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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松山地區發展再生計畫」地區座談會 
（臺北機廠周邊人本路網建置）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0年 11月 20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松山高中大講堂 

參、 主席：袁如瑩副總工程司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簡報：（略） 

柒、 民意代表及民眾發言摘要： 

一、 里長及議員意見 

(一) 新仁里 吳建德里長 

1、 本次座談會由於場地因素，有人數的限制，建議加開一場座談

會，並選擇可容納更多人數之場地，廣納民眾意見。 

2、 計畫範圍內有許多大型開發案，雖然停車席位數量多，但因收

費價格較周邊地區高，導致遊客在停車的選擇上，往往繞行於

社區內選擇收費較便宜之停車場停放，壓縮到周邊居民停車需

求。對於這種大型開發案，交通與停車應該內部化，政府應主

動進行檢討，對於既有停車位未滿租的情形，應採取必要的策

略，優先提升停放率。 

3、 國家鐵道博物園區的開發對於社區未來人流、車流有很大的影

響，建議下次座談會籌備處能主動說明，並當場回覆民眾的意

見，建立有效的溝通。 

(二) 王鴻薇議員 

1、 車道縮減為人行道，恐影響車流，造成堵塞問題。 

2、 松山文創園區、臺北文化體育園區、臺北機廠、臺灣水泥公司

及原京華城等大型開發案，將造成地區交通量的衝擊與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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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人本交通的原則下，建議行人與自行車爭道問題，能納入考

量，給予行人更安全舒適的空間。 

4、 建議下次與民眾溝通時，能邀請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親自回

覆民眾的疑問。 

5、 希望臺北機廠能釋放部分停車位，以分擔周邊停車壓力。 

二、 民眾意見 

(一) 民眾一 

1、 忠孝東路四段 559巷若改為單行道，在尖峰期間容易造成堵塞

問題。(簡報 p.31) 

2、 忠孝東路四段553巷是否有拓寬人行道之必要? 現況人行道寬

度已足夠，建議移植喬木以拓寬人行空間。(簡報 p.32) 

3、 忠孝東路四段 559巷若改為單行道，拓寬的人行道空間一樣會

變成汽機車亂停。(簡報 p.33) 

4、 松山文創園區的停車收費較高，導致松山高中的停車位時常額

滿，居民停車需要排隊，更造成 559巷的阻塞。 

5、 基隆路一段 102巷的照明不足，容易有安全疑慮。 

6、 建議提供臺北機廠未來人潮流量。 

(二) 民眾二 

1、 光復南路單號側之人行道被變電箱佔據，造成通行困難。 

2、 計畫區內住宅老舊，應加速都更，朝向經貿區發展。此外，針

對危老建築，政府亦應該放寬既有法令加速推動。 

(三) 民眾三 

1、 這個計畫沒有提到菸廠路東延段的方案，是取消了嗎? 

2、 平日上下班期間，553巷及 559巷車流量相當多。地區巷道窄，

都更對於空間的發展是有效益的，不過大型開發案對於周邊社

區的影響較大，亦會造成交通的衝擊與增加空污。 

(四) 民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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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望老舊社區能進行整體計畫，帶動周邊發展。 

2、 市民大道僅有 1 線公車(669)，幾乎無人乘坐；地區發展的同

時，應一併將大眾運輸系統的接駁、轉乘考量進去，如將大巨

蛋、原京華城開發案與捷運站連結。 

(五) 民眾五 

1、 汽、機車佔據人行道問題嚴重，希望政府能租下私人停車場，

收費金額便宜，減少汽機車路邊亂停的情況，並要求警察加強

取締。如八德路四段、八德路四段 72巷、八德路四段 106巷。 

2、 南京東路五段 66巷機車占據人行道，應要求警察加強取締。 

3、 八德路四段監理站至光復北路口，既有人行道為什麼消失?導

致自行車時常騎騎樓，影響人行安全，應要求警察加強取締。 

4、 建議大型開發案地下室應廣設停車位並降低停車費用，反對地

下室開發為商場。 

5、 八德路上長期缺乏綠地，應廣設綠地，新建大型開發案應提供

開放空間供民眾使用。 

6、 建議能增加八德路四段的公車路線與班次，讓大眾運輸能更加

完善。 

7、 建議捷運出入口規劃電梯及電扶梯。 

(六) 民眾六 

1、 停車位不足問題嚴重。 

2、 八德監理所通往松山文創園區的路段(八德路四段 36巷)，在中

午、晚上人潮眾多，如人行空間舒適，對觀光與城市的更新都

是很有幫助的。 

3、 台電在八德路上設置高壓電纜，並無與民眾開過會議，造成周

邊住宅安全上的問題。 

(七) 民眾七 

1、 大型開發案之人流、車流問題，避免導入周邊社區。如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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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的人本動線，主要是因應鐵博園區的開發，應由鐵博園區

提出交通配套措施，自行解決未來人車動線問題，不應將人/

車潮導入社區。 

2、 鐵博園區因屬古蹟，沒有提供停車場，應提出交通配套策略。 

3、 大型計畫開發商應自行退縮留設人行道及開放空間。 

4、 忠孝東路四段 559巷應維持原有雙向道功能，不應將雙向道路

改為單行道，造成繞行、瓶頸、以及通行上的困難。 

5、 建議所有規劃應建立在數據資料之上。 

6、 反對菸廠路東延段計畫。 

(八) 民眾八 

1、 東寧路與市民大道交叉路段跨距大，市民大道為快速道路，對

行人通行上有一定危險性，一般長者多選擇市民大道五段 14

巷或東興路穿越市民大道。 

2、 建議臺北機廠開放之前，優先建立友善安全的人行空間。 

(九) 民眾九 

1、 鐵博園區靠近東寧路的圍牆屬於違章建築不列入歷史建築，建

議拆除，並打開其餘周邊景觀介面。 

2、 鐵博園區靠近松山文創園區路側是否能增設出入口? 

3、 動線規劃希望有增設跨橋通往鐵博園區的可能。 

(十) 民眾書面意見 

1、 南京東路五段 66巷、八德路四段 91巷有畫設通道卻無規劃方

案。(簡報 p.12) 

2、 道路巷弄規劃原則非僅缩減車道寛度增加人行道寬度，應同時

考量人與車的安全及使用性。建議車位回歸停車場，停車位併

入設施帶。 

3、 建議吉祥路(15m)將兩側停車位塗銷，人行道增寬為 3.5m 行人

優先道(行人、自行車共用道)及 4m混合車道，雙向對稱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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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p.15) 

4、 東寧路(18m)無兩側停車位。建議改為 3.5m行人優先道(行人、

自行車共用道)、4m混合車道及 3m快車道，雙向對稱設置。由

京華商辦開放空間補足 3m行人優先道。可收拉近吉祥路東寧路

道路中心線 1.5m之效。(簡報 p.14) 

5、 建議南京東路五段 66巷(11m)採 2m人行道及 3.5m車道，雙向

對稱設置。(簡報 p.12) 

6、 建議八德路四段 91巷(11m)住戶側採 2m人行道及 3.5m車道；

中崙高中側採 3.5m 車道及 2m 設施帶兼停車空間，並保持 3m

人行道淨寬。(簡報 p.12) 

7、 南京東路五段 66巷、八德路四段 91巷路邊機車停車位轉停吉

祥平面停車場，而吉祥停車場汽車轉停對面中崙高中地下停車

場。(簡報 p.12) 

8、 規劃忠孝東路四段 553、559巷時，應考量刑警局及各停車場出

入動線，和社區民眾用路習慣。(簡報 p.31-33) 

9、 光復北路11巷北側工業區計畫道路(台北瓦斯八德大樓兩巷道)

未開通，阻礙南北通行，應貫通。(簡報 p.36) 

10、 復盛公園側八德路四段 106 巷應建議設置行人穿越道供行人

及自行車穿越市民大道通往鐵博館。(簡報 p.35) 

11、 簡報 p.36市民大道南側設自行車専用道，而簡報 p.23構想斷

面只有 3m 人行道，建議詳加敘述。在路面寬廣時是否可設置

實體分隔專用自行車道？ 

12、 請表列規劃項目、概算數量及費用，並註明哪單位支付及辦

理？ 

13、 鐵博園區、京華商辦之出入口及各停車場出入口，牽動地區人

流及車流動線系統，簡報資料未有檢討說明。 

14、 延吉社宅、自辦都更用地非公園綠地卻被框畫不知用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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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光復南路非光復北路。(簡報 p.36) 

15、 環狀公路線中，光復南路 33巷非復興南路 33巷。共享自行車、

機車較環狀公車符合旅次需求。(簡報 p.37) 

16、 環狀公車路線於忠東路以北舆公車 202路線重叠。該公車路線

自松山高中站向南延伸後回至捷運國父紀念館站，即可達成規

劃環狀路網。(簡報 p.37) 

17、 除鐵博館園內通道分階段開放，看不出周遭動線分期完成之必

要性。 

三、 都市發展局回應 

1、 本次座談會因學校本身受二級警戒的限制，須出示疫苗第一劑

施打證明及限制場地人數，下次座談會本局會與里長討論更適

合的說明會場地。 

2、 本案的重點係臺北機廠周邊人本環境的優化，有關松山文創園

區、臺北文化體育園區、臺北機廠、臺灣水泥公司及原京華城

等大型開發案，將造成地區交通量的衝擊與負荷，以及停車位

不足等問題，將請本府權責單位研議。 

3、 臺北機廠涉及文資保存維護的問題，相關介面還在與國家鐵道

博物館籌備處研商討論中，目前經過 3 次與籌備處的溝通，臺

北機廠在周邊介面上部分已進行退縮。西側因軌道問題會保留

圍牆，北側東段及東側會規劃開放，後門部分則會保留。 

4、 有關老舊社區推動都更的議題，市府目前針對都市更新重建、

老舊建築物修繕或增設電梯、危老重建等皆有相關協助措施，

惟都更最重要的還是居民的整合共識，後續簡報將說明已劃定

更新地區範圍，以利民眾了解住家是否位屬更新地區，並請本

市都市更新處出席協助提供相關諮詢。 

捌、 會議結論 

1、 謝謝各位居民、里長及議員提供寶貴意見，本次會議將詳實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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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民眾發言意見，並納入後續規劃考量，涉及本府相關局處之

意見，都發局也會協助民眾將意見反映給府內權責單位處理。 

2、 有關民眾詢問國家鐵道博物館園區未來規劃、出入口設置及建

議部分圍牆拆除等意見，請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納入研析，

並於下次座談會時協助出席說明。 

玖、 散會：下午 12時 30分（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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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座談會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