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山區華興段基地公共住宅第一場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5年3月26日 晚上19:00至21:00 

貳、地點:文山區永建區民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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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副局長阿雪 

各位議員、各位里長、市民朋友大家晚安，歡迎大家來參加華興段的這場公

聽會，這個案子我們之前來辦都市計畫變更公聽會的時候，很多朋友都有很多不

同的意見，目前華興段這塊基地也在辦理都市計畫變更，都市計畫變更案都委會

尚未進行審議，後續要就進行這塊基地的設計跟規劃，所以我們先來聽取各位的

意見。 

二、簡報：詳簡報資料 

陸、民眾發言： 

一、蔡○強先生  
我今年已經 96 歲了，這個地是公家的，應該就要給我們華興里做公園，地

下就是要做停車場，如果要做這個環境效益，土地公廟這邊很小，那邊也很小，

第一個就是做公園，第二個就是做停車場，我今年 90幾歲了，我發言到這邊。 

二、試院里廖里長欽銅 
副局長、各位長官、各位民意代表、各位市議員辦公室主任、還有試院里跟

華興里的鄉親大家晚安，大家好! 

我在這裡先做個發言，首先就是第一點，這一個公共住宅案從 12月 15號第

一次說明會，元月 4號第二次說明會還有 2月初副總工程司到里辦公室來，這三

次到場的，不包含今天，到場的大家都反對，而且都市發展局也有回函紀錄大家

建議事項，里民的意見顯然是反對的。第二點就是我們里民要用自由方式聯署，

目前已有 1千件，1千件只有 3件反對，更正 3件同意興建，只有 3件同意興建，

其他 997件通通反對興建，我這裡有所本，這是我們自由聯署的。第三個剛剛在

簽到處那邊又有發一張，應該是代表今天的意見，特別在今天這裡提一下這一張，

是一位熱心里民提供，我也經過他同意在下面意見事項還有說明，我在下面這邊

還畫了一條線同意興建，如果你同意就打勾。 

我們和興路就口袋型而且只有兩個出口，這兩個出口又這麼小，也許都發局



長官沒有來看上下班時間都會塞，假如現在蓋了這 400多戶，可想而知。假如認

為不適合在我們這裡蓋，就在反對興建打勾，或是有什麼意見興建公園或什麼，

你都可以寫進來，這些意見可以代表我們今天到場居民的意見，收回來我們會再

做統計，這些數據我們通通會再提供。 

再來我們和興路原本是一個里，原本市政府規劃是一里一公園，但我們和興

路沒有公園，那顯然政府欠我們和興路一個公園，尤其是停車場。 

第五點綜合以上，我個人以及大部分的里民都是堅持反對興建，尤其這麼多

包括前面三次、我們自由聯署意見通通都反對，在這種情形下希望都發局在還沒

有經過大家同意或是大家沒有同意的情形下，你就先要把機器開進來做地質鑽探，

避免浪費公帑，我也在這裡誠懇要求，也拜託都發局幫我們講講話，把我們里民

心聲帶回去，謝謝。 

三、王○原先生 
副局長、各位列席的長官大家好，各位鄉親大家午安，我是住在和興路 28

巷的居民，這個計畫對我們和興路衝擊是非常大的，剛剛廖里長講過交通的問題，

剛剛做簡報的時候，這個道路沒有拓寬，其實這邊的計畫道路就是 8米，大部分

都是 0到 8米的寬度，真的沒有拓寬的地方，基地的前面有個墳墓，現在交通是

怎麼樣以後蓋還是這麼寬，交通部分一定會從低往下降，這絕對不可能避免的。 

現在進來是 421戶，本來是 21樓變成 14樓，相對的綠化空間就變少了，原

來是 21 樓 450，所以整個可能綠化空間變少了，我反對意見最主要就是交通問

題，將來還會影響空氣汙染，這都是次要的，我個人是認為政策恐怕都有點問題，

剛剛講說公共住宅是 0.68%，不曉得都發局有沒有調查一下臺灣的空屋率，臺灣

空屋率到 20%，有 160萬的空屋在，這個是內政部公布的，大部分的空屋都集中

在北部，今天市長做這個政策，是要見林又見樹，最起碼你要見林不見樹，既然

有這麼多空屋率，我們怎麼樣把空屋消化掉，這才是一個正辦嘛！你要做好很好

的交通設施，大部分集中在三峽，我不是說絕對反對怎麼樣，我們這邊實在不適

合，因為計畫道路就是 8米，現在寬度，現在又進來 421戶以後，再看看我們和

興路 4到 5層樓的房子比比皆是，將來一定要都更的拉，我家房子已經 37年了，

將來是不是要翻建，是不是又要有人居住進來，將來交通只會惡化，這是第一點。 

我建議我們這邊不適合做社會住宅，而且社會住宅今天是辦理公聽會，是因

為都市計畫變更容積率從 225%變成 450%，都市計畫我們一直希望他變更成公園

綠地，不要密度做這麼大，我們這邊的需求是需要停車場，再來社會住宅人口的

出生率在下降，我們是 40年代出生的孩子，大概一年都 40幾萬，現在大概都不

到 20 萬，所以將來真的做的話，空屋還是空屋，我們這邊大概是租的出去，混

凝土都浪費在別的地方，因為有時間限制所以我不會講太多，再來如果是市長要

執行他的社會住宅政策，做的事是指導不是在規劃嗎？這塊不是素地嗎？可以規

劃很好的交通設施，捷運系統等等的，那個好像還是土壤液化區，做高樓的話可

以解決土壤液化的問題，那邊可以做 450%，又符合民意，解決很多問題，所以

我是建議我們這塊地，能夠變更成公園預定地，因為後續經濟部還有很多塊地，



這塊蓋了以後後續很多都要變更成住宅用地，會增加我們這邊的交通衝擊，我講

到這邊謝謝。 

四、陳○國先生 
這個議題發生之後，我去都發局下載了 14 份設計圖，其中一個我們看到文

山區設計圖，我們發現說他提供給市政府圖形是錯的，所以剛剛簡報很多路都沒

有開發完成，所以我們得到的很多評估結果都是錯的，先前我也有在上次的會議

裡面提出意見，我們可以從圖上的基礎看到靠近保護區的周邊道路，我們里民都

很清楚這邊的路是不存在的，實際的主要出口兩端只有左邊和興路這端，還有木

柵路76巷這端，實際這邊周邊道路狀況是怎麼樣呢？這是從 google地圖下載的，

跟我們剛剛上面圖的基礎是一樣的，這個是兩端的道路實際狀況，這個是和興路

那端道路情形，這邊算是比較好的，雖然也是很窄，看另外一邊，這是所謂的 8

米巷道，夠不夠這是一回事，從圖上來看寬度是不夠的，第二個他左邊是貼著山

壁，你根本看不到對面，縱深大概只有 10 來公尺，因為顯示的螢幕不夠亮，否

則你會看到這短短的幾公尺之內你會看到放了 2到 3支的反光鏡，在這個地方里

民應該都很清楚這邊都有反光鏡，這邊要非常的小心，否則對面來車你看不到，

可能會發生事故，我不知道這樣的情形會不會在剛剛的都發局簡報裡面講的，專

家的評估裡面有沒有納進去，我可能講比較白，因為先前的評估讓我們有不是很

是信任的例子，我們是不是可以了解說後續的評估，是在什麼立論什麼基礎下，

是有那些委員，用什麼方法來做的評估，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我去分析各種設計準則，其中只有這個，景美國中附近區域，情

況跟我們類似，他也是一個封閉區域，但是他還有個人行陸橋，我們這個案子加

了新的公共住宅之後，並沒有新的聯外道路出現，我這邊的建議是說如果真的第

一個不要變更他的地目，維持他原本的容積率，第二個我們還是需要一個新的聯

外道路，以上意見。 

五、高○壽先生 
台上各級長官、市議員主任、各位里民大家好，我還是贊成大家前面的意見，

就改成公園，下面蓋停車場，但是看到這個趨勢擋也擋不住，台上各長官知不知

道住三什麼時候開始的嗎？民國 57 年，這裡臺北縣變成臺北市，那時候就已經

變更住三到現在了，政府要蓋公共住宅我是雙手雙腳贊成，那你要蓋公共住宅就

把住三改成住三特 450%，一下就容納那麼多人進來，整里的人大家都反對，這

裡只有 8米的道路，剛剛簡報說不會有太多影響，你來上下班，考試院考試的時

候你來看看，塞車塞到從再興小學開始塞，從試院橋下下來就在塞，你們再來看

看，什麼原因會塞車，因為沒有地方停車，我們里裡面繞一大圈找不到地方停車，

這就是最關鍵，因為我們住在那比較知道，我跟台上各級長官建議，因為大家都

喜歡公園嘛，我們可能想要擋可能也擋不住，我想說本來是住三 225%，看看政

府能不能夠我照顧你們，剛剛我們試院里里長有提出應該每一個里都要有一個公

園，我們這邊就是沒有，如果可以把住三 225%，可以照顧百姓我們也很高興，

可不可以蓋 120%，地下蓋停車場，其他的改成綠地，讓大家都可以用。 



六、陳○深先生 
各位好，我也是居民，我剛剛要過來的時候我心裡是贊成社會住宅的，當我

開始發現周邊掛布條的時候，我想說這是一個好的公平正義政策，為什麼大家要

擋呢要反對呢？ 

我剛剛聽完簡報的時候，政府是把居民當成愚民政策在耍，那麼大的量體，

台上兩位學建築的老師，這個量體看起來正常嗎？而且他原本的容積率是 200

多，突然要變成 400多，不管是學校或哪一個專家單位提出來一個具有公平性的

研究報告可以來告訴我們，憑什麼來增加這麼大的量呢？再來是這個交通問題你

就跟我說中間這條道路要拓寬 8米就可以解決這問題，這種話講得出來我真的覺

得笑死人，那兩邊的口這麼小，都沒有去探討說這要怎麼處理，這樣子的講法真

的是太汙辱人了，再來就是要評估交通流量，沒有講說是誰來做評估跟實驗，由

哪一個專家單位或學校提出來，就直接用那個小小的字告訴我們說這沒有問題，

我想如果是你們，你們會相信嗎？我今天的意思就是要推動一個好的政策需要很

多配套，而不是用這種粗暴魯莽的方式，甚至我講不好聽一點，只為了長官下來

的政策，為了要去達成他的目標，把所有這邊的里民給犧牲掉，我覺得這樣子應

該不對吧，剛剛有個先生提了個意見說做人行陸橋，到對岸新店大坪林捷運站，

就在我們眼前還用不到，明明這麼簡單可以運用的配套結果是由我們這邊提出來，

而不是由專家提出來這很明顯的你不是用一個大格局的心態看這件事，你純粹只

為了達到上級長官給你一個迫切的目標，然後要把所有的容積灌到這個小小的社

區來吸收，我覺得這真是太不應該，我覺得各位專家學者應該要審慎評估，提出

一個讓大家可以相信的數據跟結果來說服大家，既然需要這邊的里民來協助這個

政策，那應該要有一些回饋給這邊的里民，這個會是什麼？我從頭到尾沒有聽到，

謝謝。 

七、鄧○力先生 
各位鄰居朋友，各位長官大家好，我是和興路的居民，針對這個問題大家最

care 其實就是交通，社會住宅是很好的理念，剛剛簡報有提到交通位置區位良

好的位置，很顯然我們這裡已經是臺北市最邊陲的地帶，外面的交通很明顯只有

公車站，剛剛提到很多現行的例子，像什麼行天宮、萬隆、大龍峒，剛剛講的那

些都有捷運站在附近，另外一個興隆一區雖然他沒有捷運站，但是他就在路口，

10 幾公尺就到了，我們這邊是一個帶狀地的最中間，剛剛居民有說你從這頭會

通到那頭，其實我也是兩個小朋友的爸爸，我女兒常說要帶她去公園玩，但是我

們這邊都沒有，剛剛提到說公共住宅裡面有老人、有身障、一些弱勢居民居住，

弄得很容易出租，那來的人會是怎樣，他不需要出去外面嗎，生老病死都在那間

房子嗎，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出去。那現行狀況就是這樣，不是理想地

點，我們要把格局拉大，我們現在是要做都市設計而不是建築設計，不能只看說

單一基地，要考慮整個空間規劃，公共住宅算是公共設施，好剛剛講的很好是環

境容受力，但是我從剛剛簡報容受力跟道路出入口的問題，那另外就是說容積問

題，其實之前最令人詬病的就是建商把容積不當移轉灌到某個地區，市容景觀受



到很大的變化，結果今天是市政府帶頭做亂，把這個莫名其妙的容積灌進來，違

背整個都市設計，這我覺得非常不適合，以上。 

八、謝○明先生 
依據社會住宅法第 4 條的規定，社會住宅興建必須保留 1/10 給特定族群，

何謂特定族群，包括先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跟社會不能適應監所放出來的人等等，

流浪漢等等，這個法規裡面講的非常清楚，各位鄉親你願意讓愛滋病患者住到我

們社區裡面來嗎？你願意把流浪漢這些人搬到這裡，把我們純淨的社區搞到這裡

來嗎？你信任這些人嗎？今天犯罪的送到監所，今天有病患送到醫院特定的收容

場所，我並不反對年輕人等等只租不售的政策，但是你把他混在一起，又把它改

地目，這是影響我們周邊的，這邊影響的是兩邊的出口，又不是中間的路，在那

邊瞎扯一通，我再強調各位願意把那個特定收容的人住在我們社區裡面嗎？謝

謝。 

九、蕭○聞先生 
各位大家好，我是住在和興路的居民，剛才聽都發局的簡報，很像來買預售

屋一樣，我們只是想要知道這個計畫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好像就只有對市政府有

好處，就是要賣給我前四名的建案，但是對我們居民沒有任何好處，這是第一個，

第二點就是說強調周邊交通問題也沒有聽到改善措施，剛剛有說明改善方法，那

就可以做了，之後再來做就來不及，而不是先蓋了在做這樣不是很奇怪，你們會

改善什麼？騙我們去答應這個住宅這樣很可惜，這樣很不好，再來一個是講說如

果這塊地不用的話我們就要還給國家，那我覺得最好，就還給國家，如果是國家

的地就還給國家，讓國家確確實實的還給我們現在居住的居民，讓居民好好利用

這塊地，我講到這裡。 

十、黃○嫚小姐 
台上各位長官，在座所有居民，我是住在和興路 59 號，我姓黃，我想請問

在座長官臺北市的土地寸土寸金，為什麼我們臺北市要跟建商一樣，要利用這個

土地來蓋房子讓它長出都市叢林呢？我們一塊土地蓋了就沒了，我們之前那個看

見臺灣一時的感動都沒有了，還是繼續地興建，還是繼續破壞大自然，還是一塊

土地一塊土地的沒了，為什麼政府要那麼急地去蓋這塊土地？有這麼迫切嗎？在

羅斯福路也才剛剛一大片的公共住宅，只租不售的華固新天地那不夠大嗎？我不

懂我們的政府，一個新政府不管什麼政府出來，都是在蓋房子我不懂，臺灣真的

這麼缺房子嗎？我相信臺灣缺的是一些綠帶，缺的是一些土地，缺的是未來給我

們下一代更多更多的活動空間，不是嗎？謝謝。 

十一、吳○萱小姐 
我是在媒體業工作，有寫過關於臺北市公共住宅跟都市計畫的問題，然後我

請我同事特別問了一題關於都市發展是怎麼決定哪一塊土地要來興建社會住宅，

那根據林洲民局長給我們的回覆是哪裡的土地取得方便就蓋在哪裡，那我覺得這

件事情非常的匪夷所思，如果作為一個都市發展計畫，居然是因為土地取得的便



利性來決定說哪邊要來蓋社會住宅，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不知道都市

發展局的工作有這麼輕鬆嗎？關於臺北市這幾個行政區的人口流動，包括區域發

展應該要怎麼進行？這都沒有想過，就只是因為土地取得方便，所以才在這邊選

擇蓋社會住宅，這件事情應該是要仔細去想過的吧，然後我覺得剛剛對這塊土地

有細部的講過，然後我只是在想說興隆這邊離我們也很近，興隆這邊也蓋了一棟，

那在這麼密集的地方連續蓋了兩棟，目的性是什麼？規劃是什麼？我都沒有看到，

都市發展局要做的應該不是這麼輕鬆的吧，這些都是要想清楚的吧，如果這個市

政府這麼喜歡傾聽民意的話，那乾脆我們來 ivoting好了。 

 

十二、葉○伶小姐 
大家好，同里里民都有提出意見，我先說我是反對的，其實它出去的路非常

小，我不知道評估的人是不是有在走路，請你也不要在大白天走，在上下班最尖

峰的時候走，連人走都有點問題，你就選要在這邊蓋，我們當初來住這裡是因為

這裡的綠地，不是很傾聽民意嗎？謝謝你們辦了這一場，可是我希望他有他的意

義，不是來強迫我們接受。 

 

十三、黃○夏先生 
我是住在和興路上，而且就在華興段基地的旁邊，我這邊表達了一個很清楚

的立場是我不反對蓋公共住宅，但是我對這個案子不信任、不放心，為什麼呢？

我是記者出身，我跑中央政府就是經建會，就是內政部，所有的公共政策絕對沒

有不做現行評估的探勘就做出一個決策，我們這個區域裡面河濱新生地，我最怕

的是為了滿足長官的需求，拿我們人命當籌碼，我最反對的就是你一個這麼大的

量體，要是地層下陷怎麼辦，你告訴我你們探勘了沒有？探勘記錄在哪裡？他可

以承受 21 層樓 450 戶嗎？所以我說先告訴我們你們的專業，才讓我們老百姓願

意去配合政府，不專業的政府，不專業的決策，你們看不起的經建會，你們看不

起的內政部，都沒有看過不做探勘就做決策，這是我非常憤怒的地方，我作為一

個記者從來沒看過這麼粗糙的決策，我想到的是過去包含民進黨政府，包含柯市

長，私下跟我們聊天，最喜歡嘲笑的是規劃規劃隨便畫畫就不如長官一句話，今

天我贊成國家的地我們沒有立場決定它，但是國家的地你不能為了政績，只是沒

有任何評估，先拿出你們的專業評估，我也是有讀了政治系碩士，我也從來沒看

過公共決策是不經評估，就已經先做決定，然後叫大家買單，基本上交通問題，

那是可以後續解決，但是你們沒有專業的程度，沒有專業評估，沒有做地質探勘，

如果我們這邊成了新維冠大樓，你們都已經退休了，你們都已經升官了，但是我

們住在這邊住了 20幾年，將來還會再住 20幾年，如果你們可以拿出專業知識，

什麼柯市長的承諾、馬總統的承諾我們都不信任，你們拿出地質探勘來，如果沒

有地質探勘告訴我們這可以承受那麼大的量體，要是我們變成下一個維冠大樓，

我們再來討論。 



柒、相關局處回應： 

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許副局長阿雪 
針對剛剛所提的問題，民眾給我們提供意見，歸納說明。 

大家認為這個地點是不是要這麼高密度?我們聽到了也聽進去了，密度部份

我們會考量調降，這個案子在都委會這邊，所以在上一次都市計畫說明會大家已

經有反應容積率 450%是太高的，我們也有模擬 350%或 337.5%的量體，這個部分

我們會做相關模擬。 

第二個部份是大家希望用地是不是可以不要蓋公共住宅，變更為公園用地，

這個意見我們會提到都委會，在審議的時候委員會會針對這部份來審，因為這塊

用地自始就是住宅區用地，這個基地有 4,755平方公尺，我們後續相關規劃建蔽

率是最多 45%，或是比 45%還少的時候，法定空地其實有 2,000 多平方公尺，我

也會把這個帶回去請設計單位規劃，跟停車場用地怎麼來做結合。那停車場的用

地目前是平面的停車場，我記得我有去看過現場，是編號 22 個停車位的樣子，

那停車場是市有土地，怎樣來跟住宅用地做結合，透過都市計畫變更相關程序來

建議也許變成公園，結合這邊的開放空間，提供給附近社區朋友稍具規模的公共

空間的公園來使用。 

交通的部分確實我覺得這個地方的區位關係，就是和興路跟木柵路一段 76

巷這邊兩邊進出，再來就是旁邊防汛道路進出，他的交通先天條件確實沒這麼好，

我們剛剛的交通評估有針對這個停車數量，就是說這個基地以 350%容積規劃的

話增加的停車數量對這個和興路跟木柵路的交通影響並不顯著。 

針對社會住宅用地，剛剛吳小姐也講說是不是只要有公有土地就拿來做社會

住宅，確實臺北市土地寸土寸金，市政府規劃的公共住宅用地目前 4年 2萬戶、

8年 5萬戶整個土地的來源，第一個當然是優先用公有土地，第二個我們透過都

市計畫變更譬如說工業區變更回饋的土地，或者是參與都市更新裡面有公有的持

分，拿來做公共住宅。 

剛剛黃先生有講到說，將來這邊會不會地層下陷會不會探勘，我想所有的公

共住宅的公共安全，市政府這邊比各位都還擔心，所有的公共住宅興建我們一定

會做地質探勘，一定會符合相關的法令，結構也提高安全係數，那我想先針對這

幾項跟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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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來這邊辦這場說明會當然就是了解在地的意見之外，

對這個基地有怎樣的看法也希望大家能夠提出來。剛剛簡報裡面也提到了公共住

宅裡面設定的相關規範，在這邊再跟大家做說明，不管它的戶數是幾戶，它的組

成比例目前會以一房型占六成左右，二房型三成、三房型一成，所以不是三百多

戶或四百多戶都是三房型，意思就是說引入的人口不會照我們原先正常的家庭人

口數，他會稍微減少，依照戶數的規定引進人口大概會是六百人上下，那當然不

管是多少人，對基地周邊的衝擊或影響是要有一些詳細的評估，未來設計團隊規



劃的時候一定會做交通的詳細評估，交通局這邊也會對我們的評估做嚴格審查。 

另外對於住宅管理的部分，有需要就我們現行管理的方式以及管理的成效能

夠希望有實地的勘查的話，我們非常願意帶各位到現場去參觀，甚至有一些目前

在執行中的案例，甚至是我們低收入戶在興隆公宅的部分，如果大家願意到現場

我們願意帶大家去看，它是一個智慧化的建築物，智慧型的家庭能源以及公共用

電的管理系統結合成一個微電網，會對節能做控制，這是我們目前公宅具體的案

例。 

另外對於探勘的部分，我們願意先到現場去做地質的鑽探，如果可以我們會

把鑽探的資料做詳細評估以後再給大家看結果。謝謝。 

捌、專家學者發言： 

一、曾光宗 委員 
各位鄉親大家晚安。我今天到這樣一個場合來其實我個人也是覺得心情有點

矛盾，因為其實我跟你們一樣，我住的社區旁邊也是要蓋公共住宅，我那個時候

是坐在下面，但是我那時候提的意見可能跟你們各位鄉親長輩的想法剛好相反，

我那時候壓力也很大，但是我想要講一件事情，第一個就是像公共住宅這樣的政

策，假如我們從全臺北市角度來看，它其實對我們買不起房子、租不起房子的一

群人是有非常大幫助，所以公共住宅本身，我們的政策可能不是一個社區、一個

里來這樣子考量的，應該是有整體性的考量，那我們在思考公共住宅的時候…（曾

委員發言因民眾鼓譟中斷）。 

 

玖、第二次發言及綜合回應： 

一、黃○夏先生 
如果政府沒有誠意，我們老百姓是不能接受。你沒有探勘，沒有科學的證據！ 

二、曾光宗 委員 
我先講一下，我不代表政府。這個場面我碰過非常多，探勘的問題我想剛才… 

三、民眾 

救災問題、交通問題！ 

四、黃○夏先生 

你們一直說要怎麼蓋、在哪裡蓋，我們的問題是你憑什麼知道你可以蓋。 

五、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許副局長阿雪 

請各位朋友尊重會場的群眾。我們是會做地質探勘，現在還沒有做地質探

勘。 

 



六、民眾 

你尊重我們嗎！你們有沒有尊重！我們這樣怎麼尊重你們講那麼久！廢話

一堆！ 

七、黃○夏先生 

沒有地質探勘，我不知道你們怎麼蓋。 

八、曾光宗 委員 

各位鄉親長輩，我要幫你們講話還沒講欸！ 

九、黃○夏先生 

你們就是玩弄老百姓，用議事程序玩弄老百姓。你們不尊重基本規則要我們

怎麼尊重。 

十、曾光宗 委員 

我們三者其實可以提供不同的方法，來幫助你們，你們這樣的話我們要幫也

不曉得怎麼幫。 

十一、黃○夏先生 

你先告訴我們，你的地質探勘都沒有做，你憑什麼，你的地質探勘做了沒有！ 

十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許副局長阿雪 

地質探勘目前確實沒有做，可是興建的過程當中我們當然是要做地質探勘。 

十三、黃○夏先生 

沒有地質我不知道你要談什麼？ 

十四、民眾 

散會啦！散會！柯 P下台！人命不值錢啦！柯 P下台！沒有做地質探勘做完

之後我們再來開好不好！ 

十五、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許副局長阿雪 

這個案子議會要求我們在這邊辦兩次的公聽會。 

十六、民眾 

i-voting ！ i-voting ！ i-voting ！ i-voting ！ 我 們 要 i-voting ！

i-voting！ 



十七、臺北市議會王議員欣儀 

副局長，我們的兩位專家學者、委員、市府同仁，以及我們所有的里民朋友

們大家晚安大家好！ 

我是我們自己文山區在地的議員王欣儀，今天我特別來到現場關心，就是要

聆聽我們里民的心聲，我想我們在議會當中跟大家一樣，我感同身受，因為從聽

到在這個地方要設立公宅的時候，我非常非常的錯愕，所以今天在這邊我要代表

我們所有的市民、我們所有文山區的里民，要先請教我們市政府，今天既然來這

邊開公聽會，我們必須要讓民眾至少了解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在我們要在這裡蓋公宅的時候有沒有程序正義這四個字，我們

的柯市長一切講求要公開透明，要市民決定對不對，但在這個事情上面我們所謂

的公平正義、程序正義有沒有，我們到底是已經決定要在這邊蓋公宅然後才來跟

民眾溝通，還是我們在事前先做好相關不管是安全、交通、地質鑽探等等各方面

的完整評估之後，然後先徵求我們里民大家的意見以及我們的同意之後，才來做

後續的規劃，才來決定是不是要在這裡蓋公宅，所以第一點，有沒有程序正義這

件事情，有沒有本末倒置這件事情，我們市政府必須要先讓民眾了解。 

第二點我們講的公開透明，在整個規劃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納入我們居民的

意見，然後要在這邊蓋的建蔽率、容積率，對我們環境的影響是什麼，這些種種

的過程有沒有公開透明。 

另外第三點非常重要的一點，也就是在臺北市議會我們去年年底審查預算的

時候，就已經有幫各位做了把關，我們只有給市政府初步規劃相關研究的經費，

但是我們並沒有給它們可以施工動工的工程經費，而且我們在議會當中有特別下

了但書，如果我們條件沒有達到的時候這個預算是不得動支的，所以在這邊也要

請市政府很清楚明白的告訴大家我們在議會當中所附的但書內容是什麼，民眾他

們的權益是什麼，那他們才知道他們可以根據議會所做的但書來做相關要求，那

這些要求沒有做到之前這個預算是不能動支的，後續也沒有辦法進行，這個公聽

會召開也沒有任何的意義，以上三點我先請市政府做個答覆，讓大家能夠清楚明

白了解，我們永遠會跟所有的里民朋友們站在一起，共同捍衛大家的權利，大家

的安全、大家的生活品質絕對是我們最關心的，大家請放心我們在議會當中一定

會做各位最強力的後盾，然後也會讓市政府做好充分的說明跟溝通，取得大家的

共識跟認同之後才能夠來進行，好不好，再次謝謝大家。 

十八、黃○夏先生 

你們現在沒有任何科學資料，你們蓋八層、蓋五層、蓋兩層，都是講的，如

果說一個連科學證據都沒有的東西，你連探勘都沒探勘，你就開我們這種會，你

是在設定遊戲規則的陷阱，那完成了公聽會兩次你就去改了都市計畫，公共決策

如果沒有一個科學為基礎，你憑什麼講話，所以今天的會是廢話。 

 



十九、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許副局長阿雪 

我想黃先生我們尊重你的意見，剛剛王議員講的程序正義，市政府就是本著

這個程序才會來開公聽會，這一塊用地我們要做公共住宅來這邊做相關說明，所

以我們公共住宅到底興建多少數量，後續的整個規劃也來聽民眾意見，我們今天

講的這個地質安全鑽探本來就是一個所有的建築基地開發都應該要做的程序，我

們也會做，因為要做這個公共住宅所以今天來開這個會也是要告訴大家我們有這

樣的公眾住宅的興建，那各位有什麼樣的意見，所以我想…（許副局長發言因民

眾鼓譟中斷）。 

二十、民眾 

我們不是要聽你怎麼蓋，我們反對蓋！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二十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許副局長阿雪 

我們還會再來開，蔡先生您的意見我們知道… 

二十二、民眾 

你們上次來也是講一樣的問題，我們先把外面的交通問題解決了再來談別的，

不然下次來也都是在講一樣的話。 

二十三、林靜娟 委員 

我不是政府代表，我要先講我也是文山區的居民，那你們剛剛各位提的意見

很多我非常的贊同，那其中的第一個是我想請市政府這邊先幫我們解除一點疑慮，

剛提到一個就是地質鑽探，這個可以有個承諾就是在整個流程裡面這件事情會在

什麼時候完成。 

二十四、民眾 

我們根本反對蓋幹嘛還要地質鑽探啊！就算再安全，我們反對蓋，你幹嘛還

要地質探勘我們搞不懂啊！剛剛里長講得很清楚了，有 97%都反對來蓋。 

二十五、林靜娟 委員 

不好意思，我們可不可以先讓市政府解決一下這個部分。 

二十六、民眾 

我問你們一下，如果今天那麼多人住在裡面發生火災了，外面又塞車，我請

問你們我們逃到哪邊去？ 

二十七、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許副局長阿雪 



我想這個基地本來就是住宅用地，那住宅用地本來就是可以蓋住宅，剛剛大

家的意見是說這塊公有土地是不是不要蓋，變更為公園用地，這個部分我想是需

要經過都委會的程序，我想你們主張變公園用地，這塊住宅用地本來就是可以開

發的土地，剛剛也有講鑽探什麼時候可以做，我們隨時都可以做。 

二十八、民眾 

我上次也有講說如果我們和興路裡面發生大火災，外面木柵路又因為考試的

問題大塞車，全部的人都沒辦法逃生你們怎麼樣應變這個問題，上次就提了為什

麼這次沒有拿出來跟我們說一下呢。 

二十九、民眾 

最主要是兩邊的入口都太窄了，根本就不符合公共住宅需要的條件，一開始

就不能想說在這裡蓋公共住宅，你臺北市有它的都市容量，不能說為了一個政策，

你知道說臺北市根本就容納不了這麼多人口。 

三十、林靜娟 委員 

我想再說一下，因為我個人也是都市計畫委員，各位的問題我剛剛聽到都有

記錄下來，在都市計畫委員會我會建議發展局，我想都市計畫委員會各方面的專

家都有，有沒有辦法在都市計畫委員會更客觀、更明確的評估，我想因為我們都

是建築專家，都委會裡面有各方面的專家交通的什麼都有，我想我們真的是透過

更公開的討論，這個我覺得是非常支持的，我希望在都委會裡面這些問題疑慮都

能夠有比較好的說明。 

三十一、曾光宗委員 

專家學者是要幫你們用什麼樣語言來告訴臺北市政府，針對剛剛那位鄉親，

現在你可以這樣子問，就是說請以後做交通影響評估的時候針對不同時段來做評

估，這樣的話局裡面就懂了，我覺得是要這樣子來溝通，那不然的話只會永遠卡

在那邊，我想這提供給你們做參考。 

三十二、黃○夏先生 

我是覺得局裡面先告訴我們，這塊地有沒有地層下陷的問題，這塊地有沒有

土質鬆軟的問題，證據、數據拿出來之後，這樣他要蓋 20 層，我沒意見。他要

蓋 3層，我也沒意見。但是如果你連地的性質都不知道，他會說我們用工程技術

來改善，我學工程的，但是老百姓要問的是如果工程技術改善，它的成本太高，

那為什麼要出這筆錢，所以先拿出科學專業知識，第一步都沒有，這些東西都是

假的，你給我看這個數據都在騙我們的，你不要騙我們進入你的程序，程序是一

個遊戲，玩的是欺騙老百姓的都市計畫遊戲。 

 



三十三、曾光宗委員 

這是我可以來幫忙做一些說明，我剛剛有看空照圖，其實你們現在基地周圍

已經有 10層樓、8層樓、9層樓。 

三十四、黃○夏先生 

沒有 21層樓。 

三十五、曾光宗委員 

所以這就是可以來討論的。 

三十六、黃○夏先生 

18年前，這邊確實有灌漿，地層下陷過，你們知道嗎？ 

三十七、曾光宗委員 

這就是可以討論的事情。因為你們的現況就已經是住在10層樓的房子裡面，

所以你們這個區域從專業角度來看，假如說不是公部門來做的話，你們這個區塊

來發展也應該是那個高度，所以剛剛鄉親有提到容積率，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

切入點，我個人也贊成容積率 450%的這件事情值得討論，那這個時候你們可能

要提出一個很具體的…（曾委員發言因民眾鼓譟中斷）。 

三十八、黃○夏先生 

我們具體的是土地多少告訴我是 350、250、150，你連土地都不知道，講這

些數字都是在隨便畫，那都是假的都是進入你們陷阱，現在告訴我這塊土地性質

是什麼。 

三十九、民眾 

這塊土地跟那個臺北大巨蛋一樣，柯P反對，這裡和興路跟那個大巨蛋一樣，

柯 P就會反對那個大巨蛋在蓋，和興路也一樣。 

四十、曾光宗委員 

我想大巨蛋是別的議題。 

四十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許副局長阿雪 

是不是我們今天說明會民眾不曉得還有沒有登記發言，那你們的發言我們會

記錄。 

四十二、民眾 



是不是請副局長跟我們說明這個它交通好好在哪，剛剛提問好像還沒有回答

到，為什麼剛剛說選這個地點會在這裡，應該不是說容易取得，這樣子真的是太

可笑。 

四十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許副局長阿雪 

這位先生您剛剛講的就是說土地的部分，我們剛剛有講我們公共住宅用地的

土地取得，有幾種途徑，公有土地當然是其中的來源之一，那這個公有土地他是

住宅區。 

四十四、黃○夏先生 

那我請問一下這個公有土地他本來是經濟部的，他本來要做一個對我們臺灣

產業非常好的雲端資料雲端中心，為什麼不讓他做，一個對國家未來有貢獻的雲

端資料中心呢？你剛剛說不准我再發言我才發言。 

四十五、民眾 

安康社區那個地很大為什麼不蓋到那邊去，那邊地整個是一大片你們可以從

那邊取得很方便。 

四十六、李○煒先生 

我是住在和興路我叫李盛煒，我第一個問題就是說既然這是公聽會，我們現

在聽到都是完全支持這個建案的一些意見，我們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個意見，可

是我們都沒有看到反方的意見，我是希望政府要辦公聽會的話，應該要有一些反

對的意見，這樣子左右的正負的反面驗證才會得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評估結果。 

另外第二個就是，既然我們這個社區的特點就是口袋狀，它的進出口兩邊的

就路那麼小，那剛才大家也很在意防火的消防的那一些應變計畫，我們就希望政

府以那個大巨蛋防災的標準 model來用到我們這個社區來評估，謝謝。 

四十七、民眾 

我上次也有來聽公聽會，我剛剛也有講了，因為最主要我還是在意的是交通

問題，因為交通問題真的是關係到我們所有在和興路裡面的人的安全問題，今天

你又把那麼多人往裡面塞，我們原本都已經大塞車了，那現在又那麼多人往裡面

塞，我告訴你們外面如果說，我們國家考場在這邊對不對，那你們也沒有捷運來

我們這裡，那遇到考試的時候外面大塞車，你萬一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我跟你講

救護車消防車進不去，然後我們也出不去，那你看這樣子我們的性命安全誰來幫

我們負責，我上次就有提了，我說先解決交通問題再來，可是你們這次來並沒有

把我上次的訴求跟我們做一個很明確的回應，你們又一直在那邊講你們內部要怎

麼蓋要怎麼做，我覺得對我們來講我們在浪費時間你知道嗎，我希望下次你們來

的時候是整理這個部分讓我們有滿意的答案，你們再來講你們裡面要怎麼蓋、你



們裡面要容納多少人這樣好不好，謝謝你們。 

拾、總結及綜合回應： 

一、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各位居民晚安，我們交通局這邊先說一下我們不能否認公宅進駐之後交通量

一定會增加，可是我們一定會要求開發單位在交評的時候會嚴格把關，包含評估

範圍擴大到除了和興路以外到木柵路，短期部分我們會這樣處理，長期部分包含

是不是我們來興建一條道路。我是說目前如果要蓋的情況之下，未來南環線經過

我們相信對木柵路的交通衝擊能夠減輕。 

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許副局長阿雪 

我想各位一直講說我們是不是一定要蓋，公共住宅的政策我們是要執行沒有

錯，這塊用地也是住宅用地，它也是可以建築的，剛剛大家非常關心整個密度或

是這邊是不是能有一塊公園，我也說明公園我們會結合基地開放空間跟旁邊的停

車場規劃，密度我們會調降。我們確實有做交通的評估，這個基地開發前後，晨

峰跟昏峰有沒有增加它的負荷量，我們做了交通評估是沒有更惡化，如果各位要

這個資料我們當然也可以給，我想今天各位的意見我們會帶回去，我們下一次還

會來開會跟大家做說明，今天就謝謝你們。 

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世譽主任秘書 

我這邊補充一下剛剛有一位女士有問安康社區為什麼不在那邊蓋，那邊確實

要蓋而且分成三期全部更新改建，現在是因為安置問題要一期一期來調整。我想

說明一下議會中的決議，我想議會中決議是希望我們針對公共住宅的部分到各個

基地做兩次以上公聽會，然後我們要有 500公尺半徑的多數居民的同意，始得設

計跟規劃。我們現在就是按照議會的綜合決議在執行。 

（黃○夏先生﹕我們沒有反對公宅，我們反對粗暴決策，不要回去給我們冠帽子。） 

四、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許副局長阿雪 

我們沒有粗暴決策，我想我們是非常民主的來跟各位說明，那今天晚上也非

常謝謝各位提供的意見，謝謝。 

拾貳、散會(晚上 9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