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劍潭捷運站 TOD開發計劃疑慮說明

2021.11.19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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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北藝無圍牆博物館美學小組， 針對北藝週遭環境景觀訂定美感準則

2. 二週內召開捷運劍潭站TOD案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3. 說明劍潭TOD站統包經費議會未審先行招標的程序問題

黃郁芬議員市政總質詢重點
2021.11.08



捷運美學小組
張基義（出席）
張樞 （出席）
曾光宗（出席）
吳書原（出席）
潘一如（書面意見）

都審委員
王秀娟（書面意見）
賴怡成（書面意見）
郭旭原（書面意見）
林家如（出席）

都市設計學會- 林靜娟學會理事/前理事長 （出席）
綠野生態保育協會-張宇欽執行長（書面意見）
景觀學會 - 鄧婉君副理事長/ 彭文惠理事（出席）
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 所長殷寶寧（書面意見）

出席專家學者



1. 成立北藝無圍牆博物館美學小組， 針對北藝週遭環境景觀訂定美感準則

2. 二週內召開捷運劍潭站TOD案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3. 說明劍潭TOD站統包經費議會未審先行招標的程序問題

黃郁芬議員市政總質詢重點
2021.11.08

2021. 10. 22 政府採購網公告 捷運劍潭站TOD轉乘設施空間活化及多元服務建置案統包工程

2021. 10. 12 都發局核定 捷運劍潭站TOD都市設計準則

2021. 09. 02 第二次都市設計準則審議 (修正後通過）

2021. 06. 17 第一次都市設計準則審議 - 不通過

2021. 04. 07 捷運劍潭站TOD大樓造型諮詢討論會議記錄

2021. 03. 15 都審幹事會要求建築造型，語彙，色彩，材料等準則請考量捷運劍潭站，表演

藝術中心及劍潭山等都市風貌之整合，並於都審會前建請諮詢捷運美學小組



現任都審委員意見

郭旭原委員
對於劍潭站TOD案的書面意見：
本人曾參予本案第一次設計準則審議，當時時本案曾遭遇多數委員的反對，其意見大多認為量體過大過高
而造成景觀、視覺及交通的衝擊！
審議結論主席亦要求退回重新審視調整！
本人基于都市環境設計的專業亦不認同此處建築的體量。
其理由為此處的都市空間形態的了解是一個開放綠帶空間谷地的概念，不應該有垂直性元素存在（捷運軌
道接鄰中山北路側）！也就是應當維持綠帶加捷運軌道的帶狀綠帶空間。
因此對於量體上的建議應該以不高過捷運軌道高度做為設計的依據原則！

賴怡成委員
一個城市的都市景觀是“公共財”, 不僅要反應當地居民的意見外, 也要重視台北市市民的看法. 圓山的天空
線和中山北路的綠廊, 是台北市非常重要的都市景觀, 同時也是台北市民重要的場所精神, 除了在都市空間和
活動上, 同時也乘載了台北市的歷史記憶. 因此, 身為台北市的市民, 也是當地的里民, 也是都審委員, 我有責
任與義務去捍衛我們的“公共財”.

王秀娟委員
1. 劍潭站週邊具有豐富歷史脈絡與多元景觀資源，為地景敏感地區，一直是國際旅客感知台北城市具有高
度自然特色的重要關鍵地點。
2. 圓山站至劍潭站間捷運的東側因接臨基隆河、公園綠地與中山北綠廊，可觀山觀水，並有城市地標建築。
近看郊山綠地、基隆河、圓山飯店與表演藝術中心，遠觀北美館、101及市街建築。開闊視覺、層次綠意與
連續綠廊提供城市通勤生活必要的休閒紓壓體驗。過去劍潭青年活動中心開發時，其建築群落配置、高度
量體與外觀色彩即被要求必須與周邊環境協調，尤其重視捷運高運量國內外旅客的視覺感知，以突顯台北
山水城市之獨特性。
3. TOD大樓選址在劍潭站現有停車場，緊鄰站體與中山北路，建築開發之量體與高度將破壞現有環境的協
調性與自然度，以商辦為開發目的既不具公共利益，更可能與既有商圈爭利。最重要的是台北城市為國際
旅客欣羨的郊山綠幕與通往國家公園的門戶意象將因此被破壞，顯現此案選址缺乏宏觀視野與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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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局網站 / 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
都市發展（TOD）專區資料

地區文化脈絡/自然景觀生態條件
參考資料

劍潭捷運站TOD都市設計準則核定版
- 提供給黃郁芬議員問政內容

劍潭捷運站TOD統包招標資料

捷運公司『捷運劍潭站TOD大樓
造型諮詢討論會議』會議記錄

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台北市都發局 TOD專區







劍潭站未包括
在可申請開放
許可之場站





北美館正展出台灣畫家-郭雪湖於1928年的畫作 #圓山附近 給了我們一些線索，我們利用1904

年台灣堡圖推測郭雪湖大約站在劍潭寺位置畫下圓山通往神社的登山步道與山腳邊的明治橋的

風景。我們同時在這張圖上標註了今日捷運劍潭站TOD案預定基地位置，也就是原本的基隆河

道彎曲處。我們再利用歷年空照圖比對台北盆地基隆河截彎取直前後的變化，1965年基隆河截

彎取直前，這處彎曲地仍是山腳邊的河道，1974年基隆河截彎取直後，這處彎曲地被填土成為

山腳邊的綠地。2013年捷運劍潭站旁的這處彎曲地保留為公園與市民停車場，是中山北路車流

經過時，舒緩視覺的綠廊。捷運劍潭站TOD案預定基地位置即將蓋上80多米高的出租辦公建築，

抹去原本紀錄了台北盆地曾經有過的基隆河曲道，這處由山與河共構形成的彎曲自然地勢，我

們行經中山北路常塞在車陣中，未曾靜下心來認識、卻即將被超大建築物抹去這座城市的自然

地景記憶，不僅僅是遮蔽了我們看山的視野。 （文- WAT 臉書賬號）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93%E5%B1%B1%E9%99%84%E8%BF%91?__eep__=6&__cft__%5b0%5d=AZX8oq3PAPnXVcswVyT3I36l4yxApoPFFJP_MEWGZiz_XZepINxcJH83fD4ihbiW8gv60RHYNkfuS-VuJZb4TwOwxxc0V2-qKfZLzQfqOZpKEgDkdnORuMfaT9aVAU5fnH874aniD5tksnswx4PJaFEULxHziaZQAAlAgnVUp2KcyHXXBBAf41bYjSVQyBlNnr0&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93%E5%B1%B1%E9%99%84%E8%BF%91?__eep__=6&__cft__%5b0%5d=AZX8oq3PAPnXVcswVyT3I36l4yxApoPFFJP_MEWGZiz_XZepINxcJH83fD4ihbiW8gv60RHYNkfuS-VuJZb4TwOwxxc0V2-qKfZLzQfqOZpKEgDkdnORuMfaT9aVAU5fnH874aniD5tksnswx4PJaFEULxHziaZQAAlAgnVUp2KcyHXXBBAf41bYjSVQyBlNnr0&__tn__=*NK-R


參考資料：2008 臺北藝術中心國際競圖設計需求





劍潭站TOD基地位置











參考資料：2021.10.12 核定都市設計準則（議員版）



模型照片：中原大學建築系 賴奕竹同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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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照片：中原大學建築系 賴奕竹同學提供



參考資料：2021.10.12 核定 都市設計準則（議員版）





























聯署團體書面意見

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張宇欽執行長）

1.《都市生態系統之維繫至關重要》就專業景觀生態環境評估分析而論，本基地乃位於關鍵之生態跳島位置
;其東側緊臨劍潭山/圓山風景區/水神社，擁有豐富的生態及文化景觀資源，南邊直接串聯基河公園及劍潭
濕地公園隨之接攘到基隆河，西側則與劍潭路綠樹銜接，延續華齡帶狀公園至南邊的基隆河，北側乃接連
捷運本身之高架橋下綠廊，一路向北延續;故其整體而言，一旦本基地被高強度開發之後，此關鍵的生態咽
喉地帶猶如被一刀插入，將嚴重阻隔其剩餘呼吸的機會(即生態都市的嵌塊體及廊道的聯絡永久被切割)，此
將導致都市生物遷徙及環境微氣候/風廓效應全然被裂解，地區熱島效應更形劇烈，萬物隨之避逃，則台北
生態都市之理念，最終將只淪於膚淺空談。

2.《人本交通核心節點之必要實踐》本基地擁有絕佳難得的行人活動空間尺度及視覺景觀通透性，未來縱使
有萬不得已的開發需求，亦應循嚴謹程序，深入審慎檢討其建築量体及機動車容留量及應須於地面層留設
極大化面積之開放空間等關鍵事項，以達成真正的人本交通理念落實;祈使為台北/士林人留下一方身心靈得
以喘息的淨土，也唯有適當的留白設計，才能真正為以後的台北帶來可能的永續發展生機。



參考資料：2021.10.12 核定 都市設計準則（議員版）



參考資料：2021.10.12 核定 都市設計準則（議員版）





參考資料：2021.10.12 核定 都市設計準則（議員版）



參考資料：2021.10 統包工程公開閱覽資料 （10.22 公告）



參考資料：2021.10 統包工程公開閱覽資料 （10.22 公告）



模型照片：中原大學建築系 賴奕竹同學提供





參考資料：2021.10.12 核定 都市設計準則（議員版）

車道出口



車道出口



參考資料：2021.10.12 核定 都市設計準則（議員版）



參考資料：2021.10.12 核定 都市設計準則（議員版）







參考資料：2021.10.12 核定 都市設計準則（議員版）





參考資料：2021.10.12 核定 都市設計準則（議員版）





景觀專家學者書面意見

吳書原 (台北捷運美學小組委員)

關於本計畫發展的充分及必要性 ?

關於景觀與生態的犧牲

本計畫的發展必須犧牲掉台北捷運高架一段最美麗的風景，無疑是相當可惜的，淡水線景觀在全世界的捷運鐵道高架系統，

有其特殊的地理風貌與價值，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後一條山與河、海交界的運輸系統，珍貴的廊道空間，有其不可替代性，在

劍潭山麓、都市與自然交界的一線，此案的發展無疑是水泥叢林往自然山林無情侵略的一步，薄弱的都市微氣候與生態環境

也因建築擴張，而再次擾動甚至間接導致都市熱島效應的惡化，適當的留白設計，才能真正為以後的台北帶來可能的永續發

展生機。

交通的惡化

中山北路四段已是士林北投地區進入市區每日交通嚴重阻塞的節點，未來高樓的興建帶來大量的人潮與車流，無疑是讓幾近

滿載的道路系統，雪上加霜

專業意見的忽視

捷運美學小組會議中，大部分委員的發言，幾乎是反對本案的進行，無奈這樣的意見，被捷運公司刻意的避重就輕，美化成

未來建築量體形式的建議，這部分還請捷運公司提供當時會議的錄影錄音及逐字稿，完整呈現專業委員之意見

我們不存在填補與被填補的關係，我們建構一個城市是完整的，有地景、建築、自然植被、溫濕度、生態、氣候、都市街道

計劃……，是這些促成這個都市的存在，而不是我們陷在某個空地蓋個什麼。



景觀專家學者書面意見

潘一如 (台北捷運美學小組委員)

台北盆地的美 在於山水環繞 幽幽的陪伴

台北城市的樣 在於建築比肩 不相逾越的默契累積

台北人的好 在於相互比較 卻靜靜的相互不擾

以前 是中山南北路 帶給了台北人都市繁華進步與林下漫步的

悠遊風情

現在 是捷運北淡線 給台北市帶來了更安全更快速的自然人文

歷史穿越

我們該感恩這一切！

眼前於今

眼見隨著城市韻律 美麗動人的北淡穿越線

平地一聲雷的「TOD開發」

在地者被開發者灌輸的概念

也許是

開發容積量的可觀

也許是

建坪與金錢的價值

殊不知

少了謙卑寧靜的彼此尊重

這會在美麗的城市軌跡上插旗

這會粗暴地造就一座水泥大碑

活生生地祭拜人類的貪婪

哀悼原是青山綠水的北台北

誰？該反省這一動！



聯署團體書面意見

殷寶寧（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請停止以專業名詞魚目混珠的口號都市治理

國際上專業領域對博物館定義的討論，已經從傳統推動教育的非營利機構，逐漸朝向強調多元、對話、民主，讓過去與未來

進行批判性對話，為後代守護多樣記憶，社群間的合作及參與，以確保人類尊嚴、社會正義、全球平等與地球福祉等主張。

台北市政府以「無圍牆博物館」作為推動城市發展的口號，在相關計畫文字中提到，將城市視為一座大博物館，要增添人與

城市互動的機會，強調人跟人、人跟在地建築與空間的連結，彰顯在地街區的歷史意義與價值。但事實上，此一政策包裝，

本質上即忽略城市有機成長與持續變遷的現實，僅關注城市的觀光產值，而非聚焦於在地社群的記憶與文化保存。

捷運劍潭站TOD開發案有著同樣荒謬而類似的邏輯。該案冠著TOD「大眾運輸運輸導向」之名，欲傳達「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倡議的理想──藉由開發新區，配套完善大眾運輸系統，強調將城市與社區鄰里的生活空間場域，還給在地社區居

民，以保障人在城市中行走及舒適享有都市空間的權利。本開發案看似具有打造友善城市之口號，但其乃屬於捷運公司的土

地開發投資案，不僅未具地區整體開發或調整都市土地使用狀態的意圖，只是在既有的繁忙都市交通路徑上，增添更多可能

的運輸旅次與人車壅塞，難以展現其公共利益價值何在。

中山北路帶狀軸線所連結的圓山、劍潭與基隆河周邊地區，不僅是台北市重要的綠軸廊道，舒適的開放空間，更是自台北城

市開發以來，即承載了豐富的歷史意涵地帶；不折不扣地可說是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積極倡議的「歷史都市景觀」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如果，推動一座無圍牆博物館是台北城市治理的卓越洞見，那麼，請停止捷運劍潭TOD這個足

以摧毀城市歷史景觀的不當開發案。



聯署團體書面意見

曾光宗（台北捷運美學小組委員／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

我個人極力「反對」這個開發案；主要理由簡述如下：

一、此開發案與台北市「捷運綠廊」理念嚴重衝突，犧牲了全市市民的公共利益－

介於外雙溪及基隆河之間，沿著捷運路線旁難得的綠地、公園、人行道、自行車道等的「捷運綠廊」，才是真正符合

此地區的環境特性及全市市民的公共利益；而市府其他局處正積極規劃完成此捷運綠廊。

二、此開發案位於環境景觀的敏感地區，龐大建築物阻斷了台北市「郊山」與城市的關係－

不論從劍潭山山線的底部、整體環境景觀、南北兩向的視覺穿透性、或對側居民以劍潭山為端景等角度來看，此開發

案位於環境景觀的敏感地區，將對周邊環境產生極大的破壞。

三、從國外的案例來看，目前此開發案的建築位置與機能無法達到TOD的目標－

從周邊的土地使用而論，基地的東側為劍潭山及部分住宅區，基地的西側亦是大量的住宅區，周邊環境的條件與捷運

局提供國外的案例（例如大阪梅田、東京涉谷等）完全不同，無法達成TOD的目標。

四、此開發案為對於台北市TOD政策的「誤解讀」，成為了「為興建而興建」之錯誤政策－

都市計畫中的TOD政策主要在於強化原本車站周邊已具備一定條件的區域發展（例如中山站等），或是配合老舊街區

進行區域型的都市改造（例如士林站等），而捷運劍潭站均不屬於上述兩種條件，成為了「為興建而興建」之錯誤政策。



聯署團體書面意見

中華民國都市設計學會（林靜娟理事）

為了填補捷運公司的虧損，不僅賠上市民所屬的公有財，恐將還會賠上市民的幸福感與榮耀感!!!

關於劍潭TOD大樓基地有幾個重要意義必須謹慎處理: 

臺北市是山脈環繞的盆地城市，但只有少數山脈深入城市內部，其中一座便是劍潭山，劍潭山是五指山脈主稜最西側小丘、

也是山脈稜線轉向南側經圓山後沒入基隆河的重要臺北盆地型城市自然地景，擁有山和河川交界的獨特城市景觀，如果說這

裡是數百萬年的地理特色實不為過，恐怕也是世界城市少有!! 

對於市民而言，劍潭山是臺北市民不用離開臺北就看得到的地理景觀。海拔雖低(最高為153公尺)，卻為臺灣小百岳之一，臺

北大縱走的第五段便是劍潭支線，親山步道便是平行捷運線的小丘上，大半小丘視覺都低於本TOD大樓的高度，未來登上這

一條步道往西眺望，將有大部分步道只能看到TOD大樓。

劍潭山至士林是淡水信義線從地下轉為高架最重要的一段，搭乘捷運淡水線從圓山轉為高架後，便看到圓山貝塚公園，和基

隆河、然後便是沿著劍潭山沒入基隆河的地景，捷運線從劍潭到士林站緊貼著劍潭山感熟到中山北路沿線山丘和綠廊。這一

段捷運風景見證了臺北市的自然生態和城市人文美學緊密的關係。

以統包書裡要求TOD大樓量體須超過40000平方公尺的量體勢將造成上述的極大衝擊。城市建設不是應該帶給市民幸福與榮

耀感的嗎?而這個開發最後是由誰獲利?而誰又感覺失去珍貴的事物?

希望本案應回歸專業討論，不要讓不可逆的開發破壞城市重要自然和人文脈絡，不要讓本案成為未蒙其利、卻先賠上市民的

幸福感和容耀感的開發!!



• 士林區居民/工程師：｢一個城市要有它的文化特色, 不是大樓蓋多就好, 請保有劍潭
圓山原有的樣貌。｣

• 士林區居民/執業律師：｢除了破壞歷史、人文及自然景觀，且毫無整體考量，這個
區域已經是個交通大瓶頸，每天都在大塞車，北市府和捷運局竟可放任不管，太離譜了。
｣

• 士林區居民/醫療人員：｢士林站才剛做一個TOD，相鄰如此近的二站要再蓋一座，
排擠效應跟需求應該審慎評估，不是一直無限複製就能成功｣

• 士林區居民：｢臺北捷運的虧損不可能靠房產來救。想想臺北市有多少財產被賤賣，
結果只是讓財團更肥大。｣

• 劍潭居民：｢在地人，我認為不需要，而且下站士林站已經在執行了，不需要密度過
高。｣

• 台北市民/服務業者：｢城市地景非政府可任意而為，拒絕市府履次拿虛幻的地方發
展作理由，為建而建。用停車場變現金、拿都會天際線換商辦大樓。｣

• 台北市民/科技工程師：｢請市府重新規劃，不要在此地建不需要的建築物，影響市
容，後續又會變蚊子館，債留子孫。｣

• 台北市民/中學教師：｢越多的高樓林立並不能說明都市越文明，適當的保留下僅存
的天際線，讓自然與文明並存。｣

• 台北市民/大學教師：｢珍惜城市長久累積的歷史先人生活痕跡和人文景觀，為後代
子孫留下重要生活環境資源，這我們這一代世人的使命和責任。｣

• 台北市民/大學生：｢應尊重天際線，尤其台北重要發展的圓山天際線。｣

• 台北市民/建築系學生：｢大型建案不需要評估在地居民的意願嗎 ? 有人在意過劍潭
其實有座山嗎，未來在山上往山下觀看時，全部被遮蔽住的體驗是想讓所有人只體會到
都市水泥叢林嗎？｣

• 台北市民/家庭主婦：｢百年建設，禍害地方，TOD真是為人民嗎?｣

• 台北市民/金融業者：｢身為一個老劍潭人，我就是在劍潭國小畢業的，這個開發說
真的，除了景觀上的破壞，也對周遭交通有重大影響，那邊腹地太小了啦！｣

• 台北市民/文化局文資守護員：｢在附近上班每天都會經過，覺得高樓擋住很可惜｣

• 台北市民/執業律師：｢都市景觀亦是都市規劃重要一環，台北如要提昇觀光、文化、
城市競爭力，一定要好好把握!!發現可能有害於台北都市景觀時，請停下來!!重新思考與
規劃，讓台北更好!!!｣

• 台北市民/執業建築師：｢請勿扼殺台北都市環境品質。｣

• 台北市民/設計業者：｢就算要建設，也需要與鄰近環境景觀融合，因為建築造成的
環境景觀已經夠亂了，請謹慎控制開發量體。｣

• 藝術家 : ｢請務必考量計劃影響非常深遠的環境問題和居民是否能活在舒適的空間。｣





專家諮詢團隊會議訴求結論:

1.專業審查程序過程的專家意見不宜被簡化，更不該被消音，要不然公共建設潛在的問題一路隱藏

下去，終究還是會爆成更大的衝突與反彈，希望日後公共建設、特別是TOD開發計劃，要重視。

2.專業團體不是反對TOD的計劃，但是現在的開發方式和選址有很大的問題。今天來的專家學者曾

參與過本案討論，也明白此案關鍵的公共議題。基於為這項爭議尋求解決之道，如果市府仍必須利

用這個場址開發，請考慮朝建議的討論方案調整

3.若捷運公司同意以上述方式調降開發強度計劃內容，進一步仍須召開公開說明會，讓所有聯署和

關心的專業團隊，特別是讓市民能參與提問，能清楚明白了解這項計劃調整的方向，有助於凝聚城

市公共建設的共識。



建議調整方向



剖面高層圖：張樞建築師提供



3D模型鳥瞰圖：張樞建築師提供



3D模型鳥瞰圖：張樞建築師提供



 基地位於圓山量體最接近中山北路部分，東側是山，西側是基河路西側12-13層樓形成的街道牆，山與

建築量體之間的開放空間十分清楚。該空間的角色從東西向是山和城市(西側建築量體)之間的緩衝，從

南北向是中山北路綠廊的一部分。

 不宜設一個過大的建築量體「塞」在正中心，破壞這個空間的都市角色，截斷中山北路的連續空間感，

也失去了山和都市之間的緩衝。

 目前在這個重要的都市空間中的是樹群的量體，高約15公尺，因此TOD量體應以15-20公尺高度為思

考重點。

 可和發展局進一步檢討建築面積的計算，增加單層可建築的面積，應可擴大開發量。

 如退縮: 北15公尺，東8公尺，西6公尺和南5公尺(可配合公園北端即有喬木)，退縮範圍地下不可開挖

且因密植喬木(採購規格應較大)。

 減量後應可達到原計畫建面積(不含地下停車)的50-60%，其餘容積應可和發展局訂出容積移轉的規定。

 地下兩層的面積應可滿足現規畫之地下停車數。

 屋凸限高4.5米，位置應在量體中心偏西。

 基地臨中山北路為外凸弧面，不宜設汽車出口(這個無法看到來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