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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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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議員錦賢 110/07/28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尋

求中央 30 億元經費補助未果，建

請市府自行編列預算興建。 

工務局 2 

2 蔡議員錦賢 110/07/28 請加速推動觀音山纜車興建。 觀旅局 3 

3 蔡議員錦賢 110/07/28 

請持續推動淡海輕軌藍海線二期

(淡水站 V21 至漁人碼頭 V26)工

程。 

捷運局 4 

4 蔡議員錦賢 110/07/28 

八里、新店及樹林三座垃圾焚化

爐，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防疫垃圾

量暴增，影響環境衛生，請市府盡

速解決。 

環保局 5 

5 蔡議員錦賢 110/07/28 

樹林垃圾焚化廠歲修整建期間，對

於垃圾打包暫存八里掩埋場以及

後續回運等處理政策，請市府向地

方妥為說明。 

環保局 6 

6 蔡議員錦賢 110/07/28 

請評估淡水市二用地及市三用地

(正德段 270等地號)，規劃公有市

場可行性。 

經發局 7 

7 蔡議員錦賢 110/07/28 

淡水分配到的新冠疫苗少，讓欲施

打之長者久候，若至他區大型接種

站(例如五股展覽館)接種，則又交

通不便且跨區易增加染疫風險，建

議增加淡水地區疫苗的分配量。 

衛生局 8 

8 蔡議員錦賢 110/07/28 

新北市 168 個公民有市場仍有 16

個市場沒有自治會，請落實該市場

輔導管理，以免成為新冠肺炎防疫

破口。 

經發局 9 

9 蔡議員錦賢 110/07/28 

市府要求有疑慮想做新冠肺炎篩

檢的民眾回家自主隔離，讓擴大篩

檢淪為口號。 

衛生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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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尋求中央 30 億元經費補助未果，建請市府自行編列

預算興建。 

 

答復內容： 

本工程經費約新臺幣 64.89億元，其中用地費約 21.31億元已由本府自籌；考量本工

程所需經費龐大，且本府財源極為拮据，爰已提報公共建設計畫爭取經費補助，並已

獲行政院支持，後續將召開地方說明會與民眾說明路網管理與分流策略，並修正公共

建設計畫再行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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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請加速推動觀音山纜車興建。 

 

答復內容： 

一、查觀音山屬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範圍，相關觀光建設係由交通部觀光局北

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下稱北觀處）辦理。經查交通部曾授權北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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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北觀處亦無自建纜車之意願。 

二、纜車係提供運輸功能為主要目的，應有足夠旅運數量來支撐纜車興建成本、營運

與維護保養費用。以臺北市貓空纜車為例，每年虧損約 1億元，營運虧損卻由市

民納稅填補。故除非有極大旅運需求，否則本府興辦纜車事業之財務可行性不高。 

三、為徵求民間廠商自備土地及資金參與交通公共建設之可行性，促進八里觀光及交

通發展，本府已於 109 年 12月 10日辦理「新北市八里纜車 BOO公共建設政策規

劃招商說明會」，現場計有 10多家廠商參與蒞臨，後續若有民間廠商投資申請，

將依促參法進行後續甄審事宜。 

四、經電洽潛在廠商表示因受新冠疫情大環境影響，觀光投資案意願偏低，目前相關

觀光投資案均已暫緩評估，後續若有廠商投資意願，再依促參法辦理甄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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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請持續推動淡海輕軌藍海線二期(淡水站 V21至漁人碼頭 V26)工程。 

 

答復內容： 

一、有關淡海輕軌第二期路網於 109 年 3 月 23 日召開地方說明會後，蒐集地方民意

建議及需求，在綜合考量工程技術、運輸效益及地方民意可行下，後續朝向河岸

方案推動。 

二、目前進度為辦理基本設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都市計畫變更及修正計畫等作業。

基本設計作業納入地方民意訴求，於河岸段之軌道線型距離民宅商家一側可保

有 5 公尺以上空間，距離河岸邊亦有 2.3 公尺以上空間供行人避讓；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及都市計畫變更作業，持續研商辦理中；修正計畫作業已於 110年 4月

14日第 2次提報交通部審議，交通部於 110年 5月 13日召開初審會議，刻正依

初審會議結論修正報告書，將儘速再次提報予交通部審議。 

三、有關地方民意溝通部分，將於 110年 9月規劃安排召開地方說明會，向民眾報告

說明設計成果及相關配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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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陳副工程司佑民 

聯絡電話：(02)22852086 分機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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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9日 

質詢事項： 

八里、新店及樹林三座垃圾焚化爐，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防疫垃圾量暴增，影響環境

衛生，請市府盡速解決。 

 

答復內容： 

一、 本府環境保護局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各級環保機關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辦理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垃圾收集清運處理作業程序」委託合格之

乙級廢棄物清除機構逐戶收集清運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者產生之防疫垃圾。乙

級廢棄物清除機構逐戶收集清運防疫垃圾後，分別運至集中轉運點，並由各區清

潔隊派員全程督導清運作業，再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之甲級廢棄物清除機

構至集中點清除處理，運送至外縣市之甲級廢棄物處理機構處理。本府環境保護

局從 109年 2月 11日至 110年 8月 4日累計清理防疫垃圾量為 454公噸。 

二、 本市三座垃圾焚化廠(八里、新店及樹林)仍以處理一般廢棄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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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聯絡人林股長俊穎 

聯絡電話：(02)29532111 分機 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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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6日 

質詢事項： 

樹林垃圾焚化廠歲修整建期間，對於垃圾打包暫存八里掩埋場以及後續回運等處理政

策，請市府向地方妥為說明。 

 

答復內容： 

因應整建期間垃圾處理量能下降，無法立即焚化處理之垃圾將優先運用樹林、新店及

八里焚化廠貯坑進行貯存，其餘垃圾則在焚化廠傾卸平台執行打包作業；礙因各焚化

廠平台空間限制無法全數容納打包數量，故將以樹林焚化廠為主，八里焚化廠補其不

足方式進行打包，以確保本市垃圾處理無虞，整建完畢即陸續回運至焚化廠處理，並

於今(110)年 12 月底全數完成。本府環境保護局亦會持續與在地里長、仕紳溝通說

明。 

 

 

 

 

 
 

 

 
 

 

 
承辦局（處、會）：環境保護局 

承辦科（組、室）：廢棄物處理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股長俊穎 

聯絡電話：(02)29532111 分機 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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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請評估淡水市二用地及市三用地(正德段 270等地號)，規劃公有市場可行性。 

 

答復內容： 

一、經查淡水區市二用地周邊 1 公里內計有 1 座公有市場、9 家超市及 2 處集合攤

販，市三用地周邊 1 公里內計有 2 座公有市場、10 家超市及 2 處集合攤販，區

域購物需求已得滿足，爰已配合城鄉發展局「變更淡水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辦理用地解編程序。 

二、復查該兩處市場用地土地權屬多為私人所有，倘民眾有開發意願，將輔導依新北

市獎勵投資興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興闢市場。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市場處營運規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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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淡水分配到的新冠疫苗少，讓欲施打之長者久候，若至他區大型接種站(例如五股展

覽館)接種，則又交通不便且跨區易增加染疫風險，建議增加淡水地區疫苗的分配量。 

 

 

答復內容： 

針對民眾預約需求較高的行政區(包含淡水區)，在 COVID-19 公費疫苗預約平台第 3

輪時，已協調在地衛生所、醫院及社區接種站調升可預約量能，並鼓勵醫院在醫護人

力量能下，可加開夜診，而各地區接種站每日量會視實際情形進行滾動式調整，以符

合在地需求。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疾病管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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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9日 

質詢事項： 

新北市 168 個公民有市場仍有 16 個市場沒有自治會，請落實該市場輔導管理，以免

成為新冠肺炎防疫破口。 

 

答復內容： 

本府針對本市公有傳統零售市場及列管集合攤販（含夜市）本市公告要求各市集應於

營業時段內於出入口處加強人流管控，並宣導於市集內走動、排隊等均應間隔一個手

臂之間距，且隨時巡視監看，倘有人潮聚集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情形，應作人流引導，

並確實依各分流計畫執行，無法實施者應休市，並經本府市場處確認改善方得復業。

另本府市場處持續積極輔導市集成立自理組織，以落實自我管理及配合市府防疫政

策。 

 

 

 

 

 

 

 

 

 

 

承辦局（處、會）：經濟發展局 

承辦科 (組、室)：市場處攤販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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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蔡議員錦賢 質詢日期 110年 7月 2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10年 8月 10日 

質詢事項： 

市府要求有疑慮想做新冠肺炎篩檢的民眾回家自主隔離，讓擴大篩檢淪為口號。 

 

 

答復內容： 

一、疫情爆發初期，配合中央公費採檢政策及檢驗量能有限，故優先給高風險居家隔

離或居家檢疫者有症狀者採檢，並派防疫計程車接送個案至採檢醫院進行採檢。 

二、本府於 5 月中陸續廣設社區篩檢站，共開設 39 處篩檢站，提高採檢量能，擴大

篩檢及早發現感染病例，因檢驗量能提高，鼓勵有疑慮民眾皆可至社區篩檢站篩

檢，若民眾快篩陽性無症狀或輕症者，立即由防疫小巴後送本市集中檢疫中心隔

離，等待 PCR檢驗結果，阻斷傳播源。 

 

 
 

 

 
 

 

 
 

 

 
 

承辦局（處、會）：衛生局 

承辦科（組、室）：疾病管制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許科員雅涵 

聯絡電話：(02)22577155 分機 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