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計畫名稱 主管機關 行政區 執行情形

1 土城區頂埔都市計畫6號道路新闢工程 工務局 土城區 已完成

2 騎樓整平計畫 工務局 全市 已完成

3
樹林區北84鄉道拓寬工程(柑城橋拓寬及其引道改建

工程)
工務局 土城區、樹林區 已完成

4 樹林藝文綜合行政大樓興建工程 工務局 樹林區 已完成

5 十三行博物館休閒教育園區開發計畫 文化局 八里區 已完成

6 歷史建築空軍三重一村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文化局 三重區 已完成

7 107年河川高灘地河濱公園設施更新及改善工程 水利局

八里、三重、三峽、土城、中

和、五股、永和、汐止、板

橋、淡水、深坑、新店、新

莊、樹林、蘆洲、鶯歌區

已完成

8 大臺北都會公園景觀橋統包工程 水利局 三重區 已完成

9 新莊區塔寮坑抽水站機組更新工程(第一期) 水利局 新莊區 已完成

10 新北市板橋區湳仔溝鐵路橋下游改善工程 水利局 板橋區 已完成

11
板橋區湳仔溝抽水站及土城區土城抽水站機組更新工

程(第二期)
水利局 土城區、板橋區 已完成

12 板橋區華江抽水站及江子翠抽水站機組更新工程 水利局 板橋區 已完成

13 跨堤設施新建及整建計畫 水利局 永和區、板橋區、新莊區 已完成

14 蘆洲停一停車場多目標闢建新建工程 交通局 蘆洲區 已完成

15 三重區三重商工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三重區 已完成

16 金山地區市地重劃 地政局 金山區 已完成

17 板橋區府中456周邊環境改造工程 城鄉局 板橋區 已完成

18 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新設校工程第一期 教育局 林口區 已完成

資料日期：10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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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興建學校廚房相關設施 教育局 土城區、樹林區 已完成

20 新北市三重區文中小三用地興建棒球訓練基地工程 教育局 三重區 已完成

21 三鶯國民運動中心新建工程 教育局 三峽區 已完成

22 淡水區義山市民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淡水區公

所
淡水區 已完成

23
八里下罟子區域性垃圾衛生掩埋場第三期掩埋區修建

統包工程
環保局 八里區 已完成

24 八里區行政大樓興建工程
八里區公

所
八里區 已完成

25 石門分隊興建工程 消防局 石門區 已完成

26 碧潭堰上游至烏來沿線亮點營造 水利局 新店區 已完成

27
林口新市鎮第三期〈三、四區〉市地重劃區污水下水

道系統管線修繕、改建及興建工程
水利局 林口區 已完成

28 樹林區佳園路3段99巷至三鶯二橋道路新闢工程 工務局 樹林區 已完成

29 二重疏洪道微風運河水域運動環境改善計畫 水利局 蘆洲區 已完成

30 108年河川高灘地河濱公園設施更新及改善工程 水利局

八里、三重、三峽、土城、中

和、五股、永和、汐止、板

橋、淡水、新店、新莊、樹

林、蘆洲、鶯歌區

已完成

31 永和區永和抽水站機組更新工程 水利局 永和區 已完成

32 八里坌重劃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支管、用戶接管工程 水利局 八里區 已完成

33 新店區粗坑里花園新城社區接飲自來水上山案 水利局 新店區 已完成

34 基隆河自行車道串連計畫 水利局 汐止區 已完成

35 泰山區貴子坑溪民生路至泰林路二段排水改善工程 水利局 泰山區 已完成

36 中和區第二公墓及三峽區第一公墓墳墓遷置工程 民政局 三峽區、中和區 已完成

37 烏來區覽勝大橋改建工程 工務局 烏來區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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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三重區二重疏洪道兩側附近地區市地重劃區聯外計畫

道路開闢工程
工務局 三重區 已完成

39 大埔分隊興建工程 消防局 三峽區 已完成

40 三峽區國光段社會住宅興建計畫 城鄉局 三峽區 已完成

41 新店區中央新村北側社會住宅統包新建工程 城鄉局 新店區 已完成

42 瑞芳運動公園新建工程 教育局 瑞芳區 已完成

43 林口國民運動中心新建工程 教育局 林口區 已完成

44 林口區新林國民小學校舍新建工程(第2期) 教育局 林口區 已完成

45 新莊分局昌平派出所新建工程 警察局 新莊區 已完成

46
三重區公37公園用地興建市民活動中心共構地下停

車場工程
交通局 三重區 已完成

47 國光分隊暨警察局國光派出所共構興建工程 消防局 中和區 驗收中

48 第七大隊中和中隊暨分隊新建工程 消防局 中和區 驗收中

49 五股國民運動中心新建工程 教育局 五股區 驗收中

50 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工程第二期 教育局 三重區 驗收中

51 音樂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板橋區 驗收中

52 蘆洲區永康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蘆洲區 驗收中

53 捷運三環六線-新北環狀線 捷運局
中和區、板橋區、新店區、新

莊區
驗收中

54 林口市場新建工程 經發局 林口區 驗收中

55 歷史建築五股守讓堂修復及再利用工程 文化局 五股區 驗收中

56 新北市立圖書館瑞芳分館新建工程 文化局 瑞芳區 驗收中

57
大漢溪系整治及水環境營造-新北市土城、板橋、樹

林及新莊地區污水下水道
水利局

土城區、板橋區、新莊區、樹

林區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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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公園暨活動中心污水接管興建計畫 水利局 全市 施工中

59
淡水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委外建設營運計畫(104

年-109年)
水利局 淡水區 施工中

60
淡水河系整治及水環境營造-淡水河系污水下水道系

統
水利局

八里、三重、土城、中和、五

股、永和、汐止、坪林、板

橋、烏來、新店、新莊、蘆洲

區

施工中

61
新店溪整治及水環境營造-新北市中、永和及新店地

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水利局 中和區、永和區、新店區 施工中

62 興建本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104-109年) 水利局

八里、三重、三峽、土城、中

和、五股、永和、汐止、林

口、板橋、泰山、淡水、新

店、新莊、樹林、蘆洲區

施工中

63 新北市河濱公園數位監視器應用及智慧管理計畫 水利局
三重區、五股區、淡水區、蘆

洲區
施工中

64 泰山十八甲重劃區既有污水管線(第2標) 水利局 泰山區 施工中

65 中永和區瓦磘溝沿線抽水站改建工程 水利局 永和區 施工中

66 金包里溪水質改善工程 水利局 金山區 施工中

67 新店區大鵬抽水站新建工程 水利局 新店區 施工中

68 瓦磘溝河道水質及景觀改善工程 水利局 中和區 施工中

69 五股區成洲地區易積水改善工程(含抽水站新建) 水利局 五股區 施工中

70 土城區土城抽水站機組更新工程(第三期) 水利局 土城區 施工中

71 板橋區湳仔溝抽水站機組更新工程(第三期) 水利局 板橋區 施工中

72 三重區新北高中透水保水工程 水利局 三重區 施工中

73 大漢溪左岸新海橋至塔寮坑溪自行車道拓寬工程 水利局 新莊區 施工中

74 109年河川高灘地河濱公園設施更新及改善計畫 水利局

八里區、三重區、三峽區、土

城區、中和區、五股區、永和

區、汐止區、板橋區、淡水

區、新店區、新莊區、樹林

區、蘆洲區、鶯歌區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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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新店溪碧潭堰整建工程暨水環境營造 水利局 新店區 施工中

76 樹林區第六公墓納骨塔新建工程 民政局 樹林區 施工中

77 三鶯大橋改建工程 工務局 三峽區、鶯歌區 施工中

78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快速道路工程(含用地費) 工務局 淡水區 施工中

79 淡江大橋 工務局 八里區、淡水區 施工中

80 新北市轄區內橋梁耐震能力提升工程(107至109年) 工務局 三重區、汐止區、板橋區 施工中

81
新店區安坑一號道路第一期延伸段工程暨第二期新闢

工程
工務局 新店區 施工中

82 中正橋改建工程 工務局 永和區 施工中

83 三峽區國光段社會住宅區內道路及公園開闢 工務局 三峽區 施工中

84
汐止區新社后橋園道段道路北延穿越高速公路至明峰

街路段新闢道路工程
工務局 汐止區 施工中

85
瑞芳、雙溪區舊有三貂嶺至牡丹鐵路隧道規劃自行車

道設置計畫
工務局 瑞芳區、雙溪區 施工中

86 樹林區山佳都市計畫四號道路新闢工程 工務局 樹林區 施工中

87 浮洲橋下橋市區道路動線優化工程 工務局 板橋區 施工中

88 第五救災救護大隊、中隊及車輛保養中心新建工程 消防局 三峽區 施工中

89 萬里分隊新建工程 消防局 萬里區 施工中

90 坪林分隊及市民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消防局 坪林區 施工中

91 永和區中正橋派出所及青年社會住宅興建計畫 城鄉局 永和區 施工中

92 土城區員和段社會住宅興建計畫 城鄉局 土城區 施工中

93 金山區中山溫泉公園及其周邊環境整合計畫 城鄉局 金山區 施工中

94 三重區光榮國民小學校舍改建及地下停車場設置 教育局 三重區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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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五股區更寮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教育局 五股區 施工中

96 板橋區江翠國民中學校舍整建工程 教育局 板橋區 施工中

97 板橋區忠孝國民中學校舍整建工程 教育局 板橋區 施工中

98 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工程第二期 教育局 板橋區 施工中

99 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教育局 新莊區 施工中

100 碧華國民中學校舍遷校新建工程(第一階段) 教育局 三重區 施工中

101 三重區興穀國民小學校舍整建工程 教育局 三重區 施工中

102 本市國民運動中心2.0計畫 教育局 全市 施工中

103 光榮國民中學舊校長宿舍拆除整建工程 教育局 三重區 施工中

104 蘆洲分局辦公廳舍暨三民派出所新建工程 警察局 蘆洲區 施工中

105 金山區金山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金山區 施工中

106
中和區佳和公園新建幼兒園與公托中心暨共構地下停

車場統包工程
交通局 中和區 施工中

107 新莊運動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 交通局 新莊區 施工中

108 捷運三環六線-三鶯線 捷運局 三峽區、土城區、鶯歌區 施工中

109 捷運三環六線-安坑輕軌 捷運局 新店區 施工中

110 捷運三環六線-淡海輕軌 捷運局 淡水區 施工中

111 捷運三環六線-萬大中和線 捷運局 土城區、中和區、永和區 施工中

112 板橋黃石市場、金山第一市場及新莊第一市場改建案 經發局 板橋區、金山區、新莊區 施工中

113 新店區寶高智慧產業園區設置計畫 經發局 新店區 施工中

114 新北市立美術館興建工程 文化局 鶯歌區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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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林口工一市地重劃 地政局 林口區 施工中

116 新店區溪洲阿美族生活文化園區計畫 原民局 新店區 施工中

117 臺灣電影文化園區-國家電影中心興建工程 新聞局 新莊區 施工中

118 淡蘭百年山徑暨周邊觀光設施營造計畫 觀旅局

平溪區、石碇區、汐止區、坪

林區、貢寮區、深坑區、瑞芳

區、雙溪區

施工中

119 歷史建築瑞芳瑞三礦業（選煤廠）修復及再利用工程 觀旅局 瑞芳區 施工中

120 貢寮區行政大樓興建工程
貢寮區

公所
貢寮區 施工中

121 新店區綠湖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新店區
施工中

(開工前準備)

122 五權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板橋區
施工中

(開工前準備)

123 環狀線新埔民生地下道工程 捷運局 板橋區
施工中

(開工前準備)

124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A5泰山站

北側新增出入口工程
捷運局 泰山區

施工中

(開工前準備)

125 新建金山區衛生所 衛生局 金山區
施工中

(開工前準備)

126 新北市生態河川營造計畫 水利局
三芝區、土城區、中和區、五

股區、泰山區、淡水區

統包決標

  (設計中)

127 中和區安邦段社會住宅興建計畫 城鄉局 中和區
統包決標

  (設計中)

128 新店區民安段社會住宅興建計畫 城鄉局 新店區
統包決標

  (設計中)

129 三峽國光段(二期)社會住宅新建統包工程 城鄉局 三峽區
統包決標

  (設計中)

130 泰山中山段社會住宅興建計畫 城鄉局 泰山區
統包決標

  (設計中)

131 土城區大安段社會住宅興建計畫 城鄉局 土城區
統包決標

  (設計中)

132 土城區永和段社會住宅興建計畫 城鄉局 土城區
統包決標

  (設計中)

133 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新設校工程 教育局 淡水區
統包決標

(設計中)

134 林口區東湖國民小學新設校工程 教育局 林口區
統包決標

(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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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改建工程 教育局 板橋區
統包決標

(設計中)

136 土城區亞洲路拓寬工程 工務局 土城區 發包中

137 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城堡多功能樂活館興建工程 教育局 新莊區 發包中

138 忠孝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板橋區 發包中

139 長壽公園地下停車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樹林區 發包中

140 溪北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板橋區 發包中

141 興華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三重區 發包中

142 錦和運動公園地下停車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中和區 發包中

143 Y18捷運幸福站立體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 交通局 新莊區 發包中

144 信義國小地下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 交通局 板橋區 發包中

145 信義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 交通局 三重區 發包中

146 重陽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 交通局 三重區 發包中

147 新北高工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土城區 發包中

148 林口地區水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擴建工程 水利局 林口區 規劃中

149 新北市水岸休憩景觀橋 水利局 全市 規劃中

150 磺溪四十號橋改建工程 工務局 金山區 規劃中

151
配合國道1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新五路部分拓寬工

程
工務局 五股區、泰山區、新莊區 規劃中

152 三重區環河北路二段往台北市方向增設機車道工程 工務局 三重區 規劃中

153 鳳鳴分隊興建工程 消防局 鶯歌區 規劃中

154 新北湧蓮寺慈善公益大樓新建工程 教育局 蘆洲區 規劃中



項次 計畫名稱 主管機關 行政區 執行情形

155 三重分局慈福派出所新建工程 警察局 三重區 規劃中

156
三峽分局鳳鳴派出所辦公廳舍與社會局身心障礙照顧

設施共構新建工程
警察局 鶯歌區 規劃中

157
淡水分局新市派出所、淡海捷運分隊與消防局淡海分

隊共構新建工程
警察局 淡水區 規劃中

158
土城分局廣福派出所及交通分隊暨體育處健身中心共

構新建工程
警察局 土城區 規劃中

159
蘆洲分局成州派出所、衛生局公共托老中心暨社會局

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中心共構新建工程
警察局 蘆洲區 規劃中

160 捷運三環六線-新北樹林線 捷運局
土城區、新莊區、樹林區、板

橋區
規劃中

161 捷運三環六線-環狀線南環段北環段 捷運局
三重區、五股區、新店區、新

莊區、蘆洲區
規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