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山區木柵段基地公共住宅第一場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5年3月10日 晚上19:00至21:00 

貳、地點:文山區公所10樓大禮堂 

參、主持人：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 

伍、主席致詞及簡報： 

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各位女士、先生、里長，還有這麼多位議員助理大家晚安! 

我是都市發展局副局長張剛維，非常高興今天晚上來跟各位見面一起來討

論，今天晚上外面很冷，非常感動有那麼多朋友來參加今天晚上公聽會，公共住

宅的公聽會，市政府上半年要辦 52 場，每一個基地會舉辦 2 場的公聽會。這個

基地今天晚上是第一次舉辦，所以今天晚上希望多聽大家的意見，我們會做雙向

的溝通。有些問題我們會在今天晚上跟大家說明，讓大家了解更多我們的公共住

宅規劃設計，規劃內容也會跟各位報告。今天就儘量讓我們同仁在簡報的時候能

夠清楚的跟大家報告。待會兒我們也會有充分的時間給各位表達相關的意見，再

一起進行討論。 

今天晚上時間很珍貴，我們就先把時間留給我們局內的同事來做今天晚上的

簡報。謝謝大家。 

二、簡報：詳簡報資料 

陸、民眾發言： 

一、 永康社區代表 

第一位登記民眾經現場唱名未回應。 

二、 張 O君小姐 

我想表達我們支持公共住宅，也支持居住正義，但是我覺得市政府對我們文

山區的區民不公不義，我們剛剛看到外面全臺北市所有公共住宅的分布圖，大安

區、中山區，一個區只有 1處，信義區 4處，萬華區 3處，但是各位區民有沒有

看到我們文山區有 8處，我們文山區地價是倒數的，但是公共住宅的處數居然奪

冠，我們的區長為什麼不為我們區民爭取不要容納這麼多公共住宅進來呢？ 



文山區的交通怎麼辦，現在文山區出去只有靠木柵路、興隆路、辛亥路，捷

運只有到萬芳醫院，然後木柵市中心沒有捷運，捷運要到木柵高工，大家還要坐

一段公車才有捷運搭，才能到信義計畫區到哪裡，我們現在容納這麼多社會住

宅，我們不是說我們是富人不喜歡比較弱勢的區民，但是 8處耶! 

市政府有沒有想過文山區沒有什麼長處，貓纜常常當機，竟然公共住宅可以

奪冠，等一下我可能 3 分鐘不夠，我真的是氣到發抖，我是想說可不可以每一區

均分，全臺北市有這麼多區為什麼文山區要 8處呢？信義區也才 4處，那我們文

山區是不是可以容納上限只要 4處，我們要跟其他的區一樣，我們也不要要求說

我們奪冠，可是我們要求跟其他區區民一樣，我們繳一樣的稅，我們為什要容納

更多交通的負擔、垃圾的負擔，甚至於施工的時候噪音的負擔，其實我們光木柵

路上我們公共住宅的量都已經太多了，從安康社區我想說我不要一一數好了，安

康社區還有軍眷改建的，還有什麼跟社會局一起都更的，文山區的這些住宅量真

的夠多夠大了，是不是市政府可以幫我們，放過我們文山區一點，馬英九當總統

我們文山區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建設跟福利，為什麼公共住宅變成我們的福利呢?

然後如果這麼多的公共住宅這麼多居民進來，車位夠不夠?我們文山區的車位真

的已經很少了，木柵路、興隆路根本沒有地方可以停車，那未來這些公共住宅是

不是可以釋放，讓我們其他的居民可以有共享車位，然後另外還有容積移轉，這

些容積不要再進到文山區來。 

還有一點，我們文山區這麼多公共住宅進來，對我們文山區民有沒有一些回

饋?人家水源保護區或者是台電的旁邊，都有一些水電的回饋金，那我們文山區

容納了這麼多社會住宅進來，到底我們區民有沒有一些回饋、一些保護跟優惠?

我不是替我自己爭取我是替我們全部文山區民爭取。 

三、 張 O海先生 

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住在這塊公宅基地的旁邊，我們這塊平房有 100 多

坪，在民國 99 年的時候，有透過潤泰建設公司幫我們規劃，向臺北市都更處申

請都更，結果 100 年呈上去了被打回票，這塊地是 102、103 年臺北市政府不知

道哪邊買來的，說要發展公共住宅，結果把我們這塊地屏除，我們這塊地剩 100

多坪怎麼都更呢？還有我們的左鄰右舍都蓋大樓了，我們的房子都裂了你知道嗎?

萬一蓋公宅再一次地震我們的房子都倒了，你們政府賠得起嗎？還有一點，這塊

地是商三，為什麼要來蓋公宅呢？這麼寶貴的土地來蓋公宅是不是太浪費了? 

四、 林 O溪先生 



大家晚安。因為我是距離這個基地大概 100公尺左右的住戶，這個計畫發布

的過程我覺得蠻奇怪的，怎麼突然間它就掛在我們里民聯絡的看板上面，我一直

覺得很奇怪，然後這整個計畫整個流程是怎麼發布出來的，今天開這個公聽會是

不是要請我們大家幫它背書？用意是什麼？還是說只是讓大家了解？ 

這個計畫是我們這邊的住戶從以前到現在第一次看到訊息，我們姑且不論它

的面積、它的用意是什麼，它裡頭要住的住戶我剛看了一下，我剛問了都發局的

人他跟我講說，這個裡頭以後住進來的住戶都是高收入的，超過 125 萬收入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怎麼講法跟我剛剛看的那個說明的地方他是找 4個族群，一般就

是青年住宅這種，然後還有其中我們當地住戶比較關切就是裡頭是不是有一些比

較低收入戶的?我們也知道自己是不是剛剛在討論的是不是有那種排斥說低收入

戶的問題，可是我們發現說市政府現在這些比較平民平價的住宅，像是安康社區

這邊的，目前它的管理方式我們就覺得很差勁，因為他們也常常發生一些問題，

包括治安，還有一些社工師的輔導，把這些人引進來是不是會造成我們治安上的

疑慮?還有像是交通規劃好像也不足。 

不是說你這些基地蓋好然後人就住進來，之後發生問題我們再去解決，應該

是你要先做好相關的配套措施，而且也沒有明確的跟我們保證這些住進來的人有

多少，它的比例是怎麼規劃的，剛剛我問了裡頭工作人員他跟我講說她也不知

道，到時候是看市長怎麼決定，所以這對我們當地的住戶來講是非常有疑慮的，

這個疑慮我在想應該會擴大到周遭的各個社區，大家因為有疑慮也不敢接受，那

剛剛前面的幾位也講得很好，這個東西你是不是有對地方上的回饋，因為回饋也

不是很夠，還有說這個地是不是適合再蓋，因為感覺就是浪費國家的資源，一塊

商三用地拿來蓋住宅區，大家也希望市政府給我們明確回答，你為什麼會蓋在這

地方，難道沒有更好的地可以蓋嗎?或是更適合交通方便的讓這些人去住，因為

這是大家共有的資源要珍惜它，謝謝。 

五、 章 O小姐 

抱歉我感冒。 

首先要強調我們是基地附近幾個社區，我們有共同討論到這個問題，我要強

調我們沒有反對興建公共住宅，市府的預算我們看到了，但是那不是我們納稅義

務人的血汗錢嗎，我們有監督的權力。你們市府作業不公開透明，黑箱作業，包

括基地拆除、地上建築開工，我們完全不知情，我們一直以為是三、四年前軍方

跟我們承諾的綠地，綠地的公文到哪裡去了?我不知道是被誰蓋掉了，但是我們



當時確定有拿到這份公文，那塊地確定軍方有給我們過承諾，我們一直去都發局

陳情打電話，然後發現有這場公聽會。木柵路三段久康街 24 巷這邊你們也做了

很多的簡報，它是我們木柵的市中心沒有錯，但是上下班時段交通非常壅塞，久

康街是木柵國小小朋友上課的一個途徑，你們當初在拆除興建的時候就已經造成

了很多困擾，包含你們在敲地的時候，我們周邊的幾棟住戶都有感覺到地在震

動，可是你們發布的新聞稿說對我們附近的住宅住戶完全沒有影響，我們也沒有

受到困擾，我不知道這個調查是從哪裡來，你們現在 google 馬上可以看到這則

新聞；然後就我們所知，都發局網站上有預計興建 166戶，1-3房的出租型國宅，

你們的套房是預計出租給世新大學跟政大的學子租用，不好意思，我剛好是世新

畢業的，我的同學不會在這邊租房，政大也不會過橋頭到這邊租房，你們可以去

做市場調查。 

另外，我們木柵里是文山區的第三大里，人口已經是高達 9000 多，總共有

3800 多戶，為什麼在人口、住宅這麼密集的地方興建公宅，請問你們有做完善

的都市規劃嗎？還有，每一位市民根據你們主計處的統計，應該享有的綠地面積

是 0.02平方公尺，但是我們文山區沒有，我們文山區這個里應該有 45,180平方

公尺的綠地公共分配，可是我們只有 2,158，請問我們文山區木柵里是不是次等

公民?為什麼你們在這個部分沒有規劃。 

可以去參考以前李鴻源副市長的一個論文報告，他是支持比如說我們可以用

都更或是其他方式來興建公宅，而不是一味地蓋房子。根據主計處的統計 10 年

後 2025年，臺灣人口會負成長，那請問你們怎麼應對這些空屋率?目前臺北市空

戶率已經高達 10%，那你們蓋了這些房子你們確定有人入住而且維持一定水準?

到了 2025 年也可以維持一樣的水準嗎？還有我再請問，你們蓋上來之後有沒有

考慮到我們後面 3棟住戶的日照權，根據住宅法規定，住宅至少有一居室可以有

窗戶直接獲得日照，你們如果蓋了本來說 13現在是 15層樓，我們後面兩排社區

間接直接都被你們影響到日照權，然後針對你們發出的一份備忘錄，你們蓋公共

住宅必須取得大多數里民的同意跟召開兩次以上的公聽會，請問這如何界定是取

得大多數里民的同意？這份備忘錄有沒有發到我們手上，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你們預計出租的價位區間在哪裡，你們是否做過市場調

查，就我們目前所知你們幾個公宅入住率只有 50%不到，請問你們可以效法其他

國家，比如說我們先召集預計入住人的資料 2-3倍後我們再開始興建，而不是我

蓋了空房子等大家來看來入住，因為你們剛剛所做的簡報完全是做給想要承租的



人看的，對我們這邊附近的居民完全沒有解決到我們任何一個疑問，然後麻煩你

們做出適當的回應再來考慮後面的問題，謝謝。 

六、  陳 O真小姐 

我的問題跟第一位的小姐一樣，我們在文山區有 8處，在木柵又是更多，以

後如果要入住木柵、要買木柵房子的人，它第一個就是都是公宅區，對我們來說

公平嗎？然後我們的房價變得怎樣，我們也不是說反對公宅，可是在我們木柵里

密度太高，像現在安康市場已經在蓋了，據我所知上次有聽賴委員說過，安康市

場的人過來派出所後面的那棟以後，安康市場也要蓋公宅，那這樣子我們木柵路

的兩邊整個都是公宅，那對我們來講以後怎麼辦，對我們不公平啊!我的看法是

這樣子，請各位長官能夠再評估一下，就像以前國防部也是答應要讓我們做公

園，我們木柵里公園真的很少，是不是說我們可以爭取變成公園，讓我們大家多

一個活動空間，不要說整個公宅通通集中在我們這個地方，對我們來講是很不好

的一個現象。請各位長官再考慮一下，謝謝。 

七、 劉 O杰先生 

我這邊第一次發言。 

我想先確認一下我們剛剛我們各位鄉親朋友的發言是不是都有書面紀錄?我

想這樣子大家反饋的意見就不會被蓋掉，第二個我想呼應第一位的發言者，公共

住宅是城市的必需品，這是我們非常認同的觀念，但是我也是覺得，整個文山區

是不是吸納了太多的公共住宅?現在柯 P 很多施政都強調公平公開，我覺得是不

是可以依照各區的公共住宅訂出比例?我們在影片裡面看到臺北市追求公共住宅

的目標是達到 5%，是不是也可以讓各個區也朝向這個目標來邁進?我不曉得以我

們剛剛講這樣 8 處的公共住宅在文山區，我們文山區公共住宅比例大概是幾%？

我覺得居住正義是臺北市要追求的目標，同樣的居住正義是臺北市每一區都要追

求的目標，而不是只有文山區或是南港區這些周圍的區域要追求的目標，因為居

住正義應該是在每一區都會有老人小孩、年輕朋友，以及新的家庭都會有需要，

所以我覺得請都發局訂出每一個區域公共住宅預定的目標，那我們來看看我們文

山區不是太多了，再回來看到底是不是公平。第二個我覺得我是比較傾向於如果

太多了，那個基地應該做為綠地，因為我覺得文山區就是太缺乏綠地，所以我們

認為在這個部份來講，需要都發局重新考量這個建案，謝謝。 

八、 薛 O華小姐  

各位長官、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實踐國中退休老師，我也住在文山區久康



街 24巷青石巨堂旁，我覺得文山區唯一的好處就是文教氣息，以及清新的空氣。

如果湧進來一大堆不設門檻的市民，那麼唯一的好處也就蕩然無存了，請長官們

原諒我的自私，因為我教書 29 年，我知道不受教的年輕人，現在都成為警察局

的負擔，事實上，那麼不受教的年輕人長大了年輕力壯，實在是成為社會國家的

蟑螂，所以說如果湧進一大堆不設門檻的市民，我們的文教氣息還有清新的空氣

就都沒有了。請原諒我的自私，謝謝。 

柒、相關局處回應： 

一、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剛才一共有 8位民眾提出看法，其實這些看法都很寶貴很關鍵，我大概先做

一些說明。 

其實我們公聽會互相溝通的一個過程，待會兒再請我們呂先生還有市府相關

單位做一些說明跟回應。我不逐一的回答，大概有幾位看法是一樣的，我大概針

對目前跟我們都發局作業相關部分做說明。 

第一個大家關心的是文山區公共住宅基地數量相對於其他行政區來說相當

的多，不公平。跟各位報告一下，目前各位看到的量是我們現在這個階段盤整出

來的土地資源且有機會蓋公共住宅的基地，我們標在圖上面，資訊充分揭露給大

家，其實目前我們還在盤整其他的公有土地，因為各位知道我們臺北市這麼多年

來剩下的公有地很少，即使是能夠用的公有地，可能上面也有房子。 

我們蓋公共住宅第一個條件當然是找公有地，我們沒有錢去跟民間買地，地

實在太貴政府買不起，可是公共住宅的需求，跟年輕人大家買不起房子，這是一

個事實，而且非常嚴重，如果不能解決將會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所以在找這

個土地資源的時候我們也很痛苦，要把土地給盤出來，還要跟相關單位來談，因

為這些地很多不是市政府的地，是國有地是軍方地，是台電、台鐵等很多單位的

地，我們要談交易的過程是很冗長跟艱辛的，舉文山區的幾塊地來看，目前看到

是蠻多個點，但是集中量比較大的點是原來的安康平宅，就是我們現在蓋的興隆

公共住宅。這個點比較集中，包括安康市場這是第一期的部分，自郝前市長到現

在，就是陸續改建的計畫，因為長期住在那裏的朋友們經濟條件都比較差，我們

要透過很多循環的程序，去用混居的方式也好或是其他的方式，把硬體的環境慢

慢的做好，把環境帶出來，所以不是只有都發局，還有社會局、教育局這些單位

一起來做操作，把社區環境整個慢慢地提升起來。 

其實安康平宅的這個環境原來是很不好，居住的朋友有很多所得是非常低



的，可是你注意看旁邊，還是有很多不錯的民宅，他們在這個地方看到我們這樣

子改建之後，當地居民也非常樂意我們這樣來做，這個基地是戶數量比較多的一

個點。可是我們看文山區其他的點，相較起來基地比較小，像我們這個基地是可

以蓋到 130戶左右，可是我們的戶數原來有配比，是 6：3：1，六成大概是一房

型的，這是一房、兩房、三房的比例，所以看起來 100多戶感覺好像很多，其實

我們住進來的人是相對的少，所以我們在文山區裡面盤整出來的好像很多點，可

是每一個點它的量是相對比較小，所以目前這個部分先跟各位做報告，其實最大

的量在哪裡呢?各位你可能在電視上看到像廣慈，信義計畫區其實是一個量還蠻

多、蠻集中的，例如有廣慈、台北醫學院對面軍方的土地，這些量都是比較大的

基地，還有南港那個地區比較大，士林區我們最近在談，附近的點我們也持續在

找出來，它的量也很多，所以我們繼續談下去大概到明年我們還會再編預算，數

量會更多，那個階段各位再重新看公共住宅基地的規劃就會覺得比較均勻，相對

量就比較少，這部份我們很有把握地先跟各位報告。等到年底我們盤到的量各位

在公開的圖面上看起來，可以比較出來文山區絕對不是最多的，而且文山區的資

源也非常有限，這是第一點我先就目前的情況跟各位報告。 

第二個部分是，當然有很多設計的部分，包括大家說的擔心住了很多人進來

以後會不會對文山區影響，當然只要有開發就一定會帶來衝擊，我們從另外不同

的角度來看，一塊地如果它不是空地而是本來就會有建築在的時候它必然會有這

樣子的問題，我們會儘量把資源在公共的地方跟社區共享，每一個社區裡面它如

果有特別需求的公共服務，比如托嬰托老跟社會福利的部分我們會去盤整，在某

一區特別需要而且規模要夠大的社區，避免地太小就做不出來，我們跟社會局都

有在盤整，如果有能夠做得到的我們就會去做，所以在低樓層的部分我們儘量去

提供服務。另外剛剛也有朋友提到停車的部分，像興隆第一期，地下第三層的部

分我們應該是今天就已經跟里長那邊談好了，已經公告讓當地的社區可以跟停管

處的停車位出租標準一樣，去抽籤承租，我們覺得是用這種跟社區融合的方式去

做，這一點我們很努力地去做。出租率的部分，像興隆一區的入住率是全部 272

戶都出租了，那剛才小姐提到出租率，是聯開宅，而住的比較少的部分是因為聯

開宅比較貴，因為聯開宅原來就不是我們設定要做公共住宅，所以它狀況是不一

樣的。而未來入住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套標準，這套標準也不是說不能夠調

整，會按照每年狀況去調整，現在能夠住進來的我們有一些所得門檻，我們公共

住宅目前數量很少，我們要照顧市民不可能讓很有錢的朋友住進來，因此有 144



萬的所得門檻，在這個所得門檻以下的青年朋友達到標準的，我們會設定他的條

件，而且我們還會設定說公共住宅蓋起來以後，有部分比例會給當地的居民優先

申請承租，保障當地的居民，讓當地的里或是當地的行政區有一些優先的保障數

量。這部份我們有時間的話會儘量跟各位做一些說明跟溝通，我先報告到這裡。 

二、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主任秘書世譽 

各位鄉親大家晚安，我補充一下剛剛張副局長提到之外的部分。我們現在已

經有一些公共住宅的基地在正式營運，一個基地跟大家報告是大龍峒的公營住

宅，這是 3年前郝前市長時代已經營運的公共住宅，是以物業管理的方式讓大家

進住，如果各位鄉親覺得入住的份子會複雜或是對管理問題有疑慮，我們可以請

有意願的民眾去現場參觀，實地的了解。如果大家約好要去看，我們都可以帶大

家去看，也希望里長這邊如果願意協助，我們都願意蒐集名單。最近是興隆公共

住宅一區，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就在木柵路二段，這個地方我們是一區一區地

改建，當然最近完工入住的是興隆公共住宅一區，就在木柵路二段，我們所採用

的管理方式，除了物業管理之外，在租賃契約上面都會用扣點的方式來執行實際

上的管理，意思就是如果你有違反公共住宅的規範，物業管理在有些項目是經過

警告，有些項目是不經過警告就會扣點，在達到一定的點數之後，住戶就要離開

這個社區，根據目前大龍峒執行的經驗是還沒有住戶是因記點被要求搬離的，因

為記扣點的好處在於說希望你不要做這些行為，而住戶都滿有規範的，大家都可

以實際去看，住戶都沒有在家門口擺放東西，這只要養成習慣之後，慢慢地這個

社區就是一個優質且健康的社區。 

同時我們新一代的公共住宅，在地上 1、2 層的部分如果有公共服務性的需

求，大家都可以提出來， 我們都會容納進來，只要市政府這邊能力做得到的，

各單位有需要的部分，都可以配合。地下停車場釋出的部分，剛剛副局長也有提

到。另外對於規劃構想的部分 包括建築部份我們一定是合格的智慧型住宅，會

是個綠建築的住宅，這綠建築當然是良好設計的住宅，我想我們局長是從業多年

優良的建築師，他的要求我想大家一定信得過；另一個部分是房價的部分，大家

也可以上網查詢公共住宅的基地，像是大龍峒公共住宅或是其他的聯開宅，也有

好幾個像行天宮、萬隆，都有我們的公共住宅，經過執行那麼多年，大家可以去

看看他的實價登錄、周邊的實價登錄，房價有沒有下跌都可以直接上網去找，那

些公共住宅地點的資訊，我們的官網上面都有，如果需要我們再提供訊息的話，

我們也可以提供。以上，謝謝大家！ 



三、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我再補充一點，剛剛有提到建築安全的部分，就建築工地安全，當然任何一

個建築物緊鄰的房子，你家的地旁邊蓋房子，一定多多少少會吵到，說不會吵是

騙人的，但是我們的經驗，我們做了好幾個公共住宅，我們對於建築安全部分是

比民間做的還要好，這樣我們民眾才會信任都發局，這個部份我必須要跟各位報

告，建築安全跟吵到鄰居的這種擾民的事情，我們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做到好，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工程，我們不願意把前面的工程亂做，這部分我先跟各位報

告，我們先進行第二輪問答。  

玖、民眾第二次發言： 

一、 張 O海先生 

我們在問什麼？你在答什麼啊？我覺得很奇怪，你一直拿大龍峒來比干我們

屁事啊！這個基地是不是已經要做了？沒有辦法悔改的，你要告訴我們，因為今

天我們那塊空地就突然蓋起來，我們沒有人知道，今天問第一個問題是說，請問

當時要在這邊做的時候，你們告訴了誰，告訴了立法委員賴士葆？還是告訴了議

員？ 還是告訴了里長？我們完全不知道，然後你們現在才開始開公聽會，有先

做好才開公聽會的嗎？其他處又不干我們的事情，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交通呢？捷運講那麼多年什麼都沒有，然後又 100多戶進來，今天又

說臺北沒有地，大安森林公園很大，怎麼不去蓋公共住宅？怎麼不行，臺北市政

府前面很空，把大馬路填起來，很大，怎麼不去蓋公共住宅？為什麼要在這一小

塊地方蓋公共住宅？這裡已經沒有綠地了？你們不是都發局？是只管公共建

設，不管綠地了是不是？你們有做通盤的考量嗎？不要答非所問，這個決策所有

的過程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你們告訴了區長還是立法委員？還是所有議員？

為什麼我們周邊的住戶都不知道？ 

二、 李 O謹小姐 

我想剛剛我們聽到長官們的回答並沒有針對我們的問題回答，那只是在幫我

們畫一個餅告訴我們，你們會怎麼樣的去解決噪音問題，未來可能會規劃育嬰中

心或社區回饋，可是我們要回到最原來的問題是程序正義，回饋到剛剛這位先生

提出來的程序正義，為什麼我們後面那裏，因為我們就住離不到 50公尺的地方，

為什麼那塊地忽然在挖在動土？忽然某天就收到一個張貼說他要變成公共住

宅 ，到底程序正義在哪裡？ 

第二個是說臺北市接下來 5萬戶，現在文山區的規劃是多少戶？可不可以告



訴我們，數字會說話，你對臺北市有這麼多的行政區域分配上面是怎麼樣？文山

區是不是已經到了容納量的極限？另外就是安康市場那邊據說也會好多戶，會蓋

20 幾層樓，如果文山區已經在貢獻它的資源了，是不是應該觀察興隆路這邊，

安康市場這邊到底營運的怎麼樣，我們再去動這個小小土地的腦筋，不知道為什

麼會變成一副我們是刀俎上的魚肉，就馬上要做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先回答我們

的問題？是不是已經要蓋了？ 

接下來是不曉得說我們的鄉親提出來的各項問題，你們有沒有去做過通盤考

量再決定，譬如說全世界先進的城市都有很多公共住宅，這個我同意我相信，可

是他們公共住宅分配的公平性和原則性是什麼？我們到現在看不到對我們溝通

這些事情，你們只是對那些承租戶放那個影片告訴我們說對承租戶是有利的，那

請問對當地居民的影響是什麼？你們有沒有做過整體的評估？這個我沒有看

到，謝謝！ 

三、 蕭 O仁先生  

我今年 39 歲，我在文山區這個住宅住了 38 年，我以前住在久康街 60 巷，

所以離基地很近，家裏因為經濟關係就賣掉了，可是我還是很想找機會再住回

來，所以我今天才來這公聽會。 

我聽到很多長輩的意見是我之前沒想到，我認為都有道理，那剛剛有一位提

到，我也是實踐國中畢業的，20 多年前，老師您目前住的地方青石巨堂就在我

家附近，那是一片眷村，我還記得從我家，我還記得我住 3樓，往左看可以看到

指南宮，現在是都被大樓擋住了，但是我還是贊成這個公共住宅，我本身我不算

低薪，我算高薪，坦白講我還是買不起，我相信我付得起房租，我是個很好的居

民，我可以維持很好的居住環境，但是我買不起房子，但是我的疑問是，第一個

是很多人剛剛提到的程序正義問題，時代不一樣了， 以前像青石巨堂是私人土

地，現在是私人的，我相信最早以前一定是公家的地，也是像這樣一夕之間就執

行了，賣給私人然後蓋起來，包括在蓋的時候我們去抗爭過很多事情，這是題外

話，我要說的是我相信文山區相對於臺北市是人口少的，所以適合做公宅，我相

信這是都發局的理由之一，這一點當然是無可辯駁的，但是我覺得文山區的道路

都很小，包括主要的幹道木柵路，跟仁愛路、信義路比，相對的是窄小很多，那

目前它變成一個來往的通道，上班時間其實交通衝擊很大，每一個紅綠燈都要停

90 秒以上，如果再多這 100 多戶，其實我不是很在意戶數多寡的問題，不管是

戶數多或戶數少，到底在交通上的考量有做了多少？我最在意的是交通，這一點



是我的提問，謝謝！ 

四、 發言民眾 

我請問一下，這段時間是不是不會有人來施工？那為什麼上上禮拜有人在那

邊動土？ 

五、 發言民眾 

請問鑽探報告我們可以參考嗎？ 

捌、民眾第二次發言綜合回應 

一、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我們今天開的這個公聽會不是施工說明會，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基地是都發

局選了這個地方，我想要在這個基地上蓋公共住宅，所以我們才會來開這個公聽

會，但是所有的工程跟設計的部分，我們都還沒有發包，如果今天都發局已經發

包了，規劃設計或是施工包都已經發包了，今天再來開這個就是施工說明會，那

兩位說我們不對，就是真的不對，但我們設計跟工程都還沒有發包，今天來開這

個公聽會，是想要來聽聽各位的意見，就是事前的討論跟溝通，在這之前各位說，

我不知道，說市政府偷偷摸摸選了這塊地，其實這個很正常，因為目前我們也正

在盤點和選址，一但我們選了以後，我們有跟軍方談了，我們覺得這個地可以跟

他買，我們有信心有把握，所以我們就把消息公布出來給各位知道，所以我們才

趕快跟各位開公聽會，而不是說我已經都發包了，沒有轉圜的餘地才跟各位講，

不是像那種今天要動工了，才開施工說明會跟各位講，這就不洽當。 

我跟各位報告，如果要能施工的話，就一定要發包，我們現在能做的工程就

是鑽探，因為各位最近地震，土壤液化，各位像很多基地像廣慈，那邊有斷層跟

破碎帶，很多民眾都有安全疑慮，所以很多基地是不是你先鑽探看看地質是不是

穩定安全的，所以現在我們必須要先進行鑽探工作，我們能夠做的部分就是去鑽

探，每個基地要鑽的大概就是 6 、7個洞，把鑽探報告做出來，而不是做工程整

地的施工，跟各位做報告。  

 未來我們都會把報告，公告放上網，政府處理事情沒有什麼祕密，有什麼

就是上網公開，都沒有問題，公開出來給大家看，讓我先把選址的問題跟各位做

報告，所以我們公聽會會開兩次，今天來開我們會回去收斂問題以後，我們過一

陣子還會過來開公聽會，今天是第一次見面，大家把聲音跟訴求跟我們講，我們

要吸納起來，看看要怎麼樣來因應、來處理，下一次還要跟大家來見面，是不是

再請交通局回答。  



二、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代表 

針對剛剛民眾對於交通的影響，我們交通局會針對基地開發的量體評估是不

是要做交通影響評估，交通局的角色就是認真審慎去做交通影響評估，停車格

位、周邊交通、人行環境、交通運輸等等的配套措施，剛剛民眾可能會覺得停車

的車位不夠，我們都會要求開發單位所有的停車位都要在公宅裏面去滿足，都發

局也有承諾說本案的基地開發之後會開放部分的停車空間給各位居民，以上是交

通局的補充。 

玖、專家學者發言： 

一、 呂秉怡委員 

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本身也住文山區，在再興中學附近，我從民國 69 年就

住那了，因為我不是公務人員，所以我不必然要幫都發局背書，或許我站在一個

比較客觀的角度來講幾件事情，我也會簡短，因為我希望多聽民眾的意見，如果

可以跟大家討論，我再進行。 

很務實地來講，如果今天國防部的這塊地，不是發展局掌握的話，他可能替

代的結果會是因為現在國防部的經費非常緊縮，所以它的營改基金跟眷改基金，

為了募兵制必須要把所有的地變換為資產，那這塊地又是商三的地，如果不是都

發局去買來做公共住宅，也可能會留相對比較多的綠地，建蔽率的使用比較低的

話，很有可能今天是一個開發商，商業性的買進來的話，他的地很有可能會蓋面

積更高、容積更高，可能導來更多的商業衝擊，替代的結果很有可能是這樣，當

然我認同夥伴剛剛講的，發展局跟社區溝通訊息揭露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就大

家剛剛講的程序正義是不是讓居民獲得尊重的做法也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這塊

我完全同意，或許都發局在程序上還要做更多的改進。 

也必須真的講，大龍峒公營住宅或是現在新的安康興隆公共住宅的管理，相

對來說滿上軌道，這個部分或許我說的不算數，如果大家不信的話，或許就請發

展局安排里長帶大家去看一下，因為我們的社會很奇怪，一開始如果管理上軌道

的話抓得很嚴，鞋櫃就不會亂擺，即使有 10%是安康原來的住戶，還是會乖乖的

循規蹈矩，但如果大家不去做管理的話，接下來就亂掉了，這是公寓大廈的狀況，

或許這個部分大家可以真的去看看，我比較客觀的講確實發展局在這批公宅的管

理經驗，絕對跟大家在安康看到的非常不一樣，也跟過去出租國宅的經驗是非常

不同的，那第一輪我先補充到這邊，我還是想多聽聽鄉親們的意見，謝謝！ 

二、 潘若琳委員 



主席，在座的各位大家好，其實外面下著雨，很冷，我聽到很多居民關心這

個公聽會，我覺得很感動，因為這樣的天氣大家是可以回家吃飯看電視的，但現

在大家在這裡，這代表我們很關心這個議題，關心我們居住的環境可能會發生怎

麼樣的事情 因為我其實可以有同理心，因為我剛剛進來只有聽到三位的發言，

你現在的情緒是非常激動，這我完全可以理解，我是支持公共住宅，但是不要在

我家隔壁或是我不知道他在我家隔壁，為什麼我都不曉得這件事情，他就在我家

隔壁蓋起來了，這是很多人都會有的反應，這很正常，那就像伊甸基金會，我其

實像呂執行長一樣，我想多聽聽鄉親們的想法，也許我們可以多分享一些我們正

在做的事情。 

我們在臺南有大林國宅，伊甸基金會就是買了一棟國宅當作社會住宅，在當

時我們要進去之前，很多居民也是非常反對，也很擔心我們會不會帶傳染病，最

擔心的就是安全問題，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如果換作是我，我也會很擔心，安

全的問題，但我想在我們 2、 3年的經驗走下來，我想用另外一個角度跟大家分

享，我也是政大畢業的學生，我的公司伊甸基金會就在這附近，我們所住的社區

所面臨的是一個集體老化的情況，我剛剛在查文山區的老人比例是多少？當我們

家中的長輩，如果今天不小心中風了，或者是行動不便，他現在這個住宅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滿足他的需要呢？為什麼會提到這個是，我們到臺南的大林國宅去做

社會住宅的時候，一開始我們也沒有想到會產生另外一個影響是竟然那個社區裡

面有很多的孩子希望把他的家人放到我們大林國宅裡面，因為我們那裏都是無障

礙設施，從坡道到室內室外，所以如果長輩行動不便，坐輪椅就不會再出門了，

可是竟然在那個社區很多長輩的小孩跑來跟我們說，我可以把我的長輩放在這裡

嗎？因為你們這裡又有社工又有照護人員，可以支持我，這個是我們原本沒想到

的，另外一個是我們提供復康巴士，在地居民免費讓他搭乘，送他去醫院或他要

去買東西，這個是公共住宅結合社會福利所創造的新的價值 跟滿足我們在地的

需求，包括整個社區的無障礙改造，像很多餐廳長輩他是進不去的，我猜現在很

多民眾不想聽這些，但是我只想說的是我們大家都需要公共住宅，但是開公聽會

很多居民因為程序正義的問題，政府怎麼都沒講清楚，官員就會回過頭說因為居

民抗議，所以我們不蓋社會住宅，但是這整個過程有損失的還是這些需要「居住」

的人，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參與式的規劃是很重要的，我還滿期待聽到大家

需要什麼的，所以剛剛有人提到交通，這確實非常重要，所以規劃的時候要注意

交通，要注意施工安全，我就是分享我們的經驗，也希望大家可以再多說說你的



想法跟擔心，我只是想說在這所有的過程當中所有的情緒反應都是正常的，我想

說的就到這邊，謝謝大家！ 

三、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我想再多開放一輪給大家，我要修正我剛剛的報告，我同事剛剛給我訊息，

目前我們整個案子的進度是停滯的，沒有新的進度，目前確定的是我們沒有發工

程包，但是我們已經找了建築師，但是都不能夠動，議會要求我們一定要開公聽

會，跟當地居民溝通完才能決定，這個部分我修正剛剛的說法，我們開放給民眾

給大家提意見。  

拾、民眾第三次發言： 

一、 林 O漢先生 

各位好，我現在就重點講，剛剛講大龍峒那個，我馬上線上查詢，他是青年

住宅 跟現在這個例子完全不能拿來比，我們這是有寫四個類型的。 

第二點你剛剛還是沒有回答是不是應該要蓋，我剛剛理解到的是我們現在已

經是想要蓋，為了避免日後大家來抗爭，所以我現在開公聽會，我剛剛聽感覺上

好像就是要來蓋了，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第三點我們是不是可以比照社子島那個 ivoting？是不是可以針對基地周

圍 500公尺來做 ivoting？大家的感覺是怎麼樣？另外一點是說你剛剛說軍方把

商業土地買給私人，你把這個列入選項，你看看大家要哪一個？我覺得也好，大

家來投票，國家把這個設定為商三是有經過都市計畫的，那你把它拿來蓋住宅區

這合理嗎？這不是在浪費國家資源嗎？這個都市計畫本來就是要拿來蓋商業區

的，你把它拿來蓋住宅區，再拿這些有的沒有的理由來說服你，那再來就是說我

要求說要做交通評估，不能說對單一基地做評估，而是必須在兩三公里內的基地

範圍做評估，綠地重不重要，我想這很重要，你剛剛完全沒有提到日照權，我想

以一個都會建築來講，這個綠地在邊邊就是缺少的，然後我們就否定說這邊的綠

地不重要，有這回事嗎？那這樣我們也可以說以後大安區的綠地是不是也可以拿

來蓋房子，那他現有的綠地就把他取消掉，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因為這個地方已

經是大家需要的公共財，對我們當地居民來講這也是很重要的公共財，所以我贊

成 ivoting。 

二、 陳 O真小姐 

因為我們安康社區這邊已經要蓋很多戶了，現在的安康市場已經在蓋了，安

康社區以後拆掉要蓋，這一大片非常多，不是只有現在的 166戶，那個一大片蓋



起來不曉得有多少戶，你們說交通也是，我們整個變成太多的公宅，這樣對我們

來說是不公平的，我們贊成前一位居民說的，我們來 ivoting，看大家的意見怎

麼樣，這是最公平的，謝謝。 

三、 翁 O志先生 

抱歉，我非常呼應前面兩位，柯 P 市長是希望整個政策公平公開，我覺得

ivoting可以體現在地居民的居住正義，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雖然這個案子沒

有發包，但是已經找了建築師在規劃，我覺得很奇怪，公共政策的流程，現在還

在討論要不要蓋公宅，可是你已經找建築師來規劃了，是在規劃公宅的建築，是

規劃綠地，還是其他的?因為我們有幾個選項，如果這個選項都還沒確立，那跟

建築師這邊的發包是發包什麼？我覺得市府這邊已經打定，非蓋公宅不可，如果

是這樣子的話，我覺得我很擔心我們兩次的公聽會只是一個行禮如宜，來這邊發

表意見背背書，接下來就發包，開始動工，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溝通，跟

我們的預期是非常大的落差，也跟前一個市長的施政有很大的落差，我們是希望

可以針對每一個民眾的問題都能夠確實回答，那剛剛也許時間有限，所以可能剛

剛長官們的回答沒有辦法讓大家滿意，可是我覺得書面的東西，你們要認真的去

回答，我想大家都會知道你們的用心，我覺得這個溝通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講

白了，如果照剛剛所講的之前的過程我們都不知道，那現在才來告訴我們，告訴

我們就是要蓋公宅的話，接下來的黑箱作業應該大家都無法接受，所以我希望接

下來的程序，希望可以告訴我們下一次的會議，你們會給我們怎麼樣的資料，給

我們怎麼樣的回覆，我覺得這樣子的溝通比較好，否則我覺得再開 10 次也就是

你講你的，我講我的，謝謝。 

四、 李 O謹小姐 

我只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可不可以在今天決定下一次公聽會的 agenda，至

少你們要告訴我們下一次公聽會的方向，而不是你們講我們聽，可以嗎？ 

五、 薛 O華小姐 

各位長官，各位鄉親，大家好，除了像我們這樣當地里長姓高，是地主之外，

另外就是軍公教，因為我們知道張姓、高姓都是大地主，這個不容置疑的，那文

山區除了地主之外，就是軍公教，那軍公教一向是政府政策的乖乖牌，我們剛剛

說國民年金，刪除 18%，降低 18%以我個人的立場我是支持的，因為國家財政難

以負擔了，這先撇開不講，雖然我們是政府的乖乖牌，我們軍公教都盡量表現出

我們文質彬彬的樣子，我們至少都大學畢業的，但是也請各位長官，你們不要欺



負我們老實人，你若欺負我們，我們也可以睡帝寶，在馬路上嘶吼亂叫，揮刀舞

槍，請不要欺負我們文山區老實人，謝謝。 

六、 章 O小姐 

針對前面兩位民眾發言，我可不可以要求市政府召開的是聽證會而不是公聽

會，是具有行政效力的，公聽會是沒有行政效力的，還有一點我們自己住，我們

不擔心房價，在座的哪一位不是拚了 10 幾年才有一棟房子，到了這種上有老下

有小的年紀，然後我們要求的是我們的綠地權，跟我們的日照權，還有我們木柵

空屋率的處理，因為根據你們的列牌，你們是都市發展局，而不是公宅發展局，

你應該考量的是整個社區的規劃，不只是因應柯 P的要求，因為我的娘家那邊也

面臨同樣的問題，是滯洪池上蓋公宅，我相信這個你們一定可以處理，不是為了

達到 2萬戶不停地蓋，那蓋完了 10年後 20年後呢，你們拿什麼土地還給我們綠

地，這不是我們大家的錢嗎？我們大家都有繳稅，謝謝你們，麻煩你們。 

七、 蕭 O仁先生 

各位好，其實我剛剛也在聽各位長輩們的看法，我來這邊其實沒什麼看法，

我只是來聽而已，大家都可以看到，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意見，像有人強調綠地，

有人強調他本來的商業用途，其他人當然有其他看法，可以聽得出來大部分的居

民是反對的，其實我是贊成，所以如果有一個公開公平的方法，讓大家可以選擇，

來做投票的話，如果大家不要，我就不要，那如果大家要的話就要，我覺得這是

一個公平的看法，我覺得剛剛長官們還是有點避重就輕，這個我能理解，畢竟這

是一個公共政策，免不然有人要受影響，雖然剛剛有人跟我意見不一樣，但我覺

得他們講的都是有道理的，不好意思除了房價的問題，我覺得房價真的太高了，

那除了那個問題之外，很多人提的都沒錯，比如說商業用地變成住宅，那之前是

不是有做通盤考量呢？或是剛剛副局長提到說或是哪位，不好意思我記不得，剛

剛提到如果這塊地如果是讓私人買走了，可能會帶來其他衝擊，這個我同意，但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我們大家的疑慮，我個人講是交通，有人質疑

的是品質、有人質疑的是程序，我還是很強調一點 我個人是很支持公共住宅的 

所以如果是我站在前面 我是完全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的，反駁大家疑問的，我覺

得大家講的都很有道理，可是沒有正面的去解答或反駁，所以我很贊同剛剛幾位

說的，再舉辦一次公聽會好像沒有意義，因為就變成各說各話，第二次公聽會還

是會講一樣的事情，如果有下次公聽會，有機會我一定會來，希望跟這次是有所

不同的，把大家的疑慮，可能有些東西不能馬上好，謝謝！ 



八、 發言民眾 

各位好，我覺得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 現在時間也快 8 點半了，吵了半天

還是各說各的，我們可不可以做個決議，你來說服我！說服我們這些人，我們有

很多疑慮，不管你用什麼方式，你來說服我們之後就來表決，同意就蓋，不同意

就抗爭，不要浪費時間了，現場投票，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你們這些長官想想，

如果你家旁邊被人家敲敲打打，你做何感想，都沒有任何通知就來了，本來我們

以為蓋公園，結果是蓋住宅，你想想這落差，交通局官員說的，要如何規劃，你

給我數據阿，現在你要說服我，我現在態度就是不蓋，就是這樣。 

拾壹、主席總結： 

今天的回應是非常有建設性的，公聽會不是說我們要來說服大家，我們不是

要很強勢說要怎麼樣，我們應該是多聽大家意見，這才能夠處理後面的事情，我

在這邊跟各位報告，今天各位所提的我們會整理出來，給我們一點時間，我們會

把因應措施在下次公聽會前就上網，通知的時候大家就知道幾個重點市政府的看

法是什麼，我們會看基地狀況，看怎樣處理比較合理，讓大家了解，我想今天晚

上非常謝謝大家，我們會好好處理，謝謝大家，也謝謝兩位老師跟各單位代表。 

拾貳、散會(晚上 8時 50分) 

附錄、書面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