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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北合作交流平臺第 8次副市長層級會議紀錄 

壹、 會議時間：108 年 7 月 1 日(一)下午 2 時整 

貳、 會議地點：新北市政府行政大樓 18 樓市政會議室 

參、 主席：新北市政府 陳副市長純敬 

臺北市政府 鄧副市長家基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紀錄：劉雅宜 

伍、 主席致詞： 

一、 陳副市長純敬 

雙北合作平臺經過多年的運作，在環境、交通、產業、城

市發展、教育文化、災防、衛生社福及觀光旅遊等方面均

累積多項成果，謝謝雙北市團隊的努力。目前共計 134 項

合作案，已完成 106 項，28 項持續執行中。108 年 2 月市

長層級會議後，各議題小組持續積極討論，共提出了 12 項

新合作方案，其中 4 項已完成，包括雙北垃圾袋統一價格

已於 5 月 1 日正式實施、雙北市學生可就近於合約院所接

受 HPV 疫苗接種服務、雙北市團體家屋每月收托空位查詢

系統已於 4 月上線、以及共享汽車租賃系統於 5 月推至雙

北等，希望雙北持續攜手為市民創造更好的福利。 

二、 鄧副市長家基 

(一) 非常感謝雙北市同仁的努力及陳副市長的支持與鼓勵，

雙北合作多年獲致多項成果，建議可辦理成果發表，

讓市民有感，市民的支持可成為雙北合作平臺繼續前

進的動力。 

(二) 雙北市長於今年 3 月會面達成多項合作共識，其中，

淡水河北側沿河平面道路工程案，臺北市會在經費部

分予以協助，市長期待持續溝通，讓工程早日啟動。

此外，包括中正橋拆遷改建、捷運環狀線第一階段今

年底即將通車，以及 7 月份翡翠專管建置等，都是兩

市市民十分關心的議題， 尤其共飲翡翠水對於未來首

共同主持 



2 
 

都圈飲用水安全非常重要，行政院亦表示支持，雙北

將共同努力。雙北一家親，期許未來合作項目能夠持

續增加，貼近市民需求。 

陸、 幕僚單位報告(略) 

柒、 議題小組報告： 

一、交通組 

(一) 捷運環狀線第一階段預計今(108)年底通車，請臺北市

政府協助於八月底前將噪音問題改善。 

(二) 淡水河北側沿河平面道路，請北市府持續支持，透過兩

市共同合作，加強與在地居民的溝通，並配合環保署環

評審查程序，加速推動興建，讓雙北市民共同受益。 

(三) 公車上下車刷卡已於 7 月 1日開始實施，請兩市共同合

作透過多元宣導及獎勵措施，讓民眾了解並增加配合意

願，以利第二階段順利實施。 

二、產業民生組：洽悉。 

三、環境資源組：洽悉。 

四、都會發展組：有關淡水河忠孝臺北景觀橋之興建規劃，請

兩市與水利署持續就水理、橋址路線、效益等方面溝通研

商，評估合作方案執行之可行性。 

五、教育文化組：洽悉。 

六、災防組：洽悉。 

七、衛生社福組：有關毒品危害防制跨域整合方案，請兩市聯 

合工作小組持續研議就後續可合作事項，以確實發揮跨域

資源整合之效益。 

八、觀光文創組：北北基桃 4 市文化局已成立「文化合作平台」， 

將擴大北臺灣藝文服務及交流推廣，透過整合街頭藝人審議

制度、兒藝節及文化刊物的共同宣傳等，將可發揮行銷加乘

效果，請兩市持續就執行面各項細節進行研議，俾依預定期

程順利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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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主席結論暨指示： 

一、 酷課雲數位學習課程請擴大推廣，落實教育資源共享。 

二、 林口公園用地請儘速完成移轉登記及點交程序，至於紅火蟻

防治工作請臺北市持續協助辦理。 

三、 雙北專用垃圾袋部分，請預為規劃未來垃圾處理量提高時之

因應措施，如收費價格等。 

四、 翡翠專管工程請兩市持續合作，如期如質完成。 

五、 赤蛙復育與棲地營造是長期工作，請兩市持續推動，帶動民

間參與，共創友善的自然保育環境。 

玖、 散會(下午 3 時)。 

 



1 

 

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第 9次副市長層級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12月 2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臺北市政府 12樓劉銘傳廳 

參、 主席：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新北市政府 陳副市長純敬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許結翔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幕僚單位報告(略) 

柒、 議題小組報告： 

一、交通組 

(一)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環評部分，環保署希望臺北市政府

出具相關證明文件以表達其立場，請雙邊相關機關配合辦

理。 

(二) 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通車作業，為確保營運安全，請臺北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捷運公司以 108 年 12 月 10 日前將履勘前

應改善事項辦理完成為目標，並經初勘委員同意後，儘速報

請履勘作業。 

二、產業民生組： 

「雙北家禽批發市場及冷鏈運輸合作」議題納入雙北合作案件，

請議題小組相關單位持續研議規劃辦理。 

三、環境資源組：洽悉。 

四、都會發展組： 

「成立首都圈專案辦公室」、「大眾運輸導向都市發展」、「成立首

都圈大數據交易中心」、「共同推動 5G 基礎建設」等 4 案納入雙

北合作案件，請議題小組相關單位持續研議規劃辦理。 

五、教育文化組：洽悉。 

六、災防組：洽悉。 

七、衛生社福組： 

有關毒品危害防制跨域整合方案，請兩市持續推動，並加強防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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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 

八、觀光文創組：洽悉。 

捌、 主席結論暨指示： 

一、 本次會議新增案件，請各議題小組秉持專業，持續研議與推動。 

二、 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通車為雙北共同成就大事，請雙北交通局、

捷運局、捷運公司等單位秉持專業原則，同心協力解決問題，儘

速讓兩市市民能共享便捷生活。 

三、 雙北共同爭取 2030 亞洲運動會主辦權為雙方共同目標，宜先以

次級亞奧理事會轄下次級運動賽會及國內綜合性賽會循序合作，

並以首都生活圈及長遠都市發展計畫作通盤考量，因涉及層面甚

廣，視需要可擴大局處參與討論及規劃。 

玖、 散會(下午 2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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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北合作交流平臺第 10次副市長層級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9年 7月 13日(一)下午 2時整 

貳、 會議地點：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 18樓市政會議室 

參、 主席：新北市政府 陳副市長純敬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徐朗傑 

伍、 主席致詞： 

一、 陳副市長純敬 

本次會議是國內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後所召開的第一次

副首長會議，兩市在防疫工作上仍將持續合作。雙北合作

迄今計 144 項合作案，已完成 113 項，31 項持續執行中。

特別感謝臺北市政府的協助，讓淡北道路順利通過環境影

響評估，捷運路網部分，新北環狀線已正式營運，萬大中

和樹林線、汐止民生線、環狀線北環段及南環段，仍請北

市府持續協助與支持；產業民生方面，雙北市自今年 7 月

1 日起同步實施批發市場供應人代號實名制，守護民眾食

的安全；此外，兩市合作共同申辦 2025年世界壯年運動會，

並建立街頭藝人登記制合作機制，成果相當豐碩，未來將

秉持一貫和諧的精神持續合作。 

二、 黃副市長珊珊 

(一) 兩市合作項目都已有具體的進展，上半年重點為防疫

合作，隨國內疫情趨緩，兩市主力推廣安心旅遊，惟

近期國際疫情仍持續發酵，面臨秋冬季節來臨及中央

入境管制的鬆綁，各縣市又將面臨嚴峻的考驗及挑戰。

在後疫情時代，兩市無論在經濟振興或其他市政工作

上仍有許多需要一起面對的問題，必須攜手合作，特

別感謝雙北市同仁的努力。 

(二) 雙北合作案件目前有 4 項已達階段性合作目標，包括

臺北赤蛙復育及棲地營造；及公車上下車刷卡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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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仰賴兩市府團隊的長期合作默契及市府高層的支

持才得以順利推動，只要兩市持續合作，並以市民的

需求為依歸，相信各種問題都可妥善溝通及解決。 

(三) 針對近期媒體常討論兩市政策不一致，主因為臺北市

府決策形成過程公開透明，致尚未與新北市府討論，媒

體即獲取相關資訊，柯市長特別指示，爾後凡涉及兩市

案件推動，需先知會新北市，並在工作小組內充分討

論。感謝新北市政府的支持，本市與新北市的合作誠

意、意願及立場絕對不變，兩市將持續溝通並深化交

流，為市民帶來更好的生活。 

陸、 幕僚單位報告(略) 

柒、 議題小組報告： 

一、交通組 

(一) 有關淡海輕軌納入「推動公共運輸電子支付試辦計畫」

使用範圍一案，請新北市政府持續協助。 

(二)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請臺北市政府持續支持及協

助，並請新北市政府加強與在地議員溝通及說明，讓雙

北市民共同受益。 

(三) 雙北公共自行車跨市旅次整合方案，經 109年 7月 8日

兩市交通局研商已達成共識，同意增列為兩市合作案件，

由議題小組持續追蹤辦理。 

(四) 中正橋改建工程，臺北市政府將儘速修正施工水理計畫

提報審核，請新北市政府協助加速審定。 

二、產業民生組：洽悉。 

三、環境資源組：洽悉。 

四、都會發展組：洽悉。 

五、教育文化組：請持續積極合作申辦 2025世界壯年運動會。 

六、災防組：洽悉。 

七、衛生社福組：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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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觀光文創組：因應中央振興三倍劵政策將於 7月 15日上路

及暑假來臨，請兩市針對觀光及旅遊等合作項

目加強合作，共同研商具體措施，搶攻國旅市

場，吸引國內旅遊人口至雙北市消費，促進經

濟發展。 

捌、 主席結論暨指示： 

一、 目前正值後疫情時代，接下來兩市即將面臨經濟振興後的產

業轉型，請各議題小組持續提出合作項目，以創造市民福祉。 

二、 針對廢棄土管制、污水處理、捷運路網擴建等議題，請兩市

相關機關持續溝通協調，未來如果有系統性、長遠性、制度

性合作方案都可提至平臺會議討論。 

玖、 散會(下午 3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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