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捷運劍潭站 TOD大樓諮詢會議 

時間：110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五)10 時 0 分   

地點：捷運行政大樓 7樓簡報室(中山北路 2段 48

巷 7號) 

主席：楊秦恒副總經理 

紀錄：呂咏勳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簽       名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楊副總經理室                    

副總經理                    楊秦恒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物業電商任務

編組                    

工程員(一)                    鄭傑仁                    台北通簽到 

11:03:22 

臺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總工

程司室                    

總工程司                    邵琇珮                    台北通簽到 

09:28:19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物業電商任務

編組                    

助理工程師                    李選瑜                    台北通簽到 

09:28:29 

開式建築師事

務所                    

建築顧問                    曾光宗                    台北通簽到 

09:35:13 

臺北市政府交

通局綜合規劃

科                    

技正                    張鈞凱                    台北通簽到 

09:41:13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中心主任                    凌啟堯                    台北通簽到 



行政處                    09:42:21 

臺北市政府文

化局藝術發展

科                    

視察                    李岱穎                    台北通簽到 

09:43:14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供應處                    

處長                    陳忠助                    台北通簽到 

09:44:32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物業電商任務

編組                    

專員(二)                    劉永泰                    台北通簽到 

09:44:39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站務處                    

中心主任                    林繼業                    台北通簽到 

09:45:31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物業電商任務

編組                    

專員(一)                    譚懿蘭                    台北通簽到 

09:48:56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法政處                    

高級管理師                    王信仁                    台北通簽到 

09:50:22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供應處                    

課長                    彭國棟                    台北通簽到 

09:51:32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工務處                    

處長                    黃景南                    台北通簽到 

09:51:42 

OMA建築師事

務所                    

委員                    林家如                    台北通簽到 

09:52:48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企劃處                    

處長                    黃雅芬                    台北通簽到 

09:53:33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物業電商任務

編組                    

課長                    陳榮吉                    台北通簽到 

09:58:16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處                    

處長                    許怡美                    台北通簽到 

09:58:22 

國立交通大學                    品牌小組委員                    張基義                    台北通簽到 

09:58:38 

臺北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綜合

規劃處                    

正工程司                    黃亞誠                    台北通簽到 

10:01:21 

臺北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綜合

規劃處                    

幫工程司                    陳桂桓                    台北通簽到 

10:01:33 

臺北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資產

及財務管理室                    

辦事員                    廖啟翔                    台北通簽到 

10:02:13 

國際事務委員

會(110-112

年度外聘委

員)                    

委員                    郭瓊瑩                    台北通簽到 

12:33:23 

                                        林育祺                    台北通簽到 

09:28:53 

                                        劉俊均                    台北通簽到 

09:29:20 

                                        許格聆                    台北通簽到 

09:29:45 

                                        張國松                    台北通簽到 

09:38:02 



                                        蔡嘉章                    台北通簽到 

09:39:53 

                                        馮正民                    台北通簽到 

09:40:09 

                                        陳洲平                    台北通簽到 

09:51:33 

                                        林靜娟                    台北通簽到 

09:52:52 

                                        王山頌                    台北通簽到 

09:55:44 

                                        李桃妹                    台北通簽到 

09:56:07 

                                        劉明滄                    台北通簽到 

09:56:11 

                                        程俊強                    台北通簽到 

09:58:50 

                                        張永棟                    台北通簽到 

09:59:17 

                                        張克偉                    台北通簽到 

10:01:41 

                                        鄧婉君                    台北通簽到 

10:02:17 

                                        彭文惠                    台北通簽到 

10:04:37 

會議代碼:11091010093 







臺北捷運公司「捷運劍潭站 TOD 大樓諮詢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點：捷運行政大樓 7 樓簡報室 

主席：楊副總經理秦恒                   紀錄：呂咏勳 

出席人員：OMA 建築師事務所林家如建築師、中華民國都市

設計學會林靜娟理事、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鄧婉君副理事長、

彭文惠理事、市府美學小組張基義委員、郭瓊瑩委員、張樞

委員、曾光宗委員、吳書原委員、陽明交通大學馮正民教授、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王山頌建築師、劉明滄建築師、承德里陳

洲平里長、李桃妹鄰長、明勝里張永棟里長、程俊強建築師

事務所程俊強建築師、大林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張國松建築師、

劉俊均、蔡嘉章、許格聆、亞新顧問公司林育祺、臺北市政

府捷運工程局黃亞誠、陳桂桓、廖啟翔、都市發展局謝佩珊、

李建輝、交通局張鈞凱、文化局李岱穎、臺北捷運公司黃景

南、黃雅芬、陳忠助、許怡美、馮兆興、凌啟堯、林繼業、

王信仁、陳榮吉、李選瑜、譚懿蘭、劉永泰 

一、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為本公司為廣納各界意見納入後續捷運劍潭站

TOD 開發案設計參考，邀請各專家學者及在地民意發表

對本案相關意見。 

二、報告事項 

(一)捷運公司簡報(詳附件 1) 

(二)捷運劍潭站 TOD 案規劃簡報(詳附件 2) 



三、各單位意見(會議影音檔詳附件 3) 

(一)林家如發表意見(簡報詳附件 4)。 

(二)曾光宗發表意見。 

(三)吳書原發表意見。 

(四)林靜娟發表意見。 

(五)張樞發表意見。 

(六)陳洲平發表意見。 

(七)張永棟發表意見。 

(八)鄧婉君發表意見。 

(九)王山頌發表意見。 

(十)李桃妺發表意見。 

(十一)馮正民發表意見。 

(十二)郭瓊瑩發表意見。 

(十三)張基義發表意見。 

(十四)陳洲平發表意見 

(十五)陳榮吉回覆說明。 

(十六)林家如發表意見。 

四、會議結論 

(一) 本次會議各方所表達之意見，將再納入規劃設計參

考，以期捷運劍潭站 TOD 開發案成為其他 TOD 案件

發展之典範，創造多贏局面。 

(二) 本案後續將再持續蒐集意見並與各方溝通及傾聽

相關建議。 

五、散會(12 時 30分) 

六、本次會議紀錄相關附件詳本公司官網劍潭站 TOD 開發

案專區下



載:https://www.metro.taipei/News_Content.aspx?n=

320CF0D294FF9489&sms=EA56BA3CA296DDF6&s=76207A33

D7D3EC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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