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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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志豪、 

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 

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 

廖議員宜琨 

109/10/22 

請說明台商資金回流三方案推動情

形：(1)新北市推動成效?(2)幾家廠

家投資?投資金額?(3)創造多少就

業人口? 

經發局 3 

2 

張議員志豪、 

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 

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 

廖議員宜琨 

109/10/22 林口 TVBS投資案辦理情形? 經發局 4 

3 

張議員志豪、 

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 

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 

廖議員宜琨 

109/10/22 

有關新北市公司登記家數、商業登

記資本額、商業登記家數、公司登

記實收資本額、就業率及失業率之

整體表現未大幅度上升原因? 

經發局 5-8 

4 

張議員志豪、 

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 

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 

廖議員宜琨 

109/10/22 

建議市府興設產業專用區(例如：新

莊北側知識產業園區、台北港特定

區及寶高智慧產業園區等)應提供

中小企業及未登工廠所需小坪數面

積。 

經發局 9 

5 

張議員志豪、 

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 

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 

廖議員宜琨 

109/10/22 新北推動公有土地招商進度為何? 經發局 10 

6 

張議員志豪、 

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 

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 

廖議員宜琨 

109/10/22 
新北工業區立體化應注意公共設

施、交通系統及水電供給量等問題。 
經發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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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數 

7 

張議員志豪、 

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 

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 

廖議員宜琨 

109/10/22 大柑園地區產專區推動進度為何? 經發局 12 

8 

張議員志豪、 

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 

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 

廖議員宜琨 

109/10/22 興建八里纜車之可行性? 觀旅局 13 

9 

張議員志豪、 

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 

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 

廖議員宜琨 

109/10/22 

1.新北環狀線由台北市主導或新北

收回主導?北捷萬大線由台北市主

導或新北收回主導?捷運建設所需

資金龐大，如何不排擠其他基礎建

設? 

2.如何提升淡海輕軌運量? 

捷運局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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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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志豪、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廖議員宜琨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請說明台商資金回流三方案推動情形：(1)新北市推動成效？(2)幾家廠家投資？投資

金額？(3)創造多少就業人口？ 

 

答復內容： 

投資台灣三大方案係經濟部於 108年起推動，分為「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根

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及「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截至 109年 10月

30日新北市推動成效如下： 

一、通過「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累計 13 家，如康舒科技、復盛企業等，投

資金額約 290.34億元，就業機會 4,012人。 

二、通過「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累計 5家，如全球傳動、虎山實業等，

投資金額約 152.6億元，就業機會 1,407人。 

三、通過「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累計 10 家，如樺瑩工業、芬芳烹材等，投

資金額約 55.07億元，就業機會 473人。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招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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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志豪、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廖議員宜琨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0日 

質詢事項： 

林口 TVBS投資案辦理情形？ 

 

答復內容： 

林口 TVBS投資案為本府地政局辦理標售，於 101年 9月 21日簽約，分別於 103年 5

月 20日及 104年 3月 3日取得建造執照與申報開工。本府經發局將持續追蹤進度，

以協助加速開發期程。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招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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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志豪、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廖議員宜琨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5日 

質詢事項： 

有關新北市公司登記家數、商業登記資本額、商業登記家數、公司登記實收資本額、

就業率及失業率之整體表現未大幅度上升原因？ 

 

答復內容： 

一、年初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造成本市企業及個人皆受到影響，本府推出一系列防

疫措施及紓困政策，讓民眾與企業得以緩解壓力，並在後疫情時代推出諸多振興

經濟措施，從各項數據比較(附件 1)，本市不論在公司及商號家數、資本額或勞

動參與率皆於 6都之中名列前茅，截至今年 1至 9月新設公司家數本市於 6都中

排名第 2，新設商號家數及資本額本市於排名 6都中排名第 1，顯見振興經濟措

施已見成效，更多企業主願意至本市投資。 

二、在招商引資方面，截至 109年 10月 31日止已落實投資金額達 1,237.67億元，

創造 43,762個就業機會，年度招商 1500億元目標可望順利達成。另遠見雜誌公

布今年縣市總體競爭力評比，本市在「經濟與就業」構面排名全國第 2，仍將持

續努力推動各項產業政策。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工商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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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志豪、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廖議員宜琨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5日 

質詢事項： 

建議市府興設產業專區(例如：新莊北側知識產業園區、台北港特定區及寶高智慧產

業園區等)應提供中小企業及未登工廠所需小坪數面積。 

 

答復內容： 

一、本市所設立之產專區皆有其產業發展定位，藉由各區分工發展完善整體產業環

境，而不同產業發展類型其所需之用地條件皆不同。 

(一)臺北港特定區:該產專區係位於臺北港計畫之核心區，其係以朝向供港口支援型

產業或自由貿易港區事業使用，如報關、貿易、物流及倉儲為主，其產業型態需

地面積較大、總量需求較多，故以大面積劃設為主。 

(二)新莊北側及寶高智慧園區:產業定位以金融科技、數位經濟及知識產業為主(如綠

能科技、智慧機械、ICT 應用、雲端運算應用、設計品牌等)，其產業發展型態

對於知識人才、資訊交流較為著重，故該區未來將規劃導入相關中小企業進駐，

以利產生更多元互動成長。 

二、本市也將持續盤點公私有產業用地，以公私協力合作模式協調提供產業空間，境

內粗估有 150筆土地能提供業者進行購買使用，而廠辦大樓共計 600單元供業者

租賃，持續提供中小企業及未登記工廠所需之產業用地需求。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工商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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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志豪、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廖議員宜琨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0日 

質詢事項： 

新北推動公有土地招商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109年度本府經濟發展局辦理之公有土地招商案進度說明如下： 

一、林口國際媒體園區招商案：已完成招標及簽約，由三井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東

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立影城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二、淡水沙崙園區暨停車場用地招商案：已於 109年 10月 15日公告截止，後續將於

109年 11月 9日召開評選會議，預計於 110年 1月 31日前完成簽約。 

三、臺北港特定區第二種產業專用區招商案：已於 109年 10月 30日公告截止，後續

將於 109年 11月 20日召開評選會議，預計於 109年 12月 31日前完成簽約。 

四、土城明德段商業區招商案：已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上網公告招商至 110 年 1 月

27日。 

五、樹林北大停車場用地招商案：已完成可行性評估期中報告，預計於 109年 11月

辦理公聽會、110年中旬上網公告招商。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招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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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志豪、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廖議員宜琨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10日 

質詢事項： 

新北工業區立體化應注意公共設施、交通系統及水電供給量等問題。 

 

答復內容： 

為避免工業區(產專區)容積提升對於都市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產生影響與衝擊，針對

容積獎勵申請案件之相關配套措施說明如下： 

一、專業委員會審查：投資營運計畫書要求敘明提升容積後對交通、環境等外部影響

之解決方案，並應取得事業單位同意供給水電之文件，經市府各主管機關審查

後，方提報委員會進行專業審查。 

二、容積總量管理與滾動式檢討：為確保環境品質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工業區容積

納入總量管制(總容積獎勵)，列管掌握核給獎勵總量，並配合各個都市計畫區辦

理通盤檢討時機，滾動檢討公共設施及管制強度等。 

三、回饋金收取：透過回饋金收取，作為相關支援產業發展設施之興設、開發、營運、

維護、管理等支出。 

四、公益設施捐贈：鼓勵申請人捐贈公益設施，目前已有捐贈產業育成中心 1家、公

共托育 2家、及活動中心 1家等公共服務設施進駐，提升公共設施效益及服務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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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志豪、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廖議員宜琨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5日 

質詢事項： 

大柑園地區產專區推動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市府經濟發展局依產業創新條例，原於今(109)年初啟動「樹林柑園產業園區」

可行性規劃作業，惟後續經地方民意訪談，考量民眾多期待辦理區段徵收，將俟

都市計畫及整體開發完成後再進行園區報編。 

二、未來大柑園地區 615公頃規劃時程，將先由市府城鄉發展局進行都市計畫整體規

劃，規劃結合高附加價值製造、生活、研發及大學城場域空間為主，朝產業城市

型態發展為目標，以提高該地區發展競爭力。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工商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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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志豪、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廖議員宜琨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5日 

質詢事項： 

興建八里纜車之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查交通部曾授權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下稱北觀處）

以政府規劃公開徵求民間參與興建營運觀音山纜車，惟無申請人參與投資，並經

本府評估編列預算自建纜車較不可行，如民間有願意自行規劃參與公共建設並提

出申請，本府將協助辦理。 

二、為徵求民間廠商自備土地及資金參與交通公共建設，促進八里觀光及交通發展，

本府近期將徵詢整合北觀處及府內相關局處興建纜車意見，並於 109年 12月底

前辦理政策說明會。 

 

 

 

 

 

 

 

承辦局（處、會）：觀光旅遊局 

承辦科（組、室）：觀光技術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余專門委員雅芳 

聯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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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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議員志豪、鄭議員宇恩、 

彭議員佳芸、李議員坤城、 

何議員博文、廖議員宜琨 

質詢日期 109年 10月 22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9年 11月 09日 

質詢事項： 

一、新北環狀線由台北市主導或新北收回主導?北捷萬大線由台北市主導或新北收回

主導?捷運建設所需資金龐大，如何不排擠其他基礎建設? 

二、如何提升淡海輕軌運量? 

 

答復內容： 

一、有關新北環狀線由台北市主導或新北收回主導?北捷萬大線由台北市主導或新北

收回主導?捷運建設所需資金龐大，如何不排擠其他基礎建設? 

(一)新北環狀線依據雙北行政契約目前委託由台北捷運公司營運管理 3年，惟新北環

狀線是本府出資興建，自負盈虧責任，故本府將收回自行營運，考量移交細節很

繁雜，需儘早研商，以不影響民眾搭乘權益，爰本府已於 109年 9月 21日函請

臺北市政府啟動協商作業。 

(二)有關北捷萬大線由台北市主導或新北收回主導？回復說明如下：為爭取該線建設

主導權，本府與臺北市政府刻正辦理主管機關之協商事宜，於 9月 28日函交通

部指定本府擔任建設主管機關，交通部於 10月 6日函復後續視雙北協調情形納

北北基政策平台研商尋求共識，另臺北市政府 10月 20日再次函請交通部出面協

調，本府會再持續與交通部爭取並指定本府擔任建設主管機關。 

(三)有關捷運建設所需資金龐大，如何不排擠其他基礎建設，回復說明如下： 

1、捷運建設為本市推動之重大建設，興建期間所需經費於規劃階段已就財源評估： 

(1)非自償性經費：由本府依施政優先順序編列各年度之歲出預算支應，非必然

以舉債支應。 

甲、本府自籌編 110年度總預算案起，改採 4年歲出市款中程預算額度制，各

機關預為規劃未來年度各項施政計畫，並透過落實自我管理，按成本效

益、施政輕重緩急及現金流量等縝密檢討，統籌排列施政優先順序，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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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有限資源。 

乙、將使本府整體中長程施政重點及建設，與財政負擔能力密切配合，以確保

有限資源得以妥適分配予捷運建設等各項重大計畫。 

(2)自償性經費：於規劃階段經中央部會及行政院審核核定來源，意即將來可回

收之金額，可在此額度內先向銀行舉借支應，捷運通車後可帶動周邊發展

及便利，未來透過周邊開發(TOD)及租稅增額 (TIF) 收益 30 年逐年償

還，因此不致發生超額舉借情形。 

2、長期而言路網完成交通建設將帶來經濟與都市發展效益，是新北市脫胎換骨的

機會，未來 2030年三環六線建設完成後，將可帶動大型土地開發如溫仔圳、十

四張地區、蘆洲南、北側地區區段徵收開發，車站出入口土地開發，增加稅收、

增額容積、都市更新，將可達成原核定自償率目標。 

二、有關如何提升淡海輕軌運量回復說明如下： 

(一)淡海輕軌綠山線於 107年 12月 24日通車營運截至 109年 10月底，累計總運量

已超過 657萬人次，已成為淡海地區平日通勤、假日休閒之主要運輸工具，又現

行淡海輕軌乘客多為通勤族，因淡海新市鎮實際人口進駐與 102年綜合規劃報告

之預期有落差，使得目前輕軌運量無法達到綜合規劃預期水準。 

(二)淡海輕軌藍海線(淡水漁人碼頭站至臺北海洋大學站）預計於今年底通車，第二

期路線目前也正在進行基本設計規劃，路網將逐漸形成；另隨著淡江大橋 113

年完工，也將帶動淡水整體發展，後續預期運量將可望逐步提升。 

(三)新北捷運公司積極以行銷活動吸引民眾前來搭乘輕軌觀光旅遊，如：打造「藝術

輕軌、觀光輕軌」形象；不定時舉辦活動並以異業結合方式創造曝光度及話題性；

整合輕軌沿線甚至漁人碼頭及老街店家景點；提供旅客遊玩路線及美食優惠券；

針對老人票、學生票、一日券、定期票等不同客群擬定不同行銷方針，藉此有效

提升運量。 

 

 

承辦局（處、會）：捷運工程 

承辦科（組、室）：資財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卓正工程司文財 

聯絡電話：(02)22852086 分機 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