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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區機一基地公共住宅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6年5月21日  下午14:30至16:30 

貳、地點: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參、主持人：北投區公所李副區長條凰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簿影本 

伍、主席致詞及簡報： 

一、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李副區長條凰 

各位鄰居、朋友，午安。在開始之前先說明一 下程序，等一下會有

25分鐘的簡報，然後有一個小時答詢、現場回應，所以有意見可以到我右

手邊登記，也可以提供書面意見。發言時間是三分鐘，然後權責單位會一

一來跟你做答覆，我代表區公所歡迎各位來參加。 

在簡報開始以前，介紹兩位貴賓，洲美里的里長跟北投里長聯誼會會

長，蘇府庭蘇會長，會長一直以來都很關心這件事情。也歡迎在地里建民

里黃志立里長，里長也是很關心地方的建設。請麻煩開始簡報，謝謝。 

二、簡報(詳簡報資料) 

陸、民眾發言 

一、洲美里蘇里長府庭 

各位長官還有在座的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周邊里里長，也是我們

北投區的會長。 

公共住宅我們知道這是一定要做的，但是這個地點是不對的，這樣會

影響我們周邊所有的房價，我們希望在福國路、承德路，由這邊過去還沒

有開發的地方，做公共住宅才不會影響到我們現在目前所有地主。 

雖然這邊是建民里，但是我們周邊里很多地主仍然有土地在這裡，還

有我們建民里的兄弟，也都是有土地在這附近，生活水平落差太大的話，

附近房價一定跌。我們不是反對政府蓋社會住宅，但是福國路那邊的空地

那麼多，你看要蓋幾萬戶，我們都鼓掌歡迎，我相信大家的心聲是跟我一

樣的，大家說對不對？好，謝謝。 

二、建民里黃里長志立  

你們要開發這個都沒有講，說機關用地，什麼叫做機關用地？都沒有

說清楚，說要做就要做，你們是土匪政府，所以大家會反感。柯 P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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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說不好，我們不是不支持，但地點都選那麼好的地方，肉地都要分去

做機關用地，看到鬼也不能這樣。 

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總工程司世譽  

就剛剛兩位提出來意見的部份，跟大家做個報告。公共住宅發展到現

在，已經大概有三、四年的時間，就剛剛蘇會長提到的，會不會影響房價

的部份，我想我們這邊有一個實際的資料。大龍峒公共住宅在 101 年開始

進駐，到現在已經五年多的時間，以實價登錄的資訊來看，104 年左右的

房價跟 105 年的房價，原來是四十九萬多一坪，現在已經五十幾萬到七十

幾萬一坪了，所以它周邊的房價跟公共住宅管理的好壞是有相關。剛剛簡

報也有提到，公宅是用物業的方式來做管理，就是跟一般的大廈做的公共

管理是一樣的。大家有機會可以去承德路三段 212 號，可以進去看看它的

管理方式、模式，跟一般的公寓大廈有什麼不一樣，它跟大家沒有不一樣

的時候，就不會有所謂的影響房價這個問題。當然學界也有做過一些研

究，待會江老師可以再做一個對房價影響的補充說明。目前我們看到的案

例，除了大龍峒之外，還有萬隆公共住宅也將近有兩三年進住的時間了，

它周邊實價登錄的房價，跟它本身的房價，沒有太大的差別，它的起伏是

跟著市場的行情是一樣的。外面布告欄裡面有我們的回應意見(公宅十問

第九項)，大家待會可以參閱一下。 

當然現在目前公共住宅會用物業方式來做管理的原因，除了為了加強

它管理服務的品質外，它對於居住者本身內控的部份，也就是剛剛講的扣

點制度，有發揮了很大的效果。這個扣點制度，就是譬如你把東西堆在外

面，或者是你亂丟東西，那這些都會被扣點。扣點達到一個程度以後，就

不能在這個社區再繼續居住，這個部分我們是有嚴格在執行。大龍峒我自

己親身去了二三十次，我每次去到不同樓層的門廳，都沒有人把東西擺在

外面，包括拖鞋。這個部分我是親身看的，如果大家希望到現場看，我們

也會陪大家一起，這個部分我們有信心。裡面雖然他們的收入可能沒有很

高，再加上一些年輕人一起進住了以後，有一種相互關心的生活模式以

後，對於這個環境的照顧，他們都能夠負起他們應有的承租者的責任。這

個部分我先簡單報告。 

另外一個就是機關用地為什麼可以做公共住宅這部份，機關用地原先

在公共設施多目標裡面，它是可以做社會福利設施使用。社會福利設施原

先沒有包括公共住宅，在內政部 102 年解釋函包含公共住宅在社會福利設

施裡面。這個基地經過調查以後，現在只有消防單位這個機關有需求。 

其實就區位上面來講，我們當然是希望取得公有的土地，興建的時候

因為營造成本的支出，我們希望盡量土地的支出能夠降低，所以選擇在這

個基地來做一個多目標的使用。 

就這塊基地來講，是我們目前在周邊看到的公有機關用地，其他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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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可能都是一些區段徵收要分回去給地主的土地，或者是其他一般的非

住宅使用的用地的話，那我們大概沒辦法來做公共住宅的使用。 

四、涂Ο蘭小姐 

大家好，我是因為我兒子的女朋友在北投工作，我現在有問題就是這

個公共住宅是不是只租不售?她目前的身分是未婚、在北投工作，你這個

基地要蓋多久？到時候她的身分如果改變，她是不是還有這個資格可以承

租?我的問題大概是這樣，不好意思我住在新北市。 

五、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總工程司世譽 

就剛剛這位小姐所提到的這個問題，很確定的是公共住宅它是只租不

售，它不賣的。那這塊地永遠會是供大家公共使用的用途，不會變成個人

的產權。就是說你有需要住的這段時間，在我們市政府這邊來承租，你如

果不需要使用的時候，可以退租。這塊地扣掉興建期間的話，大概五十年

的生命週期。結束了以後再看那個時候政府需要這塊土地作什麼樣的使

用。 

公共住宅的資格條件，剛剛有提到大概是二十歲以上臺北市居住的青

年，或在臺北市就學就業都可以來登記，但它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沒有自

有住宅，但如果是在南部有，在北北基桃沒有，在一定的限額以下，那他

還是可以來承租，但是重點他必須在臺北市有就學、就業，那或者是在臺

北市的市民。 

那剛剛提到完工大概是三年後。三年後的條件，以我們目前薪資調整

或所得的調整漲幅來講並不大，現在是 147 萬以下，大概是家庭年所得，

三年後多多少少有一些漲幅的話，大概也是差不多 150 萬左右，但是以過

去的條件來看它的漲幅並沒有很大。當然未來條件會不會再有一些調整或

變更，要看未來的政策方向。基本的原則是這樣，只要資格條件符合都可

以申請，因為我們現在公共住宅申請者都非常踴躍，大概有將近十二倍的

人來申請，也要抽中那才有機會來進住。但是隔壁北投奇岩那個公共住宅

最近就要開工了，會先完工，那大家可以先考慮那個地方。 

六、涂Ο蘭小姐  

長官剛剛的回答是只租不售、完工要三年對不對？那你今天的說明會

可不可以說什麼時候開始登記？因為我看它寫所得稅是 105 年 147 萬以

下，那這三年就不讓他們結婚，萬一這三年內結婚，那就是等於我們家的

戶口了，那就是在新北市，他們就不符合你的條件？不好意思，謝謝。 

七、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總工程司世譽 

現在沒有一定要成家才能登記，所得超過本來就不要再使用公共住宅

的資源，我們一般是設算市場上面沒有辦法租到房子，政府提供出租的住

宅，以市場價格的八五折出租，那如果你是可以負擔市場上住宅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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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資源比較寶貴，所得超過就不適合。 

戶口是可以分戶的，就是說不同的戶號就可以用不同的申請資格來申

請，我們待會請住宅服務科長再跟您詳細說明一下。 

八、謝小姐  

我請教羅先生，那個長照跟照護有什麼分別？長照是要照顧誰？那麼

照護是要照顧誰？你們這邊寫著照護！那我們聽到的都是長照！ 

我現在講一個例子給你聽。東基地、西基地，我本來是希望今天如果

房子抽的到，我要住一樓，因為我有懼高症，住高樓層我會嚇死。結果我

得到的消息是，一樓都沒有要給地主，要拿去當幼稚園，又要作長照。 

我們東基地有四棟，西基地有十一棟，你們的公共住宅又有這個東西

出來，那請問你是要給我們拿多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專案住宅樓

下你們要使用？現在是少子化，老人很多沒有錯，但是為什麼又要用這塊

地蓋這東西，我們就想不通，你們也解釋一下。 

九、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總工程司世譽 

長照的這個部分因為衛生局原先我們在各機關調查需求的時候，他是

有表達有一個長照用地的需求，那現在最近又告訴我們他周邊發現有一些

可以用的土地，他們有要去那邊用，這邊他們還沒有很確定，這部份我們

回去會再跟衛生局確定一下到底要不要在這個基地使用。 

據我了解，長照目前是衛生局這邊在主辦的，長期照護指的就是長

照。 

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賴科長玟錡 

這邊我說明一下。現在講的不是這邊的公宅，是我們土地開發總隊在

北投士林地區那時候蓋的專案住宅，有分東基地跟西基地，我們東西基地

一樓部分是因為作支援性服務設施，是服務整個住戶。目前一樓的規劃是

社會局有規劃雙老的家園，是沒有提出長照或照護的設施在專案住宅那

邊。一樓的規劃，市府還會再開會討論，看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規劃，比

如說一些便利商店那種，比較像整個住戶可以來使用的部份。 

一樓的部份我們之前就已經配完了，我們市府這邊會做支援性的服務

設施，整個都會做支援性服務設施，不會再做住宅的使用。我們專案住宅

部分是分東基地的專案住宅，跟西基地都有專案住宅，之前也都已經分配

完成了。我們現在的說明會是講機關用地。 

十一、謝小姐 

我當然知道不是這一塊，我說這樣你還是聽不懂。專案住宅要拿去作

幼稚園、長照，你今天在一個旁邊又要蓋一個公共住宅，幹嘛？那我請教

你，你今天要蓋這塊時，我們旁邊這些土地可以變更嗎？請問可以嗎？我

們也可以變更不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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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李副區長條凰 

這位太太，你這些意見我們會錄案起來，請土地開發總隊正式再給你

答覆好嗎？正式行公文跟你說，正式的答覆最好了，你的受苦會正式回答

你。 

十三、謝小姐 

你看今天為什麼人會這麼少，今天你們要通知人家來開會，都沒有告

訴我們，大家都收不到，是我用 line 跟大家通知的，你問哪些人有看到，

今天為什麼會這麼少人，我覺得你們做偷偷摸摸的事情，不敢讓地主們都

來參與，你看今天來大家為什麼都不敢簽名？因為在 97年到 101年之間

就發生過這件事情了，簽名就代表我們同意了，是要讓我們 pass嗎？誰敢

簽，為什麼今天人這麼少，照理說你們要用公文一戶一戶通知地主，你們

今天沒有這樣做，你這樣是騙我們！ 

十四、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總工程司世譽  

各位好，今天是一個公共住宅的說明會，說明會之前我們有事先拜會

區公所、里長這邊，給公告、宣傳單，甚至在我們網站上面也有資訊，讓

附近的居民能來就盡量來，是沒有逐戶去通知，目前我們說明會都是以這

樣的模式在進行，如果大家有來我們歡迎大家表達意見，沒有來的如果要

表達意見也可以隨時告訴我們都發局，任何一個 1999或是相關的書面文

件，告訴我們都可以錄案來做處理。 

十五、張Ο申先生 

大家好，我住洲美里，你們說機關用地，要有公共住宅在上面，請問

一下現在東西兩個基地都蓋好了，你們抽多少給原來的住戶，用原來的地

來抽籤，那幾棟要做什麼用，你今天又要在機關用地上面蓋公共住宅，在

東西兩個基地裡面就有多少了，比例都在那邊了，在這邊又要再蓋，而且

你們給我地主抽的時候，你們地價都拉的這麼高，也不是用公告地價，不

是用當年一月份的公告地價給我們抽，你們是用下一年的平均地價給我們

抽，所以每平方公尺地價都很高，當時也沒有跟我們這些地主說明要蓋公

共住宅，只是寫一個機關用地，交通用地，這樣就涵蓋過去了，你這樣不

是在欺騙我們地主嗎？報告完畢。 

十六、不具名民眾  

他們的意思是說機關用地現在是要蓋公宅，公宅你們也有長期照護，

現在土地被徵收的有專案住宅讓我們買，一樓也都不釋放出來，你們應該

把專案住宅的幼稚園跟長照集合到你們公共住宅那邊去，然後把這裡的一

樓釋放出來，給我們這些居民，才不會這邊有公宅也有長照，那邊也有公

宅也有長照，他們的意思是說你把它集中到你們公宅那邊去，你集中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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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那把一樓釋放出來給我們抽，還給我們鄉民才對！ 

十七、 臺北市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賴科長玟錡 

我這邊再說明一下，專案住宅的部分是做支援性服務設施，這個之前

都有跟配售戶講過，一樓的部分市府正在規劃要做什麼，長照是衛生局的

部分，一樓的部分是社會局規劃雙老家園的部分，是沒有長照跟照護的設

施在我們專案住宅那邊，專案住宅一樓的部分主要是要服務整個社區的居

民。 

十八、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總工程司世譽 

我先答覆這位先生，這塊是機關用地做公宅規劃，因為這塊地是機關

用地，如果機關有使用需求，會優先讓他們來做，您剛剛提到的這些社

福、長照，相關需求的機關，如果有機關要用這塊基地的話，我們也歡迎

他來用一二樓的部分。剛剛簡報有說要做社區長期照顧，衛生局聯合醫院

這邊有特別來公文，跟我們說北投機一基地旁邊養護機構有三到四家，距

離大概有 15到 30分鐘，日間照顧的資源大概也有一家，資源上面比較密

集，所以這個基地長照的部分來函來跟我們說要做取消。 

剛剛各位相關意見，我們都會彙整，有需求就會納入，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也會擇一處來設置，不會重複投資。 

這個我們會記錄下來，讓衛生局跟聯合醫院這邊來做澄清，當然也可

以請社會局在這邊他們也可以做一些說明。 

十九、謝小姐 

抱歉，剛剛有問一個問題，有說機關用地要變成公共住宅的時候，請

問你機關用地要蓋公共住宅的時候需要去變更地目嗎？要不要？不用嗎？

直接說要蓋什麼就蓋嗎？是不是這樣？ 

二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總工程司世譽 

我想再講清楚一點，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機關

用地他的規定是可以做社福設施使用，社福設施有包括社會局的設施、譬

如公共保母等等相關單位可以來使用，社會福利設施在內政部 102年有個

解釋函說明公共住宅也是屬於社會福利設施其中之一，所以公共住宅也可

以在機關用地上面做多目標地使用跟興建。臺北市、新北市也有很多機關

用地上面都做公共住宅，新北有個警察局上面也有，像我們內湖舊宗段在

內湖禮拜五也開了說明會，有一塊機關用地上面也做公共住宅。 

二十一、賴Ο忠先生 

我想要發表一下，剛剛總工剛剛講的我有點不是很了解，你剛剛是說

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多目標使用，所以是不給人家使用的變成公共設施？ 

二十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總工程司世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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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都市計畫多目標使用，不是那個是公共設施保留地，那不一樣。

我講的是公共設施用地，用地的話是要準備開發，譬如公園底下可以做停

車場，上面也可以做一些社教設施，這些就是所謂的多目標使用，他不是

只做公園使用，他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可以放，這個就是本身公共設施多目

標使用，因為公共設施取得不容易。 

二十三、賴Ο忠先生 

我這邊講一下我的看法，因為臺北市政府或全臺灣，都不徵收公共設

施保留地，我們這邊區段徵收地主，全國只有臺北市最少，只給 40%，大

家說對不對？臺北市給最少，然後你就說因為我們要做公共設施，挖馬路

什麼的，留那麼大塊的機關用地，你這個機關用地本來是要留做公共設

施，你這個是要做公共設施還是要做公共住宅？沒有嗎，原本這個區段徵

收本來不是這個目的的阿，對不對，賴科長，我們原本區段徵收的目的是

什麼？他目的不是做公共住宅，也不是做公共設施，你留了那麼多公共設

施，現在又說公共設施用不著，所以現在要來做公共住宅，這樣不對阿，

你現在公共設施用不著要還給我們。 

二十四、臺北市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賴科長玟錡 

原本區段徵收的目的是要共創地主跟市府的雙贏政策，要做開發的。 

二十五、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總工程司世譽 

其實不管是怎樣的公共設施、不管是怎麼取得的，一般徵收、區段徵

收或是市地重劃等等取得的公共設施用地，以都市計畫的觀點來看，這地

方有這樣的需求，至於機關用地可以做怎樣的多目標使用，這個我想目前

都市計畫的多目標使用規範是非常多種類的，不是只有機關用地可以做多

目標使用的，各種幾乎都可以來做多目標使用的，當然政府取得公共設施

用地是很困難的，取得以後現階段可以做什麼樣的使用，我們會盡量符合

政策目的，來做一些調整，這個部分我想簡單回答到這裡。 

二十六、謝小姐 

你們剛剛說今天的事情跟專案住宅沒有關係，為什麼沒關係，我今天

這個房子如果不是被你們騙，你們會有本事拿到今天的機關用地來蓋公共

住宅嗎？然後公共住宅的前面是什麼？專案住宅，你們知道現在蓋了以後

是會有多高尚的人來住嗎？你們公共住宅要給誰住？請問會給我們在地地

主嗎？沒有！不要肖想了！我們地主都拿不到了，還要叫我們租，我們有

資格可以租嗎？沒有阿，你們有錢到不行了！我們可以住這房子嗎？ 

你們是要給低階層的人住？我沒有藐視別人，你們說要叫高尚的人來

住公共住宅，有可能嗎？你們今天這塊地要來蓋這個，是可以用的嗎？能

看嗎？為什麼跟專案住宅沒有關係？王委員跟江委員，今天你們是學者，

你們做的研究，那請你們兩位改天到我們這邊，來我們附近這裡，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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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基地，來找東基地的地主就好，你來訪問我們，看我們的心聲是什麼？

101年 5月要蓋好的東西，你們來看，你們市政府有來跟我們打個招呼

嗎？沒有！到現在都沒有，到底為什麼跟專案住宅沒有關係，很委屈耶！ 

二十七、不具名民眾 

如果說跟專案住宅沒有關係，為什麼要請我們這些地主來？如果是這

樣的話，要請全北投區的人來聽，公共住宅是全臺北市的人來用的，那應

該請全臺北市的人來聽，不是只有請我們這些地主來聽。 

我想要問一下今天為什麼要召開這個說明會？用途用意在哪裡？ 

我想公宅今天是勢在必行，既然你說明會這樣開，就寄傳單給大家看一看

就好啦，不用再跑一趟浪費大家時間。 

 二十八、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總工程司世譽 

這個部分議會在審查我們預算的時候，下一個但書，希望我們到地方

來聽大家的意見，了解基地大概還有怎樣的需求需要調整，把計畫做出來

之後給居民聽，未來設計的時候可以把居民的意見納進來做參考，這部分

就是今天開說明會的目的，說明會會比照公聽會的原則，我們有登報，有

給里長告知，也上網站，也在 10天之前，把資訊在網路上面公開，這部

分符合說明會的要件。 

我想大家都會上網，但我相信有一些人沒有辦法用網路，我們也透過

鄰里這邊來做宣傳，也有登報。 

二十九、賴Ο賢先生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使用分區，目前的分區都是科專用地阿，你在科專

用地上面弄一小塊來做公共住宅，進去的人生活品質會好嗎？這個有做分

析跟計劃嗎？有做過研究嗎？在工業區裡面蓋公共住宅，請問會不會影響

健康？ 

三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羅總工程司世譽 

科專用地裡面大概都是一些科技的，一些辦公使用，我想這些用途不

是作為重工業使用，使用用途的部份我們會做一些評估，原來都市計畫裡

面科專用地當然會有一些產業資源的設施，也可能有一些社區服務等設

施，當然裡面會有一些吸引過來的產業人口，產業人口進來之後就會需要

有一些鄰里服務，應該也會在這一個地方做容納，像內湖科學園區，相關

科學園區都是朝向混和式的方式在做運用，公共住宅本身做一些居住型的

使用，地面層的使用會作公共使用，目前這機關用地是不能做商店的，但

像一般公共住宅社區，除了做公共使用之外，會有零星店鋪做使用，科專

用地的部分我想會有附屬設施作為零售單位的使用。 

三十一、不具名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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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請問一下，可以做為零售商店的使用，像便利商店之類的，請

問一下，我們這些里民有沒有一些優先權，地主有優先承租權嗎？那如果

沒有優先權的話，我們要這些幹嘛？ 

三十二、臺北市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賴玟錡科長 

應該是說科專有一些也是私人土地，之後私人如何規劃你們可以跟他

們做接洽，如果有意願要承租的話，科專有部分是政府土地，之後也會再

做規劃，但大部分是私地，土地也已經配好了。 

 

柒、專家學者意見 

 一、王委員秀娟 

大家好，我應該是參加第 3場還是第 4場公共住宅，看起狀況跟我之

前看的不太一樣，之前參加的包含北投的奇岩跟中山區。大概都是考慮到

房價的事情，在過去的經驗大概都不會影響房價，因這個是出租的不是出

售的，他不是所謂的一般商品這樣的住宅。當然最重要的是，我想我們如

果今天不從我們這一代的利益，我們下一代的利益，我想臺灣的房價高大

家都已經瞭解。 

現在是公共住宅提供的大概就是一種政府可以來協助年輕人，而有所

謂出租的房屋。我記得在奇岩時候，有很多長輩提到那他的小孩以後有沒

有機會可以住。只要符合條件他就可以在他父母的旁邊找到一個在他還沒

有能力買房子之前，可以在他父母旁邊就有公共住宅承租，可以就近照顧

父母。大家知道北投奇岩那邊房價非常的高，它其實也是在靠近奇岩站的

那塊基地上。那就是純公共住宅，它的 1樓跟 2樓就是有所謂的托嬰、托

老這樣的一個設施。所以基本上社區的居民都用得到，今天不管你是有小

孩、還是年紀比較大的時候都用得到這些公共設施。 

我想公共住宅政策，在全世界先進國家的大城市，尤其是房價高的城

市裡面，都普遍的、均勻的有這樣的公共住宅提供，就是希望讓年輕人不

會離開這個城市，因為他會覺得他在城市裡面沒有辦法生活，如果提供給

他一個能夠在他薪水可以負擔的情況底下，甚至有機會就近跟他的長輩們

比較近的居住環境，實際上是非常有利於年輕人留在他原來的家鄉工作。 

所以當我們今天從學校學者觀點來講，這是政府必要走的，而且也是

這麼多年來整個社會已經有這樣的共識，大家希望促成，我想不止是臺

北，新北，大概各個房價比較高的城市，公共住宅政策都是勢必要推的。 

剛聽到的比較大的議題，在講區段徵收專案住宅的這個部分。我想這

部分，大家可能還是要請市政府再針對這些公共性資源，尤其是地方需

求。我蠻好奇想知道我們這塊基地週邊，未來應該這邊是士北科，旁邊有

非常多的基地以後就是要發展產業，會有非常多新的工作人口進來，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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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帶動這地方的繁榮。那這些新的工作人口，有可能他們也需要在這地

方租房子，不一定是在地的人。 

反過來是，我們希望它的低樓層是開放的，開放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服

務的設施不是只有住在這裡的人可以使用，而是附近的鄰里居民可以就近

使用。我記得在別的基地討論的時候，有些時候地方居民會提出來他們在

地特別的需求，例如說剛才聽起來好像在地是不是不需要托嬰，是不是不

需要托幼，還是大家都覺得我們並不需要托老，那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如

希望要社區活動中心，希望在這機關用地裡面可以提供出來。看起來這個

地方要提供的好像還沒有共識，或者說相關的單位提出來的可能不一定是

大家覺得需要的。或者公共住宅基地裡面提供所謂的公共服務的功能，跟

另外專案住宅之間的能不能不要重覆，可是都是符合大家所需要的，這部

分我倒是覺得應該是大家可以趁這個機會把你們的需求提出來。 

 那至於專案住宅配售，我想應該不是今天討論的，因為那是另外一

個議題也不在我們這邊，我們只要針對公共住宅到底能夠做什麼樣的服務

設施對大家最有幫助，我會比較期待是這個地方如果能夠聽到大家的意

見，也可以協助市政府在未來的規劃上，能夠有未來更好的建設，我先做

這樣的一個回應。 

二、江委員穎慧 

主席、各位社區居民大家好，我想今天討論的一個重點，就是從一開

始大家提到如果你家附近有公共住宅是不是房價會跌。這部分正好我前一

陣子其實有跟張老師還有一些學生有做一個研究，我們就調查實價登錄的

資料，把過去的國民住宅、過去的出租國宅(看起來管理比較不好的)，還

有現在新的這種公營住宅，附近的房價有做了調查，透過實價登錄獲得一

些所謂學術上的一些研究。可以發現到就是現在新的公宅附近的房價，不

僅沒有跌，其實還會漲一點點。那我不敢說每個公宅好像在附近就一定會

漲，其實我們覺得臺北房價很貴了，也不希望它再漲了。 

我們沒有騙，這是實證跑出來的結果。相關資訊已經刊登在學術期刊

了，如果大家也不相信，其實不用看我們的數據，請大家上網查實價登

錄。 

捌、總結 

臺北市北投區公所李副區長條凰 

抱歉，讓我說一句話，有意見要表達可以，但要讓人家先說完，我們

要互相尊重，現在大家都是平等的，你要說話我也不會打斷你，所以我在

講話的時候你也不要打斷，我們要互相尊重，事情才能一步一步來排解

阿，越說越清楚，這樣好不好？我們北投是有水準的人，我跟大家說，我

也跟里長說過了，我很喜歡北投跟士林科學園區這邊，我本身住在蘆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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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希望我可以買在這邊，我的希望是這樣，希望我們的房地產會漲，也

希望交通方面很好，居住水準也很好，維護會更好，社區會更好，我不是

學房地產的，但我的觀念是這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聽對方講完，今天這

個會議是大家一起參與的，你有權利，我也有權利，大家都可以說話，這

樣才能表達我們的水準。 

今天的意見我們都會做成正式的紀錄，東西專案住宅的問題，我們會

請相關單位正式答覆。謝謝各位鄉親撥時間參加這個說明會，今天你們的

意見我們都會錄案，都會答覆。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地方上的決定是大家共同的責任，希望大家都盡

量開心，也謝謝兩位老師，跟各位鄉親的蒞臨指導，謝謝里長，謝謝會

長，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