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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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議員烽堯 109/10/30 

有鑑於近日中和景平路及連城路因

自來水管破裂造成瓦斯外洩公安事

件，請市府有效管制五大管線挖掘

頻率並健全交維計畫。 

工務局 2 

2 邱議員烽堯 109/10/30 
請健全中和區捷運環狀線轉乘接駁

交通規劃。 
交通局 3 

3 邱議員烽堯 109/10/30 

政府開放進口萊克多巴胺美豬，希

望本市萊豬禁售，另本市萊豬零檢

出自治條例進度為何？ 

衛生局 4 

4 邱議員烽堯 109/10/30 中和區污水下水道辦理期程為何？ 水利局 5 

5 邱議員烽堯 109/10/30 中和灰磘開發區進度如何？ 城鄉局 6 

6 邱議員烽堯 109/10/30 

請加速中和國光分隊暨國光派出所

共構工程、及中和分隊廳舍使照核

發。 

消防局 7 

7 邱議員烽堯 109/10/30 
有關中和華興商園光明點燈節，建

議健全規劃並持續辦理。 
民政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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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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議員烽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有鑑於近日中和景平路及連城路因自來水管破裂造成瓦斯外洩公安事件，請市府有效

管制五大管線挖掘頻率並健全交維計畫。 

 

答復內容： 

一、查中和景平路及連城路已移交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代管，於該次災後，本府養

護工程處已發函要求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西區營業分處儘速針對災點鄰近區域，應

進行相關供水壓力及管線檢測，以避免再次發生類案，維護公共安全及民眾用水

權利。 

二、針對五大管線管制挖掘頻率，本府工務局定期召開計畫性挖掘預定施工案件整合

會議，管線機構應配合預先提出計畫性道路挖掘案之預定施工期程及施工長度範

圍等工程資訊，以利整合辦理，縮短挖掘期程並減少挖掘次數；另針對新建房屋

案件(五大管線整合)，由路權機關統一核發道路挖掘許可，路權機關審核如發現

未整合，得主動介入進行整合，管線機構並應依路權機關審核修復範圍辦理銑刨

加鋪藉由齊挖齊補機制，減少重複挖掘次數。 

三、另申請道路挖掘施工時段，除經道安會報核定交通維持計畫書所定時段外，路權

機關得視申請地點之交通狀況、周邊環境及考量各種情形核定之。 

 

 

承辦局（處、會）：工務局 

承辦科（組、室）：養護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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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議員烽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請健全中和區捷運環狀線轉乘接駁交通規劃。 

 

答復內容： 

一、因應捷運環狀線通車，本府交通局為提升大眾運輸路網運輸效能，積極推動捷運

接駁公車，沿線各捷運站點共計有 211線公車可提供轉乘接駁，其中位於中和地

區捷運站共計 6站，由西向東依序為捷運中原站、捷運橋和站、捷運中和站、捷

運景安站、捷運景平站、捷運秀朗橋站，現況共計有 85線公車提供捷運轉乘接駁

服務。配合捷運環狀線通車，本府交通局調整市區公車 51線、201線、262線、

897線銜接捷運橋和站接駁，以利民行。 

二、本府交通局將透過民眾搭乘公車及轉乘刷卡等大數據分析，詳加檢視捷運和公車

疏運功能性重疊度，持續檢討調整公車路線，符合民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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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邱議員烽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1日 

質詢事項： 

政府開放進口萊克多巴胺美豬，希望本市萊豬禁售，另本市萊豬零檢出自治條例進度

為何？ 

 

答復內容： 

本府以市民健康為首要，本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增訂條文已進入議會審議，

擬新增條文內容及意旨如下： 

一、新增第六條之一：本市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

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之豬肉及其相關產製品，不得檢出乙型受體素。 

二、新增第十七條之一：違反第六條之一規定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辦

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豬肉或其相關產製品安全容許標準

後，違反第六條之一規定檢出乙型受體素含量超過安全容許標準者，依前項規定

辦理；未超過安全容許標準者，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食品藥物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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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議員烽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中和區污水下水道辦理期程為何? 

 

答復內容： 

有關中和地區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共分三期執行(委由內政部營建署代辦)，目前第一

期已全數竣工、第二期工程自 100年開辦迄今已有 8標完工，第 7、10、11標共 3標

施工中，預計 110年全數完竣。為加速中和地區污水下水道建設，現正辦理第三期實

施計畫並向中央爭取預算，第三期完成後可全數完成增加接管約 2萬 8,000戶，約提

升接管率 1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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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議員烽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中和灰磘開發區進度如何？ 

 

答復內容： 

一、本府刻正辦理中和灰磘地區都市計畫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中和主要計畫（灰

磘地區）專案通盤檢討」案已於 107年 10月 2日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次

大會審議通過，目前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並已於 109年 8月 18日召

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4次專案小組會議。另「擬定中和都市計畫（灰磘地

區）細部計畫」案已於 108年 11月 22日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11次大會審

議通過，將再配合主要計畫期程續辦都市計畫變更相關事宜。 

二、前開都市計畫案尚未完成法定程序，本府將持續推動本案審議事宜，本案後續相

關都市計畫方案，仍以發布實施內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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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議員烽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3日 

質詢事項： 

請加速中和國光分隊暨國光派出所共構工程、及中和分隊廳舍使照核發。 

 

答復內容： 

一、本府消防局「國光分隊暨警察局國光派出所共構新建工程」刻正辦理使用執照審

查缺失改善作業，將依 109年 11月 13日相關機關函覆審查結果續辦，並請承商

盡速配合中和區公所、新北市建築師公會之審查結果提具相關資料予本府工務局

憑辦。 

二、本府消防局「第七大隊、中和中隊暨分隊新建工程」刻正辦理使用執照缺失改善

作業，將待本府工務局函覆審查結果後續辦，並敦促承商配合工務局期程辦理相

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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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議員烽堯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30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6日 

質詢事項： 

有關中和華興商園光明點燈節，建議健全規劃並持續辦理。 

 

答復內容： 

本案已函請本市中和區公所針對地方需求評估健全規劃並持續辦理旨揭活動之可行

性，俟公所回復後，再行回復議員。 

 

 

 

 

 

 

 

 

 

 

 

 

 

承辦局（處、會）：民政局 

承辦科（組、室）：地方自治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劉股長格偉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7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