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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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次 

1 黃議員俊哲 109/10/23 

環狀線板橋段降噪工程與台北市

溝通不良，如何處理？環狀線板橋

段隔音牆增設情形為何？ 

捷運局 2 

2 黃議員俊哲 109/10/23 
市府如何提升環狀捷運運量？如

何吸引民眾搭乘環狀捷運？ 
捷運局 3 

3 黃議員俊哲 109/10/23 
不良建商誘導市民買房事件頻

傳，請協助受害者並加強宣導。 
地政局 4-5 

4 黃議員俊哲 109/10/23 
市長官邸活化再利用計畫辦理進

度為何？ 
財政局 6-8 

5 黃議員俊哲 109/10/23 

應屆畢業青年初次尋職就業及兼

職轉正職相關補助情形為何？建

請鼓勵招商企業優先聘請新北青

年人。 

勞工局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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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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俊哲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環狀線板橋段降噪工程與台北市溝通不良，如何處理？環狀線板橋段隔音牆增設情形

為何？ 

 

答復內容： 

一、捷運新北環狀線沿線共 10處轉彎幅度較大路段，已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下

稱北捷局)於 108年 8月完成上行線(往新莊方向)10組油性軌道自動潤滑設備，

與下行線(往新店方向)10 組水性軌道自動潤滑設備安裝作業，可於電聯車經過

時，自動噴灑潤滑液，降低電聯車行駛產生尖銳噪音，經本府捷運局洽北捷局表

示，軌道自動潤滑設備近期均正常運作，噴塗劑量近期亦無調降。 

二、北捷局於 109年 2月底完成第一階段 3,353公尺長之隔音牆效能提升作業，採延

伸吸音板長度、增加吸音材範圍等方式，增加噪音遮蔽範圍，以改善噪音產生。 

三、另有關板橋區縣民大道路段第二階段隔音牆改善作業，本府捷運局已委託專案管

理廠商進行改善規劃，並已於 109年 9月提出評估報告，10月 28日由本府捷運

局召開評估報告審查會，專案管理廠商將續依核定成果製作改善工程招標文件，

預計 12 月底上網招標，本府捷運局將加速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以儘早降低電聯

車行駛噪音對沿線住戶之干擾。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局 

承辦科（組、室）：土木建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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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俊哲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市府如何提升環狀捷運運量？如何吸引民眾搭乘環狀捷運？ 

 

答復內容： 

一、環狀線通車後收到新冠肺炎影響運量，目前平均日運量已達 4萬 2,000人次，9

月 30日創收費以來最高運量 52,057人次，已較三月收費通車時高，可見市民已

經逐漸使用環狀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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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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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俊哲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0日 

質詢事項： 

不良建商誘導市民買房事件頻傳，請協助受害者並加強宣導。 

 

答復內容： 

一、按「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四、經紀業：指依本條例規定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

之公司或商號。五、仲介業務：指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

務。…」、「經營經紀業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

記；…」、「經紀業經主管機關之許可，辦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加入登記所

在地之同業公會後方得營業…」、「非經紀業而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者，主管機關

應禁止其營業，並處公司負責人、商號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分為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4、5、7、32條所明定，故有

關未依法取得不動產經紀業許可之個人或公司商號，倘經查獲有非法經營仲介或

代銷業務之相關具體事證，即可依上開規定予以裁罰。 

二、有關貴席關心不良建商誘導市民買房事件，本府地政局前於 109年 10月 30日已

主動聯繫並邀集自救會民眾至局內瞭解案情，會談過程民眾表示乃透過化名「江

媽」廖美玲與其團隊成員開設之投資理財講座及親友介紹得知成屋建案「金富帝

寶」相關資訊，講座內容標榜以「低頭款、建商無息借款」方式購買該案，嗣後

再透過團隊成員進行帶看並交付定金後，進而與金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簽立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故前述團隊成員似涉有非經紀業而執行仲介業務之情事，惟因民

眾購屋時間多落於 105至 107年間不等，且初步了解民眾多數簽約後似未取得相

關書面資料之副本或影本，故有關江媽團隊成員涉違規之具體事證，已提醒自救

會民眾加強蒐集提供(如:案關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委託購屋之授權書、定金收

據、相關銷售廣告等相關文件)，是日本府地政局並與民眾互相留下聯繫窗口俾

利後續提供相關事證，收受後將函請涉案相關人提出書面說明，查明後如說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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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將依上開規定予以裁處。 

三、本府地政局為保障消費者權益，維持市場交易秩序，將持續辦理不動產交易安全

宣導，並持續辦理業務檢查、加強查緝非法業者： 

(一)多元辦理不動產交易安全宣導：為建立消費者正確的不動產交易知識，本府地政

局及所屬地政事務所除利用舉辦各種活動，加強宣導不動產交易安全相關課題；

而因應近來詐騙交易及預售屋銷售等各項時事，本府地政局將以行文相關不動產

公會、發佈新聞稿、FB 宣導等方式周知業者及民眾，俾促使業者自律並提升民

眾消費者意識。另考量不動產交易涉及繁雜法令及規定，本府地政局於網站建置

有「不動產交易安全專區」、「不動產交易懶人包」、「不動產消費糾紛線上申訴」

等專區，提醒民眾購屋流程應注意之事項及獲取不動產交易安全資訊之管道。 

(二)持續辦理不動產經紀業業務檢查、加強查緝非法業者：本府地政局訂有不動產經

紀業業務檢查作業要點，針對民眾檢舉有違法或非法營業之虞者，或是已發生消

費糾紛之業者，得優先進行業務檢查工作，經查本(109)年度迄今本府地政局已

受理民眾陳情檢舉及消費糾紛案件計 662件，其中針對業者執行業務違規情形裁

罰計 32件，查獲非法業者裁罰計 14件，裁罰金額共 346萬元。惟為督促合法業

者執行業務遵守相關規定，並加強打擊非法業者，後續仍將持續辦理業務檢查工

作，促進市場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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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黃議員俊哲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市長官邸活化再利用計畫辦理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檢送板橋區府中段(市長宿舍)更新案說明資料 1份。 

 

 

 

 

 

 

 

 

 

 

 

 

 

 

承辦局（處、會）：財政局 

承辦科（組、室）：財產開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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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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府中段(市長宿舍)更新案說明 

 

一、更新地區位置圖說： 

 

 

 

 

 

 

 

 

 

 

 

 

 

二、更新地區面積、市有地面積比例： 

 

範圍 土地權屬 面積(m²) 比例 

A 區 

新北市 

(養工處/秘書處) 
1,402 31.46% 

合庫及私人 1,035 23.23% 

B 區 私人 611 13.71% 

C 區 私人 844 18.94% 

D 區 私人 564 12.66% 

合計 4,45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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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分區： 

本案基地位於住宅區，建蔽率 50%，容積率 300%，基地範圍位於都更一、

二箭適用範圍，倘整合面積達 2,000 平方公尺，得依規定申請增額容積及基

準容積加給。 

 

四、開發計畫: 

(一)更新後之建築物沿計畫道路退縮興建並集中留設開放性空間，開發範圍

以 A 區(面積 2,437 平方公尺)為基礎基地辦理招商作業，實施者得徵詢

鄰地整合範圍 B、C、D等 3 區內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參與本案更新意

願，以擴大更新單元範圍。 

(二)本案更新後之建築物實際興建量體及分配須視實施者整合情形及都市

更新審議結果而定，其中市府分回房地將留供部分作職務宿舍使用，未

來內部空間包含會議室，供市府相關首長開會使用，並得由實施者依市

府需求規劃設置公益設施。 

(三)另本案位於本府推動板橋府中美學示範基地專案範圍內，為使建築物能

與區域文化景觀相調合，配合本府新美學發展概念，未來將府中區域既

有環境建築景觀語彙與元素做歸納整合，連結區域歷史發展導入都市設

計及建築規劃設計，以提升府中區域建築景觀及優美環境。 

五、目前辦理進度: 

(一)109年 6月完成劃定更新地區。 

(二)預計 109年底前辦理公告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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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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俊哲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3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應屆畢業青年初次尋職就業及兼職轉正職相關補助情形為何？建請鼓勵招商企業優

先聘請新北青年人。 

 

答復內容： 

一、針對應屆畢業青年初次尋職就業及兼職轉正職相關補助情形說明如下： 

(一)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應屆畢業青年的衝擊，避免「畢業即失業」，本府有推動

應屆畢業青年初次尋職就業服務，即針對本市 18歲至 29歲，畢業後連續 2個月

以上未就業青年，願意接受各項就業輔導及就業推介者，最高補助 1 萬 5,000

元。自 109年 7月開辦迄今服務 194位青年。 

(二)本府自 102年起針對青年優先全國推動下列三計畫，自開辦至 109年 10月止，

共計服務 8,121位青年，協助 4,356位青年順利就業：  

1、初次尋職青年就業服務：運用全職涯輔導模式，協助初次尋職青年釐清職涯方

向以尋找適合的工作，順利就業，最高補助 15,000元。 

2、非典型勞動青年轉正職輔導：協助曾從事非典型工作者轉正職工作，提供輔導

津貼與成功轉業獎勵金最高補助 24,000元。 

3、斜槓青年職能培力：針對從事多重兼職、平台接案等工作，無意願轉正職之青

年，提供培力津貼及職業訓練補助，最高補助 23,000元。 

二、針對招商企業優先聘請新北青年人部分，本府經濟發展局辦理之新莊宏匯廣場及

林口三井 Outlet Park等招商，均已聘用 40%以上設籍新北居民，爾後辦理之公

有土地招商案皆會於契約中要求得標廠商須聘用一定比例之新北在地居民，並優

先聘用新北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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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會）：勞工局 

承辦科（組、室）：就業服務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吳股長佳容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64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