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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區興隆二三期基地公共住宅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6年3月29日 晚上19:30至21:30 

貳、地點:文山區興隆一區公共住宅會議室 

參、主持人：文山區公所于保雲副區長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 

伍、主席致詞及簡報： 

一、臺北市文山區公所于保雲副區長 

文山區的居民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是興隆公宅二三期公共住宅說明會，程序上

還是跟各位鄉民做報告，我是在地的文山區公所，你們放心，我一定跟你們站在一條

線上，今天來的七個局處，還有我們平常最關心公共住宅的明義里、建國里的現任里

長，待會再一一介紹。 

我先簡單的說明二三期基地說明會的意義，我們先辦理說明會蒐集資訊，蒐集資

訊完再來規劃，規劃完再辦理公聽會，事實上今天的說明會就類似公聽會，就規劃內

容跟鄉親報告，當然規劃裡面會有未盡詳盡的部分，大家可以提出意見，提出你們的

想法跟看法，我們也會把你們的意見匯集起來，在最大的可能範圍內去幫助大家，當

然也不可能說百分之百，要跟法規、現況符合，市府會盡最大的可能協助。剛剛開會

前，都有問過相關人員，他們會願意盡最大能力配合。 

先介紹我身邊市政府的局處，第一位是都市發展局王副局長，再來是我們交通局、

社會局、捷運工程局、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以及教育局代表。再來我們介紹的是臺北市

公共住宅委員會也是中央大學的曾光宗教授。等一下我們身心障礙協會孫一信孫副祕

書長也會到場。那再來就是我們平常最認真的明義里仇里長。接下來是我們介紹非常

關心我們議員主任，第一位是我們簡舒培議員的吳主任，然後我們李慶元議員的徐主

任、阮昭雄議員主任、王欣儀議員主任以及李新議員的歐主任。 

我們今天的程序是先由業務單位進行業務報告說明，把目前的規劃跟大家詳盡說

明，接下來會請大家發表意見，我們再來一一回答，最後會請專家學者來提供意見。 

二、簡報：詳簡報資料 

陸、民眾發言(一)： 

一、陳○發先生 

大家好，大家住在這裡已經很久了，有的時候感覺要感謝蔣經國，讓社會進步了

很多，蔣經國他的想法是每個人民是要愛國愛民，不要是為了個人的自私，每一次選

舉選上了就不認識了，四年以後想說我要再選，再選看有沒有機會連任，他這個不是

愛國也不是愛中華民國。就只會講四年做得怎麼樣那又怎麼樣，不會真正的替人家想，

只要說我們大家、為了國家進步、為了社會，一定要說我們做任何事情替全兩千三百

萬人口去想，不是為了我們個人每一次選舉在想說我現在選了萬一我不會選上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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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有這種觀念，為了老百姓為了國家整個世界在想，不是說今天講說為了國家的經

濟才是重點。第二，我們現在住的地方要叫我們搬走，要先給我有機會，不用抽籤，

趕快有個安定的住的地方，抽籤不合情理，我是感覺做官員要有度量，要有蔣經國的

度量，會去設想人家每個人生活，每個人的習慣，這才是重點，謝謝。 

我是住在 46 巷 76 號 3 樓，我住的地方你去看你一定會暈，因為我一進來住的時

候我就很忍耐，有空你可以過來參觀。 

二、鄒○雄先生 

現在興建的公宅，是否都附傢俱，像是廚具冷氣熱水器等傢俱，是否是租戶自己

準備，另外是否浴缸收納櫃等傢俱可否依住戶需求，以選配的形式提供，還有一點無

障礙房型有幾戶，無障礙房型內部空間規劃為何?。 

我希望現在文明社會，居住的環境就是需要講究舒服，我相信每個家庭都是有那

些零零碎碎的東西，所以覺得客廳設置兩旁的收納櫃，收納櫃上面又可以坐人，還有

一點，浴缸我覺得也是很需要的，就算兩房的也要有浴缸設備，浴缸是我們泡澡的時

候人會很舒服，對不對?這是我最重要的兩項原則。因為我們現在所住的空間都不大，

有收納櫃這個也是非常的重要，我提供給官員們建議，收納櫃的上面可以坐人，等於

是椅子的利用，謝謝。 

三、劉○邑小姐 

各位大家好，我住 109 巷，因為目前我是沒有低收身分的，今年我們家是中低收，

我們大概明年一月份就會到期了，所以我想請問，聽說有研討到我們可以以一般身份

來優先登記，一般的公共住宅只能住六年，是不是公宅跟國宅沒有辦法同時登記?因為

公宅只有六年，六年之後我該怎麼辦，國宅我所知道是一等就要等十多年，所以是不

是瞭解一下能不能通融讓我們這個時候趕快去登記國宅，一方面等候國宅，一方面希

望能夠住進公宅，住滿六年，或許可以接得上去國宅的部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像我們有些家庭可能是一男一女，我所知道像公宅是不能

釘任何釘子，不能改變他空間的部分，我的想法是說，如果有一男一女，我們是不是

可以在室內做一個輕型的隔間?我們不會去破壞它本身主要的架構。第三個問題就是，

我上次開會的時候有提到說，這個大樓住進去之後，中間的部分是不是有一個公共的

空間可以讓住戶有一個交誼的空間。好，謝謝。 

柒、相關局處回應(一)： 

一、臺北市文山區公所于保雲副區長 

第一個問題是非身心障礙者可不可以登記公共住宅，不是低收入戶是不是可以申

請公共住宅?第二個問題是公宅跟國宅可不可以同時的來申請?第三個是室內可不可以

做不妨礙主架構跟破壞建物的情況下輕型隔間?第四個就是希望有一個住宅的交誼空間。

我們先就三位的問題來回答。 

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王副局長玉芬 

我想剛剛陳先生安置問題我們請社會局來回答。我先回答周先生的問題，您有提

問到公宅傢俱的部分，我們公宅會有設置三機：瓦斯爐、抽油煙機、熱水器這三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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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那櫃子的部分，廚物櫃的部分我們有廚房的櫥櫃、鞋櫃，還有衣櫃。這三種櫃子

我們都會統一來設置，就是說您搬進去的時候三機跟三種櫃子是有的，相關的衛浴設

備也都會提供。 

在無障礙房型的部分我們會設置到百分之五的比例，所有的設計都會符合無障礙

的相關規定，門檻等等這些都不會有，會符合我們身心障礙者的需求，那劉小姐您提

到的是公宅跟國宅可不可以同時申請？是可以的，為什麼可以，都是可以同時申請的，

只要你符合就可以排入抽籤，因為您是身心障礙的身份，在公宅的租期部分第一租期

六年結束後，續約可再加六年。 

室內設計輕隔間的部分，主要是因為我們搬出去之後我們後面還會有新的承租的

人，所以必須考慮到如果您增設的相關設施設備，您再搬出去之後是可以恢復原狀那

就可以，就是不要增設不能恢復原狀的設施，只要您搬走時可以回復原狀，我想這些

是可以比較自由的來做自己的需求規劃。 

在公共空間的部分，我們每個社區都會有社區的公共空間，就是供社區交誼、相

關的會議要開會的時候，都是可以來運用的空間，這些都是基本的，也就是後續都會

納入規劃。因為我們現在還在初步的規劃階段，後續如果設計比較成熟之後，我們會

再跟大家一起的討論，我們也會跟里長密切的聯繫，相關設計的部分也會跟議員來做

報告，以及跟里長溝通，最主要的是希望我們設計、興建出來的產品能夠符合大家的

需求。 

確實鄒先生您提的因為空間也不是很大，多功能複合型的傢俱我想我們後續在整

體的考量，那兩房型是不是可以設置浴缸，因為受限於坪型的關係，我想我們在設計

上面我們再看看有沒有這樣的空間，我想這個都是因為住戶的需要，也依照您剛剛講

的其實泡澡也是蠻健康的，對於任何人，尤其是現在的人生活壓力這麼大，我想我們

會在有限的空間裡面盡量來看看在設計上面或是有一部分的比例，來做整體的考量跟

調整。謝謝。 

二、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剛剛陳大哥您提到的現在住的屋況其實不好，希望之後可以不用抽籤就可以入住

到新的公共住宅的問題，據我了解，您現在住是二期的基地，其實在我們市場基地興

建完成後，您其實就是第一順位了，您的申請也是第一順位可以來做申請，所以抽籤

的部分可能是在後續您申請過了之後，要進行房型的選擇的時候再來做抽籤，所以據

我瞭解您現在已經是在第一順位的住戶。 

扒、民眾發言(二)： 

一、臺北市議會簡議員舒培 

市政府的所有代表、仇里長，還有我的同事阿芳姐、新哥，還有所有的好朋友大

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簡舒培。 

長期以來我對於興隆公宅一期一直都非常關心，所今天在二、三期在興建的時候，

我也希望提醒都發局，能夠記取一期不足的部分，其實里長已經很用心，我覺得應該

要讓里長先講，包含我跟里長曾經跟我們都發局的科長一起討論到的，因為我知道我

們這邊的公宅承租戶其實有很多身心障礙，或者是行動不方便的長者在使用，所以停

車地方的電動輪椅或是電動代步車的充電處，一期幾乎都是沒有設置，所以導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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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民眾都要開著電動車到房間裡面去充電，所以我覺得這部分還是要做設置。 

我覺得是在未來公宅的部分，尤其我們現在也在推動綠能，所以在停車的地方能

夠充電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一些身心障礙者機車的停車處，所以這個部分也提

醒給都發局。那另外還有過去在興隆一區公宅，我們的機車停車位的設置也過少，所

以導致周邊的機車在公宅開始使用的時候，找不到地方停的狀況，所以在二三期停車

位的規劃部分，可能也要把機車位設置足夠。第三個部分是自行車的部分，一區的部

分根本就沒有規劃自行車，但現在自行車是很多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我也希望在

我們停車的部分能把自行車也設置進去。 

第四個部分是到現在一區都還沒有改善的問題，也就是垃圾集中和廚餘集中處。

因為我們現在的公宅已經變成是一個集合式住宅，每一個人上、下班的時間都不一樣，

一區現在還是依賴環保局的清潔車來收垃圾，但很多人根本都沒有辦法配合，那這些

垃圾、廚餘要拿去哪裡丟?我們一般社區，都會設置一個垃圾集中倉、集中處，由管委

會統一來委託給清潔公司處理，但我們在一區的部分有規劃，規劃的量跟使用方式都

有不足之處，比如說我們有廚餘機，但就是一個示範，放在那邊，到現在都還沒有人

用，那個量在一區來講根本就不足，所以這個部分也請都發局一併納入思考。另外就

是一樣到現在一區也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我們公共空間的使用，我們現在在開會

的這個地方，如果居民有一些活動要辦的時候要借，要跟誰借？跟都發局借對不對？

我們要借這個場地要跑去跟都發局借，未來都發局可能會有二三十間的公宅，如果每

一個居民都跑去跟你們借公共空間來使用，你們不堪其擾，所以居民自決的部分，你

們要趕快處理，這個我已經呼籲你們呼籲了一年多，你們應該還是要有一個管委會，

管委會這個名字是屬於私人產權的名字，所以你們是不是有一個自治的委員會一起來

處理公宅的公共空間的問題?我覺得這是都發局要思考的部分，因為我參與一區的一些

設施改善，也很感謝科長跟都發局我們一起努力，那二三期在規劃的時候，我再一次

的跟你們提醒。 

還有一件事情，剛剛講到傢俱，之前我們在處理的時候，傢俱在每一個房型都配

置一樣的傢俱，對不對?但有對於身障朋友來講，有一些傢俱對他來講又過多，比如他

的電動輪椅推進去，可是有一個桌子、茶几放在那個地方，茶几對他來講根本沒有用，

但他不能不要茶几。所以我覺得，對於某一些特殊使用者，也許我們可以在傢俱的部

分，事先做一些調查，不要造成他們的困擾，這個我覺得也許是我們可以事先做的。

這些目前我所記得以及很多都是里長提醒的意見，還有一些大家居住的一些反映，里

長都有記起來，我們也是長期在做一些改善，我先做這樣子的發言，謝謝。 

 

二、臺北市議會厲耿議員桂芳 

謝謝我們區公所區長，也謝謝我們都發局各局處的官長，還有我們議會兩位很好

的同事，一個是剛剛說話的簡議員，表現得不錯，然後李新是資深前輩，最有經驗，

你們兩位好，還有我們的仇里長，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謝謝，我是阿芳姐。這個空間，我剛才問了里長，也只不過四十多坪而已不大，

我們使用了很久，也是以前在質詢的時候要求有這樣一個臨時的公共場所，它不是永

久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於二期、三期以及我們未來有一些願景，就是以前做的不夠

的地方，要讓居民大家一起集思廣益，能夠讓我們未來的興建者以及臺北市政府提出

更方便的一些設施，這才是讓我們生活品質以及居家的環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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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除了這個，另外就是我要求，因為是即便是在市政府蓋

了公宅之後，雖然收費很低，但還是有人連這樣租金我都沒有辦法負擔得了，所以我

要求臺北市政府保留一棟就是適當的，但是要讓它翻新，仍然搬出來再搬進去。我們

對安康，過去的安康現在的興隆，還有一棟能夠裡面的設施能夠翻新的，那樣的居住

環境，讓我們那些經濟上更弱勢的住戶可以做另外一個選擇，這個我們市政府也做到

了。我現在要跟大家報告的就是這個興隆一區，潤泰所建的這兩棟建築物還不錯，裡

頭很多便利的設施，我們知道未來針對興隆二期還有興隆三期，甚至目前正在興建的

興隆二區這個地方，這個二區恐怕已經規劃完成，有的地方很難改變，因為我們這個

坪數還是嫌少，要是每一個單位能夠加大一坪、一坪半，甚至兩坪，就高興的不得了，

因為我們吸納了這些存放置物櫃，放了幾床棉被，冬天的、夏天的、鞋子的、雨傘的，

這真的是不夠用，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夠未來空間的規劃，就不要都密密麻麻，都像

麻雀屋，我們稍微每一種都增加一坪到一坪半，甚至兩坪，這個是我個人的願望，我

們大家一起要求，議員一起支持，改變他們未來的規劃。 

第二個，我跟大家報告，人的視覺很奇怪，即便給我大一坪、兩坪這樣的設計，

若是特別的矮還是維持現在的高度，還是好擁擠。你在外面上班八小時回來還勉強接

受，如果是天天都鎖在這個鳥籠裡不行，所以我希望未來的設計空間高個五公分，或

是高個十公分，或是二十公分它當然不願意，因為整層樓它就會少掉一層，高度高一

點，視覺會讓你感覺稍微舒服一點，這是我個人的要求，這就是針對未來的設計。 

另外還有一個設計我覺得也已經很不錯了，但是就像簡議員也特別提到，這個垃

圾一定要有更先進的處理，因為越後來蓋的房子設計越現代化，我們要把現代化便利

的東西給大家，垃圾一定要有分類，我舉個例子，我是恰巧就住在忠順大院，我看到

人家的垃圾處理方式我們也可以做，空間根本就不必大，它是冷凍的，所以把你家的

垃圾一進門，門就自動開開，那這些現代的科技太容易了，然後那裏面很多裝垃圾，

你要丟的時候這裡頭有玻璃罐的櫃子，而且都是很乾淨的，然後裝玻璃的裝塑膠的保

麗龍，還有廚餘的，廚餘它也叫你綁袋子，綁一個袋子乾乾淨淨手不會碰，丟進去，

然後你的垃圾大家都需要嘛，就丟進去，然後那個門就方方的門，比方說門是從頭到

尾，它的門就是身體一半，就憑你的溫度，自動的開就丟進去，當你走的時候洗水台

也是自動手一伸去水就出來，就是這樣，我覺得這些東西空間小不用大，他總共才五

六坪，整棟大樓的所有的垃圾就給你這樣處理，那所謂的冷凍也不是冷凍像冰塊一樣，

反正就是很冷，有相當的程度，這方面的設計會造福我們這邊環境的乾淨，還有大家

生活品質的提升，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非常贊成這個二期三期，你這一個地方它是一個單元，不是說潤泰蓋這兩棟，

下一次投標招標又是另外一家，每一家蓋的品質不一樣，潤泰的還算非常有良心，他

是抱著慈善的心態做，大家發現怎麼會比一般民宅還好，我希望這整個的公共空間，

第一要有我們區民的活動中心，這個是我做議員都快二十年，從以前十幾年開始跟這

個老里長一起開始，為什麼要改建我們的安康，這個安康平宅就是品質之外太簡陋了，

已經都老舊，第二個原因，重要的原因就是區民活動中心，這也是我們仇里長一直努

力要求希望臺北市政府重視我們的人口結構，我們的人口結構，等全部整個興隆公宅

整個大區域若干年後蓋好之後，我們的人口會暴增到五千，到六千甚至七千，我請問

這樣的人口為什麼不值得市府現在規劃任何一棟大樓必須要讓我們有公共空間，至少

兩百坪做為區民活動中心，兩百坪還不夠，我們里長的理想是四百坪，四百坪的區民

活動中心，這也是我們的訴求，然後要跟大家報告，我現在擔心就是潤泰蓋潤泰的，

另外一家蓋另外一家，第二、三期又去招標又換一個，只管自己眼前的，這整個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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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要和諧協調、棟距還有它整個外觀，都要有品味，一樣要有美感，還有過去我要求

容積率高，這就是我有一個提案讓它長的高，但是地面的空間要大，所以我覺得要有

花園、要有地面的廣場，我們以前即便生活再苦我們還擁有自己的廣場，這個廣場不

是蹲在屋子裡，而是下來曬曬太陽吹吹風，讓孩子嬉戲，有個大家說話共的地方，我

覺得要把它變成整個都是花園，看花就到處走，而且這個人行步道一體設計，要把它

變漂亮，這是我們臺北市政府的工作，不能說是潤泰蓋潤泰的，蓋完了掰掰，的確沒

有標到下面一個，那下面一個再換一家，各蓋各的就忽略整體的花園，什麼地方要綠

美化，讓我們的孩子還有老人家銀髮族在這裡散步、遊玩，既安全又開心，然後屋子

隔間太小也可以下來透透氣，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最後我再一次呼籲要規劃無障礙空間，這已經開始變成人權了，整個大社區對老

人家對年輕的孩子、小朋友都是要無障礙空間，因為我們的經濟越是弱勢，我們的身

心障礙者特別需要，所以我們希望臺北市政府拿我們的安康平宅變成興隆公宅以後，

變成一個模範，我們所有的好朋友跟我們的仇里長，共同呼籲臺北市政府在未來的規

劃還有改善的空間，我是要求那個空間高個兩公分，然後每一個單位多個一坪、一坪

半，還有那個置物櫃也讓他有更好的一個變換，要不然太多的東西了。今天我講的到

這裡，就祝福大家健康快樂，我愛你們，我也愛仇里長，更愛市府的官員，大家一起

來，好不好！謝謝。 

三、臺北市議會李議員新 

第一件事情，今天的主席怎麼找區公所來，照理講還是要都發局、社會局，你們

不要再轉手了，你們兩個單位一直是主政單位。老社區陪了六七年、七八年，現在第

一區出來了，第一區住進來的問題我想前面幾位議員都提到，可以改善的問題現在在

二、三期，包括二區應該馬上改善。第二點，剛剛議員也提到了我們強烈要求，像剛

才垃圾廚餘大家應該記得我們曾經還有參加過，郝市長去訪問香港、訪問新加坡，他

們的公宅垃圾廚餘的方式完全現代化，我們這裡不叫做國宅，我們這裡叫做公共住宅，

是臺北市最新的公共住宅，當然要做為臺北市的典範，像這些設備，不應該因為我們

有一些相對弱勢的朋友，必須要讓它降低租金，所以該有的設備沒有，這是代表臺北

市的態度，這個我們強烈要求，你們曾經去過的，我也剛去過，那些現代化的垃圾處

理方式，公宅的朋友們就應該讓他們配有這些設備，不應該到現在還有議員再提出這

個要求。 

第二個關於停車場的設置，因為涉及到周邊里也希望有一些停車的空間，這一部

分我建議二區到二、三期應該同時解決，這裡頭外區進來停車、鄰里來停車，跟我們

住戶停車之間，我建議還是稍微要有點區分也不要衝突，因為這裡不只是我們原來安

康的朋友們，還有七成的外來停車需求。我們希望在這樣的住宅裏頭，現代化的住宅

該有的設備都應該具備，不應該因為是公宅，而有些省略，這是第二點停車的空間的

部分，請你們務必考量。第三，我來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希望替我們原來安康平宅的朋

友們，這麼多年來在租金上面來說他們確實是計較的，因為大家講的很好，它說我們

寧可住現在的狗窩也不需要住金窩銀窩，因為我們一個月兩百塊的清潔費可以解決，

但是你們再怎麼降低租金，降下來還是要兩千左右，對他們來說還是很辛苦，所以旁

邊已經留下了一些結構安全沒有問題的作為中繼宅的部分我希望你們能夠好好執行，

將來住戶如果沒有能力選擇住進二區、二期、三期的新房子，至少他們不要離開本地，

都更的精神也是如此，你蓋成新房子結果原來的住戶因為住不起，結果被逐出了，中

繼宅的部分希望你們有更清楚的說明，讓我們現在一些還沒有搬進來的住戶、沒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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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擇的住戶，知道他們將來有什麼樣的選擇權，請你們一定要盡快的把它確定，包

括你們要怎麼改善，剛才議員提到了升降梯、高齡化的問題，友善空間，尤其我們很

多朋友畢竟是年紀大了身體上不方便，這個部分將來是在類中繼宅的部分能夠把它解

決，這個是第三點。 

我自己現在期望的就是還有沒有可能的空間，讓這些朋友們還是不需要去住所謂

的類中繼宅，還是可以在這裡，我上次也是有講照標準來說大概全部逐出去了，那麼

現在都發局是主政單位，但是社會局應該是用補貼的方式，我想議員會支持的，這個

還是請你們多思考，因為這個房子蓋起來之後很多的朋友們老是說望屋興嘆，確實很

想，確實比它現在住的好太多了，就剛剛講的金窩銀窩，可是這個金額負擔對他們來

說還是狗窩付不起的負擔，這一部分還是要再一次拜託，我想議員里長都會支持，希

望你們考量，我們用社會福利補貼的方式補貼主政單位，都發局他要用成本標準計算

方式，這也是請你們要來思考，這是我們非常關心的，那其我就不談了，因為剛剛講

到里辦公室的區民活動中心等等，我看你們已經有寫了，我們阿芳姐講兩百坪，可是

里辦寫四百坪，我當然也知道一個區公所，除非像樟新里設計也有一些調整，它確實

一個里區活動中心，政府來講大概很難負擔，這個可以來討論，包括像現在的每一棟

單元的住宅，它本身就應該要有一些公共空間，這個請各位也要幫忙，區民活動中心

是我們里的公共空間，可是每一棟的公共空間也需要，其他我想不要多說，我想現在

慶元也來了，對我來說我很高興各位朋友又來了，表示說還有一些期望沒有達到，那

待會我們有問題直接問，主辦單位都在這裡，各位也不要客氣，其他細節部分像什麼

wifi網路的部分，慢慢你們可以來提，我就謝謝各位，我也交棒給慶元。 

四、臺北市議會李議員慶元 

我們各位市府單位的代表，還有我們的曾委員，以及在場我們各位議員、各位辦

公室主任，還有關心這個議題的所有好朋友，我相信大家都是住在這裡或是住在附近

的好朋友，我是市議員李慶元，關於這個議題大家可能覺得很快就會發生，其實依我

所知，第二期，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的 E 基地跟 A 基地大概我們要到後面才會動工，我

們今天開了，明年就動工了，後年動工一動就兩三年，所以這是第一點；第二個，三

期的基地是 FHI，什麼時候動工不知道，因為這邊是分批動工，否則的話我們原來的

住戶就可能沒處可去，不過今年 106 年第一期第二區也就是原來安康市場停車場一完

工以後，可能會非常大幅度的優先讓這邊的人趕快搬過去，搬過去的話才有助於我們

二三期來加緊動工，因為這是純粹要顧慮到我們現有住戶的權益，時間慢一點，否則

這個全拆掉一次解決最快，所以這個可能我們社區的住戶要體諒，這第一點。 

第二個，我覺得這地方未來會多達 4 千戶以上的公宅，原來我們安康平宅大概

1020 戶的樣子，它會變成 4 千戶，這是我們曾委員參加所有公宅設計裡面，相對最平

和的，因為這個地方改公宅是把地方改造的更好，所以反對音量就少了，這是最主要

的原因。我認為公宅會引起這麼大的反彈，安康平宅改造為公宅，是我們都發局政府

最好的機會，剛剛李議員講過變成模範公宅社區，做出來以後臺北市民觀念自然會改

變，之所以現在到處公宅都反對，我幾乎沒看到一個社區大家對公宅沒有意見的，像

考試院試院路那邊幾乎沒有一個贊成，全力反對，因為大家對於過去社會住宅的刻板

印象實在是不好，就政府蓋的也不好管理也不好，那當然大家很怕，怕變成我們過去

的公宅，所以我們第一期的基地，第一區的公宅蓋出來以後，確確實實給大家有很大

觀念的改變，所以我希望這樣良好的傳統我們延續。 

再來我們提示幾個具體的建議，第一個社區保母跟幼托整個服務一定要在這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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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起來，這個社區絕對需要；第二個老人長照、日托服務，我知道你們有安排，可是

量是不夠的，希望我們未來二三期去考量到不是只有這個社區需要，包括非屬公宅社

區，對於老人長照跟老人日托的需求性都很高，因為未來我們捷運站就在我們基地的

旁邊，木柵路路邊，未來捷運站在那裏，老人日托在這裡，下班以後再把老人帶回家，

所以這個地方老人日托很重要，希望各位能評估到未來的趨勢。 

再過來身障服務設施，剛剛厲耿議員講過，身障很重要，但不只是身障設施，身

障的服務設施也很重要，我們這邊的身障需求絕對比任何社區還高，且比例極為高，

各位看看我們現在現場身障比例有多高，就可以大概推估未來會有相當大的比例，我

們這個社區跟別的公宅社區比較不一樣，因為要安置到安康平宅，所以低收入戶以及

特殊戶的比例相對比較高，我記得是 40%，60%是一般戶，我記得是這樣，但是其他的

公宅低收戶跟特殊戶沒有 40%，我印象中好像到 30%左右，比較低一點，那既然達到

40%，就表示我們身障者的比例也會很高，老人比例也很高。 

再過來民眾活動中心需求性一定會有，這個附近周遭並沒有我們的區民活動中心，

里長都知道，缺乏民眾活動中心，也就是區民活動中心，我們現在在辛亥加油站對面

的憲兵營區已經確定要改為不蓋公宅，要做所謂的民眾活動中心，我相信我們這邊的

需求一定很高，希望這方面能夠落實到我們社區方面的需求。再來，我們未來這邊的

停車需求也會很緊張，各位不要以為說我們這邊是公宅，停車需求不是很高，事實上

這邊停車需求非常的高，因為我們這個地方目前看不到任何公有或是收費停車場，好

不容易現在準備明年完工的第二區，地下停車場因為把一個平面停車場廢掉，所以我

當時跟市政府講你廢掉一個平面停車場，地下要給我長出來，所以那個地方才會設置

公有收費停車場，可是車輛數並不足，所以我們希望其他的公宅能夠考量到對外有收

費的機制，而不是只有我公宅自己的需求，這方面希望能夠考量，如果經費不足的話，

結合我們停管處，停管處就可以來設置，希望停管處能夠來參建。最後就是我們的低

收戶，坦白說，剛剛李新議員講過，從兩百塊、五百塊一下要跳到多少，它是逐年提

高，你剛搬進去的時候可能給你打 2 折，可是對不起明年變 3 折、後年變 4 折，那你

變 4 折的話如果 1,5000 變 4 折 6,000，6,000 塊，我現在這個窩是 500 塊，可是我以

後變成 6,000 塊 1 個月，我們的低收戶實質上能不能承擔我覺得是我們社會局可能要

去考量的，那在這裡也謝謝大家，感謝大家也在這裡這麼用心幫我們，謝謝。 

五、臺北市文山區明義里仇里長世屏 

市府的官員、各位議員，以及在座我們明義里的里民大家好，大家晚安!里辦公處

在這邊提供幾個建議，第一個，剛剛我們議員也幫我們社區來說話，來徵求區民活動

中心的空間，在這邊提供一個意見，給我們的承辦單位，第二個是我們現在公宅，以

一區來講剛剛簡議員也非常熟悉，這裡很多身障人士當時都沒有充電的地方，後來勉

強在我們公宅一區的外面規劃了一個讓它們充電處，可是這樣的考量對我們在座明義

里的里民真的是不對的，未來二三期的規劃一定要有我們身障人士的電動輪椅以及電

動代步車，以及未來現在政府都在推節能減碳，以及電動機車的停放充電處，這個應

該要納入規劃設計，讓未來我們有需求的民眾有使用的地方。 

另外提供建議，我們都住在公共住宅，那現在是屬於智慧型的網路時代，如果可

以的話希望都發局在興建公宅的每一戶都配置智慧型的網路，讓大家因為一條網路有

個 1T、2T 等等的一個網路速度的話，我相信是絕對夠大家住戶來使用，你只要不是上

網打 game、打電玩的話，應該這樣的網路速度絕對可以提供滿足我們民眾的需求，這

樣的話民眾就可以少付一些電信費用，減輕一些個人的負擔，我希望這個都發局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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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設計。 

另外有關於停車場的部分，一區真的機車停車位是不足的，現在大家若說走出去

外面看，現在馬路上停的都滿滿的機車，那些都是我們一區住戶的車，因為裡面的停

車位已經停滿了，他沒得停了，怎麼辦呢?都違規停在外面馬路，我到底要請警察局來

開單還是不開單好呢?真的是對里長是很難，因為木柵派出所也來講，里長你們這裡這

樣車停的亂七八糟，要怎麼辦，我來開單好嗎?我說不好，這開了都是我的里民，開了

都是你們要被付錢的，所以在市府還沒有針對機車能滿足里民的需求的狀況下，這一

塊未來的公宅的興建停車場的位子需求一定要夠。 

有關於停車場的規劃空間，像我們的一期停車空間是現在已經有爭取，讓我們附

近的里民來停車，但是這整個的規劃承租跟管理，好像跟我們停管處的部分是有點落

差，像他現在這邊的進出居然讓民眾遙控把閘門打開，車子開出去了理論上那個閘門

應該要自動關閉，可是不是的，住戶還要自己回頭，車子開出去還要回個頭按遙控器

把閘門關起來，這樣的設計好像是不對的、落伍了，這應該有個全自動設計方式，現

在這樣反而造成民眾要進來也好、出去也好，造成他的困擾，可能駕駛上會有危險，

以及假設住戶現在聽說很多開了就出去就不關，我為了我自己的自身安全他不關，可

是不關他造成我們居住在這裡住戶的安全問題，因為閘門沒有關外車就直接進來，雖

然我們有中控室、有監控攝影機，可是你沒辦法立即判定這個人到底是不是我們的住

戶，所以這個設計請都發局要考量進去。對於承租的部分除了要優先滿足我們所在的

住戶停車位子外，我們周遭的里民，像我們明義里、明新里，樟林里、木柵里等等的，

附近的住戶都有停車需求也要能滿足我們這邊的承租需求，當然希望說以後這邊的管

理能委由我們停管處統一來整個來規劃，這樣的話也許是更合適這裡的停車模式。 

另外我要替我們的里民來爭取我們的租金，我們現在的安康平宅兩百塊租金，漲

到現在已經有人續約都漲到 1,500 塊了，未來居住在公宅就有可能兩折、三折、四折

等等的部分，我極力的要求未來公宅的租金，再怎麼樣也不能比我們現在的一區這邊

的租金還要高，我們一區這邊的租金已經有配附家具，但是未來二三期我們市府不能

說地價房租地價漲高了，我的興建的成本漲高了，就要把這些的價金加在我們里民的

身上，這樣是不對的，所以請議員這邊多多幫忙，幫我們里民爭取最好的租金福利以

及租期的部分，謝謝各位。 

六、李○亭小姐 

我想請問就是現在市場基地在蓋的，這棟(一區)木柵路二段二巷你們拆的時候叫

這邊居民搬走，會讓優先住在這邊的住進去，後來發生了很多情況，反正我們是沒有

先住進來的，其實你們也都在當時開了三次調解會，也都知道其實中間有疏失，最後

一次調解會公文來的時候，說會納入考量，說現在蓋的市場基地，因為原本的木已成

舟，沒有辦法再更動了，說什麼爛理由要抽籤什麼的，所以在我講接下來的事情之前

我想先請問，市場基地蓋好以後，木柵路二段二巷的原住戶會優先入住不用抽籤嗎？

因為好像原住戶剛剛講 150 戶的話應該沒有超過，所以是不用抽籤？那時候最後一次

知道的情況是，要申請然後符合資格低收入戶又是住在安康社區，原住戶是住在二段

二巷的只有八戶。 

所以第一順位如果申請不超過需要抽籤嗎？我最後想再講一下，剛剛很多議員發

表了很多我覺得很有遠見、很關心居民的意見，那時候發生這件事情你們都知道住在

這邊的就是老弱殘窮，他們有狀況，真的知道自己的權益，但是就算知道他們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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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去爭取，所以真的有狀況發生的時候，如果那時候沒有我們這兩個人，到處去一

巷一巷、一戶一戶、一間一間問說誰是二段二巷的居民，結果有一個議員，第一個調

解會的議員辦公室主任打來說木已成舟，叫我們不要到處去詢問，所以我想要講的是，

如果你們真的關心這邊的人，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你們沒有盡力去幫助我們，所以我

想要謝謝李慶元議員，他那時候很努力的幫我們開了調解會，即使他沒有辦法改變什

麼，但是我們知道他願意幫助我們，當時的狀況是什麼，你知道安康社區的問題是什

麼嗎，叫做貧窮世襲，你是真的想改善這裡的問題嗎，大家是真的想改善這裡的問題

嗎?我一個一個文山大安區的議員發，叫我寫什麼陳情書，有人理我們嗎?在抽籤的時

候我帶著陳情書跟臺北市社會局說要的白紙黑字，小聲地詢問社工說我東西帶來了可

以詢問一下嗎?有個在我面前跟我說話的人說那裏有便衣，他如果怎麼樣的話你把他帶

走，我才剛發言小小聲的說話，在我面前叫便衣把我帶走，我有做錯什麼事嗎?為什麼

我要去求李慶元，只有選舉的時候大家才關心這種事，貧窮世襲有多可怕，安康社區

如果沒有要蓋公宅，這裡一輩子都是這樣，沒有人會去改善。 

七、劉○邑小姐 

剛才李議員有說，捷運站預設在那邊，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可

以完工?我想要瞭解一下明確的時間。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大家都在講活動中心，但是

我更關心的比如工作坊，或我們這邊身心障礙者非常的多，像剛才講的托老、托嬰部

份是不是有一個訓練的部份。然後店面招租的時候是不是可以納入社區居民多一個機

會，是不是也可以去申請承租，還有就是提供做庇護所。第三點就是瓦斯爐的部份，

我所知道這邊新大樓曾經有電磁爐太過新，可能老人家不是很清楚爆炸的事，所以是

不是在瓦斯爐這個部份做一點考量，不要那麼複雜，為大樓的安全著想。 

八、褚○玲小姐 

議員、長官，各位鄰居大家好，我是住在 109 巷，很感謝各位所提的意見。但是，

我還是有我們住戶的心聲，今天我們也想住房子大一點、空間大一點，但是，都發局

在考量上還是要考慮到，如果可以蓋 1000 戶，可是蓋了停車場就變成 500 戶，那我想

就會少 500 人可以住，這是我們的心聲，因為對我來講是寧願有得住，我不在乎它大

小，這個是最重要的，因為有很多人他可能因為要房子住，可是家裡有人像前面的這

一個媽媽，他兒子突然死掉了、現在她老公中風，所以有可能她現在住兩房，所以你

再來要她搬，我覺得我們住在安康社區裡面經常碰到這樣的問題，然後在房子設計時，

你們要考量到這房子不是自有，6 年之後住戶可能要搬，每個人的需求不太一樣，居

家基本上沒有的東西你要給他，比如說你們現在蓋好的一區，我有去看浴室，浴室就

一個拉簾，可是其實那個拉簾你為什麼不做分離式的?那個 shower 的時候水還是在地

面上流，會很濕滑，因為這邊都是老弱婦女，如果有人有嬰兒要洗的話，他上廁所是

會滑的，人跟那個面是有點高度，不然稍微不通的話水是會流到客廳的，因為我們住

在安康社區裡面碰到的，像你們現在比如弄個很漂亮的花園屋頂，可是如果住在最頂

樓的，再幾年他們家也會漏水，這個是我們住的一個經驗。再來一點，你們在套房面

對面的大門，你們設計的是互相對通的，所以套房一打開的話，如果裡面的住戶沒有

穿衣服我這家是可以看得到的，他沒有隱私。比如說摩拖車或者是腳踏車你們可能要

做一個遮雨棚，讓住戶在住的方面，可能可以設計洗衣機、還有一個烘乾機，一樣投

幣的，應該可以這樣設計，謝謝。 

九、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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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大家好，不好意思我有兩點意見。第一點就是社會局說為了安全起見，把我

們上面的鐵棚全部拆光，事先有講過大家極力反對，可是他還是拆，拆了之後現在一

下雨，下面全部滑，我們這邊都是一些老弱，走都不敢走出來，跟議員已經開過一次

協調會了，現在變成要到 107 年才能再加，你今天拆下來要弄上去嘛!你要給我們一個

方法，你現在一下雨兩邊全部進水，雨全部打進來，整個樓梯從 4 樓到 1 樓全部都是

水，曬衣服也不能曬，一下雨大家路都不能走，現在外面做止滑，開玩笑已經有住戶

摔了被打到了，出人命之後要怎麼辦？要用國賠嗎?這個非常傷腦筋，一拆就全部拆光，

這是第一點你看怎麼善後，因為回答要到 107 年編了預算再去加蓋。第二點就是剛才

各個議員都有提到的租金的問題，這個是最頭痛的問題，議員通通在這邊所以我要懇

求議員朋友，能夠再幫我們開一個公聽會，能夠把租金再降下來，我們安康平宅這邊

講實話真的負擔不起這個租金，你說什麼打 2 折、3 折、4 折，還是租不起，就像議員

講的我們難道不想住新房子嗎?沒有辦法，這是第一個困擾，第二個困擾，當初講租期

12 年以後還可以再延，現在不知道怎麼樣，我們住在這邊的人最擔心的兩個問題，一

個租金一個租期，這兩個希望再開一次會給我們明確的答覆，謝謝。 

租期的部份當時已經有一些共識，安康平宅的住戶是有專案可以考量的，因為有

提到將來量的部份，另外共識的原因是因為安康平宅當時我們就開玩笑的說安康平宅

我就帶著他們抗議反對改建，因為對他們來講是被除出，所以我們的規定是 12 年，但

對安康平宅來說那時候還有需求可以有一些專案來處理，那這點你們可以具體一點，

因為量也很少。 

 

玖、相關局處回應(二)： 

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李小姐您好，我想那時候在經過幾個議員的協調，我們已經確定這個部分會排入

第一順位，就是跟我們現在二期的 A 區，就是第一個順位來申請 150 幾戶，如果有超

過就要抽。因為還有 A、E 跟 B、C，大概數量是差不多的，就是一百多戶。二段二巷

跟目前在第二期基地的部分，到時候是市場基地的第一順位，所以您提到的有關您是

二段二巷的這個部分就是第一順位。 

剛剛劉小姐您有詢問到身心障礙者的一些相關設施，跟您報告一下我們在快要完

工的這個市場基地，其實它有設置身障的福利機構，另外也會有社區作業所、團體家

庭，這個部份大概目前規劃都已經確定會設置，店面招租這個部份，要等完工後以及

都發局這邊店面的狀況是不是可以這樣處理，我想我們也會來爭取結合弱勢家庭做創

業或就業的銜接，謝謝。 

跟楊大哥報告，安康原來的防水在早期加蓋的時候是用加蓋屋頂的方式，後來在

法令上已經被認定為違建，另外一個部份是上次蘇迪勒風災時，平宅有幾個部份的屋

頂被吹掀，往下砸也是砸損了一些車子，也還好那時沒有人受傷，在後來又有一個颱

風還是有一些屋頂被吹掀，所以我們是在做了一些評估後，覺得屋頂已經不是安全跟

可以防水了，因此屋頂的部份是勢必得拆，我們採取的工法是用塗防水層，這次會有

一些漏水的情形主要是在施工的中間也就是剛好在過渡期間下了雨，造成住戶的不方

便，我想還是要跟大家抱歉，因為我想我們也是請廠商挨家挨戶的說明，也有請社工

在每次要下雨前或是一下雨就要及時跟住戶說明目前的狀況。剛剛您也提到說因為遮

雨的東西拿掉之後導致有潑雨進來、路滑的情況，我們最近也趕快加裝了止滑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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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些提醒的標語提醒大家今天下雨，經過這裡我們除了加止滑條也希望大家步伐

要放慢要小心，因為您剛剛講到以後會再建回來，其實不是會再蓋回來，是未來我們

有可能會在天井的部份做一個增建，但我們也跟建管單位開過協調會，因為算增建，

又要再申請建照，所以其實在經費跟改善期程上不可能今年立刻馬上去處理，所以這

個部份是需要有一些時間來做處理，不過您剛剛提到屋頂不可能再蓋回來了，這個要

特別跟您做說明。 

有關於租金的部份，我想剛剛有幾位議員在現場也給了我們一些建議，里長這邊

也有提出，我想社會局之後在租金的規劃一定是會再跟都發局研議，我想有了第一區

的經驗，我們一定會在規劃過程中，之前遇上的問題希望下一次不要再發生，也希望

這個部份能夠順遂所有住戶能夠順利搬遷到公共住宅來住，租金的規劃我們會照著第

一期第一區這樣一個思考方向做檢討跟評估，後續當然也會跟住戶朋友來做一個說明，

目前跟您報告到這裡。 

二、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區長，各位里民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捷運工程局綜合規劃科科長黃亞誠，我想各

位其實很關心這條環狀第二階段，當然在大家殷切的盼望之下，市府捷運工程局這邊

綜合規劃科前期規劃已經完成了，而且也已經簽報到市府了，近期內就要召開雙副市

長的會議，因為按照中央的規定，這條南環段涉及到臺北市跟新北市的部份，所以一

定要兩市的府級層級的確認會議，我們已經在排定時間了，現在正在跟新北市的副市

長確認時間，因為臺北市是已經確認了，我們也是在議會的要求之下，希望努力達到

在這議會期就能夠完成雙副市長會議，在今年至少六月之前，要報告交通預算至行政

院提報，如果中央核定的話，按照目前的經驗，大概九年半可以完工，這九年半要做

些什麼事情呢?因為中央核定之後要編預算，同步要進行都市計畫變更用地取得，用地

取得部份，時間內也會設計，設計完成之後，才可以進行施工。所以按照我們目前的

經驗，大概九年半能夠完工。當然今天看到在環狀來講，這塊基地其實也蠻得天獨厚

的，有兩個車站，一個靠近興隆路、一個靠近辛亥路，兩個車站都在這個地方，先做

目前最新狀況的說明，謝謝。 

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延續剛剛社會局同仁提到店面招租的問題，我想我們會跟社會局一起來設計機制，

針對這個社區本身條件跟需求，我想可以來考量。在瓦斯爐的部份，我們一般是有隔

間的廚房會設瓦斯爐，電磁爐一般是在一房開放式廚房會設置，假設要設瓦斯爐的話，

要三房隔間的廚房。因為一房的套房其實坪數不大，如果再隔一個廚房的話，我們可

以使用的空間就會比較小，我想您的意見也非常寶貴，我們看看能不能有一個折衷的

方式來處理，或是我們看看有沒有更簡單的、更安全的廚具，因為現在其實各樣廚具

很多，我想我們會看看能不能找到解決的方式，謝謝您提供的意見，謝謝。 

褚小姐您剛剛提到寧願再更多的戶數，不希望增加停車場。我跟您說明，我們依

據現在的法令大樓停車場是不計入容積，所以它並不影響到上面的戶數，我瞭解您的

意思，就是您覺得住的需求更重要，但我想因為停車場是不計入容積的，所以我想這

方面兩個部份都可以兼顧，剛剛各位議員跟里長也都跟我們表達停車的需求，我想這

個我們會重新跟交通局做一個討論，做一個適切的設計，符合大家的需求。在基本配

備的部份，剛剛您提到浴簾的部份，我想我們現在所做的設計全部都是單身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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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會有您剛剛說的這些問題，您提到的雨遮洗衣等，我們這次設計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會用一般住戶的需求，讓住戶更方便的設計，來符合大家生活上面的需要。 

楊大哥提到租期的部份，我們現在租期是 12 年，那為什麼會訂 12 年，因為不管

是國宅還是公宅的數量都不足，需求非常的高，所以我們有一個租期的限制，未來的

這幾年我們的量會非常多，因位發展局在這幾年逐步的規劃興建完成，量會累積越來

越多，當累積到一定的數量、需求這麼強烈的時候，提供的量比較足夠的時候，我們

未來這幾年應該是很有機會來延長租期，因為量增加、需求性不是這麼強烈的時候，

租期可以放寬，這是一定會來檢討的。 

拾壹、專家學者意見： 

一、孫一信副秘書長 

各位議員、我們親愛的市民好，因為各位比我更瞭解這裡的現況，很感動的就是

在推社會住宅七八年的時間，可以在興隆開花結果，特別這裡是臺北市政府費盡心思，

也請了荷蘭的學者、民間的團體在這邊有非常多的互動，討論出這樣的一個方案，對

全國各縣市來講都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示範作用，我想各位最近一定看到很多縣市政

府來參觀。 

我簡單講幾個點，第一個是剛才有一位民眾提到中低收入的部份，中低收入在

106 年 1 月 11 日就是兩個月前的住宅法修法，在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本來只有低收，

現在已經把中低加進去了，大家不用擔心，還是具有經濟社會弱勢的身分，現在已經

被納進去。第二個就是關於我們租金設算的部份，確實大家都非常在意這件事情，本

來只有管理費現在變成租金，這其實在民間團體也有非常多的討論，一直跟住戶也有

做一些溝通，事實上臺北市現在已經率先全國縣市在社會住宅租金不是一口價，本來

是 8 折、後來是低收部份是 4 折，現在還有第一年 2 折、第二年 3 折，這樣一個逐步

提升的規定，這樣的一個設計其實也在回應一個狀況，就是現在是有一個租期的限制，

在租期之後可能不是安康的人進來住，可能是安康的其他人進來住的一個情況之下，

必須要有一些公平性的考量，但是剛才李議員有提到專案的部份我覺得可以考慮，在

設算一些真正付不起房租的情況以專案來協助，我想社會局這邊做的很令人欽佩的地

方就是除了物業管理公司之外，我們對於弱勢的部份都有一些社工在進行協助，有委

託團體在逐步關心的動作，我想這個部份如果真的付不出來，其實有一些社會資源可

以來挹注。另外一點就是，我們現在市政府除了社宅、公宅的推動之外，另外也在租

金補貼上做了很大幅度的改革，租金補貼本來在整體住宅方案也是一口價 4000 塊，現

在臺北市政府已經在研議分成不同的經濟狀況、不同的戶數、不同的坪數來做一個九

宮格，最高可以補到 9000 塊的規範，未來如果我們社宅、公宅的量多了，在市場上的

公益出租人也多了起來，然後整個租金補貼也到位了，事實上將來就可以整體的來解

決問題。 

其實我真的期待整個一期二期包括一區二區整體規劃興辦出來之後，會變成融合、

混居、弱勢得到照顧、住的品質又非常好的示範公宅，我們其實已經逐步在實踐當中，

這真的是非常令人欽佩的地方。特別感謝各位議員 ，因為我其實參與了很多像明倫國

小、廣慈博愛園區，今天其實壓力最小，因為這裡已經談到居住層面的議題，在其他

基的還在談論交通擁擠、弱勢戶不應該住進來、不要有老人，但我們這邊好像都很期

待要有老人的照顧或身障的照顧機構 ，這跟我們的原本的期待比較接近，我們長期在

推動這樣的服務，也希望所有的住戶，我本來以為來得人會很少，可能大家都會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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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五月天，很感動大家能夠撥空繼續參與公共的討論，自己的社區自己參與討論，才

會得到大家最好的生活環境，謝謝大家。 

二、曾光宗教授 

各位鄉親、里長，還有在座的簡議員、李議員還有後面的議員、市府夥伴，大家

晚安。今天非常高興來參加這樣的一個說明會，今天的說明會等於是臺北市第二批公

宅的第一場說明會，在前一批公宅的興建過程當中，這個基地已經辦過非常多次的說

明會，今天的算是這邊的第一場。第一階段的說明會裡面我個人參加過非常多場，從

北投開始到南邊木柵、南港再到西邊的萬華，幾乎都已經參加過，我個人的第一點也

是呼應剛剛孫老師所提到的，之前的說明會時都在討論公共住宅要不要蓋在這邊，然

後公共住宅它到底是什麼，其實都在提出問題，我個人覺得今天討論的議題充份反映

了一個事實，就是公共住宅興建對於生活品質的提升是有幫助的，這樣的現象總覺得

可以從今天討論過程當中可以被看到，因為剛剛非常多的議員所提到的現代化的設備

像 wifi、或是乾濕分離等等的這些想像，都是我們對美好生活的一種需求，剛剛在討

論裡面非常多的鄉親也提出這樣的需求，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表示我們

會逐漸改變，這是第一點我覺得非常有象徵意義。 

第二點我要表達的是，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已經有 272 戶完成，而且已經住進來

了，在臺灣是難得的，所謂的難得是什麼呢?就我們想著臺灣在推動公共住宅還有社會

住宅可能是五六年前開始，但開始有完工、開始使用的，我們這邊算是走在蠻前面的。

我個人因為專長的關係，桃園市的公共住宅、臺中市的公共住宅，或多或少都有參與

到，在臺北市公共住宅是走得最快的，裡面安康社區又走得更快，所以我覺得我們興

隆一區，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確實是可以成為我們之後做得更好的重要參考，

特別是已經在使用了，剛剛我跟市府管理公宅的王科長在聊，其實王科長的經驗應該

也是全臺灣非常難得的經驗，因為他擁有了所有管理的一些案例，應該碰到的他都碰

到了，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在剛剛議員所講的第一區出現的問題，不能在

第二期、第三期再出現，但不再出現他需要有方法，所以我個人是建議都發局這邊，

其實可以藉由現在累積的經驗，可以透過一個類似叫使用後評估，我們專業術語叫使

用後評估簡稱叫 POE 的方法，把一些問題彙整出來，問題彙整出來之後，第二期在做

設計的時候，它絕對會變成設計準則，絕對要避免掉，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做，而且

是已經有一些還不錯的經驗，這個是針對我們現在看到的還蠻好的基礎，避免第二期

第三期的問題再發生。 

第三點我這邊想要提出來的就是，公共住宅它一定會需要有在地性，就是北投的

民眾、萬華的民眾、南港的民眾、信義區的民眾，他們對公共住宅的需求有點不一樣，

其實在安康這邊在地性很明顯，最直接的就是剛剛有聽到的非常多的電動車的充電，

這些事情絕對是特殊的，所以我個人覺得怎樣把在地性的特殊需求找出來，總覺得會

是在二三期非常重要的參考，然後另外的我們本來是想有 1,520 戶在這邊，住到一期

來之後還有 900 多戶還在，900 多戶也考量了剛剛所講的租金的問題，所以我非常贊

成議員所提出來的安康可以保留一區或兩區下來予以翻新，建築物結構補強內部空間

現代化，予以翻新可以再使用，再使用的意義一方面可以解決一部份租金的考量，第

二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這是一個歷史的記憶，安康憑空變成我們現在這樣的話

其實也不對，所以我個人考量到在地性的一個部份需要保留予以翻新，還是可以使用，

也讓這個歷史、讓記憶讓和生活的關係可以保留下來，總覺得也是可以做一個思考。 

另外一個一樣是在地性的問題，每個公宅的無障礙房型比例大約是 5%，我個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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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建議在安康的話無障礙房的比例可能要增加，可能這樣子從需求面上比較可以符合。 

最後一點的建議，非常多鄉親在詢問住進來之後，我的家住進來的地方到底有什

麼樣的設備，個人建議市府這邊可以開始做一個公共住宅設備基準，公共住宅它會提

供的基本設備有哪一些，我覺得可以有這樣一個基準出來，其實像這種基準很常見，

像我們一定曉得每個小學都有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一個小學、一個國中就是用這個

基準在做它的設計，這是學校類的，住宅類的我個人是覺得也是可以開始來做這考量

把法規訂出來，第一區有非常好的經驗，可以去逐步的調整這個基準，它合不合適?它

需要的再區分需要保留一些彈性，我覺得可以有這樣一些美好的經驗來彙整，那我相

信臺北市的公共住宅一定是走在全臺灣最前面，而我們現在安康公共住宅一定是在臺

北市的公共住宅的最前面，我個人覺得參加這說明會是非常好的，以上這幾點來提供

分享。 

拾貳、總結： 

一、臺北市文山區公所于保雲副區長 

謝謝曾委員，時間控制的剛剛好，現在 9 點半了，感謝大家的參與，感謝議員從

頭坐到尾，佩服佩服，感謝里長，謝謝大家。 

拾叁、散會(晚上 9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