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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中南段基地公共住宅第二次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5年7月17日下午10:00至11:30 

貳、地點: 臺北市舊庄區民活動中心 

參、主持人：臺北市南港區王區長先黎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簿影本 

伍、主席致詞及簡報： 

一、臺北市南港區王區長先黎 

開始之前，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南港區長王先黎，各位鄉親、

長輩、好朋友大家早，今天大家來表達意見，其他的就不多說，如果

大家沒有意見，我們就按照程序開始，謝謝。 

二、都市發展局簡報：詳簡報資料 

 

陸、民眾發言： 

一、周○玉小姐 

各位長官、鄰居，大家早安，我是 22 鄰的鄰長，現在臺北市政

府要來蓋公宅，我們都很高興，希望有一個很好的生活品質。另外希

望政府能盡早計畫與進行周邊的都市更新，政府做這個很好，我們都

希望你們快點來都更，謝謝。 

 

二、許○昭先生 

大家早，區長、都發局副局長，各位長官、在座的鄉親，很快又

一年了，去年 104 年 7 月 19 日，相比過去胡適國小這邊，現在變化

很多，因為政府這次有真的幫忙、照顧我們老百姓，現在政府很好，

我們的反映，政府有在聽我們老百姓的心聲，老百姓需要什麼都會配

合，最感謝里長與陳義洲議員及在座官員與都更處，經過多次的開會

與黃珊珊議員、吳世正議員幫忙和推動，可以讓事情完成，今天可以

走到這樣，我覺得政府在做對的事情，有在照顧基層的老百姓，我們

要讚許，讓他趕快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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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剛才有提到地下室停車位，若照一般建商標準一定是不夠，

但政府可以配合百姓，像我剛剛也繞了三圈找不到停車位，所以我跟

各位鄉親報告，盡快都更，提升生活品質。 

 

第二點最重要就是道路要出來，不然一直蓋一直蓋，研究院也

蓋，我們也蓋，我們這邊要更新，大家都要更新，尤其是我們這邊的

文物最重要，不能到時蓋好才要政府開一條路，這要靠委員、議員，

以及我們的大家長區長和都發局，共同來推動，共同面對一些不合理

和交通沒有疏通，剛剛報告都是 30 以下的流量，交通會塞就是因為

舊庄、九如里都要經過中研院，交通改善是非常需要；捷運也一定要

進來，不然不用說五年、十年的計畫了。 

 

我在這裡報告的兩點，第一點我們要盡快推動這邊 96 戶，已經

努力一年了，拜託陳義洲與在座的議員盡快推動公辦都更，盡速推

動，盡速興建。 

 

第二，戶數若增加，請提升我們的道路服務水準，我們鼓勵政府

盡快推動，大家都好，謝謝大家，謝謝。 

 

三、梁○小姐 

各位委員與長官大家好，我想請問一個問題，各位知不知道在這

個基地斜對面要蓋個 18 層樓高的大電塔？這個電塔的基地是臺北市

政府承租給台電的，我很懷疑，你們蓋這個公宅，這個是 15 層樓的

高，而電線可能就影響到，因為他是平行發射，他可能就影響到公宅

居民的健康，你們的對象都是年輕人，年輕人都是養育下一代的，電

塔對幼小孩子的影響是最大的，我要請問臺北市政府，你們是不是認

為這些比較弱勢的家庭，他們的健康和人命是不重要的，如果你們不

是這樣認為的，我覺得你們要蓋合宜住宅之前請你們把租借給台電的

這塊土地拿回來，請台電拆電塔，不可以去蓋 18 層樓的大電塔，其

實現在合順街的都是受災戶，合順街你們的健康都是受影響的，但是

台電從來沒有去做這件事情，你們知道電塔會導致很嚴重的血癌和腦

癌嗎？如果這個地方你們都不解決，你們要製造更多受災戶嗎？所以

我強烈的質疑臺北市政府，如果你們要完成柯市長的政見，那麼就請

你們兼顧市民的健康，請你們把大電塔的地收回，並請台電拆大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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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現在大電塔沒有蓋起來，若蓋起來 18 層樓高，各位合順街居民

你們想想看，你們一出門，大電塔就在你們家下面，另外還有一個問

題就是，我覺得你們對交通的評估其實是太輕率了，你們認為一個

116 戶的住宅只有 70 個汽車車位，你們拿興隆社區做比較，我想請

問興隆社區你們幾個車位呀？你們這個公宅車位只有居民 60％的比

例，我們這地方停車的問題已經夠嚴重了，你們還說的很好聽，我們

的居民可以用這個停車位，他們都不夠了，還可以分杯羹給我們嗎？

當然政府推這些公共政策的時候，剛開始都說的很好聽，到時候做出

來是什麼回事，我們都還不知道，我是覺得首先交通是很大的問題，

最重要的還是大電塔，我想呼籲柯市長，目前臺灣人已經夠不想生小

孩了，臺灣小孩已經夠少了，請你們多關注一點我們年輕人的健康。 

 

三、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區長、大家好，今天是第二次的公聽會，上一次是我也有來，謝

謝大家來參加第二次的公聽會，我們從第一次的公聽會到今天第二次

的公聽會，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我們有努力，不管是作一些分析或

周邊的狀況，大家原先要求的都更我們也有做一些努力。 

 

剛剛謝謝鄰長與許先生提及有關都更的部分，市政府有答應社區

的朋友做後續都更的部分我們應全力支持與協助，我們都更處的江科

長也到場，後續附近的地區都更的部分我們都建立窗口，窗口可以直

接跟都更處聯絡，當地若有需要開說明會，或做解說，都更處也非常

樂意來這邊為大家服務，這個部分跟各位做保證，一定會努力的來達

成都更的方向。 

 

公宅的興建，因為在舊庄這個地區是第一個興建的基地，我們希

望用這個開發的基地，把原來這裡看起來比較凌亂的環境併同處理，

當然公宅與一般民間蓋的不一樣，剛才同事也有說明日後規劃上是沒

有圍牆的，大家都可以在這邊一起活動，昨天我們在文山區興隆公宅

頂樓有種菜，旁邊開放空間也做得很好，社區的居民來反應都是好

的，而管理機制的部分也是相當嚴格，我們都有門禁刷卡進出，管理

的部分因為有扣點機制，所以每一個住進去的居民、朋友們，他們都

非常守規矩，因為如果沒有守規矩，違規了會被扣點，嚴重的話可能

以後就不能住，所以管理的部分跟各位保證，到目前為止我們做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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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峒國宅、興隆國宅、聯開宅等等，我們管理的都非常良好，對社區

很有幫助，包括治安問題或是居民有任何需要協助，物業管理公司都

可以幫大家做服務，這部分是跟別的地方不一樣的地方，我們是要做

一個友善管理，並且跟大家當朋友，以鄰居的身分來經營這個地方。 

 

非常謝謝兩位的說明，市府一定會做一些努力，而剛剛梁小姐問

到兩個問題，第一個電塔問題我確實不清楚，但今天我們會帶回去和

區長、交通、財政局聯繫，瞭解一下狀況，一般來說我們市政府在處

理電的部分，是在供電服務以外，另外會考慮電塔的設置，對周邊的

民眾影響是如何，市政府對這個部分一定加以小心的處理，請讓我們

再進一步的瞭解。 

 

第二個部分您剛提到的是停車，其中有提到興隆 1區的停車位，

那興隆目前其實有很多區，現在蓋的是第一期的 B 區，地下一共是

150 個車位左右，目前出租是 50 個車位，其實還有空車位，剩餘的

部分是對外招租，租金標準與一般公有停車場是一樣的，在地里與其

他里民價錢按照公有停車場，一個月在地里是 3,000 多元，標準一

樣，而本基地比較小，地下層按照標準來做，大概是 70 個車位，且

目前本局統計，住在公共住宅的居民其實汽車持有率並不高，因為大

部份都是小坪數的，汽車持有只有大概三成到四成，也就是大概有三

成到四成的人有停車位的需求，所以 70 個車位，只要有多出來的車

位，我們都按照標準對外開放，讓這邊能登記，其他社區的人可以來

承租，而原則上，公宅引進的居民，停車的問題會由公宅的地下室自

行解決，不會把車子停在公宅外的社區，而影響到其他社區居民，另

外剩餘的停車位反而是會讓其他社區進來，這是我們的觀念和作法，

我相信我們做得到，謝謝。 

 

四、林○偉先生 

大家早，剛剛梁小姐提到電塔的事情，請在座的長官稍後去看一

下光是它的基座就約是 4至 5層高，也就是說以後會非常高，建議它

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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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一直談到公宅和國宅，公宅和國宅差異性在哪，好像政

府沒有宣導，像我年輕時買過國宅，那時品質不好，而且聽說偷工減

料，不曉得政府是怎麼處理這些問題。 

 

第二，今天要蓋在南港區，是不是給南港居民或區民有優先承租

權？另外我看到政府很多重劃區，以新莊重劃區來說，重劃區都是政

府配合財團在炒作的土地，政府拿到土地都去標售，財團用高價標售

撐高土地價值，我想新莊重劃區是這個例子，如果以後臺北、甚至全

國的房地都飆高，政府為什麼要配合財團炒作，臺灣的住宅已經不是

公共政策而已，我認為南港重劃區是不是請政府不要再標售這些重劃

土地，不要再賣，不要再跟財團 BOT，就興建公宅，我相信這樣的作

法，房價自然會降下來，但是我認為政府做不到，因為民意機構、政

府機關都配合在炒作。 

 

另外這個法定容積率 337.5 從哪裡來？住三應該是 225，我們怎

麼會有 337.5 這個容積率？因為容積率住宅區裡蓋太高等於是超

高，住宅本來就是不能太高，這是個問題，謝謝。 

 

五、莊○賓先生 

各位長官、鄉親弟兄姐妹大家好。從剛剛市府的報告聽起來，我

有幾個問題：第一，請問公宅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建？大概要蓋多

久？或者說你們要幫助我們社區，要公辦更新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同

時地進行？或者說等我們社區都取得同意的時候，大家一起蓋？都還

聽不到這些規劃，所以我想是不是你們的說明會還有很多次讓我們表

達的機會？或者說我們有意見的時候，市府就不能採取這樣的方案來

興建？我相信事情要完全順利的話，在政府跟我們百姓要取得互相的

合作，相關的抗爭也會減少。 

 

第二，施工期間的噪音、污染，相信抗爭會很多，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到你們從上次四月都發局開會以後，你們要跟我們談這些條

件，或是說換坪的問題，我們都還沒有得到確切的答案。所以我個人

感覺，你們是不是也在做你們的手續，而且我們這邊是不是也變成一

個孤兒？我覺得如果大家可以互相合作的話，把這些具體的方案可以

再說得更詳細，因為我們大概差七、八戶，也不瞭解你們的政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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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是換坪的問題，也或是時程上的問題，我們真的還不知道。所以我

們在想，如果你們也可以有這樣的大方向，我們也願意跟你們配合，

把公共住宅整個部分，一起來做，我相信會比較圓滿，你們比較會順

利一點，大概是這樣，謝謝。 

 

六、賀先生 

大家好，其實我聽起來公宅是蠻不錯的，但我有兩個問題要提出

來，但是前面都有人提了，第一個是交通，我剛聽前面的先生講說，

增加的人數並不會影響附近車輛的動態，不曉得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數

據？第二個就是假如我住在這裡，斜對面幾公尺距離而已有那麼大的

電塔，是不是對我的健康我會有所疑慮，這個我就不再重覆，再麻煩

你們再 check一下這個問題。謝謝。 

 

七、臺北市都市發展張副局長剛維 

第一個先回答林先生的問題，包括電塔的部分我們一起處理，就

是讓我們瞭解一下電塔的位置，很抱歉，這個資訊我都沒有蒐集到，

我先跟各位說抱歉，不過區長是很清楚這個狀況，等一下我們跟財政

局的代表，瞭解一下它的狀況是如何，原則上我們處理公宅的部分，

電塔應該是不會有什麼關聯性。 

 

第二個，國宅的品質跟公宅的品質，過去我們蓋的國宅，從民國

六十五年成立國宅處，蓋了國宅，國宅分成三種：一種是賣掉的國宅；

第二種是留下來出租的，我們現在還有 22個留下來出租的國宅；第

三種是設定地上權的國宅，房子賣了，土地還是政府的。大概是分這

三種。 

 

過去執行的品質，早期的品質確實是為人所詬病，大家覺得品質

沒有這麼好，但是到了晚期約 70年 80年代所蓋的品質也不錯了，像

南港區有南港國宅，有非常寬敞的開放空間及電梯高樓，現在我們也

沒有聽到住戶抱怨建築物本身有其他問題，我們得到的訊息都還不

錯，管理上也都還好，前年我們輔導 1,700戶的住戶成立管委會，花

了兩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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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年以前，品質看起來還算不錯，畢竟大部分還是賣的比較

多，而我們現在手上有很多是出租的國宅，有些屬於比較老舊的，品

質不好，甚至有些會漏水，各位現在看到火車站後面，就是以前的台

肥，現在叫東明公宅，僅剩部分還沒有拆掉，比較之下是落差很大，

重新蓋的品質，我相信也是非常好的。我對未來是有信心的，因為前

面蓋得好，後面人家才會讓我們往後蓋，市府現在的興建品質，如果

停留以前國宅的品質，大家也都不會歡迎，品質上的自我要求是相當

地高，大家看到目前出租中的興隆公宅，甚至它還得到我們建築金質

獎第一名，以上跟各位做報告。 

 

另外提到我們公宅是不是會有在地的比例？過去大龍峒、興隆，

都有保留在地的比例大約 20%左右，會有區的比例與里的比例，但是

因為量少，像大龍峒僅有 110戶，分到的戶數會比較少一點，但是就

我們南港區來看，這個區域量是少的，未來還有東明、小彎基地等等，

所以南港區的量，保留在地優先的機會還是會多，但是我們不會期望

總戶數都給當地的里民，不過會考慮到在地的里、區，那用南港區來

看，比例還算高，機會還是多。 

 

而林先生剛才所提到的區段徵收或是重劃，剩下的地不做公宅，

向您報告，我們做到了，就在南港分局後面有一塊地是屬區段徵收

的，我們要把它拿來做公宅，這個地不標售，我們用公告現值跟地政

局讓售，都發局把地買在我們的身上，然後蓋公宅，並沒有把土地標

出去，我們有做到了。而容積率 337%的部分，這是透過都市計畫變

更增加容積率，這跟都更的獎勵容積自己關起門來搞容積疊上去不一

樣，我們有公開都市計畫說明會、有公開展覽，送到臺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經過委員會審議以後定下的容積率，這是一個公開法定的程

序，如果前次有來參與會議的人應該比較清楚。 

 

謝謝莊先生您提醒我剛才提到的公宅的進度，下次其他的說明會

我們應該要把公宅的進度講清楚，這個案子目前的進度，正在做建築

設計的招標，八月會截標，建築師在八月應該會徵選出來，我們的目

標是 106年 6月動工，108的 6月完工，我們目前設定的目標是這樣，

讓大家知道動工跟完工的時間點。而民間的都更案還是要談，所以我

們比較難掌握的是更新的時間點，我想您大概是南面的住戶吧？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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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的住戶我們有開過幾次會了，因為當時都市計畫委員會有做了一

個決議，開說明會如果在一個時間點以前，大家都同意，那就一起來；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大家都同意，市政府就割一塊地下來，跟南邊的一

起配合，那我們在這個案子裡面，確實是有割部分土地跟南邊的更新

地區配合，所以有按照都委會的決議來做，所以南邊的基地要做都更

的時候，這個地就比較完整，剩下就是整合的工作，我們都更處會再

持續協助，有必要時再開說明會來跟大家討論。 

 

八、張先生 

大家好，現在推這個公宅，就是要解決高房價的問題，順便提升

大家的租屋品質，我看了一下，租金是市價的八五折，是不是太高了？

現在有結合地區的都更，公宅也可以幫助大家都更的話，提升大家的

租屋品質，不曉得政策目標有沒有達到這個效果？謝謝。 

 

九、莊○賓先生 

對不起，副局長，剛剛講了有一點是說，你們要再幫助我們繼續

統合，你剛剛是說開工預定是 106年的六月，兩年後完成，那這些的

污染、噪音，我們心裡先有準備了，但在興建之前讓我們同樣一起來

規劃，請副局長稍微幫我們解釋，是不是中間，或者我們的整合部分

稍微再延遲一點點，你們已經在準備興建的過程中，我們在統合成功

的時候，同時再來進行，你們可能這樣會繼續施工嗎？再這兩個補充

一下，謝謝。 

 

十、張先生 

剛才現場朋友有提到交通的問題，還有停車位的問題，我是覺得

因為現在中研院早上都會有吊拖車，所以應該影響沒有那麼大，還有

停車位問題，像中研院在星期六日也有開放停車，而且是免費的，所

以我覺得停車位的問題也還好，謝謝。 

 

十一、臺北市都市發展張副局長剛維 

關於張先生提到兩點，交通的部分謝謝您幫我回答，我也知道中

研院那邊設一個很大的停車場，所以附近停車的問題對大家有個紓解

的方向是蠻好的，而第一個要處理的是，我們自己的停車問題市府要

解決，不要變成社區的問題，多的部分還可以和大家分享，停車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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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就是大家付費的方式，中研院的貢獻是還蠻大的。 

 

另外交通的部分，我們的分析資料顯示，因為戶數比較少，增加

了戶數對於整體交通的影響以及服務水準並沒有變化，這是目前分析

的結果。 

 

那您提到的租金水準，目前是以市價 85折來做定價的標準，但

是我們估市價並不是用新房子的標準來估，如果是用新房子來估可能

價錢就非常高，我們是用平均的價錢來定。而以政策面來說，如果表

現良好，第 2年第 3年會變 7折，現在興隆跟其他的公宅，套房型的

租金水準大概是從 6,900開始往上起跳，一房、兩房、三房，所以我

們也考慮到大家的負擔，儘量把價錢壓低，可是市府也有市府的成本

壓力，所以短期內數量沒有很多的時候，我們現在是用這樣子的定價

水準來看，如果壓得太低，可能連管理費都沒有辦法給付。 

 

另外莊先生提到工程的部分，現在的工程進度，規劃設計都已經

有了，而公宅因為有預算上的管控，我們每年送到議會核准的預算必

須要往後去進行，不能夠剎車，因為議會是監督我們的工程預算在處

理的，與民間的案子有合作的機會，但不確定性很高，所以現在雖然

南邊的基地大家覺得可以整合，可是到時候還必須做權利分配，去做

整合需要一點時間，按照我們的工程進度，明年動工也許第一挖就沒

有機會了，所以在這之前，我們整合的進度可能要稍微快一點，我沒

有把握保證兩邊開發可以配合起來做，因為公宅的車子已經往前啟動

了，而南側的部分我們保留切了一塊地來做整理的時候，未來在做規

劃設計時，我們可以幫大家談，屆時會視整體上的關係，謝謝。 

 

柒、專家學者說明 

一、李永展委員 

謝謝王區長，謝謝張副局長，以及謝謝我們關心公宅的南港夥伴

們。七月一日時我剛好轉到內政部當都委會的委員，剛好兩個禮拜

前，就在上個禮拜都發局羅主秘也是要到內政部去報告另外一個公共

住宅，跟我們這個案子有點不太一樣的是，因為這個基地本來是住

三，所以剛剛有人問到說，為什麼會變成 337.5%？因為住三的確是

225%，但是要住三特，意思是它要有個公共的目的，所以它把容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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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是這個意思。上次都發局的主秘去是因為各位知道臺北市有好幾

塊的公宅，不會只有在南港區，上次的案子是在中華路旁邊的福星國

小的基地，原來是學校，學校先拆了之後，它變成了公園，所以民眾

認為是公園變更了要蓋住宅，那個案子才需要到內政部去提案討論。 

 

因為上半年我還是在臺北市都委會，所以我的確有參與這個案子

的討論，很多民眾，尤其是南側的民眾，的確有關心到說北側是市有

的土地，要蓋這麼好的公宅，結果我們南側一般民間要辦都更是會比

較辛苦，因為它有很多專業的技術，那次都委會的確市政府也表示最

大的誠意，就是說為了不要讓這個基地到最後沒辦法協助辦都更，所

以它把我們現在的市有地的南側一塊地割下來，保留做為都更的方

式，的確如剛剛區長所講，我們是屬於外聘委員，並非長官或官員，

從我們的專業來看，是如何協助臺北市能夠把好的政策、制度往前走， 

而剛剛我有聽到電塔的問題，這是鄰避設施，所以剛剛副局長也承諾

說回去要再查明一下，其實在都委會每次都會遇到相似的問題，所以

這個一定要跟民眾溝通。 

 

交通的問題，我剛剛聽到很多鄉親知道未來這邊是東區的門戶的

意像，所以未來好幾個重心，包括王區長特別講的，中研院的生技園

區等等，剛剛有提到有中研院的停車空間可以紓解，不過我也是要提

醒我們交通局的黃科長和其他市府單位，如果每次去參加這個公宅的

公聽會或公辦都更的公聽會，民眾最關心的第一個就是交通的問題，

你想想看，的確本來是 225%變成 337.5%，數據會說話的意思就是說

要配套，像我跟呂委員都是很少開車的，都是坐大眾運輸，如果一方

面有交通運輸措施的配套，二方面中研院紓解交通停車的問題，三方

面這個基地也會部分的提供，交通議題是我參加過這麼多場次的公聽

會裡面，民眾所最關心的。 

 

第二個就是興建品質的問題，剛剛也問到了公共住宅跟傳統的國

宅，憑良心講以前的國宅品質真的不好，我想以實際的經驗來看，相

信剛剛都發局特別提到不管是大龍國宅或興隆一區，我覺得大家真的

可以參觀，我想區長可以安排讓我們的里民去參訪，因為當初我也很

擔心說到時候會不會有管理層面的問題，因為各位如果住在自己的集

合大廈的話都有管委會，還要有一個很專業的管理人，我們現在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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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以後都有專業經理人管理的方式，我覺得臺北市政府真的要拿出

好的方向，做出好的口碑，因為我們真的看到太多歐美，尤其是歐洲，

蓋的公宅真的完全就混居式的，從外表看，所謂的高所得跟中低收入

的人是一起住的，我們也希望未來可以很驕傲地說公共住宅的品質就

是棒，公共住宅的政策，不管是公辦都更，還是協助民眾辦都更，我

覺得可以把整個地區的發展往上提升。 

 

剛剛關心的問題，我想副局長也是從基層做起，他也樂於傾聽各

位的聲音，一定會帶回去做研究，那如果有必要送到住宅委員會，甚

至是內政部的都委會，我們都會就事論事，因為我本身也是臺北市

民，臺灣的公民，所以我們都跟各位一樣，希望政府拿出好的政策，

拿納稅人的錢就要替大家服務，既然是好的政策大家就要支持，不好

的地方我們大家要給他指教，至少要往好的方向，常常說「互相漏氣

求進步」意思就是這樣，謝謝大家，大家加油。 

 

二、呂秉怡委員 

區長、副局長，以及在上的各位長官，以及台下的各位區民夥伴

大家早安。今天天氣非常炎熱，又是禮拜天大家休息的上午，所以我

儘量簡短讓大家可以回家準備吃午餐跟休息。 

 

我只有兩點小小的意見，首先是非常敬佩也非常感謝，感謝的部

分是謝謝南港區特別是舊莊地區的居民夥伴，願意支持贊同政府的公

共住宅的政策，做為市民團體，我們是長期關心臺灣的住宅問題，特

別是年輕人，及需要幫助的弱勢身份戶，所以這邊非常感謝大家願意

支持我們未來在地的年輕人及特殊身份戶的公共住宅的政策。 

 

第二個非常敬佩的是，從今天這樣的過程，雖然我第一次來參與

我們舊莊社區的公聽會，但是從大家非常關心自己的環境品質、關心

台電的大電塔、以及交通、停車、區帶發展的過程，我發現這個地區

的居民素質非常高，而且是非常關心我們自己環境品質的部分，所以

我這邊也非常期勉日後政府在蓋公共住宅，甚至其他建設的過程，大

家秉持這樣的參與跟監督的精神，把政府的相關公共建設都監督好，

讓我們舊莊地區的環境品質能更好，使社區更融合。再次謝謝各位支

持公共住宅，讓我們的居住正義可以再發展，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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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議會陳義洲議員服務處張靜慧主任 

謝謝王區長和各位長官，各位住戶、主任們，大家午安、大家好。

你們能夠在這個時間出席，真的是很關心我們的家園，公共住宅現在

已經不再像是以前提到的國宅了，都發局真的很用心，現在的素質也

提高了，我們做市議員的請你們放心，我們會繼續監督，繼續幫忙大

家，一定會把我們公共住宅監督得很好，符合大家的理想，公共住宅

不但是住宅，還做了一些公共的設施如幼稚園、托兒所、長照中心，

這都是我們需要的，這也感謝臺北市政府替我們注意到、服務到，在

此我代表陳議員感謝大家，感謝大家的支持，也希望有任何需要服

務，隨時來和我們反應，我們一定會做最好的服務，我們一定會監督

到底，感謝大家，謝謝。 

 

四、臺北市議會闕枚莎議員服務處許德興主任 

市府的代表、兩位為民間發聲的委員、以及在座所有舊莊地區的

鄉親好朋友，市府要來我們這裡蓋公宅，因為我去新加坡超過十次，

新加坡的做法和我們完全不一樣，但是我們也有好處，政府也有學新

加坡的作法，但是也希望市政府能夠多多採訪新加坡在蓋公宅的政策

對市民、甚至對外國人到新加坡都可以來使用公宅，因為目前住在臺

灣的外國人也相當多，我們的新移民也很多，希望說市政府也能夠把

這個考量進來，最好是都留給舊莊里的里民來住，我們身為當地的民

意代表，當然是希望所有的人可以租得起，全部給舊莊里民，或是住

在舊莊的這些年輕人以及收入有稍微沒有到達正常水平的這些里民

來使用，在這邊還是跟張主任一樣，我們身為民意代表，大家合力起

來監督，把這個事情做好。謝謝大家。 

 

五、臺北市議會江志銘議員服務處林忠堯主任 

各位長官，舊莊的鄉親父老，大家好，我是江志銘議員服務處的

主任，很高興今天參加公宅的公聽會，跟大家報告一下，今天大家所

講的，所說的意見，我會回去回報給江議員，我們也會跟各位議員一

起來監督，把我們舊莊這邊的公宅做好、監督好，最後我謹代表江志

銘議員祝福大家，天氣很熱，中午少出去、多喝水，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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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北市議會吳世正議員服務處謝主任 

區長、都發局的長官、各位學者專家，各位民意代表主任，各位

我們最敬愛的鄉親主任，大家午安大家好，目前臺北市公宅蓋的地

點，大家都有看報紙吧，目前我們需要的戶數是蠻多的，基本上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政策，不過大家很關心的就是公宅會不會造成剛剛學者

專家也提到交通的問題，或者是其他治安、環境的差異性，會不會影

響我們生活品質，我想這個部分，今天這個會議重要的就是大家針對

公宅的想法看法，儘量跟我們的學者專家，跟市政府表達，還是要感

謝我們列席長官，還有大家對生活環境的重視，給自己掌聲鼓勵好不

好，大家謝謝。 

 

捌、主持人總結 

臺北市南港區王區長先黎：謝謝謝主任，今天的公聽會就開到這邊，

謝謝大家，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