洪能力，將工程效

益發揮到最大。 

二、本府水利局目前已完成 5 座透水保水校園(中和區自強國中小、板橋國中、成州

國小、三重高中)，109 年度持續於三重區新北高中及汐止區金龍國小實施透保

水工程，目前刻正辦理三重區正義國小及永和區福和國中規劃作業，並爭取營建

署前瞻預算中，預計於 110 年度施作。後續本府將以每年二座的速度來推動執

行，並配合學校進行環境教育，將海綿城市的概念向下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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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6日 

質詢事項： 

蘆洲區仁愛街及永安北路二段交叉路口行人及車輛易衝突壅塞，請市府研議解決。 

 

答復內容： 

一、經觀察三和路配置為雙向各 2車道，且三和路右轉仁愛街為銳角，公車行駛於外

側車道右轉仁愛街時需禮讓行人通過，停等時占用三和路外側車道導致壅塞。 

二、本府將退縮案址路口仁愛街行人穿越道線以及停止線，使右轉仁愛街公車轉彎動

線較為順暢預計 11 月底前完成調整；另並觀察行人量可微調縮短行人綠燈秒

數，減少右轉公車停等行人時間，降低對後方直行車流影響，目前已完成調整，

已有改善公車右轉造成延滯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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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三重第二行政中心推動情形？ 

 

答復內容： 

一、查旨案基地位於捷運先嗇宮站旁，計畫面積為 56,891.03 平方公尺，係由乙種

工業區變更回饋捐贈 9,668.82平方公尺特定專用區（二）土地及 17,533.82平

方公尺公共設施用地予市府，並由申請人捐建約 19,500坪容積樓地板面積作為

新北第二行政中心，預計進駐機關包含本府警察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消

防局災害備援應變中心（第二應變中心）、交通局（含智慧運輸中心）、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資訊備援中心）、文化局、勞工局等機關。 

二、次查旨案業於 109年 7月 14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72次會議審議通過，

109年 7月 31日會議紀錄到府，刻依會議決議修正並與申請人簽訂協議書納入

計畫書後報內政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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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林秘書逸智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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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三重果菜市場都更案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有關本案更新事業計畫進度部分，本案實施者利百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 104年

12月 28日申請事業計畫，106年 11月 28日辦理公開展覽，目前共召開 3次專

案小組會議，因基地規模龐大涉且公私有土地交叉持分及地籍整理等多項技術執

行層面問題，以致長期土地紛爭不斷、陳情眾多，故先就技術層面執行議題(如

採 1宗建照或分照檢討、地籍整理分割)於 109年 3月 13日及 109年 6月 10日

召開 2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二、本案實施者於 109年 9月 11日檢送旨案第 4次專案小組版計畫書報府續辦，惟

本案須再釐清分期分區開發涉及權利變換執行之可能性及方案，故續於 109 年

10月 29日召開第 3次工作會議再就技術層面執行進行討論，結論請實施者以一

次都更及登記方式之原則評估方案後報本府續行後續作業。 

 

 

 

 

 

 

 

承辦局（處、會）：城鄉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都市更新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秘書逸智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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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李議員余典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1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有關光榮國小校舍改建進度。 

 

答復內容： 

一、光榮國小於 106年辦理校舍整建，交通局評估該區域因捷運蘆洲線通車後，確有

停車需求，故於光榮國小進行原地老舊校舍整建暨共構地下停車場工程。 

二、計畫內容包含新建 32 間普通教室、2 間電腦教室、8 間幼兒園教室、辦公室 13

間、圖書館、風雨操場、自立午餐廚房、地下共構 2 層停車場(汽車停車位 575

格，機車停車位 150格)。 

三、學校自 107年 11月 28日開工，該校幼兒園本體為地上 2層之 RC構造，並於 109

年 8月 31日幼兒園已經竣工營運。其他各棟大樓截至 109年 10月 31日預計的

工程進度為 61.55%，實際的工程進度為 61.81%，全校工程預計於 111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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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謝糧蔚督學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