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北合作交流平臺」合作方案辦理情形 
（一） 交通組                                                                         資料時間:111年 8月 5日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跨市橋梁增設

自行車道 
中正橋改建工程及代辦管線附掛工程：截至 111年 5月底，預計工進 67.36%，實際工進 67.38%，領

先 0.02%，目前施作項目為主橋鋼梁吊裝推進作業、新北端引橋鋼梁地組吊裝作業、新北端橋墩帽梁

施作、鋼構廠鋼構單元製作等，預計 112年 12月 19日完工。 

捷運路網擴建

計畫 
1. 萬大中和樹林線: 

第1期工程至111年6月實際進度為63.01%；第2期刻正辦理工程發包作業；環差報告已經環保署提報

111年5月25日大會審核修正通過；另交維計畫已陸續提報新北市道安會報共同爭取核定。 

2. 汐東捷運(原汐止民生線)： 

汐東捷運由新北市政府擔任捷運地方主管機關主政辦理，待基隆捷運與汐東捷運整合成果中央核定

後，臺北市政府將儘速辦理臺北市路段之規劃檢討評估。 

3. 環狀線北環段及南環段： 

都計變更案已發布實施，刻正辦理用地取得及工程發包作業，其中北機場於111年3月3日舉行開工典禮；

交維計畫已提報兩市道安會報爭取核定；新北市捷運局於新北市都委會提報「修正新北市捷運開發區

容積率訂定及分配方式案」並主張環狀線北環段新北市轄捷運開發區據以變更細部計畫調整容積率案

於111年4月8日起實施。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淡水河北側沿

河平面道路工

程 

1. 本案已完成用地取得，細設成果已於110年5月12日核定，並已辦理公開閱覽作業，蒐集彙整廠商意見。 

2. 涉臺北市端各項行政程序，包括都市設計審議仍待臺北市都發局儘速排會審查，水土保持計畫待都審

程序完成後將再次提送審查，交維計畫已提送請各單位書審。都計變更於110年9月28日發布實施。 

3. 本案概估總經費73.40億元向中央爭取公共建設計畫經費部分(包含臺北市路段約11.09億元)，既經交

通部、國發會審核認可，並經行政院表示，「本案可系統性改善臺2線竹圍路段交通瓶頸，爰同意支持」，

惟請交通部與雙北市府研議整體路網分流策略及推動原則，並與民眾溝通獲得共識後再行報院。 

4. 整體路網分流策略已於110年6月10日與公路總局研商，後續新北市政府已於9月4日、5日於淡水、士

林及北投共召開3場說明會，並彙整民眾具體建議為意見回復表，經蒐集實體及線上意見回饋，相關

辦理情形並已納入111年1月提送之公共建設計畫修正，並交通部已於111年4月22日提報行政院，刻由

行政院審理中。 

南港及汐止自

行車動線串聯 
「跨越大坑溪自行車道興建工程」案臺北市新工處已於110年4月完成可行性評估、9月27日核定基本設

計，10月20日召開地區說明會、11月19日召開現場橋址位置確認會勘，目前正辦理細部設計作業中，預

計111年施作。 

111 年雙北

機車安全月 
己於111年7月18日舉行記者會媒體露出，本次與臺北巿合作辦理2波網路抽獎活動，並共同拍攝宣導短片

2部，相關宣導素材資源等均請雙北巿府單位協助共同宣導: 

1. 抽獎活動2次：第1波(7/18-7/29)、第2波(8/15、8/26) 

2. 拍攝短片2部：第1支影片以汽機車提升防禦駕駛觀念為主題，影片於記者會當天己上架託播宣導；第

2支影片以避開大型車視覺死角及內輪差為主題，宣傳正確及安全的駕駛行為，於111年7月31日進行拍攝。 
 

 

 

 



（二） 產業民生組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電競產業推動

合作案 
新北市: 

(1) 111年 3月起開設電競產業課程(包含電競企劃、賽評、電繪、特效及動態補捉等)。 

(2) 111年辦理電競主題營隊、電競講座，並預計於暑期辦理「電競水冷電腦創客展」、「第四屆青少年盃

電競賽」等。 

(3) 「2022城市盃數位科藝電競邀請賽」由臺中市政府主辦，雙北兩市共同擔任協辦單位。 

(4) 新北市 111 年 5 月辦理電競基地盃賽暨嘉年華，已將活動資訊轉知臺北市體育局鼓勵轄內相關電競

組織參與。 

臺北市： 

(1) 本市提供多項獎勵補助，截至 111 年 5 月底，已核准 60 件遊戲及電競產業申請案補助案，補助金

7,371萬餘元 

(2) 補助北市幼華高中設置電子競技實驗班，該校協助北市辦理青少年電競大賽，並與新北市分享辦理

經驗分享。 

(3) 擔任「ZUVIO 激鬥峽谷大專邀請賽」之指導單位，111 年 1 辦理線上賽，並於 1 月 23 日假大直 ATT

舉行實體總決賽；111年預計辦理 4梯次人才培育營、6場電競體驗活動，並安排電競隊伍於臺北市

高中職舉辦 5場電競講座。 

雙北社會企業

交流合作案 
新北市： 

(1) 110年 11月 2日受邀參加臺北好社企成果發表會，與台北市社企團隊交流。 

(2) 111年 9月預計辦理「新北創力坊 Demo Day2022」，活動中將展示新創育成成果、商業模式，創造

投資及企業合作機會，將邀請臺北市社企團隊一起參與交流。 

臺北市： 

(1) 110年 11月 2日辦理「臺北社企心力量 永續城市新契機」成果發表會，並邀新北市出席參與交流。 

(2) 111年將規劃「社會企業輔導暨 ESG產業媒合計畫」，將請新北市邀請企業參與 ESG出題媒合。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雙北合作推動

國內跨境電商

標竿企業選拔 

新北市:111年下半年將辦理「2022新北電商輔導計畫」屆時開設電商基礎及進階培訓課程、1對 1電商

問題專人(線)諮詢，將邀請臺北市企業報名參加。 

臺北市：自 108年起辦理「臺北新貿獎」跨境電商標竿企業選拔，111年將擴大徵選，邀請國內各縣市優

秀跨境電商業者參與選拔，已有 40餘家企業(含新北市企業)報名參加。 

雙北農村社區

經驗交流 
本案工作項目為共同分享雙北農村社區重點特色及發展經驗，惟考量疫情嚴峻，社區長輩希望減少群聚，

為顧及社區長者健康，待疫情趨緩再行評估。 

雙北商業數位

轉型交流 
新北市: 

(1) 商圈數位轉型交流部分，已於 7月 26日辦理「新北市微型店家輔導資源說明會」，介紹新北市中小企

業輔導資源，業邀請臺北市廠商企業一同參與。 

(2) 市場數位轉型交流部分，考量近期疫情狀況，尚無安排無現金支付/外送之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後續

如有辦理，將邀請臺北市市場處參與。 

臺北市: 

(1) 商圈店家數位轉型部分，111 年規劃辦理 12 場次多元數位應用課題培訓及座談交流，將持續邀請新

北市商圈店家代表共同參與、促進交流。 

(2) 下半年預計辦理 2場「雙北市場無現金支付/外送成果分享暨交流會」並邀請雙方市場代表參與。 

雙北遊蕩犬處

理經驗交流 
新北市:後續辦理動保員教育訓練時,邀請北市動保處一同參與。 

臺北市:預計 111年 10月前由辦理 4堂教育訓練並邀請新北市參與。 

綠能發電場站

暨變電所屋內

化推動參訪 

新北市:今年度規劃辦理 1場次綠能發電場站或變電所屋內化推動參訪活動。 

臺北市:預計今年下半年邀請新北市參訪大安超高壓變電所。 

 

  



 

（三） 環境資源組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內溝溪左岸大

型社區污水下

水道接管工程 

1.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已將本案納入汐止污水第三期實施計畫，以重力接入臺北市東湖路次幹管系統(營

建署審查中)，俟中央污水補助情形優先辦理接管；本局衛工處將配合新北市後續於設計階段時，協

助審查提供建議。 

2. 內溝溪沿岸污染行為由兩市環保局持續稽查，水質有超標情形時依法告發。 

 

 

（四） 都會發展組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都會空間治理 1.都市更新經驗交流： 

(1) 111年 5月 23日止，雙北市就都更審理、公辦都更流程、實施者代為拆除遷移標準作業及整建維護

等相關議題辦竣 9次經驗交流，且就「都市更新條例修正後因應作為」亦持續進行研討交流。 

(2)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於 110 年 6 月 17 日參與本市都市更新處視訊會議公聽會觀摩研討，並於 110 年

8 月 27 日拜訪本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本市都市更新處於 110 年 10 月 21 日參與臺北市都市更

新處「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及容積獎勵精進方案」研商會議，並於 111 年 1 月 13 日至臺北市

建築管理工程處就危老案件相關業務進行交流。 

(3) 於 111年 7月 8日至 7月 10日在臺北市圓山花博爭豔館舉辦「居住安全博覽會」，本市與臺北市都

市更新處均已派員參加，另「第四屆危老及都市更新博覽會」亦會參與，共同推廣。 

2.大眾運輸導向都市發展交流： 

雙北市前於 111 年 3 月 3 日與臺北市政府就兩市制度差異、修法內容與執行情形進行經驗交流。本市

城鄉發局並於 111年 6月 16日參與臺北市政府 EOD及 TOD推動論壇。 

3.容積移轉代金制度交流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雙北市前於 111 年 3 月 3 日與臺北市政府交流容移代金制度之交流情形，並針對公會協檢制度、估價

廠商評鑑制度、輪序及容移代金額度決議方式等事項進行討論，供後續執行參考。後續將視新北市階

段性執行容積移轉代金制度後，針對公會協檢審等議題，再行交流。 

 

 

（五） 教育文化組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雙北合作共同

申辦國際綜合

性賽會及運動

園區規劃報告 

1. 109年10月23日獲得主辦權、同年12月10日進行視訊簽約儀式，目前已召開3次組織委員會議、2次執

行委員會會議、1次執行長會議。 

2. 執行委員會原設置4大領域13處44組，經第2次執委會決議，新增「觀光旅遊處」，調整為14處46組，各

處組均已召開工作會議，確認工作期程、經費執行、權責分工。 

3. 已提交 IMGA 賽會競賽及行銷計畫，規劃辦理35個競賽種類(含9個帕拉種類)，預計111年12月底前確

認所有競賽場館。 

4. 預計8月12日召開第2次執行長會議，9月底前召開第3次執行委員會議。 

5. IMGA執行長預計111年10月底11月初率團訪台並參與組織委員會議。 

兩市共同學區 

之國小班級數

預估方式調整 

1.設籍於臺北市南港區之中研里、九如里、舊莊里及新富里可選擇就讀本市汐止區之白雲國小。 

2.白雲國小之普通班設校規模為一個年級3個班，全校共18班，經查白雲國小111學年度一年級招生99位 

  學生，其中15位設籍於臺北市的學生至該校申請額滿審查，4人錄取該校並至該校報到。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鼓勵雙北 12-

18歲學生完成

新冠肺炎疫苗

2劑接種，提

升完整接種率 

1.111年3月18日函知各校提供雙北疫苗接種資訊，鼓勵符合施打資格學生完成第2劑 COVID-19疫苗接種。 

2.111年5月18日新北教體衛字第11110931422號函請學校，將尚未接種基礎劑之滿12歲青少年併同於青  

  少年追加劑集中接種作業，並於111年6月17日完成。 

3.本市持續雙北合作，加強宣導學生完整疫苗接種，並持續更新疫苗接種資訊，以利學生就近施打，截 

  至8月2日統計，本市12-18歲學生第二劑16萬4,564人(接種率84.1%)，接種率已明顯提升。 

 

 

（六） 災防組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跨區通報支援 1. 跨轄案件轉報 

(1) 臺北市：650件。 

(2) 新北市：362件。 

2. 跨轄火災支援 

(1) 臺北市：2件。 

(2) 新北市：0件。 

3. 救護車跨轄支援 

(1) 臺北市：12件。 

(2) 新北市：6件。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教育訓練分享

及防災社區觀

摩 

1. 111年教育訓練規劃 

因疫情影響，調整梯次及人數如下： 

(1) 臺北市：共提供7梯次、34人次。 

(2) 新北市：共提供6梯次、20人次。 

2. 教育訓練互訓成果 

(1) 臺北市：已提供6梯次、29人次，新北市參訓率100%。 

(2) 新北市：已提供1梯次、2人次，臺北市參訓率100%。 

3. 災害防救研討會 

(1) 臺北市：111年臺北市無規劃辦理研討會。 

(2) 新北市：舉行日期暫定9月28日，地點希爾頓2F會議廳，因應疫情，目前朝向縮小規模辦理本研

討會，屆時將依中央防疫指引及會議空間大小計算可參加研討會活動人數。 

聯合救災演練 1. 臺北市 

因應疫情持續升溫，本市原訂於5月24日辦理111年災害防救演習暫停辦理，已報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

公室奉准，俟疫情穩定後，再擇日辦理。 

2. 新北市 

因應疫情持續升溫，本市原訂於6月16日辦理111年災害防救演習暫緩辦理，俟疫情穩定後，再擇日辦

理。 

氣象情資交流 1. 平時氣象情資分享 

(1) 臺北市：提供「天氣報告暨定量降水預報」予新北市計124則。 

(2) 新北市：提供「新北市天氣日報」、「新北市氣象影音」及「一週天氣分析簡報」予臺北市，計257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則。 

2. 災時氣象及災害資訊交流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兩市不定時分享相關分析災害資訊。 

3. 停班停課同步決策 

災時停班停課決策會議前，兩市協力團隊交流討論相關預報情資，北北基共同宣布停班課相關資訊。 

特種搜救隊合

作與交流 
1. 臺北市 

業於111年3月1日至16日辦理「111年度災害搶救實務研習班第1-4期」，授課內容包括「變電所種類介

紹及潛在風險分析」、「古蹟歷史建築物消防搶救作業探討」、「電動車及鋰電池火災搶救」、「太陽能光

電系統火災搶救」、「山域搜救實務及研討」及「隧道及地下場站救災暨風險分析」，並已邀請新北市22

名同仁與會參訓。 

2. 新北市 

辦理車禍救助複訓(技術級)：於111年7月2日至3日在桃園市力群企業有限公司辦理，臺北市派5名參

訓。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兩市災害防救

辦公室之參訪

交流 

1. 臺北市 

辦理111年下半年度交流會議。 

2. 新北市 

上半年交流會議原訂於5月25日辦理，因受 COVID-19)疫情影響暫緩辦理，暫定延至111年第3次雙北合

作交流平臺災防組會議後召開，合作分享議題共5案： 

(1) 新北市： 

甲、備援災害應變中心。 

乙、防災科技體驗館。 

(2) 臺北市： 

甲、高效能勤務派遣系統。 

乙、救災人員智慧化管控系統。 

丙、規劃全面更新無線電。 

大量傷病患通

報及後送機制 
1. 持續落實大量傷病患雙北最多支援1/3救護能量、以發生地消防局為主建構單一指揮體系、後送資訊

以發生地消防局的系統進行彙整等運作機制 

2. 雙北救指中心運用「大量傷病患彙整表」快速彙整傷病患人數、性別、傷勢及後送情形。自110年2月

起維持雙向聯繫案件資料統計。 

3. 111年迄今無大量傷病患通報支援案件。 

避難弱勢場所

火災初期自救

及疏散示範演

練交流觀摩 

1. 臺北市 

111年4月21日業於東明扶愛家園辦理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示範演練，新北市3人到場交

流觀摩。 

2. 新北市 

預訂111年9月26日於慈心產後護理之家辦理避難弱勢場所火災初期自救及疏散示範演練，臺北市派員

(1名股長及1名科員)到場交流觀摩。 

 



 

 

（七） 衛生社福組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雙北市感染管制課程 

1. 每家機構(含醫院)2人報名參加線上課程，預計2,586人。 

2. 課程安排3梯次(分1.5日)，每日安排4堂課，每堂課50分鐘。課程如下： 

(1)常見之呼吸道傳染病及其防治措施。 

(2)機構環境監測及環境清潔。 

(3)群聚感染事件防治措施與處理。 

(4)因應現行流行疫情概況之執行政策與防治措施。 

3. 「111年度雙北市感染管制課程」勞務採購招標案評審會議於111年8月4日召開。 

雙北長照資源整合平臺 

新北市：個管人員初階資格訓練課程(20 小時)，本市 111 年預計辦理 4 場，每場預計 80 人

(含 10位外縣市人員)，第一場業於 4月 16日、17日及 23日辦理，參訓人數 83人

(含臺北市 9人)，完訓合格人數 59人，其中臺北市參與完訓合格人數 6人。 

臺北市：照管人員資格訓練課程(36 小時)規劃 111 年共辦理 6 場次。每場預計 20 人(含 10

位外縣市人員)。 

食品業者衛生管理線上

課程建置 

1. 由雙北衛生局合作食品業者線上課程目前總計21堂，截至111年7月27日報名人數4萬5,286

人數，完訓人數3萬1,563人，通過率達70%。 

2. 111年持續新增線上學習課程，並配合法規修正更新課程內容。 

毒品危害防制跨域整合

方案 

以雙北之醫療戒癮服務及毒危講習多元方案，提升施用毒品者治療意願，協助就醫，雙北合

作順利，持續辦理。 

大臺北地區街友資料交

換機制 

雙北社會局於每一季結束後兩個月內進行街友名冊交換。110年第四季業於1月完成交換，

111年第一季業於4月完成交換。 

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 1.臺北市：預計於111年7月至11月間辦理8場次。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2.新北市：預計於111年3月至10月間辦理14場次。 

3.雙北衛生局預計於111年3月至11月間，共計辦理22場次，截至6月底已辦理完畢8場次。 

雙北人民團體培力模式

交流 

1. 110年10月26日召開雙北人民團體培力模式交流會議及臺北市 NPO聚落參訪。 

2. 110年12月30日觀摩新北市人民團體領航金獎表揚。 

3. 雙北人民團體科已完成雙邊培力模式之觀摩參訪及業務交流學習，並於111年度第1次雙北

合作交流平臺「衛生社福組」工作會議中裁示解除列管。 



（八） 觀光文創組 

案件名稱 最新辦理情形 

海外旅展共同

宣傳 
1. 109至110年海外旅展合作宣傳部分因 Covid-19全球疫情嚴峻皆延後辦理，改以國內旅展(如 ITF 等)

或大型活動(如跨年等)協助互相宣傳為主。故109至110年雙北已於各大型國內展如「臺北國際春季旅

展」、「臺北國際夏秋聯合旅展」及「臺北國際旅展 ITF」等共同發放雙北觀光文宣及提供旅遊諮詢。 

2. 111年度依持續全球疫情變化及中央防疫規定辦理，目前以國內旅展(如 ITF 等)或大型活動(如跨年

等)協助互相宣傳為主。 

旅遊網站資訊

交流及合作 
1. 110年已於雙北旅遊網協助放置安心旅遊首頁圖及「台北加碼 Go」安心旅遊、「我 ok你 Fun心」新北 

  安心旅遊、「20221大稻埕情人節」、「2021新北歡樂耶誕城」，111年則放置「2022新北市平溪天燈節」、 

 「2022台北燈節」等活動訊息，加強宣傳，搶攻國旅市場，後續將持續依雙北各自重大活動及政策彼此 

  協助宣傳。 

2. 111年將加強透過雙方官網相互放置主題旅遊資訊連結及增加大型活動 Banner連結，宣傳雙北旅遊資

訊。 

街頭藝人登

記制合作機

制 

1. 110年3月1日雙北同步實施街頭藝人登記制，雙北可申請之展演點逾400點，將賡續辦理資料交換及場 

  地共享。 

2.111年6月19日、6月26日、7月3日辦理「新北市街頭藝術工作坊」線上課程，歡迎北北基桃登記之街頭 

  藝人線上報名參與。 

3.111年8月20日、8月21日辦理「2022 JUST FUN新北--街頭文化祭」活動，包括饒舌、塗鴉比賽等，請 

  臺北協助推廣宣傳。 

4.2022臺北街頭藝術嘉年華預定於8月27、28日舉辦，活動採徵選制，已發布徵選簡章並請新北市協助轉 

  知公告。 

5.111年雙北就街頭藝人有關登記資料介接、活動行銷流通議題進入穩定合作，將持續辦理。 

兒藝節共同

行銷 
雙北兒藝節共同行銷，擬依往年合作方式規劃，如實體文宣交換、網站及社群軟體露出等。目前經洽詢

臺北兒藝節辦理期間為7月2日至8月28日，新北市兒藝節為7月29日至8月14日，兩市文化局相互協助宣

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