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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2屆第 1次定期會總質詢口頭質詢答復事項分辦表 

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1 沈議員發惠 104/6/8 
汐止民生線應如期推動，不應受
南港線延伸基隆方案而有所延
宕，請問汐止民生線動工時程？ 

交通局 3-4 

2 沈議員發惠 104/6/8 

一、台鐵捷運化汐科到南港間從
94 年就說要蓋樟樹灣站，市府應
向市民說明是否要闢建，以及技
術可行性及時程。 
二、請市府評估南港展覽館設置
簡易車站，方便汐止民眾轉乘南
港線及文湖線。 

交通局 5-6 

3 沈議員發惠 104/6/8 
請市府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五堵
火車站銜接堤外道路經費。 

水利局  7 

4 沈議員發惠 104/6/8 

一、ubike 租借站設置於台鐵用
地，是否可免收租金？ 
二、另國有財產局之土地，是否
可協調國產局同意供設置 ubike
租借站？ 
三、希爭取於台鐵高架下之台鐵
用地設置設置 ubike租借站。 

交通局  8 

5 沈議員發惠 104/6/8 

大汐止經貿園區為新北市推動智
慧城市發展的重要計畫之一，惟
新開幕之遠雄 U-TOWN購物中心，
已對新台五路週遭交通造成嚴重
衝擊，希市府研擬設立轉運站之
可行性，以有效疏解交通。 

交通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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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質詢議員 質詢日期 質詢事項 主政機關 頁次 

6 沈議員發惠 104/6/8 
汐止區社后通往台北市目前僅有
康寧街，市府其他替代道路規劃
為何? 

交通局 10 

7 沈議員發惠 104/6/8 

金山活動中心租約將到期，市府
應利用市地興辦公共事業，如地
下蓋停車場，紓解金山老街停車
需求；另建議將圍牆拆掉變公
園，甚至可建鄧麗君紀念館。 

主辦：財政局 
協辦：交通局 

 
11-12 

8 沈議員發惠 104/6/8 
萬里瑪鋉港觀光漁市目前辦理進
度為何? 

農業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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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2 屆第 1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沈議員發惠 質詢日期 104 年 6 月 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4 年 6 月 15 日 

質詢事項： 

汐止民生線應如期推動，不應受南港線延伸基隆方案而有所延宕，請問汐止民生線動

工時程？ 

答復內容： 

一、 本府前於 104年 3月 27日新北府交捷字第 1043453546號函函復臺北市政府並

副知基隆市政府有關北北基捷運建設議題，本府認為「汐民線有利雙北，應儘

速推動」、「臺北與基隆間軌道運輸，前經評估優先推動臺鐵捷運化」、「捷運汐

民線延伸基隆，北北基可續合作」。另查基隆市政府於 104年 4月 2日北北基桃

生活圈交通合作第 2次研商會議提案「推動臺鐵南港基隆捷運線」，其規劃構想

為七堵南港間沿汐止南側山區新建臺鐵新線供東西幹線行駛，原有臺鐵樟樹灣

至基隆路線轉成「南港至基隆捷運延伸線」，其規劃構想未與汐民線衝突，且亦

保留延伸汐民線之可能性，故無涉推動汐民線政策。 

二、 本府自 103年 6月至 104年 6月間共 10次函請臺北市政府儘速將綜合規劃報告

提報交通部審議，另本府將於 104年 6月雙北論壇，提請臺北市政府儘速辦理

政策決定，儘速將綜合規劃報部審議。 

三、 汐止民生線可行性研究已於 100年 12月 19日獲行政院核定，目前依臺北市政

府捷運工程局所報綜合規劃案，將優先推動第一期路網(由汐止區公所至內湖地

區)，其環評亦已通過，而本府目前亦積極推動前置作業，並為加速市轄段工程，

自 102年 7月汐止新社后橋共構墩柱的施作與 103年 10月 13日捷運汐止民生

線大同路與新台五路段中央路廊植栽移植與管線調查工程的展開，皆能有效縮

短後續主體工程施工時程，另將積極辦理並縮短設計、都市計畫變更與土地取

得作業，依據綜合規劃報告第一期路網(SB07站至 SB15站)預定核定後 9年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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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 (組、室)：捷運工程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技正祥煙 

聯絡電話：本市境內 1999、(02)29603456分機 6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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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2 屆第 1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沈議員發惠 質詢日期 104 年 6 月 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4 年 6 月 17 日 

質詢事項： 

一、 臺鐵捷運化汐科到南港間從 94年就說要蓋樟樹灣站，市府應向市民說明是否要

闢建，以及技術可行性及時程。 

二、 請市府評估南港展覽館設置簡易車站，方便汐止民眾轉乘南港線及文湖線。 

 

答復內容： 

一、 有關樟樹灣站興建問題一案： 

(一) 鑒於樟樹灣站為本市重要交通建設，民眾殷切期盼之車站，本府三環三線建

設中之汐止民生線亦已規劃與樟樹灣站銜接。本府多次函臺鐵局表達立場，

爭取樟樹灣站維持原增設計畫。 

(二) 臺鐵局表示樟樹灣站之月台與車廂間隙過大是關鍵困難點，依據該局 104年

5月 7日函回復，由於現場地形限制，月台將設於軌道半徑 550公尺之彎道

上，致月台與車廂間隙達 30公分，未來旅客搭車恐發生摔落間隙之危險，

經設計單位研究多時，尚無法以技術克服車廂與月台間隙過大之問題，臺鐵

局後續將俟技術能克服該間隙之問題後，再行考量設置該站。 

(三) 104年 6月 2日本府交通局長前往臺鐵局就本案進行協商，臺鐵周局長表示

技術問題尚無法克服，有關興建及時程問題本府將持續與臺鐵局協調溝通，

俟有具體結論後再向市民說明。 

二、 有關於南港展覽館設置簡易車站一案，本府捷運工程處已於 104年 6月 9月正

式函文請臺鐵局評估於南港展覽館站設置簡易站之可行性，以方便汐止地區民

眾轉乘南港線及文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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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組、室）：捷運工程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科長祥煙 

聯絡電話：本市境內 1999、(02)29603456 分機 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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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2 屆第 1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沈議員發惠 質詢日期 104 年 6 月 9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4 年 6 月 18 日 

質詢事項： 

請市府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五堵火車站銜接堤外道路經費。 

 

答復內容： 

一、針對本市汐止區基隆河河濱自行車道由現況終點五堵火車站延伸至新北市、基隆

市兩市交界，本府說明如下： 

   (一)自行車道新建路線以五堵火車站作為起點，藉由堤頂道路佈設自行車道，並

跨越五堵抽水站及保長坑溪，而後行經臺鐵五堵貨場及臺鐵五堵舊隧道抵達

基隆市千祥橋旁。 

   (二)本路段預計興建 2.63公里、3公尺寬雙向自行車道，所需經費約新臺幣 1億

2,000萬元。 

   (三)行經五堵貨場舊隧道路段多為臺灣鐵路管理局及高速公路局土地，其中臺鐵

局土地已辦理完成無償借用程序，高公局土地預計 105年辦理有償撥用。 

二、本案由本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自 103年起提送教育部體育署「自行車道整體路網

串連建設計畫」申請工程經費補助，共計提送 5次，該署分別於 103年 5月 2日、

103年 11月 3日、104年 2月 11日、104年 3月 18日及 104年 4月 24日召開本

案經費補助審查會，並由該署於 5月 13日召開本市及基隆市基隆河河濱自行車

道現場勘查。後續本府仍將積極與體育署及基隆市政府進行溝通及協調，以利爭

取該署補助。 

 

 

承辦局（處、會）：水利局 

承辦科 (組、室)：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歐技正瑞良 

聯絡電話：本市境內 1999、(02)29603456分機 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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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2 屆第 1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沈議員發惠 質詢日期 104 年 6 月 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4 年 6 月 17 日 

質詢事項： 

一、 ubike租借站設置於台鐵用地，是否可免收租金？ 

二、 另國有財產局之土地，是否可協調國產局同意供設置 ubike租借站？ 

三、 希爭取於台鐵高架下之台鐵用地設置設置 ubike租借站。 

 

答復內容： 

一、 查公共自行車租賃站設置於國有地需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辦理租

用，本府前已向中央爭取將公共自行車納入無償使用原則，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針對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使用國有土地分別於 103年 10月 1日、104年 2

月 13日及 4月 21日召開會議研商，結論因公共自行車有收費行為，尚不符

該部訂頒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惟考量公共自行車符合政府綠

色運輸及環保政策目的，故另研擬「國有公用土地提供公共自行車租賃站使

用方式及計收費用方案（草案）」，在顧及土地管理機關提供土地成本（賦稅）

負擔下，擬具費用計收之最低基準，該草案目前正簽報財政部核准中。 

二、 針對 YouBike租賃站設置於國有財產署所有土地，將配合辦理會勘取得土地

管理單位同意後，再依前述方案辦理租用。 

三、 另有關台鐵用地部分，目前本市已有汐科火車站及五堵火車站等 2租賃站與

台鐵局辦理租用設站，後續設站地點若為台鐵用地將視使用需求評估設站可

行性。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 (組、室)：綜合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科長祥煙 

聯絡電話：本市境內 1999、(02)29603456分機 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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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2 屆第 1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沈議員發惠 質詢日期 104 年 6 月 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4 年 6 月 17 日 

質詢事項： 

大汐止經貿園區為為新北市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的重要計畫之一，惟新開幕之遠雄

U-Town購物中心，已對新台五路周遭交通造成嚴重衝擊，希市府研擬設立轉運站之

可行性，以有效疏解交通。 

 

答復內容： 

一、汐止 U-Town於 104年 5月 8日試營運，除開幕當週車流較多外，之後人、車潮

已趨平穩，對周邊道路交通並無造成太大影響。為避免 9月完全開幕之車流影響

周邊道路，已要求業者於開幕前需提出交通維持計畫送本府審議通過後才能營

運。 

二、汐止 U-Town位於汐止市中心，且鄰近臺鐵汐科站，未來亦有捷運汐止民生線站

位(SB14站)，若作為大規模私人運具轉乘公共運輸使用，造成大量交通量進入該

區域，對於新台五路及大同路之交通將造成衝擊；建議仍以規劃公車路線轉乘臺

鐵或捷運為優先，對周邊道路衝擊相對較小，至有關轉乘停車之需求，將納入刻

正辦理之「變更汐止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研議。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 (組、室)：綜合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科長祥煙 

聯絡電話：本市境內 1999、(02)29603456分機 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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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2 屆第 1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沈議員發惠 質詢日期 104 年 6 月 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4 年 6 月 17 日 

質詢事項： 

汐止區社后通往臺北市目前僅有康寧街，市府其他替代道路規劃為何？ 

 

答復內容： 

一、 為改善汐止區聯外交通，本府已針對汐止社后地區主要橫向道路福德一路、二

路及吉林街，評估新闢跨越基隆河橋樑。其中福德一路及福德二路設置跨河橋

樑部分，因囿於環東大道與堤防間之淨高不足及基隆河道內不宜落墩，經評估

在工程技術及水利方面並不可行，且於北市端須銜接港東街，往南仍匯流於南

港路，該路口服務水準已達 F級，並無法有效紓解車流，另往北側延伸匯入至

經貿一路，轉彎半徑及坡度不符設計規範；至吉林街係規劃銜接環東大道，其

橋下空間及經貿一路道路空間不足，無法設置匝道，在水利方面亦不可行。 

二、 另新闢明峰街至康樂街連絡道路之交通改善構想，本案施作範圍涉非都市土地

之山坡地保育區，且道路工程涉跨越內溝溪行水區，經工程單位評估結果不具

可行性。 

三、 另本府目前積極推動捷運汐民線，現況吉林街雖 6-8米，後續捷運汐民線以高

架型式行經本路段，將配合拓寬為 22米，故研擬利用拓寬後之吉林街，並以高

架共構方式跨越內溝溪進入臺北市境內銜接內湖，當地道路交通狀況較南港

佳，本府今年度將先進行研究規劃，以利後續將納入汐民線設計辦理。 

 

 

 

 

承辦局（處、會）：交通局 

承辦科 (組、室)：綜合規劃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林科長祥煙 

聯絡電話：本市境內 1999、(02)29603456分機 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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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2 屆第 1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沈議員發惠 質詢日期 104 年 6 月 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4 年 6 月 17 日 

質詢事項： 

金山活動中心租約將到期，市府應利用市地興辦公共事業，如地下蓋停車場，紓解金

山老街停車需求；另建議將圍牆拆掉變公園，甚至可建鄧麗君紀念館。 

 

答復內容： 

一、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承租本市金山區中與段 315等 13筆土地作金山青年活

動中心使用，使用分區主要為青年活動中心區(部分為尚未分割之道路用地、綠

地及住宅區等用地)，承租面積約 14.15公頃，最近一次租約將於 104年 12月

31日到期。 

二、 有關貴席建議利用前揭市地闢建停車場一節，經本府交通局綜合評估說明如下： 

(一)、經查金山青年活動中心位於本市金山區青年路 1號，距離市區中心停車需

求較高之地點(金山老街)約為 1公里，民眾從老街步行至此地之時間約為

15分鐘以上，超過停車場最適服務半徑為 500公尺，故若後續此地規劃作

為停車場恐民眾使用意願不高，致易發生閒置情形。 

(二)、為紓緩金山老街之停車需求，本府交通局亦持續評估並增設公有停車空間

及輔導私有停車空間設置指引牌面： 

1、將於 104年 6月份於青年活動中心東方約 200公尺處的磺港路，增加劃 

         設約 25格路邊汽車停車格予民眾使用。 

2、104年 8月 1日起將金山老街周邊路邊停車格位納入假日收費管理，將 

         可提高周遭停車周轉率且有效提供老街周邊停車空間。 

3、金山老街東方約 150公尺處刻正由本府觀光旅遊局辦理「新北市金山區 

         溫泉旅館暨多功能藝術展演空間促進民間參與案」，後續若本案完工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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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後預計可提供 168個小型車位及 5個大型車位供遊客使用，可紓緩金

山老街假日停車擁塞情形。 

4、又距金山老街約 100公尺處設有私有民營之金美停車場，該停車場提供

70格小汽車格位，後續將積極輔導該停車場業者申請設置停車場指引牌

面，以紓緩假日車輛停車擁塞於老街狀況。 

三、 另有關貴席建議利用前揭市有土地興辦其他公共事業(如公園等其他公共設

施)，本府財政局已另案函請各機關評估對於該數筆土地是否有公用需求或自行

開發利用計畫，後續將視評估結果辦理續租或其他活化利用方式。 

 

 

承辦局（處、會）：財政局 

承辦科（組、室）：非公用財產管理科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劉專員學文 

聯絡電話：本市境內 1999、(02)29603456 分機 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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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第 2 屆第 1 次定期會總質詢書面答復表 

質詢議員 沈議員發惠 質詢日期 104 年 6 月 8日 

答復機關 新北市政府 答復日期 104 年 6 月 17 日 

質詢事項： 

萬里瑪鋉港觀光漁市目前辦理進度為何? 

 

答復內容： 

一、 本府已於萬里都市計畫第 3次通盤檢討時，提出變更使用分區為港埠專用區，

現仍在內政部審議中，俟都市計畫變更完成後，即可規劃辦理。 

二、 惟萬里區漁港可供興建觀光漁市之地點原為環境汙染、漁船安全演練等各項活

動演練場所，並作為泥沙清淤、漂流木及各項緊急事件物資暫置地，宜與漁會

再予研議，爰建議萬里漁港港區內現有設施應維持現狀。 

 

 

 

 

 

 

承辦局（處、會）：農業局 

承辦科 (組、室)：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 

資料聯絡人：府會聯絡人蕭技正景槐 

聯絡電話：本市境內 1999、(02)29603456分機 3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