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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區錦州街基地公共住宅第一場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6 年 3 月 30 日下午 14:00 至 16:30 

貳、地點：儷宴會館東光館(儷漾廳) 

參、主持人：臺北市中山區李區長美麗 

肆、出(列)單位人員：詳簽到簿影本 

伍、主席致詞及簡報： 

一、臺北市中山區李區長美麗 

現場鄉親，聚盛里的鄉親，里長，所有的鄉親好朋友們，還有現

場關心我們的議員辦公室主任，大家好，市政府由副局長所率領的相

關團隊，包括交通局、社會局、教育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還有現

場的兩位專家，都市計畫委員會的王秀娟委員，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

言人王兆慶委員，都來到現場來關心大家，聚盛里一直關心著我們錦

州街的公共住宅規劃開發，今天市府相關團隊跟老師，要跟所有的鄉

親來說明錦州街基地的公共住宅開發，要讓所有的鄉親能夠明瞭，請

各位鄉親傾聽完我們的業務報告，鄉親可以來發言，已經有三位鄉親

登記等一下要發言，可能要提出一些意見，我先介紹今天的市府團隊

跟議員團隊給大家認識以後，我再來跟大家報告，等一下大家發言的

時候，要遵守什麼樣的原則。 

那我先介紹，由我們市府特別派了張剛維副局長等市府團隊來到

我們這邊，來為大家來解答相關問題，那接下來為大家介紹我們臺北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的王秀娟委員，另一位是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

王兆慶委員，也謝謝年輕人到現場，接下來介紹臺北市交通局的陳映

嘉小姐，再來介紹我們臺北市社會局派了三名大將，有蔡宜君、吳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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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張惠如小姐，再來是我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游雅文小姐也來到

現場來關心大家，也要謝謝四位議員的辦公室主任，我先看到的是陳

炳甫議員的辦公室主任，李主任，再來是看到王世堅議員的辦公室主

任，再來是林國成議員的森雄主任，再來是顏若芳議員的陳振宇主

任，謝謝這四位主任的關心，再來跟各位鄉親報告等一下發言要注意

什麼？發言的時候由我們主辦單位，也就是說區長依照今天的登記順

序唱名，請各位來發言，唱名兩次未到者，由下一序位來遞補，唱名

未到者得於主持人同意可以在最後發言，再來就是每一個人發言以不

超過三分鐘為原則，發言超過兩分鐘時，我們響鈴一次提醒您，三分

鐘到的時候會按兩次，響鈴兩次的時候就麻煩鄉親停止發言，你想要

表達意見的時候沒有關係，可以慢慢講，大家才能夠聽得清楚，您所

要表達的意見，這樣子不知道鄉親清楚了嗎？清楚了喔，我可愛的鄉

親，那就再一次謝謝我們所有的鄉親來，我今天也要特別謝謝一個

人，就是聚盛里里長蘇贛台里長，大家也掌聲謝謝他好不好，因為今

天這樣一個舒適的場地都是我們舒里長來幫我們洽借的，所以為什麼

我們要特別謝謝他，因為今天可能選擇區民活動中心，比較更熱的地

方，舒里長說不行，一定要選擇這裡，所以我真的謝謝他，好，那謝

謝里長，那接下來由都市發展局的業務科來跟大家做一個詳盡的說

明。 

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簡報：詳簡報資料 

陸、貴賓及民眾發言 

一、臺北市中山區李區長美麗 

謝謝我們都市發展局的同仁針對錦州基地的開發案詳盡的說明，

也提到大家關心的重點，接下來要進行的程序是，我剛剛有說了發言

機制，我這邊已經有三位民眾已經先登記了，依照各位的登記順序請

各位來發言，三位民眾發言以後，就會請相關單位來說明您所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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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我不知道除了這三位之外，現場民眾還是可以持續登記發言，

如果各位沒有去登記，就舉手發言，各位也可以陸續來登記，或是等

一下用舉手的，那等民眾都發言完，意見都回應完之後，剛剛也有幫

大家介紹，今天來了兩位專家，會請兩位來總結，那現在就依照我們

的登記順序，請各位表達想要了解的意見，我們先請李○源先生。 

二、李○源先生 

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住在基地正前方的 100 號住戶，我住 7

樓，我們是 100 號這棟的住戶，我擁有的是 3 樓跟 7 樓，我們這棟總

共有 8 個樓層，我想請問一下現在網路上，剛剛簡報的內容，請問我

們可以看的到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我剛剛有看到規劃

的這兩棟建築物，其實仔細看我們新生北路二段 100 號剛好在這個基

地的正前方，應該各位長官有看到，那我們這棟大樓是民國 60 年落成

的，所以算起來屋齡有 46 年了，基地來講我們將近有 200 平方公

尺，如果可以我想請教長官，我們這次基地規劃的時候是不是有考慮

跟我們相連接的這塊基地做整併，整併來合作開發，不曉得政府可不

可以有這樣的規劃，我們自己也在探討，這棟建築物擋在那邊，而且

40 幾年，你們現在後續蓋了這兩棟新新的，可是前面正門口舊舊的，

這樣看起來真的很不搭，既然今天有這個機會，我想請問一下長官是

不是有整併納入的計畫？報告到這邊，謝謝。 

三、陳○章先生 

區長、里長、各位鄉親大家午安，今天看到大家來真歡喜，我用

台語講沒關係吧，比較沒禮貌，不好意思，我想這塊基地應該是屬於

林森北路到 108 號，399 巷那邊是新生北路，399 巷舊的規劃是通到

新生北路，這樣建起來比較雄偉比較好看，以前的汙水道都還沒做，

從民生東路 61 巷，我希望這個可以處理，以前是說國稅局要處理，公

賣局拆掉之後就沒有規劃了，你們要蓋什麼我沒意見，重點是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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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中心一定要做好，因為我們里內有兩塊，87 年就提過了，你們

資料都有，要有多功能的活動中心，包括長照，這是我們里民的福

利，讓我們以後長住久安，要蓋沒關係，要物盡其利，地盡其用，這

是很好的東西，基地名稱是否一定要是錦州街基地?不好的政策不要讓

里民不利，我們長住久安，就是這兩點，就是這樣而已，要感謝各

位，謝謝。 

四、王○全先生 

里長，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住在錦新大樓的住戶，這基地附

近有三棟舊大樓，是不是可以一起都蓋，第二點是我從設計圖裡面，

看到沒有規劃消防通道，因為之前有發生火災，發現救護車是很困難

進來的，這個安全性要考量，再來是施工的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也

請相關單位多評估，跟噪音的問題，然後會不會對鄰近的大樓造成龜

裂的問題，以上這三個問題。 

五、臺北市中山區李區長美麗 

謝謝我們王○全先生的發言，接下來我請相關單位來回應，針對

李先生、王先生、陳先生所提的問題來回答。李先生所提的問題是今

天簡報相關資料可以在網路上看到這個資料嗎？再來是您住的這 100

號 46 年了可不可以一起規劃，再來是陳○章里長所提的基地名稱是什

麼？其實他是在林森北路，是不是要用錦州街基地名稱，再來就是您

在意的活動中心，要長照，可以來收容小朋友等等的，再來就是王先

生所提的錦新大樓的附近的三棟舊大樓是不是可以一起來規劃？有沒

有規劃消防通道？施作的時候有沒有環境影響評估？附近的房子會不

會產生龜裂？一些所謂的噪音問題？這些問題比較趨近於都市發展局

的領域，我們副座來回應這些問題好嗎？ 

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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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主持人，謝謝現場各位來賓，大家好，謝謝大家今天下午來

撥空參加說明會，今天謝謝區長很忙還來參加，今天本來還有預演，

還把時間調整過來，在這邊要謝謝，第一個是李先生提到的問題，我

們的資料在網站上都可以提供，有訊息都可以打電話給我們同事，可

以為大家來服務，這個沒有問題，然後 100 號的位置應該是在這圖上

面的三角形，我們同事剛剛確認了，第三位王先生其實也提到同樣的

問題，西邊跟南邊都還有兩個建築物，可不可以藉這次機會，一起來

做開發？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有評估過，是不是一起來做開發，因為處

理的時候出現了幾個介面上的問題，公有跟私有產權一起處理公共住

宅的管理，是很難做分配跟管理的，需求的部分公共住宅的屬性也不

太一樣，民間的所有權人，也就是說屋主，很多時候都不希望跟公共

住宅一起，如果要在一起的話，要很長時間來做溝通，如果不同意，

我們整個案子要拖好多年，所以我們有檢討過，這兩個基地的建築規

模，我們建築法規跟建築技術規則裡面，未來改建是不是會受到阻

礙？我跟建管處的同事都討論過了，改建是沒有問題的，基地的權益

不會因為開發受到了影響，今天這個案子已經報到了議會，議會也已

經同意給我們規劃費跟工程費了，所以我們就要按照這個時程來進行

了，跟各位很抱歉地說，我們很抱歉沒有辦法跟各位一起規劃開發

了，但是北東南這三塊基地未來如果有更新需求的話，你們也可以找

我們同事，我們也可以協助處理，各位同事都會協助大家處理開發上

的問題，你們需要都更，只要 14 個人，我們就會到當地來開說明會，

來解說所有的程序，這個部分同時回答李先生跟王先生的兩個問題，

李先生的問題大概是這樣。 

第二個是陳里長，剛剛區長也提到基地的名稱，現在我們還沒有

定案要叫什麼名稱，這個未來可以跟舒里長和大家一起溝通，大家如

果有覺得有好的名稱，可以提供，這個我們很樂意，第二個部分活動

中心，這個部分請各位放心，我們規劃出來的開放空間，會再跟大家

做進一步的討論，區公所或里民有其他更多的建議，都可以提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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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整個案子還沒有做規劃設計的發包，在這個階段如果有意見進

來，我們會調整，絕對會去盡量的提供給附近區民必要服務，這個保

證一定會做得很好。 

第三位王先生所提到的剛剛有回答您了，沒有做到請包涵，第二

個是消防通道，請放心，我們這個案子都要經過都市設計審議，都市

設計審議的時候消防局就是幹事跟委員，都要在設計階段經過消防局

確認，才會往後去設計，我們這個案子確定是有通路，從新生北路有

高低差，未來設計的時候我們也會考慮到高低差的問題，做出人跟車

跟消防安全要怎麼樣的設計，南邊的台電也會跟他溝通，做一些配

合，希望我們的開發是帶給大家好處的，不要把問題留給大家，這個

問題我們也會非常的注意，第三個是施工階段的安全，施工的部分一

定會依照法定規定，白天施工到幾點，假日幾點到幾點，這個標準規

範一定會遵守，這個我們自己要做好，施工的品質會影響到噪音跟灰

塵的部分，會做最嚴格的法規要求，我們自己不是法規到了就好了，

我們要做的比法規的標準還要好，因為大家都知道公共住宅在很多地

方蓋的時候，總不能把哪一個基地給搞砸了，不能傳出來說住公宅旁

邊的鄰居會倒楣，這樣我們會沒有辦法做其他的公宅，第一個開始到

現在，我們都非常注意這個，只有把前面每一個案子做好，我們才能

繼續做，所以說施工品質的部分，對於要求我們是最嚴格的，更重要

跟各位報告的是我們會在網站上，現在已經有幾個基地，在都發局網

站上，施工狀況我們做直播，各位只要進入都發局的網站，就可以連

到工地，例如說現在可以看到興隆公宅現在施工的狀況，當場可以監

視，我們全民監工，施工品質這樣子是跑不掉的，未來我們在做也都

會注意，最後要回答的是損鄰的部分，這個更是我們最在意的事，現

在我們基地開挖沒有基地損鄰的，所以我們在施工之前就會做一些安

全的調查，到時候也要請鄰居配合做安全調查，結構到達三層樓以下

的部分，結構外層都會請第三方公正單位來幫我們做調查，這部份我

們自己要求很高，影響到鄰居我們就要停工，而且還要賠償，這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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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償失的事情啊，我們不會說為了一點小便宜，然後就影響到我們鄰

居的安全，這個先請您放心，我們會自己會把它做好。 

七、臺北市中山區李區長美麗 

謝謝我們副局長針對我們鄉親所提的問題來回答，答覆得非常詳

細，剛剛陳里長所關心的區民活動中心，里長您放心，我們區公所早

就提了這個案子，除了您賦予區民活動中心的重責大任之外，我們聚

盛里舒贛臺里長，也帶了所有鄉親的意見到現場，剛剛還來不及登記

發言，我請里長來發言。 

八、臺北市中山區聚盛里-舒贛臺里長 

我們里民之前就跟我講過了，就這個平面圖，現在因為在新生北

路，因為之前這個區塊是有到 399 巷這塊是有衛生下水道的，但是因

為這個地方以前是國有財產署的，所以他一直不同意，100 號、106

號等三棟大樓都沒有衛生下水道，我們一直要求，但就是因為國有財

產署不同意，不同意給他經過，這個你們在建的時候就要考慮到他

們，讓他們三棟大樓有衛生下水道，這個是總幹事提出來的，他們講

了很久，因為就是國有財產署一直不同意，所以趁這個機會臺北市接

管了，也把這個衛生下水道問題解決，讓他們接管，還有第二個問題

是日照問題，我剛剛有看規劃圖，好像很接近，跟錦新大樓很接近，

會不會產生遮住他們陽光的問題？第三，這塊地因為這個地方是靠近

新生大排，因為你們預算議會都通過了嘛，其實這基地有一個問題，

錦新大樓總幹事說據說當時打樁的時候，打了很多次樁都沉下去，這

個你們要考慮到，這塊地是一塊液化地，你們不要把他想的那麼單

純，當你們建的時候，有可能打樁的時候會遇到問題，聽說當時打了

2、30 支都沉下去，所以代表說這個地方很軟，可能成本就會增加，

請你們考量一下研究一下地質問題，不要現在預算出來，結果到時候

建的時候光是地基問題就很多，如果這個地方是這樣子的話，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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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這三棟就有可能龜裂，因為地太軟了嘛，打 20 30 支樁，都

沉下去了，這三個大樓 196 號，100 號有可能你往下挖的時候就造成

傾斜，當然啦這個你們放心，市政府建房子的時候，你們有讓左右鄰

居龜裂的話，你們就要賠償了，不要小看這個地方的土質，好好去研

究這個地質，副座到時候你們那個經費不知道要多多少，這個地是非

常不穩定的，建的時候要考量，108 號、100 號跟 196 號，這三個就

有可能，不要說不會，這個你們要保護得很好，大家放心，一定要

賠，這個要預防的，其他的部分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問題，要建的話沒

有同不同意的問題，100 號他只有八戶，我不敢說那個錦新大樓，因

為有幾百戶，316 戶喔，可能會很難，再來就是 96 號，是說以現在的

門檻要整合的話可能很困難，100 號只有 8 戶，這個副座要考慮一

下，而且剛好位置就在這個地方，剛好是在出入口，因為我不是臺北

市政府，建議拜託思考一下，100 號跟你一起，因為他只有 8 戶，給

他時間，一年的時間給他嘛，你們有辦法整合 8 戶嗎？半年？合理

吧？ 

九、李○源先生 

我們 2 樓到 8 樓都同意，有跟我們討論過嗎？副座關於你剛剛說

的規劃過的，是不是關在辦公室裏面規劃出來的，你們有跟我們討論

過嗎？有考慮過我們的意見嗎？還是你已經有找過我們其他住戶討論

過了嗎？是已經定案了嗎？這塊地真的地質不好，那如果真的動工下

去，我們這 8 戶 2 樓到 7 樓都同意，我是不知道 1 樓的意見，如果您

說有開過會，已經定案了？如果你是在外面開，跟住戶開這個我認

同，但是如果你是在辦公室開，這個我不同意。 

十、臺北市中山區聚盛里-舒贛臺里長 

拜託副座，請考量一下。因為剛好他在中間！如果是合作的話，

你們通行方面也比較方便，請依法行事考量這樣子，他們是 8 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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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我是幫他們講話，拜託，考慮把他們併在一起，這是我的心

願，拜託一下，謝謝。 

十一、蔡○誠先生 

我是 399 巷 21 號的主委，我姓蔡，我剛剛看那個圖，這條 399

巷應該是直的，對不對？那我們 21 號前面，是個三角地畸零地，標一

下就在這個前面，現在到我們 399 巷是彎的，到現在彎過去，都發局

裡面規劃是取直的？還是是這樣彎過去的？我想會有一個觀瞻問題，

第二個是我們消防的時候，這個以後會很難靠近，那如果這塊地以後

你要建的時候，我希望你一併把環境整理起來，考慮進去，我知道那

塊是私人地，是春暉建設的地，我希望你可以用市政府的力量，我們

有一個叫做容積率移轉，用容積率移轉給那個建商，不然那塊地永遠

都不能用到了，這個地在那邊第一個我們出入不方便，這個很難過，

消防通道，我希望都發局是不是可以來截彎取直？因為這個也關係到

整個都市發展。 

十二、臺北市中山區聚盛里-舒贛臺里長 

我補充一下，那塊地是私有地，他私有地股東就 100 個，現在他

已經是計畫道路了，那據我了解是在等政府徵收，請你查那塊地，所

以蔡主委提出來，因為這是整體性的，整個基地裡面是整體性的嘛，

為什麼不趁現在一起處理？計畫道路為什麼不把它做起來？該徵收的

時候就徵收，該花錢的時候政府就說沒錢，他等著你來徵收，你們不

肯花錢，要建的話就一併建，這樣不是很好嘛？大概意思是這樣。 

柒、局處回應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我先回答李先生的問題，關於那 8 戶，確實是沒跟您講清楚，我

說經過的討論是我們內部的討論，去決定這塊地決定怎麼辦，是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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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處針對這塊地要建的時候，要預防旁邊的鄰房變成畸零地，所以我

們經過法規上面的檢討的時候，北東南這三塊基地，會自己去建，不

是說跟你們檢討過開過會，跟您們這邊做澄清，回到里長剛剛問的問

題，包括蔡先生提到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議題，謝謝你們提出來，

告訴我們一些訊息，這個我們通通記起來。 

關於基地開發可不可以把鄰房的衛生下水道一起處理，接管這個

議題我們會來做處理，我們會跟衛工處一起來做討論，因為我們也不

知道管子怎麼跑，但在這個案子裡面我們會跟衛工處來討論，當然公

共建築要把周邊的問題一起解決掉，那關於日照的部分，我們都有臨

棟間隔的限制，那大家還是會擔心關於日照的問題，關於鄰房接近，

這個設計上可以再處理，這個我們會帶回去，跟設計單位再做討論，

第三個是地質的問題，我們會做鑽探跟結構的處理，關於北邊跟南邊

建築的問題，這個事情我們必須先了解，謝謝你們提醒，規劃設計上

面重要的課題，非常謝謝，第四個 100 號的問題，我們會帶回去研究

一下，這邊我們會再跟里長聯絡一下，討論一下，可以彙整一下大家

的意見，看樓上樓下分別的意見是什麼，彙整起來，把訊息早點告訴

我們，我們帶回去討論一下。 

那最後關於計畫道路開闢的問題，可能要分階段處理，我們蓋房

子的時候都要確認周邊的道路都要通，左邊這邊各位看到的圖，這塊

地不是全部都在計畫道路上，各位看到左邊三角形那一塊，他是在商

業區上，所以我們在處理上面有時程上的困難，我們會把現在彎來彎

去的地方盡量拉直，寬度也把它做夠，這個是我們第一階段可以做

的，第二階段計畫道路是比較北邊一點，處理上大家都知道有兩種選

擇，市政府徵收開闢，當然花錢徵收當然比較快，這個我們可以跟新

工處討論一下，因為經費有限嘛，要讓議會過關同意說可以去徵收，

(底下民眾提問，那你可以做容積率移轉)，稍等一下，我先解說一下程

序的問題，經費部分要經過府裡面排序，第二個議會要通過，同意徵

收去開闢，這個是技術上面的問題，第二個是容積移轉，容積移轉可



11 

 

以啊，但要土地所有權人提出來，如果土地所有權人沒有提出來，政

府不能幫他做，所以我才說這個要分兩階段處理，第一階段我們先把

旁邊的地做平整，這個部分我們會再請新工處做討論，這個部分先回

應到這裏。 

捌、民眾及貴賓第二次發言 

一、臺北市中山區李區長美麗 

謝謝我們副局長，其實副局長回答非常詳細，相信都有回答到各

位鄉親關心的問題，目前我們還有一些時間，我不知道在座我們鄉親

還有沒什麼意見要給我們，有沒有？那我們今天來了非常多很多議員

辦公室主任，有沒有什麼樣的意見要給我們，因為我也謝謝議會真的

非常支持我們相關的預算，我要謝謝所有我們的中山大同選區的議

員，一直支持中山大同區，鄉親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二、蔡○誠先生 

剛剛的那個問題，你這樣答覆我並不太滿意，因為這裡屬於都發

局的，都發局的都市計畫裡是按照一個個規劃，你不能擺在那邊不處

理，我們的幾個里民我們的幾個住戶我們的權益不知道在哪裡？你有

困難我知道，你們可以開個協調會或是直接找建商那邊協調對不對，

他如果要容積率移轉，容積率移轉的意思是說，如果你沒有辦法我來

找廠商對不對，找建商嘛，對不對，他只不過是要錢嘛，這塊地擺在

那邊，就是要賣錢，如果是要賣錢，你們市政府沒有經費，你可以找

建商，你找不到我可以來替你找沒關係，容積率移轉，把錢給他，直

接容積率轉移到別的地方去，這個就好啦，這就是你們有沒有誠意要

去溝通協調的問題而已，而不是你今天跟我講說有什麼困難怎麼樣，

就交代過去嗎？我認為這個地方已經拖很久了，這個也關係到整個如

果萬一火災或是怎樣，消防車進來的話，這很麻煩，所以我希望你儘

速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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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當然我不是說，在這邊推託不去做，因為這社區的事情，公共住

宅在那邊蓋，當然附帶旁邊的部份盡量把它做好，我剛剛報告是說，

這個私有土地的部份，不是可以直接變成計畫道路，它還有商業區，

不但我們，還涉及鄰地的部份，我們是不是要做基本保留地出來，這

部分我們都是在計算，所以我們有好幾種選擇途徑要去做，您這個建

議也蠻好，土地所有權人的部份，我們可擇一個方式主動跟他們溝

通，看他們意願怎麼樣，我們可以去協助他，這個是政府可以做的，

您這個建議我們可以做的，跟土地所有權人，我們來跟他做一些溝

通，看他們有什麼意願建議他來做，可是我必須誠實說，容積移轉規

定現在它還是有些複雜性，所謂複雜性是他個人的意願，他如果不去

動就沒辦法，但是我們可以盡我們的責任，去把他請來，然後跟他來

做些溝通，所以您這個建議，我們也不能說有困難不做，所以你這部

分提醒我，這部分我們可以納進去，（居民：我希望說里長都跟他們

有溝通），我們只要討論這個公共議題一定會通知里長，讓他全程都

能夠了解參與，這部分也跟各位報告，有什麼事情反應，里長這邊我

們都會拜託他，謝謝您的建議，謝謝。 

四、陳○章先生 

這個問題是我們新生北路 100 號那個八樓產權平均的盧先生，昨

天去給它有交代說 100 號的問題，100 號一小塊蓋在那裏實在是對我

們大樓的景觀太差應該那一塊要解決，才會完整我們建起來才會漂

亮，我們臺北市的景觀才會漂亮，希望能夠專案來處理跟他們協調，

他有這樣交代所以我是受他之託，我跟你們說一下這樣 

五、林○勝先生 

剛才消防通道的問題，因為我去查過臺北市消防局那邊，鄰屋與

鄰屋之間，道路至少要寬 7.5 公尺，可是你在規劃，我看過設計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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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裡面要作綠蔭綠樹及人行道，那我不知道道路到那邊，車子可不可

以過去。現在我們那個錦新大樓有劃設位子，是不是可以討論？ 

六、王○全先生 

各位長官大家好，我是錦新大樓的住戶，剛剛這個大家都可以看

到這次規劃平面圖，如果把 100 號、108 號及 96 分開的話，整個建

築物看起來就會不完整，所以剛剛副座也答覆 100 號住戶說統一規

劃，會考慮，那我想我們錦新大樓有 300 多戶，但不代表我們不能大

家共同協調通過，所以最好是大家一併考慮，這樣整塊地才會完整，

我想這個社區這個住家可以商量這個作法，所以希望大家尊重我們錦

新大樓的意見，謝謝。 

玖、相關局處第二次回應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第一個有關消防通道的部份，您剛看到這張圖，4 公尺是退縮的

開放空間系統，消防局的消防通道是指現有巷道，現有巷道他會去畫

線，劃消防通道，但有計畫道路的部份，都是以計畫道路作為救援的

道路，所以救援道路都是 6 米以上，所以一棟大樓蓋的時候會有它的

標準，譬如雲梯車有幾部，要放道路上，如果道路不夠就退縮放進寬

度夠消防車能放的位子，消防車放的位子決定緊急出口設計，比如說

大樓裡面的救援出口，設計一次都會做到位，所以這裡我們第一個，

計畫道路寬度跟系統的部份 6、8、10 米以上是沒有問題，消防的部

份，在做都市審議的時候，會做確定沒問題；第二，剛提到北邊基地

的部份，我講的不是跟你們溝通過，我們是跟建管單位分析過，我們

這個基地裡面，原則上是北邊、南邊、東邊是可以自己改建的，100

號的部份，我是說有這個機會，不是說整個基地與 8 戶一起處理，我

這個基地有沒有辦法分割一小塊地跟 8 戶一起改建，試試看是不是有

這個機會，但是當你的戶數很多的時候基地已很完整，你不需要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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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再割地蓋起來，這邊先簡單回答您這邊處理，因我們有時程，議會

通過預算，會照這樣執行。 

拾、民眾及貴賓第三次發言 

一、李○源先生 

我第三次發言，這個我本身不接受這部分是提到說議會有議會管

理的時程，我想請教一下議員們，如果這一塊地 100 號之前沒有溝通

過程只在室內辦公室跟建管處開會做出來定案決定我們住戶有意見的

話你們也會逼著按這個時間完成嗎？你們議員你們可以發表一下你們

看法嗎？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下，請你不要一直說有議會監督法案的時

間既定，因為你看一塊地在那邊，如果之前沒有探討檢討過，你今天

一直談到議會有完成的時間點，我現在請在座幾位議員是不是跟我們

答覆一下，還是你們回去請你們議員本身直接跟我們來開會討論可以

嗎？ 

二、臺北市中山區聚盛里-舒贛臺里長 

補充一下，剛才我講那個液化地下沈的問題，這個是很嚴重的，

都發局請你們到他們大樓去看，他們大樓已經下陷了，這個不是開玩

笑的，這如果已經下陷，所以這未來你們要建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這個有下陷的問題，改天你找總幹事瞭解好不好？ 

拾壹、專家學者說明 

一、王秀娟委員 

大家午安，我想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參加公共住宅的說明會，我想

我跟王委員都參與了臺北市各個行政區幾場的說明會，今天也非常感

謝區長的主持非常有條理，各位鄉親的表達也非常的有秩序，我想是

一個非常有水準的中山區，我除了在學校工作以外也有參與都發局相

關的設計審議，其實我們所有相關的府外的委員，不管在哪個相關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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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都非常關注臺北市公共住宅政策的發展，因為就我們的了解，全世

界只要是先進的開發國家大城市，其實在面臨高房價的狀況底下，公

共住宅政策都是一個全世界的潮流，這個潮流說真的我們臺北市其實

已經走得比較晚啟動得比較晚，在亞洲的城市新加坡做得非常好，香

港做得非常好，那甚至韓國日本都有一定比例的公共住宅，所以我們

真的非常期待我們不要說追上全世界，在亞洲我們要跟上一流先進的

城市，我們有好的公共住宅，因為這是為我們年輕的一代。 

我覺得事實上公共住宅其實真的是大家要改觀，尤其是現在所謂

智慧科技住宅觀念底下，提到非常多的住宅跟以前所謂的國民住宅其

實是非常不一樣的，我想那都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現在的高科技，

雖然不可能創造像商品的那種豪宅，可是我覺得它絕對有可能像在其

他先進國家裡面，是管理非常好的出租住宅，那我覺得這真的是對於

臺北市整體的住宅市場是一個非常好的帶動。 

那我剛才其實有聽到剛剛各位民眾有非常多的一些提醒，這個是

非常好的事情，那提到土壤液化這個事情，我想在上次地震之後那這

個資訊都公開，甚至在網路上就可以找的到臺北市土壤液化區，其實

說真的臺北市是個盆地，長期以來臺北湖慢慢的城市化，真的要講臺

北市真的是全是土壤液化，那靠近河流和靠近大排的，尤其過去的灌

溉系統確實本來就土壤液化潛勢會比較高的地方。 

那當然在剛才的提醒，我想在地區民是最直接有感受的那這個也

讓未來的設計單位這個部分就要特別的加強不能打壞公共住宅的品

質，那我也聽到民眾有特別關注消防通道的事情，那大家也看的到其

實在都市裡面已經對這塊基地都已經要求做更多退縮，這個退縮的規

定甚至比一般民間的開發，我舉個例子講比如說這塊土地是私有的是

個財團來開發的，那他可能就不會做那麼多，因為他的要求是他自己

利益的最大化，那公共住宅最重要的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當然

比較可惜的他是在這個街區比較中間的部分，那旁邊的道路系統裡面

確實還有沒有徵收完的一個狀況，公共住宅本身會帶動，就剛剛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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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提到他沒有辦法一次做到因為私有土地要尊重私有人地主的權益，

不能強迫他一定要怎麼樣，可是你可以跟他提醒或是找到一些方法，

最後他要不要願意把容積移轉給某一個建商那其實是一個市場機制的

問題，所以沒有辦法強迫，基地的開發我想會帶動這個地主他自己想

要他這個土地要處理，我覺得會加速他處理土地的意願，所以我覺得

這個開發一定會帶動我們整個街區的。 

剛提到就是說不管是新建還是整建，甚至剛才有幾個區塊的住戶

們都提到說到底有沒有可能透過這個機會跟市政府併同都市更新的機

會，那大家可能跟一般建商的都市更新會搞混的是，一般的建商都市

更新有可能他整併到一個更新規模，那市政府這個土地，他本身是個

租屋市場跟公共的，它並不是一個賣斷，所以我覺得或許有它的難

處，那這個難處裡面，所以剛剛大概解釋的是說每一塊基地就例如說

每個人的這塊基地，不管是小的到大他一定有個最小的規模應該說建

築基地的規模，所以今天是政府的建設不能夠影響到每一塊基地自己

建築或者更新的權益，可是今天它不是一個建商，如果今天是個建商

的話，有可能它會跟住戶談去用不同的市場價格來取得或者分配我覺

得這可能是市政府最大的難處，是因為現在目前這個定位是出租的房

屋不是一個出售的房屋，所以我想實際上可能也我不知道這樣解釋有

沒有辦法更清楚一點讓大家理解，那當然如果原來幾百戶它本身願意

那就是一個完整的建築基地，那可能是需要建商來談的，除非是未來

有所謂的公辦都更，一般的公辦都更這塊基地裡面有多少一定的比例

是國有地或者是公有地，然後他要同時開發成一種所謂的住宅產品才

有可能這樣子去談分配，所以我想這個部份我大概補充做說明，我自

己未來也會應該還是有機會可能來參與都設審議到時候應該還有機會

看到這塊基地送件，所以我想今天的參與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學

習，等於說下次有機會碰到，會特別留意某些事情。 

當然我很期待這個事情能夠順利的推動因為推動的話我想對於整

個街區的中山區的，應該講說整體的都是環境的品質來講很大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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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尤其是這麼多的公益設施提供，我覺得是對於附近居民的直接

上來講都會是受益者，那我想也非常感謝看到一個這麼非常有理性而

且有秩序的開會的機會謝謝各位。 

二、王兆慶委員 

主席，還有各位這是我參加過的第三場公共住宅說明會，我記得

我參加過文山區還有北投區，那我的經驗是，我觀察到就是怎麼樣趁

這個機會爭取到在地住戶的利益，我覺得這是可以來想的事情，因為

我猜啦，副局長剛剛有透露一點就是說，就是說剛剛好像有一點被抗

議，他說他們議會有通過預算他有預算執行的壓力，就我知道公共住

宅政策，其實是他們在推的是蔡英文的政見，也是柯文哲的政見、林

佳龍、鄭文燦的政見，確實是這樣我剛剛 GOOGLE 了一下新聞，這是

去年 2016 年的新聞，TVBS 有記者報說蔡英文承諾 20 萬社會住戶，

然後幾個執政的城市特別是都會區，臺北市承諾要五萬戶，桃園市承

諾兩萬戶，新竹一千戶，宜蘭兩千戶，台中一萬戶，各位知道這其實

是一個全國性的政策，所以我觀察前面兩場大家的反應就是可能會有

很多在地意見，我參加的前兩場跟今天比較不一樣，前兩場它比較在

意的是交通我聽他們有很多是要馬路拓寬，他們擔心蓋公共住宅有很

多新的住戶進來，導致本來上下班都塞車的路，更多人來怎麼辦，所

以他們就有要求要先把道路拓寬。 

我的建議是其實大家可以用這個策略來跟都發局爭取看看說是不

是藉由蓋公宅的這個機會來改善我自己的社區，我覺得這個是可以來

想的，不然這個是全國性政策如果是要阻擋這個我看是不太可能，不

如藉這個機會來爭取我們可以得到什麼，那第二點事情其實前兩場我

沒有這麼有感，這一場我特別有感因為我是恆安里的住戶，我住在中

山國小捷運四號出口那邊，然後因為前兩場我沒有那麼有感，沒有仔

細看公共住宅的入住條件，我今天趕快看了一下，發現我以後可以接

我爸媽來住，因為我自己在那邊買房子，但是我爸媽不是住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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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想也許過個十年之後他們也夠老了，我想就近住會比較好一

點，把他們接過來，那時我想幫我爸媽申請，我看了一下確實我條件

可以申請，如果他們把他們原本的老房子賣掉了，那我可以把我的房

子給他們住，然後我自己來住這個，看起來就是只要我自己這個戶籍

沒有名下房產都是可以申請的，然後在臺北市都是可以，所以看起來

條件沒有原本想像中的嚴苛。 

我剛剛查了一下其實這個我想也是公共住宅的用意，希望能夠跨

世代的接近，然後交流而不是讓不同世代我們要住的很遠，因為其實

住很遠，以後我想照顧我很擔心，我想這是公共住宅原本的用意，然

後也是因為這樣我發現以後我可以申請，所以剛剛里長講到龜裂還有

液化這件事我馬上有點緊張，所以我剛剛 GOOGLE 了一下我發現臺北

市有一個土壤液化的網站對不對，各位可以回去找一下就是網路查有

沒有它叫臺北市政府土壤液化查詢系統，就是你可以查詢臺北不同地

方土壤液化嚴重的程度，然後它裡面也有寫道說好像有一個日本地盤

工學會，如果土壤液化地區的話它會有怎樣的工法它都有建議，我在

猜也許到時候大家有擔心土壤液化是不是都發局來跟里長開一個說明

會還是甚麼的，就是剛剛里長有建議就是要去看現場，看現場以後政

府開一個說明會請專家來跟大家解釋，我相信會比較讓人安心，不然

我剛剛聽到液化，我要給爸媽住，所以可能也許大家一起來改善這個

問題，其實我的專長根本不是這個，我的專長是老人跟小孩，是托育

跟長照，只是大家今天都沒有問托育跟長照的問題，所以我也沒辦法

幫你們甚麼，里長說有些福利當然是我們當地里為優先， 對里長這個

我就可以回答，就我知道他們蓋的長照設施其實那個一定都是當地使

用，因為沒有一個文山區的人會把老人或是小孩送來這個地方，(里長

說包括優惠停車優惠)停車那不是我專長，就我知道長照托育一定都會

有，這個沒有問題，那我就講到這邊謝謝。 

拾貳、總結與綜合回應 

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副局長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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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這次還是要再次謝謝大家，謝謝區長謝謝市政府單位的代

表還有兩位老師，我在這邊，再簡單說一下；第一個，王委員提到土

壤液化的部份，土壤液化這是參考的資料，我們在做所有規劃設計的

時候，都會做地質鑽探，作地質分析而且會做改良的必要措施，所以

大家可以上網看這資料，不要造成恐慌，這是比較粗略的資料，我們

在做都會非常的仔細作分析做比較，這部分可請大家放心，我們後面

階段還是會開說明會，會把這部分跟大家做報告，第二部分是預算部

分，我想跟各位再報告清楚說，我們在議會爭取規劃設計預算，議會

同意給我們，但我們在規劃設計的時候，不代表我們愛怎麼做就怎麼

做，我們要到當地來做溝通，還要回到議會作報告，才能爭取後面階

段工程費，倒不是議會給我們壓力我們就怎麼做，議員是尊重我們市

政府提的計畫，但議員更關心是市民的權益，所以我們做這些事情必

須跟大家保持聯絡，所以採取開放的心態來處理，各位有意見透過里

長區公所或是都發局直接做聯絡，我們都會開放式平行的溝通，後續

部分我們都要來這邊蓋房子，希望是跟大家都做好鄰居，再次謝謝大

家，謝謝。 

二、臺北市中山區李區長美麗 

謝謝我們副局長，其實副局長今天非常誠懇也非常用心回答大家

問題也怕大家擔心，所以，一直跟大家做相關重點式強調，真的謝謝

副局長帶領我們市府團隊跟大家說明，謝謝兩位委員今天也特別蒞臨

我們中山區說明會的場合，當然我也謝謝所有議員辦公室主任對這個

案子的關心，當然最後更謝謝里長，跟謝謝我們所有鄉親好朋友今天

來參加這樣一個錦州街公共住宅這個公聽會，謝謝大家，那我們今天

的會議就召開到這邊結束，謝謝，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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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附錄-民眾書面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