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華區莒光段基地公共住宅計畫第二次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5年5月14日 上午10:00至11:30 

貳、地點:萬華區萬華區民活動中心 

參、主持人：都市發展局許副局長阿雪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簿影本 

伍、主席致詞及簡報： 

一、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各位市民朋友早，謝謝大家來參加莒光段基地公共住宅第二次的公聽會，本

基地都市計畫已審議通過，今年也編列有相關的預算，目前還尚未進行設計，歡

迎大家提供意見，作為將來規劃設計參考，我們先請同仁做簡報，簡報完再請教

在座各位的意見。我們今天有請兩位委員，一位是徐委員，顏委員目前還沒有到，

稍後再做介紹。 

二、 業務單位簡報:詳簡報資料 

陸、貴賓及民眾發言 

一、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今天市政府的社會局、交通局，還有民政局、衛生局以及聯合醫院都有派同

仁來，如果涉及相關單位也會由相關單位進行說明。我們再介紹一下顏愛靜委員，

顏委員是政大地政系的教授也是公共住宅的委員，徐研究員他現在是社會住宅推

動聯盟的研究員。 

二、 劉小姐 

大家早安，我是頂碩里的居民，我們家是住在這個基地的周圍，我有幾點想

要說明一下，因為我之前都沒有收到這個通知，我第一次收到的時候就已經是第

二次會議了，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說可不可以下次會議通知不要發得這麼像廣告



紙，我問過我們那一棟的幾乎大家都丟掉了，沒有人知道，然後這只是一個建議，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我相信政府做這個公共建設這個住宅是好意，是希望解決年

輕人住的問題，就是居住正義的確我們大家需要爭取的，但是我認為住不是應該

只單看這一塊基地，我相信都發局或是了解這整個公共建設的人應該很清楚，絕

對不是只有這個基地，這個基地帶來的可能是兩百戶、五百個住戶，但是這個附

近所有帶動的是整個區域，譬如說停車的問題是不是足夠，綠地是不是足夠，五

百個住戶尤其又是給年輕人，像以我來講好了我三十幾歲，好不容易去年在這個

區域買了人生中第一棟房子，我可能這一輩子都得要背這個房子的貸款，可是問

題是現在發現說有另外五百個人要住到我附近來，我不是不歡迎，而是說這附近

我小孩已經找不到公園可以玩了，是不是有足夠的綠地去讓這邊的住戶有更好的

生活品質，我們是不是可以不要再搶停車位，每兩個月就要去排一次停車位，我

覺得既然有一塊這樣子政府的地，它不是說像我們要都更很複雜，要透過所有人

的同意，但是這塊地要怎麼樣去利用，而不是說當五百個住戶住進來之後，只是

把這一區居住的環境做得可能會更糟，因為當你周邊的配套沒有起來的話，你的

交通、你的公共設施、你的學校，像我的小孩可能馬上要面臨到需要進入國小，

我就會擔心那學區的問題呢，這個學區裡面到底有什麼樣子的人，跟我的小孩一

樣都是念這個學區的，然後我的小孩接下來開始跑跑跳跳他到底要去哪裡玩，我

每天都在找公園，我發現這附近沒有公園，這五百個人進來會不會更擁擠，交通

的問題、治安的問題、垃圾的問題，我們這附近雖然垃圾車停的時間點很多，可

是因為都是大路所以垃圾車停一下就走，所以我每一天都在追垃圾車，如果像我

們這樣有小孩每天都在追垃圾車，那其實這很多的問題，如果五百個人再進來的

話，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有關單位好好的去規劃然後告訴當地的居民，

我們本來就住在這邊的居民，這個基地可以帶給我們什麼，不是讓我想像的帶給

我們的只是更多的問題，謝謝。 

三、 許先生 

我來回應剛才那位小姐的內容，就是關於在這個基地目前停車場使用，我覺

得整個地區那個停車場空間是非常需要的，將來整個萬華地區的發展這個可能是

一個問題，所以我建議我們的規劃單位，應該有規劃開放外部民眾停車的空間，

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因為我對這個內容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如果有講得不對的

話請包涵，就是關於對象，可以使用這個公共住宅的對象的限制，我不是很清楚，



但我是不是建議其實很多在萬華地區，有很多有需要租房子的需求，這個基地蓋

好以後，我想可能會成為萬華地區的豪宅，因為它公共設施非常齊全，然後我是

覺得說可不可以開放給有需要居住的，租屋的這個需求的人用公開抽籤的方式來

進住這樣，以上謝謝。 

四、 都市發展局羅世譽主任秘書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安，我是都發局主秘敝姓羅，我們今天來開第二次說明

會，剛剛有提到宣傳單、通知單不要做得那麼像廣告紙，這部份我們回去檢討，

另外一部分是這個新建物會對附近的社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部分我想先報告

一下，這個兩百多戶的公共住宅未來它是一個新形態的建築物，這個建築物裡面

它必須要符合現代化的一些標準，剛剛簡報上有提過，所以它的一些需求的部分，

譬如說它的交通它的停車的一些需求都被內化在它的基地內，它不會把它的引入

以後造成周邊的影響，這部份我們會做嚴格的管理，另一部分就是對停車需求的

部分，這個基地我們一般都會按照法定停車位的要求來做規劃設計，一般的出租

住宅的住戶它對於停車的需求是不高的，以我們的經驗大概在 5 成左右，另外的

5 成的法定車位我們會釋出給周邊的民眾來作停車使用，目前在我們興隆地區已

經開始公告，已經對周邊的居民在做服務了，這個部分我想除了現在目前現況的

停車需求之外，我們會再做考量，會再跟交通局再詢問停車需求在我們這個基地

裡面，如何來盡可能地滿足周邊公共停車的需要，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對於剛剛

講的，我印象中沒有錯的話好像在周邊 BOT 的建案裡面，也有單獨一個停車塔

的設計，這部份我們再回去確認一下到底周邊停車需求或停車供給的部分，大概

有哪些可以提出來給周邊居民做參考，另外因為也提供剛剛劉小姐訊息，說這個

綠地很難找，其實我們基地，任何一個公共住宅的基地它本身就是一個公園，在

設計地面層的部分，我們儘量把建蔽率能夠不要做那麼大，這個基地裡面假設建

蔽率是 40、50，另外一半它就是開放式的廣場或是綠地，甚至它的立體的部分

在屋頂的部份我們也會開放出儘可能開放出類似市民農園，或相關能夠綠化或者

是使用的空間，在立體面的部份剛剛我們的圖面上也有看到，我們儘量做到都市

裏面立體的綠化，讓公園的功能能夠在社區附加在這個裡面，因為我們的目標就

是希望公共住宅帶來的是所有的公共服務公共空間的最大化，所以我們儘可能地

把居民的需求能夠容納在這棟建築裡面，不僅是住宅而已。另外一部分就是對於

學校學區，這個問題教育局會再幫我們做評估看到底有沒有這樣的需求，因為我



們這裡面一到四層都是公共空間，裡面可以安排什麼樣的服務設施，譬如說剛剛

有提過的圖書館、交誼室、或是學習空間等等，這些都有可能，但是因為我們的

設計者目前還在招商當中，需求的部分我們會儘快把居民的意見納進來，任何一

個可以作為公共服務的空間我們都很樂意納到一到四樓的我們目前的建築物裡

面。對於未來對象的部分，我們目前是提供給收入 50%分位點以下的市民朋友

或者是在臺北市就學就業沒有自用住宅的市民來做承租，當然我們會用抽籤的方

式來讓有興趣的承租者來申請，申請完以後我們會先保留 30%特殊身分者的需

求，其他的部分只要是符合資格的我們都會列入抽籤的名冊，我們會用公開抽籤

的方式來入住，當然大家的申請者要看它的需求符不符合，因為我們這裡面的設

計會以小坪數的住宅為主，然後大坪數的住宅比較少，比例大概是小坪數的會占

6 成左右，以上先做這樣子的說明，謝謝。 

五、 劉小姐 

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在興隆住宅部分，你們入住的比例是多少，這個比例是什

麼樣子的人你們有沒有去調查過，譬如說它一般是什麼樣的家庭，是家庭嗎、還

是單身的、還是什麼樣子人，是附近居民居多還是從別的地方外來的移過來的人

比較多？ 

六、 都市發展局羅世譽主任秘書 

回應剛剛劉小姐提出的問題，興隆一區目前因為它的屬性比較不一樣，它是

舊有的平價住宅改建，因為原來基地上有舊有平價住宅的住戶，平價住宅的定義

是說，由社會局經管的住宅，它提供給低收入戶住的，它是全部都是低收入戶，

那一塊基地社會局把它全部的住戶移到其他的基地，基地騰空了以後，然後提供

興建公共住宅，興建公共住宅依住宅法的規定是提供 10%以上的特殊對象就可

以，但是因為這個基地它本身原來就是社會局的土地，也要安置原低收入戶，所

以我們那時候有跟社會局談過，它們需要 30%左右的數量來安置原住戶，莒光

這邊我們會按照住宅法的規範來入住，興隆是因為它原住全部都是低收入戶要

30%，另外 70%部分我們是公開給臺北市民來作申請，組成的部分，經資料分

析，約 40%左右都是在地周邊的居民來申請比較多，所以一般來講住宅的地緣

性是蠻強的，大概住習慣那個地區它大概就會在那個地方申請。但是因為申請的

量很大，所以抽中的比例只有 1/12，這個是興隆這邊的情形。 



七、 劉小姐 

請問如果以莒光基地來看的話，會有多少比例是給剛剛講的比較是弱勢的？ 

八、 都市發展局羅世譽主任秘書 

大概我們現在設定會是 30%左右。 

九、 劉小姐 

所以 200 戶裡面就大概有 60 戶是會給弱勢族群。了解。 

十、 頂碩里李智聰里長 

我是頂碩里里長，關於社會住宅公共住宅的部分，這個基地是按照現有原先

的三千四百多平方公尺去興建，還是連周邊的那些住戶有沒有涵蓋一起來做，就

是現在基地的藍色是實際，旁邊又有一些民宅，現在我們所規劃是不是整塊，現

有的停車場這塊現在目前在使用，像現在這個基地我們在開公聽會為什麼人數那

麼少，你應該要提早要跟雙園國小借場地來租來使用，這個基地原來對面就有個

雙園國小，你跑到東園街這邊來辦基地，所以參與的人數可以算看幾個，沒有超

過 50 個，你應該在隔壁雙園國小來做說明，在地的人也可以更清楚更了解。來

參與的對象，剛才我們有在提到 30%，以我頂碩里的低收入戶就 100 多戶，低

收入戶的部分我想政府再怎麼規劃，蓋的部分有 200 戶，這 200 戶的坪數都是

多大，能不能規劃， 30%的低收入戶、獨居老人的部分是不是坪數小一點，因

為我們裡面好幾個都是出租給人家，但不給人家報戶口，擠的空間好像一兩坪的

部分，如果你要 30%低收入戶進住，我是希望說這個規劃坪數要做一個適度的

比例規畫出來，你一個不用 10 坪嘛，如果 3 坪、5 坪，或許大多數的人更適合，

我不曉得雙園里的低收入戶有多少，我們的低收入戶就有 130 幾戶，我想這個

部分會搶破頭，如果既定要 30%部分你要把它坪數在規劃的時候要稍微做一個

相當的比例的調整，謝謝。 

十一、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謝謝里長的建議，我們一般的坪數的規劃是用 6 比 3 比 1，6 就是有 6 成是

1 房型，然後 2 房型的是 3 成，那 3 房的只有 1 成，不過這個基地我們再來研

究一下這個，因為 1 房型的部份我們目前還是比較大的一房型，可考量房型能夠

調整，目前大概 10 坪左右，但整個空間也不要住得太小，現在新的規劃還是提



供較舒適的空間，不過里長的建議我們會納進來做相關的考量，了解一下附近相

關的低收入戶、弱勢的部分，3 成保障這個部分，3 成並不是所有的都是低收入

戶，包括身心障礙的族群等，符合我們住宅法裡面 12 類的部分都算在這個 3 成

裡面，不是說超過 3 成以後就不可以抽，只是這 3 成是保障一定是給比較弱勢

的部分。是不是請問還有哪位朋友有意見？那如果沒有，我們也請我們的委員給

我們相關的意見。 

十二、 顏愛靜委員 

副局長、還有徐委員、還有我們局處的我們都發局各位朋友，還有我們在座

的里民朋友們，今天非常高興有個機會來聆聽各位的意見，我想這個公共住宅真

的對居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我個人曾經到慕尼黑去參觀過的一個小小感想跟各

位報告，在慕尼黑市那個地方我看到就是有兩棟的住宅，其中一棟 A 棟它不是

公共住宅，B 棟是公共住宅，兩棟公共住宅是比鄰而居，它們是共用一個公園，

有停車場，也有綠地，旁邊是有一些商業大樓，從外觀上面去看其實是看不太出

來的，不知道那個是有公共住宅。所以剛剛我們的朋友也非常擔心就是說將來如

果有一些居民入住以後會不會造成說有下濾的現象?我想剛剛劉小姐有點擔心這

個樣子，事實上我想這個是涉及到事後的管理，如果我們管理做得好的話其實這

樣子的現象是可以降低的，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是有一個想法，就是剛剛我們

的朋友也有特別提到說這個居住空間的問題，那我在想 10 坪好像真的有點小，

以基本的需求來看我記得早期規劃好像是需要到一戶要 30 坪，那現在我知道是

有比較特殊的地方，各位你想 10 坪的話也只有 33 平方公尺而已，有沒有可能

在規劃設計上不含公共設施就是純粹的居住空間，所以這個我想就是涉及到規劃

設計的問題，就是如果能夠讓每一個居住空間非常舒適的話，我想基本上如果有

居民移住進來也許基本上也可以滿足它的需求，另外剛剛有特別提到說周邊的設

施，綠地、公園等等，我想剛剛局裡頭也有特別提到說就是將來他們的規劃設計

上儘量達到綠色空間的部分也會有所提升，我想這個部分也許也可以滿足各位的

需求，至於其他的就學，或是說小朋友的遊樂空間等等，這個整體上真的需要靠

規劃設計，那麼這樣子才有辦法去滿足，至於就是說辦理公聽會的場地，我覺得

也許剛剛里長他的建議，局裡頭真的要考慮，就是能不能在一個適當的地點這樣

才有辦法聽大眾的意見，因為在國外我們發現他們在辦類似的公聽會的時候，他

們還有工作圈這樣子的設計，也就是說不是大家到場地來聽一聽就好了，前置上



他們還有做一些里民如果對一些不同性質的議題如果有不同興趣，他們還可以做

細分的不同的工作圈，也都事前可以討論，所以我在想說可不可以將來我們局裡

面也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我先回應到這裡，等一下看還有沒有什麼意見再做交

流，謝謝。 

十三、 徐志維研究員 

大家好，我就以一個算是社會住宅小小的研究者的角色跟大家來分享，並且

其實是主要針對市府來提一些建議，就是其實公共住宅的話他應該要回歸到都市

計畫，整體的一個都市空間會哪些地方可以放什麼、那些地方會需要什麼，來加

以衡量，不過事實上臺北市市府可以掌握的空間太少，以至於目前盤點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公有但是非公用的土地來進行改建，以至於好像說萬華這塊地區目前

看起來是閒置的然後是進行改建，當然當地的居民會有這樣的疑慮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如何在考量到說既要一部分去滿足現在對於居住的整體市民的需求的前提

之下，又要考量到當地居民，特別是當地而且是支持公宅的當地萬華區的居民們，

能夠提供更多的資源，當地的配套是很重要的，這當中包含了公共住宅周邊的綠

地或者是停車位是否有合適的空間，至於說停車位其實跟剛剛主秘跟副局長這邊

其實已經有提過，停車位的話基本上公共住宅他不會使用到那麼大的量，甚至可

以釋出一部分的空間給當地的居民使用，除了停車位之外立體的空間剛剛也提到

建蔽率應該是越小越好，除了硬體之外還有一些軟體的部分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

特別是後續市政府應該跟大家再進行溝通，二三樓低樓層應該要放什麼樣的設施，

像國外大阪我們看到一個案例，公共住宅他的底層的地方就有托兒、育嬰、課後

輔導的一些設施都會放進來，在這之前他不是完全由市政府去決定我要放什麼東

西進來，而是要透過當地的居民不斷溝通跟協調之後，才來決定要放什麼東西，

甚至他還有一塊地方白天他是共食的餐廳，可能當地有很多獨居老人像萬華區也

是一樣，他午餐的時候有共食的餐廳在公共住宅裡面，然後晚上的時候他就變成

一個酒吧，因為公共住宅也會有年輕人，就變成年輕人聚會或是休閒的場所，公

共住宅更像一個平台，市政府除了重視硬體以外，更應該考量軟體的部分如何去

進行媒合媒介更多資源，特別是像萬華這麼支持、比較接納公共住宅的，市政府

應該要把他當成是寶貴的實驗基地，投入更多的資源分享給當地的居民，讓當地

居民來看說需要什麼樣的公共設施，那這是我的小小建議，謝謝。 

 



十四、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謝謝，那不曉得市民朋友對我們這個公聽會有沒有要給我們提供相關的意

見？  

十五、 劉小姐 

請問這是最後一次公聽會嗎？ 

十六、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我們這個案子是辦第二次公聽會。 

十七、 劉小姐 

可是第一次我們完全都不知道。我們那一棟有 28 戶，我們去調查沒有一戶

知道。 

十八、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如果各位有其他的意見的話，我們在各位家戶的信箱裡面投遞意見表，歡迎

各位有意見的部分能夠提供，後續我們規劃設計完跟相關開工前會再來辦說明

會。 

十九、 劉小姐 

我想請問一下，因為我講的就是這個，因為這整個基本上大家都當廣告紙了，

因為太像廣告，你看這個如果夾在你的廣告中間你會發現他有內容嗎？然後第二

個是因為他上面有寫說同意、不同意，請問我們如果填不同意興建這個，就不同

意了嗎？如果多數里民覺得不同意興建的話？ 

二十、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我們會看整個的數量。 

二十一、 劉小姐 

應該是說我們沒有不同意興建，可是我不同意沒有配套措施的興建，配套措

施不足的興建我們是不同意的。 

 



二十二、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針對劉小姐您的意見，停車的部分，我們剛剛也做說明了，停車位我們會釋

出，目前大概有 123 汽車位，機車大概 147 位，如果沒有這麼多數量，機車也

可以轉換成停車位，剛剛我想也有許先生建議說停車需求是不是可以滿足，因為

我們萬華這邊過去老舊社區早年的法規裡面沒有要求一定要停車位，所以現在很

多老舊的四五層樓的沒有停車位，確實大家對停車位有需求，我們是不是在停車

位的設計裡面來做相關的考量，在我們經費可以容納的額度底下，目前停車位大

概可以釋出一半，按照我們過去幾個公宅的例子，停車的費率就比照停管處對當

地民眾作優惠，市政府對當地里都有打 8 折，對身障的朋友有相關的優惠都會比

照。您剛剛講的綠地，如果是講大範圍的萬華地區，我想這個要在萬華地區去做

檢討，這個基地面積有 3,480 平方公尺，我們的建蔽率如果最多 45%，一般沒

有做到這麼多，有一半是綠化的空間，等於是開放空間並沒有圍起來，可以做為

附近民眾來休憩，或是小朋友來這邊玩。 

二十三、 劉小姐 

這個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這 200 坪的居民入住有 500，如

果你又是 target 是年輕人，我必須要講像我這個年紀，三十幾歲差不多是你們

的對象，我這個年紀我的附近的朋友全部都在想結婚生小孩，小孩需要有綠地吧，

而是說我講的不是這個基地周邊的綠地，我講的是說你帶來這五百個居民裡面，

他們也會需要綠地，我們現在在這個地區的居民綠地就不夠，你多帶了這 500

個居民來因為這個公共住宅，這五百個居民他們需要的綠地在哪裡，我覺得這個

我理解說應該是整體去考量，難道這不是臺北市都市發展局需要去考量的嗎？那

我相信萬華也是臺北市都市發展局你們的業務範圍吧。 

 

二十四、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您的建議確實我們在這個大範圍的行政區裡面我們今年也要做相關的通盤

檢討，我想大家也非常清楚綠地需要空間，除了市政府有公有土地的話才能指定

這一塊現在已經做住宅區的，無法做公共空間的綠地，確實有相關困難的地方，

我們也要跟劉小姐講比較抱歉的地方是，不能說你其他的綠地有了配套我們才能

蓋，我們真的是有這樣的困難，所以要跟你做說明。 



二十五、 劉小姐 

我理解，但我認為說今天是政府有這樣的需求，需要建這樣的公共住宅，來

幫助在臺北市需要居住的居民，就把這個問題丟到萬華，我覺得這樣是不公平的，

這樣對我們原來萬華的住戶，我們的居住空間，綠地已經是少了，你把整個區域

拉出來看，我們那裏其實沒有綠地。 

二十六、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我要跟劉小姐講的是，在都市計畫裡面它本來就是可建築的住宅用地，是住

宅區是商三特，這個部分本來就已經容納了相關的人口。 

二十七、 劉小姐 

我可以理解，這塊本來就有它的用途，但這塊用途帶來了新的人口，這些人

口也需要綠地，所以這會造成我們附近居民很大的困擾，我們會變得很擁擠，小

孩子都沒有地方去。 

二十八、 都市發展局羅世譽主任秘書 

回應劉小姐的意見，其實都市計畫整個設計來講，原先都市計畫在設計安排

的時候，假設他是 10 年前，20 年前的設計，當時就已經按照規劃的面積，住宅

面積多少，商業面積多少，規劃多少的道路面積，規劃多少的公共設施面積，這

個計畫在市政府的時候就會把它排定，送到內政部來審定，主要計畫就是指哪個

區各有多少面積，這些公共設施足不足，足的話那個計畫才會通過，當然這個計

畫做下來有可能是 10 年，20 年，但是可能每 5 年、10 年就會局部範圍的通盤

檢討，通盤檢討就是重新再看目前這區裡面內部的成長狀況，他是不是已經達到

要開發，當初在計畫階段要開發的量可能沒有那麼大，但是 5 年、10 年之後可

能會增加，增加以後會做通盤檢討以後，那邊需要再增加一些綠地，或是那一些

需要一些變更，這個部分再通盤檢討的時候都會做一些考量，當然原先設定這塊

地是開發的，這個已經算到當初的公共設施的配給裡面去，不是說現在才開發，

假設這個基地的區位是住宅區，原先的都市計畫裡面已經是住宅區了，不是說現

在才變成住宅區，所以說他的規劃量，所需要的綠地面積，已經在那時候的都市

計畫裡面做考量進去了，不然那時候怎麼會是住宅區，我的意思是說原先是住宅

區，當初那個計劃上面配給是夠的，因為每個地區的成長不一定一樣，有的地方



可能開發比較慢，有的地方可能開發比較快，有一些容積可能有移動或調整，這

些東西都會造成公共設施的負擔或比例會浮動，那浮動的方式會透過通盤檢討的

方式來做都市計畫的檢討，這個部分我們持續都在進行當中。 

二十九、 郭昭巖議員 

阿雪副座、還有我們都發局、交通局、社會局，市政府相關單位的同仁，還

有我們兩位委員以及現場的里長，還有關心公共住宅規劃的鄉親朋友大家好，不

好意思我晚到，我在萬華中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所以我比較晚到，我想公

共住宅本身是一個好的政策，但是說這個好的政策看是要蓋在哪裡，因為好的政

策要蓋在好的地方之外，也要好的階段性地推動，過多與不及，坦白說都不好，

在這個地區來講我也必須講實話，好比說中興國小那個校地真的就是不適合做公

共住宅，可是居民不斷的反對抗議，到最後林欽榮副市長還是把它強行通過，這

個我都下但書了，這個是不尊重在地意見的，這真的是要檢討，至於在我們莒光

段來講的話，里長跟不少的里民其實都是樂見其成的，最主要是在於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的意見，你有你的意見，有的人贊成有的人不贊成，我個人覺得民主時代

就是少數服從多數，我今天要表達的就是，基本上這個地方跟中興國小的意見比

起來是完全不同的，他跟中興國小那邊不一樣，他本來就是公園，然後硬生生蓋

一棟那麼大的建築物在裡面，加上旁邊有西寧國宅，整個空間密度是太擠了，所

以這個就是所謂對的政策蓋在不對的地方，但是在這個問題呢，基本上他本來就

是平面停車場，現在作為平面停車場是有點可惜，當然針對公共住宅的興建，不

少人，好比像你剛買房子在這裡，很多人擔心完蛋了我這個地價會不會下跌，這

個疑慮一定都會有的，因為臺北市最早解決的就是像青年公園旁邊那一帶，里長

知道的，青年公園旁邊有一個公共住宅，那個地方真的就是在那邊廢棄那麼久了，

我們也帶里長到大龍峒那邊去參觀，他們一看規劃的那麼好，如果有一個規劃那

麼好的公共住宅來把本來廢棄的地方都去做一個改造，其實那時候里長也支持，

我們也提出要有公共空間，給一個活動中心給當地，我要講的意思是，里長是支

持青年公園那一塊，另外一塊他就不太支持了，因為密度太高了，蓋完這邊，這

邊又再蓋一棟公共住宅，青年段旁邊的青年營區要在蓋公共住宅，只是為了要兌

現柯市長的競選政見，這個地方真的要檢討，密度過高，那邊本來是作為包括社

區營造、還有健康活動一個藝文推展的中心，所以我覺得市政府在興建公共住宅

的時候，真的要去思考，至於莒光段這段呢，我必須要跟您提醒，這個公共住宅



的規劃有一定的品質，跟大家過去想的，我家的旁邊，我是住環南市場旁邊，就

有一個社會局蓋的低收入戶的國民住宅，那個就是品質環境真的很不好，我講實

在話包括我們也知道，好比在西寧國宅也好，華昌國宅也好，大家都感覺到之前

蓋的國宅品質都不好，偷工減料、管理不好，所以都會擔心說如果蓋在我家旁邊，

是不是有這樣的問題，但是這一批從郝市長開始，開始推的公共住宅，的確他在

管理上面，住宅的品質上面，甚至這樣的綠能建築，這樣的空間，都有去做相關

考量，我不是在幫他們說話，我只是想提出一點小疑慮，事實上剛開始青年段再

推的時候，旁邊的居民也是反彈的很厲害，那真是抗議到不得了，後來大家慢慢

發現其實這個住宅可以讓大家的空間活化，那是一件好事，而且讓年輕人有地方

可以居住，因為坦白說年輕人收入不高，如果有一個可以居住，不是很高的租金

就能享受的好的居住品質，這個是政府照顧年輕人的一種做法，當然我們也強調

不是只有照顧年輕人，有需要的人還是要提供這樣的空間，甚至這個公共住宅未

來就要做為中繼住宅規劃，因為老舊萬華地區需要更新，你沒有中繼住宅是很難

更新的。公共住宅不要只是只租不賣，要有階段性的任務，你可以讓他作為代替

都更的中繼住宅，等到階段性任務完了以後，可以再來做所謂的公共住宅，這樣

的情況坦白來講，如果你家的旁邊有一些老舊社區要更新發展，就不用跑到很遠

的地方去住，因為最早的中繼住宅是在基河路，而且戶數不夠，所以對於我們萬

華地區老舊要更新，要去住中繼住宅那個地方真的是太遠了，所以這個是我這樣

提醒你的，我沒有告訴你說決定是要做或不要做，我覺得都發局要尊重大家的民

意，少數服從多數，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因為住是你們大家在住的，你們大家有

什麼樣的問題，我也希望都發局這邊去聽聽，如果我們住戶對於公共住宅有相關

的疑慮，也有他一定的道理，針對他的問題要能幫他釋疑，如果你不能幫他釋疑

的情況下，他當然不會接受這樣的公共住宅，所以我在想如果民眾有相關的問題，

請你們要能去做了解，如果都沒有辦法去溝通成功，多數的人根本就不希望在這

邊去蓋公共住宅，那我坦白講這不是一個好的地方，因為好的地方它的定義就是

大家要覺得好，那才是好，對不對？如果大家都覺得不好，那就不是一個好的地

方，不是一個適合蓋公共住宅的地方，所以說這點我是簡單跟大家做回應，但是

你們有任何後續的問題，我也會繼續的關心，因為我想我是在地的人，我也必須

有這個責任來去針對地方的發展去做關心跟努力，我想這樣大家有問題嗎？目前

跟大家的說明是這樣，你們可以仔細去看，仔細去分析，仔細去比對相關的問題，

謝謝大家。 



三十、 日祥里鍾駿里長 

現在的感覺是政府要做什麼事情，我們老百姓都不知道。 

三十一、 郭昭巖議員 

這也是我很氣的地方。 

三十二、 日祥里鍾駿里長 

我昨天也跟都發局報告過了，我們收到的東西就跟他們一樣，就塞進信箱，

就丟進去，是委外去做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你貼在門口還照了相，我里長一回

來就沒有了，都看不到，昨天又給了我一份，很多里民問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

道幾點鐘開會，我也建議說，要開公聽會要跟周邊有關係的，近距離的開，像東

園國小還比較近，像剛剛里長建議的，這點我也希望都發局可以改進，我們下面

的聲音，各位在報紙上看的，寫了結果沒有用，還希望我們到這邊來背書，所以

我希望議員地方的聲音市長希望能接受，不要砍掉老人年金。 

三十三、 郭昭巖議員 

這個是我真的是覺得要檢討，我也想說雙園里怎麼跑到這邊來辦，坦白講就

算在區公所也比這邊近一點吧，但是這邊真的是遠了一點，如果說你們常常辦活

動沒有考慮在地居民的方便性，像大家都重視自己的權益，有些長輩行動不便的，

太遠的話真的是不好的，不要只是說這個空間有就去，要考慮到說能讓最多人參

加的場地，有相關居民可以來參加的一個地點，另外就是在說明公聽會上面，我

覺得要真正傾聽民意，我記得那時候青年段在規劃公共住宅的時候，第一年的時

候郝市長在開公聽會，大家就反彈很厲害，郝市長真的就是停了，暫停了將近一

年，中間不斷的在地方溝通協調說明，才有這樣的成績，加上我跟里長也很努力

的在做，現在不是黨派的問題，我發覺柯市長，你們覺得硬要做就要做，就算今

天你是蓋在一個好的地方，你也要取得大家的共識阿，你才會興建工程順利吧，

這點我覺得你們應該要花更多的心血，不要只是公聽會的時候大家開開，甚至沒

有開公聽會的時候到附近去跟附近居民做溝通協調，這樣才不會給人家說公聽會

只是一個幌子而已，這讓民眾感受是不好的，所以希望這幾點他們講得你們都能

聽進去，謝謝。 

三十四、 朱先生 



我住在西園路，對這附近也不熟悉，剛好我看到小的便條，就曉得來這裡開

會，我是在國外大概住了 40 多年，而且在美國最早的建築師，我去過不少公聽

會，結果我覺得大部分每個市民跟每個政府都要考慮到什麼樣是對別人最好，不

是對我最好，你這種心態的話事情就能做成了，西園路上面有兩個小公園，都沒

有人的，你看走路去並不太遠，所以不是說附近並沒有合適的公園，寺廟那邊也

有公園，不過那邊有很多遊民，不太適合，但目前為止還可以的，而且每個地方

都有地主認養的小公園，帶著小孩子在那邊聊聊天這都還不錯。 

三十五、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我想剛剛郭議員跟鍾里長講的，公聽會相關說明的宣傳單部分，我們回去會

檢討，我們針對相關里做大張的海報給里長，讓里長也幫我們做宣傳，讓里長貼

在里辦公室裡面，來洽公都看的到，這個部分我們會做相關的改進，這個基地後

續，我想市政府後續都有很多政策確實是涉及到大眾，大眾本來就會有不同的意

見，不過以我們這個基地來講，我們也希望它是一個公共建設，蓋的將來也是一

個好的建築物，整個基地的空間也能改善附近，提供給附近居民，除了上面的公

共住宅，底下的公益設施，其實我們所有的公共住宅都有提供公共保母的部分，

也有提供居家照護，托育中心然後也有日照中心，身障的服務據點，還有社區的

醫事整合照顧服務中心，衛生局的醫療系統也會進去，我想針對一個基地的開發，

能夠帶動附近的發展，我們是跟各位來做說明，如果各位還有相關的意見，除了

今天說明會給的以外，單子也可以給相關的建議，是不是還有哪位？ 

三十六、 雙園里許惠城里長 

關於公共空間的部分，我想問有提供哪些的公共空間，例如說托嬰，你說這

個是合宜住宅，給青年人住的，你的托嬰到底容納多少人，還有說最重要的是，

還有是我們停車場空間，法定停車場總共 100 多個，是不是可以在多開闢一些

停車空間，來滿足周遭空間停車位的不足，我想這一點市政府應該要做到，現在

最貴的就是在土地而已，在都市計畫市政府有這麼大的土地，再下挖兩層的話，

我們再講的液態土壤的問題那也可以維持我們建築的一個安全性，也會符合我們

當地居民的一個要求，能把我們公共空間再增加，停車空間再增加，還有剛剛所

講的幾乎都是社會局，托嬰托老日照，我想問說以後這個比例是不是可以做調整，

如果有托嬰需求量大一點的地區是不是可以做調整，不是說每一個地方面積都要

一定要多少，以後變成說你在實施的時候，能夠符合當地居民的一個需求，因為



你是希望把這個住宅蓋下來可以幫助符合這些住宅的人的需求，也符合附近居民

的需求，在公共空間的需求調整上可以一個是一個比較活動式的，可以用這樣的

方式嗎？謝謝。 

三十七、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我想里長所提的部分，後續社會局都會納進來，公共空間的使用會跟著地區

的需求，可以階段性的作相關調整，不曉得社會局這邊有沒有要做補充說明？ 

三十八、 社會局代表 

像剛剛各位提到的，基本的像托嬰托老的設施，我們一定會來做設置，甚至

會隨這地方的需求來彈性調整，其實我們社會局一直有在針對地方需求做盤點，

不過就目前高齡化的趨勢來講，不論是托嬰或托老設施，這個是本質的不足，就

是現在根本面就是不夠，所以目前是採如果一旦有公共空間的釋出，或是因為少

子化有些閒置空間的釋出，目前我們局裡面都會積極爭取，我們現在是希望每個

社區都普設，當然未來像里長講得我覺得很有道理，我們可能會隨著需求的部分，

去做一些增減，來真正滿足地方的需求，我們會做階段性調整。 

三十九、 雙園里許惠城里長 

我想問一下之後衛生局跟聯合醫院進駐最主要的功能是什麼？ 

四十、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代表 

這塊的話我們也是會進駐營養師、有健康廚房、有健康中心，配套是整合性

的，這裡是不會有醫生過來，這個我們會回歸到醫院，也讓健康的人到這一塊來

活動，我們提供的像是物理治療，可以做復健、營養的健康廚房這些，是會有這

一部分的配套，謝謝。 

四十一、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請問是不是還有朋友想發言？或有相關意見跟我們提供，兩位委員還有沒有

要跟我們說明的？ 

四十二、 顏愛靜委員 

各位居民大家好，所以我今天感到非常的高興，也就是說我們的居民都勇於



表達意見，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像剛剛劉小姐也多次表達意見，以現在民主化

的社會勇於表達意見，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像剛剛劉小姐有一個質疑的地方，

我可以補充一下剛剛都發局所提的意見，因為我們都市規劃會預測未來的 10 年

到 20 年的發展趨勢，所以對於各種的使用分區，還有各種用地他的需求，他會

去做規劃，所以大致的外部環境都做了考量，我們今天在談的是基地內的設計，

規劃設計如何？事後要掌握的一個重點應該是這樣子，就像我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就是德國他們有工作圈這樣的概念，就是說我這塊基地或這個地區應該要做什麼

樣的用途的時候，居民的意見非常的重要，所以到時候我們要恭請各位居民你們

有什麼樣的意見，應該要在後續要做招標的時候，那個階段的時候應該要出來表

達意見，包括要托老或托嬰，每一層樓要做什麼樣的用途，在基地範圍內也許會

有綠地空間的設計等等，這些都需要我們居民出來溝通，我們也懇請市府這邊，

將來在規劃設計的時候，一定要跟市民多做溝通，其實我這樣聽起來，我覺得要

好好謝謝居民，反對的意見也不算很多，大家都還滿支持的，我覺得這是我們市

政府之福，我們也希望把這地方當成很重要的試驗基地，在整個的事前溝通，事

中的規劃設計到之後的規劃管理，都要跟居民好好溝通，我們很希望這能成為公

共住宅的一個良好的環境，入住到這裡的居民都能發揮自律、發揮自主管理的精

神，我想這也會變成臺北市民之福，我大概就這兩點的建議，謝謝。 

四十三、 徐志維研究員 

誠如剛剛顏老師所提到的，我想關鍵在於後面的規劃設計，一定要納入全體

居民的共同意見，而且是類似工作坊的形式，要考慮大家的需求及地方的想像，

然後加以實現，這部分需要市政府很細膩的操作，市民有疑慮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這部分有賴於市政府不斷的溝通，另外我本人是覺得公共住宅在臺灣畢竟是一個

非常新的 idea，如果說要有一個好的發展的話，會需要一個非常實驗性跟指標

性的案子出來，這邊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示範住宅，很需要市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

去進行整合，這部分的話，而且市政府也不需要投入實質的硬體資源，他可以媒

合社福或者是 NGO，或者是一些社會企業，甚至是商業設施，加以活化本地的

部分，甚至是包含區域有都更的需求，它可以做為一個靈活運用更彈性的空間，

因為公共住宅是屬於全民的一個公共財產，他可以如何地被活化，且用於公共政

策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以上簡短補充到這裡。 

四十四、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請問在座各位朋友還有哪些意見？ 

四十五、 日祥里鍾駿里長 

我今天以居民跟過路客的角度來發言，我經常經過莒光路，給一點建議是給

交通局要好好評估一下我們的交通，因為那一段容易堵塞，這個案子要蓋之前，

這個交通能不能做改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我們希望公共住宅的造型要好看

一點，不要蓋的像鴿子籠一樣，第三點萬華區低收很多，能不能說給低收入戶比

例增高，因為你地點蓋在我萬華，講自私一點，我們要多照顧在地里民，給萬華

在轉型的低收入戶，謝謝。 

四十六、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謝謝鍾里長的建議，我想造型設計的部分發展局會做嚴格把關，低收入戶數

量會再跟社會局再做討論，過去像平價住宅的部分，過去國宅是用 20%的分位

點，因為這要會被相關的人貼標籤，讓人覺得這地方是低收入戶住的不太好的地

方，所以目前公共住宅政策是要達到混居的目標，三成是最低的保障，剛剛里長

建議的部分，是不是可以達到五成或更多，我們會再考量，交通的部分，我們會

跟交通局在討論，我也跟里長這邊報告，像這個基地的藍色原來是 5 公尺，我們

有在多退縮 2 公尺，再推縮開放空間。 

四十七、 交通局代表 

莒光路這邊我們會去做檢討，基地本身我們也會在討論。 

四十八、 日祥里鍾駿里長 

萬大路也很塞。 

 

四十九、 交通局代表 

以萬大路目前的服務水準是已經趨近飽和狀態，這個會在我們交通改善案方

面會去做相關檢討，以基地本身的條件來看，就像剛剛所講的一樣，基地本身的

使用者特性並不是以汽車為主的，他附近的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是非常良好的，交

通單位這邊會鼓勵將來交通以大眾交通運輸為主，包括臺北捷運，這是因為使用

者特定的問題。 



五十、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我要建議交通局是不是可以針對道路沒有辦法拓寬的條件之下，有沒有辦法

用交通管理的手段，或者是了解什麼時間塞，來讓交通更順暢。 

五十一、 陳小姐 

我是住在那個停車場附近的居民，後面 7 樓那裏，所以每天停車場有沒有位

子我都知道，平常白天比較有停車位，但如果是禮拜六或是下午三點以後就都沒

有位子，如果旁邊亂停，警察馬上就會來開單，所以確實停車位是很少的，像我

兒子常常找不到車位停，所以每天三點就要趕快回來，如果你超過三點回來的話

就沒有車位停，因為晚來就要被收錢，如果遇到假日大家都不敢開走，都不敢出

門，都已經都沒位子了，如果旁邊亂停，就會被警察開單，所以停車位的確很少，

我是建議說能不能乾脆蓋停車場就好。 

五十二、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剛剛這位民眾詢問有沒有辦法做停車場，這個要說明我們會從基地裡面來做

考量，不過我們也了解這個地方的停車需求，萬大路東側這邊有雙園市場這塊地，

過去里長跟居民有做相關建議，這塊基地我們也在考量要怎麼做公辦都更，這部

分目前還在跟相關單位研究，底下的停車位我們也會來做，因為說實在的滿近的，

因為不到 100 公尺的距離，停車的部分我們會來做考量。 

五十三、 雙園里許惠城里長 

塞車的問題每次萬大路過莒光路口的時候，就開始塞了，這原因是塞在哪裡，

是塞在艋舺大道，因為紅綠燈艋舺大道跟莒光路、萬大路不同步，他的號誌燈不

同步，所以拖了幾公尺就開始塞，所以這一點交通局要不要再去做一個考量，還

有常常萬大路不連線，我常常打電話到交通局去，所以在西藏路跟萬大路口常塞

車，這個事情我都會特別去注意，所以最主要的是你們要去關心連線的問題，艋

舺大道是不是可以去斟酌調整，這個我不是專業，跟各位報告一點是萬華車站前

面有個臺灣銀行，應該大家都知道，臺灣銀行前面有兩個停車場，一個停汽車，

一個停機車，去年這塊用地我已經跟柯市長講過，這塊用地一定要去開闢，這塊

用地每邊下挖是兩層，上面是公園，這些已經停了 20 幾年都沒有開挖，這個我

不知道跟都發局有沒有相關，我覺得副局長應該去建議，趕快把那個地方下挖，



就把我們的停車空間跟綠地就增加了許多，火車場旁邊不是有個停汽車跟停機車

的，這都可以下挖，當初跟臺鐵有合作，那個是防空避難室嘛，事實上那個本來

就是用做的東西，已經耽誤了 20 幾年，副局長可以跟市長討論說再把它下挖，

下面都是公園嘛，公園將來蓬勃建設，認養上面的公園，我們萬華多了兩塊綠地，

也多了四塊停車場，我想這樣就滿足停車場跟綠地的需求，接下來我跟各位報告

的是西園路跟艋舺大道路口，宏國建設飯店那邊，停車那邊有 500 個，1500 個

機車，像飯店那邊都是外來客，不太有停車需求，所以以後如果飯店沒有那麼多

需求，或許可以要求他們釋出，可能可以重新檢討，是不是可以把這個空間釋出

給周圍鄰居使用，這樣停車空間又更多了，請副局長跟市長提醒一下，趕快去做，

好不好，謝謝。 

五十四、 都市發展局許阿雪副局長 

這個建議我們會記錄下來，我們去了解相關用地的產權跟相關狀況，我們會

請交通局了解之後，會再跟里長回報，謝謝，是不是還有相關意見，如果沒有的

話，我們今天會議就到這邊，謝謝大家。 

柒、散會:上午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