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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中南段基地公共住宅第一場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5年5月14日下午15:00至16:10 

貳、地點: 臺北市舊庄區民活動中心 

參、主持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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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南港的朋友大家好，高議員好，各位議員助理、主任大家好。謝謝李老

師到場來參加今天的會議，市政府也有好幾個單位都有派代表來。首先先跟各位

說謝謝，因為今天是假日，我們來開這個公聽會，跟各位報告的是，我們要興建

公共住宅，在中南段的基地裡面要興建住宅，在過去的半年來有很多的討論，包

括基地旁邊的鄰居要辦都更的部份，我們也非常謝謝大家共同的參與，後來有一

個解決的方向，我們今天都更處科長也來了，如果有問題待會也可以一起來討論。 

 

  未來我們辦的公聽會，今天是第一場，還會辦第二場，因為市議會有對辦公

共住宅有些綜合決議跟指教，所以除了辦公聽會會辦兩場以外，我們在第二場會

做一個簡單的調查跟問券，未來是希望大家提供更多的意見給我們，讓我們能夠

把公共住宅的興建，第一個能夠把公共住宅興建的內容跟大家說清楚講明白，第

二個對於社區有需求的也希望大家給我們一些意見、提出來，我們未來在做公共

住宅規劃設計的時候可以做得更好，讓大家一起來分享我們公共住宅所帶來的的

一些公共設施的服務。 

 

  我想最重要的時間是交給我們同事，請我們同事詳細的跟大家說清楚。當然

我們現在還沒有進行真正設計的內容，還沒有進行真正細部設計的內容，今天先

來聽大家的意見，把想法拿出來跟各位報告，待會簡報完以後我們再聽聽大家的

意見，最後請兩位老師跟我們做一個綜合的建議，謝謝大家。 

二、都市發展局簡報：詳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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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民眾發言： 

一、吳○達先生 

  副局長、各位長官還有老師，我叫吳○達，我是本案基地旁胡適風華社區前

任主委，現任的主委及委員也都在場。剛才聽你的簡報之後，對於這設計推展我

們是沒有太大的疑慮，有做這樣的構思，其實對整個社會是蠻好的。但是以我們

社區的觀點來講，住戶有蠻多意見的，希望能夠在這邊得到答案，然後把這個消

息帶回去給我們住戶瞭解。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於交通流量的報告，但以我們直覺的感覺來說，在舊莊街

一段三巷到研究院路口這個交叉口的地方，可以預計未來會是主要的瓶頸，目前

從這個巷口要滙入主幹道的時候就有很多危險的事故在發生，未來公共住宅蓋起

來之後所增加的流量，不知道市府是不是有針對此處交叉口改善做一個計畫。 

 

  第二個是有關於停車的問題，停車位的數量是 70戶，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是 70輛還是 70戶每戶幾輛?以這樣的一個量體來估算 70個停車位是不是足夠?

各位從這個圖可以看到這個基地裡面停車的位置其實已經都沒有了，所以未來這

棟大樓蓋起來必須由它本身來吸納，這是我的看法。 

 

  第三個就是有關於未來在施工的部份，因為是緊鄰在這個基地的旁邊，往下

開挖住戶擔心未來政府在施工監督上的部份，特別要幫我們做一個著想，不要影

響鄰近房屋結構體的問題，以上報告，謝謝。 

 

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吳主委、副主委，謝謝您支持公共住宅建設，在此先跟您道謝。公共住宅的

興建就跟一般建商興建建物一樣，多多少少一定將對附近的居民在興建的過程中

造成不方便，但是我們將會特別的注意、小心，因為公共住宅興建計畫並不是蓋

完就算了，市府還有很多地方需要興建公共住宅，因此只要一個地方沒有做好，

後續負面的消息就會傳出去，致使其他計畫難以執行，所以市府很小心，會把每

一個工地做好。 

 

  上個月在南港路另一處基地，居民關心的問題跟您問到的問題是雷同，第

一，施工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一定要把它處理好，一定是要安全，所以市府在興建

之前一定會做鄰房安全的鑑定與調查，這是必要的，絕對不能發生損鄰的事情，

也不會像部分建商為省錢而便宜行事，市府將努力的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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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施工的過程中，噪音、灰塵、交通維持的部份，市府都有一套 SOP，

我們將會它努力的做好，工程過程中，我們都可以對鄰近社區建立窗口，因為都

發局、環保局等單位是平行的，相關問題我們都要即時反映。 

 

  第二個停車的部份，因為還未有建築師，還有相關程序要處理，目前所見的

這個設計是都發局自己做的初步設計，從現在的基地估算起來，法定停車位可能

會做到 70部的停車位， 而目前本案估算的戶數是 112戶，但 112戶不是都是

30坪的，一房、兩房、三房這三種房型，是 6:3:1，就是一房型的可能有 60%，

30%是兩房型的，10%是三房型的。所以這樣 112個單元，換句話說，一房型大概

70戶，兩房型的大概會有 35戶，三房型的大概有 11戶，以目前台北市公共住

宅的經驗來說，本基地公宅按這樣的比例以及所得水準來看，汽車的停車位需求

大概是 40，就是 112戶裡面大概有 40%會有停車的需求，所以從這個比例看，此

處停車位絕對可以吸納未來進住的住戶與他們的需求，多的、沒有用完的將會公

開招租給附近的居民，費用按照停管處公共停車場的標準來計算停車費，這是目

前操作的模式，所以評估起來興建後不會衍生更多停車問題，反而可以紓解鄰近

社區的停車問題。 

 

  最後是交通量的部份，今天的評估簡報在網站上已經上傳了，各位回去以後

可以上都發局的網站看今天簡報的內容。 

 

  交通評估的部份，因本基地南側的都更案基地原來是要併同開發，所以市府

有將都更開發的量併同計算，無論如何開發，對交通一定有影響，可是我們會努

力做到不使原先道路服務水準降掉一級，市府團隊是不允許這麼做的，但是鄰近

的社區未來還是會都更，都更致使交通量還是會逐漸的增加，還是會對交通造成

壓力，這個在每個地區都是一樣。可是以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都更以後將會有較

多的停車位，社區的停車空間會較為足夠，停車問題的壓力將逐漸會變小，而最

重要的是市府還是努力的在推動大眾運輸系統，不管是鼓勵還是獎勵或像 UBike

等等的措施，希望大家養成使用大眾運輸的習慣，以減少交通壓力。 

  

  未來下一階段於下一次公聽會的時候，交通分析將會依基地的成長量去做分

析，剛剛提到交通路口處理的部份，今天交通局代表也有與會，我想這部份是要

做功課的，今天的訊息是給交通局帶回去，各位如果有更具體的建議，譬如說面

臨的車道如何處理的建議，更明確的，可以提供給我們或是交通局，以利下一次

公聽會較具體的回答這些問題。 

 

  另外胡適國小的路寬是 12公尺，到了本基地變小了，後續將會實施退縮至

12公尺，使車流量由舊庄街 1段 3弄進來到河堤邊就是一樣寬，除此之外，人

行道也將會退縮出來，人行道會更寬敞，而在本案公宅跟社區之間會有 400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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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的一個小廣場，保持一個與鄰地社區共同的緩衝，不造成大家太大的壓力，

這是目前的設計方向。 

 

二、闕○彬先生 

  各位好，我想有幾個問題請教一下，一個是因為我看好像沒有看到開發的期

程，簡報裡好像沒有。還有未來實施的方式，例如說它是用設計監造然後發包，

工程發包是最低標或者是會統包還是會招商之類的，怎麼樣可以確保工程的品

質？ 

  另外的問題是，我覺得看起來您剛剛有提到道路有做退縮是蠻好的，因為那

邊現在一紅綠燈就會塞車所以我覺得蠻好的。另外因為我也是胡適風華的住戶，

你們也在路口留了個廣場我覺得也蠻好的，不過我有個疑問是停車場的出入口，

因為剛好我們社區的出入口也是在鄰近，所以這兩個出入口的進出會不會有互相

衝突的問題？兩個出口剛好相鄰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那另一個是目前開放空間

的留設未來社區會不會有圍牆?還是它是開放式的設計?就是那個廣場空間，剛剛

看那個透視，綠覆率好像比較少，感覺是一個比較硬的，有沒有可能未來可以多

做點植栽綠化讓開放空間，那開放空間是圍起來的還是是開放的，大概以上這幾

個問題，謝謝。 

 

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謝謝闕建築師，闕建築師也是我們南港當地優秀傑出的建築師，在我們台北

市有很多案子做得非常的好，對於設計的考量都非常的周到，建築師問到的幾個

問題我就一起回答。第一個路口衝突的部份，跟建築師報告，這個案子還沒有招

標，所以實際的設計建築師還沒有找到，所以剛剛有報告說這個設計是都發局內

部先做的一個分析，所以車道的路口的部份目前是一個草案，確實在這個地方進

出的部份會跟北邊的路口會有一個衝突，怎麼樣來選擇比較好的車道出入口，下

一步要做詳細的評估可能等招到建築師的時候會做更細部的討論。因為每一個路

口在這個地區進出的時候其實都有不同的考量，可能像您專業的部份我們會進一

步的來做處理，非常謝謝您的意見。 

 

  第二個工期的部份，我們這個案子最慢在六月可能就會進行建築師評選招標

的公告，這個案子是採先設計監造再發包工程的程序，不是統包的程序，那未來

整個設計不是用最低標，是異質採購最低標，所以還會有一個設計的評選，然後

再用最低標的方式處理，避免全部是最低標產生設計品質不好的狀況。現在都避

免用最低標，最便宜的方式標到一個案子可能做出來就是較不好的，所以先用評

選的方式去評設計，建築師的設計案由市府來評選是否達到我們的及格分數，譬

如都達到 80分了，70 分以下的我們就不讓他進入的競標的程序，委員來評選都

達到 80分的譬如說三家，再來開標，開標再看誰是最低標的方式來決選，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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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用最便宜的建築師，而是看設計，設計有及格有名次再來用最低標的方

式處理，這是比較合理的方式。 

 

  而工期可能是 800天，就是一個標準的作業，所以 800天大概就兩年多的工

期。目前設計標預計在今年開始進行，預計明年才會進行工程，目前時間看起來

是這樣，跟各位報告目前的狀況，各位給市府的意見也不限於今天，若回去有意

見都可以給我們，讓我們過程中可以做改善，謝謝建築師的意見。 

 

四、徐○小姐 

  我是今年胡適風華的主委，我是中研院退休的研究員。要蓋這個一定是為這

附近的低階收入的人能夠租房子住，可是對整體來講，對中研院研究人員以及後

面要有一個生物園區將來要發展的話，有很多寶貴的研究會遭竊，我自己就有被

偷竊的經驗，卻都沒辦法能夠阻止，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它會要希望真正研究人員是做基礎研究，基礎研究為什麼比

apply更重要，就是基礎研究它將來影響 impact很大，那光作 apply的時候就

有問題，不是說它不好，只是說你在研究方向上面，為什麼當初那個好宅的時候

有很多人提出、有抗議的言詞，而這個是會把這個研究機構這些人會 control

住，在某種狀況中。 

 

  所以我想這些東西立意很好，要幫大家解決住的問題，但是你用租的方式在

安全上，你怎麼能夠讓大家都是良民的狀態?這個很難對不對?也許實在沒有辦法

非要建的話，我建議能不能變成一種是買賣的方式，至少他是永久住那裡，安全

上是不是可以比較能夠知道狀況，否則用租的，任何人都可以進出，請你們比較

有真正思考安全問題，所以真正謝謝你們花心力去 design這種東西，但是在考

量上要幫整個研究安全來看，所以要拜託拜託。在美國我看過很多，都有荷槍的

安全人員，都是管制進出，至少鄰居後面的人他們的研究不能夠白費，希望大家

知道了重點，謝謝。 



6 

 

五、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回答主委的意見，其實剛主委講出很多人的心聲，因為這意見很多人不太敢

講，市府在別的地方也碰到這樣的問題，您問的非常含蓄，我知道意思，第一個，

未來只租不售，這是確定的。因為市府是要幫助在台北市尋找機會的年輕人為主

要方向，但不限縮年輕人才可以，未來出租對象的部分，第一個中研院的員工或

是這些等於短期的工作人員或是約聘人員，如果不能住到宿舍裡面去，他一樣可

以住我們公共住宅。所以在這個地方，有很多租房子的，我知道有很多年輕朋友

都在附近租房子，未來我們的公宅不限台北市的市民，就算台北市就業的也可

以，所以對這個社區來說，對更多人願意到中研院來工作，在中研院裡面的員工

只要達到我們條件的，他一樣是可以住在這公宅裡面，這是第一個部分，就是資

格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我可保證以我們的經驗，現在我們有大龍峒公共住宅、有興隆

的公共住宅，還有很多捷運站的公共住宅，到目前為止，我們租的所得標準，大

概都會蠻一致的，就是過去、現在跟未來，租屋的資格所得的條件都是差不多，

目前為止，都是良民。因為我們有很嚴格的住宅規範，過去出租國宅，我們有

23個出租國宅，過去我們沒有這種的管理機制，而現在我們有一個機制，叫記

點制；如果你把你的個人物品放置電梯口或是半夜喧嘩等等違反規定，就會被扣

點，如果累積在一年內扣了一定點數，我們就可以請他離開，就是沒有這個資格

了，就必須出去，且未來多少年都不能再來申請公共住宅，所以他要住進來，在

一個所得範圍內以外，還必需遵守的遊戲規則是很嚴格的，所以要跟未來每一個

地區公共住宅附近的居民，跟他們講大家要放心，就是因為我們要有好的管理，

甚至這樣的管理，比一般民間的管理更嚴格了。以興隆公宅舉個例子，有 1/3

的住戶，都是給原來的平宅居民住，那邊平宅的居民是百分百都受到社會局的補

助，過去的租金，只有兩三百元，最貴只有六百元，有些居民是沒有工作的，有

1/3是給他們住。在以前的社區，資源回收的垃圾堆在樓梯亂七八糟發出臭味等

等，現在住到市府的公宅裡面，我們訂定的遊戲規則是很嚴格的，我們主秘常常

到現場去巡，也有找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在管，因為大家都要把這個環境處理

好，他才能夠繼續住。所以我想跟您報告，這個擔心是應該的，大家都會有的，

但目前為止我們做的還不錯，請您放心，各位只要覺得有一點憂慮，可以聯係我

們，或是透過里長、主委轉達，我們可以安排讓大家瞭解，去看我們社區，看我

們管理，環境不好都變的很好，旁邊經濟所得很好的社區，從來沒寫過一封信

complain，說我們的住戶騷擾到居民，這個部分到目前為止我們都做的還不錯，

您可以放心，絕對放心，歡迎跟我們講要過去看看，我們就安排去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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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闕○彬先生 

  對不起，那是我們主委，其實我個人是不反對所謂出租的公宅，其實就是出

租嘛，那重點在於管理，管理完善是不會有什麼問題，那可能在幾位沒有提到未

來的坪數跟類型，因為坪數會影響到他是個人或者是族群或是家庭或是小家庭，

所以這部分未來規劃是什麼，另外就是說，因為我知道很多公宅都會有一些這個

社會局像公托中心、老人照顧的一些設施，那在這個目前的國宅裡面有這樣個設

施？還是以住宅單元為主？謝謝。 

 

七、台北市議員高議員嘉瑜 

  謝謝，我覺得其實我們南港這邊，不管是中研院或是胡適社區附近，其實我

們的居民都是非常高水準的，今天有這個公宅在這裡，其實我們都是非常的期

待，因為現在的公宅已經跟我們過去大家所想的不一樣，不是大家認知以前國宅

的那種品質，我們也會督促新的公宅，其實我們也到國外參訪過，希望是個智慧

宅的型式，所以我們也做了許多智慧宅新的科技規劃，然後也有綠美化，不僅是

獨善其身，也希望帶來周遭社區的改變。 

 

  而我自己其實到現在都一直是租房子住，租房子的人不代表就一定是品行不

好，或是住在公宅的人就一定是會有犯罪行為的人，其實不一定，在國外不管是

巴黎或是荷蘭，其實很多國家的政府提供公宅，給大部分六成七成以上市民居

住，而我們也希望台灣未來走向這樣的社會，讓年輕人可以在台北市能夠租的起

房子，在這裡可以作夢，然後可以在這裡創業，這就是我們公宅的目的，我們也

很感謝都發局，其實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跟精力，來說服很多的人來接受，我們

也希望在我們舊莊這裡能夠打造一個是讓大家覺得驕傲而且很棒的公宅來作為

一個樣版跟典範，未來在台北市其它的地方去推行公宅都能夠更順利。 

 

  像我自己，如果有機會我也很希望能住進公宅，但我可能目前資格不符，但

希望未來能夠有這個機會，我覺得公宅如果普遍推廣的話，或許我們也有機會能

夠住進公宅。 

 

  大家比較關心是交通的問題還有停車的問題，這個是普遍大家會去質疑的，

就是說我們這些老舊社區在周遭，本身停車空間就已經不足，但公宅有不能提供

適度的停車空間，還要跟附近周遭的居民搶停車位的話，可能會是一個問題，所

以這部分我們也希望未來能考慮這部分，因為在現在的基地上面其實是有做停車

空間的，但未來改建公宅之後，可能會面臨停車空間不足，那這部分如何去克服，

還有交通的問題，我想同時也一直都是台北市的課題，但是我覺得市長也希望鼓

勵大家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讓很多交通政策的配套能夠怎樣去搭配，當初其實我

們在規劃公宅時候是有配合 U-car，但目前 U-car這政策又有一些爭議，所以還

有改善的空間，但是我們也希望說未來交通跟公宅的配套上我們能夠解決大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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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自己開車的習慣，讓大家習慣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這個還要靠我們市府去努

力，那如果說周遭的住戶對公宅有什麼疑問，我們也很樂意來協助大家，不管是

在設計規劃或是任何方面我們都可以把這意見帶給我們市政府來改進，那希望說

這個公宅能夠帶來我們整個舊莊社區的環境改造，還有周遭其實我們也很需要都

更，而都發局也很清楚包括南側，很多民眾也希望藉這次公宅興件能夠有改建機

會，能夠加入都更的行列，那我想不只是公宅，我們市府也推很多公辦，我覺得

我好像變市府在這邊宣導，還有很多公辦都更的計畫，我想市政府很努力想要去

做，也很想去改造我們台北市，那也希望大家給我們市政府多一些空間，那我們

也會嚴格來督促他們有沒有把事情做好，那希望今天的公聽會大家都能夠愉快，

謝謝大家，謝謝。 

 

八、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謝謝高議員的督促跟鞭策，我們未來整個案子會在高議員跟幾個議員監督下

一步一步的進行，所以市府會非常的謹慎來做些處理，而剛剛闕建築師在問到兩

個部分我再做一個回應。第一個，您剛問到配比的部份，目前我們房型的配比是

１房型佔６０％，２房型３０％，３房型佔１０％，目前原則是這樣，其他地區

有為了都更而產生的中繼住宅需求的話，房型的配比就會做調整，但是沒有這樣

特別需求的時候，標準配比是這樣子；第二個部分是提到說，未來有沒有社會福

利設施在這裡，到目前為止，我們每個公宅在做設計，就會先問市政府幾個單位，

社會局、衛生局相關單位等等，有沒有需要在公宅設計時候提供鄰里服務的設

施，那目前因為本基地面積較小，規模不夠大，所以目前沒有需求提供給都發局，

目前為止設計上面沒有這樣的需求，所以就是一個比較單純的公共住宅在這裡，

未來就是盡量在開放空間上面做處理，回饋給社區的鄉親，那當然我們堅持在設

計的部分是智慧綠建築，都會去跟中央拿到標章，智慧建築綠建築做設計，這部

分跟各位再做報告。 

 

九、陳○榮先生 

  副局長，各位長官好，我是 8巷 3弄住戶，我剛聽到一個對我們南側住戶比

較不安心是一個中繼住宅的政策，剛副局長也提到，中繼住宅房型規劃是不是假

如我們南側這邊要都更，是不是優先給我們南側居民做中繼住宅，這樣房型設計

是不是妥當，是不是可以辦一個問卷，如果這樣公共住宅是未來不是我們 8巷 3

弄單號這邊，雙號那邊還有 5弄 7弄，我想這整個大社區都需要改造，那這樣社

區目前住戶大概可能 108年公宅完成，我們南側開始都更對不對，我們也需要中

繼住宅，未來是不是有這樣中繼住宅的需求，可不可以做一個廣泛的調查房型的

設計是比較妥當點，這是小小的建議，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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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先回應先生的問題，然後就請李老師跟吳委員兩位，分享對這個案子的看法

與見解，跟大家一起分享。 

 

  剛剛您提到的問題很好，我們的配比是１房２房３房６：３：１的配比，現

在我們這個社區都更的需求會跟的上這個腳步，您的建議部分我們會重新去考慮

配比的部份，因為我們的量其實不多，以這１房為主就 112，如果把房型變大，

戶數會變少，但為了這社區有都更的需求的時候，我們這個配比的部份是不是要

做一些調整，這是我們可以考慮，這個我們可以去檢討。第二個，本案公宅所提

供的量，如果是整個社區都有這樣的需求時，戶數也是不夠，但是我們在另一處

基河三期另有出租住宅，那邊也有提供很多的社區做短期安置，未來可以團進團

出的部份，那邊可望可以提供中繼住宅的數量，未來也可以考量，我們需求的部

份，看原來需求是多少，我們盡量來做檢討並提供，可能沒有辦法全部，因為我

們整個基地即使全部做三房也不夠一個社區都更的範圍，所以，可以再討論。 

 

十一、陳○榮先生 

  我是跟我女兒跟我太太住在這裡，我知道在整個 8巷 3弄這塊，房東是不住

這邊，是出租的，所以中繼住宅真要提供的對象不是房東，涉及都更的人願意入

住中繼住宅或有沒有權利入住，這是法規上要考慮的，真正的屋主需要中繼住宅

所以戶數不會太多，以你這樣的規劃其實是夠，其實我們這社區出租比例是蠻高

的不算太低，所以我們這問卷的調查型式怎麼做，或者是誰有權利入住中繼住宅

身份要定義一下再做調查，會比較詳實一點，謝謝。 

 

十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您的意見，我就帶回去做檢討跟思考，我們會把南港這邊將會提供的量，以

及視發展的狀況，去思考本案配比的部份，未來在都更的時候，都更的時程出來

了，因為我們比較不好掌握是，每一個地區都更彙整出來會有多少的量、需求，

住房者的需求多少會在民間自己去處理，或是實施者會幫你處理，那個部分我們

會來檢討，會來檢討量的配比的部份，下一次公聽會的時候，我們可以再討論這

個議題，謝謝。接下來我們請兩位老師給我們一些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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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專家學者發言： 

一、李資深研究員正庸 

  主持人、高議員、各位議員代表、各位親愛的里民，大家這個休假期間還關

心我們中南段公共住宅的議題，市政府可以說這段時間非常的努力，那同時也與

我們從基層來反映真正需要的問題，相信不會讓大家感到失望，我剛剛聽了我們

六位，包括我們高議員的一些指導，可以說從交通、到工程、到將來的使用管理、

到居民、到中繼住宅的需要，可以說每一個問題都切中了市政府的一個需要，所

以將來這個的發展應該是會符合大家的期望。 

 

  公營住宅事實上是一個趨勢，而我們是落後人家太多了，人說千里之行始於

足下，那我們台北市可以說是最新也做得最好。 

 

  有幾個問題我想是不是可以請我們市政府，往後發展的時候能夠思考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將來不只是這裡的公營住宅，將來是不是可以在社區營造跟永續發

展，能夠在公營住宅裡面實現，希望公營住宅一次就到位，這個觀念是我從日本

的政策觀察而來，日本從戰後的八千萬人口缺少四百萬戶，從量的不足，然後到

質的提高；第二次他們說讓日本人站起來的原來還是榻榻米；然後到第三次是社

區營造；第四次是 2006年，他們開始把住宅建設法改掉不要了，他們覺得住宅

建設法已經沒什麼了，要的已是住生活基本法。而我們還在住宅法而且 100年才

通過，他們已經是變成住生活基本法，同時是馬上有中央的住生活基本計畫，那

我去年去看了他們是有四大目標、13項子目標，讓每一個國民都有安全安心的

家園。 

  我想我們公營住宅，在剛剛我看了簡報也聽我們副局長在這說明，我們也正

在往這個方向在走，所以將來我們必然會有安全安心的一個家園。我剛剛講 13

項子目標，譬如說我們在做一些所謂土壤液化地區，或是那個結構民國 86年以

前要做檢查，這個都已經是讓大家有安全安心的家園的一個方向，所以我想應該

會做得很好。 

 

  另外，有一些人也許會對公營住宅有一些意見，事實上國外的公共住宅存

量，從荷蘭３３％，法國２５％，英國１９％，新加坡足８８％，日本也有６％，

香港也有３３％，而剛剛當選的英國倫敦市長，他也是住在公營住宅裡面，所以

我想我們進步的台北市民，相信大家這麼關心之下，一定會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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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點是關於租金的問題，錢的問題那剛剛我聽到的是 8.5折，那麼國外有

很多方式，包括荷蘭，包括法國，他對於青年人，剛剛從學校剛剛畢業的這種弱

勢，包括美國的租金訂定是採所得的比例（1/3到 1/4）作為你的租金，譬如說

我法國巴黎大學畢業，我一個單人房住，我收入譬如說 22K，那我租金就是 7.3K

可是我住了一兩年之後，我變成 50K了，那我就要付多少我就要付 17K，我必須

要付 1/3，如果收入是 100K那就須付 32K到 34K，巴黎是這樣子，所以我想租金

這個是不是硬性一定要 8.5折，這個是不是都發局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要有好的規劃設計，那麼事實上工程，我們說 RC

構造 50年，事實上妥善的維護百年也不是問題，問題是在要好好的去做規劃、

去做設計、去做施工、去做管理。以比價的概念那是不是在將來的規劃設計品質

上會有所疑慮，規劃設計費占整個工程的比利非常的低，甚至於百分之一不到，

可是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規劃、設計、監造，都是最重要的東西，是不是在這

一開始就把這個基礎打好，將來這個壽命 50年 100年，受到初期的規劃設計費

費率的影響很大，我們是應該這樣子來看。 

 

  第四點，就是將來興建的時候，是不是可以站在一個比較長久的觀點來看，

我們要用，就是要用不是說 RC構造 60年，我們要用就是要用 200年來看，其實

我這個是學習日本的，日本的內閣會議通過就是要 200年，不是真的 200年，就

是說你一開始設計的時候從綠建築、智慧建築、結構到最後你的改變可以去做通

用設計，稍微改一下，3歲到 99歲都可以住在那裏，而不必再做什麼樣子的一

個更動，可以做一個很長久的思考，以上四點建議，跟各位報告，謝謝。 

 

二、吳委員國譽 

  各位午安，我記得十幾年前我還在唸碩士的時候就常來這裡，因為那個時候

我是中研院的研究助理，在經濟所那，後來當然博士就出國了，就離開這個地方

了，我覺得南港區這裡，特別是舊庄這個社區，舊莊路一段一直到三段，很多很

美的好地方，這麼優美的地方當然有很棒的人文素質，很感謝大家在今天花了很

多時間在這裡和我們局處長官、議員們，一起來做公民文化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

溝通，因為很多人都不願意溝通，然後直接在很不了解的情況下，就做一些情緒

性、不理性的動作，所以我覺得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很棒這是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 

 

  那麼我這邊大概因為其他點，我們副局長跟李老師跟各位報告很多了，原則

上來說我這邊做兩點補充：第一個當然在管理上面，我想很多人對管理有很大的

疑惑跟疑問，過去都發局其他的基地已經在營運的部分，確實管理都還不錯，那

如果說，所有的里民朋友大家對於公共住宅有甚麼疑惑的話，我想之後都發局應

該可以辦一些所謂的導覽讓大家來報名參觀，就是說已經有成功的範例，不怕大

家來看就怕大家不看。所以說，關心是很好的事情，溝通也是第一步，第二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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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們要親身的去參與這個公民運動，所以說在管理條例的部分，我相信未來只

會更嚴謹不會更放鬆，所以說無論在治安、環保或者是說甚至有些里民會關心樹

木，綠化的問題，像既有的樹木我相信都可以應該盡量保存，所以說在管理條例

的部分我相信會更嚴謹不會更鬆綁，我想我們捷運都可以傲視全球了，全世界有

這麼乾淨的捷運就只有在台北市有，這都是我們府方還有議會這邊跟所有的市民

共同努力的成果，我相信公共住宅應該另外一項奇蹟，而不會是過去國宅那種比

較負面或失敗的案例。 

  第二點，就是有分配比例的問題，因為在分配上面，據我這邊所了解 7成是

由都發局這邊來分配，3成是社會局這邊去做分配，那當然社會局這邊分配的包

含弱勢需要關懷的中低收入之類的，那麼在七成都發局分配的這個部分我想細節

怎麼執行這點之後我們在公共住宅委員會裡面會更加討論，包含了比如說有關心

的中繼住宅的問題，因為確實台北市這個在亞洲四小龍 1970~80年代建設期來的

城市，很多地方都需要做都市更新，也有可能會一步一步的落實，我想中繼住宅

這部分的比例之後我相信局裡面應該會先提出一些草案，像是青年住宅的比例，

中繼住宅的比例或是在地居民，在地學生在地工作者的比例是多少，這個我想大

家之後都會拿回去算。以上這兩點其他點老師、副局長都已經報告了很多了，總

之還是感謝大家，希望我們一起為台北市更高階的社會文明一起來努力，謝謝大

家。 

捌、主席總結：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謝謝兩位老師為我們這個案子做一些講評及給我們很多建議，今天也花了很

多時間來進行溝通。而今天是第一次公聽會，我們會來第二次，希望我們陸陸續

續的收到大家給我們的建議，我們會檢討，下一次公聽會的時候我們會做報告。

也跟各位預告一下，下一次公聽會的時間我們會提前提前來跟里長們溝通，地點

原則上也是辦在這裡，我們會以通知單的形式告知，並以派報的方式挨家挨戶塞

在信箱裡，通知單會有一個類似調查表或是問卷，有個空間可以給大家寫意見，

折起來就可以丟到郵筒並寄回來。 

 

  當然我們歡迎大家還是到現場來，那我們在寄給大家通知單的同時，上面就

會有一個 QR-Code，一掃就可以直接在手機看到我們的簡報，我們會提前給大家

看，且通知單放入郵筒就可以把訊息傳達過來給市府，同意、不同意或是有其他

意見都可以透過這種方式給我們，再或者到現場來表達都可以，我們會提前做一

些盡量周全的作業讓更多人知道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吸收更多人的意見，今天再

次謝謝大家，我們下次公聽會見，謝謝。 

 

玖、散會（下午 1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