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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小彎基地公共住宅第二次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5年7月30日上午9:30至11:00 

貳、地點:臺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 

參、主持人：臺北市南港區王區長先黎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 

伍、主席致詞及簡報： 

一、臺北市南港區王區長先黎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非常高興大家來指教，今天

大家所提出來的問題，都發局一定給大家詳實的說明，今天由都發局

副局長親自像各位說明，可見都市發展局非常重視這件事情，如果沒

有意見，請就按照程序來進行，謝謝。 

 

二、都市發展局簡報：詳簡報資料 

 

陸、民眾發言： 

一、林○宏先生 

各位長官，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小彎住宅最鄰近的大樓主委，

這邊有三點意見反映住戶的看法：第一個意見就是我們住戶所關心的

鄰損的問題，將來建設的過程中，可不可以請市府單位給住戶一個保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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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是，從去年開始，記得去年十月參加柯市長來南港辦

的說明會之後，附近的住戶開始發現有蛇跑進來，已經被我們住戶發

現大概有三、四次了。我們歸咎了原因，應該是小彎住宅這一塊大區

域缺少管理，有住戶開始反映會聽到青蛙聲音，越來越大聲，大概是

吸引了蛇進入，我想這個問題，希望相關單位給住戶一個居住上的保

證。 

 

第三，就我個人而言，我 2003就在這邊買房子，住了十多年，

當年其實講不好聽一點就是鳥不生蛋，但一直到現在，相關的經營都

算不錯，大部分的住戶心中都有個感想，花了快兩千多萬買下這個房

子，我們付出的代價，如很多人到現在還在繳貸款，而現在預計有

800多個住戶要搬進來，相對這些人他們所付出的代價是比較低，卻

享受和我們同樣的居住環境，當然市府的政策，小市民也沒辦法有多

大的力量去推翻，可是住戶們希望是不是能對週遭的住戶，在所謂回

饋上，讓我們心中稍微舒服一點，以上三個意見希望政府官員給我們

一些答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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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泉先生 

主席，各位鄉親朋友，市政府的代表，大家好，我是住在溫哥華

大樓的住戶，剛才看了你們的簡報，我非常生氣，你們說你們的施工

品質多好，我經常到家樂福那邊，現在正在興建的東明國宅，請問你

們控管成什麼樣？我有照片，廢土露天棄置，根本沒有覆蓋，這種叫

工地管理嗎？你們還有臉把照片放出來，我是學環保的，你們都在騙

人，我們住在這邊好好的，如果將來你們在這邊至少要蓋兩三年，我

們就是深受其害，第一個受害的就是噪音，到現在都沒說你們到底是

什麼時候開工？平常施工是早上幾點到幾點？噪音有法規，有噪音值

規範。 

 

第二，將來開發中所造成的這些廢土露天放置，我是學環保的，

非常瞭解，現在講的細懸微粒 PM2.5，就是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而

你現在露天棄置廢土， PM2.5學術上已經證明對我們的呼吸道、心

血管造成危害，甚至造成肺癌，請問你們有沒有做防範？柯市長要求

遠雄要最高品質，那你們自己呢？是否寬以待己，嚴以律人？最後你

們的砂石車路線也沒有說明會如何規範，我希望你們具體拿出證據，

東明國宅就是一個錯誤示範，我大概就講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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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吳○沛先生 

我發言前，請副局長先答覆一個簡單的問題，請問在小彎重劃區，

重陽里這邊，除了這個公共住宅，有沒有再計劃別的公共住宅？ 

 

四、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綱維 

沒有。 

 

五、吳○沛先生 

但是在今年的 4月 8日，自由時報登載都市計劃委員會準備將向

陽高中預定地，轉做公宅使用 580戶，而您剛剛說沒有，相信您也是

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委，怎麼會跟我說沒有？我在這邊鄭重反對這個

計畫，因為在做這個簡報的時候，完全沒有提到這回事，我相信周邊

的住戶都是理性的，這邊本來就是住宅區，你要轉做公宅，我沒有意

見，因為我們小彎本來就是個低密度發展區，當初我們搬過來，就是

因為它低密度，我們不希望太多人而有太多的商業活動，結果政府卻

要把這個國小預定地，而且是用在公園用地做成公宅使用，因此我們

強烈反對，如果執意要做，連同這個公宅我們都要一起反對，因為這

個和原來的都市計劃完全悖離，違反和人民的承諾，我希望你們仔細

說明，保證不做公宅使用，如果國小預定地改變使用為公園用地，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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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改變為正式公園用地。 

柯市長在去年要求國產署把國有用地變成公園，因臺北市太缺乏

綠地，而你們卻要把市有地變成公宅？希望副局長給我們一個保證，

謝謝。 

 

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綱維 

大家好，這是第二次來開公聽會，今天來見面就是相較於上一次

更有些進度，這次公聽會其實是相當重要，也謝謝大家在假日到現場

來，給我們一些指教和聲音。 

因為我們未來興建完成後，都發局就是各位的鄰居，當然我們也

相當重視各位的感受，所以希望我們興建的公共住宅，未來提供的設

施除了原來要提供給臺青年族群為主的公共住宅以外，相關服務設施

也能和大家分享。 

 

三位先生的問題我就逐一說明，林主委提的 3個意見，第一個損

鄰部分一定要保證，我們的基地和社區之間應該是 12m道路，不是直

接相鄰，所以在這之間其實還有緩衝，未來在動工前都會有現況調查，

並且在每個社區實施動工前的鄰坊調查，損鄰部分不單只是這個基地，

其他基地都一樣，沒有人願意面對損鄰，我們希望做嚴格的處理，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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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的部分必須要做保證。 

 

第二點是有關蛇出沒的部分，我想這裡生態是比較好一點才會有，

因為它已經被堤防框起來了，這裡以前是河道，是截彎取直後處理的

土地，可能是地質有做一些改良，另外因為靠近河岸，所以這些生態

裡的動物可能從河岸透過水溝等等進來這個環境，市民也喜歡生態好

的地方，可是有蛇出沒造成大家恐慌和安全一定要優先處理，這個基

地我們會先做環境清潔及石灰粉等等處理，我們會要求內部先做，而

在基地區域外的範圍，我們就通報環保局協助處理，這個部分里長也

會督促我們。 

 

第三，住進來的朋友，未來估計是 340戶，我們有一些基本的回

饋，同時也謝謝里長，一直向市府爭取里民、社區活動的空間，這空

間以後會比較大一點，只要有相關的活動要使用，都可以來借用，我

們在木柵的興隆社區一樓也是有這樣子的活動社區，進出的部分都是

有物業管理，這物業的管理大概跟這每一個社區是一樣的，都是門禁

森嚴，可是我們的公宅是沒有圍牆的，物業管理公司等於是幫大家做

一個保全的工作，所以功能上跟私人的大樓的物業管理是不一樣的，

大家在使用公宅社區的開放空間的時候，在安全上還是有一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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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興隆的公宅上個月有種菜的活動，我們在公宅頂樓開放給住戶

種菜，里長、社區透過這樣種菜的活動社區關懷的活動做得還不錯。 

 

另外剛剛主委提到貴社區位在公宅的左側，在規劃上大的開放空

間其實正是便利貴社區，這就是一個直接對於基地的回饋，而室內空

間的使用是大家可以共同思考的，所以回饋的部份我們盡可能規劃，

如果里長或社區對於回饋的設施、公益設施做得不足的，也可以寫調

查表告訴我們，或是打電話到都發局給我們同事都可以，我們會根據

大家建議來做調整，這個部分是對主委的回應。 

 

另外關於剛才第二位發言的王先生，首先謝謝您對我們公宅社區

環境提出的意見，關於東明公宅基地，上個月市政府有做突襲檢查，

針對施工安全以及環境的檢測進行檢查，謝謝您也幫我們把關，其實

我們現在建立一個機制，昨天會議裡也決定了對各基地都要有每周的

突襲檢查，去要求工程上的環境、安全、施工、治安等等面向，這個

部分我保證我們會把它做好。關於工程施工噪音，向各位報告凡是有

工地施工一定會有噪音，沒有辦法避免，但是我們謹守法令的規定，

當然我們會努力做好這件事情，所以我們來看簡報 21頁，目前處理

工程環境監測的即時資訊，各位隨時可以從網站上看到這個工地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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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狀況，monitor整個這裡面的狀況，所以這部份我們是自我要求，

等於是全民督工，所以壓力很大，您剛剛提到這個部分我們會做檢討，

也跟各位做保證。 

 

第三個是吳先生提到學校的部分，雖然這不是我們基地今天要討

論的焦點，我也跟各位報告，南港區通盤檢討我們已經在作業，南港

區通盤檢討，這個區域有滿多要變更的事項，因為這議題比較複雜所

以時間稍微久一點，不過最近已經非常密集在做，目前向陽國小這塊

預定地，有評估過沒有錯，但是南港通檢的部分不會把國小用地拿來

作變更，這部分向各位做說明，南港向陽國小只要有要檢討，未來一

定是透過都市計畫的程序，公開展覽、辦說明會，還會送到都委會審

議，目前的南港區通檢，沒有向陽國小變更的議題，未來向陽國小用

地走向現在也還未明確，第一個我們還得要看看未來這個社區發展的

狀況，評估學校的需求，長遠的看發展上的需求，第二如果檢討調整

了什麼，未來如何來做相關規劃、調整，會跟大家一起來討論。 

 

前天在市府有一個公民傳真委員會，在討論都市計畫變更的程序，

應該在都市計畫走法定程序公開展覽說明會之前，就要先辦當地的座

談會，所以等於是政策形成以前，就應該先到當地來做一些溝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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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這個流程市政府還在訂定，以上議題先跟各位報告，目前是這樣子，

謝謝。 

 

七、伍○生先生 

先跟區長說抱歉，待會如果講的話不中聽請包涵，區長您是代表

南港區的公權力，最高指導長官，可以去看一下我們成功路從南港路

來那一帶，這麼短短幾百公尺停車是什麼樣子，交通局在、區長在、

都發局也在，麻煩各位看一下什麼叫公權力，是各位不重視這地方還

是怠忽職守？請去協調一下，我們能對你們講的話信任嗎？南港區警

察局的分局在這裡成功路一段怎麼樣停車法，請給當地居民一個回答，

臺北市還有哪一條路可以這樣停車？第二，請柯政府整個團隊檢討一

下，我們這地方是低密度開發的地方，臺北市缺公園、缺綠地，請曾

光宗曾委員幫我們儘量去爭取，我們不是白老鼠，我們需要空間，這

地方是低密度開發的空間，不要把所有的人通通放在這地方，這地方

蓋國小，我們感謝市政府，不能蓋國小，麻煩保持現在的綠地，好不

好，臺北市還有很多空曠的地方，再麻煩請議員及各位里長幫忙一下，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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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丁○雲小姐 

區長您好，我是住在溫哥華社區的住戶，有關於車道的部分聽說

規劃上是對著我們社區的門口，而我們這個社區還算滿多戶數的，所

以希望這個車道規劃的部份能夠不要對著我們的門口讓我們這邊進

出比較安全。 

 

九、李○堯小姐 

請教一下，目前還沒有聽到市政府針對整個施工的時程，市政府

規劃的時間大概會有多久，期望什麼時候開始？請跟我們說明一下。 

 

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綱維 

好的，第一位先生剛剛提到的停車問題，謝謝剛剛區長說明。第

二就是向陽國小的部分誠如剛剛報告。而溫哥華社區門口的部分我剛

剛跟同事確認，溫哥華是在這個背面，那我們現在車道是在紅點，接

近警察局這一側，之前第一次公聽會時大家有反應，我們就有回應處

理，並且到現場做一些勘查，所以現在車道是在各位看到藍色的部分，

設計的方向是這樣，未來整個設計還必須送到都市設計委員會做審議，

那我們會把大家反應的意見跟我們的想法，去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的

時候來做解說。第三點關於這位小姐提到，工期的部分，因為我們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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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設計的部分已經在上禮拜決標，所以接下來就會開始進行，預

計是明年的上半年開始，到 108年中完工，目前的工程進度預估是這

樣。 

  

十一、臺北市南港區西新里邱里長碧珠 

區長、各位長官，交通問題我們希望交通局要檢討，其實小彎，

你乾脆在新明路蓋地下道，就不用再等紅綠燈了，成功橋就不用拓寬，

現在目前交通是 OK了，你們只要弄地下道就不用再等紅綠燈，我們

是希望說這方面你們檢討，不能說動不動要來拓寬；要來挖路，現在

這個地下道真的是臺北市政府一定要開會討論，剛剛一個先生說西新

里 62弄 6公頃多要開發成公園，這也是我們需要都發局來跟我們里

民說清楚，現在那個三鐵共構不用跑來跑去塞車嘛。南港路二段，市

民大道還有忠孝東路，真的需要地下車道，謝謝。 

 

十二、臺北市議員黃珊珊議員-張主任冠韻 

區長、都發局、新工處、社會局以及交通局，大家好。我每天上

班要走成功橋，各位鄉親你們認為成功橋有拓寬的必要嗎？我告訴你

為什麼沒有，成功橋就算拓寬還是塞車，因為兩邊的交通號誌沒有做

連串，拓寬是沒有用的。而且成功橋我之前才好不容易爭取花了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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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錢把隔音牆做起來，現在又要編這麼多預算，我們根本不知道市長

在想什麼，議員叫我今天來這邊表達，他堅決反對這個拓寬的工程，

我們的南湖橋、成功橋、潭美橋，是我們南港跟內湖居民上下班的生

活日常，我是覺得說今天這個公宅的公聽會，衍生出來不只是周邊的

環境噪音，日後那個大型車輛進出，不只是只有這個區塊，可能南港

路、昆陽街至影響整個周邊，臺灣的工程只要一動工，沒有不擾民、

沒有不環境汙染的，從過去的重陽路，重劃永遠都是沒有把設施先做

好，等到人家進住以後才說缺紅綠燈、缺號誌，然後發生車禍以後才

來去通盤檢討，內科的交通，我當助理當 20多年了，內科當時規劃

有這麼多人要進住，雖然我不是工程專家，但是這個公聽會我前幾場

有去開過舊庄那邊，舊庄那邊本來有反對的聲音，但是市府有在努力，

因為周邊很多老舊的住宅，那不等於你有把這些結合起來，如果不只

是推公宅，還要推這整個周邊的環境改造，像修德國宅，921大地震

到現在弄幾年了，你看市府的效率，從馬市長、郝市長，到現在柯市

長，但是我說實在話今天這些里民的要求，他們很理性，公宅未來要

推動還要花一點時間，今天時間不多還是留給我們這邊的住戶，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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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專家學者說明： 

一、曾光宗委員 

各位鄉親、里長，還有我們區長以及市府各位夥伴，今天也非常

高興可以參加這樣一個會議，承蒙剛剛區長介紹，我現在是在臺北市

公共住宅委員會裡的委員，公共住宅委員會裡的成員實際上都不是公

務人員，都是一般講的專家學者，而我本身是在中原大學建築系任教，

公共住宅委員會主要是希望公共住宅這個政策可以很有效、很好的推

動下去，公共住宅的政策其實對臺北市有非常大的幫助，我這邊也說

明一下，我從你們用的話中聽得出來，各位可能對公共住宅會停留在

以前的國宅，就像剛剛的王先生講的東寧公宅的印象，確實臺灣在

60年代開始，市政府認為說一般民眾的生活要照顧，所以開始有所

謂國宅政策，那個時候興建非常多國宅，而這些國宅都是賣出去的，

因為要照顧當時的市民，所以每一坪造價比較低，而且賣出去了並沒

有管理，到了 80年代之後，政府就開始想民間都在蓋房子了，我何

必要繼續蓋國宅呢？所以政府就脫離了住宅供給的功能，各位鄉親可

能有聽過當時的國宅處，現在沒有了，可是這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出

來，一般民眾隨著整個房地產飆漲，很多人買不起房子沒有辦法住在

臺北市了，所以開始會有公共住宅這個議題出來，並且也演變成了政

策，所以現在所聽到市府裡面談了 4年 2萬戶，或者是小英政府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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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萬戶，其實都是在這背景之下，但是我這邊也是要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所做的公共住宅跟各位鄉親看到的國宅會有差異，現在可以

讓各位看到現行作法興建的公共住宅還不多，目前只有在木柵興隆一

區及大同區大龍峒公營住宅，都離南港比較遠，松山區那邊就有一處

寶清段基地正在施工，所以你們可能沒辦法想像，但是從公共住宅現

行的規劃，不管選址、規劃理念，還有工程造價、後續管理維護，其

實都跟一般想像的國宅完全不一樣，這點首先跟各位鄉親說明，甚至

它會是具代表性的一種建築類型，這是我們所期待的。 

 

第二個我想要回應的，在南港區這邊其實我有在注意，因為我參

加非常多場說明會跟公聽會，南港區民眾的屬性跟其他區有點不一樣，

從各位的面貌、穿著甚至談吐，可以看得出來其實跟其他行政區有點

不一樣，我覺得這個是還滿有趣的現象，在南港區以前有很多工廠，

像是臺北市的邊陲，可是這幾年南港變了，各位一定也注意到南港地

價開始漲起來，所以才會有我們現在看到的重劃區，我曉得溫哥華那

個社區早就有了，所以非常恭喜你們那個時候就買到溫哥華，我們看

到許多中產階級開始進住南港地區，往園區的方向一直發展的話，其

實會是臺北市非常重要的軸線。從剛剛各位鄉親提出來的問題，其實

是個契機，在公共住宅裡原本就是住商混合，容積率是 227％，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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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我們在一般看待公共設施的時候，像警察局是公共設施，

圓環對面原住民會館也是公共設施，表示我們在南港不斷有公共設施

出來了，南港高中據我了解也是臺北市教育局裡面的優質高中之一，

可以入學到南港高中的學生的程度，是北北基高中生當中的前 55％，

我們從學生國中教育會考的成績看得出來。回到剛剛說到 30％公共

設施，其實在剛剛規劃裡面可能沒有講得很清楚，公共設施有公共保

母還有多功能照護中心，還有里長希望的活動中心，這些都是在 30

％之內，而這些實際上會回應到剛剛林先生所提出來這樣一個設施對

我們里民到底有什麼回饋，我覺得現在初步規劃公共保母跟照護中心，

從居民屬性看起來不曉得符不符合，因為這種機能放到萬華的話百分

之百正確，放到另外一個區的時候又不行了，我上次去聽另外一個區

他們說需要幼兒照顧，所以他們開始在調整他們的需求，我覺得公共

設施是對社區的幫助，因為不同屬性的居民進來，居住在我們基地周

圍的居民我相信有一定的屬性，對我們公共設施的功能是不是有什麼

想法，各位鄉親也可以思考一下，這些機能是不是對你們有幫助，藉

由這個來對居民有回饋。這個設施是通通可以使用不會是只有公共住

宅裡面的住戶才能使用。我就先做這樣的說明，也希望下次有更具體

方案的時候，有其他意見也可以尋求別的書面管道提供給市府來參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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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主持人總結 

一、臺北市南港區公所王區長先黎：謝謝曾委員，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今天公聽會就在這邊結束，謝謝大家。 

 

附錄、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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