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住宅政策目標 
 



實現城市美學
實現居住正義 

公共住宅特色 

社區服務設施 

綠建築標章 

耐震標章 

無障礙住宅標章 

智慧標章 

節能減碳、社區安全，規劃3U (U-Car、U-Moto、U-bike)，藉

由共享經濟，提升市民生活品質。 

公共工程金質獎 

永續、智慧、節能、通用設計宅帶動產業發展 

綠建築標章 

智慧標章 



優質公共住宅案例－興隆公共住宅１區 



優質公共住宅案例－其他案例 

5 

景文公營住宅 大龍峒公營住宅 

大龍峒 
公宅 

庫倫街 

景文 
公宅 

景美國小 



公共住宅管理政策 

入住對象 採混居模式，以中收入以下家庭為主(20歲以上市民、在本市有就
學、就業者) 

條件：無自用住宅、家庭所得50分位點以下(104年度為144萬元) 

租金 市價租金8.5折 

租期 一般身分最長6年、特殊情形與身分者最長12年 

經營方式 委託專業物管公司經營 

管理方式 管理採扣分制度，倘重大違規情形經查證屬實，將依循法律程序
收回住宅。 

公共出租住宅之入住對象、租金、租期依據住宅法及本市社會住
宅出租辦法予以訂定，別於以往出租國宅，公共住宅委請專業物
管公司進行維管事宜。 

上海市松江區參訪興隆一區 興隆一區公共住宅門廳 興隆一區公共住宅物業管理辦公室 



1 
警告或勸導未改善，得按次數執行扣點   
1.在社區內公共空間晾曬衣物、拖把等私人物品。 
2.在窗台懸掛衣物或在露台放置滴水花盆或滴水衣物致有水滴滴落屋外。  
3.未依規定使用專用垃圾袋。  
4.於公共空間任意張貼未經甲方同意之文宣傳單。  

扣3分 

2 
警告或勸導未改善，得按次數執行扣點   
1.積存污水致有蚊蠅滋生之虞者。  
2.任由家中幼童玩耍電梯、消防等公共安全設施(備)者。  
3.製造噪音滋擾住戶安寧者。  
4.冷氣機滴水。  

5.在住宅內積放垃圾或廢物，產生難聞氣味。 

扣5分 

3 
不經通知即按次數執行扣點   
1.亂拋或隨地棄置垃圾者。  
2.在社區公共空間燃燒物品(金紙) 者。  
3.在社區內公共空間吸煙者。  
4.在住所陽台放置未固定具掉落危險之盆栽或物品者。  
5.任意於走廊或樓梯通道堆置私人物品者。  
6.攀折花木或破壞環境景觀設施者。  

扣5分 

4 
不經通知即按次數執行扣點   
1.破壞或汙損電梯梯廂清潔者。  
2.隨意抽取其他住戶信箱內文宣廣告傳單私人信件等。  
3.未經甲方書面同意於住所飼養動物者。 

扣7分 

5 
不經通知即按次數執行扣點   

高處拋擲物品，致有危及他人人身安全或破壞環境之虞者。 扣15分 

公共住宅管理扣點機制 



公共住宅管理 

公宅環境 (實況) 



公共住宅管理實況 

公宅管理 (實況) 



結合生態、科技、生活環境 興隆公宅屋頂變菜園 



新店區第一公墓 老泉里集會所 

300M 

台北市立圖書館力行分館 

菲力兒童文教校務中心 

樟新公園 

新北市 

臺北市 

100 50 150 0 

防汛道路 

福爾摩沙高速公路 

人行陸橋 

基地位置及周邊現況環境說明 



基地位置及周邊現況環境說明 



主要計畫內容 

1313 

都市計畫 

地段 
地號 

文山區實踐段三小段789地號
土地 

面積 4,789.14平方公尺 

原計畫 
住宅區 
(供本府安置公共工程拆遷戶 
 使用) 

原公展計畫 住宅區 

本次修正計畫 住宅區 

說明 

為擴大服務機能，推動本市公

共住宅政策，增加住宅供給並

提升居住品質，滿足市民居住

需求，故刪除其原計畫指定用

途。 



細部計畫內容 

都市計畫 

地段 
地號 

文山區實踐段三小段789地號
土地 

面積 4,789.14平方公尺 

原公展計畫 
第三種住宅區
(特) 

建蔽率45% 
容積率450% 

本次修正計畫 
第三種住宅區
(特) 

建蔽率45% 
容積率225% 

說明 
建蔽率及容積率比照鄰近「第

三種住宅區」訂定。 



土地使用現況及公共設施發展情形 

本計畫區為市有土地，原係因應公共工程拆遷安置需

求之住宅區，現況供附近居民臨時停車使用，鄰近景

美女中、樟新公園、臺北市立圖書館力行分館。 

■  土地使用現況 

■  公共設施發展情形 

學校用地檢討 

開發後 

1.每國小生享有校地面積為16.29平方公尺，高於教育

部頒訂標準12平方公尺。 

2.每國中生享有校地面積為21.34平方公尺，高於教育

部頒訂標準14.3平方公尺。 

公園綠地檢討 

位於文山區樟新里範圍內 

變更前 

人口數 5,954人 

變更後 

人口數6,366人(預估新增412人) 

■  人口 

公園綠地面積共計約4,400平方公尺，平均每

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約0.69平方公尺。另基地

緊鄰景美河濱公園，可作為居民活動場所 

(註：房型1房：2房：3房為
4：5：1規劃165戶每戶2.5
人估算) 

都市計畫 



一、公共開放空間 

1. 沿基地境界退縮留設8m帶狀開放空間並種
植喬木為原則。 

2. 內部留設至少500㎡以上廣場。 

3. 配合周鄰巷道紋理留設8m地面層人行通道。 

二、交通規劃及停車空間 

1. 設置1處車道出入口為原則。 

2. 車道出入口留設4.5公尺緩衝空間為原則。 

3. 社福設施接駁等臨停空間均應於基地內化處
理。 

4. 開放空間應全面採無障礙之環境設計。 

5. 不得設置圍牆亦不得設置任何阻隔性設施。 

三、建築物量體配置 

1. 建築物量體考量樟新街向河岸之視覺穿透性。 

2. 建築物斜對角距離超過45公尺部分，以設計手
法規劃立面，避免形成連續牆面。 

 

都市設計準則 



景美溪 

開放空間及綠帶構想 

都市設計準則 



初步規劃構想 



初步規劃構想 



初步規劃構想 



初步規劃構想 



初步規劃構想 



初步規劃構想 



初步規劃構想 



初步規劃構想 



初步規劃構想 



初步規劃構想 



初步規劃構想 

住宅外
觀 

東南向透視圖 

西北向透視圖 北向透視圖 



初步規劃構想 



初步規劃構想-地下室停車場 



初步規劃構想-地下室停車場 



基地交通分析 



基地開發交通分析 



民眾停車影響 



基地周邊道路環境評估及日照陰影檢討 

(1)樟新街及樟新街63巷道路兩側皆開放停車，致道路容量下降，
本案基地將規劃公共停車空間，容納基地周邊停車需求後，
取消道路兩側停車位，道路併同基地退縮空間規劃完善車行
及人行空間，將大幅改善周邊道路環境。 

(2)基地北側(臨樟新街63巷)規劃留設2米硬式鋪面及退縮留設8
米無遮掩人行道，可供自行車及行人通行。 

(3)樟新街63巷東、西側道路拓寬及開闢，原已編列於106年度預
算開闢，然因涉及私有土地且部分區塊為私人花圃，經議會
前會議預算決議「本年度總預算經本會審議全數刪除者，二
年內不得再行編列」，故將於108年後再行檢討開闢時程。 

1. 基地周邊道路環境評估 

本案北側退縮寬度為8公尺，加計8公尺樟新街63
巷，與北側民宅距離達16公尺，容積率建蔽率與
周邊住三相同，且建築量體靠東南面河川配置，
而本案後續建築量體將送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並將依相關規定檢
討日照陰影。 

建物退縮距北側民宅16m 

建築量體靠東南側面河配置 

2. 建築物日照陰影檢討 



各時段日照陰影檢討 

上午8時 上午12時 

下午2時 下午5時 



中央地調所 工務局 

40%高度液化區/60%中度液化區 低潛勢範圍 

地質調查 



一、為健全安全性，本基地業於105年6月1日完成鑽探及試驗 
    作業，計鑽探8孔，結果如右圖顯示。 
 
二、其土層分布由上而下依序可分為： 
    1.回填土層 2.粉土質填土層 3.粉土質細砂層 
    4.礫石及粉土質砂層 5.粉土質黏土層  
    6.卵礫石夾粉土質砂層 7.泥質砂岩。 
 
 
 
 
 
 
 
 
 
 
三、本基地20m以內之地層，於設計地震時具有輕度至中度之液化潛能，經初步規  
    劃，建築物地下室開挖深度約12m，該具液化潛能之土層已挖除，且周圍若採   
    用連續壁配合內支撐系統作為開挖擋土設施圍束，可確保開挖作業及鄰近建物 
    之安全。 

地質調查 



用途係數，I 
 第一類建築物，I=1.5 
地震災害發生後，必須維持機能以救濟大眾之重要建築物(消防、警務及
電信單位、供震災避難使用之國中、小學校舍、教學醫院、區域醫院、
署(市)立醫院) 

 第二類建築物，I=1.5 
    儲存多量具有毒性、爆炸性等危險物品之建築物 
 第三類建築物，I=1.25 
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各級政府機關辦公廳舍、教育文化類、衛生及社會福
利類、    營業類、娛樂業、工作類、遊覽交通類) 

 第四類建築物，I=1.0 
     其他一般建築物 

 

公共住宅在耐震能力部份，依內政部營建署頒定之「建築物
耐震設計規範」之規定，其用途係數I值比照供公眾使用之建
築物I=1.25，較一般建築物I=1.0 抗地震之能力較佳。 

確保公共住宅安全性 



公共住宅管理及與房價關係 

1. 本府自101年起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並

委託專業物業管理廠商進行住戶服務

與管理，已確保大樓的寧適性、安全

及清潔。 

2. 以大龍峒公宅及萬隆站公宅營運前

後周邊房屋成交行情均未低於周邊

住宅行情，證明公共住宅並不會造

成周邊房地產價格下跌，不會影響

房價及生活品質。 

104年 105年 101年 105年 

53.3~71.2萬元 

74.7萬元 

49.7萬元 

67.69萬元 

公共住宅營運後基地周邊房價情形 

萬元/坪 



臺北市文山區實踐段一小段
298-4地號等5筆土地-事業及權
利變換計畫報核 

臺北市文山區實踐段一小段
461地號等7筆土地-事業及權利
變換計畫核定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實踐段三小段709地
號等9筆土地-事業計畫-幹事會 

①臺北市文山區實踐段三小段709地號等9筆土地更新單元   
②臺北市文山區實踐段二小段441地號等45筆土地更新單元   
③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四小段641地號等11筆土地更新單元  
④臺北市文山區實踐段一小段298-4地號等5筆土地更新單元 
⑤臺北市文山區實踐段一小段461地號等7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⑥中崙路西側更新地區 
⑦木新路二段、保儀路口西北側更新地區 

本案基地 

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劃定之更新地區 

自行劃定(公告)_101年之前案件 

自行劃定(公告)_101年之後案件 

圖例 

初估興辦186戶公共住宅，可做為周邊進行都市更新之中繼基地 

基地周邊半徑1,000公尺範圍 

提供更新中繼基地 



里長訪談 



里長訪談建議及回應 

訪談意見彙整及答覆說明 

     標題 

項次 

周邊鄰里 意見彙整 答覆說明 

1 老泉里 對本案無特殊意見  

2 樟腳里 對本案無特殊意見  

3 樟文里 1.建議提供老人照護或共餐空

間，服務對象以區民為主，盡量

將照顧層面擴及周邊里。 

 

2.建議老人照護空間與幼兒園
規劃空間所佔比例能達 1:1。 

 

 
 

 

 
3.建議將 1、2樓全部開放空間

開放區里民使用，擴大服務對

象。 

→經評估後社會局已同意參建，現已規劃

長青共餐空間及日托據點。 

 

 

→目前已依社會局參建需求規劃長青共餐
空間 99.23㎡，日托據點 247.45㎡，均設

置於 1樓。另幼兒園依教育局參建需求設

置於 1及 2 樓，規劃共 4班(2-3 歲幼兒 1
班 16人、3歲以上至入國小前幼兒 3 班共

90 人)。 

 
→目前 1、2樓除社福設施外，均已規劃為

開放空間供民眾使用，其中設有社區多功

能集會空間、藝文廣場、商店等使用設施。 



里長訪談建議及回應 

訪談意見彙整及答覆說明 

     標題 

項次 

周邊鄰里 意見彙整 答覆說明 

4 樟新里 

(在地里) 

1.建議提供區里老人照護或共
餐空間(含廚房)。 

 

2.進駐人口素質良莠不齊，恐有
治安疑慮，檢討餘本基地設置派

出所。 

 
 

 

 
 

 

 
 

 

 
 

 

→經評估後社會局已同意參建，現已規劃
長青共餐空間及日托據點。 

 

→就管理部分，公共住宅承租戶須完全遵
守社區住宅公約，並納入公共住宅租戶契

約規範。管理費也將由市府依規約統籌繳

納，不會拖欠。此外，市府會另委託專業
物業管理廠商進行公共住宅住戶服務與管

理，確保大樓的寧適性、安全及清潔。本

府對於公共住宅並採行「記點扣分」制度，
輔以契約終止及扣分條款，租賃契約針對

諸如轉租、非法使用公共住宅、欠租達 2

個月經催告仍不清償等情節較嚴重事由，
訂有契約終止條款，承租人如有違反，即

依程序終止租約，並依訴訟程序取得勝訴

確定判決後，聲請強制執行收回住宅；另
依市府警察局 103年 1月至 105年 5月調

查各行政區治安熱點地圖，顯示市府經營



里長訪談建議及回應 

訪談意見彙整及答覆說明 

     標題 

項次 

周邊鄰里 意見彙整 答覆說明 

4 樟新里 

(在地里) 

 
 

 

3.基地周邊防汛道路車行速度
較快，轉達市府相關單位改善。 

 

 
 

 

4.預期本公宅將使原本不佳之
交通情況更形惡化，請提出因應

措施。 

 
5.請市府針對本里里民再辦一

場說明會，使里民了解及認同本

案。 

之公共住宅未位於治安熱點地區，證明引
進公共住宅並不會成為當地治安問題。 

 

→經交通局評估後，已由本市交工處規劃
於一壽橋東側防汛道路設置速限 30 標

字，告示用路人該路段速限，應減速慢行；

並加強該路段夜間警示，於危險路段設置
共 6 處太陽能閃光警示設施。 

 

→交通方面，經委託專業技師評估後，周
邊交通應不受本基地開發影響，仍可維持

現況服務水準。 

 
→經本局評估後業於 106/7/15 召開本次

說明會。 

 



里長訪談建議及回應 

社會局參建設施回饋說明： 

 
1.公共托育家園→本基地參建需求容納嬰幼兒共10人，

嬰幼兒如設籍於家園行政區，其保障名額為總收托人

數之30％。 

 

2.老人共餐及日托據點→ 

   (1)參建需求容納受益人數約75人/天(共餐15人*4間  

       教室及15位日托長者)。 

   (2)日托據點收托對象以在地里輕度失能、失智長者 

       為優先，保障二分之一名額供在地里優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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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改善方案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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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 

全球都在思考城市的未來， 

重新定位臺北的公共住宅，需要市民您我一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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