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山區景豐二區社會住宅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日期:109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2 時 0 分至 4 時 0 分 

貳、地點:興豐區民活動中心（文山區興隆路二段 95 巷 8 號 7 樓） 

參、主持人:文山區公所郭副區長雅村 

肆、出(列)席單位:陳議長錦祥辦公室、徐議員弘庭辦公室、 

              鍾議員沛君辦公室、簡議員舒培辦公室、 

              耿議員葳辦公室  、王議員閔生辦公室、 

              王議員欣儀辦公室、阮議員昭雄辦公室 

              (以上依簽到簿順序排列) 

              文山區公所、興豐里辦公處、警察局、消防局 

伍、專家學者: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學會常務理事周麗華、 

          臺灣社會福利總盟秘書長孫一信 

陸、主席致詞及簡報: 
一、主席致詞 

歡迎各位朋友今天參加說明會，希望透過今天說明會，讓大家了解

景豐二區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接下來就請業務單位簡報。 

 

二、簡報:詳簡報資料 

 

柒、民眾發言與相關局處回應 
一、三角花城管理委員會 王主委: 

各位在座長官、議員辦公室同仁、各位民眾大家好，我是三角花城

本屆管委會主委。三角花城就在社宅斜對角，距離 10 米不到。估計景豐

一區社宅完工後入住人口約 180 到 250 人，二區入住後會更多。但剛才

說明的交通衝擊 B 跟 C 級不影響，是因為評估範圍內沒有包含三角花

城，所以二區會增加多少人口？很多興隆路的住戶都會走興順街，有時

候會從我們社區經過，以我的觀察人口會越來越多。現在社區前面巷道

有兩塊私人土地，第一塊地是 245-1 地號，上面有鐵皮圍籬，這塊土地

並沒有被徵收，所以我們現在社區自行退縮 16.5 平方公尺土地當通道；

上面這塊有打通了，但好像沒徵收，有時候地主三不五時就在上面架設

圍籬。社宅就在這裡、這邊是我們社區、下來直接又轉進來就回到他的

土地，因為南側這邊就是車道，所以進出這個巷道肯定會有很多人。所

以希望都發局既然在都市計畫中有規劃這條巷道，應該把這些地給徵

收、開通，還我們這塊土地。因為這個地方是整個興順街最容易發生車

禍的地方，興順街是下坡路段，轉入巷道的車輛會很快速地轉過來，幾



乎暢行無阻。它這個巷道設計圖，這個通行道有一部份是三角花城社區

土地，因為一直無法徵收作為巷道，所以我們就自行捐出這個土地，等

同無償提供作為通行巷道，供周邊進出巷道。我們基地範圍應該是一個

圓弧，這是我們無償提供出來成為巷道的部分。下坡路段進入巷道車速

極快，轉彎後距離車道不到 5 米，這邊轉彎曲度大於 120 度，駕駛向左

確認路況就會被圍籬遮擋視線，這樣安全嗎？所以我的主張是，落實本

區都市計畫所規劃之巷道並徵收及打通巷道，還給三角花城這個三角

地，使轉彎進入的車輛可增加直線及安全煞車距離，降低危險性。 

 

二、文山區興豐里 余里長鴻儒： 

謝謝三角花城主委提案。興豐里五、六年來為了這個計畫持續爭

取，這五、六年來本區歷經四個議員，剛才主委所說的事情，市府新工

處也和地主產生過糾紛。對周邊住戶來講，有人認為地主架設圍籬後沒

有車輛通行比較安全、打通之後車多了又有危險，但是最起碼不論是居

住或通行正義，今天三角花城的地已經被佔用(245-1 地號)，當時新工處

講說這問題是森林大院本身條件有問題，所以那塊土地(245-1 地號)是從

三角花城基地釋放出來的。我們這五、六年來持續爭取，希望市府徵收

這塊地後打通巷道。那時候信誓旦旦告訴我會徵收、有徵收，結果徵收

的是旁邊計畫道路的地，三角花城的地也沒有徵收，包括前面轉角也沒

有徵收；我也提到周邊交通要整體規劃，萬芳隧道開通後造成興順街車

流量增加，今天三角花城住戶所提的轉角一定要想辦法徵收，否則會影

響交通、影響住戶生命財產，謝謝。 

 

三、台大 JIA管理委員會 何主委： 

各位好，我代表 JIA 管委會出席。我們在景豐一區時就有請主管機

關考慮交通影響評估，當時有答應進行交通影響評估後上網公開評估結

果。現在二區準備開始進行，表示一區全部都做好交通影響評估。現在

大家共同的關切的是關於周邊交通因為社宅人口入住後會導致大塞車、

爭取了十多年的人行道被劃掉等等，這都是住戶拜託我們來表達。台大

JIA 非常接近興隆路一段，一旦興隆路一段開始塞車，車流就會回流到社

區停車口，造成住戶回堵在停車場內。我們有拜託議員設置紅綠燈，但

是你們本來有答應要蓋一條路往運動公園去，但還不知道發包的進展，

不知道是完全倚賴興順街？還是有其他規劃？加上是社宅是第二區，人

又更多、更靠近台大 JIA 社區，衝擊更大。另外，如果社宅蓋得這麼完

美，是不是給住戶有些回饋，可以使用設施，或優先申請住宅的可能

性，這樣才能讓大家配合你們建設多年，可以得到相對應的福利。 

 

四、文山區興豐里 余里長鴻儒： 

剛剛 JIA 主委講的，在運動公園舞台後面，一條新闢的計畫道路通

到順天宮(興隆路一段 137 巷 86 號旁)下個月就要施工，預計一年半後完



成，這也是我們爭取到的，也是興豐里的福氣。當初之所以提案機關用

地要儘速闢建，是不希望今天社宅一區工程完工後好不容易寧靜後，忽

然二區又要施工，所以我當初提案就是同時，各單位橫向聯繫都要有，

所以也回應一下台大 JIA 主委的問題，那條路已經有規劃而且準備開發

了。 

 

五、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羅副局長世譽： 

先回應王主委的問題。因為市府各權責有分工，余里長所提之興隆

路一段 137 巷 86 號前的道路，我們 105 年舉辦說明會時有許多居民提

案，本局已攜回交由新工處研議安排，大致上可於社宅完工前開闢完

成。剛剛主委講的未徵收土地，我們會將大家的意見一併向新工處反

應，目前看來只是徵收的問題。剛剛台大 JIA 主委也提到，周邊地區交

通問題相關意見我們都會轉達給新工處，與新工處討論後再回復里長及

主委。至於剛才所提到的巷道位置是不是可以更清楚告訴我們地號，基

本上本局作法是社宅基地周邊計畫道路都盡可能透過徵收或自行開闢方

式完成，但新工處有該處的評估要件，且年度預算有編列總經費，哪些

道路可以優先安排要由新工處向府方爭取，但都發局一定會將會上意見

都帶回去。 

第二個剛剛何主委提到的交通影響評估，在我們的景豐一區、二區

社宅都有評估。對於社宅住戶入住後所造成的交通衝擊，依本局實務經

驗，社宅住戶係屬無自有房屋者，目前社宅內有汽車的住戶比例低於

50%，因此社宅大部分停車位都會釋出給周邊里民承租停放，社宅地下停

車位會公告讓所有周邊里民或市民抽籤承租，非限定、或僅提供住戶優

先承租，且收費及優惠方式均比照停管處管理之停車場，給予在地里民

停車優惠。 

另外目前社宅皆已規劃一定比例分配給在地居民承租。假設有 90

戶住宅單元，30%比例約有 27 戶係提供社宅所在行政區里民申請，在地

行政區里戶比例主要減少社宅對在地造成衝擊的部分，這類型的戶數競

爭沒有那麼激烈。其他招租類別，例如就學就業或臺北市民戶，以目前

木柵社宅招租情形來看，開放兩戶仍可能吸引幾百組民眾申請。都發局

現在社宅有保留給在地里的比例，未來社宅配租的比例也將隨著社宅完

工後的情況再進行檢討調整。 

社宅周邊鄰里的意見或是各項建設本局都會以最優先、最快速的方

式跟各單位轉達。我們也認為社宅帶進來的不僅是住戶，同時是公共性

的整合與擴大，社宅可帶入很多相關的機關、公共服務……等，不僅對

社宅本身、對周邊地區這個社區都有所幫助。目前部分社宅有辦理青創

計畫，讓年輕人入住後透過活動幫助或教導社宅住戶與周邊里民，像是

植栽的教導、藝文推廣等等，使社宅是有整合、有活力的，先簡單報告

到這裡。 

 



六、文山區興豐里 余里長鴻儒： 

謝謝副局長，有關剛剛答應三角花城私有地徵收的事情，希望紀錄

於會議紀錄中並送交新工處，或跨局處權責單位，該徵收或變更用途的

的希望能同步作業，不要耽誤時間，就像當年我跟馬市長爭取運動公

園，做拖吊場同時變更土地用途，該徵收的作業可以同步進行。第二，

我們之前還沒有會議開始時，已經跟都發局很多次協商希望有一個大禮

堂在頂樓。各位，你們去區公所辦活動有沒有大禮堂？警察局有沒有大

禮堂？我們這邊都沒有。副座剛剛跟我講說他們規劃在一樓，80 坪，可

不可以容納 400 人？所以剛剛副座所說，未來可以一區、二區的鄰里活

動空間跟外面綠地不做植栽就是一個廣場地，這樣真的符合我們辦活動

需求嗎？興豐里的里民每次投票都要走到對面靜心小學投票，希望可以

就在我們里內投票，不要老人家都要過馬路去，我們每次都要指揮交

通，有些老人家請他不要走還是衝過去，真的被撞我們都會被告。第

三，現在社宅興建計畫要執行了，環保局要搬到水源市場去；可是不用

擔心，警察局還是有員警留守。然後我聽說都發局要求警察局通通拆

掉，淨空，是不是搬走之後準備拆這個房子？都發局說要交通大隊編預

算拆除，我絕對反對。你都規劃好了要招標，就由廠商去負責拆除和施

工，不用多此一舉，也是浪費公帑不是嗎？招標時涵蓋在內就好了，希

望不要造成里民困擾，請長官特別再考量一下，謝謝。 

 

七、台大 JIA管理委員會 何主委： 

針對剛剛里長講的是跟警察局交通大隊的部分，如果社宅沒有第三

區的話，警察局現在在我們社區後面空地都變成他們停車場。我不知道

它真正用途是什麼，但是都沒有跟我們做好的溝通。今天早上八、九點

我們都被鑽地基的聲音吵到無法睡覺。交通大隊拆掉後，未來景豐一

區、二區都邊一定比例給警察進駐，警察局車輛以後會停到社宅地下

室，那這塊的空地後續有什麼規劃？必須清楚告訴我們這塊地的規劃、

通知我們管委會一起開會，我們才能知道以後會影響到什麼程度。今天

早上的施工被我們投訴到暫停，不知道明天過後的規劃又是什麼？警察

局我們希望你們在、可以保護我們，但要跟我們溝通，讓我們知道要怎

麼處理、未來該怎麼面對這樣的狀況，謝謝。 

 

八、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羅副局長世譽： 

我先回應里長剛才所說的大禮堂。都發局本身是在興建社會住宅，

如果府內有相關單位要參建服務設施我們絕對支持，因為這是經費問

題，我們是負責興辦社會住宅，不是做社會福利設施、公共服務設施，

各建設有各部門專責處理，都發局為了表現最大誠意，我們目前已經將

社宅一樓大廳面積縮減到最小，將空間留設作為多功能會議室提供里民

使用，目前留設的空間已經是在沒有參建單位的情況下所能提供里民使

用的最大空間。一樓其他部分是警察局為民服務的設施，必須設在一



樓，我們會再跟警察局看看能不能再挪出其他空間。另外剛才里長也提

到警察局拆除，會併同在我們工程裡到時候一起處理，不會是警察局先

拆完都發局再施工。至於剛剛講的臺大 JIA 後方有警察局停車空間，請

警察局回應。 

 

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因為剛剛主委這邊說的地點，警察局這邊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會後

跟主委和里長再去現場會勘，確認實際狀況。 

 

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羅副局長世譽： 

補充說明，剛剛何主委講有沒有第三期社宅，依照目前的計畫是沒

有的。 

 

十一、三角花城管理委員會 王主委： 

我再補充一下關於興順街交通的事情，我不清楚當時為何沒有規劃

人行道，後來只劃設標線型人行道，結果整條興順街只有頭尾有人行

道，到廟前面就斷掉了，然後再往前走又有了。有關興順街的人行道規

劃是能不能做整體考量，既然要做人行道，一條街怎麼會前後有、中間

沒有，這是什麼情況？我們都覺得很不方便。 

 

十二、文山區興豐里 余里長鴻儒： 

我先報告一下，因為興順街只有 10 米，當年應該有四、五個議員

共同爭取過這邊的規劃，從規劃停車格、取消停車格、劃紅線，里辦公

室也被罵，到後來決定劃紅線、黃線，或提出做標線型人行道，住戶兩

派意見都有。後來也是經過新工處（標線型人行道劃設應為交工處權

責）做問卷調查才決定。但是因為標線型人行道是佔用馬路空間，所以

那時候我們也很困擾，各種意見都有，議員都知道這個問題很多。當年

都審會規劃興順街只有 10 米，錯了，應該 12 米，就一定有人行道，偏

偏偷工減料，當年市長不曉得是誰，總之就是規劃錯誤。所以現在只期

望趕快周邊地區儘速闢建，就會有開放空間、人行道的留設。回到剛剛

主委提到說，之前規劃興業區民活動中心和森林公園時，我就強調要好

好規劃整體周邊交通動線。還好我們有爭取到兩條八米計畫道路開闢，

現在興順街問題可以被提出來討論是因為這邊在開社宅說明會；三角花

城門口兩個私有地的事情，雖然市府這邊也會進行審查，審查通過後才

會允許建商蓋房子，但是如果是建商在蓋房子，哪有什麼說明會，他就

挖他的。現在興順街如果整條再劃設標線型人行道，那車都不用過了，

人也很危險，因為那邊還有工程車輛要進出。所以我都告訴里民，經過

興順街都要睜大眼睛小心一點，還好我們紅綠燈已經啟用，時間也有調

整，我們這個森林大院，包括德安家康 ABC 區的紅綠燈調整，下週也會

辦理會勘，順便向大家報告。 



 

十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羅副局長世譽： 

剛剛王主委這邊關心興順街兩側部分，剛剛里長講得蠻正確，人行

道確實是按照路寬決定要不要劃設，如果周邊地區開發時有進來都審，

都會要求退縮人行空間。另外剛剛講的人行空間，在社宅部分周邊一定

會留人行空間可以走，這是社宅跟私人建案的差異，我們周邊開放空間

都跟社區結合，不會說只有我們或社宅住戶用、別人不能用。 

 

捌、總結 
 

一、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學會周常務理事麗華： 

主席、羅副局長、里長、議員代表、里民代表、先進，大家午安。

我參加社宅說明會非常多場了，不過今天蠻高興大家都能理性溝通，而

且提到的問題都是跟里民生活相關，羅副局長也很誠意回應。所以我的

期待是，他說明的要做的就是要完成，在今天會議上既然做這個承諾，

就來監督看承諾是不是能達到。剛剛副局長提到青創議題，從第一個社

宅開始我就有參與。我看了很多青創夥伴，他們真的非常熱心，能讓社

宅增加很多活力，也讓民眾都能夠參與，我覺得非常好。如果未來社宅

能有更多基地有青創夥伴進來，我想對社宅活力會有幫助。剛剛羅副局

長也提到社宅周邊會留很多公共空間，也有多功能會議室，只要大家好

好運用，社宅在這裡絕對會對民眾帶來比較好的幫助，所以是可以期

待。現在景豐二區社宅正要開始，也謝謝大家接受景豐一區社宅的興

建，期待大家也接受景豐二區社宅。 

 

二、臺灣社會福利總盟孫一信秘書長： 

大家午安，來參加社宅說明會都很感動，大家用休假時間撥空參

加。我們社福團體爭取了大概十年，社宅才有今天這種局面。特別是臺

北市在柯市長帶領下，都發局也很努力在推動。周邊只要做都更、豪

宅，我相信我們都是只能遠觀不能進駐，所以社宅對收入 50%以下的民眾

非常重要。最近幾年臺資回流，造成台灣房租、房價再度上漲，很難控

制，所以社宅是超前佈署的概念。今天這個 80 戶的量體其實是臺北市很

少的，像廣慈是三千多戶降到一千五百多戶，大家不用擔心交通問題；

就算一半有車，也不會同時進出，對於交通影響應該不大。特別我是社

福總盟，我們對臺北市社福有很高的期待。臺北市有很多老人無法安置

在臺北市，因為地價及房租貴，這十年有一百家老人機構離開臺北市，

新增的只能公辦民營，或是保留社宅一、二樓委託民間團體經營，才能

長出老人福利照顧機構。目前這裡是機關用地，興隆路周邊將來也會有

非常多社會服務出來。我覺得服務一定要長在人生活的周邊，大家不要

排斥，這是很重要的觀點。因為當我們需要，就會知道他的珍貴。臺北



市預計這八年會增加三百個社福機構，對市民會有很大的幫助。再次感

謝大家參與，特別里長與主委很盡責在反映里民需求，我覺得這樣很

棒，再次謝謝大家。 

 

三、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羅副局長世譽： 

最後再補充一點，剛剛提到社福，景豐一區有公共褓姆，還有小規

模照顧中心，剛剛總盟關心的社福議題，每個社宅在規劃時都會問市府

相關單位有哪些公共服務能夠推出；景豐二區也是因為這邊警察局原先

有辦公地方，所以先跟警察局、消防局接洽，如果有其他社福部門願意

來，也可以再跟我們接洽。這部分也謝謝今天參與的所有住戶、社區居

民代表，我們最近推出的幾個社宅，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現場看看、了

解。當時木柵社宅興建過程中，周邊居民也因為四周都是高樓大廈，覺

得我們在中間做社宅會格格不入；但是現在可以去現場看看，我們蓋出

來的品質與功能不輸民間蓋的大廈。現階段在臺北市，因為房價高昂，

有些民眾無法在臺北市買房子，但又必須在這裡工作或照顧家人，這種

暫時性居住需求，市民的需要就非常重要，我們現在是把這個任務接續

完成。未來如果有機會提供更多服務，都發局會繼續努力，謝謝大家參

與。 

 

四、主席：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住戶參加說明會，也謝謝各位議員代表關心，謝謝。 

 

16 時 00 分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