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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士林區陽明段三小

段 627地號等 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公聽會發言要點 

壹、 時間：民國 106年 1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6時 0分 

貳、 地點：臺北市福佳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士林區美崙街 190 號） 

參、 主持人：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楊科長少瑜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吳函穎 

伍、 主席致詞： 

委員、各位權利人以及關心華榮市場的大家，歡迎來參加由本府

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士林區陽明段三小段 627地號等

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之事業計畫報核前公聽會，今天

的會議是由市府主辦，我是今天會議的主持人，目前任職更新處

企劃科的科長，今天邀請專家學者是財團法人看見台灣基金會顧

問，脫宗華先生。公聽會舉辦的意思是權利人有意見都能盡量提

出來，作為後續審議會上的參考，如果各位想要發言的話請到發

言登記處完成登記，等一下的流程會請本府同仁做簡報，再請各

位表達意見。 

陸、 與會單位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 周⃝君 

1、 本案基地周邊巷弄狹小，更新後建物僅設置 178個停車位是

否能夠滿足周邊停車需求?另外本案預估要蓋 190 戶公共住

宅，倘未來增加 190部車每天在基地周邊進出，非但影響居



 第 2 頁，共 11 頁  

 

民生活，巷子這麼窄也勢必無法容納這麼多車輛通過。 

2、 本案預定要興建樓高至 19 樓，將嚴重破壞周圍的景觀。另

外本案對外宣示將成為士林再生的領頭羊，卻僅是拆除海砂

屋重建，看不出如何對士林的再生有起頭作用。 

3、 堅決反對本都市更新案目前之規劃設計。 

二、 陳⃝昱(代表全聯) 

1、 由臺北市擔任實施者本公司樂見其成，且全力配合政府政策，

期本案成為帶動公辦都更的領頭羊。 

2、 惟本公司的使用期限至 108年 6月，建請市政府搬遷時間能

在事業計劃發佈實施並取得建照且營造發包完成後，再辦理

地上物搬遷時間點較為合理，本公司屆時必全力配合。 

三、 陳⃝正 

1、 華聲街居民，街道狹窄路很擁擠，車輛進出太多。 

2、 想要擁有日照權，本都市更新案如果蓋這麼高，周邊居民照

的到太陽嗎？ 

四、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楊科長少瑜 

1、 有關停車位的問題，本案雖然預定興建 190戶公共住宅，但

我們預期的是公共住宅的住戶會是以使用大眾交通運輸，如

捷運、公車等為主，因此未來一定會保留一定比例之停車位

提供給周圍居民使用。 

2、 交通衝擊與景觀、樓高之合理性等後續皆須經都市設計及都

市更新審議，因此大家提供的意見，我們今天蒐集、彙整之

後會再提報市府進行研議。 

3、 超級市場拆遷的時間部分，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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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先通知市場處。另原本預計今年 6月事業計畫可以核定，

但確切的時間點還是必須依都市更新審議通過為準，故事業

計畫核定後會再請市場處通知搬遷時間。 

五、 孫⃝榕 

1、 本案基地出入口必須經由美崙街、華聲街，其中美崙街寬度

只有 6.8 公尺，倘未來發生火災該如何進行救災作業?另外

施工過程中的車輛，又要如何在不影響周圍居民生活的前提

下進出? 

2、 本案更新後將會增加一百多戶，交通衝擊要如何解決?建議

還是等到市府先將聯外交通問題解決之候再來啟動本案的

興建較為合適。 

3、 依目前的規劃設計，本案將興建為形狀瘦高的建築，為何要

規劃以較高成本的方式進行興建，不但浪費公帑還有圖利特

定廠商之虞?另本案規劃的樓高明顯不符芝山岩的限高管制，

建議應參考芝山岩的高度限制來規劃。 

4、 福林路附近有大面積的土地，建議如果要興建公共設施，可

以設置在福林路，不一定要設置在本案基地。 

六、 陳⃝凱 

1、 反對本都市更新案建築量體設計太大，影響附近居民生活機

能。 

2、 希望能整併美崙街 49 巷老舊公寓的都更案及旁邊國稅局公

務大樓，做整體街廓規劃。若無法達到整體街廓規劃更新，

希望以原大樓翻新方式進行。 

3、 希望縮小公宅數量，減少衝擊，並請說明公宅的意義。 



 第 4 頁，共 11 頁  

 

七、 張⃝桂 

1、 應先徵詢居民的意見，是否同意改建。 

2、 樓層太高太多，影響周邊交通、消防安全等。目前交通現況

不適合如此規模之建物。 

3、 若仍要更新，請注意與華聲公園的結合，目前規劃之中間廊

道可取消，反對罐頭兒童遊戲區。 

八、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楊科長少瑜 

1、 大家的問題主要是針對量體問題、日照權還有交通設計問題，

法定程序上事業計畫的說明程序是針對所有權人，但我們還

是會收納各方意見，帶回去與市府反映與討論。 

2、 景觀設計與外型，是否跟公園作連通，後續會考慮整體規劃

與開發。 

3、 有關交通影響評估，待後續評估後會再回復，另消防車的通

行是經設計考量，可供通行。 

九、 脫顧問宗華 

1、 感謝社區參與，今天是事業計畫第一次自辦公聽會，程序上

未來還有公辦公聽會、聽證會、大會審議，大會審議又須經

都市設計委員會及都市更新審議會，交通評估在會上都會有

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進行審查，各委員也會就建築量體是否

對環境造成衝擊等進行討論。 

2、 提醒各位民眾，本次自辦公聽會公部門會將各位意見帶回去

研議參考。 

十、 陳⃝ 

1、 人民應該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電磁波將會影響居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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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基地旁尚有電塔且電線亦由該電塔連接到基地上的建

物。倘本案建物拆除重建後，電塔是否將會一併拆除；倘未

能拆除，天線連接到建築物的部分如果不處理勢必有安全上

的疑慮。 

2、 電塔的支柱位置是否有侵佔到本案公有土地，市府應該要先

釐清。 

十一、 張⃝雲 

1、 我是住在這裡的居民，這個區位蓋這麼高可以嗎?巷弄這麼

狹小，消防車有辦法救到 19樓嗎? 

2、 建築物蓋這麼高會影響我們的日照權，在對面的公園運動想

要有陽光，車輛少點，陽光多點，人情味還可以保留。 

十二、 余⃝曉 

1、 興建期間的交通問題及長遠周圍交通計畫，相關配套措施請

先提出。 

2、 附近有新建案正要開工，周圍交通會造成很大的影響，現在

都已經在塞車，以後交通問題不就更為嚴重。 

十三、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楊科長少瑜 

1、 電台相關支柱是私有產權，我們會研議將相關管理問題轉由

權管機構處理。 

2、 消防等相關問題我們會帶回去研議，消防、交通及建物量體

等我們都會再多考量，請大家不要這麼擔心。 

十四、 江⃝珠 

1、 本案興建社會住宅跟一般都市更新案在流程上有何不同，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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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召開公聽會是否有在網路上發布周知？另本次召開會

議地點，場地面積不但太小且有 2根大柱子影響動線，建議

下次開會時場地部分市府應再妥為考量。 

十五、 周⃝安 

1、 我在福佳里工作，之前計劃和現在不同，樓層為什麼會從

19層變 18層，計畫內容還有哪些改變？ 

2、 請問後續交通動線如何設計？經費？另基金代墊是什麼意

思？要如何將周圍停車需求收納進建物內。基地周圍道路交

通量〈現況、未來〉容受上限及後續影響？ 

3、 中繼住宅沒有公共性，為何由市府、公共資源來幫建商解套？

如果要進行都市更新，應該是要由所有權人跟建商協議，這

些應該都是建商要負擔的成本才對。 

4、 另外應該要重新調整公共住宅的租金，讓年輕人和有需要的

人真的可以負擔的起。 

十六、 葉⃝煦 

1、 周邊道路希望拓寬。 

2、 希望市民意見能被市府了解，我主張不要蓋在這裡。 

3、 中興街太狹小，車輛增加真的很吵，市府要考量我們的心聲，

假如市府不聽居民意見，就是在辦家家酒。 

4、 停車位(另提書面意見)。 

5、 公園設置(另提書面意見)。 

十七、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楊科長少瑜 

1、 有關本次會議有於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上發布，並張貼通知

於里辦公處等公佈欄。另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都市更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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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辦理程序為：1.自辦公聽會、2.事業計畫提送本市都市更

新處報核、3.公開展覽、4.公辦公聽會、5.幹事會審查、6.

聽證會、7.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查、8.核定發布等。

其中，本次進行自辦公聽會之程序，主要是要聆聽各位的意

見，並作為市府後續推動的參考。 

2、 公共住宅之進住對象，係由本府都市發展局負責，相關入住

資格會於完工後對外公布。 

3、 本案於事業計畫核定前，建築量體皆為未確定之草案，隨時

會於審議過程中進行調整。至於樓層高低問題，會再將大家

意見帶回提報市府研議。 

4、 有關交通動線的問題，本案基地更新後的對外連通動線預定

是由華聲街至美崙街，再行文昌路及文林路。另本案於劃定

更新地區時，亦經都市計畫委員會要求設置地下停車空間，

以收納周邊的停車需求。 

5、 依目前委託的交通評估結果，文昌街為 D級，另經交通技師

分析，倘未來增設 190戶及相對應的車輛，應不會對周邊交

通造成太大影響，惟有關巷弄狹窄及交通等議題，後續於本

案事業計畫審議時都會再進一步研析。至於本案量體的規劃，

將會連帶影響交通、消防等問題，因此大家的意見都會提供

市府作後續評估。 

十八、 張⃝桂 

1、 市民如果前面規劃階段無法參與，只能在後面審議階段表示

反對，是否能阻止市府進行本案的興建？ 

2、 本案基地所在區域已經非常擁擠，不適宜再行興建大量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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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請市府考量居民的意見。建議可將建物拆除，超級

市場及停車位等空間需求地下化，並將地面變更為公園。 

十九、 陳⃝琴 

1、 原本這裡交通就經常阻塞，寸步難行，若無配套措施將會交

通大亂，且這裡是文教區，很多兒童在華聲公園遊憩，若無

相關安全考量會造成很多問題。 

2、 這邊是流沙地質，真的可以開挖到地下四層嗎？有做相關的

評估嗎？ 

二十、 陳⃝霧 

大家辛苦了，官員要出來看看這裡的環境，現在交通太亂，

希望你們能聽進居民的意見，周圍要規劃好我們民眾才能同

意本都市更新案。 

二十一、 胡⃝毅里長 

1、 本人於本案劃定更新地區階段時未獲通知，有失尊重，建議

以後應該要先與里長進行溝通。 

2、 建議應該將稅捐處跟國稅局都納入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內進

行整體規劃，並於更新後提供適當空間予前開單位，以維持

原公務使用。且前開兩單位倘納入本更新案，未來車行動線

即可不限於由華聲街進出，有利於規劃。至於稅捐處所在基

地土地權屬雖屬新北市政府所有，建議可以徵收方式處理。 

3、 本案是否一定要將容積用完，且申請如此高額度之容積獎勵，

市府應聆聽居民意見後再審慎考量。 

二十二、 脫顧問宗華 

1、 本次自辦公聽會是程序上的第一步，後續還有公辦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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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會、審議會，審議會又分都市設計審議還有都市更新審

議，各位的意見市府都會納入考量。 

2、 尤其是交通動線、消防等都會由相關局處及委員去檢視把

關。 

3、 建物量體跟鄰近地區的衝擊也會納入後續考量，不論是公部

門申請或是民辦都更，都是一樣的標準。 

4、 提供中繼住宅對環境周圍是好事，另建築量體定案還要後續

審議，屆時大家也可以前往旁聽，本次自辦公聽會會參考大

家的意見，採納與否要視後續協商討論。 

二十三、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江科長中信 

1、 依都市更新條例，必須要召開本次自辦公聽會，本案實施者

就是市政府，所以今天市府來聽聽居民的意見，將來還有公

開展覽等等相關程序。設計這麼多程序，就是為了聽大家的

意見，理解地方居民需要什麼，進到公展期間，公辦公聽會

就會由我們事業科當主席，還會再聽大家的意見。 

2、 大家意見跟回應都會列進事業計畫內容中，公展期間會將所

有書圖會放在里辦公室、區公所、更新處及市府等地，大家

可以知道自己的意見有沒有被收進書冊之中，另完整事業計

畫內容會在公展期間呈現，公展的公辦公聽會也會再收納一

次大家意見。 

3、 後續還會有審議會，大家都可以參與，委員除了政府機關人

員外還有佔半數以上之專家學者，審議都會將大家的意見納

入考量，大家可能會覺得程序複雜，但都市更新影響重大，

需要收斂各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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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汪志冰議員 

1、 10 月份林副市長帶著記者開了記者會，議會在審的時候就

有表達這個地方交通擁擠，美崙街上午時段非常擁擠，以後

再住兩百戶勢必是非常嚴重的衝擊。 

2、 柯文哲市長到處要蓋公宅，全台北共有 16 處公宅要興建，

這個地方是否有必要為蓋公宅而蓋公宅？有沒有必要趕業

績？請先解決交通問題，再來談後續居住問題，現在就已經

沒有停車位，請先解決停車問題。 

3、 請考量施工期間造成的危險與交通問題，未來居住品質將嚴

重受影響。另地質與施工的技術市府有進行評估嗎？市府會

受民眾意見所影響，大家要踴躍發言，我會幫大家把關、監

督，但大家意見要表達清楚。 

二十五、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楊科長少瑜 

大家的意見我們都會帶回去評估跟研議，並記錄起來在後續

的公聽會當中跟各位回應與調整。 

二十六、 胡⃝毅里長 

華榮的停車場應該只有這建物的居民可以停，如果是停管處

為主管機關，福佳里里民可以打七折，但如果是都更處管理

那我們就沒有打折了。 

二十七、 鄭⃝惠 

本都市更新案旁機關用地(土地為新北市政府所有，地上權

為臺北市政府所有)希望可以一併考量納入本案，將原單位

國稅局及稅捐稽徵處辦公空間納入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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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楊科長少瑜 

公辦都更是由都更基金先支應，後續會由各權管機關編列預

算價購。 

柒、 會議結論： 

本次會議與會人員以及學者專家所提意見，本府將納入事業計畫

內參考。另於都市更新審查過程中，如各位民眾還有其他意見，

仍可採書面的方式向本市都市更新處表達，並做為後續審議會審

查的參考，今天公聽會謝謝各位的參加。 

捌、 散會（下午 8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