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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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世榮 109/10/26 
於三芝區設置李登輝紀念圖書館可

行性? 
文化局 2 

2 陳議員世榮 109/10/26 

燃氣鍋爐已逐步取代燃煤鍋爐，惟

現行天然氣卻發生供應不足問題，

請市府協助解決。 

經發局 3 

3 陳議員世榮 109/10/26 

本市目前登革熱疫情處理情形為

何？由於封園時間過長，已造成農

損問題，請市府研擬補助措施。 

農業局 4 

4 陳議員世榮 109/10/26 

針對中央地方啟動新增未登記工廠

停止供電供水一事，建請市府給予

廠商緩衝改善時間。 

經發局 5 

5 陳議員世榮 109/10/26 
請說明樹林鐵路地下化或立體化案

辦理進度，及目前所遇困難。 
捷運局 6-7 

6 陳議員世榮 109/10/26 

若新北環狀線收回經營權，其新北

捷運公司如何營運？建請市府加強

宣導及鼓勵市民搭乘捷運，以提升

捷運效能。 

捷運局 8 

7 陳議員世榮 109/10/26 
請向大眾加強宣導少騎車、少開

車、多搭乘大眾運輸。 
交通局 9 

8 陳議員世榮 109/10/26 
建請市府將樹林山佳地區納入三鶯

文創整合計畫。 
文化局 10 

9 陳議員世榮 109/10/26 

有關柑園大橋與柑園二橋間，打造

親子水域空間進度，及向中央爭取

補助情形為何？ 

水利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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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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2日 

質詢事項： 

於三芝區設置李登輝紀念圖書館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興設李登輝紀念圖書館，進行其任內施政相關文物之蒐集典藏，需依「總統副總

統文物管理條例」辧理，中央主管機關為國史館，故仍應以主管機關意見為準。 

二、建置國家級圖書館係屬教育部權責，主管機關若未來擇於新北市設立總統圖書

館，本市將盡全力配合中央辦理並尊重家屬意願，提供相關必要之協助。 

三、另有關李登輝基金會撤銷籌建李登輝總統圖書館案，係經該基金會評估因社會輿

論對於 BOT案多所爭議，故李登輝基金會董事會於 104年 3月 12日召開會議決

議中止李登輝總統圖書館 BOT案之進行。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文化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常主任曉雲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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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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燃氣鍋爐已逐步取代燃煤鍋爐，惟現行天然氣卻發生供應不足問題，請市府協助解決。 

 

答復內容： 

一、本府經濟發展局前已邀集本市 7家天然氣事業單位，調查鍋爐改天然氣業者所遭

遇之困難，經查近期尚無工業用戶反映供氣量不足之問題。 

二、為主動掌握響應燃煤鍋爐退場政策之業者，在轉型過程是否遭遇困難，本府經濟

發展局已成立單一服務窗口，就天然氣管線敷設、價格疑慮及供氣量不足等方面

之問題，協助業者與天然氣事業單位妥善溝通排除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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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柯科長天祥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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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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2日 

質詢事項： 

本市目前登革熱疫情處理情形為何？由於封園時間過長，已造成農損問題，請市府研

擬補助措施。 

 

答復內容： 

本府衛生局業於 109年 10月 29日邀集農業局、民政局、法制局等單位進行研商，擬

定後續可行機制。 

 

 

 

 

 

 

 

 

 

 

 

 

 

 

承辦局（處、會）：農業局 

承辦科（組、室）：農牧經營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周技正佑軒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299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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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針對中央地方啟動新增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水一事，建請市府給予廠商緩衝改善時

間。 

 

答復內容： 

一、為因應工廠管理輔導法新制實施，本府自去（108）年 12月起於未登記工廠密集

之行政區陸續辦理 20餘場說明會及錄製宣導影片進行宣導；成立 24 小時 LINE 

群組提供諮詢服務；結合 8大銀行及民間資源，提供優惠貸款與優惠租售廠房等

相關因應作為。 

二、本府經檢討後給予業者 14 天陳述意見期；若陳述意見經認定屬既有之未登記工

廠則輔導納管，若陳述無理由或未陳述意見則處以命令停工，再於 30日內複查，

未停工者即執行停止供水、供電程序，並移送土管、建管機關續處。 

三、另考量廠商無法立即停工，需緩衝改善期間，本府經濟發展局亦於 9月 2日函文

經濟部建議應給予業者充分之反應時間供其解決既有訂單、員工轉介等問題；惟

經濟部於 10月 28日回文指示仍需依該部頒定之「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水作業

程序」辦理。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工業發展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柯科長天祥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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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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2日 

質詢事項： 

請說明樹林鐵路地下化或立體化案辦理進度，及目前所遇困難。 

 

答復內容： 

一、樹林鐵路立體化研擬方案計有原線高架化、原線地下化及改線地下化 3方案，改

線地下化方案雖有較高之工程可行性及更佳之外部財源可挹注工程建設，惟因車

站遷建造成鄰近樹林車站地區民眾強烈反對，遂以民意較支持之原線地下化方案

提供中央審議。 

二、原線地下化方案係利用既有鐵路廊帶闢建臨時軌及臨時站維持鐵路系統營運，惟

受限於樹林車站周邊地形且施工期間仍須維持臺鐵營運，初估將拆遷後站商業

區、農業及公設保留地內之既有建物超過 110處，用地費用超過 30.1億元，完

工後僅改善 1 處平交道，經濟效益益本比為 0.2，亦未達鐵路審議要點規定≧1

門檻值，財務計入周邊土地開發及租稅增額財源後，自償率僅-1.54％，未達鐵

路審議要點規定可獲中央補助所訂之最低門檻值 14％，財務效益不足部分則尚

須籌措 34億始達中央補助門檻，將加重本府財政負擔。 

三、交通部 108年 1月函復審查意見時，即說明該部刻研擬大平台審議要點，建議本

府俟該要點頒布後循程序辦理。經本府捷運工程局初步評估樹林車站朝向站區規

劃跨站式平台空間與周邊街廓整體開發評估，將有擴大容留面積、增加商業空

間、增加出入扶梯、連接土地開發大樓等優點，利用闢鄰鐵路之街道空間或其他

技術工法，以減少拆遷，提升財務與經濟效益。 

四、109年 5月起本府捷運工程局陸續拜會當地議員與鐵路沿線里長，說明樹林鐵路

立體化計畫推動困境，及規劃以平台連接前後站並整合規劃車站與其毗鄰地區人

車動線構想，均獲認同與支持，部分里長提出鐵路原線地下化應列為長期計畫推

動，另部分議員則分別表示以改線地下化或配合樹林調車場遷移辦理原線地下化

作為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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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鐵路原線立體化涉及龐大拆遷量且財務與經濟效益皆未過鐵路審議要點所訂最低

門檻，致多次提報審議亦難獲中央支持。改線地下化雖工程可行性及外部挹注財

源較佳，但完工後僅改善 1處平交道，經濟效益亦難達鐵路審議要點規定可行門

檻，且部分民眾反對車站遷建，增加推動困難性。而遷移樹林調車場除影響鐵路

營運調度，亦牽涉高鐵延伸宜蘭、宜花東快鐵、彰化鐵路高架新設花壇機務段等

多項中央及他縣市推動之交通建設計畫，非屬本府權責，推動時程亦較難掌控與

協調。另評估樹林調車場遷建情境下，雖可降低車站規模與成本並有較佳條件維

持施工期間既有交通，但因整體投資金額龐大，且僅消除 1處俊英街平交道，故

即便遷移樹林調車場，鐵路立體化經濟效益益本比仍難達到審議門檻值 1.0。 

六、爰此，樹林地區目前以捷運新北樹林線推動為優先，預計 117年完工，串連土城、

樹林、新莊地區，提供民眾便捷舒適的運輸服務。鐵路改善計畫則視樹林調車場

遷建及未來鐵路審議要點法規如辦理修正後，或地方發展條件與政策調整使計畫

符合中央法令規定要求與分攤經費原則，再行啟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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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卓正工程司文財 

聯絡電話：(02)22852086分機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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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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2日 

質詢事項： 

若新北環狀線收回經營權，其新北捷運公司如何營運？建請市府加強宣導及鼓勵市民

搭乘捷運，以提升捷運效能。 

 

答復內容： 

一、環狀線第一階段均位於本市境內，也由本府出資並自負盈虧，但相關營運決策，

如班距、票種、行銷、招商等因委託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北捷

運公司）營運管理，本府尚難主導規劃，接管後將可由本府選擇對新北市民最佳

之策略，同時接管後將維持票價不變，不影響民眾權益，未來促進環狀線與地區

發展及有效結合轉乘設施提供市民最後一哩路為考量來經營。 

二、環狀線通車後收到新冠肺炎影響運量，因國內疫情趨緩，加上民眾搭乘習慣的養

成，運量已逐漸提升，未來除了 10 處出入口聯合開發，完成後帶來運量，110

年安坑線完工亦可提升轉乘運量，還有疫情趨緩，桃園機場恢復榮景亦可帶來轉

乘運量，環狀線將與地方經濟發展結合來提升運量。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資財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卓正工程司文財 

聯絡電話：(02)22852086分機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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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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請向大眾加強宣導少騎車、少開車、多搭乘大眾運輸。 

 

答復內容： 

一、大臺北地區交通網絡發展以捷運、鐵路等軌道運輸為主幹，公車路線為支幹之運

輸服務逐漸成型，本市市區公車亦逐漸轉型為短程接駁服務。為提昇大眾運輸使

用率，本府交通局除增闢快速、跨巿公車路線，，另依彚集民眾提出特定時間、

地點闢駛跳蛙公車，並不定期檢討調整相關公車路線，建置妥善、完整的公車路

網，擴大公共運輸服務範圍，提升大眾運輸的可及性及便利性。 

二、目前搭乘本巿公車及捷運享有轉乘優惠、1280 定期票及敬老愛心卡每月 480 點

免費等優惠措施，相關優惠措施、路網營運服務，已運用發布新聞稿、官方臉書

等多元管道通路公告宣導，鼓勵民眾多加利用搭乘。 

三、此外，本府交通局目前亦辦理機車退出騎樓及公有停車位收費規劃等，期以交通

管理手段，減少使用私人運具，降低空氣污染，逐步提升大眾運輸服務品質，強

化公共運輸效能和服務，以滿足民眾通行需求，並朝向建構安全友善的交通場域

為目標。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交通安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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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2日 

質詢事項： 

建請市府將樹林山佳地區納入三鶯文創整合計畫。 

 

答復內容： 

一、土樹三鶯地區為本市溪南重點發展區域，為帶動溪南地區整體發展，配合新北市

立美術館之興建，本府規劃推動「三鶯文創整合計畫」，以新北市立美術館核心，

從鶯歌出發，將鶯歌地區打造成為藝術城，未來更將串連三峽地區，逐步整合各

局處軟硬體資源，透過點線面的方式，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促進溪南區域整體發

展。 

二、目前大漢溪左岸自行車道由鶯歌陶瓷博物館起，沿途經龍窯橋、柑園河濱公園、

鹿角溪人工濕地等至西盛河濱公園到三重環保河濱公園，再銜接二重環狀自行車

道至大臺北都會公園，串連鶯歌及樹林等行政區，為極具特色之休閒遊程。除上

述自行車串連外，未來「三鶯文創整合計畫」將透過藝文活動串連方式，串聯樹

林山佳地區，帶動樹林等周邊地區之發展。 

 

 

 

 

 

 

 

承辦局（處、會）：文化局 

承辦科（組、室）：美術館籌備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常主任曉雲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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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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世榮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6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2日 

質詢事項： 

有關柑園大橋與柑園二橋間，打造親子水域空間進度，及向中央爭取補助情形為何？ 

 

答復內容： 

一、有關本府水利局辦理「新北市柑園二橋水域遊憩空間可行性評估」案，業於 109

年 10月 19日核定在案，針對增設攔水堰營造水域空間方案，經評估尚具可行性，

惟該方案仍有攔水堰對周邊河防安全影響、石門水庫排砂操作對維護及堰壩壽命

影響、上游鶯歌溪水質污染問題及極端氣候下水域活動安全等問題待詳細研析。 

二、承上，本府水利局針對待研析問題將向中央爭取補助經費辦理規劃案，預計規劃

費用 800萬元(含規劃 300萬元、補充鑽探及測量 300萬元、生態檢核 200萬元)，

並俟經濟部水利署通知提報前瞻水環境第 5批次案件時，納入提報案件爭取補助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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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