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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有地有屋、有地無屋、無屋無地、無屋有地的這4種狀況，一定都會
有一些承購安置住宅或承租安置住宅的這個部分，所以安置的部分，後續也
是我們未來在聽證會跟地方做溝通說明，取得共識的主要重點。」。目前這4
種狀況的家戶人口數各有多少？4種安置規劃方案是否定案以及有何不同？
未來在哪種聽證會跟地方做溝通說明，取得共識？還請具體回覆說明。

4. 於2018/7/7公聽會時，土地開發總隊黃群總隊長當場說明表示：「從剛剛大家
的意見可以聽得到，大家最關心的還是拆遷安置的這個問題，目前我們未來
社子島的安置一定是依照內政部在都市計畫審議的附帶決議，要戶戶有安置，

擾到她的生活，但她並不知道她的房子要被拆，本人當場詢問是否知道要拆
除即要保留的範圍，她表示均不清楚，且文化局及地政局的人員針對保留區
域說法不一，試問居民在資訊如此混亂的情況下，真有如待宰羔羊，還請開
發單位能否在現場清楚標示保留區域(或公告圖示)，否則徒增當地居民不安
的心情，對於本案無益。

3. 2018/7/7 本人參與現勘時，於溪底王宅遇見在地老婆婆，她當場表示大家打

2. 於 2018/7/8 公聽會時，謝梅華小姐建議：「去看洲美的互助站，去看看現在
專案住宅究竟有多少人面臨怎樣的問題，到洲美去參觀他們的住宅，去了解
他們現在問題，我們才可以具體想像。」，本人深表贊同，建請同意辦理洲
美的場勘，以利大家瞭解區段徵收後續執行可能會發生的問題，力求避免之。

配售不到，約有 1/3 的居民買不起專案住宅，再加上專案住宅品質不佳與搬
遷的多重壓力下，整個區段徵收的歷程，讓洲美居民身心俱疲，最後只能任
由市府拆屋，無奈挫折。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1494。

公聽會部分
1. 洲美區段徵收經驗與本案非常類似的最近案例，擬請開發單位針對目前洲美
區段徵收結果完成評估報告，說明洲美區段徵收過程出現的各項問題並邀請
委員到洲美現勘，及如何避免在本案中重蹈覆轍？
說明：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範圍)細部計畫案」於 98 年公告實
施至今，以塑造綠色生態社區、河岸居住、就業、文化等複合機能之生活環
境為目標。然而，洲美原本的生態與文化，卻因為要打造一個「全新」的開
發案，而硬生被全部滅掉。洲美居民早年前提出訴求，希望考量洲美聚落發
展，保留歷史紋理融入規劃中，但卻像狗吠火車不被採納。目前洲美居民面
對專案住宅配售問題，禁建 50 年及聚落住宅型式未被考量，約有 1/3 的居民

h. 邱祈榮委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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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依自身情況完全回答。
E. 是否改以人類學概念調查??
7. 針對保存聚落與文化資產保存的質疑聲浪，一直未能正面回覆，列舉以下質
疑，請予以正面回覆：
(1) 柳志昀https://eyesonplace.net/2018/08/06/8567/：在聚落文史中將保留五處
歷史建築及兩處信仰中心，傳統節慶祭祀活動、歷史文化等如因日後開發
影響無法延續將利用文物、文字、影像等方式保留以延續當地人文特色及
人文風俗記憶。以我從小生活過的延平北路七段溪州底聚落為例，只會有
玄安宮及燕樓李宅兩座建築被保留下來，但其實在聚落裡還有許多相當有
價值的歷史建築，甚至也有不少百年以上的合院仍保留的相當完整，以及
曾經是台北最早一期的皇宮戲院也都將隨著開發被一一剷平。至於溪州底
最重要的元宵節夜弄土地公，為了符合保存傳統文化活動的要求，先是不
知道怎麼生出一張與事實完全不符的繞境路徑，接著在新的都市計劃圖中
以一種毫無邏輯的方式勉強在道路上畫了一圈線，將此詭異的外框線稱作
夜弄土地公建議路線。先撇除開發後安置住宅區域離原聚落有段距離和是
否能達到戶戶安置的問題，就算開發後這項傳統真有保留下來，原聚落處

見，我們透過聽證來討論。」，不知目前市府再研究「有沒有在不違反法的
精神之下來認定、放寬這些條件」，結果如何??若有，將會透過何種方式以及
何時透過聽證來討論??

界定會議中經委員要求，在審議階段時需做家戶的調查作業，經由委託政
治大學統計諮詢中心鄭宇庭教授所帶領的 50 位碩博士生進入島內家戶
訪查。其中包括遷村補償、遷村範圍與人數、安置意願調查、開發後經濟
與教育環境改善與否等項目，也在開始調查前與里長討論內容、辦理辦理
教育訓練及訪查座談會。而訪談前的座談會居民卻是在前兩天才收到市府
通知，許多居民根本沒有機會完整了解訪查背景，會後市府也並未依當日
開會時居民意見與疑慮修正問卷內容。最終家戶訪查結果僅完成總共
4,528 戶之中的 2,047 戶，完成率僅有 48.07%，以此連半數都不及的調
查結果作為規劃安置計畫之依據。甚至其中一位當時參與訪查的碩博士生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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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後表示，其中幾位參與的統計系同學皆在討論階段時就認為問卷在設
計時已違反許多設計問卷的原則，甚至根本不能當作一份有效問卷來參考。
例如問卷本身並沒有拒答的選項，導致容易收到大量重複的答案，以戶作
為調查常因家中同時具有多戶，但多戶之間因有意見領袖使受訪者未能依
自身情況完全回答，或雖非設籍但卻是日夜相處的家庭成員意見容易被忽
略等等的問卷設計缺陷，使得整份問卷並沒有足夠的標準得以做為參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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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請評估現有保存數量及方式是否真能達到聚落與文化資產的目的??
B. 針對民眾提出的聚落文化，請再次審慎評估保存的必要性及方式。

也蓋了新的住宅區，但重要的土地公廟卻都被剷平了，繞境路線也不是經
過商家和住家的門口，這不是一件很詭異的事嗎?
(2) 於2018/7/8公聽會時，謝梅華小姐提到：
「社子島不只有5處老建物及廟宇，
其實還包括了北興宮、土地公廟，還有軒社、福安社、南安社、南韺社，
這些市府要怎麼保留??」，不知開發單位具體回應如何??
請具體說明相關質疑的對策：

C. 請第三者協助鑑定沒有拒答的選項，是否會導致收到大量重複的答
案??
D. 請第三者協助鑑定目前訪查方式是否會造成因有意見領袖使受訪者

一個家的實質的標準，我相信市府在這個地方會再研究有沒有在不違反法的
精神之下來認定、放寬這些條件，這是我目前能夠回答的部分。像剛才你說
的會不會改變法，跟各位報告目前沒有，或許有機會，聽證的時候大家有意

6. 針對家戶調查的質疑聲浪一直未能正面回覆，列舉以下質疑，請予以正面回
覆：
(1) 柳志昀https://eyesonplace.net/2018/08/06/8567/：在社子島的二階環評範疇

(2) 於2018/7/8公聽會時劉益昌委員提及：
「然後民意調查方面，我當然知道這
是很好的民意調查機構，可是假若純粹用問卷跟家訪沒辦法得到真正答案
的時候，似乎應該要思考用不同學術方法，因為現在民意公司是用社會學
裡問卷抽訪概念，但是應該要思考人類學概念去做，這是在全世界都有的
例子，這部分請大家認真思考，把這樣的一個資料寫得乾淨一點，要不然
像現在的民意調查來看，假若我還沒完全看這個報告，我聽到剛剛講就有
一點擔心，因為事實上這樣調查結果不會是真正的結果。」。
請具體說明相關質疑的對策：
A. 訪談通知發放方式與居民收到情形，是否為低訪查率的原因??
B. 問卷內容是否曾修正過??以及可請第三者協助鑑定問卷有效性。

5. 於2018/7/7公聽會時，主席當場表示：「就安置部分，在目前處理的安置條件
上，法律的規定目前沒有變，可能會做的改變是我們在法的允許範圍內做一
些比較從寬性的認定。所謂這個從寬性的認定，過去在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洲
美這個地區，我想各位多少也知道一些，比如說，我們說77.8.1 以前的建物
才有承購的資格，我們現在說77.8.1 以前的航空照片影像圖曾經顯示過你有
這個房子在，而現在這個房子還在，就是這個位置有重疊到，就認為77.8.1 前
就存在了，這樣是就位置上的認定。當然你要改變法律，說77.8.1 不算，要
到78年或者80幾年，目前是有法律的限制，但在認定上比如像剛剛說的，為
什麼我們說要有廚房跟廁所還有居住空間，那是成為一個家的基本配備，如
何去認定這是一個家的基本配備，因為一個家配一戶是合理的，如何去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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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審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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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卡車的委員要求改善的問題，市府改善了嗎?連環評委員都看不下去，還

可能成為四斑細蟌的新生長棲地。營運期間，可就堤外濕地之蘆葦叢進行長
期監看，確認四斑細蟌之有無；將蘆葦叢的管理作為棲地營造之方向，並與
NGO團體協作，將社子島作為四斑細蟌的復育場址，擴大四斑細蟌的棲地範
圍，避免因濕地陸化，使台灣的四斑細蟌族群減少或滅絕。」，此提議立意
甚佳，惟目前堤外區域的植物調查並未掌握堤外植生狀態，是否有蘆葦叢存
在??另水筆仔等水生植物目前在堤外狀況如何??族群數量增加或減少??因此，
建議應先針對目前堤外生態再進行更細緻調查，方能做出較正確的判斷。

種，以充分表現生態韌性為原則。
14. 關於四斑細蟌議題，報告中提到「四斑細蟌偏好河口地區蘆葦叢，存活於半
淡鹹水環境。台灣於2005年於五股濕地首次發現四斑細蟌，後續由疏洪道生
態保育聯盟和荒野保護協會持續進行調查，受NGO團體關注。社子島濕地周
邊，除五股濕地外，2015於磺港溪口亦發現四斑細蟌成蟲。社子島位於發現
四斑細蟌的兩處濕地間，為四斑細蟌的潛在棲地，目前雖尚未發現有四斑細
蟌之族群，於未來以生態社子島為目標，針對堤外濕地進行棲地營造，將有

也就是未來辦理區段徵收前，市府在地方辦理安置相關聽證，中央針對市政
府安置條件、資格與做法，做這樣的要求，後續是一步一步來。今天是環評
公聽會，大家關注的議題其實都會持續再與地方進行討論。」。針對上述說
明，應具體呈現：
F. 關於現有聚落與文化資產後續面對極端氣候、韌性城市、都市防災，
希望在本次環評審查能提出具體可行的因應原則，而非等後續細部計
畫再做處理。

G. 落實戶戶安置方面，希望能針對4種類型及工廠與產業的戶戶安置，
提出具體作為，並經聽證程序獲得居民支持，必要時請辦理居民同意
投票。
H. 有關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也就是未來辦理區段徵收前，市府在地方
辦理安置相關聽證，針對市政府安置條件、資格與做法，應在定案之
前邀請居民代表及公正第三者參與討論，形成共識後再具體對外說明。
並應辦理聽證之前，應將說明文件送達居民審視，以免再生事端。

島生態系服務的良窳，還請在這方面做更進一步闡述。
13. 針對指標性生態物種選定方面，目前以鳥類為主，不過鳥類係屬移動型生物，
不易評估當地指標生態長期變化趨勢，建議應該增加植物做為指標性生態物

12. 談到生態系服務觀點時，要注意社子島開發前後對於生態系服務的影響，
目前雖臚列社子島現況生態系服務功能評比表(表7.2.4-1)，惟生態系服務係
屬流量概念，應比較開發前後對生態系服務的變化影響，方能得知未來社子

務，應該要從區域生態的角度來討論。

11. 社子島之生態定位及價值探討部分，提到生態熱區、生態亮點及生態系服

10. 生態環境影響方面，應該要先定義出社子島在區域生態上的定位，一如開發
行為景觀美質影響調查指出，計畫區屬於地勢較為低漥的沖積平原，周邊環
島沿線有圓山、福山、芝山岩、陽明山系、大屯山系、七星山以及關渡、觀
音山系、五股、林口平台等，同時挑選出10處景觀點進行評估，因此就生態
定位上，亦應從這些範圍探討未來社子島融入區域生態的定位及原則。

論前發現安置是很核心議題，這個戶戶安置的概念，除了家戶以外，也包含
工廠與產業的戶戶安置，所以後續在相關安置的部分，將持續與居民溝通以
達公平合理原則，這也是內政部的要求；第3個是有關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

9. 於2018/7/8公聽會時，都市發展局葉家源副總工程司當場回覆說明：「內政部
6月26日決議時也有3個附帶條件，第1個關於現有聚落與文化資產後續面對極
端氣候、韌性城市、都市防災，希望我們在後續細部計畫做進一步妥善處理，
對於這部分大會有提到這點；第2個是落實戶戶安置，因為在之前專案小組討

8. 於2018/7/8公聽會時，謝梅華小姐提到：「78年有空照圖就配住宅，可是我要
跟大家講，我們服務處在接受洲美配售住宅陳情案裡面，就是空照圖市政府
的年代與實際並不相符，所以空照圖看不出來。還有他們設籍門牌他沒有在
那地方，他居住的門牌與實際的不一樣，他沒辦法配售到住宅。」，本人深
表贊同，不知開發單位具體解決方案如何??。

影響評估報告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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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聽證會議程與設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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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看來市政府目前對於聽證到底要處理什麼問題，哪些人應該參與?以及
之後如何選任代理人?聽證如何進行?都還沒有具體的雛型。
9. 一次聽證就想解決安置問題 真的太天真也太誇張了。

5. 此份文件是里長還尚未就職，就收到通知要開會，此作法相當的有爭議
6. 環境保護局與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為了生態誰管而吵架。
7. 一個民眾只有 3 分鐘時間完全不夠。

問題與爭議:
1. 市府要求公開透明，但是主持人是市府推派並有權裁決所有居民的意
見，這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2.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列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
審議前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3. 通知單用掛號寄發，會造成居民措手不及，20 天內沒有回覆，視為無
意見。
4. 要找北投就業服務處的人來輔導就業?相當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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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訪查比率只有 48%，都市計劃會議上敢講有 60%的戶數要求集中興建?

1.6 安置街廓意願問題

A13－339

170

60%是誘導式問卷造成的答案請問能用嗎?

安置街廓意願問題(續)

171

租，承購專案住宅數據多了 16.5%，可承租的多了 25%此數據怎麼來的?請解
釋。而且承購總量是多少?這些戶數中有多少塊門牌?請市府說明。

家戶訪查報告顯示:總完成訪查戶數 48%裡只有 53.5%符合承購資格、5%符合承
租資格。但都市計劃會議上市府回應 70%拆遷戶可承購專案住宅，30%可以承

1.7 都市計劃會議之安置的百分比與家戶訪查報告不符

A13－340

172

中，以及簡報中也沒有提及，也就是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容與事實不符。

這些內容在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社子島歷史悠久，一家三代都住在自己建的房屋，專案住宅以門牌劃分，且認
定從嚴，將導致住戶開發後分為配售住宅無法容納整個大家庭，將會有人無法
繼續住在社子島，甚至出現兄弟鬩牆的狀況。

買房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節錄自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
社子島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

1.8 社子島居民經濟狀況:

173

環評會議簡報上有配售資格的人高達 79%，可是在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中只有
53.5%多了 26%是哪裡來的，明顯與事實和報告內容不符。

研究的訪查總數 48%裡能夠有資格「承租」的只有 5%，高達 41.5%沒有資格配
售與承租，那這些人要去哪?另外近 50%的戶數市府並沒有掌握到，這些人何去
何從?

1.9 家戶訪查與簡報數字明顯與事實不符

A13－341

174

政績宣傳上寫沒有人會因為區段徵收無處可住，戶戶有安置，但是研究的訪查總數 48%裡能夠有資格「承租」的只有 5%，高達 41.5%
沒有資格配售與承租，那這些人要去哪?另外 50%的戶數市府並沒有掌握到，這些人何去何從?
市府要怎麼做到戶戶有安置?請解釋。

1.10 家戶訪查及簡報數字明顯與政績宣傳內容不符

175

目前的家戶訪查報告，違背了逐戶列管、合理的安置之前提，完全沒有意義，
連環評的意見回答市府竟然都是複製貼上，怪怪的，真的怪怪的。

程出現的各項問題並邀請委員到洲美現勘，及避免在本案中重蹈覆轍。
9.必須落實戶戶安置，針對4種類型及工廠與產業的戶戶安置，提出具體作為，
必須辦理居民同意投票。

2.重新設計問卷內容，要與里長以及地方居民重新商討問卷內容。
3.問卷內容必須細分為第一期、第二期，因施工有時間差，應對不同拆遷期程
居民做不同問卷設計。必須對第一期安置地點問題、補償方式，應分別進行檢
討，且第一期有安置之急迫性。
4.應要做好區域民眾規劃及通知，並明確通知當地住戶拆遷期程與安置方式。
5.不只做問卷，應加入人類學參與式觀察，來得到真實資訊。
6.不只安置必須做開發後之未來居民就業、生活成本分析評估。
7.落實居住正義。
8. 請開發單位針對目前洲美區段徵收結果完成評估報告，說明洲美區段徵收過

置。家訪資料嚴重不足、極高比例低收入戶、問題一大堆，市府標榜我們要解
決問題的人，而不是製造問題的人，試問市府，到目前為止，問題解決了嗎?還
是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繼續走下去將會出現地區仕紳化的情形發生，嚴重侵
犯居民的人權。整篇計畫看起來，就像某首長常常在媒體面前講的:怪怪的，真
的怪怪的。
家戶訪查重做應達到的目標:
1.通知里長協助處理組織與動員來讓居民知情並同意，以及提升問卷完成度。

家戶訪查必需重作否則違反三項附帶條件之一:安置計畫要逐戶列管、合理的安

1.11 結論

A13－342

176

自己公開透明與作業程序，那跟我的問題有什麼關係?根本就只是在跑程序市府
到底有沒有誠意要解決問題?請問在座委員能接受嗎?

兩種問題，市府回應都一樣，我問你如何解決問題，市府給我鬼打牆，市府說

a.家戶訪查

1.12 環境影響評估 200 次會議紀錄簡報意見回覆之問題

177

問題 2:全面家訪沒有法律效力?那市府做這個是要做什麼用的?那市府什麼時候
要做有法律效力的家戶訪查?
市府說有權拒絕回答?但是問卷上面沒有拒答選項耶?

問題 1:家戶訪查的完成度不夠高，市府說原因是找不到人。然後解決方法呢?
是鼓勵鄉親配合家訪?用查估來維護鄉親權益?牛頭不對馬嘴。那試問市府什麼
時候再做一次全面家訪?

a.家戶訪查(續)

A13－343

178

家戶訪查報告顯示:總完成訪查戶數 48%裡只有 53.5%符合承購資格、5%符合承
租資格。但市府回應 70%拆遷戶可承購專案住宅，30%可以承租，承購專案住宅
數據多了 16.5%，可承租的多了 25%此數據怎麼來的?請解釋。另外參與協力造
屋之條件有多少人能參與協力造屋?總量管制為何?請說明。

a.家戶訪查(續)

179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列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
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a.家戶訪查(續)

A13－344

180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列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
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委員問你如何解決問題，市府給我鬼打牆，市府說自己公開透明，那跟委員的
問題有什麼關係?根本就只是在跑程序市府到底有沒有誠意要解決問題?請問在
座委員能接受嗎?

1.范正成委員

b.委員意見回應問題

181

參與協力造屋有多少人可以參與?，總量管制為多少?請說明。

2.劉益昌委員

A13－345

182

委員要求”人類學式參與觀察”來取得真實資料，市府回說他用人類學”概
念”來研究其他與安置不相關的事情，形同雞同鴨講。

2.劉益昌委員(續)

183

未來是將近 15 年後的事情，這 15 年間這些居民要何去何從?重點在這裡，請不
要講未來的事情，來捏造一個美好的印象，謝謝。

查中說只有三成是低收入戶?明顯與事實不符。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市府的只做 48%不完整的”全面性家戶訪

3.林文印委員

A1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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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買房
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請問市府的協助照顧措施必須詳細列載，並檢討合理性與實際能照顧多少人?

4.鄭福田委員

185

閱率 1.4 萬來讓委員看起來，好像居民都知道自己的權益，但是網路點閱率能
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問市府受訪比率能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市府解釋。

為了讓環委看起來好像全社子島的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權益，利用網路上的點

問此數字是怎麼來的?請市府說明。

家戶訪查總訪查比率只有 48%，市府已完成開發調查作業受訪比例高達 85%，請

5.董娟鳴委員

A13－347

186

市府在後面第五點自己講說咱的社子島，未獲民眾支持，跟委員的問題有什麼
關係?

5.董娟鳴委員(續)

187

為了讓環委看起來好像全社子島的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權益，利用網路上的點
閱率 1.4 萬來讓委員看起來，好像居民都知道自己的權益，但是網路點閱率能
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問市府受訪比率能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市府解釋。

6.龍世俊委員

A13－348

188

問題跟董娟鳴委員的回應一樣複製貼上，可見市府並無誠意要解決問題。

市府在後面第五點自己講說咱的社子島，未獲民眾支持，跟委員的問題有什麼
關係?

為了讓環委看起來好像全社子島的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權益，利用網路上的點
閱率 1.4 萬來讓委員看起來，好像居民都知道自己的權益，但是網路點閱率能
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問市府受訪比率能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市府解釋。

6.龍世俊委員(續)

189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買房
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請問市府的協助照顧措施必須詳細列載，並檢討合理性與實際能照顧多少人?
答案竟然跟鄭福田委員一樣複製貼上，可見市府沒有想要解決問題。

7.高斯懷委員

A13－349

190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列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
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洲美的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安置面臨的問題，竟然是因為居民認為條件
不合理?所以社子島的條件就是合理的嗎?

8. 邱祈榮委員

8. 邱祈榮委員(續)

191

A13－350

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192

租資格。但市府回應 70%拆遷戶可承購專案住宅，30%可以承租，承購專案住宅
數據多了 16.5%，可承租的多了 25%此數據怎麼來的?請解釋。另外參與協力造
屋有多少人可以參與，總量管制為多少?請說明。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列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

家戶訪查的完成度不夠高，市府說原因是找不到人。然後解決方法呢?是鼓勵鄉
親配合家訪?用查估來維護鄉親權益?牛頭不對馬嘴。那試問市府什麼時候再做
一次全面家訪?
市府給我鬼打牆，市府說自己公開透明與作業程序，那跟委員的問題有什麼關
係?根本就只是在跑程序市府到底有沒有誠意要解決問題?請問在座委員能接受
嗎?
家戶訪查報告顯示:總完成訪查戶數 48%裡只有 53.5%符合承購資格、5%符合承

8. 邱祈榮委員(續)

193

訪查一團亂、居民完全不懂開發計畫更何況了解補償政策造成人心惶惶違反當
事人知情同意原則，市府急著開聽證想要交差了事，一點都不嚴謹，看到這樣
的程序諸位委員能夠接受嗎?

3 月召開說明會及協調會，四月份就要召開正式聽證，請問預備聽證在哪裡?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
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列
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買房
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請問市府的協助照顧措施必
須詳細列載，並檢討合理性與實際能照顧多少人?

家戶訪查報告顯示:總完成訪查戶數 48%裡只有 53.5%符合承購資格、5%符合承
租資格。但市府回應 70%拆遷戶可承購專案住宅，30%可以承租，承購專案住宅
數據多了 16.5%，可承租的多了 25%此數據怎麼來的?請解釋。

a.落實內政部決議時三項附帶條件問題:

1.13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第二次環評審查大會簡報問題

A13－351

194

設有戶籍且有居住事實的條件請問市府如何認定居住事實?請解釋。

195

一次全面家訪?又說全面家訪沒有法律效力?那市府做這個是要做什麼用的?請解
釋。

家戶訪查的完成度不夠高，市府說原因是找不到人。然後解決方法呢?是鼓勵鄉
親配合家訪?用查估來維護鄉親權益?牛頭不對馬嘴。那試問市府什麼時候再做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買房
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請問市府的協助照顧措施必須詳細列載，並檢討合理性與實際能照顧多少人?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市府的只做 48%不完整的”全面性家戶訪
查中說只有 196 戶是低收入戶?明顯與事實不符。

c.總訪查率回覆問題:

b.低收入戶數據有問題:

A13－352

196

到?這才是環評委員要的數據資料，請市府立刻提供，給委員知道，否則市府有
失職之嫌疑。而且居民對於補償內容完全不清楚，連居民都不知道自己符合哪
一種，請問市府要如何做到全面戶戶安置?關於居民對於補償內容的了解狀況，
如下一頁內容所示。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市府的只做 48%不完整的”全面性家戶訪
查，請問市府另外將近 50%的人市府沒有掌握到，這些人何去何從?
其中有多少戶可以負擔的起這些補償條件下，所要負擔的經濟壓力?市府告訴委
員民眾有多少人，但是這些人中有多少人符合上述的資格?有多少人可以安置的

d. 承購承租協力造屋人數

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

197

A13－353

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續)

198

199

連居民都不知道自己符合哪一種，請問市府要如何做到全面戶戶安置?

針對各項問題回答幾乎都是不知道、不清楚、未決定，幾乎沒有一項有參考依
據得回答，令人質疑其訪問對象為何?以及這份問卷也可以拿來當施政參考嗎?
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反映當地居民的問卷結
果。」得到這種結果，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可見市府並沒有要認真調查，與主
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觸，應重做家訪作業。

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續)

A13－354

200

市府說有跟居民與里長做深切討論才擬定出三個補償方案，但是福安里謝里長
於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採訪時說: 「市府從來沒有找里長討論如何開發比較好?
完全是市府一意孤行並沒有找里長與當地居民討論。」因此此三項補償條件是
沒有任何民意基礎的。

201

明察秋毫。去年環評細節如下頁所示:

一般民眾看到這種選項與內容必定會選擇”選項一”當作答案，這不是誘導式
問答的設計不然是什麼?

對於”全面性家戶訪查”起因於 106 年二階段環境影響之評估範疇會議中，
居民提出的要求，是為了讓市府全面的了解社子島的狀況
所以用 106 年的人口資料來做調查，但是訪查作業時間是
107 年 1 月 13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市府覺得合理，不是很奇怪嗎?
況且都市計畫審議是在今年通過，麻煩請用今年的人口資料來做，因為市府要
落實戶戶安置。

去年的環評敢在簡報上寫配售資格高達 79%，現在怎麼不敢了?竟然在這次環評
中寫合法建物少到不行，而補償條件中”優先選配安置街廓”的限制條件就是
要合法建物，合法建物很少，代表居民們必定不可能達到”優先選配安置街
廓”的條件，那市府擬定一個”優先選配安置街廓”的條件是給誰的呢?請委員

f.合法建物問題:

又說承諾要落實”戶戶列管”，又不做”法定全面性家戶訪查”，要用 106 年
的”非法定全面性家戶訪查”，沒有任何民意基礎下開出的三項補償條件，來
落實 107 年被內政部要求落實的戶戶列管，以及要辦理安置計畫聽證，但是調
查都沒清楚，事實是什麼都不知道，安置計畫沒辦法執行，聽證會到底要聽什
麼?這邏輯好像有問題喔?
承諾戶戶列管，普查竟然沒有法律效益，使用舊資料 106 年來當作依據，與主
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牴觸。
這樣的做法根本亂做，應要重做家戶訪查。

e.家戶訪查內容設計問題(續):

誘導式問卷舉例:(請參閱目錄第一章 1.1 節 a.小點)
選項一、集中一區塊興建(可分期分區先建後拆)
選項二、分散區塊興建(全區一次拆遷，專案住宅興建成本增加，且土地所有權
人可選擇的抵價地位置受影響)

e.家戶訪查內容設計問題:

A13－355

202

戶真的能住進去?我們有需要確切數字，因為要落實內政部的戶戶安置。否則將
會與與主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觸，應重做家訪作業。

建築物合法性以及承購資格，竟然是以戶來分析，答案又是問民眾得到的結
果，市府要如何證明答案有沒有錯誤的成分?而且報告內容並沒有提到問卷是訪
問誰?是什麼身分?有沒有與現在的門牌資料作比對是是否有錯誤?這部分完全沒
有提到。市府再把既存合法違建加進來讓戶數看起來很多，但你的資料是哪裡
來的?
就算有這麼多戶符合承購資格好了，市府的的承購總量管制數量是多少?有多少

合法建築竟然是以”戶”為單位，這很奇怪，由於社子島一棟住宅、一張門、
裡面住好幾戶、十幾口人，是常態因社子島早期都是務農，扮演著供應大台北
地區蔬菜的角色，因此子嗣多是正常的。

總完成訪查比率只有 48.1%連一半都不到，這種結果可以當作施政參考嗎?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續)

203

A13－356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續)

204

205

承上圖不到一半的完成率(48.1%)，其中有配售資格高達 79%，但市府在公聽會
意見回應上說:全島完全無合法建物，且陽明山管理局所核發、登記的建照只有
66 筆，使用執照只有 39 筆，就是只有 39 棟是合法的建物，竟然有高達上千
戶?市府再把既存合法違建加進來讓戶數看起來很多，但你的資料是哪裡來的?
答案又是問民眾得到的結果，市府要如何證明答案有沒有錯誤的成分?而且報告
內容並沒有提到問卷是訪問誰?是什麼身分?有沒有與現在的門牌資料作比對是
否有錯誤?市府的承購總量管制數量是多少? 這部分完全沒有提到。居民需要確
切數字，因為要落實內政部的條件中的戶戶安置，否則將會與與主計畫通過附
帶條件相牴觸。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續)

A13－357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買房
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請問市府的協助照顧措施必
須詳細列載，並檢討合理性與實際能照顧多少人?

a.居住安置問題

206

207

設有戶籍且有居住事實的條件請問市府如何認定居住事實?請解釋。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

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列
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市府的只做 48%不完整的”全面性家戶訪
查中說只有 196 戶是低收入戶?明顯與事實不符。

家戶訪查報告顯示:總完成訪查戶數 48%裡只有 53.5%符合承購資格、5%符合承
租資格。但市府回應 70%拆遷戶可承購專案住宅，30%可以承租，承購專案住宅
數據多了 16.5%，可承租的多了 25%此數據怎麼來的?請解釋。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買房
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請問市府的協助照顧措施必須詳細列載，並檢討合理性與實際能照顧多少人?

3 月召開說明會及協調會，四月份就要召開正式聽證，請問預備聽證在哪裡?
訪查一團亂、居民完全不懂開發計畫更何況了解補償政策造成人心惶惶違反當
事人知情同意原則，市府急著開聽證想要交差了事，一點都不嚴謹，看到這樣
的程序諸位委員能夠接受嗎?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1.14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環評審查大會修正二版簡報問題

A1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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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數個小型村莊，不同村莊之間的聯繫以親緣關係進行串聯，聚落內有自己
的信仰圈、社會圈，對於聚落的地緣觀念清晰，老一輩是以溪洲底人、塭寮

1.數百年的時間，社子島是由數個聚落所構成，其聚落結構未受到都市計畫、
市地重劃、土地開發的影響而保存至今，其社會結構經時間的推進下，已形

c. 安置住宅配置位置之謬誤-以里為分區的安置方式:

居民們是為了這個地方更好而努力，為何要分化居民成贊成方與不贊成兩方?請
市府解釋。

b.為了開發，企圖分化居民

d.家戶訪查

209

紅框處為拆分成兩里的安置街廓，並未有詳盡的規劃與田野調查

配，而未有詳盡的田野調查，並以此為基礎進行規劃，故以謬誤稱之。

人、浮汕人…等進行稱呼，而現今的都市計畫，僅考慮量化與土地使用的分

A13－359

210

一次全面家訪?又說全面家訪沒有法律效力?那市府做這個是要做什麼用的?市府
如何掌握有多少人符合安置條件?又有多少人無法安置?一萬多人的生命財產權
就因為一句找不到人，加上一些會議就可以代表全社子島人希望的樣子嗎?這樣
就可以解決嗎?

家戶訪查的完成度不夠高，市府說原因是找不到人。然後解決方法呢?是鼓勵鄉
親配合家訪?用查估來維護鄉親權益?牛頭不對馬嘴。那試問市府什麼時候再做

總訪查率回覆問題:

211

此這種手段來當作強迫居民加入區段徵收的方式。

申請時間倉促、申請條件嚴苛、符合條件者少，開發後條件嚴苛，市府不該用

e.剔除區段徵收區域問題:

A13－360

f. 聽證會議程與設計的問題

212

聽證會議程與設計的問題:

213

215
214

A13－361

217
216

A13－362

A1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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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會造成大塞車?請市府解釋。

219

第一期居民從延平北路進出要經過工地，是要居民如何通過?社子大橋側要與工
程車爭道如何確保居民行車安全?第一期土方區旁邊就有村莊施工時間長達 10
年以上，要如何確保安寧?第二期居民只剩下 3-1 道路而且施工時間長達 10 年

g.工程規劃動線問題

8. 看來市政府目前對於聽證到底要處理什麼問題，哪些人應該參與?以及
之後如何選任代理人?聽證如何進行?都還沒有具體的雛型。
9. 一次聽證就想解決安置問題 真的太天真也太誇張了。

5. 此份文件是里長還尚未就職，就收到通知要開會，此作法相當的有爭議
6. 環境保護局與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為了生態誰管而吵架。
7. 一個民眾只有 3 分鐘時間完全不夠。

問題與爭議:
1. 市府要求公開透明，但是主持人是市府推派並有權裁決所有居民的意
見，這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2.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列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
審議前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3. 通知單用掛號寄發，會造成居民措手不及，20 天內沒有回覆，視為無
意見。
4. 要找北投就業服務處的人來輔導就業?相當荒謬。

A1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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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社子島內已經充滿焦慮與衝突(如上圖所示)，市府先前的問題還沒解決，
要怎樣成立所謂的監督委員?

這個開發案充滿焦慮甚至出現衝突，試問市府如何凝聚共識?

何謂適當場所積極持續溝通?這 2 張照片就是你市府溝通的結果，居民已經為了

a.委員意見

1.15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討論案意見回應表

221

吳孟玲委員、康世芳委員、張添晉委員

基本資料，是要如何知道有多少人符合與不符合資格?也不是聽證後才作安置草
案而是聽證後”修正”安置草案，市府也沒有跟居民充分溝通如果有充分溝通
會有焦慮與衝突產生嗎?

聽證會辦得像說明會充滿爭議，而且是在聽證前就有安置草案，家訪無法掌握

223
222

A13－365

225
224

A13－366

A13－367

226

227

平時都是老人家居多，根本不會用網路甚至不識字，試問市府關於這族群要如
何得知相關資訊?

三位委員的問題不同，市府竟然用一樣的回應內容，這樣的回應能讓人信服嗎?
駐點人員一問 3 不知，甚至在環評前遭到裁撤，造成居民資訊混亂。社子島內

A13－368

聽證爭議:

228

229

委員要求正視問題市府只回 2 個字，看來市府根本不想解決問題，再不解決，
問題只會越滾越大。

之後如何選任代理人?聽證如何進行?都還沒有具體的雛型。
9. 一次聽證就想解決安置問題 真的太天真也太誇張了。
用這樣充滿爭議的聽證來背書市府自己說問題已解決，真是太不嚴謹了。

6. 環境保護局與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為了生態誰管而吵架。
7. 一個民眾只有 3 分鐘時間完全不夠。
8. 看來市政府目前對於聽證到底要處理什麼問題，哪些人應該參與?以及

1. 市府要求公開透明，但是主持人是市府推派並有權裁決所有居民的意
見，這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2.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列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
審議前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3. 通知單用掛號寄發，會造成居民措手不及，20 天內沒有回覆，視為無
意見。
4. 要找北投就業服務處的人來輔導就業?相當荒謬。
5. 此份文件是里長還尚未就職，就收到通知要開會，此作法相當的有爭議

聽證問題與爭議:

A13－369

230

環評委員缺乏人文社會經濟專家，明眼人都看的出來，先前的會議市府的表現
如何說服大眾是公正客觀的?

231

A13－370

意見。
要找北投就業服務處的人來輔導就業?相當荒謬。
此份文件是里長還尚未就職，就收到通知要開會，此作法相當的有爭議
環境保護局與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為了生態誰管而吵架。
一個民眾只有 3 分鐘時間完全不夠。
看來市政府目前對於聽證到底要處理什麼問題，哪些人應該參與?以及

232

之後如何選任代理人?聽證如何進行?都還沒有具體的雛型。
9. 一次聽證就想解決安置問題 真的太天真也太誇張了。

4.
5.
6.
7.
8.

聽證問題與爭議:
1. 市府要求公開透明，但是主持人是市府推派並有權裁決所有居民的意
見，這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2.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列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
審議前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3. 通知單用掛號寄發，會造成居民措手不及，20 天內沒有回覆，視為無

233

置。家訪資料嚴重不足、極高比例低收入戶、問題一大堆，市府標榜我們要解
決問題的人，而不是製造問題的人，試問市府，到目前為止，問題解決了嗎?還
是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繼續走下去將會出現地區仕紳化的情形發生，嚴重侵
犯居民的人權。整篇計畫看起來，就像某首長常常在媒體面前講的:怪怪的，真
的怪怪的。
總訪查率回覆問題:

家戶訪查必需重作否則違反三項附帶條件之一:安置計畫要逐戶列管、合理的安

家戶訪查問題:

A13－371

234

連環評的意見回答市府竟然都是複製貼上，再用充滿爭議的聽證會背書，怪怪
的，真的怪怪的。

目前的家戶訪查報告，違背了逐戶列管、合理的安置之前提，完全沒有意義，

7.落實居住正義。
8. 請開發單位針對目前洲美區段徵收結果完成評估報告，說明洲美區段徵收過
程出現的各項問題並邀請委員到洲美現勘，及避免在本案中重蹈覆轍。
9.必須落實戶戶安置，針對4種類型及工廠與產業的戶戶安置，提出具體作為，
必須辦理居民同意投票。

4.應要做好區域民眾規劃及通知，並明確通知當地住戶拆遷期程與安置方式。
5.不只做問卷，應加入人類學參與式觀察，來得到真實資訊。
6.不只安置必須做開發後之未來居民就業、生活成本分析評估。

家戶訪查重做應達到的目標:
1.通知里長協助處理組織與動員來讓居民知情並同意，以及提升問卷完成度。
2.重新設計問卷內容，要與里長以及地方居民重新商討問卷內容。
3.問卷內容必須細分為第一期、第二期，因施工有時間差，應對不同拆遷期程
居民做不同問卷設計。必須對第一期安置地點問題、補償方式，應分別進行檢
討，且第一期有安置之急迫性。

親配合家訪?用查估來維護鄉親權益?牛頭不對馬嘴。那試問市府什麼時候再做
一次全面家訪?又說全面家訪沒有法律效力?那市府做這個是要做什麼用的?請解
釋。

家戶訪查的完成度不夠高，市府說原因是找不到人。然後解決方法呢?是鼓勵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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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
買房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節錄自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

A1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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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委員來社子島現勘才能更加了解當地狀況，市府竟然要居民去會議上表達意

這些內容在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中，以及簡報中也沒有提及，也就是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容與事實不符，
市府要如何掌握有多少人符合資格?

社子島歷史悠久，一家三代都住在自己建的房屋，專案住宅以門牌劃分，且認
定從嚴，將導致住戶開發後分為配售住宅無法容納整個大家庭，將會有人無法
繼續住在社子島，甚至出現兄弟鬩牆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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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爭議的聽證會背書而不謹慎的重新處理，是否在便宜行事?

見即可，環評關乎 1 萬多人的事情，市府竟要如此便宜行事?用不完整的家訪與

A1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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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家訪資料嚴重不足、極高比例低收入戶、問題一大堆，市府標榜我們要解
決問題的人，而不是製造問題的人，試問市府，到目前為止，問題解決了嗎?還
是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繼續走下去將會出現地區仕紳化的情形發生，嚴重侵
犯居民的人權。整篇計畫看起來，就像某首長常常在媒體面前講的:怪怪的，真
的怪怪的。
總訪查率回覆問題:

家戶訪查必需重作否則違反三項附帶條件之一:安置計畫要逐戶列管、合理的安

家戶訪查問題:

239

親配合家訪?用查估來維護鄉親權益?牛頭不對馬嘴。那試問市府什麼時候再做
一次全面家訪?又說全面家訪沒有法律效力?那市府做這個是要做什麼用的?請解
釋，基本資料掌握都沒有做出來?怎麼會有安置措施?又有多少人符合資格?請解
釋。

家戶訪查的完成度不夠高，市府說原因是找不到人。然後解決方法呢?是鼓勵鄉

A13－374

地區重要的影視、攝影產業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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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上京影業的進駐，社子島已經有八家以上的攝影棚、業者，已形成台北

裡，將他所學回饋給台灣的後生晚輩。

此多年前尋尋覓覓終於找到社子島這塊地方，完成他的夢想，同時也希望在這

的常客，但遺憾的是在台灣卻沒有一個可供電視、電影錄製戲劇的攝影棚，因

與北京，在對岸作育無數的英才，也擁有頗具規模的攝影棚，更是「金鐘獎」

由入行 30 年以上的金鐘燈光師劉京陵等人所創立，他長期待在大陸的上海

a. 上京影業

2.2 社子島被遺棄的隱形冠軍(續)

甚至遠走臺灣。

而未顧慮到將來開發後，這些文創業者將無力負擔高漲的租金，而離開臺北，

反映到整個「生態社子島」上，完全以科技業、傳統製造業思維規劃產專區，

社子島上奮鬥的努力，在環評報告書上對於這些文創業者的調查隻字未提，更

但市府在社會經濟調查上，完全忽視這些文創業者對臺灣的貢獻，否定他們在

與活力為之驚艷。

在世大運演出行銷臺灣外，更經常出國參展、表演，讓世界對臺灣文化的豐富

社子島除了製造業廠房、耕作農田外，有許多令人驚艷的文創業者，他們不只

2.2社子島被遺棄的隱形冠軍

失進行說明。

慮，更加深對市府治理能力的不信任感，以下就目前市府在社會經濟調查的缺

發計畫，卻讓居民至今仍對安置、拆遷補償、就業、環境生態等問題充滿疑

查荒腔走板，在沒有科學、客觀的像進調查前，就貿然提出「生態社子島」開

民、業者影響最小、對整體社會利益最大的開發計畫，但北市府的社會經濟調

社子島的開發作業，應立基於完整詳盡的社會經濟調查，再依此規劃對當地居

2.1前言

第七章、社子島開發計畫社會經濟調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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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藝術節、桃園鐵玫瑰藝術節、臺南藝術節等。

南藝術節，2018 年受邀日本瀨戶內創意馬戲節、韓國釜山街頭藝術節、臺北兒

營藝術祭，2017 年受邀丹麥 DGI 運動與文化藝術節、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臺

Semper Opernball、澳門國際藝術節、高雄春天藝術節、臺北藝術節、高雄衛武

埔寨 Tini Tinou 國際馬戲節、英國愛丁堡藝穗節、2016 年受邀德國德勒斯登

藝術節、2014 年受邀法國新東向藝術聯盟前往香檳區巡迴演出、2015 年受邀柬

奧貝納追星者新馬戲藝術節、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以及馬來西亞 KAKISENI 音樂

在 2014 年登上 TED x Taipei 平台，走訪國內外大小舞臺，包括 2013 年受邀法國

的馬戲團隊。

領域，包括特技、雜耍、舞蹈、戲劇等，為國內少數擁有超過十位正職表演者

媒合各類表演型態，發展獨具一格的肢體語彙。團隊成員來自各種不同的表演

文化、街頭文化及劇場藝術，以創造屬於臺灣多樣化的當代馬戲藝術為宗旨，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以臺灣美麗寶島的驕傲所命名，結合傳統文化、在地

b.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吉」
、浪子回頭、流浪連 MV 等。

重要作品：公視人生劇展「永生花」、蔡依林 MV「我對我」
、光良 MV「阿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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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esses』演出

《潘朵拉的盒子》、2014《人我之間》
、2012《初衣十舞》。

團長張堅貴作品《諧‧奏》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優選獎」
2009 年藝術總監張堅志作品《仨》 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優
選獎」
2008 年藝術總監張堅志作品《Nervous》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
「優選獎」

會，改變大家對於觀賞藝術的距離。

經歷：

2014 年

12 月受邀至西班牙馬德里希谷洛藝術中心演出

《魔弓》

2013 年

作【更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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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藝術總監張堅志及駐團藝術家鄭伊涵聯合製

外圍藝術節

7 月獲選臺灣代表團隊，赴法國參加 2014 亞維儂

北、高雄巡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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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張堅貴作品《格局》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年度大獎」

持，不斷在臺灣各級學校舉辦舞蹈講座，試著透過他們小小的力量慢慢改變社

9-11 月【長弓舞蹈劇場】年度製作《堅》於臺

2011 年

團長張堅貴作品《分‧吋》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優選獎」

團長張堅貴作品《Red idea》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年度大獎」

2012 年

榮獲獎項:

c.長弓舞蹈劇場(續)

5 月獲邀參加【藝傳千里】2012 表演藝術團隊巡迴基層演出活動至嘉義市演出

La Ville』舉辦的 Danse Elargie Competition

6 月 駐團藝術家 張堅豪作品『The Next Three』入圍巴黎市立劇院『Theatre De

10-12 月【長弓舞蹈劇場】創團首演《開弓》巡迴演出至基隆、高雄、臺北等地

為全台灣唯一的親兄弟舞蹈團，以推廣舞蹈藝術為目標，靠著對於夢想的堅

c.長弓舞蹈劇場

9 月【長弓舞蹈劇場】受邀至法國巴黎市立劇院 『Theatre De La Ville』小劇場

光：How Long is Now？》、2016《奧列的奇幻旅程》、2016《亞洲之心》、2015

2012 年

11-12 月【長弓舞蹈劇場】年度製作《魔弓》於臺北、高雄巡迴演出

作品：2018《悟空》、2018《土地的歌》、2017《心中有魔鬼》、2016《一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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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56 Deco 在古董商品界本來就享有一定程度的知名度，但會選擇社子島
當作新的經營基地，除了原本地價、店租可負擔的洲美已成為過去式外，經後

出李老師一系列的機械人作品。李老師雖未在社子島駐點，但在社子島有的倉

庫存放作品及相關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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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古董精品、設計與訂製的經營，56 Deco 在去年從被拆遷的洲美店搬進了

李老師的機械人作品聞名國際，除了經常到國外參展外，更於本次是世大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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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流離他處甚至無以為繼只好關門呢？

社子島的命運是否也會一樣？也一樣讓這些特色的業者再次負擔不起臺北高額

e.56 Deco（56 Cafe）

d.李明道老師

A13－377

李
先
生
世
勳

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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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府「社子島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估計
1. 5-4、5-5:因為市府提出拆
開發階段相關工程將帶來相關 工程施工人員進
遷安置都只 講到居住問
駐，屆時將帶來另一波民生相關需求。計畫開
題，但沒有提到就業問
發完成後，既有產業可返回經營，故未來廠商
題。市府簡報第 44 頁及 46
陸續進駐後，預計將帶來 14,000 個就業機會及
頁提到，當地有 559 位社子
相關民生需 求，促進社子島地區產業發展，並
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工作，當
進而生 成目標產業之產業聚落，進而衍伸出相
工廠被拆遷或離開後，至少
關 支援、服務產業發展，進一步吸引更多民
有 500 戶家庭會失去家庭
生相關產業進駐，為當地居民帶來更多的 商機
經濟支柱，代表 4000 戶中
及就業機會。
1/8 的居民經濟受影響，這
部分在社經影響評估方面是
另為輔導當地廠商及勞工，本府訂有 「臺北市
沒有調查的，是很嚴重的缺
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產業 遷移、安置或轉
失，會影響當地居住外，還
型升級之輔導要點」，結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
有就業問題，就算他配到安
源，組成市府輔導小組，針對社子島地區製造
置戶，若沒有經濟問題，會
業者面對開發過 程所遭遇之經營困難及需要本
跟洲美 1/3 的居民一樣，
府協助事 項，對業者提供工業或科技園區用地
被迫賣掉安置住宅到更 糟
轉介、財務融資、企業轉型升級、拆遷補償 及
的地方居住，甚至說要轉
員工就業轉業輔導等服務，未來如有申 請工廠
業，工廠 轉型都以(高)科
登記、轉型、資金需求或就業輔導 等問題，可
技業為主，就算成功轉
上明日社子島網站 (https://shezidao.gov.taipei)
型，很多居民都是父字輩，
之 服 務 項 目 查 詢。

居
意見
民

題的？這邏輯上不是完全顛倒嗎？？

佈以及其他社會風險因素時，如何能讓居民相信這樣的處理措施是可以解決問

當市府的措施完全不是基於當地就業型態、工廠雇用人口、家庭狀況、所得分

庭問題，但市府只是重複將現有措施複製貼上（詳如下表）。

盡、確實的社會經濟調查，才能因應未來工廠拆遷後居民就業和衍生的失業家

（一）該提問是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就業的狀況補做詳

府延續歷次都審、土徵的消極態度，將原有的就答覆複製貼上敷衍以對：

調查缺漏，提出各種問題，希望市府能重新補正應有的社會經濟調查，然而市

針對前次環評會議，已針對文資、安置、產業、業者生計等需進行的社會經濟

2.3前次環評提問市府仍未實際回應

李
先
生
世
勳

本府訂有「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
區製造產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
輔導 要點」，結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
源，組成 市府輔導小組，針對社子島
地區業者面對 開發過程所遭遇之經營
困難及需要本府 協助事項提供財務融

意見回覆

或維生都是問題。(問題分析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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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廠商陸續進駐後，預計將 帶來
14,000 個就業機會及相關民生需求，
促進社子島地區產業發展，並進而群
聚成 目標產業之產業聚落，進而衍伸
出相關支 援、服務產業發展，進一步
吸引更多民生 相關產業進駐，為當地
居民帶來更多的商 機及就業機會。

2. 5-6:許多小吃、商家多依賴當地工 資、企業轉型升級、 拆遷補償及員工
人 的食衣住行消費在維生，倘工廠 就業轉業輔導等服務，協 助廠商度過
拆遷，這些商家要如何謀生，如何 社子島地區開發過渡期。
到其 他地點如北投、士林、東區等
租店面， 假使搬回來，安置住宅若 除此之外，依本府地政局社子島開發
參考建康國 宅，一樓店面租給 7-11 計畫規劃，將分為 2 階段開發，以降
或全家就要 8 萬塊，請看圖 7 是當 低對 當地居民及商家衝擊。另依本府
地生活型態現況，一樓是自己家裡 社子島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開發階段
當店面，2、3 樓當住家， 不用負擔 相關工程將帶 來工程施工人員進駐，
生活成本就可用很低的成本開店勉 屆時將帶來相關民 生需求。計畫開發
強維生，如果開發，未來如何開店 完成後，既有產業可返 回經營，故未

居
意見
民

會居民分享得到嗎？

大餅，借問當原來的安置輔導措施完全不適宜這些家庭是商家時，這些工作機

但市府完全以之前已使用 N 次的舊回應敷衍，只強調未來有 14000 個就業機會

宜的安置與輔導就業計畫，
（詳如下表）
。

合一的特點進行調查、分析，以便未來針對這樣普遍的家庭式店家研擬出更合

（二）同上，主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商家產業型態和住家商店

業。(問題分析 p43)

要如何確 保有技能可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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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市府根本不知道原有法規、輔導計畫能否因應社子島複雜、特殊的個案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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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1 到 5-3:就工廠業者部分，皆強調
要輔導轉型，但中間還須付出技術跟
時間成本，要如何安撫、安置，是否
本府訂有「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
會提供稅收補助或補貼，目前沒有財
區製造產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輔
務 規劃及分析對當地居民就業影響
導 要點」
，結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源，
評估，社會經濟調查也沒有這方面的
組成市府輔導小組，針對社子島地區業
資訊，業者也是利害關係者在轉業、
者面對 開發過程所遭遇之經營困難及
轉型過程中所需的時間成本和風險評
需要本府 協助事項提供財務融資、企
估也沒有分析，都變成嚴重調查缺失。
業轉型升級、拆遷補償及員工就業轉業
為什麼科專區只能有科技產業?當地
輔導等服務，協 助廠商度過社子島地
很多工廠是製造、傳產業，是因為有
區開發過渡期
需求才會留在當地，臺北市並不是只
需要科技產業，如果破遷，可能導致
轉移到其他縣市蓋違章工逞，只是將
臺北市成本轉移到其他地方去。(問題
分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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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居民多是以大家庭形式群居在同一住宅裡，因 本府後續將就擬訂拆遷
長期禁建關係，使許多居民是多戶共用同一門牌， 安置計畫內 容舉行聽
李 造成承購安置住宅時無法獲 得足夠戶數，雖然市 證，藉以釐清爭點，凝
先 府已放寬承購資格戶數，但仍有總量限制，相同情 聚共識，聽證結果並將
生 形已造成洲美 地區不少家庭成員為爭取配售戶資 做為市府後續精進安置
世 格爭吵、失和問題，但市府對於即將可能發生在 計 畫之依據。
勳 社子島的相同問題，仍未作任何檢討改善與 應有
的調查研究，恐將使居民獨自負擔更多 社會成本
與後續的家庭問題。

3-2 安置住宅配售限制太多，造成家庭失 和

哪？

的輔導安置措施，而非將市府原有的法規照搬上來（詳如下表）
。

確定因素時，如何有自信不補作應有的調查、分析。

通過，才可以進行審查的原則下，請問市府決定同步進行這些程序的正當性在

府補作確實、詳盡的評估與調查，俾利日後基於卻的資料、數據，擬訂出有效

意見回覆

都審跟土徵等其他程序（詳如下表）？當這些審查程序需立基於其他程序審核

（三）這是針對當地業者搬遷、轉型時所可能面對到的風險、時間成本，請市

（四）當相關安置、拆遷補償疑點未在聽証會釐清前，為何要同時進行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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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五)，作為增購安置宅依據並不 公允。市府應
就當地居民生活及家庭型態完 成充份的調查評
估，以據此規劃修正更合理 的安置措施。

地長期禁建關係，造成大多數是一 門牌多戶的情 本府後續將就擬訂拆遷
況，雖然市府有放寬認定標準 以增加配售戶數， 安置計畫內 容舉行聽
但仍訂立配售戶需有獨立出入口、廚房、浴厠等嚴 證，藉以釐清爭點，凝
李 格規定，始得滿足增售標準。 但當地許多居民是 聚共識， 聽證結果並
先 家族共居的型態，常常是一棟三和院、四合院或古 將做為市府後續精進安
生 厝在家族成員增加 或子女結婚分家的需求下，以 置計 畫之依據。
世 擴建磚牆、鐵 皮屋等方式，滿足額外的居住需
勳 求，因此仍 然維持傳統家族共用出入口、廚房、
浴厠等 居住形式(如圖一、二、三、四)，若用一般
都市住宅生活型態的標準認定同一門牌下 的戶數

目前安置宅的配售是以一戶一門牌為原 則，但當

府應該確實檢討的隱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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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計畫成本太高導致開發時程過
長，地主、居民無力負擔時間成本帶
1、本案為改善社子島地區居住環境
來的損失 社子島開發範圍約 300 公
品質並配合防洪計畫取得 200 年防
頃，所需經費約 800 新臺幣億，影響
洪標準所需高保護設施及其退縮緩坡
11000 人口，且尚未包含施作 9 公尺
空間所需用地需要，擬以區段徵收方
高堤防、挖除三重、蘆洲垃圾山及 二
式辦理整體開發，應有其公益性及必
重疏洪道高保護防洪設施的經費，使
要性。
全案實際開發成本與財務負擔陷入高
度不確定性。比對基隆河對岸洲美地 2、另開發期程較長係為因在兼顧拆
區的士林科學園 區開發進度，該區開 遷戶 居住權益及工程施作與財務可
發範圍只有不到 100 公頃，影響當地 行之前提下，而採分期分區、先建後
李
人口僅 2000 人，已經花費超過 10 年 遷方式辦理開發，致開發期程較一般
先
時間才完成初步的原居民安置工作， 採一次性拆遷之開 發期程為長。
生
後 續的園區規劃、開發及招商等作業 3、本府後續將就擬訂拆遷安置計畫
世
的完成時 間仍遙遙無期(如圖六)，開 內容 舉行聽證，藉以釐清爭點，凝
勳
發範圍是洲美 3 倍、人口是洲美 5 倍 聚共識，聽 證結果並將做為市府後
的社子島要實際完成開 發，讓地主、 續精進安置計畫 之依據。
居民入住享受開發帶來的利 益，恐怕
無法如市府目前規劃的時程表那麼完
美(詳如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第 5 章第
70 頁)，地主、居民等待開發期間所
蒙受無法處分財產的損失，以及流離
失所、思念家園 的心理創傷，均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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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成本，另外，所徵收土地面積有限，在侵害人民財產權上遠小於全區區段徵

程序的正當性在哪？

3-3 市府未調查當地居住型態，導致錯誤 的安置
政策

低於是市價的公告地價進行徵收（如洲美快速道路的土地徵收）
，財政上反而節

進行環評、都審跟土徵等其他程序（詳如下表）？請問市府決定同步進行這些

意見回覆

（六）社子島原本六公尺高堤防係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河堤施作用地，且係以

（五）疑點同上，當相關安置、拆遷補償疑點未在聽証會釐清前，為何要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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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啟動後，才開始進行，請問是否應該等文資調查完畢在重新進行環評？若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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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及「協力造屋」等 安置方式供
符合資格之拆遷戶選擇。 2、「承購
專案住宅」係以成本價讓售，可 降
低後續每月貸款負擔，市府後續亦將
洽 詢金融機構提供低利貸款協助;如
無力負 擔，亦可選擇以優惠租金承

1、本府考量本地區屋地權屬複雜及
拆遷 戶居住需求等情形，目前規劃
包含「承購 專案住宅」
、
「承租專案
(或公共)住宅」
、 「優先選配安置街

252

活反而移居外地，是本末倒置。 以 租等其他安置 方式。 3、本府後續
洲美地區的開發為例，當地雖有七成 將就擬訂拆遷安置計畫內容 舉行聽
的居 民獲得安置住宅配售，但卻有 證，藉以釐清爭點，凝聚共識，聽
近一半的戶數 因為負擔不起一戶一 證結果並將做為市府後續精進安置計
千萬的安置住宅價 格，而被迫讓售 畫之依據。
給外地買主(如圖八)，移居 外地無法
留在家園(依據公視節目「獨立特 派
員」採訪洲美里長蘇符廷先生提供的
數據)。

地區來的方便或友善，但在不須負擔
房貸及購屋 的經濟條件下是仍可負
擔的，開發後除了需 要擔心是否有
資格可以承購承租之外，可能 還得
面對龐大的貸款或是租金壓力，即使
生 活環境有可能變好，但是經濟負
擔卻是變重的，對於社子島許多的弱
勢居民來說是無法 負擔的，市府沒
有考慮到這一點也沒有相關 的配套
措施，如果將來居民負擔不起島內生

社子島目前的生活環境或許不如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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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立案宗教場所無法將土地登記
於寺廟名下，於安置遷建後仍無
法完 成立案寺廟登記。
3. 為評估本開發計畫對社子島文化
資產及聚落保存之影響，本府文
化局將針對社子島地區進行文資
普查，提供做為本案文化資產建
物保存議題探討之基礎。

動產，應登記為寺廟所有， 據此

1. 社子島地區計有 2 家立案寺廟(坤
天 亭、地藏禪寺)、36 家未立案
宗教場所，合計 38 家。
2. 本局為尊重地方信仰及寺廟去留
意 願，建議盡量安置保留，並協
助其未 來於安置地合法使用建
物。惟未立案 宗教場所倘安置於
公園(市有公共設施用地)，依據臺
北市寺廟登記須知規定 寺廟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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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有穩定財源可以自行修繕維持
的宮 廟，變成依賴政府補助的危
樓(依現行規定 即便指定為古蹟，

搬遷到遠處的安置住宅，將使宮
廟失去信眾、失去香油錢捐獻、更
失去在地 影響力與社區鏈結，讓
原本是地方特色的宮 廟活動，因
為沒有居民參與而無法舉行，讓

市府規劃只將坤天 庭、威靈廟等
大型宮廟保留，將使這些真正 具
備地方特色的中小型宮廟文化消失
殆 盡，當地的特殊節慶、祭祀、
迎神活動、家 族鄰里網絡也將難
以避免的隨之崩解。 全區區段徵
收也將使坤天庭、威靈廟等大型
宮廟保留面臨困難，宮廟的運作維
持與文化 保存非常需要周遭居民
的參與，當區段徵收 將當地居民

4-1 拆除庄頭聚落將使宮廟文化無
法存續 社子島除了坤天亭、威靈
廟等大型宮廟外， 當地散置許多
中小型廟宇，由各聚落、宗族 或
鄰里居民長期供奉，而這些中小型
宮廟其 實才是當地不可或缺的信
仰中心，也因此形 成各聚落的獨
特祭祀文化或傳統節慶，有的 甚
至由宗族子孫長期供奉，成為凝聚
家族網 絡團結的重要機制。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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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評程序已結束，文資調查結果有需重啟環評必要，借問市府該如何處理（如下

幾間。另外本開發案最荒謬之處在於，應該早已完成的文資調查，卻在環評會

定同步進行這些程序的正當性在哪？

3-5 購屋貸款將讓多數居民負擔不起
島內 生活，反而移居外地

網絡所形成的無形資產，補作調查，而非制式回答目前官方統計上的行宮廟有

前，為何要同時進行環評、都審跟土徵等其他程序（詳如下表）？請問市府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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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提問係要求市府針對這些小型、家庭供奉的宮廟，對當地文化、社會

（七）疑點同項次（四）
、（五）
，當相關安置、拆遷補償疑點未在聽証會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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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聚落有各自獨特的人文節慶活動，
如七段 最有名的夜弄土地公、九段
七年一度的殺豬 公宴客、划龍舟
等。這些活動絕非如同市府 所說，
只要將人留下來就能成功保存，而是
需要人、建物、土地的緊密連結，人
口的外 移、遷入及街道的改變，對
當地文化保存絕 對是有很大影響的

傳

為評估本開發計畫對社子島文化資
產及聚落保存之影響，本府文化局將
針對 社子島地區進行文資普查，提
供做為本案 文化資產建物保存議題
探討之基礎。

公等民俗活動得予延續，本府 於社
子島都市計畫所規劃之住宅區及商
業區，未來皆得附條件作宗祠及宗教
建築 使用，現有廟祠得於領取抵價
地後興建宗 祠及宗教建築，使祭祀
圈與宗教活動皆得持續於社子島新生
發展延續。另透過分期分區開發模
式，使現有聚落文化活動不間斷，並
由市府專案輔導文化傳承及保存。

本府針對社子島信仰中心及歷史建
築，如坤天亭、威靈廟、玄安宮等，
皆配 合劃設公園用地予以保存。另
考量社子島 現有廟祠及祭祀圈之分
4-2 移除居民對街道巷弄的水平連
布及型態散布於 社子島各區，故為
結，當 地傳統文化、節慶將永遠失 使既有分散祭祀之型態 及夜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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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下表）。

評？若環評程序已結束，文資調查結果有需重啟環評必要，借問市府該如何處

在環評會議啟動後，才開始進行，請問是否應該等文資調查完畢在重新進行環

（九）同項次（八），本開發案最荒謬之處在於，應該早已完成的文資調查，卻

間成本，請市府補作確實、詳盡的評估與調查，俾利日後基於卻的資料、數
據，擬訂出有效的輔導安置措施，而非將市府原有的法規照搬上來（詳如下
表）
。

用)，原本香火鼎盛的場景變成只
有 零星觀光客的蚊子館(如圖六，
區段徵收後 的八里宮廟)，建議要
求市府針對這些問題 作更妥善的
調查與評估，再重新擬訂符合當
地需求的文資保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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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專用區比照本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第三種工業區規定允 許「第 51 組:公害最輕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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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稅收優惠、補貼 遭遇之經營困難及需要本府協助事 項，對業者提供
以及技術授權，市府均 工業或科技園區用地轉 介、財務融資、企業轉型升
未提出具體的成本、財 級、拆遷補償 及員工就業轉業輔導等服務，以協助
務與稅收規劃。
廠商 度過社子島地區開發過渡期，上開輔導事 項均
有市府相關單位提供輔導資源及協 助，相關資訊可
至明日社子島網站之服務 項目查詢
(https://shezidao.gov.taipei)。

工業」至「第 54 組:公害較重之工業」均可進駐使
5-1 缺乏 輔 導轉 型 所 用， 按本府產業發展局 104 年訪查結果，社子島地
需的具體財務、成本 區列管 286 家工廠，主要產業為以金 屬機械製造加
規劃
工、紙製品、家具製造及印 刷為主，在地廠商如有
意願，均可返回進 駐科技產業專用區。
當地工廠以傳統製造
業、加工業為主，若欲 另為輔導當地廠商及民眾，本府訂有 「臺北市政府
輔導「轉型」成符合產 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產業 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
專區標準的科技產業，輔導要點」，結 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源，組成市府輔
這過程究竟提供多少 導小 組，針對社子島地區製造業者面對開發過 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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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因素時，如何有自信不補作應有的調查、分析。

當市府根本不知道原有法規、輔導計畫能否因應社子島複雜、特殊的個案及不

（十）同項次（三）這是針對當地業者搬遷、轉型時所可能面對到的風險、時

所有人仍須負擔 50%的為 修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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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導入創新創業育成、學研機構」等讓當地業者卻步的文字限制。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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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市府根本不知道原有法規、輔導計畫能否因應社子島複雜、特殊的個案及不

確定因素時，如何有自信不補作應有的調查、分析。

生
世
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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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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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

目前社子島地區未納入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使得社子島地區發展受阻、
區內 公共設施嚴重不足、生活環境
品質較為低 落，區內產業型態均無
法符合土地使用分 區及建物相關法
5-2 業者需讀自負擔轉型風險 另外， 規等相關規定，納入都市 計畫後，
工廠轉型成敗存在相當高的風險，業 即可依相關規定符合土管、建 管、
者必須跳出原本熟悉的市場，轉向另 環保、衛生、消防及勞動相關法規，
一塊不 瞭解的市場，並需負擔相當 即可合法登記。
的時間、資本的 投入成本，也就是
說業者必須完全自行承擔 這些高度 科技產業專用區除提供既有製造業
不確定的風險和可觀的時間、金錢 廠商在社子島開發完成後返回繼續營
成本，絕非市府單傳以「輔導」作為 運 使用，亦將引入低汙染的知識研
口號可 以解決的問題，市府應就這 發型及新興科技產業、導入創新創業
些問題作更詳細 的研究分析，以及 育成與學研機構，與返回社子島經營
的產業一起將科技 產業專用區打造
更完善的安置措施。
成開放式的創新研發應 用基地與實
驗型場域，並衍伸產業相關支 援、
服務產業及生活機能發展，帶動社子
島地區以至臺北市整體之產業發展與
李
先
生
世
勳

當地居民的就業權利，而非天馬行空在產專區強調「知識研發型、新興、科技

表）。

意見回覆

生所需之製造業」
，是否應該據此以優先安置當地工廠業者為優先，並優先保障

據，擬訂出有效的輔導安置措施，而非將市府原有的法規照搬上來（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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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產業發展與就 業。

學研機構，與返回社子島經營的產業一
起將科技 產業專用區打造成開放式的
創新研發應 用基地與實驗型場域，並
衍伸產業相關支援、服務產業及生活機
能發展，帶動社子島地區以至臺北市整

者願意聚集於此處設廠。市府應該針 紙製品業、傢俱業及印刷業為主要產
對社子島當地工廠與大臺北的產業 業(約占 70%)，主要產品以鋁門窗、家
鍊結、需求等關係 作確實的調查與 具 及紙製品等民生工業為主，多屬提
研究，俾據此規劃真正符合 在地產 供鄰近區域民生所需之製造業，尚無明
業需求與就業結構的產業專區，以確 顯的上下游產業鏈關係及群聚效應。
實安置開發後當地人口就業問題，而
科技產業專用區除提供既有製造業 廠
非地業者排擠出產專區外。
商在社子島開發完成後返回繼續營運
使用，亦將引入低汙染的知識研發型及
新 興科技產業、導入創新創業育成與

5-3 忽視在地產業需求 這些傳產工
廠會設置在當地，背後代表臺北及周 另依本府產業發展局 104 年訪查結果，
邊地區對該產業有相當需求，而使業 社子島地區製造業，以金屬製造加工、

為臺北科技走廊重要區域，在北北基
桃產業發展定位下，規劃 16.79 公頃科
技產業專用區，以因應產業發展快速變
化，未來將作為開放式的創新研發應用
基地，並規劃得供現有工廠安置及輔導
轉型使用，以延伸臺北科技走廊創新能
量，帶動 社子島地區以至臺北市整體
之產業發展。

社子島區域毗鄰北投士林科技園 區，

意見回覆

島，並非爭執是否形成產業鍊，竟然市府已於回復同意「多屬提供鄰近區域民

時間成本，請市府補作確實、詳盡的評估與調查，俾利日後基於卻的資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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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該提問是強調這些當地業者是應大臺北地區民生需要，而出現在社子

（十一）同項次（三）這是針對當地業者搬遷、轉型時所可能面對到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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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及勞工就業相關問題，本府訂有 「臺
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產業 遷
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輔導要點」
，針
對勞工就業輔導部分，本府勞動局及就
業 服務處為協助社子島地區既有工廠所
僱 勞工再就業輔導，以增進其就業媒合
機 會，提供各項就業服務措施如下:

為協助社子島開發所衍生的當地工 廠遷

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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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業給付及失業再認定:有關失業給
付申請資格，包括:

定就業補助辦法、臨時工作津貼
等方案，以協助就業及促進穩定
就業，藉由津貼提高雇主僱用意
願及誘因，共創勞資雙贏。

5-4 忽視工廠員工轉業所面對的困
難 當地工廠員工多為低階技術藍 (一) 就業輔導措施:
領，雖然薪水 不高，卻可勉強維
1. 個案管理服務:透過個案管理員，
持生活所需。當工廠業者 必須轉
藉由一對一專業化、深度化就業
型成較高技術產業，這些人未必有
服務，提供深度就業諮商，提高
足 夠的專業技能滿足新的工作要
求職者就業競爭力。
求，若是已步入中年，則更難有足
2. 運用各項就業促進措施:對於具有
夠的學習力獲得新的工 作技能，
特定對象資格的失業民眾(如身心
繼續在轉型後的工廠工作，這將造
障礙 者、低收入戶)等特定對象
成當地更多失業問題，但市府亦未
提供各項津貼，求職民眾經由本
針對這些 實際會遇到的問題作出
處就業輔導員諮詢後，可運用職
合理的規劃與安置 辦法。
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僱用獎助
津貼、臺北市特定對象失業者穩

居
意見
民

題的？這邏輯上不是完全顛倒嗎？？

佈以及其他社會風險因素時，如何能讓居民相信這樣的處理措施是可以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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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同項次（一），該提問是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就
業的狀況補做詳盡、確實的社會經濟調查，才能因應未來工廠拆遷後居民就業
和衍生的失業家庭問題，但市府只是重複將現有措施複製貼上（詳如下表）
。

訊息歡迎上本處臺北就業大補帖網 站點
閱。

(三)市府就業服務處及轄下所屬各就業
服務站每年會辦理各種類型的就業博
覽、專案招募、微型現場徵才等活動，
以增加失業者求職面試機會，相關活 動

件及國民身份證，或 其他足資證
明身份之證件，親自向公 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請 失
業認定及辦理後續的再認定，以
紓 緩失業民眾於失業期間的經濟
壓力。

個月以上者。
4. 具有工作能力與繼續工作意願。
5. 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
登記 之日起 14 日內仍無法推介
就業或安排 職業訓練者。失業民
眾可檢附離職或 定期契約證明文

離職、被保險人因定期契約屆 滿
離職，逾 1 個月未能就業，且離
職前 1 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 6

雇主或 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
加就業保險 為被保險人者。
2. 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 3 年
內，就 業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以
上。
3. 非自願離職係指被保險人因投保
單位 關廠、遷廠、休業、解散、
破產宣告 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
第 11 條、第 13 條但書、第 14
條及第 20 條規定各款情 事之一

業的狀況補做詳盡、確實的社會經濟調查，才能因應未來工廠拆遷後居民就業
和衍生的失業家庭問題，但市府只是重複將現有措施複製貼上（詳如下表）
。

當市府的措施完全不是基於當地就業型態、工廠雇用人口、家庭狀況、所得分

1. 年滿 15 歲至 65 歲受僱勞工，以

（十三）同項次（一）
，該提問是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就

A13－384

導要點」
，針 對勞工就業輔導部分，
本府勞動局及就業 服務處為協助社
子島地區既有工廠所僱 勞工再就業
輔導，以增進其就業媒合機 會，提
供各項就業服務措施如下:

為協助社子島開發所衍生的當地工
廠遷移及勞工就業相關問題，本府訂
有 「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
造產業 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輔

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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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多戶中有八分之一，若不正視這問
世 題，屆時 將會帶來更多社會問題，
勳 但卻看不到市府做 出任何相關的風
險評估，亦未提出任何解決 方案，
而只昧於事實的宣傳 14000 個當地人
看得到吃不到的就業機會，來美化工
廠拆遷 背後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二)失業給付及失業再認定: 有關失
業給付申請資格，包括:

就業，藉由津貼提高雇主僱用意願及
誘因，共創勞資雙贏。

定對象資格的失業民眾(如身心障礙
者、低收入戶)等特定對象提供各項津
貼，求職民眾經由本處就業輔導員諮
詢後，可運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
畫、僱用獎助津貼、臺北市特定對象
失業者穩定就業補助辦法、臨時工作
津貼等方案，以協助就業及促進穩定

2. 運用各項就業促進措施:對於具有
特

5-5 居民失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更加
嚴重簡報中提到有 559 位社子島居民 (一) 就業輔導措施:
在當地工廠 工作，若這些人都代表 1. 個案管理服務:透過個案管理員，
一個家庭的經濟來 源，當這些人無 藉由一對一專業化、深度化就業服
李 法轉業而失業，將代表有 559 個家庭 務，提供深度就業諮商，提高求職者
先 會陷入經濟困境，佔了社子島 4000 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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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這邏輯上不是完全顛倒嗎？？

佈以及其他社會風險因素時，如何能讓居民相信這樣的處理措施是可以解決問

當市府的措施完全不是基於當地就業型態、工廠雇用人口、家庭狀況、所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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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同項次（二），主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商家產業型態和
住家商店合一的特點進行調查、分析，以便未來針對這樣普遍的家庭式店家研
擬出更合宜的安置與輔導就業計畫，（詳如下表）。

業博覽、專案招募、微型現場徵才等
活動， 以增加失業者求職面試機
會，相關活 動訊息歡迎上本處臺北
就業大補帖網 站點閱。

(三)市府就業服務處及轄下所屬各就
業 服務站每年會辦理各種類型的就

排職業訓練者。失業民眾可檢附離職
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及國民身份證，
或其他足資證明身份之證件，親自向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
請失業認定及辦理後續的再認定，以
紓緩失業民眾於失業期間的經濟壓
力。

之日起 14 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

4.具有工作能力與繼續工作意願。 5.
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條、第 13 條但書、第 14 條及第
20 條規定各 款情事之一離職、被保
險人因定期契 約屆滿離職，逾 1 個
月未能就業，且 離職前 1 年內，契
約期間合計滿 6 個 月以上者。

3.非自願離職係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
位 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
宣告 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 11

2.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 3 年
內，就 業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以
上。

雇主或 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
就業保險 為被保險人者。

1.年滿 15 歲至 65 歲受僱勞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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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 七)，無須負擔太多成本，如 此一來
一往的成本差距，將讓店家幾乎不可
能在開發後回來營業。這些當地重要
且養活許多居民的產業結構與經濟活
動，市府並未 於進行應有的社會經
濟調查與評估分析，但 這卻是整個
開發計畫不得忽視的重要利害 關係
人。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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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就業機會消失問題外，當地許 多
便當店、小吃、飲料店家是依靠當地
工人 的消費需求而存在，當這些工
廠搬遷走，當 地店家將無以為繼，
無法繼續營業養活自己家庭，而開發
後高漲的地價與租金，當地店 家更
不可能負擔得起在社子島繼續生存，
如 新完工的健康國宅一樓店面租金
要價就要 新臺幣八萬元，但當地許
多店家是利用自家 一樓改建(如圖

5-6 當地店家無法生存 除了當地工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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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會居民分享得到嗎？

階段相關工程將帶 來工程施工人員
進駐，屆時將帶來相關民 生需求。
計畫開發完成後，社子島居住人 口
及科技產業專用區內部分既有產業可
返回經營，故未來廠商陸續進駐後，
預計 將帶來相關人員流入，並進而
衍伸出相關 支援、服務產業發展，
並吸引更多民生相 關產業進駐，為
當地居民帶來更多的商機 及就業機
會。

除此之外，依本府地政局社子島開發
計畫規劃，將分為 2 階段開發，以降
低對 當地居民及商家衝擊。另依本
府社子島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開發

過程所遭遇之 經營困難及需要本府
協助事項提供財務 融資、企業轉型
升級、拆遷補償及員工就 業轉業輔
導等服務，協助廠商度過社子島 地
區開發過渡期。

本府訂有「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
區製造產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
輔導 要點」
，結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
源，針對 社子島地區業者面對開發

意見回覆

大餅，借問當原來的安置輔導措施完全不適宜這些家庭是商家時，這些工作機

但市府完全以之前已使用 N 次的舊回應敷衍，只強調未來有 14000 個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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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消 滅在地產業與經濟 轉業輔導等服務，以協助廠商 度過社子島地區
活動，捨本逐末的寄望科 開發過渡期，上開輔導事 項均有市府相關單位
技產業進駐帶來外地人
提供輔導資源及協 助，相關資訊可至明日社子
口，將當地居民趕盡殺絕 島網站之服務 項目查詢
取而代之。
(https://shezidao.gov.taipei)。

題，並不在於工業用 地不
且科專區土地 16.79 公頃，其中 H3、 H4 街廓
足，而是長期土地投機炒
可供工廠土地所有權人選配抵價 地，另本府規
作的結果，讓 業者無力負
畫 H1 及 H2 街廓(土地面積共 9.19 公頃)供無產
擔價格與租金飆漲的工業
權有意願返回社子島經 營使用， 依本府地政局
用 地，鋌而走險在較便宜
開發計畫規劃， 本府刻正評估將科技產業專用
的農地等非工業用地 違規
區之部分 區域將納入第 1 期開發範圍，以降低
設廠。當這些業者遷離社
當地 廠商所受衝擊及遷移成本，或導引廠商進
子島仍然會面 對相同問
入士林北投科技園區使用。
題，只是在其他農地繼續
種出新的 違章工廠，繼續 另為輔導當地廠商及民眾，本府訂有「臺北市政
污染更多的農地，將成本 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產業 遷移、安置或轉型
轉 嫁給其他縣市政府，這 升級之輔導要點」，結 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源，
樣的惡性循環將會是 市府 組成市府輔導小組，針對社子島地區製造業者面
未作通盤考量所帶來的惡 對開發過 程所遭遇之經營困難及需要本府協助
果。在此建議 產專區應以 事 項，對業者提供工業或科技園區用地轉 介、
優先安置當地業者為主， 財務融資、企業轉型升級、拆遷補償及員工就業

5-7 造成外縣市更多違章 科技產業專用區比照本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第三種工業區規定允 許「第 51 組:公害
工廠
最輕微之工業」至「第 54 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一樓店面
二、三樓住家 若這些當地 均可進駐使用， 按本府產業發展局 104 年訪查
工廠無法因應市府轉型、 結果，社子 島地區列管 286 家工廠，主要產業
升級要 求，將被迫遷離他 為以金 屬機械製造加工、紙製品、家具製造及
處，但當前社子島及臺灣 印 刷為主，在地廠商如有意願，均可返回進 駐
科技產業專用區。
各地違章工廠林立的問

居
意見
民

如果這些業者無法轉型，有可能留下來嗎？轉型、升級一定是必要條件嗎？承
租的租金多少？能否如同現在開發前的租金成本？如果開發的租金過高，那這
些業者何去何從？當地在這些工廠就業的居民又該如何？

（十六）請市府明確回應屆時有哪幾間工廠業者，能夠符合條件留在產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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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以防止類似可見污染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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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把關難度增加，市府亦未提出具
此外，若本計畫接受其他私人工程之
李
體土方檢測規劃，只單用「保證土方品
餘土或土資場之土方時，責成施工廠
先
質」帶過，實在難以令當地 居民放心
商於 購土時，提供土壤無污染之相關
生
(如簡報第 46 頁)。 另外，淡水、基隆
證明或要 求經採樣化驗證明無污染，
世
河屬中度污染河川，早期 工業廢水排
經監造單位確 認後始可採用，土壤檢
勳
灌所淤積於河底的重金屬污染物是否
測項目需包括砷、 汞、鎘、鉻、銅、
已經排除仍未確定，若用於社子島填
鎳、鉛、鋅等重金屬項 目，相關檢測
土土方，即便不是用於未來規劃之農
數據納入本計畫環境監測報 告中。上
業用 地，仍可能因為雨水沖刷、滲漏
述內容均詳載於於評估書第 9 章，請
以及地下水 源相通，而使農作物遭受
參閱第 9.4 節(P.9-6)
污染，市府應對此 提出具體檢測計

本計畫之整地填土工程將優先考慮
目前填土方來源包含公共工程土方交 市內大型公共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填
換、石門水庫、淡水、基隆河清淤泥沙，土前 土壤須完成土壤污染之相關調
土方的來 源多元性恐將使市府後續 查。

5-8 填土方來源有疑慮，恐將使農作物
造 受汙染

意見回覆
島居民權益受到完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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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整，並進行通盤分析檢討後，在行召開環評及聽證等相關程序，以確保社子

市府就社子島當地人口、文化、就業、社會、經濟等面向確實完成數據、資料

希望市府在確實完成社會經濟調查、文資調查之前，暫停環評等所有程序，等

作為社子島填土土方，市府只強調私人工程土方會有檢驗程序，但並未交代淡
水、基隆河淤泥是否也適用？

居
意見
民

2.4結論

（十七）市府仍未回應是否會使用仍有重金屬污染疑慮的淡水、基隆河淤泥，

A1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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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7 年 7 月社子島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會

3.1前言
從 107 年 7 月 7 日環評說明會迄今，已將近半年時間，至今仍未有明確的施工
範圍圖，而施工範圍仍舊不斷擴增，甚至刻意移除防洪工程施作範圍相關資
訊，思慮此舉勢必造成居民權益的重大損失，故整理以下數點，請市府相關規
劃單位正視問題並妥善說明。

第八章、社子島開發計劃工程規劃暨相關利益人權益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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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島堤防工程確定在第一期施工期間進行。

圖:107年12月27日社子島景觀規劃論壇
社子島景觀規劃論壇現場直播45:35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回覆內容，社

a.不納入防洪計劃之合理性
本人於107年12月27日社子島景觀規畫論壇提問，並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
程處回覆，全島堤防工程將於第一期施工期間同步進行，而防洪計劃位於社子
島全區區段徵收範圍內，請問不納入防洪計劃之合理性為何?

3.2工程規劃

A1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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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堤防工程與第一期施工期程重疊，而未見於環評簡報內容，請市府提供
堤防工程施工範圍圖，以及蘆洲、五股垃圾山移除範圍圖，以利環評委員進行
判斷。

圖:204 次環評會議簡報第 9 頁

(1)包含社子島堤防、蘆洲、五股垃圾山移除。
(2)因堤防工程區段徵收範圍圖。

b.請市府提供防洪計劃施工範圍

269

立影響範圍與開發期程，而非隨著歷次會議而不斷變動與擴大，造成居民不
安。

請市府開發單位，將堤防工程範圍圖、第一期範圍圖、第二期範圍圖套整，確

圖:204 次環評會議簡報第 9 頁

c.請市府提供防洪工程範圍圖、第一期範圍圖、第二期範圍圖套整。

A1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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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來源為 google 地圖，紅框處為通河西街。
其現地高程最低點僅海平面上一米多，卻位於已完成都市計畫範圍內，社子島
全區填土合理性受到質疑。

a.問卷設計方式未依據開發期程分別進行評估。

請提出全區填土之合理性，經檢核社子地區通河西街最低高程點，與社子島相
差無幾，且位於 9.65 公尺堤防高保護區範圍內，在規劃設計與工程技術可克服
的狀況下，全區填土開發的成立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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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繼上頁內容，請環評委員要求市府依據各階段影響範圍，落實家戶訪查。

b.請提供包含防洪工程、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個別施工範圍家戶訪查資
料。

訪查，市府卻不斷用”專業團隊”
四個字企圖搪塞問題設計與調查不周全之事實。

圖:204次環評會議簡報第9頁擷取
政大問卷調查是以社子島全島一次性調查，存在的極大的謬誤，因本案工程共
分為防洪工程、第一階段工程、第二階段工程﹐受影響的居民時間與空間無法
等而視之，問卷調查設計就不能依照全島方式進行，而是依照各工期進行詳實

3.3相關權益人權益

d.全區填土開發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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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委員皆是各領域的專業，為了社子島在地居民長遠福祉，以及臺北市的正
向發展，還請詳盡審查。

3.4 結論
市府迄今仍未真正重視社子島開發計劃對於居民的影響層面，連工程最基本的
施工範圍圖都沒有，也就無從調查在各施工階段受影響的居民人數以及相關補
償配套措施擬定，在一切資訊都不到位的狀況之下，環評委員們將以何為基
準，去評估社會經濟影響調查?
再者，防洪計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規劃思維，其工程收穫是大台北地區居民共
享，而社子島位於防洪計劃區域內，市府卻不正視此一問題，甚至虛應故事﹐

影響的人民權益，不因開發行為而受到傷害，請市府正視此問題之嚴重性。

圖:107 年 12 月 27 日社子島景觀規畫論壇
社子島景觀規畫論壇現場直播 8:52 土地開發總隊報告內容，將提高優惠補助及
放寬建物折舊率認定，這些增加出來的費用是由市府自行吸收?還是納入總體開
發成本?
從去年迄今，拆遷補償版本不斷調整，造成相關權益人無法清楚自身權益，也
反映出問卷調查並不確實，而在環境影像評估社會經濟調查，不正是要保障受

c.因提高優惠補助或防洪工程增加預算影響居民權益疑慮。

10.67%

實際回收率

14.90%

15.14%

1,024

6,762

6,873

106 年第 2 次寄送

23.98%

24.33%

1,845

7,583

7,694

小計

為 23.98%，並非簡報所寫的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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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區 7,694 位所有權人來說，回收份數為 821+1,024=1,845 份，實際回收率

821
13.54%

回收份數

6,063
簡報回收率

7,694
有效寄達

105 年第 1 次寄送
實際寄送

14.9%。

有失準確性。以「實際寄送」去算後，正確回收率第 1 次是 10.67%、第 2 次是

b.此簡報回收率是以「有效配達」的份數計算，而不是用「實際寄送」去算，

a.簡報數字沒有校稿，
《二、》和《三、》的寄發數字差 10 人。

4.1 參與區徵意願及繼續耕作意願調查回收率與準確性問題:

第九章、社子島公益性及必要性土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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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

5,738

111

7,694

23.98%

寄達未回收

未寄達

實際寄送

實際回收率

區段徵收同意書

寄達有回收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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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達未回
收
74.6%

寄達未回收

未寄達
1.4%
未寄達

寄達有回收

區段徵收同意書
寄達有回
收
24.0%

意見。必須重新調查，必須社子島多數務農者都有寄回，才可作統計數據參

1.44%是未寄達），因此該份區段徵收意願調查數據無法代表社子島多數居民的

簡報以「回收份數」作圓餅圖，但因實際仍有高達 74.6%配達未回收（另有

4.2 區段徵收意願調查數據問題:

7,694

社子島多數居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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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製造居民贊成區段徵收的假象，可見市府根本不懂民意，此數據無法代表

高達 74.6%未回收，這種少的可憐的數據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市府竟然美化數

小計

5,738

寄達未回收

67
111

1,845

67

222

未寄達

未填答

222

不贊成

1,556

Q1. 合併未回收數據

寄達未回
收
74.6%

贊成
20.2%

Q1. 合併未回收數據

Q1. 簡報數據
1,556

贊成
84.3%

未填答

不贊成

贊成

贊成

Q1 問題

不贊成
12.0%

3.6%

Q1. 簡報數據 未填答

4.3 贊成社子島地區以區段徵收方式整體開發之數據問題

未寄達
1.4%

不贊成
2.9%
未填答
0.9%

贊成
不贊成
未填答
未寄達
寄達未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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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社子島多數居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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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製造居民沒有種田的假象，可見市府根本沒有掌握真實狀況。此數據無法

高達 74.6%未回收，這種少的可憐的數據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市府竟然美化數

7,694

小計

1,845

5,738

寄達未回收

304
111

304

未填答

1,135

406

Q2. 合併未回收數據

寄達未回
收
74.6%

未填
答

否

是

未填答
4.0%
未寄達
1.4%

是
5.3%

否
14.8%

Q2. 合併未回收數據

未寄達

1,135

否

406

是

未填答

否

Q2. 簡報數據

是
22.0%

是

Q2 問題

否
61.5%

未填答
16.5%

Q2. 簡報數據

4.4 居民土地是否從事農業耕作之問題:

是
8.9%

寄達未回收
74.6%

1,845

1,439

16

354

36

其他
6.7%

7,694

5,738

111

1,439

16

354

36

Q3. 合併未回收數據

非農地耕作
18.7%

Q3. 合併未回收數據

Q3. 簡報數據

未填答

否

是

否
4.6%

代表社子島多數居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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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製造居民沒有種田的假象，可見市府根本沒有掌握真實狀況。此數據無法

高達 74.6%未回收，這種少的可憐的數據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市府竟然美化數

小計

寄達未回收

未寄達

非農地耕作

未填答

否

是

Q3 問題

否
87.2%

未填答
3.9%

Q3. 簡報數據

4.5 社子島計劃區內劃農業專用區選配意願之問題:

未填答
0.2%

是
0.5%

未寄達
1.4%

是
否
未填答
非農地耕作
未寄達
配達但未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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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沒意見」都佔了極高的答題比例，導致這份調查計劃缺少了參考價值。

來安置計劃符合資格、或是有能力購買的居民比例呢？且後續問題的「未填

受訪人身份填答「其他」高達 736 戶，連受訪對象都不明確，那要如何估算未

在

受訪人身份竟然有 34.81%的「其他」
，這些不明確的回答者，是否也含括

第三項質疑：

「門牌」的調查結果，有誘導外界誤會調查完善的嫌疑。

鮮。但政府單位在報告指出完成訪談比例達 85.38%，以「戶」為單位去推算

（戶）。而社子島地區因長達半世紀的禁建，導致一門牌有多戶的情形，屢見不

公開的調查計劃成果中提到，門牌總數為 2,476 個，完成訪談者 2,114 人

第二項質疑：

購。

問卷時少了份警覺心，以為只是供參考用而填答，難以從中分析居民是否能承

劃參考。沒有明確讓居民知曉這是以「區段徵收」為前提的調查，居民在填寫

起：實地蒐集本地區開發前現況及居民意見，作為政府研擬開發方式及安置規

此調查全名「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社子島地區開發前專案調查執行計畫」，緣

第一項質疑：

調查時間：106 年 7 月 16 日至 9 月 30 日

【社子島地區開發前－專案調查執行計畫成果】

P.138~P.180 的 107 年的家戶訪查作業，在此個別對這兩份調查提出質疑。

年 9 月 14 日上線的調查計劃結果，以及環境保護局書件審查查詢系統的第 6 章

是否有針對居民是否有承購專案住宅資格或購買能力等相關調查，查詢到 106

的草案內容，甚至極為刁難地設定一門牌只能承購一戶。為確認土地開發總隊

在此質疑政府單位是否對社子島當地毫無了解，才會提出如此只有「拆遷戶」

5.1 家訪調查不實，無法得知居民是否有能力或符合資格承購

第十章、安置方案條件嚴苛真能達到戶戶安置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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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失去蓋專案住宅的意義，往後若真執行拆遷開發等，勢必引發重大問題！

承購、且有能力購買的居民數。若能承購的居民過少，理應放寬承購資格，不

沒有實際訪查到。在討論安置計劃前，政府單位應先切確瞭解社子島符合資格

這 810 戶是否符合承購專案住宅資格或是有能力購買，更不論有高達 2,211 戶

望承購的戶數僅 810 戶（39.6%）
，且因為是希望式的複選題問法，完全不清楚

有這種結果，政府單位是否該謹慎思考，在完成訪談 2,047 戶中，為何希

超過 100%）

案住宅（含不贊成本計劃或其他安置法）高達 74.7%。（因為複選所以百分比會

位填寫不贊成本計劃、或其他建議。「希望」承購專案住宅 39.6%，而非承購專

即使題目有希望式的誘導嫌疑，但根據訪查結果，有高達 660 戶在其他建議欄

得知居民有沒有能力或符不符合資格承購專案住宅。

以複選題「請問您希望的安置方式？（可複選）」，這種『期望式』問法是無法

居民必須要有足夠的財力。而在 107 年家訪報告中，問卷內容卻是相當奇怪，

承購專案住宅絕對須符合的兩大要點，第一是居民必須符合資格、第二是

第一項質疑：

調查時間：107 年 1 月 13 日至 3 月 12 日

107 年 3 月 12 日完成訪查的【社子島家戶訪查作業】

5.1 家訪調查不實，無法得知居民是否有能力或符合資格承購(續)

A13－394

約為 76.7%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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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來看，等於 1,106 個門牌中，約莫 849 個門牌符合承購專案住宅的資格，

物 590（53.3%）、77 年 8 月前違建 259（23.4%）。以這份 48.1%訪查率的家訪報

答 495（24.2%）； 而 2,047 受訪戶中有 1,106 個門牌，經門牌分析後，合法建

到：在 2,047 受訪戶中，合法建物填答 1,132 個（55.3%）
、77 年 8 月前違建填

訪戶數去看。與 106 年報告不同的是，107 年多了門牌分析數據，報告中提及

到底社子島居民有多少人符合資格承購？既然是認定門牌原則，就無法依照受

訪居民不了解資格限定，又怎能確實去估算符合資格承購專案住宅的居民呢？

承購一戶，但在家訪調查中，卻連 77 年 8 月後的違建都填寫希望承購，代表受

承購專案住宅的資格，只要是合法建物或 77 年 8 月前的違建都可以一門牌

第三項質疑：

5.1 家訪調查不實，無法得知居民是否有能力或符合資格承購(續)

戶數

門牌數

戶數

門牌數

※

51.9%

55.4%

家訪未完比例

2,047

1,106

小計戶數

不清楚/未填答

無法承購戶

（77/8 前）

符合資格

（合法）

符合資格

（以戶為單位）

1,106

224

33

259

590

107 年門牌
可承購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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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

355

843

259

590

門牌多戶
交叉分析

107 年家訪報告中，共計 1,967 門牌應為誤植，其他報告中 2,480 門牌才正確。

2,211

1,374

未家訪數

4,258

2,480

107 年總資料 107 年家訪數量

粗估 65 戶（3.17%）
，約莫會有 843 戶（41.2%）是無法承購專案住宅的！
※ 因「增配」在此問卷中無法得知數據，故不納入交叉分析計算。

的其中一戶已將承購資格取走。若再加上建物 77 年 8 月後的資格不合在總戶數

2,047 訪問戶數中約 38%的居民（戶為單位）無法符合資格，只因為和他同門牌

讓這家訪報告中符合資格的 778 戶（戶數-門牌=無法承購戶數）流離失所，在

乍看之下 76.7%是很高的承購資格比例，但以「門牌」為承購資格判定，勢必

5.1 家訪調查不實，無法得知居民是否有能力或符合資格承購(續)

無法
承購
戶
3.0%

符合資格
(合法)
53.3%

不清楚/未
填答

無法承購
戶
41.2%

不清楚/未
填答
17.3%

符合資格
(77/8前)
12.7%

符合資格
(合法)
28.8%

門牌多戶交叉分析

不清楚/未
填答

符合資格
(合法)
符合資格
(77/8前)
無法承購戶

功能，那區段徵收勢必窒礙難行。附帶一提，關於 107 年家訪報告中的問題
「您希望的安置方式？」，其承購選項佔 2,047 戶中的 39.6%，乍看之下佔蠻高
的比例，但很遺憾地，希望承購並不代表居民有能力購買，因此該家訪結果並

沒有一份精準的家訪調查，就無法確認居民是否符合資格或有能力承購

專案住宅。

牌」
，那對於一門牌多戶的居民該如何是好？這設定可說是安置計劃長久以來的
詬病。

《居住事實》這三種皆符合做判定即可。政府不該預防性地把居民當成

專案住宅小偷，舉凡洲美每戶動輒 800~1,200 萬，居民購買勢必得花大

半輩子的積蓄、著實不易，且專案住宅是本意就是規劃給拆遷戶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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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市場行情 3-6 折租金的優惠條件承租專案住宅，市府一定會做到全面照

分析居民對於修改草案後的意見反饋、以及確認專案住宅的承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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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推估，4258 戶在地居民，粗估 70%可獲承購專案住宅，其餘 30%則採為期 12

容（兩里持續加強宣導）→重啟家訪調查（戶戶調查）→從家訪調查中

顧，戶戶有安置。」
。

發 二階環評公聽會」新聞稿中，地政局針對居民安置問題：
「依市府掌握的資

三、 建議流程：修改拆遷安置計劃草案→加開說明會和居民溝通已修改之內

根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媒體事務組於 107 年 7 月 8 日所發佈的「社子島開

前的問卷調查也不過一個參考，畢竟自由心證填寫。而承購資格僅限「一門

行區段徵收就毫無正當性可言。建議以《建物拆除坪數》、《設籍戶數》
、

又何必侷限在門牌限制？

「資格」──若前兩項已達標，但缺乏承購資格，一切都白談！此份拆遷
安置計劃草案中，承購資格判定相當嚴謹，這 4,258 戶如何去一一判定呢？先

的戶重疊承購資格、勢必離開，如此高比例的居民享受不到開發，那執

無法佐證居民有能力購買。

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重點安置項目──專案住宅已無法達到有效

的選項，以及新增財務考量方面問題（例如：承購金額是否能負擔）。若

二、 承購資格判定對一門牌多戶是不公平的，從 107 年家訪問卷粗估有 38%

若未來專案住宅買不起、也貸不起，無法達到戶戶安置情況下，這個「社

保居民了解其專有詞彙。答題選項不可有“不清楚”類似這種曖昧不明

定增配等，反而就不是最先決的重點。

合此專案住宅，那能不能讓政府放寬拆遷安置計劃的草案建築年限或是格局判

法確認是否有能力購買或貸款專案住宅、或是無法確認目前的家庭人數適不適

專案住宅的價位、每間實際坪數、公設坪數等。既然沒有切確的數值，居民無

「價位」──無論是公文或是詢問土地開發總隊，完全得不到未來社子島

宅的品質呢？

既然已有了洲美的先例存在，政府單位用何以去承諾、保障未來社子島專案住

劃，花了畢生的積蓄好不容易買、或貸款承購專案住宅，卻得到如此的品質！

這表示政府單位並沒有盡到監督職責，導致洲美拆遷戶接受了拆遷安置計

問題。

上，已有多位社子島居民詢問此問題，土地開發總隊的回覆很簡單：是包商的

廢棄物，這些屢屢登上媒體版面。於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說明會

早已不是新聞，廚房沒裝燈、門難以打開、格局設置、管線問題、公共區域的

「品質」──先前洲美拆遷戶搬進北士科專案住宅，建物大大小小的問題

項是社子島居民長久以來所關心的。

難以更動。在此針對專案住宅指出三大重點，「品質」、
「價位」、
「資格」這三大

政府公開的示意圖中，社子島專案住宅位於焚化爐的位置，看起來位置應該已

5.2 安置重點「專案住宅」毫無頭緒

月的時間，也要把正確在地戶數（全部門牌）一個個調查完畢，並且確

一、 家訪調查應重做，兩個月的調查含數據分析實在太匆促！寧可多花幾個

問題點：

※ 此圓餅圖是依據 107 年家訪調查資料。而未來實際承購專案住宅戶數，會因
「金錢考量」、
「資格判定」、
「增配資格判定」、「問卷設計錯誤（複選題）
」等
情形有所變動。

符合資格
(77/8前)
23.4%

不清楚/未
填答
20.3%

符合資格
(合法)
符合資格
(77/8前)
無法承購戶

5.1 家訪調查不實，無法得知居民是否有能力或符合資格承購(續)

107年門牌可承購

A13－395

A1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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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國家造成傷害，各權責機關即應妥慎處理。

證，等於是政府單位涉及公共事務的虛假訊息於網路上傳佈，亦會對社

專案住宅」的數據從哪來？請提出精確調查數據佐證。如果無法提出佐

無法承購專案住宅的，無法理解政府單位新聞稿中「粗估 70%可獲承購

三、 承購資格在訪問率 48.1%的家訪調查中，其中約莫 843 戶（佔 41.2%）是

買或需不需要購買（例如因家中人口過多或過少而不適合購買…等等）
。

確每坪價位，居民除了判定承購資格外，也要先評估是否自身有能力購

285

政府單位應主動了解第一期拆遷區有無特殊需求，避免發生憾事。

三、 以門牌設限的房租津貼、和承購專案住宅的門牌設限，都著實不合理，

承購一樣皆享有房租津貼。

若第一期拆遷戶若無法承購專案住宅，至少未來可以辦理承租、以及和

二、 應放寬承租資格，或是另外立個拆遷戶的「拆遷戶專案住宅出租辦法」
，

助。

一、 第一期拆遷區除了承購專案住宅有房租津貼外，承租也應該給予同樣補

問題點：

的資格起爭執、又要為了房租津貼吵架嗎？實在不合理！

有即時窗口可供居民快速反映問題進行修繕。

二、 討論拆遷安置計劃草案前，專案住宅應先提出實際坪數、公設坪數、切

形，要他們如何運用每月 2 萬元的租屋津貼呢？難道要他們為了承購專案住宅

第三點：以門牌為基準的房租津貼，若第一期拆遷區有一門牌多戶的情

寬資格，讓他們未來也能承租專案住宅呢？

理，減輕拆遷戶未來入住後的管理費負擔，並確保在交屋後，政府單位

一、 請政府嚴格把關專案住宅品質，並提撥預算挪入專案住宅的後續修繕管

問題點：

拆遷區的 264 戶主動探訪了解他們的狀況嗎？有關心他們是否有能力負擔舉家

上邊的造假數據嗎？這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搬遷到第二期拆遷區、或是社子島以外的區域的租金嗎？還是能否開先例的放

第二點：如果買不了專案住宅（建物年限問題、無法增配、無能力負擔
等）
、又不符合承租資格，那這些第一期拆遷戶該怎麼辦？政府有先針對第一期

為社子島皆有戶戶安置（70%+30%=100%），在對外新聞稿中就提出連粗估都沾不

的族群，如果連房租津貼都不願補助，那叫他們何去何從呢？

針對這 30%戶數有去確認是否符合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嗎？為了讓外界以

案住宅的漫長數年時間，難道就沒有辦法享有房租津貼嗎？尤其是對於較弱勢

的？針對這 70%有做購買能力調查嗎？其餘 30%承租專案住宅的資料從哪來的？

第一點：若只能選擇「承租」專案住宅的第一期拆遷區，在拆遷後等待專

可以發現拆遷安置計劃草案有三點詬病。

可申請 72 萬／3 年的房租津貼（超過第 3 年後每月為兩萬元房租津貼）
，這邊

而在安置計劃草案中，只有「承購」專案住宅的第一期拆遷區，每門牌才

牌共設籍 264 戶、631 人。

的資料，第一期拆遷範圍共 243 個門牌，103 個門牌無人設籍，其中共 140 門

3 月 5 日）
，第一期拆遷區的居民已開始擔憂未來拆遷該怎麼辦？依照政府提供

社子島擬辦區段徵收規劃第一期拆遷範圍示意圖及門牌清冊已公告出來（18 年

5.3 為何第一期拆遷區需承購「專案住宅」才有房租津貼？

在此針對地政局的言論提出強烈質疑，70%符合資格購買專案住宅的資料從哪來

5.2 安置重點「專案住宅」毫無頭緒(續)

A13－397

無租期限制

租期

韓國

期

10~20 年租

30~50 年或

制，其他

部份無限

家戶所得

資格判定著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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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台灣的房價環境，絕不是努力短短幾年就有能力購屋，因次 3 年即重做

能力承購，難道在承租安置之下，就不准許拆遷戶去努力提升家庭所得嗎？

針對 3 年就要判定資格才能續租，也是不合理之處。承租就是因為拆遷戶無

暫幾年的安置計劃而已。

越走越退步，應該要謹慎思考調整租期上的彈性，而不是讓拆遷戶只能有短

才推行 3+3 年的租期限制、弱勢戶最多可住 12 年。政府單位是否反思為何

無租期限制但入住 10 年後須審核家戶所得，而台灣早期無租期限制，近年

根據 2015 年亞洲各國社會住宅比較資訊，日本、新加坡無租期限制，香港

租期限制

年推出 3+3

期限制，近

年後須審核

制，入住 10

台灣
早期較無租

無租期限制

新加坡

無租期限

香港

2015/01/29 更新

※ 此表格內容參考『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官網資訊

日本

亞洲各國社會住宅比較

國家

性可言。

身份拆遷戶）最後期滿還是得搬離社子島，那這區段徵收就毫無正當性、公益

否才能同意延長租期，這實在太過刁難。若承租的拆遷戶（一般拆遷戶及特殊

負責拆遷後短短幾年內的戶戶安置？還是永續的戶戶安置呢？符合特殊情況次

在開發計劃中，政府單位一直提及到落實戶戶安置，那想請問，政府單位是只

5.4 拆遷戶只有（3+3）六年的承租期過短且不合理

推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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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空間。可參考 106 年香港社會住宅以 10 年為基準做資格判定，往上

整。如果可以承購，誰會想承租？應給予承租拆遷戶有向上提升家庭所

三、 除了保障拆遷戶的居住正義，3 年一次的資格判定勢必得做出適當調

新加坡等無租期限制，保障承租拆遷戶的居住正義。

的成果，那實在沒區段徵收及開發的必要性。建議可參考 106 年日本、

期以上的大範圍工程環境！如果政府做不到讓承租拆遷戶享有到開發後

整個家庭蒙受經濟上的損失、還必須忍受搬遷、工作就學異動、及十年

二、 拆遷戶並沒有欠政府任何東西，相對政府未來若執意全區開發，拆遷戶

義？

一、 請政府單位反思如果讓拆遷戶數年後又要面臨搬家問題，那何有安置意

問題點：

※ 以上報導內容擷取自『報導者 THE REPORTER』2018 年 7 月份文章

5.4 拆遷戶只有（3+3）六年的承租期過短且不合理(續)

A1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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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困難，甚至高達 82.8%的人無法判斷收入狀況難以回答。

這 234 戶中，只有 12 戶符合資格。由此可判定要符合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住宅的四個題目選項答題內容交叉比對下，僅只有 5.2%符合承租資格，相當於

家庭訪查結果中指出，在 11.4%希望承租戶數中，依照問卷中（三）承租專案

11.4%（但因為是複選題，若以單選方式，實際百分比還會再降低）
。

租設限為「每戶」，並非以門牌為單位，所以切確地得知希望承租佔完成訪問中

107 年家訪報告中，完成訪問的 2,047 戶中有 234 戶希望承租專案住宅。因承

5.5 承租資格不該侷限在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希望承租戶
12
28
194
234

位）

符合資格
不符合資格
收入不清楚
小計戶數

100%

82.8%

12%

5.2%

百分比

希望承租

收入不清
楚
82.8%

不符合資
格
12.0%

符合資格
5.2%

107年希望承租戶

誤導社會大眾。

289

業，而並非只是口頭說說的粗估 30%可承租，不過就是欺瞞在地居民、

講求戶戶安置，就該讓無法承購專案住宅的拆遷戶也能順利辦理承租作

234 戶中，僅 12 戶（5.2%）符合承租資格，真的太低了！既然政府單位

二、 應擬定屬於拆遷戶的「拆遷戶專案住宅出租辦法」
，否則以家訪調查的

戶戶安置。

每一戶確認資格，以精準調查出符合資格的承租戶數，才能了解是否能

議改用其他詞彙為佳。）
，就必須重啟家訪問卷調查，家訪專員需協助與

遷戶身為臺北市居民、按時繳稅，使用「列管」兩個字是濫貼標籤，建

一、 既然市府說要做到 100%逐戶列管（
「列管」這詞其實用得也很詭譎，拆

問題點：

引發居民的反彈聲浪。

遷安置計劃造成的，如果強行套用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著實不妥，勢必

畢竟居民變成「拆遷戶」這個身份並非個人本意，是政府違背居民意願執行拆

安置」豈不是自打嘴吧？所以政府是否應擬定專屬於拆遷戶的特別出租辦法，

搞得承購不起、承租又不符合資格…而無法得到安置，那政府一直講的「戶戶

多數社子島居民原本有屋可住，如果為了配合政府的區段徵收拆遷開發計劃，

107 年

（以戶為單

5.5 承租資格不該侷限在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續)

收入不清
楚

不符合資
格

符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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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示範蓋章，是嚴重的投票瑕疵！

台北市民意見蒐集網路操作步驟，

i-Voting 投票實體或網路操作步驟、

※ 無論是地政局網路文宣、

收。

「區段徵收」為前提下，進行開發方向的投票？完全是誘導居民同意區段徵

（其實得票數只不過佔社子島總人口數 2 成）。但有很重要的一點，為何是以

票率才 3 成 5 的，其中僅佔近 6 成票數的「生態社子島」，就決定未來開發方向

或許可以回朔到政府在 105 年的社子島開發方向 i-Voting 投票，只用了投

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草案）聽證會議，這極為不合理。

劃，豈不是等於強迫居民同意接受「區段徵收」？居民無法選擇，就莫名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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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報導內容擷取自『中國時報 柯伶穎、黃意涵／台北報導』2016 年 2 月 29 日之新聞

票，本質上已偏離軌道、違背民意。在沒有達到多數居民「區段徵收解禁開
發」的同意之下，就談「拆遷安置」，完全是本末倒置，誘導視聽、引發居民恐
慌。

i-Voting 投票率極低，僅 3 成 5，可以從兩個方向來看：一、政府單位宣導不
佳，多數居民不知道有投票；二、部份居民得知此投票是以「區段徵收」為前
提，因此拒絕投票。此外，我提出異議，當時的 i-Voting 的投票廣宣，無論是
政府單位釋出的簡報檔或是文宣，竟然示範蓋章在「生態社子島」！有主導或
引導居民投票方向的嫌疑，這是極為嚴重的投票瑕疵！且文宣只寫解禁開發，
卻無提及是以區段徵收，加上「生態」兩字爭議，皆有不實文宣誘導居民投票
之嫌疑。
而今年 108 年 2 月 18 日的「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草案）
」
中，僅兩張 A4 共四面就當作居民的生與死，如此草率的拆遷安置計劃，是否政
府單位有行政瑕疵？包含最初 105 年的 i-Voting 投票的過低投票率及誘導性投

『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草案）
』有不當、不合理的牽制性，標題

的「區段徵收」四個字，已經侷限這是以「區段徵收」為前提的拆遷安置計

5.6「i-Voting 投票」誘導和「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的不當設限(續)

5.6「i-Voting 投票」誘導和「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的不當設限

A1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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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抹滅了多數居民意願或意見。

重要的是「人」，各司其職、保有責任心，而不是強渡關山各種計劃，完

求快趕流程？不管居民是否恐慌焦慮？政府單位面對的不僅是「法」，更

心焦慮。請提交草案的政府單位要省思，真的有為居民著想？還是不過

居民的生活，煩惱著可能即將面臨的拆遷問題，更別說是弱勢族群的憂

劃僅僅只有兩張 A4？而這如此草率的計劃已嚴重擾亂了社子島一萬多位

會一直朗朗上口「戶戶安置」這四個字。為什麼如此重要的拆遷安置計

收混合有條件的限制解禁…等）都是很重要的一環，否則政府單位也不

二、 拆遷安置計劃不管在哪種開發情況下（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部份徵

全面性的拆遷安置計劃，落實原居民的居住正義。

各種不同開發方法重新投票，再依照高民意開發方案為主軸，進而規劃

開發下，有多少人數比例是贊成開發？若無達到一定的民意，理應針對

一、 請政府單位提出實質的居民調查數據，在明確告知「區段徵收」為前提

問題點：

5.6「i-Voting 投票」誘導和「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的不當設限(續)

也就沒有所謂的公益性和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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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經營。如此趕走數百間在地產業，犧牲了無數人工作權，那社子島區段徵收

業無法進駐的科技園區，完全沒設想這些在地產業如何在開發後能回社子島繼

消極作為，強迫居民接受區段徵收，設立了原居民碰不起的住宅、開發了原產

司營運成本的廠區，而面臨關閉。政府只拿出「有單位可輔導協助」根本只是

乏外籍移工，如果沒有產業完善安置，勢必不少工廠因無法找到合適、符合公

社子島的產業繁多，尤其為數不少工廠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其中也不

次溝通無解下，進而引起對政府單位的不信任、引發各種衝突。

本，或是說有單位可以輔導轉型等官方話語，讓社子島居民擔憂徬徨，且在多

單位更要了解各種產業文化現況，而不是只有單純提供「拆遷戶」的安置版

社子島有為數不少的工廠、餐飲業、農田、廟宇文化，在拆遷安置上政府

去？

人力，為何不在提出這份簡陋的草案前，就把在地居民多方可能性都考量進

會議……等，以及兩位里長和在地 1 萬多居民上的溝通，勢必花費大把時間、

提出草案後，未來還需舉辦多場說明會讓居民了解、共同代理人協調會、聽證

提及任何關於工廠、餐飲業、農地、文化等拆遷安置。政府單位既然已知曉在

針對兩張 A4 共四面的拆遷安置草案內容，除了嚴苛的拆遷戶安置條件外，並無

5.7「產業安置」及「文化安置」毫無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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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調查，了解保留的需求，而不是執意抹滅原居民的聚落傳統文

三、 請尊重在地文化，不是僅保留幾間廟宇和古厝而已，應針對廟宇等信仰

不失業。

移的工業區，依照產業屬性不同稍作區分，讓在地產業永續經營、居民

二、 若要保障原居民的在地就業權，擬應在開發計劃中規劃屬於原居民可遷

遷安置計劃」。

以及各個階段需要什麼幫助等調查，以有助擬定出產業專屬的「產業拆

數量、規模、就業人口，針對各產業若面臨拆遷問題，會面臨的狀況，

一、 請政府應規劃屬於「產業」的問卷，加以了解社子島在地產業的種類、

問題點：

完完全全的扼殺。

地居民希望即使開發也要保有傳統文化的要求、信仰的傳承，而政府單位就是

備回顧，這跟居民的期望可說是背道而馳，同時也感受到政府消極的態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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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讓此拆遷安置計劃草案的聽證會議，只能以意見陳述、無法交叉詰問？

述意見、由機關回應，完完全全屏除了交叉詰問。是否政府單位涉及濫用職

點」
，但是土地開發總隊這次 4 月 13 日聽證會議上，只允許 25 位發言代理人陳

第二個質疑：「透過公開透明方式，進行言詞陳述及交叉詰問，以釐清爭

此作判斷，那地政局又是以什麼判定是社子島居民多數表達贊成開發呢？

佐證？當初社子島 i-Voting 是如此低投票率及包含著誘導式投票，肯定不是以

疑。第一個質疑：內文所寫的「社子島居民多數表達贊成開發」
，是以何種數據

對於在地文化信仰，政府單位理應重視，而非提出待開發後可使用數位設

針對第二段新聞稿【二、特別安置計畫聽證 廣納在地居民意見】中提出兩個質

顧了在地居民的生存權、就業權。

規劃上已經背離地政局所說的「剔除區段徵收」與「保存文化聚落」
。

與配套措施，以達成開發不滅村的目標」，因此我質疑這份拆遷安置計劃草案在

並保存當地文化與聚落的思維辦理規劃開發」、
「評估研議剔除區段徵收之原則

地民意、也不願溝通保留在地文化。完全不符合新聞稿中所說的「以尊重民意

拆遷安置計劃草案卻完全是以「社子島全區區段徵收」為前提，且毫無尊重在

社子島滅村殺手」
』此新聞稿中指出【一、社子島要開發但絕不滅村】，但這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於 107 年 11 月 22 日發佈的『
「澄清媒體報導「福安里長批柯

地產業的工業區嗎？如果都沒有，只說政府單位可以輔導遷移，那完全就是罔

府單位有重視這些意願嗎？有在社子島開發規劃中，擬定一個區域是屬於原在

未來規劃回社子島經營本業、以及回社子島轉業比例高達 44.2%，請問政

源？

到，有業者甚至都不知道有這訪查，這何以讓在地居民、業者信服這些數據來

視？連上面這張數據都是經詢問後，才在公家機關網頁中的檔案簡報裡瀏覽

象為公司主導人嗎？訪視內容切確為何？為何有高達 87 個業者不願意接受訪

有 199 家業者配合訪視，這邊想請問政府單位有沒有訪視業者的清冊？訪視對

在 106 年對在地製造業訪視結果中，政府單位針對 286 個業者進行訪視，其中

5.7「產業安置」及「文化安置」毫無提及(續)

5.8 質疑拆遷安置計劃草案的內容及聽證會議方式

A1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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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文才發現政府單位要召開拆遷安置計劃草案聽證會議，何來讚同開發

導外界，地政局沒有辦法代表社子島居民講話。且不少居民都是 2 月底收

三、 在沒有切確數據佐證下，請勿用「社子島居民多數表達贊成開發」言詞誤

不是由發言人只能單方面陳述意見，對居民及委任人來說極不公平。

二、 往後加開聽證會議，應遵照原本的「言詞陳述」及「交叉詰問」方式，而

聞發佈。

是造成外界誤會，這對在地居民是相當不公平的，請依照現況資訊作新

維等，政府單位不應過度包裝新聞消息，有可能導致居民信以為真、或

一、 全區區段徵收如果進行全面拆除，是不可能保存的了當地文化、聚落思

問題點：

5.8 質疑拆遷安置計劃草案的內容及聽證會議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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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單位應謹慎思考執行區段徵收是否有正當性、公益性、必要性。

三、 如果重新家訪的訪查結果中，超過一定比例的居民無法留在社子島，政

新家訪，調查居民未來是否有能力留子島享受到開發後的公設。

二、 因先前的兩次在社家訪調查稍嫌薄弱，加上訪查率又低，政府單位應重

施。

一、 請這位長官要對自己說的話負責，原居民都要能享受到開發後的公共設

問題點：

謂的公益及公平原則，也就等於「區段徵收」這個方案先決條件已不成立。

作。這些人是完全無法享受到這位邵總工程司所說的公共設施，那就不符合所

島；或是因為在地數百間產業拆遷歇業，導致原居民必須往社子島外去找工

不符合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等等，勢必造成為數不少的居民離開社子

住宅、無能力協力造屋、不符合優先選配安置街廓資格、無法達到配售條件、

遷安置計劃（草案）內容，有建物年期資格不合、有資格卻買（貸）不起專案

針對這位長官的公開言論，若多數居民無法達到戶戶安置，舉凡來說因這份拆

以會認為說，這是一個比較公平的一個原則。」

發區，這些道路、這些學校、這些公園，誰用的，也是住在這個島內的人。所

需要的道路、你以後需要的學校，你們自己這個開發區自己來負擔。那這個開

說：
「區段徵收都是我們取得公共設施的手段之一，你以後需要的公園、你以後

514 集-誰的社子島」
，影片裡北市都發局副總工程司邵琇珮（現任總工程司）

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 PTS INNEWS 在 2017 年 9 月 27 日發佈了「獨立特派員-第

5.9 如果無法保障戶戶安置，就不可執行區段徵收

A1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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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文化消失，社子島徵收拆遷開發案將會是居民心中永遠的悲痛。

大規模開發工程紛擾，大型機具進出混雜，而居民只能四散遷離、產業熄燈、

什麼純樸景致都不復存了。最終，社子島和周遭地區，只能面對十年期以上的

嗎？如果依舊不顧居民反對的聲音，執意加快流程進入區段徵收開發，那真的

地區佔 20.88%空屋率。社子島真的有必要蓋這麼多住宅、還有商圈及科技園區

內政部營建署歷年資料中，106 年度全國空屋有 86 萬 4 千多，其中大台北

響，買不起、貸不起、沒資格承租專案住宅的居民勢必離開。

而不是提出全區區段徵收剷平計劃，一萬多的居民其生活、工作勢必大受影

理應保有在地人文風貌，必要的公共設施可徵收空地以小規模輕度開發即可。

保有著純樸風貌，沒有繁雜的都市氛圍。政府既然是為了居民解除禁建開發，

禁建近半世紀不是居民所願意的，但也因為禁建關係，讓社子島一直緩緩

居民這個區段徵收的公益性、正當性、必要性？

宅，最後得利的是原居民？還是接下來準備進駐的財團建商？又何以說服在地

景、生存權益、居住正義，試問政府收走在地居民這麼多土地，蓋了這麼多住

開發有很多種方法，但「區段徵收」進行開發，已經是抹滅在地居民的人文背

任由網友砲轟社子島居民卻不闢謠，實在有失臺北市政府的格局。

欺欺人是 100%的安置呢？甚至放任網路輿論「社子島居民就是貪婪」的導向，

能力承購專案住宅，這都已經明明白白是絕不可能有戶戶安置，為何政府要自

「70%承購、30%承租」，但是以 107 年家訪數據粗估、以及居民知曉自身是否有

長久以來臺北市政府一直強調戶戶安置，甚至多次新聞稿、對外簡報檔都寫著

5.9 如果無法保障戶戶安置，就不可執行區段徵收(續)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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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政府應正視網路攻擊社子島的偏頗輿論，放任不闢謠實在有失貴府格

蓋。

二、 開放附帶條件的解禁外，相關必要的公共設施建物，可徵收小部份空地

不會對在地生態造成太多影響，公共設施水平也能慢慢提升。

若有空地也可蓋屋，這也算是一種開發。且這種開發相對地安全許多，

件解除禁建，讓居民可以在合理的範圍內修繕或改建自己的屋子、地主

一、 如果政府願意以附帶條件，舉凡像是「限建幾層樓以下」等類似附帶條

問題點：

5.9 如果無法保障戶戶安置，就不可執行區段徵收(續)

A1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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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fA46hF
106 年 9 月-獨立特派員 第 514 集 (誰的社子島)
https://youtu.be/rfYodGfLoCE
107 年 7 月-社子島開發 二階環評公聽會 https://goo.gl/awmrYd
107 年 7 月-新混居時代──社會住宅的共融挑戰 https://goo.gl/y3Zbij
107 年 11 月-澄清媒體報導「福安里長批柯 社子島滅村殺手」
https://goo.gl/RkRmDs
社子島開發案文章、報告、文宣(全)

107 年 1 月-社子島地區開發前 專案調查執行計畫成果
107 年 2 月-社子島 i-Voting 投票文宣
107 年 2 月-社子島 i-Voting 實體、網路、臺北市民投票操作步驟教學簡報檔
107 年 3 月-社子島家戶空白問卷、訪查作業成果報告
107 年 6 月-社子島公益性及必要性土徵小組會議簡報
104 年 1 月-國外案例─亞洲各國社會住宅比較 https://goo.gl/8mshPY
105 年 2 月-社子島 i-Voting 投票率只 35％ 結果僅供參考

環境影響評估 200 次會議紀錄簡報意見回覆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第二次環評審查大會簡報
社子島公益性及必要性土地徵收簡報

環評大會審查簡報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之第 6 章 6.7 至 6.7.5、第八章全
明日社子島網站 1070708 第二場公聽會意見回應表第 15、16 頁
明日社子島網站 1070707 第一場公聽會意見回應表第 27、28 頁
明日社子島網站 1070707-08 現勘及公聽會發言單意見回應表
環境影響評估大會審查簡報。
環境影響報告書/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所有關於社子島開發的宣傳資料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00 次會議紀錄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25 次會議紀錄

第十一章、參考資料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207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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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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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士林區福安里辦公處、臺北市士林區富洲里辦公處、臺北市士林區永倫里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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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 周委員德威（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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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法委員志偉(發言摘要)：
1. 民眾有權利住在出生、長大、甚至孕育孩子的地方，臺灣每
隔幾年就有迫遷戶，甚至家庭主婦或七、八十歲拿白布條為
居住權做抗爭，原因是沒有安置，這對臺灣都市發展、民主
是很大傷害。中央及地方修訂法規多參考其他國家，而其他
國家如英、德國、香港等對原住居民的安置皆無限期；新加
坡不是民主國家，但如果政府以徵收等手段進行都更，安置
期間達 99 年；韓國最短也 30 年起跳，臺灣卻僅 3 年，過去
經市議會同仁一起決議使社子島可增加到 6 年，特殊的狀況
可再增加 6 年。社子島禁建達 50 年，中低收入戶較高，希
望從社子島案開始，不要有迫遷戶，不要讓老弱婦孺、最弱
勢的人再走上街頭，今天民眾很理性的拜託市府做好安置。
有一部分居民無屋無地，但這塊地原本是祖先留給他的，迫
於無奈，將土地賣給別人。社會住宅、公宅是為了要解決住
不起的問題，所以希望可以特別註記，也是內政部要求─戶
戶安置。

二、 列席團體、居民代表意見陳述摘要：

一、 本案開發單位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依據環
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本府機關
委員全數迴避出席會議及表決。考量案件審查延續性，本
案由前次委員會推選李委員育明擔任主席。

討論案：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初稿

伍、討論事項：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參、 主席：李委員育明

貳、 開會地點：市政大樓 2 樓北區 N206 會議室

壹、 開會時間：108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 上午 9 時 30 分

第 207 次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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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里 謝里長文加(發言摘要)：
1. 訂定特別拆遷安置補償辦法才能解決安置問題。
2. 原本是 5 月份要辦理預備聽證，11 月才正式聽證，市府臨時
改成 4 月 13 日聽證，且只辦一次，要如何整合意見？我們
和議員都反映希望可以延期，但市府不接受仍要倉促辦理，
現在聽證要包含在環評安置裡面很不合理，應該是聽證歸聽
證，環評歸環評。社子島很多老人家，一直強調要來地方開
會，市府還是堅持在區公所開。
3. 我們只要求一間能遮風避雨的房子，社子島違建這麼多不是
我們不守法，是因為當初把社子島當作滯洪區，該盡的義務
我們都有遵守，也沒有享受什麼優待。禁建這麼多年，現在
以區段徵收將我們滅村不合理，這裡都是艱苦人，如果開發
將近 1/3 的人會面臨迫遷，財團進來，不能就這樣讓環評通
過。
4. 社會經濟有調查到什麼，i-voting 投票率僅 35%、兩千多票
就通過，開票時沒有找公證人士來看，在市府開票，我說這
是黑箱作業，市府說不是。65%沒有投票不是不同意開發是

陳議員慈慧(發言摘要)：
1. 社子島弱勢住戶非常多，要重視安置問題。居住權益問題，
包括分配條件對社子島很不公平，比如增配條件，設定要有
獨立出口、廁所、衛浴等，但早期常常妯娌共用一個廚房、
廁所，這種條件限制非常不食人間煙火。
2. 建議各位委員到社子島場勘，有時間的話也來跟 25 位代
表，甚至在地居民溝通。

2. 希望把安置列為優先。
3. 民眾最關心是社會經濟，今天到場的委員是否有社會經濟這
部分的專家學者？
4. 臺北市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是否符合專家委員遴選要點規
定？
5. 科專區過去在郝市府時期是沒有的，議會也希望除了能居住
外也有產業。市議會議員都有要求從現在開始加強勞工相關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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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洲里 陳里長惠民(發言摘要)：
臺北市政府要開發社子島是一件好事，為什麼會人心惶惶。洲
美社區已開發完，社子島的條件卻比他差。約一半的洲美在地
居民被趕走，現在卻用此條件開發社子島，剛剛開發總隊說認
定由原 77 年 8 月 1 日多 2 個月，從 8 月放寬至 10 月，但洲美
是十幾年前的認定卻要套用社子島，社子島弱勢很多這樣至少
會少一半的人。社子島居民的訴求應該要做紀錄，要輔助我
們。社子島居民多拿一點就說是貪婪之徒，我們也沒要求多
少，只要求放寬到 83 年 12 月 31 日，這是有根據的放寬，是
阿扁做市長時，那時蓋的違建應就地合法。禁建 50 年來一門
牌號有十幾戶要怎麼分？洲美人說我們家沒有親戚，因為一門

陳慈慧議員服務處 謝梅華小姐：
1. 至今市府實問虛答，前任委員與居民在環評會提的問題，市
府未具體答覆，致此次委員再提問，居民焦慮迫遷，請假來
陳情，請開發總隊回答：
(1) 第一期安置住宅住戶是否是 4,500 戶先建好，而配售條件
是否能真的社子島居民戶戶有安置？
(2) 產專區是什麼產業可納入，具體安置產業與工人生計為
何？
2. 安置是開發與環評重要一環，內政部都委會通過主要計畫
時，也要求居住戶戶安置，市府倉促 4/13 舉辦聽證，但居
民也不曉得聽證會後市府是否會提出如何具體落實戶戶安
置的條例 (目前送討論的草案，比洲美嚴苛)，沒有具體安
置，如何讓環委背書。
3. 此任為新任委員，近日地方也積極的討論開發，建議委員們
能到社子島召開說明會凝聽地方民意，實際場勘，了解居民
擔心迫遷的焦慮。

因為條件太差。
5. 開發前我曾跟市府報告要先跟地方溝通，但至目前為止都沒
有交集，社會經濟調查要跟我們溝通安置都沒有交集。
6. i-voting 投票率 35%、家戶訪查 48%，社子島居民真的只有
48%?

A1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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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孟玲：
1. 整體社子島開發計畫，景觀規劃屬良好，個人是支持社子島
進行生態島規劃。惟好的規劃案尚需好的落實者與相關專家

陳委員起鳳：
1. 此案在環境各項目包含防洪計畫，已經歷歷次討論，過去委
員的意見也納入計畫設計。目前爭議在於居民的安置與文化
傳統的延續。而文化傳統的延續在全區土地規劃中可納入設
計。
2. 居民安置以及社會經濟層面的評估可再加強，充分溝通，用
更完整的資料數據呈現多數意見。
3. 環評制度針對開發案件提出的設計規劃進行把關，環評程序
與其他主管機關對此案的程序可以並行，但其他會議的結果
若影響整體規劃，則原環評會議審查結論將受影響，需再做
環差或重做環評。

三、 委員及相關機關意見摘要：

謝德祥君：(書面意見如附件 3)

社子島福安里辦公室、富洲里辦公室、社子島居民新聞稿(如
附件 2)。

王偉翰君：(書面意見如附件 1)。

牌最多分兩戶，兄弟分不平。只要有居住事實，戶籍設在富洲
里、福安里的，住不下的在旁邊蓋一棟房子也不行，這樣的條
件到時候大家都死的很難看。臺北市政府既然有好意要開發社
子島，就應該要把條件放寬，如果條件縮緊，讓居民搬出去，
再讓有錢人、財團搬進來，對在地居民有什麼幫助，有什麼意
義。大家都很踴躍要來參加環評，他們是要來瞭解本身的權利
而已。應該要放寬廁所、廚房、出入口的認定條件，因為早期
都是共用的。如果要照顧在地居民，只要設籍在福安里、富洲
里，就應有承購權，不是有承購權政府就會分一間，我們也是
要買、要貸款的。社子島連較像樣的雜貨店都沒有，社子島七、
八、九段的居民要吃東西、買菜，都要到六段才行。社子島應
該要以人民為優先，沒有安置就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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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培芬：
1. 從自然度變化的分析顯示，本案的自然度狀態有一些下降的
狀態，評估報告以「經開發後綠地連結成帶狀綠帶」，認為
營運後對陸域生態是「正面影響」。要達到這種效益，在綠
美化之工程需提早進行，建議開發單位考慮能提前執行相關
之作為。
2. 依據報告書，本案有 27 株受保護樹木(其中有 1 株已死亡)，
有 20 株將進行移植，建議開發單位應提出合理的移植計
畫，以利相關之審查作業。其後續存活亦應有監測計畫，報
告書第 11 章中欠缺相關之監測內容。
3. 環境監測計畫請補充開發位置、敏感點和監測位置之地圖，
並考慮重新選擇更合理適合之指標項目。
4. 生態調查結果之呈現，應有量化資訊，並將開發基地和鄰近
區之結果區分，相關之衝擊評估請依據基地內之保育類、常
見物種(群)、生物群落、生態系與鄰近受影響區位之生物群
和生態系(關渡濕地)等內容補充可能之評估。
5. 四斑細蟌雖然不是保育類，但卻為受外界關注，為何不見於
第六章的生態結果？報告書中的衝擊評估中，提到「目前尚
未發現」，是否正確？「潛在棲地」是否僅是潛在？請再確
認四斑細蟌在開發區域和鄰近範圍之分布狀態？若需要進
行棲地之營造，現有報告書之內容僅提到「與 NGO 團體協
作」，NGO 是誰？如何操作？請提出合理可行之作為。
6. 有關基地附近之生態敏感區中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中的關
渡濕地(含關渡自然保留區)應呈現於相關之地圖上，尤其是
第 4 章中 4-2 節的環境敏感地區調查，並請評估本案之開發
所可能造成的影響，並考慮提出可行的減輕衝擊方案。
7. 建議本案若未來可以通過環評，開發單位可以考慮成立環境

監督機制。因此建議未來景觀規劃與綠化相關工作，要有相
關生態景觀及樹藝等專家顧問，在社子島綠化工作未開始
前，即需參與整體規劃及後續執行工作。
2. 支持需與在地居民充分溝通，傾聽在地民眾聲音，並與在地
具代表性團體進行相關座談，應聚焦議題，解決社會經濟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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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委員世芳：
1. 有關環境(水資源、空氣)影響，減輕對策及環境監測計畫，
已依歷次會議委員意見納入修訂且回覆，後續則宜加強監督
環評報告書及其承諾事項之辦理情形。
2. 本案社經人文調查，意見蒐集及衝擊評估，於家戶訪查、社
會經濟文化衝擊評估、文化留存等資料，仍須加強社子島居

鄭委員福田：
1. 居住正義請維持，一定要考量居民之住的問題。
2. 生態島的內容可否考量低碳島之徹底執行，島內不可用汽
油、柴油車，推動島內電動公車。
3. 發展產業種類規模大小不明，其對環境之影響未加評估，施
工中之 PM2.5 應有較積極之作為。
4. 住戶之調查，請再加強。
5. 上屆委員意見是否有答覆，是否解決問題，請主辦單位辦理
(卸任委員意見請重視)。

歐陽委員嶠暉：
1. 有關居民反應的安置問題，應先彙整並逐一溝通，做為後續
環評的先決問題。
2. 環評實質回覆部分，仍請檢討項目：
(1) 污水廠用地面積及雨水抽水站用地之分配。
(2) 依建築技術規則新闢應回收污水或收集雨水利用問題。
(3) 污水處理水及雨水抽水放流入中央渠道，可能造成污染或
優養問題。
(4) 文化設施之就地保留，恐有後續維護管理問題，檢討先移
置俟填地後再復位之檢討。
(5) 自來水配管及污水下水道配管，宜分南北各集中後再納入
水源或納入污水廠，以減少安全管理之風險。

監督委員會，以官方、學者和民間人士三方為成員，持續進
行監督工作，讓開發基地和鄰近地區的環境品質和重要資源
得以維持，監督委員會之作法可以參考過去環評相關之案
例，如湖山水庫、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蘇花改善公路、淡江
大橋…等開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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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育明：
1. 本案之分期分區開發規劃出現多項方案，請確切說明對應之
開發內容，並請就科專區之開發、興建住宅之數、防洪及排
水工程等重點，釐清開發行為之各期規劃內容。
2. 區段徵收計畫涉及之聽證程序，可能出現部分土地剔除於徵
收計畫之外，相關開發行為之內容說明請對應修正，並補充
評估其可能衍生之環境影響。

楊委員之遠：
1. 本案開發計畫所牽涉之環境生態議題甚多，其中未來對氣候
變遷所引發之極端天氣之衝擊與適應，應係重要的考量。
2. 社子島居民代表之發言，對於居住正義這一面向，開發單位
要有積極的回應。

顏委員秀慧：
1. 科專區擬引進之「前瞻性產業」並不具體，又書件中提及得
供現有工廠安置及輔導轉型，則該科專區之產業特性、環境
負荷仍未能完全確定，未來是否需另做環評？(2 月 27 日簡
報第 69 頁僅回復專案住宅部份)
2. 科專區除容納製造業外，亦可考量納入文創產業或其他類型
產業之可能性。

張委員添晉：
1. 本案涉及居民安置(關係居民切身利益)及環評審查(關係開
發環境利益)可以平行進行，若於居民安置溝通過程產生之
決定對環境有重大影響，可依環評法相關規定辦理。
2. 本案開發面積大，挖填土方量亦大，對廢棄物之管理應有創
新之思維，即以 CO2 排放最小之觀點切入，對塑膠、金屬、
玻璃、混凝土、磚塊及營建廢棄物宜就地分類拆除，分類堆
置，再使用和處理之次序審慎規劃。
3. 本案在規劃時，針對設施配置、景觀植栽、交通動線及古蹟
寺廟等多與當地居民或意見領袖溝通。

民意見之溝通及彙整。
3. 社子島居民及民意代表之陳述意見對安置計畫迄今仍有疑
慮，開發單位宜加強與社子島居民溝通，以實現居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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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會：12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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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決議：
請開發單位回覆委員、列席單位或人員、旁聽人員發言意
見，並修正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後，擇期召開審查
會議。意見回覆應優先處理拆遷安置等社會面向議題。

駱委員尚廉：
1. 雖然委員的審查意見已有 247 條，但各項答覆應明確，必要
時必須與相關工程規劃設計單位商量，提出明確的解決方案
或說明。
2. 例如，請確認社子島污水處理廠要接納臺北市其他地區
11,000CMD 污水量嗎？是否已考量污水處理廠的應變尖峰
污水量之能力？從何處、利用何管渠納入污水處理廠。
3. 例如，委員問的污水處理水可考量部分回收再利用，以供學
校、機關用水與中水道之沖廁之用等。答覆是將設置再生水
回收利用系統，其再生水回收利用替代率應大於 40%，完全
沒有答覆這些回收水是否會供學校、機關之用與中水道沖廁
之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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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家戶訪查
1.1 家戶訪查問卷內容設計問題
a. 誘導式問卷設計造成的統計結果

選項一、集中一區塊興建(可分期分區先建後拆)
選項二、分散區塊興建(全區一次拆遷，專案住宅興建成本增加，且土地所有權
人可選擇的抵價地位置受影響)
一般民眾看到這種選項與內容必定會選擇”選項一”當作答案，這不是誘導式
問答的設計不然是什麼?

b.問卷內容問題:
光內容而言，不應該以這些內容當作問卷問題，竟然在問開發後的末端工作，
這樣很奇怪，且相當不尊重居民的自尊，問卷內容舉例如下:
1.家庭所得
2.是否有達到低收入戶標準
3.不動產金額是否低於中低收入戶不動產金額
4.區段徵收公告後想選擇補償方式
5.申請抵價地補償是否參與協力造屋

4

5

1.2 家戶訪查結果統計問題

a.人口兜不攏，使用資料時間錯誤(續)

a.人口兜不攏，使用資料時間錯誤

此為報告書中摘錄自台北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中的資料 106 年共 11120 人。
在 107/1/13 至 107/3/31 實行訪查作業應該要用 107 年的人口統計才對，此份
報告書竟然用 106 年的數據用意為何? 使用舊資料 106 年來當作依據，與主計
畫通過附帶條件牴觸。
訪查作業執行於 107/1/13 至 1073/31 剩下 11116 人 少了 4 人的用意在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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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口兜不攏，使用資料時間錯誤(續)

b.問卷完成度問題

總完成訪查比率只有 48.1%連一半都不到，這種問卷可以當作施政參考嗎?

基線資料又少了 15 人，這份問卷的真實度令人質疑。

8

9

c.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

c.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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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續)

d.專案住宅規劃房型統計圖與安置方式統計的真實性

在社子島幾乎都是大家族例如:一張門牌下有好幾戶十幾口人在這邊是很常見
的，數據上竟然以 3 房數量為最高，所以要居民以後要三房要擠 10 幾個人嗎?
針對各項問題回答幾乎都是不知道、不清楚、未決定，幾乎沒有一項有參考依
據得回答，令人質疑其訪問對象為何?以及這份問卷也可以拿來當施政參考嗎?
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反映當地居民的問卷結
果。」得到這種結果，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可見市府並沒有要認真調查，與主
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觸，應重做家訪作業。

此數據令人質疑數據真偽。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
反映當地居民的問卷結果。」市府空有這個結果、跟現實是有落差的結果，是
完全沒有意義的，可見市府並沒有要認真調查，與主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
觸，應重做家訪作業。

安置方式竟然是承購勝出，這就更令人質疑了，居民們真的多數人有能力負擔
買房子嗎?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反映當地居民的
問卷結果。」站在居民角度想，當然自己買自己住好，市府只得到”當地居民
心理最理想的狀況”，但有幾個人可以買得起?這才是重點吧?這種問卷結果，
可以當作施政參考嗎?

12

13

e.受訪戶設籍且現住人數統計圖問題

f.問卷結論

就像前面所說的居民幾乎以大家族為主，訪問出來設籍且現住人數 1 人的數量
竟然很多，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反映問卷結果，
與實際情形無關。」
，那市府做這個明顯與實際情況不符的調查有什麼意義?人
數都無法掌握市府要如何落實戶戶安置?與主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抵觸，應重作
家戶訪查。

統計圖與結論的數據竟然是相反的，請問此問卷的嚴謹度在哪?連校稿都不做，
這東西能夠當作施政參考的依據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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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

g.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續)

總完成訪查比率只有 48.1%連一半都不到，這種結果可以當作施政參考嗎?

合法建築竟然是以”戶”為單位，這很奇怪，由於社子島一棟住宅、一張門、
裡面住好幾戶、十幾口人，是常態因社子島早期都是務農，扮演著供應大台北
地區蔬菜的角色，因此子嗣多是正常的。
建築物合法性以及承購資格，竟然是以戶來分析，答案又是問民眾得到的結
果，市府要如何證明答案有沒有錯誤的成分?而且報告內容並沒有提到問卷是訪
問誰?是什麼身分?有沒有與現在的門牌資料作比對是是否有錯誤?這部分完全沒
有提到。市府再把既存合法違建加進來讓戶數看起來很多，但你的資料是哪裡
來的?
就算有這麼多戶符合承購資格好了，市府的的承購總量管制數量是多少?有多少
戶真的能住進去?我們有需要確切數字，因為要落實內政部的戶戶安置。否則將
會與與主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觸，應重做家訪作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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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續)

g.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續)
承上圖不到一半的完成率(48.1%)，其中有配售資格高達 79%，但市府在公聽會
意見回應上說:全島完全無合法建物，且陽明山管理局所核發、登記的建照只有
66 筆，使用執照只有 39 筆，就是只有 39 棟是合法的建物，竟然有高達上千
戶?市府再把既存合法違建加進來讓戶數看起來很多，但你的資料是哪裡來的?
答案又是問民眾得到的結果，市府要如何證明答案有沒有錯誤的成分?而且報告
內容並沒有提到問卷是訪問誰?是什麼身分?有沒有與現在的門牌資料作比對是
否有錯誤?市府的承購總量管制數量是多少? 這部分完全沒有提到。居民需要確
切數字，因為要落實內政部的條件中的戶戶安置，否則將會與與主計畫通過附
帶條件相牴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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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家戶訪查問題於公聽會上提出，市府的回應狀況

a. 家戶訪查問題回應(續)

a. 家戶訪查問題回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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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家戶訪查問題回應(續)

a. 家戶訪查問題回應(續)
市府說有跟居民與里長做深切討論才擬定出三個補償方案，但是福安里謝里長
於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採訪時說: 「市府從來沒有找里長討論如何開發比較好?
完全是市府一意孤行並沒有找里長與當地居民討論。」因此此三項補償條件是
沒有任何民意基礎的。
又說承諾要落實”戶戶列管”，又不做”法定全面性家戶訪查”，要用 106 年
的”非法定全面性家戶訪查”，沒有任何民意基礎下開出的三項補償條件，來
落實 107 年被內政部要求落實的戶戶列管，以及要辦理安置計畫聽證，但是調
查都沒清楚，事實是什麼都不知道，安置計畫沒辦法執行，聽證會到底要聽什
麼?這邏輯好像有問題喔?
承諾戶戶列管，普查竟然沒有法律效益，使用舊資料 106 年來當作依據，與主
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牴觸。
這樣的做法根本亂做，應要重做家戶訪查。

回應單位:土地開發總隊
回應內容重點:
對於”全面性家戶訪查”起因於 106 年二階段環境影響之評估範疇會議中，
居民提出的要求，是為了讓市府全面的了解社子島的狀況
所以用 106 年的人口資料來做調查，但是訪查作業時間是
107 年 1 月 13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市府覺得合理，不是很奇怪嗎?
況且都市計畫審議是在今年通過，麻煩請用今天的人口資料來做，因為市府要
落實戶戶安置。
依舊認為”當地的居民就是”一張門牌、一戶家庭 4 個人”與事實背離。最後
竟然說前面做的全面性家戶訪查”非屬法定之全面普查作業”，普查作業內容
亂七八糟，結果沒有任何施政參考價值，又是非屬法定程序，那做此家戶訪查
作業意義在哪?市府什麼時候要做”法定全面訪查作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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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委員意見回復狀況

b.委員意見回復狀況(續)

回應單位:地政局
回應內容解釋:
目前對於公聽會上邱委員要求辦理市府民眾意見說明會與第三場公聽會處理方
法是：
「不辦理，只有寫寫意見回覆。」這完全藐視環評委員的要求，是相當嚴
重的錯誤行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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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議上委員針對家戶訪查的意見

b.劉益昌委員

a.范正成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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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林文印委員

e.董娟鳴委員

d.鄭福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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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龍世俊委員

g.高斯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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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邱祈榮委員委員
公聽會部分
1. 洲美區段徵收經驗與本案非常類似的最近案例，擬請開發單位針對目前洲美
區段徵收結果完成評估報告，說明洲美區段徵收過程出現的各項問題並邀請
委員到洲美現勘，及如何避免在本案中重蹈覆轍？
說明：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範圍)細部計畫案」於 98 年公告實
施至今，以塑造綠色生態社區、河岸居住、就業、文化等複合機能之生活環
境為目標。然而，洲美原本的生態與文化，卻因為要打造一個「全新」的開
發案，而硬生被全部滅掉。洲美居民早年前提出訴求，希望考量洲美聚落發
展，保留歷史紋理融入規劃中，但卻像狗吠火車不被採納。目前洲美居民面
對專案住宅配售問題，禁建 50 年及聚落住宅型式未被考量，約有 1/3 的居民

5. 於2018/7/7公聽會時，主席當場表示：「就安置部分，在目前處理的安置條件
上，法律的規定目前沒有變，可能會做的改變是我們在法的允許範圍內做一
些比較從寬性的認定。所謂這個從寬性的認定，過去在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洲
美這個地區，我想各位多少也知道一些，比如說，我們說77.8.1 以前的建物
才有承購的資格，我們現在說77.8.1 以前的航空照片影像圖曾經顯示過你有
這個房子在，而現在這個房子還在，就是這個位置有重疊到，就認為77.8.1 前
就存在了，這樣是就位置上的認定。當然你要改變法律，說77.8.1 不算，要
到78年或者80幾年，目前是有法律的限制，但在認定上比如像剛剛說的，為
什麼我們說要有廚房跟廁所還有居住空間，那是成為一個家的基本配備，如
何去認定這是一個家的基本配備，因為一個家配一戶是合理的，如何去認定

配售不到，約有 1/3 的居民買不起專案住宅，再加上專案住宅品質不佳與搬
遷的多重壓力下，整個區段徵收的歷程，讓洲美居民身心俱疲，最後只能任
由市府拆屋，無奈挫折。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1494。

一個家的實質的標準，我相信市府在這個地方會再研究有沒有在不違反法的
精神之下來認定、放寬這些條件，這是我目前能夠回答的部分。像剛才你說
的會不會改變法，跟各位報告目前沒有，或許有機會，聽證的時候大家有意
見，我們透過聽證來討論。」，不知目前市府再研究「有沒有在不違反法的
精神之下來認定、放寬這些條件」，結果如何??若有，將會透過何種方式以及
何時透過聽證來討論??

2. 於 2018/7/8 公聽會時，謝梅華小姐建議：「去看洲美的互助站，去看看現在
專案住宅究竟有多少人面臨怎樣的問題，到洲美去參觀他們的住宅，去了解
他們現在問題，我們才可以具體想像。」，本人深表贊同，建請同意辦理洲
美的場勘，以利大家瞭解區段徵收後續執行可能會發生的問題，力求避免之。

6. 針對家戶調查的質疑聲浪一直未能正面回覆，列舉以下質疑，請予以正面回
覆：
(1) 柳志昀https://eyesonplace.net/2018/08/06/8567/：在社子島的二階環評範疇

3. 2018/7/7 本人參與現勘時，於溪底王宅遇見在地老婆婆，她當場表示大家打
擾到她的生活，但她並不知道她的房子要被拆，本人當場詢問是否知道要拆
除即要保留的範圍，她表示均不清楚，且文化局及地政局的人員針對保留區
域說法不一，試問居民在資訊如此混亂的情況下，真有如待宰羔羊，還請開
發單位能否在現場清楚標示保留區域(或公告圖示)，否則徒增當地居民不安
的心情，對於本案無益。

界定會議中經委員要求，在審議階段時需做家戶的調查作業，經由委託政
治大學統計諮詢中心鄭宇庭教授所帶領的 50 位碩博士生進入島內家戶
訪查。其中包括遷村補償、遷村範圍與人數、安置意願調查、開發後經濟
與教育環境改善與否等項目，也在開始調查前與里長討論內容、辦理辦理
教育訓練及訪查座談會。而訪談前的座談會居民卻是在前兩天才收到市府
通知，許多居民根本沒有機會完整了解訪查背景，會後市府也並未依當日
開會時居民意見與疑慮修正問卷內容。最終家戶訪查結果僅完成總共
4,528 戶之中的 2,047 戶，完成率僅有 48.07%，以此連半數都不及的調
查結果作為規劃安置計畫之依據。甚至其中一位當時參與訪查的碩博士生

4. 於2018/7/7公聽會時，土地開發總隊黃群總隊長當場說明表示：「從剛剛大家
的意見可以聽得到，大家最關心的還是拆遷安置的這個問題，目前我們未來
社子島的安置一定是依照內政部在都市計畫審議的附帶決議，要戶戶有安置，
不管你是有地有屋、有地無屋、無屋無地、無屋有地的這4種狀況，一定都會
有一些承購安置住宅或承租安置住宅的這個部分，所以安置的部分，後續也
是我們未來在聽證會跟地方做溝通說明，取得共識的主要重點。」。目前這4
種狀況的家戶人口數各有多少？4種安置規劃方案是否定案以及有何不同？
未來在哪種聽證會跟地方做溝通說明，取得共識？還請具體回覆說明。

在事後表示，其中幾位參與的統計系同學皆在討論階段時就認為問卷在設
計時已違反許多設計問卷的原則，甚至根本不能當作一份有效問卷來參考。
例如問卷本身並沒有拒答的選項，導致容易收到大量重複的答案，以戶作
為調查常因家中同時具有多戶，但多戶之間因有意見領袖使受訪者未能依
自身情況完全回答，或雖非設籍但卻是日夜相處的家庭成員意見容易被忽
略等等的問卷設計缺陷，使得整份問卷並沒有足夠的標準得以做為參考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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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2018/7/8公聽會時劉益昌委員提及：
「然後民意調查方面，我當然知道這
是很好的民意調查機構，可是假若純粹用問卷跟家訪沒辦法得到真正答案
的時候，似乎應該要思考用不同學術方法，因為現在民意公司是用社會學
裡問卷抽訪概念，但是應該要思考人類學概念去做，這是在全世界都有的
例子，這部分請大家認真思考，把這樣的一個資料寫得乾淨一點，要不然
像現在的民意調查來看，假若我還沒完全看這個報告，我聽到剛剛講就有
一點擔心，因為事實上這樣調查結果不會是真正的結果。」。
請具體說明相關質疑的對策：
A. 訪談通知發放方式與居民收到情形，是否為低訪查率的原因??
B. 問卷內容是否曾修正過??以及可請第三者協助鑑定問卷有效性。

8. 於2018/7/8公聽會時，謝梅華小姐提到：「78年有空照圖就配住宅，可是我要
跟大家講，我們服務處在接受洲美配售住宅陳情案裡面，就是空照圖市政府
的年代與實際並不相符，所以空照圖看不出來。還有他們設籍門牌他沒有在
那地方，他居住的門牌與實際的不一樣，他沒辦法配售到住宅。」，本人深
表贊同，不知開發單位具體解決方案如何??。

C. 請第三者協助鑑定沒有拒答的選項，是否會導致收到大量重複的答
案??
D. 請第三者協助鑑定目前訪查方式是否會造成因有意見領袖使受訪者
未能依自身情況完全回答。
E. 是否改以人類學概念調查??
7. 針對保存聚落與文化資產保存的質疑聲浪，一直未能正面回覆，列舉以下質
疑，請予以正面回覆：
(1) 柳志昀https://eyesonplace.net/2018/08/06/8567/：在聚落文史中將保留五處
歷史建築及兩處信仰中心，傳統節慶祭祀活動、歷史文化等如因日後開發
影響無法延續將利用文物、文字、影像等方式保留以延續當地人文特色及

論前發現安置是很核心議題，這個戶戶安置的概念，除了家戶以外，也包含
工廠與產業的戶戶安置，所以後續在相關安置的部分，將持續與居民溝通以
達公平合理原則，這也是內政部的要求；第3個是有關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
也就是未來辦理區段徵收前，市府在地方辦理安置相關聽證，中央針對市政
府安置條件、資格與做法，做這樣的要求，後續是一步一步來。今天是環評
公聽會，大家關注的議題其實都會持續再與地方進行討論。」。針對上述說
明，應具體呈現：
F. 關於現有聚落與文化資產後續面對極端氣候、韌性城市、都市防災，
希望在本次環評審查能提出具體可行的因應原則，而非等後續細部計
畫再做處理。

9. 於2018/7/8公聽會時，都市發展局葉家源副總工程司當場回覆說明：「內政部
6月26日決議時也有3個附帶條件，第1個關於現有聚落與文化資產後續面對極
端氣候、韌性城市、都市防災，希望我們在後續細部計畫做進一步妥善處理，
對於這部分大會有提到這點；第2個是落實戶戶安置，因為在之前專案小組討

人文風俗記憶。以我從小生活過的延平北路七段溪州底聚落為例，只會有
玄安宮及燕樓李宅兩座建築被保留下來，但其實在聚落裡還有許多相當有
價值的歷史建築，甚至也有不少百年以上的合院仍保留的相當完整，以及
曾經是台北最早一期的皇宮戲院也都將隨著開發被一一剷平。至於溪州底
最重要的元宵節夜弄土地公，為了符合保存傳統文化活動的要求，先是不
知道怎麼生出一張與事實完全不符的繞境路徑，接著在新的都市計劃圖中
以一種毫無邏輯的方式勉強在道路上畫了一圈線，將此詭異的外框線稱作
夜弄土地公建議路線。先撇除開發後安置住宅區域離原聚落有段距離和是
否能達到戶戶安置的問題，就算開發後這項傳統真有保留下來，原聚落處

G. 落實戶戶安置方面，希望能針對4種類型及工廠與產業的戶戶安置，
提出具體作為，並經聽證程序獲得居民支持，必要時請辦理居民同意
投票。
H. 有關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也就是未來辦理區段徵收前，市府在地方
辦理安置相關聽證，針對市政府安置條件、資格與做法，應在定案之
前邀請居民代表及公正第三者參與討論，形成共識後再具體對外說明。
並應辦理聽證之前，應將說明文件送達居民審視，以免再生事端。

也蓋了新的住宅區，但重要的土地公廟卻都被剷平了，繞境路線也不是經
過商家和住家的門口，這不是一件很詭異的事嗎?
(2) 於2018/7/8公聽會時，謝梅華小姐提到：
「社子島不只有5處老建物及廟宇，
其實還包括了北興宮、土地公廟，還有軒社、福安社、南安社、南韺社，
這些市府要怎麼保留??」，不知開發單位具體回應如何??
請具體說明相關質疑的對策：
A. 請評估現有保存數量及方式是否真能達到聚落與文化資產的目的??
B. 針對民眾提出的聚落文化，請再次審慎評估保存的必要性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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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報告書部分

1.5 聽證會議程與設計的問題

10. 生態環境影響方面，應該要先定義出社子島在區域生態上的定位，一如開發
行為景觀美質影響調查指出，計畫區屬於地勢較為低漥的沖積平原，周邊環
島沿線有圓山、福山、芝山岩、陽明山系、大屯山系、七星山以及關渡、觀
音山系、五股、林口平台等，同時挑選出10處景觀點進行評估，因此就生態
定位上，亦應從這些範圍探討未來社子島融入區域生態的定位及原則。
11. 社子島之生態定位及價值探討部分，提到生態熱區、生態亮點及生態系服

務，應該要從區域生態的角度來討論。
12. 談到生態系服務觀點時，要注意社子島開發前後對於生態系服務的影響，
目前雖臚列社子島現況生態系服務功能評比表(表7.2.4-1)，惟生態系服務係
屬流量概念，應比較開發前後對生態系服務的變化影響，方能得知未來社子
島生態系服務的良窳，還請在這方面做更進一步闡述。
13. 針對指標性生態物種選定方面，目前以鳥類為主，不過鳥類係屬移動型生物，
不易評估當地指標生態長期變化趨勢，建議應該增加植物做為指標性生態物
種，以充分表現生態韌性為原則。
14. 關於四斑細蟌議題，報告中提到「四斑細蟌偏好河口地區蘆葦叢，存活於半
淡鹹水環境。台灣於2005年於五股濕地首次發現四斑細蟌，後續由疏洪道生
態保育聯盟和荒野保護協會持續進行調查，受NGO團體關注。社子島濕地周
邊，除五股濕地外，2015於磺港溪口亦發現四斑細蟌成蟲。社子島位於發現
四斑細蟌的兩處濕地間，為四斑細蟌的潛在棲地，目前雖尚未發現有四斑細
蟌之族群，於未來以生態社子島為目標，針對堤外濕地進行棲地營造，將有
可能成為四斑細蟌的新生長棲地。營運期間，可就堤外濕地之蘆葦叢進行長
期監看，確認四斑細蟌之有無；將蘆葦叢的管理作為棲地營造之方向，並與
NGO團體協作，將社子島作為四斑細蟌的復育場址，擴大四斑細蟌的棲地範
圍，避免因濕地陸化，使台灣的四斑細蟌族群減少或滅絕。」，此提議立意
甚佳，惟目前堤外區域的植物調查並未掌握堤外植生狀態，是否有蘆葦叢存
在??另水筆仔等水生植物目前在堤外狀況如何??族群數量增加或減少??因此，
建議應先針對目前堤外生態再進行更細緻調查，方能做出較正確的判斷。
以上一卡車的委員要求改善的問題，市府改善了嗎?連環評委員都看不下去，還
要審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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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爭議:
1. 市府要求公開透明，但是主持人是市府推派並有權裁決所有居民的意
見，這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2.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
審議前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3. 通知單用掛號寄發，會造成居民措手不及，20 天內沒有回覆，視為無
意見。
4. 要找北投就業服務處的人來輔導就業?相當荒謬。
此份文件是里長還尚未就職，就收到通知要開會，此作法相當的有爭議
環境保護局與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為了生態誰管而吵架。
一個民眾只有 3 分鐘時間完全不夠。
看來市政府目前對於聽證到底要處理什麼問題，哪些人應該參與?以及
之後如何選任代理人?聽證如何進行?都還沒有具體的雛型。
9. 一次聽證就想解決安置問題 真的太天真也太誇張了。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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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安置街廓意願問題

安置街廓意願問題(續)

總訪查比率只有 48%，都市計劃會議上敢講有 60%的戶數要求集中興建?

60%是誘導式問卷造成的答案請問能用嗎?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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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都市計劃會議之安置的百分比與家戶訪查報告不符

1.8 社子島居民經濟狀況:

節錄自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
社子島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
買房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社子島歷史悠久，一家三代都住在自己建的房屋，專案住宅以門牌劃分，且認
定從嚴，將導致住戶開發後分為配售住宅無法容納整個大家庭，將會有人無法
繼續住在社子島，甚至出現兄弟鬩牆的狀況。
這些內容在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中，以及簡報中也沒有提及，也就是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容與事實不符。

家戶訪查報告顯示:總完成訪查戶數 48%裡只有 53.5%符合承購資格、5%符合承
租資格。但都市計劃會議上市府回應 70%拆遷戶可承購專案住宅，30%可以承
租，承購專案住宅數據多了 16.5%，可承租的多了 25%此數據怎麼來的?請解
釋。而且承購總量是多少?這些戶數中有多少塊門牌?請市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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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家戶訪查及簡報數字明顯與政績宣傳內容不符

49

研究的訪查總數 48%裡能夠有資格「承租」的只有 5%，高達 41.5%沒有資格配
售與承租，那這些人要去哪?另外近 50%的戶數市府並沒有掌握到，這些人何去
何從?
環評會議簡報上有配售資格的人高達 79%，可是在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中只有
53.5%多了 26%是哪裡來的，明顯與事實和報告內容不符。

政績宣傳上寫沒有人會因為區段徵收無處可住，戶戶有安置，但是研究的訪查總數 48%裡能夠有資格「承租」的只有 5%，高達 41.5%
沒有資格配售與承租，那這些人要去哪?另外 50%的戶數市府並沒有掌握到，這些人何去何從?
市府要怎麼做到戶戶有安置?請解釋。

1.9 家戶訪查與簡報數字明顯與事實不符

48

1.11 結論

1.12 環境影響評估 200 次會議紀錄簡報意見回覆之問題
a.家戶訪查

家戶訪查必需重作否則違反三項附帶條件之一: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合理的安
置。家訪資料嚴重不足、極高比例低收入戶、問題一大堆，市府標榜我們要解
決問題的人，而不是製造問題的人，試問市府，到目前為止，問題解決了嗎?還
是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繼續走下去將會出現地區仕紳化的情形發生，嚴重侵
犯居民的人權。整篇計畫看起來，就像某首長常常在媒體面前講的:怪怪的，真
的怪怪的。
家戶訪查重做應達到的目標:
1.通知里長協助處理組織與動員來讓居民知情並同意，以及提升問卷完成度。

兩種問題，市府回應都一樣，我問你如何解決問題，市府給我鬼打牆，市府說

2.重新設計問卷內容，要與里長以及地方居民重新商討問卷內容。
3.問卷內容必須細分為第一期、第二期，因施工有時間差，應對不同拆遷期程
居民做不同問卷設計。必須對第一期安置地點問題、補償方式，應分別進行檢
討，且第一期有安置之急迫性。
4.應要做好區域民眾規劃及通知，並明確通知當地住戶拆遷期程與安置方式。
5.不只做問卷，應加入人類學參與式觀察，來得到真實資訊。
6.不只安置必須做開發後之未來居民就業、生活成本分析評估。
7.落實居住正義。
8. 請開發單位針對目前洲美區段徵收結果完成評估報告，說明洲美區段徵收過

自己公開透明與作業程序，那跟我的問題有什麼關係?根本就只是在跑程序市府
到底有沒有誠意要解決問題?請問在座委員能接受嗎?

程出現的各項問題並邀請委員到洲美現勘，及避免在本案中重蹈覆轍。
9.必須落實戶戶安置，針對4種類型及工廠與產業的戶戶安置，提出具體作為，
必須辦理居民同意投票。
目前的家戶訪查報告，違背了逐戶列管、合理的安置之前提，完全沒有意義，
連環評的意見回答市府竟然都是複製貼上，怪怪的，真的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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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戶訪查(續)

a.家戶訪查(續)

問題 1:家戶訪查的完成度不夠高，市府說原因是找不到人。然後解決方法呢?
是鼓勵鄉親配合家訪?用查估來維護鄉親權益?牛頭不對馬嘴。那試問市府什麼
時候再做一次全面家訪?
問題 2:全面家訪沒有法律效力?那市府做這個是要做什麼用的?那市府什麼時候
要做有法律效力的家戶訪查?
市府說有權拒絕回答?但是問卷上面沒有拒答選項耶?
家戶訪查報告顯示:總完成訪查戶數 48%裡只有 53.5%符合承購資格、5%符合承
租資格。但市府回應 70%拆遷戶可承購專案住宅，30%可以承租，承購專案住宅
數據多了 16.5%，可承租的多了 25%此數據怎麼來的?請解釋。另外參與協力造
屋之條件有多少人能參與協力造屋?總量管制為何?請說明。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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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戶訪查(續)

b.委員意見回應問題
1.范正成委員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
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委員問你如何解決問題，市府給我鬼打牆，市府說自己公開透明，那跟委員的
問題有什麼關係?根本就只是在跑程序市府到底有沒有誠意要解決問題?請問在
座委員能接受嗎?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
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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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益昌委員

2.劉益昌委員(續)

委員要求”人類學式參與觀察”來取得真實資料，市府回說他用人類學”概
念”來研究其他與安置不相關的事情，形同雞同鴨講。

參與協力造屋有多少人可以參與?，總量管制為多少?請說明。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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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文印委員

4.鄭福田委員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市府的只做 48%不完整的”全面性家戶訪
查中說只有三成是低收入戶?明顯與事實不符。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買房
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請問市府的協助照顧措施必須詳細列載，並檢討合理性與實際能照顧多少人?

未來是將近 15 年後的事情，這 15 年間這些居民要何去何從?重點在這裡，請不
要講未來的事情，來捏造一個美好的印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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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娟鳴委員

5.董娟鳴委員(續)

市府在後面第五點自己講說咱的社子島，未獲民眾支持，跟委員的問題有什麼
關係?
家戶訪查總訪查比率只有 48%，市府已完成開發調查作業受訪比例高達 85%，請
問此數字是怎麼來的?請市府說明。

為了讓環委看起來好像全社子島的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權益，利用網路上的點
閱率 1.4 萬來讓委員看起來，好像居民都知道自己的權益，但是網路點閱率能
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問市府受訪比率能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市府解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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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龍世俊委員

6.龍世俊委員(續)

為了讓環委看起來好像全社子島的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權益，利用網路上的點
閱率 1.4 萬來讓委員看起來，好像居民都知道自己的權益，但是網路點閱率能
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問市府受訪比率能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市府解釋。
為了讓環委看起來好像全社子島的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權益，利用網路上的點
閱率 1.4 萬來讓委員看起來，好像居民都知道自己的權益，但是網路點閱率能
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問市府受訪比率能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市府解釋。
市府在後面第五點自己講說咱的社子島，未獲民眾支持，跟委員的問題有什麼
關係?
問題跟董娟鳴委員的回應一樣複製貼上，可見市府並無誠意要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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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斯懷委員

8. 邱祈榮委員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買房
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請問市府的協助照顧措施必須詳細列載，並檢討合理性與實際能照顧多少人?
答案竟然跟鄭福田委員一樣複製貼上，可見市府沒有想要解決問題。

洲美的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安置面臨的問題，竟然是因為居民認為條件
不合理?所以社子島的條件就是合理的嗎?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
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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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邱祈榮委員(續)

8. 邱祈榮委員(續)

家戶訪查的完成度不夠高，市府說原因是找不到人。然後解決方法呢?是鼓勵鄉
親配合家訪?用查估來維護鄉親權益?牛頭不對馬嘴。那試問市府什麼時候再做
一次全面家訪?
市府給我鬼打牆，市府說自己公開透明與作業程序，那跟委員的問題有什麼關
係?根本就只是在跑程序市府到底有沒有誠意要解決問題?請問在座委員能接受
嗎?
家戶訪查報告顯示:總完成訪查戶數 48%裡只有 53.5%符合承購資格、5%符合承
租資格。但市府回應 70%拆遷戶可承購專案住宅，30%可以承租，承購專案住宅
數據多了 16.5%，可承租的多了 25%此數據怎麼來的?請解釋。另外參與協力造
屋有多少人可以參與，總量管制為多少?請說明。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
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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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第二次環評審查大會簡報問題

b.低收入戶數據有問題:

a.落實內政部決議時三項附帶條件問題:

家戶訪查報告顯示:總完成訪查戶數 48%裡只有 53.5%符合承購資格、5%符合承
租資格。但市府回應 70%拆遷戶可承購專案住宅，30%可以承租，承購專案住宅
數據多了 16.5%，可承租的多了 25%此數據怎麼來的?請解釋。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買房
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請問市府的協助照顧措施必須詳細列載，並檢討合理性與實際能照顧多少人?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
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列
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買房
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請問市府的協助照顧措施必
須詳細列載，並檢討合理性與實際能照顧多少人?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市府的只做 48%不完整的”全面性家戶訪
查中說只有 196 戶是低收入戶?明顯與事實不符。
設有戶籍且有居住事實的條件請問市府如何認定居住事實?請解釋。

3 月召開說明會及協調會，四月份就要召開正式聽證，請問預備聽證在哪裡?
訪查一團亂、居民完全不懂開發計畫更何況了解補償政策造成人心惶惶違反當
事人知情同意原則，市府急著開聽證想要交差了事，一點都不嚴謹，看到這樣
的程序諸位委員能夠接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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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總訪查率回覆問題:

d. 承購承租協力造屋人數

家戶訪查的完成度不夠高，市府說原因是找不到人。然後解決方法呢?是鼓勵鄉
親配合家訪?用查估來維護鄉親權益?牛頭不對馬嘴。那試問市府什麼時候再做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市府的只做 48%不完整的”全面性家戶訪
查，請問市府另外將近 50%的人市府沒有掌握到，這些人何去何從?
其中有多少戶可以負擔的起這些補償條件下，所要負擔的經濟壓力?市府告訴委
員民眾有多少人，但是這些人中有多少人符合上述的資格?有多少人可以安置的

一次全面家訪?又說全面家訪沒有法律效力?那市府做這個是要做什麼用的?請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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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才是環評委員要的數據資料，請市府立刻提供，給委員知道，否則市府有
失職之嫌疑。而且居民對於補償內容完全不清楚，連居民都不知道自己符合哪
一種，請問市府要如何做到全面戶戶安置?關於居民對於補償內容的了解狀況，
如下一頁內容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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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

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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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續)

e.家戶訪查內容設計問題:

針對各項問題回答幾乎都是不知道、不清楚、未決定，幾乎沒有一項有參考依
據得回答，令人質疑其訪問對象為何?以及這份問卷也可以拿來當施政參考嗎?
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反映當地居民的問卷結
果。」得到這種結果，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可見市府並沒有要認真調查，與主
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觸，應重做家訪作業。

誘導式問卷舉例:(請參閱目錄第一章 1.1 節 a.小點)
選項一、集中一區塊興建(可分期分區先建後拆)
選項二、分散區塊興建(全區一次拆遷，專案住宅興建成本增加，且土地所有權
人可選擇的抵價地位置受影響)

連居民都不知道自己符合哪一種，請問市府要如何做到全面戶戶安置?

一般民眾看到這種選項與內容必定會選擇”選項一”當作答案，這不是誘導式
問答的設計不然是什麼?
對於”全面性家戶訪查”起因於 106 年二階段環境影響之評估範疇會議中，
居民提出的要求，是為了讓市府全面的了解社子島的狀況
所以用 106 年的人口資料來做調查，但是訪查作業時間是
107 年 1 月 13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市府覺得合理，不是很奇怪嗎?
況且都市計畫審議是在今年通過，麻煩請用今年的人口資料來做，因為市府要
落實戶戶安置。
市府說有跟居民與里長做深切討論才擬定出三個補償方案，但是福安里謝里長
於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採訪時說: 「市府從來沒有找里長討論如何開發比較好?
完全是市府一意孤行並沒有找里長與當地居民討論。」因此此三項補償條件是
沒有任何民意基礎的。

74

A13－432

75

e.家戶訪查內容設計問題(續):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

又說承諾要落實”戶戶列管”，又不做”法定全面性家戶訪查”，要用 106 年
的”非法定全面性家戶訪查”，沒有任何民意基礎下開出的三項補償條件，來
落實 107 年被內政部要求落實的戶戶列管，以及要辦理安置計畫聽證，但是調
查都沒清楚，事實是什麼都不知道，安置計畫沒辦法執行，聽證會到底要聽什
麼?這邏輯好像有問題喔?
承諾戶戶列管，普查竟然沒有法律效益，使用舊資料 106 年來當作依據，與主
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牴觸。
這樣的做法根本亂做，應要重做家戶訪查。

總完成訪查比率只有 48.1%連一半都不到，這種結果可以當作施政參考嗎?
f.合法建物問題:

去年的環評敢在簡報上寫配售資格高達 79%，現在怎麼不敢了?竟然在這次環評
中寫合法建物少到不行，而補償條件中”優先選配安置街廓”的限制條件就是
要合法建物，合法建物很少，代表居民們必定不可能達到”優先選配安置街
廓”的條件，那市府擬定一個”優先選配安置街廓”的條件是給誰的呢?請委員
明察秋毫。去年環評細節如下頁所示:
合法建築竟然是以”戶”為單位，這很奇怪，由於社子島一棟住宅、一張門、
裡面住好幾戶、十幾口人，是常態因社子島早期都是務農，扮演著供應大台北
地區蔬菜的角色，因此子嗣多是正常的。
建築物合法性以及承購資格，竟然是以戶來分析，答案又是問民眾得到的結
果，市府要如何證明答案有沒有錯誤的成分?而且報告內容並沒有提到問卷是訪
問誰?是什麼身分?有沒有與現在的門牌資料作比對是是否有錯誤?這部分完全沒
有提到。市府再把既存合法違建加進來讓戶數看起來很多，但你的資料是哪裡
來的?
就算有這麼多戶符合承購資格好了，市府的的承購總量管制數量是多少?有多少
戶真的能住進去?我們有需要確切數字，因為要落實內政部的戶戶安置。否則將
會與與主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觸，應重做家訪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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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續)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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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續)

第二章、社子島開發計畫社會經濟調查問題
2.1前言

承上圖不到一半的完成率(48.1%)，其中有配售資格高達 79%，但市府在公聽會
意見回應上說:全島完全無合法建物，且陽明山管理局所核發、登記的建照只有
66 筆，使用執照只有 39 筆，就是只有 39 棟是合法的建物，竟然有高達上千
戶?市府再把既存合法違建加進來讓戶數看起來很多，但你的資料是哪裡來的?
答案又是問民眾得到的結果，市府要如何證明答案有沒有錯誤的成分?而且報告
內容並沒有提到問卷是訪問誰?是什麼身分?有沒有與現在的門牌資料作比對是
否有錯誤?市府的承購總量管制數量是多少? 這部分完全沒有提到。居民需要確
切數字，因為要落實內政部的條件中的戶戶安置，否則將會與與主計畫通過附
帶條件相牴觸。

社子島的開發作業，應立基於完整詳盡的社會經濟調查，再依此規劃對當地居
民、業者影響最小、對整體社會利益最大的開發計畫，但北市府的社會經濟調
查荒腔走板，在沒有科學、客觀的像進調查前，就貿然提出「生態社子島」開
發計畫，卻讓居民至今仍對安置、拆遷補償、就業、環境生態等問題充滿疑
慮，更加深對市府治理能力的不信任感，以下就目前市府在社會經濟調查的缺
失進行說明。

2.2社子島被遺棄的隱形冠軍
社子島除了製造業廠房、耕作農田外，有許多令人驚艷的文創業者，他們不只
在世大運演出行銷臺灣外，更經常出國參展、表演，讓世界對臺灣文化的豐富
與活力為之驚艷。
但市府在社會經濟調查上，完全忽視這些文創業者對臺灣的貢獻，否定他們在
社子島上奮鬥的努力，在環評報告書上對於這些文創業者的調查隻字未提，更
反映到整個「生態社子島」上，完全以科技業、傳統製造業思維規劃產專區，
而未顧慮到將來開發後，這些文創業者將無力負擔高漲的租金，而離開臺北，
甚至遠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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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子島被遺棄的隱形冠軍(續)

b.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a. 上京影業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以臺灣美麗寶島的驕傲所命名，結合傳統文化、在地

由入行 30 年以上的金鐘燈光師劉京陵等人所創立，他長期待在大陸的上海

文化、街頭文化及劇場藝術，以創造屬於臺灣多樣化的當代馬戲藝術為宗旨，

與北京，在對岸作育無數的英才，也擁有頗具規模的攝影棚，更是「金鐘獎」

媒合各類表演型態，發展獨具一格的肢體語彙。團隊成員來自各種不同的表演

的常客，但遺憾的是在台灣卻沒有一個可供電視、電影錄製戲劇的攝影棚，因

領域，包括特技、雜耍、舞蹈、戲劇等，為國內少數擁有超過十位正職表演者

此多年前尋尋覓覓終於找到社子島這塊地方，完成他的夢想，同時也希望在這

的馬戲團隊。

裡，將他所學回饋給台灣的後生晚輩。

在 2014 年登上 TED x Taipei 平台，走訪國內外大小舞臺，包括 2013 年受邀法國

也因為上京影業的進駐，社子島已經有八家以上的攝影棚、業者，已形成台北

奧貝納追星者新馬戲藝術節、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以及馬來西亞 KAKISENI 音樂

地區重要的影視、攝影產業鍊。

藝術節、2014 年受邀法國新東向藝術聯盟前往香檳區巡迴演出、2015 年受邀柬

重要作品：公視人生劇展「永生花」、蔡依林 MV「我對我」、光良 MV「阿比安

埔寨 Tini Tinou 國際馬戲節、英國愛丁堡藝穗節、2016 年受邀德國德勒斯登

吉」
、浪子回頭、流浪連 MV 等。

Semper Opernball、澳門國際藝術節、高雄春天藝術節、臺北藝術節、高雄衛武
營藝術祭，2017 年受邀丹麥 DGI 運動與文化藝術節、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臺
南藝術節，2018 年受邀日本瀨戶內創意馬戲節、韓國釜山街頭藝術節、臺北兒
童藝術節、桃園鐵玫瑰藝術節、臺南藝術節等。

作品：2018《悟空》
、2018《土地的歌》、2017《心中有魔鬼》
、2016《一瞬之
光：How Long is Now？》
、2016《奧列的奇幻旅程》
、2016《亞洲之心》
、2015
《潘朵拉的盒子》、2014《人我之間》
、2012《初衣十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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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長弓舞蹈劇場

c.長弓舞蹈劇場(續)

為全台灣唯一的親兄弟舞蹈團，以推廣舞蹈藝術為目標，靠著對於夢想的堅

榮獲獎項:

持，不斷在臺灣各級學校舉辦舞蹈講座，試著透過他們小小的力量慢慢改變社

2012 年

會，改變大家對於觀賞藝術的距離。

團長張堅貴作品《Red idea》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年度大獎」

經歷：

團長張堅貴作品《分‧吋》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優選獎」

2014 年

2011 年

12 月受邀至西班牙馬德里希谷洛藝術中心演出

團長張堅貴作品《格局》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年度大獎」

《魔弓》

團長張堅貴作品《諧‧奏》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優選獎」

9-11 月【長弓舞蹈劇場】年度製作《堅》於臺

2009 年藝術總監張堅志作品《仨》 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優

北、高雄巡迴演出

選獎」

7 月獲選臺灣代表團隊，赴法國參加 2014 亞維儂

2008 年藝術總監張堅志作品《Nervous》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

外圍藝術節

「優選獎」

6 月 藝術總監張堅志及駐團藝術家鄭伊涵聯合製
作【更衣間】

d.李明道老師

2013 年

李老師的機械人作品聞名國際，除了經常到國外參展外，更於本次是世大運展

11-12 月【長弓舞蹈劇場】年度製作《魔弓》於

出李老師一系列的機械人作品。李老師雖未在社子島駐點，但在社子島有的倉

臺北、高雄巡迴演出

庫存放作品及相關器材。

9 月【長弓舞蹈劇場】受邀至法國巴黎市立劇院 『Theatre De La Ville』小劇場
『Abbesses』演出
2012 年
10-12 月【長弓舞蹈劇場】創團首演《開弓》巡迴演出至基隆、高雄、臺北等地
6 月 駐團藝術家 張堅豪作品『The Next Three』入圍巴黎市立劇院『Theatre De
La Ville』舉辦的 Danse Elargie Competition
5 月獲邀參加【藝傳千里】2012 表演藝術團隊巡迴基層演出活動至嘉義市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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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前次環評提問市府仍未實際回應

e.56 Deco（56 Cafe）

針對前次環評會議，已針對文資、安置、產業、業者生計等需進行的社會經濟

從事古董精品、設計與訂製的經營，56 Deco 在去年從被拆遷的洲美店搬進了

調查缺漏，提出各種問題，希望市府能重新補正應有的社會經濟調查，然而市

社子島，56 Deco 在古董商品界本來就享有一定程度的知名度，但會選擇社子島

府延續歷次都審、土徵的消極態度，將原有的就答覆複製貼上敷衍以對：

當作新的經營基地，除了原本地價、店租可負擔的洲美已成為過去式外，經後

（一）該提問是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就業的狀況補做詳

社子島的命運是否也會一樣？也一樣讓這些特色的業者再次負擔不起臺北高額

盡、確實的社會經濟調查，才能因應未來工廠拆遷後居民就業和衍生的失業家

租金，流離他處甚至無以為繼只好關門呢？

庭問題，但市府只是重複將現有措施複製貼上（詳如下表）。
當市府的措施完全不是基於當地就業型態、工廠雇用人口、家庭狀況、所得分
佈以及其他社會風險因素時，如何能讓居民相信這樣的處理措施是可以解決問
題的？這邏輯上不是完全顛倒嗎？？
居
意見
民

李
先
生
世
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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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覆

依據本府「社子島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估計
1. 5-4、5-5:因為市府提出拆
開發階段相關工程將帶來相關 工程施工人員進
遷安置都只 講到居住問
駐，屆時將帶來另一波民生相關需求。計畫開
題，但沒有提到就業問
發完成後，既有產業可返回經營，故未來廠商
題。市府簡報第 44 頁及 46
陸續進駐後，預計將帶來 14,000 個就業機會及
頁提到，當地有 559 位社子
相關民生需 求，促進社子島地區產業發展，並
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工作，當
進而生 成目標產業之產業聚落，進而衍伸出相
工廠被拆遷或離開後，至少
關 支援、服務產業發展，進一步吸引更多民
有 500 戶家庭會失去家庭
生相關產業進駐，為當地居民帶來更多的 商機
經濟支柱，代表 4000 戶中
及就業機會。
1/8 的居民經濟受影響，這
部分在社經影響評估方面是
另為輔導當地廠商及勞工，本府訂有 「臺北市
沒有調查的，是很嚴重的缺
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產業 遷移、安置或轉
失，會影響當地居住外，還
型升級之輔導要點」
，結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
有就業問題，就算他配到安
源，組成市府輔導小組，針對社子島地區製造
置戶，若沒有經濟問題，會
業者面對開發過 程所遭遇之經營困難及需要本
跟洲美 1/3 的居民一樣，
府協助事 項，對業者提供工業或科技園區用地
被迫賣掉安置住宅到更 糟
轉介、財務融資、企業轉型升級、拆遷補償 及
的地方居住，甚至說要轉
員工就業轉業輔導等服務，未來如有申 請工廠
業，工廠 轉型都以(高)科
登記、轉型、資金需求或就業輔導 等問題，可
技業為主，就算成功轉
上明日社子島網站 (https://shezidao.gov.taipei)
型，很多居民都是父字輩，
之 服 務 項 目 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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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確 保有技能可轉
業。(問題分析 p43)
（三）這是針對當地業者搬遷、轉型時所可能面對到的風險、時間成本，請市
府補作確實、詳盡的評估與調查，俾利日後基於卻的資料、數據，擬訂出有效
（二）同上，主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商家產業型態和住家商店

的輔導安置措施，而非將市府原有的法規照搬上來（詳如下表）
。

合一的特點進行調查、分析，以便未來針對這樣普遍的家庭式店家研擬出更合

當市府根本不知道原有法規、輔導計畫能否因應社子島複雜、特殊的個案及不

宜的安置與輔導就業計畫，（詳如下表）。

確定因素時，如何有自信不補作應有的調查、分析。

但市府完全以之前已使用 N 次的舊回應敷衍，只強調未來有 14000 個就業機會

居
意見
民

大餅，借問當原來的安置輔導措施完全不適宜這些家庭是商家時，這些工作機
會居民分享得到嗎？
居
意見
民

意見回覆
本府訂有「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
區製造產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
輔導 要點」
，結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
源，組成 市府輔導小組，針對社子島
地區業者面對 開發過程所遭遇之經營
困難及需要本府 協助事項提供財務融

李
先
生
世
勳

李
先
生
世

2. 5-6:許多小吃、商家多依賴當地工 資、企業轉型升級、 拆遷補償及員工
人 的食衣住行消費在維生，倘工廠 就業轉業輔導等服務，協 助廠商度過
拆遷，這些商家要如何謀生，如何 社子島地區開發過渡期。
到其 他地點如北投、士林、東區等
租店面， 假使搬回來，安置住宅若 除此之外，依本府地政局社子島開發
參考建康國 宅，一樓店面租給 7-11 計畫規劃，將分為 2 階段開發，以降
或全家就要 8 萬塊，請看圖 7 是當 低對 當地居民及商家衝擊。另依本府
地生活型態現況，一樓是自己家裡 社子島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開發階段
當店面，2、3 樓當住家， 不用負擔 相關工程將帶 來工程施工人員進駐，
生活成本就可用很低的成本開店勉 屆時將帶來相關民 生需求。計畫開發
強維生，如果開發，未來如何開店 完成後，既有產業可返 回經營，故未

勳

意見回覆

3. 5-1 到 5-3:就工廠業者部分，皆強調
要輔導轉型，但中間還須付出技術跟
時間成本，要如何安撫、安置，是否
本府訂有「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
會提供稅收補助或補貼，目前沒有財
區製造產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輔
務 規劃及分析對當地居民就業影響
導 要點」
，結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源，
評估，社會經濟調查也沒有這方面的
組成市府輔導小組，針對社子島地區業
資訊，業者也是利害關係者在轉業、
者面對 開發過程所遭遇之經營困難及
轉型過程中所需的時間成本和風險評
需要本府 協助事項提供財務融資、企
估也沒有分析，都變成嚴重調查缺失。
業轉型升級、拆遷補償及員工就業轉業
為什麼科專區只能有科技產業?當地
輔導等服務，協 助廠商度過社子島地
很多工廠是製造、傳產業，是因為有
區開發過渡期
需求才會留在當地，臺北市並不是只
需要科技產業，如果破遷，可能導致
轉移到其他縣市蓋違章工逞，只是將
臺北市成本轉移到其他地方去。(問題
分析 p43)

來廠商陸續進駐後，預計將 帶來
14,000 個就業機會及相關民生需求，
促進社子島地區產業發展，並進而群
聚成 目標產業之產業聚落，進而衍伸
出相關支 援、服務產業發展，進一步
吸引更多民生 相關產業進駐，為當地
居民帶來更多的商 機及就業機會。

或維生都是問題。(問題分析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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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相關安置、拆遷補償疑點未在聽証會釐清前，為何要同時進行環評、

（五）疑點同上，當相關安置、拆遷補償疑點未在聽証會釐清前，為何要同時

都審跟土徵等其他程序（詳如下表）？當這些審查程序需立基於其他程序審核

進行環評、都審跟土徵等其他程序（詳如下表）？請問市府決定同步進行這些

通過，才可以進行審查的原則下，請問市府決定同步進行這些程序的正當性在

程序的正當性在哪？

哪？

居
意見
民

居
意見
民

意見回覆

意見回覆

3-3 市府未調查當地居住型態，導致錯誤 的安置
政策

3-2 安置住宅配售限制太多，造成家庭失 和

目前安置宅的配售是以一戶一門牌為原 則，但當

當地居民多是以大家庭形式群居在同一住宅裡，因 本府後續將就擬訂拆遷
長期禁建關係，使許多居民是多戶共用同一門牌， 安置計畫內 容舉行聽
造成承購安置住宅時無法獲 得足夠戶數，雖然市 證，藉以釐清爭點，凝
府已放寬承購資格戶數，但仍有總量限制，相同情 聚共識，聽證結果並將
形已造成洲美 地區不少家庭成員為爭取配售戶資 做為市府後續精進安置
格爭吵、失和問題，但市府對於即將可能發生在 計 畫之依據。

地長期禁建關係，造成大多數是一 門牌多戶的情 本府後續將就擬訂拆遷
況，雖然市府有放寬認定標準 以增加配售戶數， 安置計畫內 容舉行聽
但仍訂立配售戶需有獨立出入口、廚房、浴厠等嚴 證，藉以釐清爭點，凝
李 格規定，始得滿足增售標準。 但當地許多居民是 聚共識， 聽證結果並
先 家族共居的型態，常常是一棟三和院、四合院或古 將做為市府後續精進安
生 厝在家族成員增加 或子女結婚分家的需求下，以 置計 畫之依據。
世 擴建磚牆、鐵 皮屋等方式，滿足額外的居住需
勳 求，因此仍 然維持傳統家族共用出入口、廚房、
浴厠等 居住形式(如圖一、二、三、四)，若用一般
都市住宅生活型態的標準認定同一門牌下 的戶數

李
先
生
世
勳 社子島的相同問題，仍未作任何檢討改善與 應有
的調查研究，恐將使居民獨自負擔更多 社會成本
與後續的家庭問題。

(如圖五)，作為增購安置宅依據並不 公允。市府應
就當地居民生活及家庭型態完 成充份的調查評
估，以據此規劃修正更合理 的安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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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子島原本六公尺高堤防係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河堤施作用地，且係以

（七）疑點同項次（四）、
（五），當相關安置、拆遷補償疑點未在聽証會釐清

低於是市價的公告地價進行徵收（如洲美快速道路的土地徵收），財政上反而節

前，為何要同時進行環評、都審跟土徵等其他程序（詳如下表）？請問市府決

省成本，另外，所徵收土地面積有限，在侵害人民財產權上遠小於全區區段徵

定同步進行這些程序的正當性在哪？

收，其公益性、必要性遠高於現有「生態社子島」開發計畫。

居
意見
民

居
意見
民

意見回覆

意見回覆

3-5 購屋貸款將讓多數居民負擔不起
島內 生活，反而移居外地

3-4 計畫成本太高導致開發時程過
長，地主、居民無力負擔時間成本帶
1、本案為改善社子島地區居住環境
來的損失 社子島開發範圍約 300 公
品質並配合防洪計畫取得 200 年防
頃，所需經費約 800 新臺幣億，影響
洪標準所需高保護設施及其退縮緩坡
11000 人口，且尚未包含施作 9 公尺
空間所需用地需要，擬以區段徵收方
高堤防、挖除三重、蘆洲垃圾山及 二
式辦理整體開發，應有其公益性及必
重疏洪道高保護防洪設施的經費，使
要性。
全案實際開發成本與財務負擔陷入高
度不確定性。比對基隆河對岸洲美地 2、另開發期程較長係為因在兼顧拆
區的士林科學園 區開發進度，該區開 遷戶 居住權益及工程施作與財務可
發範圍只有不到 100 公頃，影響當地 行之前提下，而採分期分區、先建後
李
人口僅 2000 人，已經花費超過 10 年 遷方式辦理開發，致開發期程較一般
先
時間才完成初步的原居民安置工作， 採一次性拆遷之開 發期程為長。
生
後 續的園區規劃、開發及招商等作業 3、本府後續將就擬訂拆遷安置計畫
世
的完成時 間仍遙遙無期(如圖六)，開 內容 舉行聽證，藉以釐清爭點，凝
勳
發範圍是洲美 3 倍、人口是洲美 5 倍 聚共識，聽 證結果並將做為市府後
的社子島要實際完成開 發，讓地主、 續精進安置計畫 之依據。
居民入住享受開發帶來的利 益，恐怕
無法如市府目前規劃的時程表那麼完
美(詳如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第 5 章第
70 頁)，地主、居民等待開發期間所
蒙受無法處分財產的損失，以及流離
失所、思念家園 的心理創傷，均為市

社子島目前的生活環境或許不如都市

李
先
生
世
勳

地區來的方便或友善，但在不須負擔
房貸及購屋 的經濟條件下是仍可負
擔的，開發後除了需 要擔心是否有
資格可以承購承租之外，可能 還得
面對龐大的貸款或是租金壓力，即使
生 活環境有可能變好，但是經濟負
擔卻是變重的，對於社子島許多的弱
勢居民來說是無法 負擔的，市府沒
有考慮到這一點也沒有相關 的配套
措施，如果將來居民負擔不起島內生

1、本府考量本地區屋地權屬複雜及
拆遷 戶居住需求等情形，目前規劃
包含「承購 專案住宅」、
「承租專案
(或公共)住宅」
、 「優先選配安置街
廓」及「協力造屋」等 安置方式供
符合資格之拆遷戶選擇。 2、「承購
專案住宅」係以成本價讓售，可 降
低後續每月貸款負擔，市府後續亦將
洽 詢金融機構提供低利貸款協助;如
無力負 擔，亦可選擇以優惠租金承

活反而移居外地，是本末倒置。 以 租等其他安置 方式。 3、本府後續
洲美地區的開發為例，當地雖有七成 將就擬訂拆遷安置計畫內容 舉行聽
的居 民獲得安置住宅配售，但卻有 證，藉以釐清爭點，凝聚共識，聽
近一半的戶數 因為負擔不起一戶一 證結果並將做為市府後續精進安置計
千萬的安置住宅價 格，而被迫讓售 畫之依據。
給外地買主(如圖八)，移居 外地無法
留在家園(依據公視節目「獨立特 派
員」採訪洲美里長蘇符廷先生提供的
數據)。

府應該確實檢討的隱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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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仍須負擔 50%的為 修繕費

（八）本提問係要求市府針對這些小型、家庭供奉的宮廟，對當地文化、社會

用)，原本香火鼎盛的場景變成只
有 零星觀光客的蚊子館(如圖六，
區段徵收後 的八里宮廟)，建議要
求市府針對這些問題 作更妥善的
調查與評估，再重新擬訂符合當
地需求的文資保存措施

網絡所形成的無形資產，補作調查，而非制式回答目前官方統計上的行宮廟有
幾間。另外本開發案最荒謬之處在於，應該早已完成的文資調查，卻在環評會
議啟動後，才開始進行，請問是否應該等文資調查完畢在重新進行環評？若環
評程序已結束，文資調查結果有需重啟環評必要，借問市府該如何處理（如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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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同項次（八）
，本開發案最荒謬之處在於，應該早已完成的文資調查，卻
意見回覆

評？若環評程序已結束，文資調查結果有需重啟環評必要，借問市府該如何處

4-1 拆除庄頭聚落將使宮廟文化無
法存續 社子島除了坤天亭、威靈
廟等大型宮廟外， 當地散置許多
中小型廟宇，由各聚落、宗族 或
鄰里居民長期供奉，而這些中小型
宮廟其 實才是當地不可或缺的信
仰中心，也因此形 成各聚落的獨
特祭祀文化或傳統節慶，有的 甚
至由宗族子孫長期供奉，成為凝聚
家族網 絡團結的重要機制。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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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評會議啟動後，才開始進行，請問是否應該等文資調查完畢在重新進行環

理（如下表）
。

1. 社子島地區計有 2 家立案寺廟(坤
天 亭、地藏禪寺)、36 家未立案
宗教場所，合計 38 家。
2. 本局為尊重地方信仰及寺廟去留
意 願，建議盡量安置保留，並協
助其未 來於安置地合法使用建
物。惟未立案 宗教場所倘安置於
公園(市有公共設施用地)，依據臺
北市寺廟登記須知規定 寺廟之不

市府規劃只將坤天 庭、威靈廟等
大型宮廟保留，將使這些真正 具
備地方特色的中小型宮廟文化消失
殆 盡，當地的特殊節慶、祭祀、
迎神活動、家 族鄰里網絡也將難
以避免的隨之崩解。 全區區段徵
收也將使坤天庭、威靈廟等大型
宮廟保留面臨困難，宮廟的運作維
持與文化 保存非常需要周遭居民
的參與，當區段徵收 將當地居民

居
意見
民

意見回覆

本府針對社子島信仰中心及歷史建
築，如坤天亭、威靈廟、玄安宮等，
皆配 合劃設公園用地予以保存。另
考量社子島 現有廟祠及祭祀圈之分
4-2 移除居民對街道巷弄的水平連
布及型態散布於 社子島各區，故為
結，當 地傳統文化、節慶將永遠失 使既有分散祭祀之型態 及夜弄土地
傳

動產，應登記為寺廟所有， 據此
未立案宗教場所無法將土地登記
於寺廟名下，於安置遷建後仍無
法完 成立案寺廟登記。
3. 為評估本開發計畫對社子島文化
資產及聚落保存之影響，本府文
化局將針對社子島地區進行文資
普查，提供做為本案文化資產建
物保存議題探討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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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遷到遠處的安置住宅，將使宮
廟失去信眾、失去香油錢捐獻、更
失去在地 影響力與社區鏈結，讓
原本是地方特色的宮 廟活動，因
為沒有居民參與而無法舉行，讓
原本有穩定財源可以自行修繕維持
的宮 廟，變成依賴政府補助的危
樓(依現行規定 即便指定為古蹟，

各聚落有各自獨特的人文節慶活動，
如七段 最有名的夜弄土地公、九段
七年一度的殺豬 公宴客、划龍舟
等。這些活動絕非如同市府 所說，
只要將人留下來就能成功保存，而是
需要人、建物、土地的緊密連結，人
口的外 移、遷入及街道的改變，對
當地文化保存絕 對是有很大影響的

為評估本開發計畫對社子島文化資
產及聚落保存之影響，本府文化局將
針對 社子島地區進行文資普查，提
供做為本案 文化資產建物保存議題
探討之基礎。

(詳如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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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等民俗活動得予延續，本府 於社
子島都市計畫所規劃之住宅區及商
業區，未來皆得附條件作宗祠及宗教
建築 使用，現有廟祠得於領取抵價
地後興建宗 祠及宗教建築，使祭祀
圈與宗教活動皆得持續於社子島新生
發展延續。另透過分期分區開發模
式，使現有聚落文化活動不間斷，並
由市府專案輔導文化傳承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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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同項次（三）這是針對當地業者搬遷、轉型時所可能面對到的風險、時

（十一）同項次（三）這是針對當地業者搬遷、轉型時所可能面對到的風險、

間成本，請市府補作確實、詳盡的評估與調查，俾利日後基於卻的資料、數
據，擬訂出有效的輔導安置措施，而非將市府原有的法規照搬上來（詳如下
表）
。

時間成本，請市府補作確實、詳盡的評估與調查，俾利日後基於卻的資料、數
據，擬訂出有效的輔導安置措施，而非將市府原有的法規照搬上來（詳如下

當市府根本不知道原有法規、輔導計畫能否因應社子島複雜、特殊的個案及不

表）
。

確定因素時，如何有自信不補作應有的調查、分析。

當市府根本不知道原有法規、輔導計畫能否因應社子島複雜、特殊的個案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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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確定因素時，如何有自信不補作應有的調查、分析。

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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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專用區比照本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第三種工業區規定允 許「第 51 組:公害最輕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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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至「第 54 組:公害較重之工業」均可進駐使
5-1 缺乏 輔 導轉 型 所 用， 按本府產業發展局 104 年訪查結果，社子島地
需的具體財務、成本 區列管 286 家工廠，主要產業為以金 屬機械製造加
規劃
工、紙製品、家具製造及印 刷為主，在地廠商如有
意願，均可返回進 駐科技產業專用區。
當地工廠以傳統製造
業、加工業為主，若欲 另為輔導當地廠商及民眾，本府訂有 「臺北市政府
輔導「轉型」成符合產 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產業 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
專區標準的科技產業，輔導要點」，結 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源，組成市府輔
這過程究竟提供多少 導小 組，針對社子島地區製造業者面對開發過 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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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稅收優惠、補貼 遭遇之經營困難及需要本府協助事 項，對業者提供
以及技術授權，市府均 工業或科技園區用地轉 介、財務融資、企業轉型升
未提出具體的成本、財 級、拆遷補償 及員工就業轉業輔導等服務，以協助
務與稅收規劃。
廠商 度過社子島地區開發過渡期，上開輔導事 項均
有市府相關單位提供輔導資源及協 助，相關資訊可
至明日社子島網站之服務 項目查詢
(https://shezidao.gov.taipei)。

意見回覆

目前社子島地區未納入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使得社子島地區發展受阻、
區內 公共設施嚴重不足、生活環境
品質較為低 落，區內產業型態均無
法符合土地使用分 區及建物相關法
5-2 業者需讀自負擔轉型風險 另外， 規等相關規定，納入都市 計畫後，
工廠轉型成敗存在相當高的風險，業 即可依相關規定符合土管、建 管、
者必須跳出原本熟悉的市場，轉向另 環保、衛生、消防及勞動相關法規，
一塊不 瞭解的市場，並需負擔相當 即可合法登記。
的時間、資本的 投入成本，也就是
說業者必須完全自行承擔 這些高度 科技產業專用區除提供既有製造業
不確定的風險和可觀的時間、金錢 廠商在社子島開發完成後返回繼續營
成本，絕非市府單傳以「輔導」作為 運 使用，亦將引入低汙染的知識研
口號可 以解決的問題，市府應就這 發型及新興科技產業、導入創新創業
些問題作更詳細 的研究分析，以及 育成與學研機構，與返回社子島經營
的產業一起將科技 產業專用區打造
更完善的安置措施。
成開放式的創新研發應 用基地與實
驗型場域，並衍伸產業相關支 援、
服務產業及生活機能發展，帶動社子
島地區以至臺北市整體之產業發展與
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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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同項次（一）
，該提問是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就

（十二）該提問是強調這些當地業者是應大臺北地區民生需要，而出現在社子
島，並非爭執是否形成產業鍊，竟然市府已於回復同意「多屬提供鄰近區域民

業的狀況補做詳盡、確實的社會經濟調查，才能因應未來工廠拆遷後居民就業
和衍生的失業家庭問題，但市府只是重複將現有措施複製貼上（詳如下表）
。

生所需之製造業」
，是否應該據此以優先安置當地工廠業者為優先，並優先保障

當市府的措施完全不是基於當地就業型態、工廠雇用人口、家庭狀況、所得分

當地居民的就業權利，而非天馬行空在產專區強調「知識研發型、新興、科技

佈以及其他社會風險因素時，如何能讓居民相信這樣的處理措施是可以解決問

產業、導入創新創業育成、學研機構」等讓當地業者卻步的文字限制。

題的？這邏輯上不是完全顛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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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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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李
先
生
世
勳

意見回覆

意見回覆

社子島區域毗鄰北投士林科技園 區，

為協助社子島開發所衍生的當地工 廠遷

為臺北科技走廊重要區域，在北北基
桃產業發展定位下，規劃 16.79 公頃科
技產業專用區，以因應產業發展快速變
化，未來將作為開放式的創新研發應用
基地，並規劃得供現有工廠安置及輔導
轉型使用，以延伸臺北科技走廊創新能
量，帶動 社子島地區以至臺北市整體
之產業發展。

移及勞工就業相關問題，本府訂有 「臺
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產業 遷
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輔導要點」
，針
對勞工就業輔導部分，本府勞動局及就
業 服務處為協助社子島地區既有工廠所
僱 勞工再就業輔導，以增進其就業媒合
機 會，提供各項就業服務措施如下:

5-3 忽視在地產業需求 這些傳產工
廠會設置在當地，背後代表臺北及周 另依本府產業發展局 104 年訪查結果，
邊地區對該產業有相當需求，而使業 社子島地區製造業，以金屬製造加工、
者願意聚集於此處設廠。市府應該針 紙製品業、傢俱業及印刷業為主要產
對社子島當地工廠與大臺北的產業 業(約占 70%)，主要產品以鋁門窗、家
鍊結、需求等關係 作確實的調查與 具 及紙製品等民生工業為主，多屬提
研究，俾據此規劃真正符合 在地產 供鄰近區域民生所需之製造業，尚無明
業需求與就業結構的產業專區，以確 顯的上下游產業鏈關係及群聚效應。
實安置開發後當地人口就業問題，而
科技產業專用區除提供既有製造業 廠
非地業者排擠出產專區外。
商在社子島開發完成後返回繼續營運
使用，亦將引入低汙染的知識研發型及
新 興科技產業、導入創新創業育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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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機構，與返回社子島經營的產業一
起將科技 產業專用區打造成開放式的
創新研發應 用基地與實驗型場域，並
衍伸產業相關支援、服務產業及生活機
能發展，帶動社子島地區以至臺北市整
體之產業發展與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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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忽視工廠員工轉業所面對的困
難 當地工廠員工多為低階技術藍 (一) 就業輔導措施:
領，雖然薪水 不高，卻可勉強維
1. 個案管理服務:透過個案管理員，
持生活所需。當工廠業者 必須轉
藉由一對一專業化、深度化就業
型成較高技術產業，這些人未必有
服務，提供深度就業諮商，提高
足 夠的專業技能滿足新的工作要
求職者就業競爭力。
求，若是已步入中年，則更難有足
2. 運用各項就業促進措施:對於具有
夠的學習力獲得新的工 作技能，
特定對象資格的失業民眾(如身心
繼續在轉型後的工廠工作，這將造
障礙 者、低收入戶)等特定對象
成當地更多失業問題，但市府亦未
提供各項津貼，求職民眾經由本
針對這些 實際會遇到的問題作出
處就業輔導員諮詢後，可運用職
合理的規劃與安置 辦法。
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僱用獎助
津貼、臺北市特定對象失業者穩
定就業補助辦法、臨時工作津貼
等方案，以協助就業及促進穩定
就業，藉由津貼提高雇主僱用意
願及誘因，共創勞資雙贏。
(二)失業給付及失業再認定:有關失業給
付申請資格，包括:

A1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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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滿 15 歲至 65 歲受僱勞工，以

當市府的措施完全不是基於當地就業型態、工廠雇用人口、家庭狀況、所得分

雇主或 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
加就業保險 為被保險人者。
2. 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 3 年
內，就 業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以
上。
3. 非自願離職係指被保險人因投保
單位 關廠、遷廠、休業、解散、
破產宣告 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
第 11 條、第 13 條但書、第 14
條及第 20 條規定各款情 事之一

佈以及其他社會風險因素時，如何能讓居民相信這樣的處理措施是可以解決問
題的？這邏輯上不是完全顛倒嗎？？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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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意見回覆
為協助社子島開發所衍生的當地工
廠遷移及勞工就業相關問題，本府訂
有 「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
造產業 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輔
導要點」，針 對勞工就業輔導部分，
本府勞動局及就業 服務處為協助社
子島地區既有工廠所僱 勞工再就業
輔導，以增進其就業媒合機 會，提
供各項就業服務措施如下:

離職、被保險人因定期契約屆 滿
離職，逾 1 個月未能就業，且離
職前 1 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 6
個月以上者。
4. 具有工作能力與繼續工作意願。
5. 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
登記 之日起 14 日內仍無法推介
就業或安排 職業訓練者。失業民
眾可檢附離職或 定期契約證明文

5-5 居民失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更加
嚴重簡報中提到有 559 位社子島居民 (一) 就業輔導措施:
在當地工廠 工作，若這些人都代表 1. 個案管理服務:透過個案管理員，
一個家庭的經濟來 源，當這些人無 藉由一對一專業化、深度化就業服
李 法轉業而失業，將代表有 559 個家庭 務，提供深度就業諮商，提高求職者
先 會陷入經濟困境，佔了社子島 4000 就業競爭力。

件及國民身份證，或 其他足資證
明身份之證件，親自向公 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請 失
業認定及辦理後續的再認定，以
紓 緩失業民眾於失業期間的經濟
壓力。

生 多戶中有八分之一，若不正視這問
世 題，屆時 將會帶來更多社會問題，
勳 但卻看不到市府做 出任何相關的風
險評估，亦未提出任何解決 方案，
而只昧於事實的宣傳 14000 個當地人
看得到吃不到的就業機會，來美化工
廠拆遷 背後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三)市府就業服務處及轄下所屬各就業
服務站每年會辦理各種類型的就業博
覽、專案招募、微型現場徵才等活動，
以增加失業者求職面試機會，相關活 動
訊息歡迎上本處臺北就業大補帖網 站點
閱。

定對象資格的失業民眾(如身心障礙
者、低收入戶)等特定對象提供各項津
貼，求職民眾經由本處就業輔導員諮
詢後，可運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
畫、僱用獎助津貼、臺北市特定對象
失業者穩定就業補助辦法、臨時工作
津貼等方案，以協助就業及促進穩定
就業，藉由津貼提高雇主僱用意願及
誘因，共創勞資雙贏。
(二)失業給付及失業再認定: 有關失
業給付申請資格，包括:

（十四）同項次（一）
，該提問是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就
業的狀況補做詳盡、確實的社會經濟調查，才能因應未來工廠拆遷後居民就業
和衍生的失業家庭問題，但市府只是重複將現有措施複製貼上（詳如下表）。
100

101

1.年滿 15 歲至 65 歲受僱勞工，以

但市府完全以之前已使用 N 次的舊回應敷衍，只強調未來有 14000 個就業機會

雇主或 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
就業保險 為被保險人者。

大餅，借問當原來的安置輔導措施完全不適宜這些家庭是商家時，這些工作機
會居民分享得到嗎？

2.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 3 年
內，就 業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以
上。

居
意見
民

3.非自願離職係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
位 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
宣告 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 11

意見回覆

5-6 當地店家無法生存 除了當地工

條、第 13 條但書、第 14 條及第
20 條規定各 款情事之一離職、被保
險人因定期契 約屆滿離職，逾 1 個
月未能就業，且 離職前 1 年內，契
約期間合計滿 6 個 月以上者。
4.具有工作能力與繼續工作意願。 5.
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李
先
生
世

之日起 14 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
排職業訓練者。失業民眾可檢附離職
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及國民身份證，
或其他足資證明身份之證件，親自向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
請失業認定及辦理後續的再認定，以
紓緩失業民眾於失業期間的經濟壓
力。

廠就業機會消失問題外，當地許 多
便當店、小吃、飲料店家是依靠當地
工人 的消費需求而存在，當這些工
廠搬遷走，當 地店家將無以為繼，
無法繼續營業養活自己家庭，而開發
後高漲的地價與租金，當地店 家更
不可能負擔得起在社子島繼續生存，
如 新完工的健康國宅一樓店面租金
要價就要 新臺幣八萬元，但當地許
多店家是利用自家 一樓改建(如圖

勳 七)，無須負擔太多成本，如 此一來
一往的成本差距，將讓店家幾乎不可
能在開發後回來營業。這些當地重要
且養活許多居民的產業結構與經濟活
動，市府並未 於進行應有的社會經
濟調查與評估分析，但 這卻是整個
開發計畫不得忽視的重要利害 關係
人。

(三)市府就業服務處及轄下所屬各就
業 服務站每年會辦理各種類型的就
業博覽、專案招募、微型現場徵才等
活動， 以增加失業者求職面試機
會，相關活 動訊息歡迎上本處臺北
就業大補帖網 站點閱。

（十五）同項次（二）
，主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商家產業型態和
住家商店合一的特點進行調查、分析，以便未來針對這樣普遍的家庭式店家研
擬出更合宜的安置與輔導就業計畫，（詳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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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各項就業促進措施:對於具有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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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訂有「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
區製造產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
輔導 要點」，結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
源，針對 社子島地區業者面對開發
過程所遭遇之 經營困難及需要本府
協助事項提供財務 融資、企業轉型
升級、拆遷補償及員工就 業轉業輔
導等服務，協助廠商度過社子島 地
區開發過渡期。
除此之外，依本府地政局社子島開發
計畫規劃，將分為 2 階段開發，以降
低對 當地居民及商家衝擊。另依本
府社子島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開發
階段相關工程將帶 來工程施工人員
進駐，屆時將帶來相關民 生需求。
計畫開發完成後，社子島居住人 口
及科技產業專用區內部分既有產業可
返回經營，故未來廠商陸續進駐後，
預計 將帶來相關人員流入，並進而
衍伸出相關 支援、服務產業發展，
並吸引更多民生相 關產業進駐，為
當地居民帶來更多的商機 及就業機
會。

（十六）請市府明確回應屆時有哪幾間工廠業者，能夠符合條件留在產專區？

（十七）市府仍未回應是否會使用仍有重金屬污染疑慮的淡水、基隆河淤泥，

如果這些業者無法轉型，有可能留下來嗎？轉型、升級一定是必要條件嗎？承
租的租金多少？能否如同現在開發前的租金成本？如果開發的租金過高，那這
些業者何去何從？當地在這些工廠就業的居民又該如何？

作為社子島填土土方，市府只強調私人工程土方會有檢驗程序，但並未交代淡
水、基隆河淤泥是否也適用？

居
意見
民

居
意見
民

意見回覆

5-8 填土方來源有疑慮，恐將使農作物
造 受汙染

5-7 造成外縣市更多違章 科技產業專用區比照本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第三種工業區規定允 許「第 51 組:公害
工廠
最輕微之工業」至「第 54 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一樓店面
二、三樓住家 若這些當地 均可進駐使用， 按本府產業發展局 104 年訪查
工廠無法因應市府轉型、 結果，社子 島地區列管 286 家工廠，主要產業
升級要 求，將被迫遷離他 為以金 屬機械製造加工、紙製品、家具製造及
處，但當前社子島及臺灣 印 刷為主，在地廠商如有意願，均可返回進 駐
科技產業專用區。
各地違章工廠林立的問

李
先
生
世
勳

意見回覆

本計畫之整地填土工程將優先考慮

目前填土方來源包含公共工程土方交 市內大型公共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填
換、石門水庫、淡水、基隆河清淤泥沙，土前 土壤須完成土壤污染之相關調
土方的來 源多元性恐將使市府後續 查。
檢測把關難度增加，市府亦未提出具
此外，若本計畫接受其他私人工程之
李
體土方檢測規劃，只單用「保證土方品
餘土或土資場之土方時，責成施工廠
先
質」帶過，實在難以令當地 居民放心
商於 購土時，提供土壤無污染之相關
生
(如簡報第 46 頁)。 另外，淡水、基隆
證明或要 求經採樣化驗證明無污染，
世
河屬中度污染河川，早期 工業廢水排
經監造單位確 認後始可採用，土壤檢
勳
灌所淤積於河底的重金屬污染物是否
測項目需包括砷、 汞、鎘、鉻、銅、
已經排除仍未確定，若用於社子島填
鎳、鉛、鋅等重金屬項 目，相關檢測
土土方，即便不是用於未來規劃之農
數據納入本計畫環境監測報 告中。上
業用 地，仍可能因為雨水沖刷、滲漏
述內容均詳載於於評估書第 9 章，請
以及地下水 源相通，而使農作物遭受
參閱第 9.4 節(P.9-6)
污染，市府應對此 提出具體檢測計
畫，以防止類似可見污染發 生。

題，並不在於工業用 地不
且科專區土地 16.79 公頃，其中 H3、 H4 街廓
足，而是長期土地投機炒
可供工廠土地所有權人選配抵價 地，另本府規
作的結果，讓 業者無力負
畫 H1 及 H2 街廓(土地面積共 9.19 公頃)供無產
擔價格與租金飆漲的工業
權有意願返回社子島經 營使用， 依本府地政局
用 地，鋌而走險在較便宜
開發計畫規劃， 本府刻正評估將科技產業專用
的農地等非工業用地 違規
區之部分 區域將納入第 1 期開發範圍，以降低
設廠。當這些業者遷離社
當地 廠商所受衝擊及遷移成本，或導引廠商進
子島仍然會面 對相同問
入士林北投科技園區使用。
題，只是在其他農地繼續
種出新的 違章工廠，繼續 另為輔導當地廠商及民眾，本府訂有「臺北市政
污染更多的農地，將成本 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產業 遷移、安置或轉型
轉 嫁給其他縣市政府，這 升級之輔導要點」，結 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源，
樣的惡性循環將會是 市府 組成市府輔導小組，針對社子島地區製造業者面
未作通盤考量所帶來的惡 對開發過 程所遭遇之經營困難及需要本府協助
果。在此建議 產專區應以 事 項，對業者提供工業或科技園區用地轉 介、
優先安置當地業者為主， 財務融資、企業轉型升級、拆遷補償及員工就業
而非消 滅在地產業與經濟 轉業輔導等服務，以協助廠商 度過社子島地區
活動，捨本逐末的寄望科 開發過渡期，上開輔導事 項均有市府相關單位
技產業進駐帶來外地人
提供輔導資源及協 助，相關資訊可至明日社子
口，將當地居民趕盡殺絕 島網站之服務 項目查詢
取而代之。
(https://shezidao.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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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社子島開發計劃工程規劃暨相關利益人權益問題分析

2.4結論

3.1前言
從 107 年 7 月 7 日環評說明會迄今，已將近半年時間，至今仍未有明確的施工
範圍圖，而施工範圍仍舊不斷擴增，甚至刻意移除防洪工程施作範圍相關資
訊，思慮此舉勢必造成居民權益的重大損失，故整理以下數點，請市府相關規
劃單位正視問題並妥善說明。

希望市府在確實完成社會經濟調查、文資調查之前，暫停環評等所有程序，等
市府就社子島當地人口、文化、就業、社會、經濟等面向確實完成數據、資料
蒐整，並進行通盤分析檢討後，在行召開環評及聽證等相關程序，以確保社子
島居民權益受到完整保障。

圖: 107 年 7 月社子島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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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工程規劃

b.請市府提供防洪計劃施工範圍

a.不納入防洪計劃之合理性
本人於107年12月27日社子島景觀規畫論壇提問，並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
程處回覆，全島堤防工程將於第一期施工期間同步進行，而防洪計劃位於社子
島全區區段徵收範圍內，請問不納入防洪計劃之合理性為何?

(1)包含社子島堤防、蘆洲、五股垃圾山移除。
(2)因堤防工程區段徵收範圍圖。

圖:107年12月27日社子島景觀規劃論壇
社子島景觀規劃論壇現場直播45:35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回覆內容，社

圖:204 次環評會議簡報第 9 頁

子島堤防工程確定在第一期施工期間進行。

社子島堤防工程與第一期施工期程重疊，而未見於環評簡報內容，請市府提供
堤防工程施工範圍圖，以及蘆洲、五股垃圾山移除範圍圖，以利環評委員進行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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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請市府提供防洪工程範圍圖、第一期範圍圖、第二期範圍圖套整。

d.全區填土開發合理性
請提出全區填土之合理性，經檢核社子地區通河西街最低高程點，與社子島相
差無幾，且位於 9.65 公尺堤防高保護區範圍內，在規劃設計與工程技術可克服
的狀況下，全區填土開發的成立點為何?

圖:204 次環評會議簡報第 9 頁
請市府開發單位，將堤防工程範圍圖、第一期範圍圖、第二期範圍圖套整，確
立影響範圍與開發期程，而非隨著歷次會議而不斷變動與擴大，造成居民不
安。

110

圖:來源為 google 地圖，紅框處為通河西街。
其現地高程最低點僅海平面上一米多，卻位於已完成都市計畫範圍內，社子島
全區填土合理性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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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相關權益人權益

c.因提高優惠補助或防洪工程增加預算影響居民權益疑慮。

a.問卷設計方式未依據開發期程分別進行評估。

圖:107 年 12 月 27 日社子島景觀規畫論壇
社子島景觀規畫論壇現場直播 8:52 土地開發總隊報告內容，將提高優惠補助及
放寬建物折舊率認定，這些增加出來的費用是由市府自行吸收?還是納入總體開
發成本?
從去年迄今，拆遷補償版本不斷調整，造成相關權益人無法清楚自身權益，也
反映出問卷調查並不確實，而在環境影像評估社會經濟調查，不正是要保障受

圖:204次環評會議簡報第9頁擷取
政大問卷調查是以社子島全島一次性調查，存在的極大的謬誤，因本案工程共
分為防洪工程、第一階段工程、第二階段工程﹐受影響的居民時間與空間無法
等而視之，問卷調查設計就不能依照全島方式進行，而是依照各工期進行詳實
訪查，市府卻不斷用”專業團隊”
四個字企圖搪塞問題設計與調查不周全之事實。

影響的人民權益，不因開發行為而受到傷害，請市府正視此問題之嚴重性。
3.4 結論
市府迄今仍未真正重視社子島開發計劃對於居民的影響層面，連工程最基本的
施工範圍圖都沒有，也就無從調查在各施工階段受影響的居民人數以及相關補
償配套措施擬定，在一切資訊都不到位的狀況之下，環評委員們將以何為基
準，去評估社會經濟影響調查?
再者，防洪計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規劃思維，其工程收穫是大台北地區居民共
享，而社子島位於防洪計劃區域內，市府卻不正視此一問題，甚至虛應故事﹐

b.請提供包含防洪工程、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個別施工範圍家戶訪查資
料。
承繼上頁內容，請環評委員要求市府依據各階段影響範圍，落實家戶訪查。

各位委員皆是各領域的專業，為了社子島在地居民長遠福祉，以及臺北市的正
向發展，還請詳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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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子島公益性及必要性土徵問題

4.2 區段徵收意願調查數據問題:

4.1 參與區徵意願及繼續耕作意願調查回收率與準確性問題:

簡報以「回收份數」作圓餅圖，但因實際仍有高達 74.6%配達未回收（另有
a.簡報數字沒有校稿，《二、》和《三、》的寄發數字差 10 人。

1.44%是未寄達）
，因此該份區段徵收意願調查數據無法代表社子島多數居民的

b.此簡報回收率是以「有效配達」的份數計算，而不是用「實際寄送」去算，

意見。必須重新調查，必須社子島多數務農者都有寄回，才可作統計數據參

有失準確性。以「實際寄送」去算後，正確回收率第 1 次是 10.67%、第 2 次是

考。

14.9%。
105 年第 1 次寄送

106 年第 2 次寄送

小計

實際寄送

7,694

6,873

7,694

有效寄達

6,063

6,762

7,583

回收份數

821

1,024

1,845

簡報回收率

13.54%

15.14%

24.33%

實際回收率

10.67%

14.90%

23.98%

區段徵收同意書
寄達有回收

區段徵收同意書
1,845

寄達未回收

5,738

未寄達

111

實際寄送

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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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回收率

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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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達未回收
寄達有回
收
24.0%

以全區 7,694 位所有權人來說，回收份數為 821+1,024=1,845 份，實際回收率
為 23.98%，並非簡報所寫的 24.33%。

寄達有回收

未寄達
1.4%

寄達未回
收
74.6%

115

未寄達

4.4 居民土地是否從事農業耕作之問題:
4.3 贊成社子島地區以區段徵收方式整體開發之數據問題

Q1. 簡報數據 未填答

贊成
不贊成
未填答
未寄達
寄達未回收

Q1. 合併未回收數據

贊成

3.6%
不贊成
不贊成
12.0%

贊成
20.2%

未填答

Q2. 簡報數據

是

是
Q2. 合併未回收數據 5.3%

否
未填答
16.5%

否

是
22.0%

未寄達
1.4%

Q1. 簡報數據

Q1. 合併未回收數據

贊成

1,556

1,556

不贊成

222

222

未填答

67

67

未寄達

111

寄達未回收

5,738

小計

1,845

Q2 問題

Q2. 簡報數據

Q2. 合併未回收數據

是

406

406

否

1,135

1,135

未填答

304

304

未寄達

111

寄達未回收

5,738

小計

7,694

未填
答
未填答
4.0%
未寄達
1.4%

寄達未回
收
74.6%

否
61.5%

Q1 問題

否
14.8%

未填答

不贊成
2.9%
未填答
0.9%

寄達未回
收
74.6%

贊成
84.3%

1,845

7,694

高達 74.6%未回收，這種少的可憐的數據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市府竟然美化數

高達 74.6%未回收，這種少的可憐的數據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市府竟然美化數

據，製造居民沒有種田的假象，可見市府根本沒有掌握真實狀況。此數據無法

據，製造居民贊成區段徵收的假象，可見市府根本不懂民意，此數據無法代表

代表社子島多數居民的意見。

社子島多數居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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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安置方案條件嚴苛真能達到戶戶安置之問題

4.5 社子島計劃區內劃農業專用區選配意願之問題:

5.1 家訪調查不實，無法得知居民是否有能力或符合資格承購

Q3. 簡報數據
未填答
3.9%

是
否
未填答
非農地耕作
未寄達
配達但未回收

Q3. 合併未回收數據

是
否
未填答

是
8.9%

寄達未回收
74.6%

其他
6.7%

否
4.6%

非農地耕作
18.7%

在此質疑政府單位是否對社子島當地毫無了解，才會提出如此只有「拆遷戶」
的草案內容，甚至極為刁難地設定一門牌只能承購一戶。為確認土地開發總隊
是否有針對居民是否有承購專案住宅資格或購買能力等相關調查，查詢到 106
年 9 月 14 日上線的調查計劃結果，以及環境保護局書件審查查詢系統的第 6 章

未填答
0.2%
未寄達
1.4%
是
0.5%

P.138~P.180 的 107 年的家戶訪查作業，在此個別對這兩份調查提出質疑。
【社子島地區開發前－專案調查執行計畫成果】
調查時間：106 年 7 月 16 日至 9 月 30 日
第一項質疑：
此調查全名「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社子島地區開發前專案調查執行計畫」
，緣

否
87.2%

起：實地蒐集本地區開發前現況及居民意見，作為政府研擬開發方式及安置規
劃參考。沒有明確讓居民知曉這是以「區段徵收」為前提的調查，居民在填寫
問卷時少了份警覺心，以為只是供參考用而填答，難以從中分析居民是否能承

Q3 問題

Q3. 簡報數據

Q3. 合併未回收數據

是

36

36

第二項質疑：

否

354

354

（戶）
。而社子島地區因長達半世紀的禁建，導致一門牌有多戶的情形，屢見不

未填答

16

16

非農地耕作

1,439

1,439

購。

公開的調查計劃成果中提到，門牌總數為 2,476 個，完成訪談者 2,114 人

鮮。但政府單位在報告指出完成訪談比例達 85.38%，以「戶」為單位去推算

未寄達

111

寄達未回收

5,738

小計

1,845

「門牌」的調查結果，有誘導外界誤會調查完善的嫌疑。

7,694
第三項質疑：

高達 74.6%未回收，這種少的可憐的數據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市府竟然美化數

受訪人身份竟然有 34.81%的「其他」，這些不明確的回答者，是否也含括

據，製造居民沒有種田的假象，可見市府根本沒有掌握真實狀況。此數據無法

在

代表社子島多數居民的意見。

受訪人身份填答「其他」高達 736 戶，連受訪對象都不明確，那要如何估算未
來安置計劃符合資格、或是有能力購買的居民比例呢？且後續問題的「未填
答」
、
「沒意見」都佔了極高的答題比例，導致這份調查計劃缺少了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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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家訪調查不實，無法得知居民是否有能力或符合資格承購(續)

107 年 3 月 12 日完成訪查的【社子島家戶訪查作業】
調查時間：107 年 1 月 13 日至 3 月 12 日
第三項質疑：

第一項質疑：
承購專案住宅絕對須符合的兩大要點，第一是居民必須符合資格、第二是

承購專案住宅的資格，只要是合法建物或 77 年 8 月前的違建都可以一門牌

居民必須要有足夠的財力。而在 107 年家訪報告中，問卷內容卻是相當奇怪，

承購一戶，但在家訪調查中，卻連 77 年 8 月後的違建都填寫希望承購，代表受

以複選題「請問您希望的安置方式？（可複選）」
，這種『期望式』問法是無法

訪居民不了解資格限定，又怎能確實去估算符合資格承購專案住宅的居民呢？

得知居民有沒有能力或符不符合資格承購專案住宅。

即使題目有希望式的誘導嫌疑，但根據訪查結果，有高達 660 戶在其他建議欄
位填寫不贊成本計劃、或其他建議。「希望」承購專案住宅 39.6%，而非承購專
案住宅（含不贊成本計劃或其他安置法）高達 74.7%。（因為複選所以百分比會
超過 100%）
到底社子島居民有多少人符合資格承購？既然是認定門牌原則，就無法依照受
有這種結果，政府單位是否該謹慎思考，在完成訪談 2,047 戶中，為何希

訪戶數去看。與 106 年報告不同的是，107 年多了門牌分析數據，報告中提及

望承購的戶數僅 810 戶（39.6%）
，且因為是希望式的複選題問法，完全不清楚

到：在 2,047 受訪戶中，合法建物填答 1,132 個（55.3%）
、77 年 8 月前違建填

這 810 戶是否符合承購專案住宅資格或是有能力購買，更不論有高達 2,211 戶

答 495（24.2%）
； 而 2,047 受訪戶中有 1,106 個門牌，經門牌分析後，合法建

沒有實際訪查到。在討論安置計劃前，政府單位應先切確瞭解社子島符合資格

物 590（53.3%）
、77 年 8 月前違建 259（23.4%）。以這份 48.1%訪查率的家訪報

承購、且有能力購買的居民數。若能承購的居民過少，理應放寬承購資格，不

告中來看，等於 1,106 個門牌中，約莫 849 個門牌符合承購專案住宅的資格，

然就失去蓋專案住宅的意義，往後若真執行拆遷開發等，勢必引發重大問題！

約為 76.7%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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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家訪調查不實，無法得知居民是否有能力或符合資格承購(續)

107年門牌可承購

無法
承購
戶
3.0%

不清楚/未
填答
20.3%

符合資格
(合法)
符合資格
(77/8前)
無法承購戶

門牌多戶交叉分析
不清楚/未
填答
17.3%

不清楚/未
填答

符合資格
(合法)
53.3%

符合資格
(77/8前)
23.4%

無法承購
戶
41.2%

符合資格
(合法)
28.8%

符合資格
(合法)
符合資格
(77/8前)
無法承購戶
不清楚/未
填答

符合資格
(77/8前)
12.7%

※ 此圓餅圖是依據 107 年家訪調查資料。而未來實際承購專案住宅戶數，會因
「金錢考量」
、
「資格判定」
、
「增配資格判定」、「問卷設計錯誤（複選題）」等
情形有所變動。
乍看之下 76.7%是很高的承購資格比例，但以「門牌」為承購資格判定，勢必

問題點：

讓這家訪報告中符合資格的 778 戶（戶數-門牌=無法承購戶數）流離失所，在

一、 家訪調查應重做，兩個月的調查含數據分析實在太匆促！寧可多花幾個

2,047 訪問戶數中約 38%的居民（戶為單位）無法符合資格，只因為和他同門牌

月的時間，也要把正確在地戶數（全部門牌）一個個調查完畢，並且確

的其中一戶已將承購資格取走。若再加上建物 77 年 8 月後的資格不合在總戶數

保居民了解其專有詞彙。答題選項不可有“不清楚”類似這種曖昧不明

粗估 65 戶（3.17%）
，約莫會有 843 戶（41.2%）是無法承購專案住宅的！
※ 因「增配」在此問卷中無法得知數據，故不納入交叉分析計算。
107 年總資料 107 年家訪數量

（以戶為單位）

符合資格

的選項，以及新增財務考量方面問題（例如：承購金額是否能負擔）
。若
沒有一份精準的家訪調查，就無法確認居民是否符合資格或有能力承購

107 年門牌
可承購戶數

門牌多戶
交叉分析

590

590

259

259

專案住宅。
二、 承購資格判定對一門牌多戶是不公平的，從 107 年家訪問卷粗估有 38%
的戶重疊承購資格、勢必離開，如此高比例的居民享受不到開發，那執

門牌數

2,480

1,106

戶數

4,258

2,047

未家訪數

家訪未完比例

無法承購戶

33

843

半輩子的積蓄、著實不易，且專案住宅是本意就是規劃給拆遷戶入住，

門牌數

1,374

55.4%

不清楚/未填答

224

355

三、 建議流程：修改拆遷安置計劃草案→加開說明會和居民溝通已修改之內

戶數

2,211

51.9%

小計戶數

1,106

2,047

（合法）

符合資格
（77/8 前）

行區段徵收就毫無正當性可言。建議以《建物拆除坪數》
、
《設籍戶數》、
《居住事實》這三種皆符合做判定即可。政府不該預防性地把居民當成
專案住宅小偷，舉凡洲美每戶動輒 800~1,200 萬，居民購買勢必得花大
又何必侷限在門牌限制？
容（兩里持續加強宣導）→重啟家訪調查（戶戶調查）→從家訪調查中

※

分析居民對於修改草案後的意見反饋、以及確認專案住宅的承購比例。

107 年家訪報告中，共計 1,967 門牌應為誤植，其他報告中 2,480 門牌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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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開的示意圖中，社子島專案住宅位於焚化爐的位置，看起來位置應該已
難以更動。在此針對專案住宅指出三大重點，
「品質」、「價位」
、「資格」這三大
項是社子島居民長久以來所關心的。
「品質」──先前洲美拆遷戶搬進北士科專案住宅，建物大大小小的問題
早已不是新聞，廚房沒裝燈、門難以打開、格局設置、管線問題、公共區域的
廢棄物，這些屢屢登上媒體版面。於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說明會
上，已有多位社子島居民詢問此問題，土地開發總隊的回覆很簡單：是包商的
問題。
這表示政府單位並沒有盡到監督職責，導致洲美拆遷戶接受了拆遷安置計
劃，花了畢生的積蓄好不容易買、或貸款承購專案住宅，卻得到如此的品質！
既然已有了洲美的先例存在，政府單位用何以去承諾、保障未來社子島專案住

在此針對地政局的言論提出強烈質疑，70%符合資格購買專案住宅的資料從哪來

宅的品質呢？

的？針對這 70%有做購買能力調查嗎？其餘 30%承租專案住宅的資料從哪來的？
針對這 30%戶數有去確認是否符合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嗎？為了讓外界以

「價位」──無論是公文或是詢問土地開發總隊，完全得不到未來社子島
專案住宅的價位、每間實際坪數、公設坪數等。既然沒有切確的數值，居民無

為社子島皆有戶戶安置（70%+30%=100%）
，在對外新聞稿中就提出連粗估都沾不

法確認是否有能力購買或貸款專案住宅、或是無法確認目前的家庭人數適不適

上邊的造假數據嗎？這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合此專案住宅，那能不能讓政府放寬拆遷安置計劃的草案建築年限或是格局判
定增配等，反而就不是最先決的重點。

問題點：

若未來專案住宅買不起、也貸不起，無法達到戶戶安置情況下，這個「社

一、 請政府嚴格把關專案住宅品質，並提撥預算挪入專案住宅的後續修繕管

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重點安置項目──專案住宅已無法達到有效

理，減輕拆遷戶未來入住後的管理費負擔，並確保在交屋後，政府單位

功能，那區段徵收勢必窒礙難行。附帶一提，關於 107 年家訪報告中的問題

有即時窗口可供居民快速反映問題進行修繕。

「您希望的安置方式？」
，其承購選項佔 2,047 戶中的 39.6%，乍看之下佔蠻高
的比例，但很遺憾地，希望承購並不代表居民有能力購買，因此該家訪結果並

二、 討論拆遷安置計劃草案前，專案住宅應先提出實際坪數、公設坪數、切

無法佐證居民有能力購買。

確每坪價位，居民除了判定承購資格外，也要先評估是否自身有能力購

「資格」──若前兩項已達標，但缺乏承購資格，一切都白談！此份拆遷

買或需不需要購買（例如因家中人口過多或過少而不適合購買…等等）。

安置計劃草案中，承購資格判定相當嚴謹，這 4,258 戶如何去一一判定呢？先
前的問卷調查也不過一個參考，畢竟自由心證填寫。而承購資格僅限「一門

三、 承購資格在訪問率 48.1%的家訪調查中，其中約莫 843 戶（佔 41.2%）是

牌」
，那對於一門牌多戶的居民該如何是好？這設定可說是安置計劃長久以來的

無法承購專案住宅的，無法理解政府單位新聞稿中「粗估 70%可獲承購

詬病。

專案住宅」的數據從哪來？請提出精確調查數據佐證。如果無法提出佐

根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媒體事務組於 107 年 7 月 8 日所發佈的「社子島開

證，等於是政府單位涉及公共事務的虛假訊息於網路上傳佈，亦會對社

發 二階環評公聽會」新聞稿中，地政局針對居民安置問題：
「依市府掌握的資

會或國家造成傷害，各權責機關即應妥慎處理。

料推估，4258 戶在地居民，粗估 70%可獲承購專案住宅，其餘 30%則採為期 12
年，市場行情 3-6 折租金的優惠條件承租專案住宅，市府一定會做到全面照
顧，戶戶有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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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為何第一期拆遷區需承購「專案住宅」才有房租津貼？

5.4 拆遷戶只有（3+3）六年的承租期過短且不合理

社子島擬辦區段徵收規劃第一期拆遷範圍示意圖及門牌清冊已公告出來（18 年

在開發計劃中，政府單位一直提及到落實戶戶安置，那想請問，政府單位是只

3 月 5 日）
，第一期拆遷區的居民已開始擔憂未來拆遷該怎麼辦？依照政府提供

負責拆遷後短短幾年內的戶戶安置？還是永續的戶戶安置呢？符合特殊情況次

的資料，第一期拆遷範圍共 243 個門牌，103 個門牌無人設籍，其中共 140 門

否才能同意延長租期，這實在太過刁難。若承租的拆遷戶（一般拆遷戶及特殊

牌共設籍 264 戶、631 人。

身份拆遷戶）最後期滿還是得搬離社子島，那這區段徵收就毫無正當性、公益
性可言。

而在安置計劃草案中，只有「承購」專案住宅的第一期拆遷區，每門牌才

亞洲各國社會住宅比較

可申請 72 萬／3 年的房租津貼（超過第 3 年後每月為兩萬元房租津貼），這邊

國家

日本

可以發現拆遷安置計劃草案有三點詬病。

韓國
部份無限
制，其他

第一點：若只能選擇「承租」專案住宅的第一期拆遷區，在拆遷後等待專

租期

案住宅的漫長數年時間，難道就沒有辦法享有房租津貼嗎？尤其是對於較弱勢

無租期限制

30~50 年或
10~20 年租

的族群，如果連房租津貼都不願補助，那叫他們何去何從呢？

期

2015/01/29 更新

香港

新加坡

無租期限
制，入住 10
年後須審核
家戶所得

台灣
早期較無租

無租期限制

期限制，近
年推出 3+3
租期限制

※ 此表格內容參考『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官網資訊

第二點：如果買不了專案住宅（建物年限問題、無法增配、無能力負擔
等）
、又不符合承租資格，那這些第一期拆遷戶該怎麼辦？政府有先針對第一期

根據 2015 年亞洲各國社會住宅比較資訊，日本、新加坡無租期限制，香港

拆遷區的 264 戶主動探訪了解他們的狀況嗎？有關心他們是否有能力負擔舉家

無租期限制但入住 10 年後須審核家戶所得，而台灣早期無租期限制，近年

搬遷到第二期拆遷區、或是社子島以外的區域的租金嗎？還是能否開先例的放

才推行 3+3 年的租期限制、弱勢戶最多可住 12 年。政府單位是否反思為何

寬資格，讓他們未來也能承租專案住宅呢？

越走越退步，應該要謹慎思考調整租期上的彈性，而不是讓拆遷戶只能有短

第三點：以門牌為基準的房租津貼，若第一期拆遷區有一門牌多戶的情

暫幾年的安置計劃而已。

形，要他們如何運用每月 2 萬元的租屋津貼呢？難道要他們為了承購專案住宅
的資格起爭執、又要為了房租津貼吵架嗎？實在不合理！

針對 3 年就要判定資格才能續租，也是不合理之處。承租就是因為拆遷戶無
能力承購，難道在承租安置之下，就不准許拆遷戶去努力提升家庭所得嗎？
且以台灣的房價環境，絕不是努力短短幾年就有能力購屋，因次 3 年即重做
資格判定著實不合理。

問題點：
一、 第一期拆遷區除了承購專案住宅有房租津貼外，承租也應該給予同樣補
助。
二、 應放寬承租資格，或是另外立個拆遷戶的「拆遷戶專案住宅出租辦法」
，
若第一期拆遷戶若無法承購專案住宅，至少未來可以辦理承租、以及和
承購一樣皆享有房租津貼。
三、 以門牌設限的房租津貼、和承購專案住宅的門牌設限，都著實不合理，
政府單位應主動了解第一期拆遷區有無特殊需求，避免發生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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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拆遷戶只有（3+3）六年的承租期過短且不合理(續)

5.5 承租資格不該侷限在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107 年家訪報告中，完成訪問的 2,047 戶中有 234 戶希望承租專案住宅。因承
租設限為「每戶」，並非以門牌為單位，所以切確地得知希望承租佔完成訪問中
11.4%（但因為是複選題，若以單選方式，實際百分比還會再降低）。

※ 以上報導內容擷取自『報導者 THE REPORTER』2018 年 7 月份文章
問題點：
家庭訪查結果中指出，在 11.4%希望承租戶數中，依照問卷中（三）承租專案

一、 請政府單位反思如果讓拆遷戶數年後又要面臨搬家問題，那何有安置意

住宅的四個題目選項答題內容交叉比對下，僅只有 5.2%符合承租資格，相當於

義？

這 234 戶中，只有 12 戶符合資格。由此可判定要符合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二、 拆遷戶並沒有欠政府任何東西，相對政府未來若執意全區開發，拆遷戶

實在困難，甚至高達 82.8%的人無法判斷收入狀況難以回答。

整個家庭蒙受經濟上的損失、還必須忍受搬遷、工作就學異動、及十年
期以上的大範圍工程環境！如果政府做不到讓承租拆遷戶享有到開發後
的成果，那實在沒區段徵收及開發的必要性。建議可參考 106 年日本、
新加坡等無租期限制，保障承租拆遷戶的居住正義。
三、 除了保障拆遷戶的居住正義，3 年一次的資格判定勢必得做出適當調
整。如果可以承購，誰會想承租？應給予承租拆遷戶有向上提升家庭所
得的空間。可參考 106 年香港社會住宅以 10 年為基準做資格判定，往上
推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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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承租資格不該侷限在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續)
（以戶為單

107 年

希望承租

位）

希望承租戶

百分比

符合資格

12

5.2%

不符合資格

28

12%

收入不清楚

194

82.8%

小計戶數

234

100%

5.6「i-Voting 投票」誘導和「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的不當設限

107年希望承租戶

符合資格

符合資格
5.2%

不符合資
格
12.0%

『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草案）』有不當、不合理的牽制性，標題
的「區段徵收」四個字，已經侷限這是以「區段徵收」為前提的拆遷安置計

不符合資
格
收入不清
楚

劃，豈不是等於強迫居民同意接受「區段徵收」？居民無法選擇，就莫名進入
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草案）聽證會議，這極為不合理。
或許可以回朔到政府在 105 年的社子島開發方向 i-Voting 投票，只用了投
票率才 3 成 5 的，其中僅佔近 6 成票數的「生態社子島」
，就決定未來開發方向
（其實得票數只不過佔社子島總人口數 2 成）。但有很重要的一點，為何是以
「區段徵收」為前提下，進行開發方向的投票？完全是誘導居民同意區段徵
收。

收入不清
楚
82.8%

多數社子島居民原本有屋可住，如果為了配合政府的區段徵收拆遷開發計劃，
搞得承購不起、承租又不符合資格…而無法得到安置，那政府一直講的「戶戶
安置」豈不是自打嘴吧？所以政府是否應擬定專屬於拆遷戶的特別出租辦法，
畢竟居民變成「拆遷戶」這個身份並非個人本意，是政府違背居民意願執行拆
遷安置計劃造成的，如果強行套用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著實不妥，勢必
引發居民的反彈聲浪。

問題點：
一、 既然市府說要做到 100%逐戶列管（「列管」這詞其實用得也很詭譎，拆

※ 無論是地政局網路文宣、

遷戶身為臺北市居民、按時繳稅，使用「列管」兩個字是濫貼標籤，建

i-Voting 投票實體或網路操作步驟、

議改用其他詞彙為佳。）
，就必須重啟家訪問卷調查，家訪專員需協助與

台北市民意見蒐集網路操作步驟，

每一戶確認資格，以精準調查出符合資格的承租戶數，才能了解是否能

皆有示範蓋章，是嚴重的投票瑕疵！

戶戶安置。
二、 應擬定屬於拆遷戶的「拆遷戶專案住宅出租辦法」，否則以家訪調查的
234 戶中，僅 12 戶（5.2%）符合承租資格，真的太低了！既然政府單位
講求戶戶安置，就該讓無法承購專案住宅的拆遷戶也能順利辦理承租作
業，而並非只是口頭說說的粗估 30%可承租，不過就是欺瞞在地居民、
誤導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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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i-Voting 投票」誘導和「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的不當設限(續)
i-Voting 投票率極低，僅 3 成 5，可以從兩個方向來看：一、政府單位宣導不
佳，多數居民不知道有投票；二、部份居民得知此投票是以「區段徵收」為前
提，因此拒絕投票。此外，我提出異議，當時的 i-Voting 的投票廣宣，無論是
政府單位釋出的簡報檔或是文宣，竟然示範蓋章在「生態社子島」！有主導或
引導居民投票方向的嫌疑，這是極為嚴重的投票瑕疵！且文宣只寫解禁開發，
卻無提及是以區段徵收，加上「生態」兩字爭議，皆有不實文宣誘導居民投票
之嫌疑。
而今年 108 年 2 月 18 日的「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草案）」
中，僅兩張 A4 共四面就當作居民的生與死，如此草率的拆遷安置計劃，是否政
府單位有行政瑕疵？包含最初 105 年的 i-Voting 投票的過低投票率及誘導性投

5.6「i-Voting 投票」誘導和「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劃」的不當設限(續)
問題點：
一、 請政府單位提出實質的居民調查數據，在明確告知「區段徵收」為前提
開發下，有多少人數比例是贊成開發？若無達到一定的民意，理應針對
各種不同開發方法重新投票，再依照高民意開發方案為主軸，進而規劃
全面性的拆遷安置計劃，落實原居民的居住正義。
二、 拆遷安置計劃不管在哪種開發情況下（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部份徵
收混合有條件的限制解禁…等）都是很重要的一環，否則政府單位也不
會一直朗朗上口「戶戶安置」這四個字。為什麼如此重要的拆遷安置計

票，本質上已偏離軌道、違背民意。在沒有達到多數居民「區段徵收解禁開
發」的同意之下，就談「拆遷安置」，完全是本末倒置，誘導視聽、引發居民恐
慌。

劃僅僅只有兩張 A4？而這如此草率的計劃已嚴重擾亂了社子島一萬多位
居民的生活，煩惱著可能即將面臨的拆遷問題，更別說是弱勢族群的憂
心焦慮。請提交草案的政府單位要省思，真的有為居民著想？還是不過
求快趕流程？不管居民是否恐慌焦慮？政府單位面對的不僅是「法」
，更
重要的是「人」，各司其職、保有責任心，而不是強渡關山各種計劃，完
全抹滅了多數居民意願或意見。

※ 以上報導內容擷取自『中國時報 柯伶穎、黃意涵／台北報導』2016 年 2 月 29 日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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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產業安置」及「文化安置」毫無提及
5.7「產業安置」及「文化安置」毫無提及(續)

針對兩張 A4 共四面的拆遷安置草案內容，除了嚴苛的拆遷戶安置條件外，並無
提及任何關於工廠、餐飲業、農地、文化等拆遷安置。政府單位既然已知曉在
提出草案後，未來還需舉辦多場說明會讓居民了解、共同代理人協調會、聽證
會議……等，以及兩位里長和在地 1 萬多居民上的溝通，勢必花費大把時間、
人力，為何不在提出這份簡陋的草案前，就把在地居民多方可能性都考量進
去？
社子島有為數不少的工廠、餐飲業、農田、廟宇文化，在拆遷安置上政府
單位更要了解各種產業文化現況，而不是只有單純提供「拆遷戶」的安置版

在 106 年對在地製造業訪視結果中，政府單位針對 286 個業者進行訪視，其中

本，或是說有單位可以輔導轉型等官方話語，讓社子島居民擔憂徬徨，且在多

有 199 家業者配合訪視，這邊想請問政府單位有沒有訪視業者的清冊？訪視對

次溝通無解下，進而引起對政府單位的不信任、引發各種衝突。

象為公司主導人嗎？訪視內容切確為何？為何有高達 87 個業者不願意接受訪
視？連上面這張數據都是經詢問後，才在公家機關網頁中的檔案簡報裡瀏覽

社子島的產業繁多，尤其為數不少工廠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其中也不

到，有業者甚至都不知道有這訪查，這何以讓在地居民、業者信服這些數據來

乏外籍移工，如果沒有產業完善安置，勢必不少工廠因無法找到合適、符合公

源？

司營運成本的廠區，而面臨關閉。政府只拿出「有單位可輔導協助」根本只是

未來規劃回社子島經營本業、以及回社子島轉業比例高達 44.2%，請問政

消極作為，強迫居民接受區段徵收，設立了原居民碰不起的住宅、開發了原產

府單位有重視這些意願嗎？有在社子島開發規劃中，擬定一個區域是屬於原在

業無法進駐的科技園區，完全沒設想這些在地產業如何在開發後能回社子島繼

地產業的工業區嗎？如果都沒有，只說政府單位可以輔導遷移，那完全就是罔

續經營。如此趕走數百間在地產業，犧牲了無數人工作權，那社子島區段徵收

顧了在地居民的生存權、就業權。

也就沒有所謂的公益性和正當性。

對於在地文化信仰，政府單位理應重視，而非提出待開發後可使用數位設
備回顧，這跟居民的期望可說是背道而馳，同時也感受到政府消極的態度。在
地居民希望即使開發也要保有傳統文化的要求、信仰的傳承，而政府單位就是
完完全全的扼殺。
問題點：
一、 請政府應規劃屬於「產業」的問卷，加以了解社子島在地產業的種類、
數量、規模、就業人口，針對各產業若面臨拆遷問題，會面臨的狀況，
以及各個階段需要什麼幫助等調查，以有助擬定出產業專屬的「產業拆
遷安置計劃」
。
二、 若要保障原居民的在地就業權，擬應在開發計劃中規劃屬於原居民可遷
移的工業區，依照產業屬性不同稍作區分，讓在地產業永續經營、居民
不失業。
三、 請尊重在地文化，不是僅保留幾間廟宇和古厝而已，應針對廟宇等信仰
文化作調查，了解保留的需求，而不是執意抹滅原居民的聚落傳統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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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質疑拆遷安置計劃草案的內容及聽證會議方式(續)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於 107 年 11 月 22 日發佈的『
「澄清媒體報導「福安里長批柯

問題點：

社子島滅村殺手」
』此新聞稿中指出【一、社子島要開發但絕不滅村】
，但這份

一、 全區區段徵收如果進行全面拆除，是不可能保存的了當地文化、聚落思

拆遷安置計劃草案卻完全是以「社子島全區區段徵收」為前提，且毫無尊重在

維等，政府單位不應過度包裝新聞消息，有可能導致居民信以為真、或

地民意、也不願溝通保留在地文化。完全不符合新聞稿中所說的「以尊重民意

是造成外界誤會，這對在地居民是相當不公平的，請依照現況資訊作新

並保存當地文化與聚落的思維辦理規劃開發」
、「評估研議剔除區段徵收之原則

聞發佈。

與配套措施，以達成開發不滅村的目標」，因此我質疑這份拆遷安置計劃草案在

二、 往後加開聽證會議，應遵照原本的「言詞陳述」及「交叉詰問」方式，而

規劃上已經背離地政局所說的「剔除區段徵收」與「保存文化聚落」。

不是由發言人只能單方面陳述意見，對居民及委任人來說極不公平。
三、 在沒有切確數據佐證下，請勿用「社子島居民多數表達贊成開發」言詞誤
導外界，地政局沒有辦法代表社子島居民講話。且不少居民都是 2 月底收
到公文才發現政府單位要召開拆遷安置計劃草案聽證會議，何來讚同開發
之說？

針對第二段新聞稿【二、特別安置計畫聽證 廣納在地居民意見】中提出兩個質
疑。第一個質疑：內文所寫的「社子島居民多數表達贊成開發」，是以何種數據
佐證？當初社子島 i-Voting 是如此低投票率及包含著誘導式投票，肯定不是以
此作判斷，那地政局又是以什麼判定是社子島居民多數表達贊成開發呢？
第二個質疑：
「透過公開透明方式，進行言詞陳述及交叉詰問，以釐清爭
點」
，但是土地開發總隊這次 4 月 13 日聽證會議上，只允許 25 位發言代理人陳
述意見、由機關回應，完完全全屏除了交叉詰問。是否政府單位涉及濫用職
權，讓此拆遷安置計劃草案的聽證會議，只能以意見陳述、無法交叉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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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如果無法保障戶戶安置，就不可執行區段徵收(續)

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 PTS INNEWS 在 2017 年 9 月 27 日發佈了「獨立特派員-第

長久以來臺北市政府一直強調戶戶安置，甚至多次新聞稿、對外簡報檔都寫著

514 集-誰的社子島」，影片裡北市都發局副總工程司邵琇珮（現任總工程司）

「70%承購、30%承租」，但是以 107 年家訪數據粗估、以及居民知曉自身是否有

說：
「區段徵收都是我們取得公共設施的手段之一，你以後需要的公園、你以後

能力承購專案住宅，這都已經明明白白是絕不可能有戶戶安置，為何政府要自

需要的道路、你以後需要的學校，你們自己這個開發區自己來負擔。那這個開

欺欺人是 100%的安置呢？甚至放任網路輿論「社子島居民就是貪婪」的導向，

發區，這些道路、這些學校、這些公園，誰用的，也是住在這個島內的人。所

任由網友砲轟社子島居民卻不闢謠，實在有失臺北市政府的格局。

以會認為說，這是一個比較公平的一個原則。」
針對這位長官的公開言論，若多數居民無法達到戶戶安置，舉凡來說因這份拆
遷安置計劃（草案）內容，有建物年期資格不合、有資格卻買（貸）不起專案
住宅、無能力協力造屋、不符合優先選配安置街廓資格、無法達到配售條件、
不符合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等等，勢必造成為數不少的居民離開社子
島；或是因為在地數百間產業拆遷歇業，導致原居民必須往社子島外去找工
作。這些人是完全無法享受到這位邵總工程司所說的公共設施，那就不符合所
謂的公益及公平原則，也就等於「區段徵收」這個方案先決條件已不成立。

開發有很多種方法，但「區段徵收」進行開發，已經是抹滅在地居民的人文背
景、生存權益、居住正義，試問政府收走在地居民這麼多土地，蓋了這麼多住
宅，最後得利的是原居民？還是接下來準備進駐的財團建商？又何以說服在地
居民這個區段徵收的公益性、正當性、必要性？
禁建近半世紀不是居民所願意的，但也因為禁建關係，讓社子島一直緩緩
保有著純樸風貌，沒有繁雜的都市氛圍。政府既然是為了居民解除禁建開發，
理應保有在地人文風貌，必要的公共設施可徵收空地以小規模輕度開發即可。
而不是提出全區區段徵收剷平計劃，一萬多的居民其生活、工作勢必大受影
響，買不起、貸不起、沒資格承租專案住宅的居民勢必離開。
內政部營建署歷年資料中，106 年度全國空屋有 86 萬 4 千多，其中大台北

問題點：

地區佔 20.88%空屋率。社子島真的有必要蓋這麼多住宅、還有商圈及科技園區

一、 請這位長官要對自己說的話負責，原居民都要能享受到開發後的公共設

嗎？如果依舊不顧居民反對的聲音，執意加快流程進入區段徵收開發，那真的

施。
二、 因先前的兩次在社家訪調查稍嫌薄弱，加上訪查率又低，政府單位應重

什麼純樸景致都不復存了。最終，社子島和周遭地區，只能面對十年期以上的

新家訪，調查居民未來是否有能力留子島享受到開發後的公設。

大規模開發工程紛擾，大型機具進出混雜，而居民只能四散遷離、產業熄燈、
信仰文化消失，社子島徵收拆遷開發案將會是居民心中永遠的悲痛。

三、 如果重新家訪的訪查結果中，超過一定比例的居民無法留在社子島，政
府單位應謹慎思考執行區段徵收是否有正當性、公益性、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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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參考資料
環評大會審查簡報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之第 6 章 6.7 至 6.7.5、第八章全
明日社子島網站 1070708 第二場公聽會意見回應表第 15、16 頁
明日社子島網站 1070707 第一場公聽會意見回應表第 27、28 頁
明日社子島網站 1070707-08 現勘及公聽會發言單意見回應表
環境影響評估大會審查簡報。
環境影響報告書/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所有關於社子島開發的宣傳資料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00 次會議紀錄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25 次會議紀錄

問題點：
一、 如果政府願意以附帶條件，舉凡像是「限建幾層樓以下」等類似附帶條
件解除禁建，讓居民可以在合理的範圍內修繕或改建自己的屋子、地主
若有空地也可蓋屋，這也算是一種開發。且這種開發相對地安全許多，
不會對在地生態造成太多影響，公共設施水平也能慢慢提升。
二、 開放附帶條件的解禁外，相關必要的公共設施建物，可徵收小部份空地
蓋。
三、 請政府應正視網路攻擊社子島的偏頗輿論，放任不闢謠實在有失貴府格
局。

環境影響評估 200 次會議紀錄簡報意見回覆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第二次環評審查大會簡報
社子島公益性及必要性土地徵收簡報
107 年 1 月-社子島地區開發前 專案調查執行計畫成果
107 年 2 月-社子島 i-Voting 投票文宣
107 年 2 月-社子島 i-Voting 實體、網路、臺北市民投票操作步驟教學簡報檔
107 年 3 月-社子島家戶空白問卷、訪查作業成果報告
107 年 6 月-社子島公益性及必要性土徵小組會議簡報
104 年 1 月-國外案例─亞洲各國社會住宅比較 https://goo.gl/8mshPY
105 年 2 月-社子島 i-Voting 投票率只 35％ 結果僅供參考
https://goo.gl/fA46hF
106 年 9 月-獨立特派員 第 514 集 (誰的社子島)
https://youtu.be/rfYodGfLoCE
107 年 7 月-社子島開發 二階環評公聽會 https://goo.gl/awmrYd
107 年 7 月-新混居時代──社會住宅的共融挑戰 https://goo.gl/y3Zbij
107 年 11 月-澄清媒體報導「福安里長批柯 社子島滅村殺手」
https://goo.gl/RkRmDs
社子島開發案文章、報告、文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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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王姿羡

1

鍾議員佩玲(發言摘要)
以下三點，要反應居民的心聲及需求，首先是充滿爭議的家戶
訪查，它的達成率只有 48%，過程中還發生訪查員不會說台
語，遇到不會說國語的老人家，完全雞同鴨講，這是有效的訪
查；還有訪查員找不到大人而訪問小孩，也是有效的訪查。整
個訪查結果如此荒謬，卻具有代表性，我們認為家戶訪查應該
要重啟調查。第二項是未來如果社子島開發案出現追加預算的

二、 列席團體、居民代表意見陳述摘要

員育明擔任主席。

委員全數迴避出席會議及表決。本案由出席委員推選李委

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本府機關

一、 本案開發單位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依據環

討論案：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初稿

陸、討論事項：

決議：同意確認。

案名：中央研究院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溫室、學人寄宿舍
（1）、學人寄宿舍（2）等新建工程開發環境影響說明
書－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申請停止環境影響評估監督
委員會變更內容對照表

報告案：已經本會審查通過案件，開發單位修正書件經委員及
相關機關確認情形

伍、報告事項：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李委員育明(討論案)

參、 主席：劉主任委員銘龍(報告案)

貳、 開會地點：市政大樓 2 樓北區 N206 會議室

壹、 開會時間：108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 上午 9 時 30 分

第 204 次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2

富洲里 陳里長惠民(發言摘要)
臺北市政府要開發社子島是一件好事，能改善居民生活品質，

福安里 謝里長文加(發言摘要)
在哪辦說明會一定要跟里長協商。士林區公所是要怎麼去，福
安國中可容納三、四百人，他是要分散人員，這黑箱作業我們
不認同。我曾跟他們說，你要開會要做什麼，大家來商量比較
沒爭議，可惜他們都不要，就照他的行程，沒在顧我們的感受。
第一點社子島環評是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以都市計畫為基礎
評估開發對環境的影響。柯 P 市長曾批評郝龍斌前市長的臺北
曼哈頓計畫要全區填土是滅村計畫，現在柯 P 市長的都市計畫
也要全區區段徵收且全區填土，不就是柯 P 市長最反對的滅村
嗎？
第二點去年地政局發一篇網路新聞跟社會澄清不會滅村，而且
指名是我謝文加的說法，我覺得很奇怪滅村是用柯 P 市長標準
說的。地政局直到最近才要管，不是應該在 104 年開始時地政
局及開發總隊就應先調查社子島鄉親徵收意願，並提供給都市
發展局調整都市計畫，希望委員要求都市發展局下次會議提出
地政局 104 年和 105 年對區段徵收調查及評估之正式公文，含
發文時間，並公布給社會知道。
第三點，社子島除自然環境，還有人的環境，從 104 年到現在
每次開會我都主張我支持開發、希望做市府和鄉親間的橋樑，
但是這種滅村的都市計畫，委員認為我應該支持嗎？我懷疑市
府是不是因為困難不想理我們，才故意做這種滅村計畫，市府
如果沒能力做出合理的都市計畫，最好趕快把堤防蓋好，堤防
內再另行規劃，解除禁建並允許鄉親自行合法改建，再拖下
去，如果發生地震，發生狀況臺北市政府不用負責任嗎？現在
最大的問題就是拆遷安置，我一直提要有特別拆遷安置補償辦
法，才能解決問題。

狀況，成本是否能承諾由市府來負擔，不讓所有的民眾來共同
承擔和吸收。第三點是聽證會要開在哪裡？剛剛總隊長說在士
林區公所，因為場地夠大。但是過去幾場說明會都在福安國中
也可容納這麼多人，當地很多居民行動、移動不方便，如果聽
證會需要、希望多數社子島居民參加的話，開會地點希望能夠
列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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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倫里 宋里長旭曜(發言摘要)
請規劃單位應落實保留社區營造精神，譬如夜弄土地公，社子
地區分作 58 年延平北路五段、六段的都市計畫，跟現在七、八、
九段的都市計畫，五段、六段都市計畫現在已經沒有陣頭，今
年都是七、八、九段範圍的陣頭到我們那裡弄土地公，如果沒
有實地了解，當變成高樓大廈，只剩下一、兩個聚落或是幾個
宮廟時，夜弄土地公還會存續嗎？
上次也提過的環境空污現象，我長期看北投焚化爐檢測報告，
社子蔬菜區是士林、北投所有檢測區中最高的，空氣中戴奧辛
最高跟最低差十倍多，那邊沒有多少車輛，已排除車輛污染可
能性。
第二個土壤液化，如同住在七段鄰長所說，沒有焚化爐時地瓜
葉煮出來的湯是綠色的，自從有焚化爐之後，煮出來的湯變黑
色，因土壤長期累積沒有分解，蔬菜區跟士林、北投最低相比

但市政府不能不顧在地居民未來生活安置及失業的恐懼。以前
我還小時生活品質還比現在好，當時有診所、雜貨店和菜市場，
現在完全沒有。社子島很多弱勢，如果市政府放寬安置條件和
優惠條款，我相信居民都樂觀其成。第一工程期現在設在富州，
如果要安置希望分成兩區，基隆河一區、淡水河一區。
查估時一定要同里里長陪同，因為里長比較了解每戶的情形。
最後，社子島開發有關的會議希望都能在社子島開會，因為那
裡老人很多，像 3 月 4 號、5 號要到區公所開會，區公所雖然
離社子島很近，但社子島交通是怎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
開車一定沒位置停，要勞師動眾時怎麼不在社子島，那裡有國
中也有國小，在區公所開會還分兩次，一次富州里、一次福安
里，這樣分開有什麼意義，我們反映你們才說不然到社子島，
如果沒反應就在區公所，再沒反應，下次是不是就直接在臺北
市政府開，今天這麼多人來是因為大家很關心這次開發，來的
人有的贊成、也有弱勢，社子島開發是關係到所有人的權益，
不是利益，是權益，畢竟禁建那麼久，政府應該要把條款放寬，
一戶一個通鋪睡八個人，請問男生女生要怎麼睡，社子島內幾
乎每家、每戶都有相同問題，所以說社子島要開發，最簡單：
條件放寬、每一戶都安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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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先生志昀(環評書內容問題分析第 2 版如附件 1)
上一次社子島開發案所開的第 200 次環評會議意見回覆許多問
題都是答非所問，對於家戶訪查問卷的疑慮不斷地跳針式回
答，「成立專業訪查團隊、多次討論訪查內容、與里長討論」，
但事實就是受訪率過低，不被大多數居民所認可，也完全沒有
採納居民、里長意見對問卷內容作出調整。讓人感覺開發單位
的態度就是相當敷衍草率，在多次的要求與建議下應與地方充
分溝通後補充調查或重做家戶訪查，但是目前也一直沒有看到
有積極作為。開發單位到底有沒有意願提出具體的方案來增加
整個問卷的可信度，不斷用一樣的語句在說問卷沒有疑慮。再
過 5 天(3/4、3/5)聽證會前說明也要舉辦了，目前這種高傲的態
度實在難讓人相信接下來要舉辦的聽證就真能夠反映居民意
見並做出調整。
在去年 12/17 的社子島景觀規劃論壇中，水利處表示，河堤將
會是第一期範圍，為何今天會議中簡報或是整本環評報告書中
的分期開發圖說並未提及？據瞭解地上物查估作業已經招標
兩次，且再過 5 天(3/4、3/5)就要舉辦安置計畫聽證前說明會，
至今開發範圍、影響人數、戶數、符合各個安置計畫的人數以
及究竟這些人之中多少人是有能力的，難道開發單位都還不能
夠確認嗎？居民在面對這種不知何時來臨的迫遷案內心是相
當糾結的，現在大多數居民對於自己的權利、資格、影響都不
清楚，要如何保證在社經人文的影響可以縮小？請開發單位在
今日會中就安置相關內容提出具體精確的數據。
在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環評中的家戶訪查報告中提到 50%中
低收、70%弱勢，究竟這些是幾戶？幾人？多少人有能力拿出
至少一千萬來承購？
目前對於戶數認定的條件也並未能符合社子島居民多代同堂
的現象，對於認定條件應從寬。
過去多次會議中大家不斷的說，洲美的北士科做為前車之鑑、

高出將近 40 倍。
第三個社子島要開發應優先進行河川整治，我一直希望推動水
上活動讓這裡變成北臺灣的水上樂園，小時候的河岸邊是現在
提頂上騎腳踏車處，多出來的都是淤積形成的，因此河川整治
也是社子島開發案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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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世勳(發言摘要)
請翻閱「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

陳先生鴻筠
請委員翻閱「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書內容問題分析(第 2 版)」(如附件 1)：
1. 第 93 頁，從 107 年 7 月 7 日環評說明會迄今，已將近半年
時間，至今仍未有明確施工範圍圖，而施工範圍(第一期)仍
舊不斷擴增，甚至刻意移除防洪工程施作範圍相關資訊，思
慮此舉勢必造成居民權益的重大損失，故整理以下數點，請
市府相關規劃單位正視問題並妥善說明：
2. 第 94 頁，不納入防洪計畫之合理性。
3. 第 95 頁，請市府提供防洪計畫施工範圍圖。
4. 第 96 頁，請市府提供堤防工程範圍圖、第一期範圍圖、第
二期範圍圖套整。
5. 第 97 頁，全區填土開發之合理性。
6. 第 98 頁，問卷設計方式未依據開發期程分別進行評估。
7. 第 99 頁，因提高優惠補助或防洪計畫預算納入影響居民權
益疑慮

社子島不要成為下一個洲美。元宵節才剛過完，洲美也和社子
島一樣有著夜弄土地公的傳統，開發單位說未被保留的廟宇能
有不同方式繼續留下來，但是很真實就看到對岸的洲美，今年
的元宵節從原本的可以穿梭在巷弄、家戶門口，變成必須被規
範在限制範圍中擺設神案、燃放鞭炮。這樣未完善的保留計畫
所影響百年活動能算傳承嗎？還能有下一個十年嗎？一個傳
統祭典與廟宇、居民、商家、聚落的集體凝聚力密切相關，不
是在圖上標出 38 個點說明這裡有廟宇，卻從來未曾最思考最
重要與人的關係，如此做出的文化保存方案不過只是敷衍了
事。
去年 6 月 26 日內政部都委會雖通過社子島開發案主要計畫，
委員於會議決議要求市府須對於安置計畫及聚落文化延續需
有積極作為，但目前這兩部分在二階環評中卻是最為薄弱的部
分。「不滅村、戶戶安置」是居民長期以來最為關注與期待的
部分，開發單位應在多方會議同步進行的情況下尊重不同委員
會意見，找尋最適合社子島發展之方案保障居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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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朝燦(發言摘要)
首先感謝亞新公司用 20 分鐘毀了社子島，我試圖用 3 分鐘挽
救社子島。今天主要討論社經人文，結果從頭到尾沒有聽到他
講什麼，最有關的安置問題說就不再贅述。民國 59 年一紙禁
建令，沒來由就把社子島禁建，在延平北路六段和七段間築起
一道高高圍牆，裡面有一道很大的閘門，從此以後延平北路
七、八、九段成化外之地，停止發展、建設，經過 49 年，柯 P
忽然想到要來開發社子島，要讓人民有更好的生活及居住品
質。亞新工程顧問公司做的家戶訪查，是前幾次二階環評時提
出來的，結果訪查內容粗糙，沒有跟里長討論，1 月 4 號坤天
亭開說明會時，我們不斷反應，結果內容一字沒有改，訪查內
容可信度非常低，48%，他說很多人拒訪或是三次來訪未到，
但我們陳惠民里長，是坤天亭主委，每天都在社子島，沒有拒
訪也不是空戶，結果沒有被訪查到。我在里辦公室當小助理，

容問題分析(第 2 版)」(如附件 1)
環評有社會經濟文化調查，根據行政院環評委員專家學者甄選
原則包含各領域的學者，但這次沒有針對社會經濟文化的學者
進行甄選或遴聘。
第 67 頁，社子島有很多文創隱形冠軍，在臺灣發光發熱，對
文藝有深遠影響，但這次社會經濟影響評估跟調查完全沒有評
估這些文創業者的影響。
第一是上京影業，由金鐘獎訪賓劉京陵老師跟他朋友合夥創
立，之後慢慢形成大約八家的攝影棚產業鏈，社子島是很重要
的拍片、MV 或剪接地方。
第二及第三是福爾摩沙馬戲團跟長弓舞蹈劇場，他們常去國外
表演，如歐洲或法國等，也是世大運很有名的團體。
再來是李明道老師，他雖然沒有在社子島駐點，但一些他的機
器人產品、作品或工具常寄放社子島，非常有名且在世大運和
兩岸三地都有很大的展演。
第四個是 56Deco，在我家附近，原本是洲美很有名的骨董商、
文創店，因為洲美開發後負擔不起店租只能到社子島來。如果
拆遷後，他能負擔的起店租嗎，還是就搬走流浪到其他地方
去，這些隱形產業、文創冠軍對臺北市的影響非常大，但這些
在社子島的產業卻要把他剷除、抹平掉，這原本是社會調查經
濟就應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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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 廖副教授桂賢
針對社子島開發案之環境影響，本人針對計劃興建之 9.65 公尺
高堤提出以下兩個問題：
1. 9.65 公尺高堤對社子島聚落保存將有嚴重影響：
社子島開發計畫的環境影響評估，將社子島的防洪計畫排
除，並不合理。社子島的防洪計畫雖然由經濟部水資源審議
委員會審查，但是從水利處剛剛報告各委員所提出之意見可
知，該審查主要以技術審查為主，並未涉及防洪計畫所造成
的社會文化影響，而社會文化層面是影響當地居民深刻關切
之問題。而且，相對於環境影響評估的審查，防洪計畫之審
查不透明、不公開，排除公民參與。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應注
意到 9.65 公尺之高堤對於社子島聚落保存之影響。容我提
醒：去年六月二十六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審查委員會通過社
子島開發計畫的其中一個附帶條件是：
「對於聚落保存、環境
內的人文的紋理關係，要透過細部計畫規劃，盡可能地維
持」。然而，計劃興建的 9.65 公尺高堤，在淡水河側將會比
原有堤線退縮三十公尺，而社子島絕大部分的聚落緊鄰淡水
河而生，堤線退縮三十公尺將會影響到許多房舍，對聚落帶
來幾近毀滅性的影響。請問，開發單位該如何回應都市計畫
審查中所要求的「聚落保存」？
2. 並未考量溢堤與潰堤對社子島帶來的滅村風險
此外，防洪計畫的審查也未考量堤防所帶來的溢堤與潰堤風
險。在極端降雨越來越頻繁的今天，溢堤與潰堤事件遲早會

這兩天廣播七次，民眾打來問是要開發還是安置什麼，你說有
做家戶訪查，結果有一半以上民眾還認為市政府給的條件是一
坪換一坪，一屋換一屋，這樣的認知，你們還敢開發嗎？我們
只廣播兩天、七次就來數百位民眾，現在兩里里長準備組織一
個自救會、監督委員會，如果組織起來開始動員時，不曉得會
有幾千、幾萬個人來，我們有 300 公頃、四千兩百多戶、一萬
兩千多個生命就這樣白白葬送在你們手裡嗎？去年 6 月通過的
都市計畫告訴我們，你們要落實戶戶安置，107 年 12 月 6 號土
開總隊發一份公文說 12 月 10 日要開會說明聽證會相關事宜，
福安里跟富洲里里長都表示請他們改日期，結果他們依然辦，
本來聽證會要在 10 月辦，現在提前到 4 月，這樣公平嗎？這
樣的安置鄉親們你們能接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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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郭律師鴻儀
1. 謹請委員確認防洪計畫哪些內容須放入此次二階環評進行
影響評估。
依開發單位提出之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一階環評書件）係
將防洪工程置於開發行為內容說明，但二階環評之境影響估
報告書初稿卻將其移出，僅就部分行為內容放入第八章討論
防洪計畫對居民之影響衝擊，然於範疇界定以及前次環評審
查會議，已有多位委員提出防洪計畫應納入此次環評進行討
論，且防洪計畫內容不僅止於堤防之興建、填土工程等內
容，尚包括鄰近區域如蘆洲、三重垃圾山之移除、關渡平原
保護設施北移等，對於鄰近區域之水文環境影響重大。且防
洪計畫為本社子島開發計畫案最根本的發展前提，雖然經濟

發生。用越高的堤防來對抗洪水，一旦發生溢堤或是潰堤事
件，會產生更大災難，加重生命財產的損失。目前整個臺北
地區，對於未來可說一定會發生的溢堤與潰堤情事，卻沒有
任何因應措施；而地理上相對孤立的社子島相對於臺北市其
他地區而言，在溢堤與潰堤的緊急狀態時，居民向外疏散的
地方有限，疏散不及將會造成更嚴重災難。然而，社子島開
發計畫的環境評估報告書中的「防災避難計劃」，卻非常簡
陋，僅非常籠統地提到到緊急道路、收容所等，甚至沒有針
對不同的災害來做防災避難規劃（地震所需的防災避難跟水
災是不一樣的）
。在極端降雨頻仍的今天下，超過兩百年重現
期距的洪水一定會來，只是早晚的問題。請問開發單位，當
社子島遇到溢堤或潰堤的狀況時，該如何因應？ 建高堤讓社
子島進一步開發，引進更多人入住社子島，讓更多人暴露於
災害風險中，是不道德的開發模式！針對本人以上發言，與
會的水利處官員於稍後回應：
「社子島比較不容易產生潰堤事
件，因為若遇上超過保護標準的大水，會是上游的臺北其他
地區先潰堤，在社子島頂多發生溢堤」
。然而，退一萬步而言，
就算潰堤事件在社子島發生的機率微乎其微，難道溢堤的風
險就應該被忽略嗎？請開發單位正視超過堤防保護標準的大
水來時的災害風險。此外，該水利處官員宣稱，針對這個議
題已經與本人溝通過；但事實上，本人從未與該水利處官員
接觸過，遑論討論關於社子島的防洪課題，水利處並未與本
人就社子島潰堤之議題有任何形式溝通，在此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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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水資源委員會已就防洪計畫進行審查，但環評審查著重在
開發行為對環境之影響評估，與經濟部水資源委員會所審查
之內容並不相同。謹請委員確認防洪計畫內容有哪些具體項
目應於本次環評程序中進行審議，餘者應如何處理。避免目
前對開發行為內容及範圍發生不明確之情形。
2. 有關安置相關環境影響評估不應以聽證程序取代。
二階環評對於社會經濟應調查評估之項目如社會心理、居民
安置等相關基礎事實資料，不應以目前規劃為安置所進行之
聽證程序取代。依目前市政府規劃的聽證程序，並沒有明確
的爭點議題，僅針對安置拆遷方案承購、承租資格及條件以
及相關安置議題進行開放性的意見陳述，無針對任何爭點進
行論辯，該聽證程序雖名為聽證實質上應屬「公聽會」。謹
請委員應要求開發單位仍應補強環評社會經濟應調查評估
之內容，不應以舉行聽證程序（且設計有爭議）取代。
3. 請開發單位及委員重視社會經濟影響調查，補強開發團隊於
此項目之專業性，減低開發行為將來可能面對之社會成本和
開發風險。
二階環評案件屬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之案件，審查重點在
於對於環境有重大影響情形進行更徹底的調查評估，提出減
輕或預防對策。而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之
規定，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情形包括「當地眾多居民遷
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有顯著不利影響」等
情形。社子島開發計畫內容涉及大規模遷移，對於在地居民
「社會經濟」層面影響重大，但開發單位在社會經濟項目之
調查，欠缺社子島基本居民的社會經濟結構資料（包括各級
產業、居民社經程度、迫遷敏感族群），拆遷安置相關章節
亦無法看出可以當地居民是否可獲得妥適的安置、多少戶
數、人數符合安置資格並且有能力負擔相關承租承購的條
件。在地產業除一再強調工廠將輔導至產業專區外，對於其
他產業包括在地農業、服務業（小吃、小型商業行為等）、
藝文業影響缺乏說明。目前開發單位與在地溝通不良，對於
社子島居民面對開發行為的心理無法有效掌握，居民存有面
對開發的心理恐懼，卻無法因市政府的說明得到解答，徒增
政府與居民的誤會，更因此延宕改善社子島環境的美意。依
目前環評報告書初稿內容所撰寫之社會經濟項目以及處理
10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林研究員必修
針對這份環評報告的社會文化經濟調查，我要再說一次它在瞭
解議題、評估影響與提出對策都是不及格的：
第一， 社區基本資料不充分：也就是問卷訪查的問題。
我想先舉高雄大林蒲遷村意願調查為例。大林蒲應受訪人數 1
萬 5 千多人，社子島這邊 1 萬 1 千多人。大林蒲的普查，在遷
村方案選擇也是以「戶」為單位；但意願表達部分則是以「人」
為單位。所以說，社子島問卷訪查安置方案的選擇以「戶」為
單位合理，但不代表問卷就不需要去了解一個家戶裡面其他成
員的意向。
那大林蒲遷村意願普查前置作業又是怎麼做的？研訂階段有
11 次會議、3 次諮詢會，又做 50 份試訪。為了讓居民更清楚
普查的方式和內容， 高雄市政府開了 6 場說明會，經過這樣
的滾動修正後才定稿。在問卷實際執行時，大林蒲訪查員是和
里幹事一同挨家挨戶進行，也在 3 個月左右完成，最後人數
的受訪率有 97%。
反觀，社子島的家戶訪查，在正式做問卷之前，開過幾次會議
呢？訪查作業研商會議 1 次，與里長討論 1 次，訪員教育訓練
1 次，辦給里民的座談會 1 次，總共就這 4 次。執行情形上，
北市府說訪查員有找里長協助，但里長告訴我們，僅止於「問

模式，顯不具足夠之專業性處理社子島社會經濟影響評估問
題，建議開發單位邀請社會經濟影響評估專業學者諸如曾受
環保署委託研究社會經濟影響評估技術規範之臺大風險社
會與政策研究中心或其他因國際赤道原則要求曾辦理過社
會經濟影響評估之顧問公司協助辦理。規劃有效的溝通模式
以及政策宣導，至少能在「社會心理」影響層面上解決一定
的問題，進而進行有效的基礎事實調查，穩建地進行。但一
再收到「敬悉」回覆，卻始終沒有面對問題。自 1980 年代
以後，國際間對於社會影響評估已發展出獨立環境影響評估
的評估模式，強化在地參與並掌握評估並控管開發所面臨的
社會風險及成本。謹請開發單位及委員社子島開發計畫是少
數相當側重於會經濟影響層面的開發案件，如市政府能循有
效的調查評估模式辦理，不但能為國內社會影響立下良好典
範，更能促進本開發案順利行。請單位務必慎重其事，勿敷
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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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岱融
各位委員、代表大家好，我是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的國際事
務經理以及駐團創作顧問余岱融。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是一

路」。實際上，訪查員因為不會講台語，無法和老一輩的居民
溝通，就這樣含糊過關。也就是這種草率作法，整份問巷的完
成率只有 48%；而且讓我們沒有辦法相信臺北市政府在查估階
段，能夠確實做好調查 。
除了問巷訪查，第六章【文化史蹟】的〈緊落活動調查〉敘述
也不足，看不出有哪些庄頭、庄頭分布在哪裡。聚落的空間分
布和當地廟宇有緊密關係--廟宇通常和庄頭連在一起--要討論
傳統慶典活動怎麼保存--除了影像保存以外---必須先瞭解廟宇
跟庄頭的關係。庄頭與廟宇的空間向度資料也都應該納入調
查。
第二， 沒有詳盡評估開發行為的影響
在社子島內不同群體：老人、中低收入者、外籍配偶等沒有合
理的區分與描述，換句話說，我們不曉得各方利害關係人群體
的特性，利害關係人不是「居民」這兩個字而已，利害關係人
根據性別、年齡、收入區分出各次級團體。沒有掌握次級群體
的資料，影響分析的部分，就不知道他們在文化、經濟、生計
層面受到怎麼樣不同程度的影響，也看不到針對不同群體的改
善對策。
第三， 不清楚申訴機制與監測程序：遷村安置是規模龐大的
事情，後續還可能發生處理不當的爭議。未來有沒有公平公正
的申訴機制和監測機制持續設置，我們也不知道。
雖然說接下來會針對安置舉行聽證，但是基礎資料的暸解與影
響分析和對策提出是在環境影響評估階段需要做好的工作。我
們還是希望，問卷訪查重做，並且在研商階段納入在地里長、
里幹事的參與，執行期間也和居民做好溝通。
最後，我有一個建議，必須讓居民都充分知道開發行為的影響，
如果沒有就是違背知情同意權。怎麼讓居民可以想像未來安置
後的生活？這是不是能以審議式民主願景工作坊的方式，提供
社子島安置五年後的劇本，在不同安置方案的基礎之上，再去
描述交通問題、生活機能、安置補償、就業輔助、申訴機制、
文化保留、人際關係等各方面會呈現什麼樣的變化。否則未來
聽證時，居民們還是不清楚安置規劃以及切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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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康理事長旻杰(發言摘要)
生態社子島是夷平式的開發，關鍵的不只生態，真正關切的是
社會、經濟跟文化各方面的議題。市政府在主要計畫通過後才
進行社子島文化資產普調，如果依照文資法規定，普調結果指
定一個聚落作為聚落建築群時，環評要怎麼辦？去年 11 月 21
號市政府曾發布新聞稿回應兩位里長提出不能滅村說法，新聞
稿提出考慮剔除區段徵收配套方案，聚落能就地改建的話，屬

個沒有動物表演的馬戲團，所有的表演都是以人去完成的雜
耍、特技的演出。我們擁有十七位正職團員，跟雲門舞集、優
人神鼓和朱宗慶打擊樂團一樣，都是在臺灣耕耘的表演藝術團
隊。FOCA 成立至今第九年，每年都頻繁地出國演出，曾去過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丹麥、瑞士、日本、韓國、澳洲、
菲律賓、柬埔寨等國家。我們兩週前(2 月 14 號-17 號)也才在
巴黎第四大的博物館──布朗利河岸博物館進行售票演出。我
們也曾在臺北市大運的閉幕以及臺北藝術節演出。2014 年起，
我們進駐在社子島，一開始在延平北路九段 193 號之 3，2016
年後搬到延平北路九段 165 巷 1 號。193 號之 3 目前是 Mini
Cooper 的改裝工廠，隔壁是藝術家 Akibo 老師機器人裝置的儲
存空間。我們在世大運閉幕的演出就是跟 Akibo 老師的機器人
同台，Akibo 老師也是剛結束的臺北燈會的策展人。165 巷 1
號是我們目前的排練場，有一百多坪，隔壁是長弓舞蹈劇場，
他們今年也將赴愛丁堡藝穗節演出。而這些在社子島的藝文工
作者的未來，都不在目前開發計畫中。社子島地區其實涵納了
許多臺北市區無法承擔的功能，包括藝文團體的生存空間。這
些藝文工作者會來到社子島，不外乎因為低度開發的關係，周
遭的自然環境以及成本都非常利於藝術創作的工作。以 FOCA
為例，馬戲需要寬廣和具有一定高度的空間，除了社子島，臺
北市幾乎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滿足這樣的條件。社子島的開發在
環境評估上，應該同時考量該地區，也就是社子島，和都會空
間的關係，而不單純是土地開發的問題。在 FOCA 去演出過的
這些都市：紐約、休士頓、巴黎、愛丁堡、釜山、墨爾本......，
都不僅僅是因為經濟開發而偉大，而是因為他們都孕育了豐富
藝術文化。希望接下來委員在對社子島開發社會經濟層面的評
估，也能夠一併納入對於藝文工作者未來空間與生存條件來考
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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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松年
本人是在地居民也是產業，產業在社子島發展也近 30 年，也
因為時間久，就會聘請到許多當地員工，目前佔公司員工數量
25%左右。針對土地開發，當地居民的土地被徵收，房子被拆，
工作場所被迫拆遷，工作也沒有了，造成當地員工很大的問
題。對於產業雇主而言。工廠被拆了，無力負擔外面動輒每坪
數十萬甚至更高價的工業地，雇主要何去何從?
柯市長及林欽榮前副市長曾經跟我們社子島產業界開過會，林
前副市長當場說產研區只有科技業會保留在社子島，試問已經

蔡先生松村
1. 柯市長曾表示過：社子島過去 45 年禁建，是北市府對不起你
們。前地政局長李得全表示，社子島開發涉及有屋無地的住
戶，住戶占比相當高，但依現行補償安置法令無法解決拆遷
安置；若採都更，也需就地安置；若一起動工，市府將提出
要中繼宅安置或租金補貼，可以考慮訂定只適用社子島的自
治條例，幫助解決社子島的特殊狀況。結果是還是維持最差
的開發條件，就是採用區段徵收的方式，抵價地領回 40%的
面積。而且會將社子島整個夷平，抹除過去長期累積的社區
生活紋理，安置計畫也將會造成許多世居在此地弱勢者，包
括低收入和老人，無法繼續在社子島居住下去。這就是口口
聲聲要照顧社子島居民的柯市長嗎?
2. 區段徵收後的最小開發資格是多少坪數?300 坪?還是 600 坪?
請問能保證所有符合資格的地主，都能抽得到嗎?不能強發還
公告現值金額?請問有顧慮到小地主的心聲嗎?
3. 第一期的土地持份是否能和第二期的土地持份，合併一起計
算?

陳先生榮(發言摘要)
社子島已經禁建太多年，我們從小孩子等到現在都當阿公了，
趕快處理，還有希望未來施工時間可以縮短。

於一種替代方案，但範疇界定時市政府堅持沒有替代方案，如
果走向剔除區段徵收，要怎樣回應現在的環評程序？就地安置
方案中，第一期要先拆除才有辦法蓋專案住宅，第一期居民非
常焦慮，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安置、安置的條件及補償內容為
何，如果連第一期都沒辦法談這些細節的話要怎麼進行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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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振來(發言摘要)
市政府舉行公聽會實在很漏氣，乾脆不要辦，公聽會兩里來不
到 50 人，不知道是怕人知道還是怎樣。你們要開發大家都很
樂意，但是條件問題、安置問題要處理好，現在就很辛苦，開
發後搞不好沒人住。以前人說第一是財產，第二才是妻小，這
是財產問題，你們都當作不要緊，不能感同身受的是禁建五十

前臺北市議員 陳先生碧峰(發言摘要)
陳慈慧議員意見(如附件 2)，就這些問題提出簡單說明。
首先很多居民不知道產學區要做什麼，一般認為是工業區，要
安置這些工人，但是開發到成立工廠至少十幾年，應該沒辦法
安置現行工廠及員工。將來產學區應更廣泛、多元化的分區使
用。
第二點，建議市府做一個中繼廠房，目前社子島內廠房至少
五、六百家、員工上萬人，這些人將來怎麼辦？
第三點，過去當地人士質疑焚化爐有污染問題，當地蔬菜有時
會莫名其妙枯掉，我想這跟焚化廠有絕對關係。市民住宅就在
焚化廠對面，希望市民住宅離焚化廠遠一點。
安置計畫如果無法突破現行法令，大家一定還是反對這個安置
計畫。
社子地區 80%都是本地人，有豐富的民俗團體、傳統民俗。

有內湖科學園區、南港科學園區及士林科學園區及洲美一期二
期開發，請問臺北市哪裡來那麼多科技業?
臺北市居民的食衣住行的服務，有多少公司是位在社子島裡面?
提供服務及相關配套。在家戶訪查的資料裡，根本沒有針對所
有產業去做研究分析，一昧認為是落後、破舊、跟不上時代的
產業，孰不知事實上是跟許多人文，文化密切相關的，在市府
開發過程完全忽略這段。
這些產業只是位在違法鐵皮屋內，不代表它違法，不代表它沒
有繳稅，各委員及官員應該要正視這個問題。林副市長當初也
承諾，會找臺北市閒置土地來安置這些產業，來做產業升級。
但是林副市長目前退休了，柯市長也是聽聽沒有做任何裁示，
希望市政府能夠考量當地居民的居住權、工作權之外，也能考
慮當地產業的生存，也是和當地居民息息相關的工作權，是密
不可分的，希望能重視、參考這股聲音，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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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慈慧議員服務處 謝小姐梅華(發言摘要)
家戶訪查，政大學生曾跟我們說有被騙的感覺，因為問卷調查
內容須按照市府，他們沒辦法依照專業調整問卷，結果受訪率
48%，一門牌一戶占比最多，其實事實並不是這樣。堤防工程，
基隆河、淡水河如果往內推 30 公尺，幾乎 70%聚落要重新剷
平，那也要先建後拆，第一期影響戶數絕對不是環境影響評估
裡面所寫的，應該要再好好評估。今天最重要是社會人文經濟
部份，但是卻要我們自行看資料，或許我們根本連這些都沒看
過，要怎麼如實表達意見，居民很焦慮「以後要住在哪裡、要
怎麼辦？」，各位的紙上作業卻是我們的一輩子、一生、甚至
是全家、三代同堂的問題，安置住宅都擠在一起，我覺得非常
不對。還有工廠問題，目前總共四百多家，四千多個工技，還

楊先生明照(發言摘要)
剛剛社子島朋友訴求如繼續訪查、一些環保、人文、還有夜弄
土地公，我認為夜弄土地公不會消失，內湖是最好的借鏡，內
湖也是發展的很好，反而夜弄土地公越弄越熱鬧，不會因為開
發社子島而造成夜弄土地公就此消失。現在市政府計畫分兩期
開發，第一期 82 公頃，影響的戶數很少，工廠比較多，等專
案住宅蓋好，社子島的人都搬進去，土地公照弄不會中斷。剛
剛有一位說到堤防，專案住宅蓋好後再連堤防一起做，不會有
剛剛說的堤防相關問題。另外說訪查要重來，裡面常住人口約
四成左右，幾乎都年紀大的，再訪查十遍還是一樣，有增加幾
乎是外來或外面的人，所以重新訪查沒意義。另外再對社子島
的人說一個心聲，過去我們老嫌市政府給的條件差，但是我們
內部從未開會討論，建議兩個里長找大家開會，整合意見。

年，從少年變阿公快變阿祖，說那違建不符合，市政府應該要
開放、讓居民受惠一點，不要市政府什麼規定就照那個規定，
你們喊禁建就禁建，說開發就開發，那是我們的財產、我們的
性命耶，你們有補償過嗎，市府對社子島的居民有公平嗎，說
到公平原則、使用者付費，臺北市政府欠社子島很多，希望安
置部分要特別思考，是不是有比較好的方法，地政局要辦公聽
會，我們給建議，你們會聽嗎，不聽就照你們的行程，今天也
一樣，市政府如果沒解決安置問題，臺北市政府沒辦法開發社
子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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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小姐靖雅
首先關於拆除當地信仰歷史悠久的廟宇，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拆
除似乎是以廟宇的規模為考量，其實這全然沒有人文上的合理
性。這不但是對實體建築物上的破壞，也更是傷害整個文化、
歷史與當地居民的連結。
那我們可以來看在臺北市的另一角舉例，譬如大稻埕。市府非
常重視當地新舊建築的共存，來保留當地文化歷史。今天社子
島卻被市長以所謂「社子島全部都是違建」來帶風向、來合理
化全區區段徵收的手段。但事實上，我們家是民國 59 年禁建
以前就存在的建築，當地許多建築也都是。即便我們當地的特
色沒有像大稻埕來得出色、來得悠久；難道我們當地居民文
化、地理的紋理連結就應該要被忽略、被毀壞嗎？
今天這個計畫名為生態社子島，實為大規模高度的開發，可以

陳先生清德(發言摘要)
我家祖先從大陸福建來到社子島已經三、四百年，比鄭成功還
要早三十年，最主要的、頭痛的問題就是安置，我們家現在有
三戶，可是聽說到時候只能登記一戶，這樣怎麼去分配。

陳小姐惠珠(發言摘要)
我剛嫁進社子島時我公公跟我說這裡快改建了，政府會幫我們
蓋房子、一戶換一戶，但是我公公去世，還沒有辦法給我們合
理的安置，附近阿公阿嬤很擔心如果改建怎麼辦。
希望開發能給我們最大優惠，禁建這些年來，臺灣經歷經濟起
飛，臺北市其他地方一直在發展、進步，社子島也在臺北市，
但是沒有進步、沒有發展、沒有建設，憲法賦予人民免於恐懼
的權利，可是我們現在非常恐懼、憂鬱，因為以後沒有地方住。
老人家很辛苦，因為不能改建，房子都發霉，很多阿公、阿嬤
生孩子後住同一間，你們沒辦法想像居民生活是怎樣難堪，現
在市政府終於要開發，希望給我們優惠的利率，讓我們能夠買
的起房子。希望大家同情我們，我們非常弱勢。

有農業、農民呢？我們期待開發改善居民生活，期待讓我們戶
戶安置不是口號，然而環評二階報告指出有 30%的人沒有辦法
獲得安置，工期共 130 個月，將近 11 個年頭，如果搬離 11、
12 年，還有機會再搬回來嗎？這還不包括如果是 77 年以後重
建的就只能帶著 72 萬離開。

A1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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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水廠排水及抽水站排水皆先排入人工運河，恐有污染及優
養，請適當評估。

1. 應先由社子島各里為主整合具體明確，經該地區確立之安居
需求清楚列出，以為評估參考。

歐陽委員嶠暉(書面意見)：

李委員育明：
1. 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 1080116 會議審議本案之防洪計
畫，經市政府水利工程處列席代表確認，與本環評案相關之
堤防高度、緩坡填土作業方式以及中央生態滯洪水道，該委
員會未有不同意見，本環評案之防洪規劃內容可據以執行。
2. 區段徵收計畫涉及之聽證程序，請主辦單位考量當地里長意
見，持續協調並考量修正辦理地點。後續規劃若涉及部分土
地剔除，剔除部分之開發行為內容亦請補充說明之。

三、 委員及相關機關意見摘要：

張先生台賜(書面資料如附件 4)

社子島福安里辦公室、富洲里辦公室、社子島居民 新聞稿(如
附件 3)

說整體砍掉重練，再重新去建立一個生態社子島。那想請問，
這個生態究竟是為誰而生？居民難道不是生態的一個部分
嗎？如果把居民排除在生態的一環，難道不諷刺嗎？
接下來針對生存權的部分，想請問大規模全區區段徵收，這樣
的公益性跟必要性何在？我們可以從鄰近社子島的洲美做為
借鏡。很多居民在開發計畫之後，當地的一些弱勢居民沒有能
力繳交專案住宅貸款，或是不符合申購專案住宅的居民，他們
被迫離開家鄉，流離失所。所以像剛剛楊先生提到說我們可以
等到房子蓋好之後，居民再搬進去，跟一開始是沒有差別的。
但實際上，有這麼理想美好嗎？
想請各位鄉親們回去細看市府公佈的安置計畫，其實很容易可
以發現，我們在擔憂的問題，這也是將來社子島居民容易發生
的問題。被市府不尊重居民、忽視弱勢的作法，被迫在原本的
生存環境裡被淘汰。這完全背離了憲法賦予人民基本生存權跟
居住的保障。想請各位可以再審慎的思考，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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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孟玲(書面意見)：
1. 受保護樹木共 26 株，不只是要造冊，更須要增加健康檢查、
棲地環境改良，並朝向全數原地保留之可行性。另，在社子
島上現存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樹木，亦須考慮納入受保護樹

董委員娟鳴(書面意見)：
1. 本次書面審查意見表，部分針對敝人意見有誤植，煩請修正。
2. 請確認防洪計畫內容中那些包含在環評範圍內？
3. 請就內政部都委會條件或通過內容，有關安置拆遷計畫與聚
落保存的具體合理作法詳細說明。此為在地居民非常在意的
項目。但就本次會議回應內容中，仍無法對當地居民與地方
產業在拆遷與後續安置作法之影響進行評估與說明，亦缺乏
與居民及在地業者的了解與溝通作法。
4. 本計畫在設施與設備容受力之計算，僅以計畫人口計算，無
法針對未來實際的產業活動，引進人口在設施與設備容受力
之需求與供給量作合理之估算與因應作法說明。
5. 本次意見回覆仍未對本開發對於社子島之可能發生之災害類
型，以災害脆弱度分析之方式，進行不同災別的自然與社經
脆弱度分析，並就社子島在遇災之特性，對應清楚的都市防
災計畫與具體在軟、硬體上之作法。

張委員添晉(書面意見)：
1. 本日登記及現場登記發言人員所提之問題多數涉及拆遷安置
問題，建議市府開發單位(含相關單位)多與當地以民意領袖為
主之人員或團體增加環評會議以外加速問題處理之機制。
2. 承上，相關人員所提問題之屬性可區別為技術、經費、期程
及法令面向，再予專業或專案(開會)處理。

5. 污水廠之建設應與初期安置計畫能配合，以達污水處理效能。

4. 歷史建築就地保留，恐有造成以後長期防止淹水及維護困難
及耗費，檢討比照台北車站前三井歷史建物，遷移填土後再
遷回原位之可能性。

3. 污水下水道收集系統，跨人工渠道後應先集中納入污水處理
廠，以減少維護及管理。

A1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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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委員之遠(書面意見)：
1. 居民訪談應予改善加強。
2. 防洪計畫 9.65m 的堤防對社子社會、經濟的影響。

顏委員秀慧(書面意見)：
1. 有關科技產業專用區擬引進之產業、性質及環境負荷仍宜有
初步規劃，並納入於報告書之相關章節中。書件中及意見回
覆所稱之「前瞻性產業」並不具體。
2. 書件中亦提及科技產業專用區得供現有工廠安置及輔導轉型
之用，未來該專用區是否須另作環評？安置及輔導作業與之
將有連動關係。
3. 科技產業專用區除容納製造業外，亦可考慮文創產業或其他
類型產業納入之可行性。

木。
2. 大量填土方以及大量樹木移除，再植新樹木，有違生態之目
標，應朝整體生物多樣性評估，儘可能留下現地值得保留植
物，未來需評估新植木與原生物多樣性關聯性，避免新綠地
每人雖可達 8 平方公尺，但是生態服務價值卻不佳。既然是
生態社子島，未來要強調可能不只是每人綠地有多少？而是
社子島上綠地帶來多少生態服務價值？對於未來面對熱島效
益及氣候變遷，社子島才能發揮生態價值與功能。
3. 植栽選擇，除原生、景觀考量外，更需考量適地適種，避免
在道路旁不足空間處種了大型喬木，造成未來養護及公共安
全管理問題。
4. 大量植栽引入，應注意目前臺灣都市常見病蟲害之檢查，避
免有害生物造成植物死亡。
5. 未來社子島之綠地建置完成前、後，應該有整體生態監測計
畫及專家團隊來進行長期監測研究。尤其建置完成後，不代
表原來生物多樣性回來，應進行長期生態監測，透過研究給
予建議指導，降低擾動，提高生態服務價值。
6. 綠帶凹槽設計，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建議綠帶、綠地之土
方，應朝優質壤土為選擇，透水性需至少 60 公分土層之水在
24 小時內排除，才能避免土表層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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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1. 有關民眾提及本府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社子島生態景觀論
壇」中明確表示，未來社子島開發時計畫將周邊所有防洪高
保護設施先行施築完成後，再辦理堤內相關工程之建設，惟
目前規劃方案並非如此，有關此部分，我想應該是民眾有所
誤解，因本開發案採先建後拆，第一期計畫先行取得之土地
並不多，故堤防僅能配合第一期取得之用地施作，其餘則待
第二期再行施築。
2. 有關廖教授建議本開發案之堤防應維持現有標高+6.0 公尺，
而不須再加高至+9.65 公尺，其堤內則採韌性城市之概念進行
規劃部分，廖教授這種與水共存之觀念其實是相當好的，行
政院當時於 76 年核定社子島堤防加高至標高+6.0 公尺時，亦
已要求爾後不得要求再加高，但社子島居民並不同意，他們
認為他們並非次等公民，為何保護標準比其它地區低，故經
由不同管道持續要求提高防洪保護標準。其後本府又委託專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 有關社子島地區聚落紋理保存議題，本局將依 107 年 6 月 26
日內政部都委會決議事項及建議事項，依內政部訂定「都市
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案」之規定，對於已開發地區實施
整體開發確有困難者，得適切調降該地區之容積後，部分剔
除於整體發。本案於細部計畫檢討規劃時，將考量上開規定
妥處。
2. 有關社子島內 5 處歷史建築及 2 處信仰中心，目前都市計畫
皆配合劃設公園用地安置保存，另未來開發後之商業區及住
宅區，依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均得附條件允許宗祠宗教建築使
用，使廟祠得與居民生活共存。
3. 至有關現有工廠安置部分，目前都市計畫劃設之科技產業專
用區，係配合本市整體產業發展趨勢，除作為產業實驗應用
基地外，亦得供現有工廠安置及輔導轉型使用。

康委員世芳(書面意見)：
開發計畫對社子島社會經濟、居民安置、文化等仍有些議題之
影響評估待補充，且後續須與社子島居民、民意代表再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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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散會：中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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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決議：
擇期召開延續審查會議，下次會議議程由委員提問開始。

業單位進行整體評估，確認堤防高度提高至 200 年重現期保
護標準時，並不致影響大臺北其他地區之防洪安全，故本府
又於 89 年 4 月 24 日提送評估報告予經濟部，終獲行政院於
99 年 5 月 10 日核定，期間總共耗時 10 年又半個月。故廖教
授建議堤防維持現有標高+6.0 公尺，可能要先徵求大部分社
子島居民之同意。另有關廖教授認為加高堤防易造成潰堤部
分，我認為此部分並非有絕對之關聯性，因該部分是可以結
構方式克服的。大臺北地區主要河川之堤防都是施築到 200
年重現期的，其堤防已經歷過數十年來洪水襲擊，目前結構
皆尚屬良好亦可驗證。另社子島未來防洪高保護設施除有防
洪牆外，尚有腹地甚大之土堤，故堤防強度相較大臺北其他
地區之堤防是較高的。其實廖教授針對此議題已在不同場合
提出多次建議，關於此點，我們是予以尊重的。
3. 有關郭律師提出為何沒針對防洪高保護開發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部分，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十四條第三款第(六)目規定，堤防施築長度超過
10 公里才須進行環評，本開發案計畫新築之防洪高保護長度
不到 9 公里，故依法免單獨辦理該設施之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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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家戶訪查
1.1 家戶訪查問卷內容設計問題
a. 誘導式問卷設計造成的統計結果

選項一、集中一區塊興建(可分期分區先建後拆)
選項二、分散區塊興建(全區一次拆遷，專案住宅興建成本增加，且土地所有權
人可選擇的抵價地位置受影響)
一般民眾看到這種選項與內容必定會選擇”選項一”當作答案，這不是誘導式
問答的設計不然是什麼?

b.問卷內容問題:
光內容而言，不應該以這些內容當作問卷問題，竟然在問開發後的末端工作，
這樣很奇怪，且相當不尊重居民的自尊，問卷內容舉例如下:
1.家庭所得
2.是否有達到低收入戶標準
3.不動產金額是否低於中低收入戶不動產金額
4.區段徵收公告後想選擇補償方式
5.申請抵價地補償是否參與協力造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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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戶訪查結果統計問題

a.人口兜不攏，使用資料時間錯誤(續)

a.人口兜不攏，使用資料時間錯誤

此為報告書中摘錄自台北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中的資料 106 年共 11120 人。
在 107/1/13 至 107/3/31 實行訪查作業應該要用 107 年的人口統計才對，此份
報告書竟然用 106 年的數據用意為何? 使用舊資料 106 年來當作依據，與主計
畫通過附帶條件牴觸。
訪查作業執行於 107/1/13 至 1073/31 剩下 11116 人 少了 4 人的用意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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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口兜不攏，使用資料時間錯誤(續)

b.問卷完成度問題

總完成訪查比率只有 48.1%連一半都不到，這種問卷可以當作施政參考嗎?

基線資料又少了 15 人，這份問卷的真實度令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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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

c.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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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續)

d.專案住宅規劃房型統計圖與安置方式統計的真實性

在社子島幾乎都是大家族例如:一張門牌下有好幾戶十幾口人在這邊是很常見
的，數據上竟然以 3 房數量為最高，所以要居民以後要三房要擠 10 幾個人嗎?
此數據令人質疑數據真偽。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
反映當地居民的問卷結果。」市府空有這個結果、跟現實是有落差的結果，是
完全沒有意義的，可見市府並沒有要認真調查，與主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
觸，應重做家訪作業。

針對各項問題回答幾乎都是不知道、不清楚、未決定，幾乎沒有一項有參考依
據得回答，令人質疑其訪問對象為何?以及這份問卷也可以拿來當施政參考嗎?
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反映當地居民的問卷結
果。」得到這種結果，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可見市府並沒有要認真調查，與主
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觸，應重做家訪作業。

安置方式竟然是承購勝出，這就更令人質疑了，居民們真的多數人有能力負擔
買房子嗎?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反映當地居民的
問卷結果。」站在居民角度想，當然自己買自己住好，市府只得到”當地居民
心理最理想的狀況”，但有幾個人可以買得起?這才是重點吧?這種問卷結果，
可以當作施政參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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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受訪戶設籍且現住人數統計圖問題

f.問卷結論

就像前面所說的居民幾乎以大家族為主，訪問出來設籍且現住人數 1 人的數量
竟然很多，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反映問卷結果，
與實際情形無關。」
，那市府做這個明顯與實際情況不符的調查有什麼意義?人
數都無法掌握市府要如何落實戶戶安置?與主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抵觸，應重作
家戶訪查。

統計圖與結論的數據竟然是相反的，請問此問卷的嚴謹度在哪?連校稿都不做，
這東西能夠當作施政參考的依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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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

g.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續)

總完成訪查比率只有 48.1%連一半都不到，這種結果可以當作施政參考嗎?

合法建築竟然是以”戶”為單位，這很奇怪，由於社子島一棟住宅、一張門、
裡面住好幾戶、十幾口人，是常態因社子島早期都是務農，扮演著供應大台北
地區蔬菜的角色，因此子嗣多是正常的。
建築物合法性以及承購資格，竟然是以戶來分析，答案又是問民眾得到的結
果，市府要如何證明答案有沒有錯誤的成分?而且報告內容並沒有提到問卷是訪
問誰?是什麼身分?有沒有與現在的門牌資料作比對是是否有錯誤?這部分完全沒
有提到。市府再把既存合法違建加進來讓戶數看起來很多，但你的資料是哪裡
來的?
就算有這麼多戶符合承購資格好了，市府的的承購總量管制數量是多少?有多少
戶真的能住進去?我們有需要確切數字，因為要落實內政部的戶戶安置。否則將
會與與主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觸，應重做家訪作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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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續)

g.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續)
承上圖不到一半的完成率(48.1%)，其中有配售資格高達 79%，但市府在公聽會
意見回應上說:全島完全無合法建物，且陽明山管理局所核發、登記的建照只有
66 筆，使用執照只有 39 筆，就是只有 39 棟是合法的建物，竟然有高達上千
戶?市府再把既存合法違建加進來讓戶數看起來很多，但你的資料是哪裡來的?
答案又是問民眾得到的結果，市府要如何證明答案有沒有錯誤的成分?而且報告
內容並沒有提到問卷是訪問誰?是什麼身分?有沒有與現在的門牌資料作比對是
否有錯誤?市府的承購總量管制數量是多少? 這部分完全沒有提到。居民需要確
切數字，因為要落實內政部的條件中的戶戶安置，否則將會與與主計畫通過附
帶條件相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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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家戶訪查問題於公聽會上提出，市府的回應狀況

a. 家戶訪查問題回應(續)

a. 家戶訪查問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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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家戶訪查問題回應(續)

a. 家戶訪查問題回應(續)
市府說有跟居民與里長做深切討論才擬定出三個補償方案，但是福安里謝里長
於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採訪時說: 「市府從來沒有找里長討論如何開發比較好?
完全是市府一意孤行並沒有找里長與當地居民討論。」因此此三項補償條件是
沒有任何民意基礎的。
又說承諾要落實”戶戶列管”，又不做”法定全面性家戶訪查”，要用 106 年
的”非法定全面性家戶訪查”，沒有任何民意基礎下開出的三項補償條件，來
落實 107 年被內政部要求落實的戶戶列管，以及要辦理安置計畫聽證，但是調
查都沒清楚，事實是什麼都不知道，安置計畫沒辦法執行，聽證會到底要聽什
麼?這邏輯好像有問題喔?
承諾戶戶列管，普查竟然沒有法律效益，使用舊資料 106 年來當作依據，與主
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牴觸。
這樣的做法根本亂做，應要重做家戶訪查。

回應單位:土地開發總隊
回應內容重點:
對於”全面性家戶訪查”起因於 106 年二階段環境影響之評估範疇會議中，
居民提出的要求，是為了讓市府全面的了解社子島的狀況
所以用 106 年的人口資料來做調查，但是訪查作業時間是
107 年 1 月 13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市府覺得合理，不是很奇怪嗎?
況且都市計畫審議是在今年通過，麻煩請用今天的人口資料來做，因為市府要
落實戶戶安置。
依舊認為”當地的居民就是”一張門牌、一戶家庭 4 個人”與事實背離。最後
竟然說前面做的全面性家戶訪查”非屬法定之全面普查作業”，普查作業內容
亂七八糟，結果沒有任何施政參考價值，又是非屬法定程序，那做此家戶訪查
作業意義在哪?市府什麼時候要做”法定全面訪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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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委員意見回復狀況

b.委員意見回復狀況(續)

回應單位:地政局
回應內容解釋:
目前對於公聽會上邱委員要求辦理市府民眾意見說明會與第三場公聽會處理方
法是：
「不辦理，只有寫寫意見回覆。」這完全藐視環評委員的要求，是相當嚴
重的錯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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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議上委員針對家戶訪查的意見

b.劉益昌委員

a.范正成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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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林文印委員

e.董娟鳴委員

d.鄭福田委員

27

A13－472

28

f.龍世俊委員

g.高斯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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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部分
1. 洲美區段徵收經驗與本案非常類似的最近案例，擬請開發單位針對目前洲美
區段徵收結果完成評估報告，說明洲美區段徵收過程出現的各項問題並邀請
委員到洲美現勘，及如何避免在本案中重蹈覆轍？
說明：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範圍)細部計畫案」於 98 年公告實
施至今，以塑造綠色生態社區、河岸居住、就業、文化等複合機能之生活環
境為目標。然而，洲美原本的生態與文化，卻因為要打造一個「全新」的開
發案，而硬生被全部滅掉。洲美居民早年前提出訴求，希望考量洲美聚落發
展，保留歷史紋理融入規劃中，但卻像狗吠火車不被採納。目前洲美居民面
對專案住宅配售問題，禁建 50 年及聚落住宅型式未被考量，約有 1/3 的居民

5. 於2018/7/7公聽會時，主席當場表示：「就安置部分，在目前處理的安置條件
上，法律的規定目前沒有變，可能會做的改變是我們在法的允許範圍內做一
些比較從寬性的認定。所謂這個從寬性的認定，過去在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洲
美這個地區，我想各位多少也知道一些，比如說，我們說77.8.1 以前的建物
才有承購的資格，我們現在說77.8.1 以前的航空照片影像圖曾經顯示過你有
這個房子在，而現在這個房子還在，就是這個位置有重疊到，就認為77.8.1 前
就存在了，這樣是就位置上的認定。當然你要改變法律，說77.8.1 不算，要
到78年或者80幾年，目前是有法律的限制，但在認定上比如像剛剛說的，為
什麼我們說要有廚房跟廁所還有居住空間，那是成為一個家的基本配備，如
何去認定這是一個家的基本配備，因為一個家配一戶是合理的，如何去認定

配售不到，約有 1/3 的居民買不起專案住宅，再加上專案住宅品質不佳與搬
遷的多重壓力下，整個區段徵收的歷程，讓洲美居民身心俱疲，最後只能任
由市府拆屋，無奈挫折。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1494。

一個家的實質的標準，我相信市府在這個地方會再研究有沒有在不違反法的
精神之下來認定、放寬這些條件，這是我目前能夠回答的部分。像剛才你說
的會不會改變法，跟各位報告目前沒有，或許有機會，聽證的時候大家有意
見，我們透過聽證來討論。」，不知目前市府再研究「有沒有在不違反法的
精神之下來認定、放寬這些條件」，結果如何??若有，將會透過何種方式以及
何時透過聽證來討論??

h. 邱祈榮委員委員

2. 於 2018/7/8 公聽會時，謝梅華小姐建議：「去看洲美的互助站，去看看現在
專案住宅究竟有多少人面臨怎樣的問題，到洲美去參觀他們的住宅，去了解
他們現在問題，我們才可以具體想像。」，本人深表贊同，建請同意辦理洲
美的場勘，以利大家瞭解區段徵收後續執行可能會發生的問題，力求避免之。

6. 針對家戶調查的質疑聲浪一直未能正面回覆，列舉以下質疑，請予以正面回
覆：
(1) 柳志昀https://eyesonplace.net/2018/08/06/8567/：在社子島的二階環評範疇

3. 2018/7/7 本人參與現勘時，於溪底王宅遇見在地老婆婆，她當場表示大家打
擾到她的生活，但她並不知道她的房子要被拆，本人當場詢問是否知道要拆
除即要保留的範圍，她表示均不清楚，且文化局及地政局的人員針對保留區
域說法不一，試問居民在資訊如此混亂的情況下，真有如待宰羔羊，還請開
發單位能否在現場清楚標示保留區域(或公告圖示)，否則徒增當地居民不安
的心情，對於本案無益。

界定會議中經委員要求，在審議階段時需做家戶的調查作業，經由委託政
治大學統計諮詢中心鄭宇庭教授所帶領的 50 位碩博士生進入島內家戶
訪查。其中包括遷村補償、遷村範圍與人數、安置意願調查、開發後經濟
與教育環境改善與否等項目，也在開始調查前與里長討論內容、辦理辦理
教育訓練及訪查座談會。而訪談前的座談會居民卻是在前兩天才收到市府
通知，許多居民根本沒有機會完整了解訪查背景，會後市府也並未依當日
開會時居民意見與疑慮修正問卷內容。最終家戶訪查結果僅完成總共
4,528 戶之中的 2,047 戶，完成率僅有 48.07%，以此連半數都不及的調
查結果作為規劃安置計畫之依據。甚至其中一位當時參與訪查的碩博士生

4. 於2018/7/7公聽會時，土地開發總隊黃群總隊長當場說明表示：「從剛剛大家
的意見可以聽得到，大家最關心的還是拆遷安置的這個問題，目前我們未來
社子島的安置一定是依照內政部在都市計畫審議的附帶決議，要戶戶有安置，
不管你是有地有屋、有地無屋、無屋無地、無屋有地的這4種狀況，一定都會
有一些承購安置住宅或承租安置住宅的這個部分，所以安置的部分，後續也
是我們未來在聽證會跟地方做溝通說明，取得共識的主要重點。」。目前這4
種狀況的家戶人口數各有多少？4種安置規劃方案是否定案以及有何不同？
未來在哪種聽證會跟地方做溝通說明，取得共識？還請具體回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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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後表示，其中幾位參與的統計系同學皆在討論階段時就認為問卷在設
計時已違反許多設計問卷的原則，甚至根本不能當作一份有效問卷來參考。
例如問卷本身並沒有拒答的選項，導致容易收到大量重複的答案，以戶作
為調查常因家中同時具有多戶，但多戶之間因有意見領袖使受訪者未能依
自身情況完全回答，或雖非設籍但卻是日夜相處的家庭成員意見容易被忽
略等等的問卷設計缺陷，使得整份問卷並沒有足夠的標準得以做為參考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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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2018/7/8公聽會時劉益昌委員提及：
「然後民意調查方面，我當然知道這
是很好的民意調查機構，可是假若純粹用問卷跟家訪沒辦法得到真正答案
的時候，似乎應該要思考用不同學術方法，因為現在民意公司是用社會學
裡問卷抽訪概念，但是應該要思考人類學概念去做，這是在全世界都有的
例子，這部分請大家認真思考，把這樣的一個資料寫得乾淨一點，要不然
像現在的民意調查來看，假若我還沒完全看這個報告，我聽到剛剛講就有
一點擔心，因為事實上這樣調查結果不會是真正的結果。」。
請具體說明相關質疑的對策：
A. 訪談通知發放方式與居民收到情形，是否為低訪查率的原因??
B. 問卷內容是否曾修正過??以及可請第三者協助鑑定問卷有效性。

8. 於2018/7/8公聽會時，謝梅華小姐提到：「78年有空照圖就配住宅，可是我要
跟大家講，我們服務處在接受洲美配售住宅陳情案裡面，就是空照圖市政府
的年代與實際並不相符，所以空照圖看不出來。還有他們設籍門牌他沒有在
那地方，他居住的門牌與實際的不一樣，他沒辦法配售到住宅。」，本人深
表贊同，不知開發單位具體解決方案如何??。

C. 請第三者協助鑑定沒有拒答的選項，是否會導致收到大量重複的答
案??
D. 請第三者協助鑑定目前訪查方式是否會造成因有意見領袖使受訪者

論前發現安置是很核心議題，這個戶戶安置的概念，除了家戶以外，也包含
工廠與產業的戶戶安置，所以後續在相關安置的部分，將持續與居民溝通以
達公平合理原則，這也是內政部的要求；第3個是有關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

未能依自身情況完全回答。
E. 是否改以人類學概念調查??
7. 針對保存聚落與文化資產保存的質疑聲浪，一直未能正面回覆，列舉以下質
疑，請予以正面回覆：
(1) 柳志昀https://eyesonplace.net/2018/08/06/8567/：在聚落文史中將保留五處
歷史建築及兩處信仰中心，傳統節慶祭祀活動、歷史文化等如因日後開發
影響無法延續將利用文物、文字、影像等方式保留以延續當地人文特色及

也就是未來辦理區段徵收前，市府在地方辦理安置相關聽證，中央針對市政
府安置條件、資格與做法，做這樣的要求，後續是一步一步來。今天是環評
公聽會，大家關注的議題其實都會持續再與地方進行討論。」。針對上述說
明，應具體呈現：
F. 關於現有聚落與文化資產後續面對極端氣候、韌性城市、都市防災，
希望在本次環評審查能提出具體可行的因應原則，而非等後續細部計
畫再做處理。

9. 於2018/7/8公聽會時，都市發展局葉家源副總工程司當場回覆說明：「內政部
6月26日決議時也有3個附帶條件，第1個關於現有聚落與文化資產後續面對極
端氣候、韌性城市、都市防災，希望我們在後續細部計畫做進一步妥善處理，
對於這部分大會有提到這點；第2個是落實戶戶安置，因為在之前專案小組討

人文風俗記憶。以我從小生活過的延平北路七段溪州底聚落為例，只會有
玄安宮及燕樓李宅兩座建築被保留下來，但其實在聚落裡還有許多相當有
價值的歷史建築，甚至也有不少百年以上的合院仍保留的相當完整，以及
曾經是台北最早一期的皇宮戲院也都將隨著開發被一一剷平。至於溪州底
最重要的元宵節夜弄土地公，為了符合保存傳統文化活動的要求，先是不
知道怎麼生出一張與事實完全不符的繞境路徑，接著在新的都市計劃圖中
以一種毫無邏輯的方式勉強在道路上畫了一圈線，將此詭異的外框線稱作
夜弄土地公建議路線。先撇除開發後安置住宅區域離原聚落有段距離和是
否能達到戶戶安置的問題，就算開發後這項傳統真有保留下來，原聚落處

G. 落實戶戶安置方面，希望能針對4種類型及工廠與產業的戶戶安置，
提出具體作為，並經聽證程序獲得居民支持，必要時請辦理居民同意
投票。
H. 有關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也就是未來辦理區段徵收前，市府在地方
辦理安置相關聽證，針對市政府安置條件、資格與做法，應在定案之
前邀請居民代表及公正第三者參與討論，形成共識後再具體對外說明。
並應辦理聽證之前，應將說明文件送達居民審視，以免再生事端。

也蓋了新的住宅區，但重要的土地公廟卻都被剷平了，繞境路線也不是經
過商家和住家的門口，這不是一件很詭異的事嗎?
(2) 於2018/7/8公聽會時，謝梅華小姐提到：
「社子島不只有5處老建物及廟宇，
其實還包括了北興宮、土地公廟，還有軒社、福安社、南安社、南韺社，
這些市府要怎麼保留??」，不知開發單位具體回應如何??
請具體說明相關質疑的對策：
A. 請評估現有保存數量及方式是否真能達到聚落與文化資產的目的??
B. 針對民眾提出的聚落文化，請再次審慎評估保存的必要性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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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報告書部分

1.5 聽證會議程與設計的問題

10. 生態環境影響方面，應該要先定義出社子島在區域生態上的定位，一如開發
行為景觀美質影響調查指出，計畫區屬於地勢較為低漥的沖積平原，周邊環
島沿線有圓山、福山、芝山岩、陽明山系、大屯山系、七星山以及關渡、觀
音山系、五股、林口平台等，同時挑選出10處景觀點進行評估，因此就生態
定位上，亦應從這些範圍探討未來社子島融入區域生態的定位及原則。
11. 社子島之生態定位及價值探討部分，提到生態熱區、生態亮點及生態系服

務，應該要從區域生態的角度來討論。
12. 談到生態系服務觀點時，要注意社子島開發前後對於生態系服務的影響，
目前雖臚列社子島現況生態系服務功能評比表(表7.2.4-1)，惟生態系服務係
屬流量概念，應比較開發前後對生態系服務的變化影響，方能得知未來社子
島生態系服務的良窳，還請在這方面做更進一步闡述。
13. 針對指標性生態物種選定方面，目前以鳥類為主，不過鳥類係屬移動型生物，
不易評估當地指標生態長期變化趨勢，建議應該增加植物做為指標性生態物
種，以充分表現生態韌性為原則。
14. 關於四斑細蟌議題，報告中提到「四斑細蟌偏好河口地區蘆葦叢，存活於半
淡鹹水環境。台灣於2005年於五股濕地首次發現四斑細蟌，後續由疏洪道生
態保育聯盟和荒野保護協會持續進行調查，受NGO團體關注。社子島濕地周
邊，除五股濕地外，2015於磺港溪口亦發現四斑細蟌成蟲。社子島位於發現
四斑細蟌的兩處濕地間，為四斑細蟌的潛在棲地，目前雖尚未發現有四斑細
蟌之族群，於未來以生態社子島為目標，針對堤外濕地進行棲地營造，將有
可能成為四斑細蟌的新生長棲地。營運期間，可就堤外濕地之蘆葦叢進行長
期監看，確認四斑細蟌之有無；將蘆葦叢的管理作為棲地營造之方向，並與
NGO團體協作，將社子島作為四斑細蟌的復育場址，擴大四斑細蟌的棲地範
圍，避免因濕地陸化，使台灣的四斑細蟌族群減少或滅絕。」，此提議立意
甚佳，惟目前堤外區域的植物調查並未掌握堤外植生狀態，是否有蘆葦叢存
在??另水筆仔等水生植物目前在堤外狀況如何??族群數量增加或減少??因此，
建議應先針對目前堤外生態再進行更細緻調查，方能做出較正確的判斷。
以上一卡車的委員要求改善的問題，市府改善了嗎?連環評委員都看不下去，還
要審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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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爭議:
1. 市府要求公開透明，但是主持人是市府推派並有權裁決所有居民的意
見，這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2.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
審議前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3. 通知單用掛號寄發，會造成居民措手不及，20 天內沒有回覆，視為無
意見。
4. 要找北投就業服務處的人來輔導就業?相當荒謬。
5. 此份文件是里長還尚未就職，就收到通知要開會，此作法相當的有爭議
6. 環境保護局與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為了生態誰管而吵架。
7. 一個民眾只有 3 分鐘時間完全不夠。
8. 看來市政府目前對於聽證到底要處理什麼問題，哪些人應該參與?以及
之後如何選任代理人?聽證如何進行?都還沒有具體的雛型。
9. 一次聽證就想解決安置問題 真的太天真也太誇張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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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安置街廓意願問題

安置街廓意願問題(續)

總訪查比率只有 48%，都市計劃會議上敢講有 60%的戶數要求集中興建?

60%是誘導式問卷造成的答案請問能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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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都市計劃會議之安置的百分比與家戶訪查報告不符

1.8 社子島居民經濟狀況:

節錄自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
社子島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
買房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社子島歷史悠久，一家三代都住在自己建的房屋，專案住宅以門牌劃分，且認
定從嚴，將導致住戶開發後分為配售住宅無法容納整個大家庭，將會有人無法
繼續住在社子島，甚至出現兄弟鬩牆的狀況。
這些內容在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中，以及簡報中也沒有提及，也就是說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容與事實不符。

家戶訪查報告顯示:總完成訪查戶數 48%裡只有 53.5%符合承購資格、5%符合承
租資格。但都市計劃會議上市府回應 70%拆遷戶可承購專案住宅，30%可以承
租，承購專案住宅數據多了 16.5%，可承租的多了 25%此數據怎麼來的?請解
釋。而且承購總量是多少?這些戶數中有多少塊門牌?請市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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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家戶訪查及簡報數字明顯與政績宣傳內容不符

48

研究的訪查總數 48%裡能夠有資格「承租」的只有 5%，高達 41.5%沒有資格配
售與承租，那這些人要去哪?另外近 50%的戶數市府並沒有掌握到，這些人何去
何從?
環評會議簡報上有配售資格的人高達 79%，可是在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中只有
53.5%多了 26%是哪裡來的，明顯與事實和報告內容不符。

政績宣傳上寫沒有人會因為區段徵收無處可住，戶戶有安置，但是研究的訪查總數 48%裡能夠有資格「承租」的只有 5%，高達 41.5%
沒有資格配售與承租，那這些人要去哪?另外 50%的戶數市府並沒有掌握到，這些人何去何從?
市府要怎麼做到戶戶有安置?請解釋。

1.9 家戶訪查與簡報數字明顯與事實不符

1.11 結論

1.12 環境影響評估 200 次會議紀錄簡報意見回覆之問題
a.家戶訪查

家戶訪查必需重作否則違反三項附帶條件之一: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合理的安
置。家訪資料嚴重不足、極高比例低收入戶、問題一大堆，市府標榜我們要解
決問題的人，而不是製造問題的人，試問市府，到目前為止，問題解決了嗎?還
是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繼續走下去將會出現地區仕紳化的情形發生，嚴重侵
犯居民的人權。整篇計畫看起來，就像某首長常常在媒體面前講的:怪怪的，真
的怪怪的。
家戶訪查重做應達到的目標:
1.通知里長協助處理組織與動員來讓居民知情並同意，以及提升問卷完成度。

兩種問題，市府回應都一樣，我問你如何解決問題，市府給我鬼打牆，市府說

2.重新設計問卷內容，要與里長以及地方居民重新商討問卷內容。
3.問卷內容必須細分為第一期、第二期，因施工有時間差，應對不同拆遷期程
居民做不同問卷設計。必須對第一期安置地點問題、補償方式，應分別進行檢
討，且第一期有安置之急迫性。
4.應要做好區域民眾規劃及通知，並明確通知當地住戶拆遷期程與安置方式。
5.不只做問卷，應加入人類學參與式觀察，來得到真實資訊。
6.不只安置必須做開發後之未來居民就業、生活成本分析評估。
7.落實居住正義。
8. 請開發單位針對目前洲美區段徵收結果完成評估報告，說明洲美區段徵收過

自己公開透明與作業程序，那跟我的問題有什麼關係?根本就只是在跑程序市府
到底有沒有誠意要解決問題?請問在座委員能接受嗎?

程出現的各項問題並邀請委員到洲美現勘，及避免在本案中重蹈覆轍。
9.必須落實戶戶安置，針對4種類型及工廠與產業的戶戶安置，提出具體作為，
必須辦理居民同意投票。
目前的家戶訪查報告，違背了逐戶列管、合理的安置之前提，完全沒有意義，
連環評的意見回答市府竟然都是複製貼上，怪怪的，真的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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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戶訪查(續)

a.家戶訪查(續)

問題 1:家戶訪查的完成度不夠高，市府說原因是找不到人。然後解決方法呢?
是鼓勵鄉親配合家訪?用查估來維護鄉親權益?牛頭不對馬嘴。那試問市府什麼
時候再做一次全面家訪?
問題 2:全面家訪沒有法律效力?那市府做這個是要做什麼用的?那市府什麼時候
要做有法律效力的家戶訪查?
市府說有權拒絕回答?但是問卷上面沒有拒答選項耶?
家戶訪查報告顯示:總完成訪查戶數 48%裡只有 53.5%符合承購資格、5%符合承
租資格。但市府回應 70%拆遷戶可承購專案住宅，30%可以承租，承購專案住宅
數據多了 16.5%，可承租的多了 25%此數據怎麼來的?請解釋。另外參與協力造
屋之條件有多少人能參與協力造屋?總量管制為何?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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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家戶訪查(續)

b.委員意見回應問題
1.范正成委員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
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委員問你如何解決問題，市府給我鬼打牆，市府說自己公開透明，那跟委員的
問題有什麼關係?根本就只是在跑程序市府到底有沒有誠意要解決問題?請問在
座委員能接受嗎?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
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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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益昌委員

2.劉益昌委員(續)

委員要求”人類學式參與觀察”來取得真實資料，市府回說他用人類學”概
念”來研究其他與安置不相關的事情，形同雞同鴨講。

參與協力造屋有多少人可以參與?，總量管制為多少?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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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文印委員

4.鄭福田委員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市府的只做 48%不完整的”全面性家戶訪
查中說只有三成是低收入戶?明顯與事實不符。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買房
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請問市府的協助照顧措施必須詳細列載，並檢討合理性與實際能照顧多少人?

未來是將近 15 年後的事情，這 15 年間這些居民要何去何從?重點在這裡，請不
要講未來的事情，來捏造一個美好的印象，謝謝。

57

58

5.董娟鳴委員

5.董娟鳴委員(續)

市府在後面第五點自己講說咱的社子島，未獲民眾支持，跟委員的問題有什麼
關係?
家戶訪查總訪查比率只有 48%，市府已完成開發調查作業受訪比例高達 85%，請
問此數字是怎麼來的?請市府說明。

為了讓環委看起來好像全社子島的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權益，利用網路上的點
閱率 1.4 萬來讓委員看起來，好像居民都知道自己的權益，但是網路點閱率能
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問市府受訪比率能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市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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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龍世俊委員

6.龍世俊委員(續)

為了讓環委看起來好像全社子島的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權益，利用網路上的點
閱率 1.4 萬來讓委員看起來，好像居民都知道自己的權益，但是網路點閱率能
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問市府受訪比率能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市府解釋。
為了讓環委看起來好像全社子島的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權益，利用網路上的點
閱率 1.4 萬來讓委員看起來，好像居民都知道自己的權益，但是網路點閱率能
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問市府受訪比率能夠當作施政參考嗎?請市府解釋。
市府在後面第五點自己講說咱的社子島，未獲民眾支持，跟委員的問題有什麼
關係?
問題跟董娟鳴委員的回應一樣複製貼上，可見市府並無誠意要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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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斯懷委員

8. 邱祈榮委員

社子島開發計畫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家戶訪查作業報告書文中提到，社子島
有近 50%中低收入戶、70%弱勢家庭，未來新建住宅還要再拿 1 千多萬來買房
子，對居民而言，等於開發後就無法再住社子島。
請問市府的協助照顧措施必須詳細列載，並檢討合理性與實際能照顧多少人?
答案竟然跟鄭福田委員一樣複製貼上，可見市府沒有想要解決問題。

洲美的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安置面臨的問題，竟然是因為居民認為條件
不合理?所以社子島的條件就是合理的嗎?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
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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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邱祈榮委員(續)

8. 邱祈榮委員(續)

家戶訪查的完成度不夠高，市府說原因是找不到人。然後解決方法呢?是鼓勵鄉
親配合家訪?用查估來維護鄉親權益?牛頭不對馬嘴。那試問市府什麼時候再做
一次全面家訪?
市府給我鬼打牆，市府說自己公開透明與作業程序，那跟委員的問題有什麼關
係?根本就只是在跑程序市府到底有沒有誠意要解決問題?請問在座委員能接受
嗎?
家戶訪查報告顯示:總完成訪查戶數 48%裡只有 53.5%符合承購資格、5%符合承
租資格。但市府回應 70%拆遷戶可承購專案住宅，30%可以承租，承購專案住宅
數據多了 16.5%，可承租的多了 25%此數據怎麼來的?請解釋。另外參與協力造
屋有多少人可以參與，總量管制為多少?請說明。
不可用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用聽證來擬訂安置計畫，
而且又是推代表上去，市府用這方式能夠得到全體居民的意見?
而且三項附帶條件中安置計畫要逐戶列管、合理的安置與區段徵收計畫審議前
要辦聽證是兩碼子事不可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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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社子島開發計畫社會經濟調查問題

2.2 社子島被遺棄的隱形冠軍(續)

2.1前言

a. 上京影業

社子島的開發作業，應立基於完整詳盡的社會經濟調查，再依此規劃對當地居

由入行 30 年以上的金鐘燈光師劉京陵等人所創立，他長期待在大陸的上海

民、業者影響最小、對整體社會利益最大的開發計畫，但北市府的社會經濟調

與北京，在對岸作育無數的英才，也擁有頗具規模的攝影棚，更是「金鐘獎」

查荒腔走板，在沒有科學、客觀的像進調查前，就貿然提出「生態社子島」開

的常客，但遺憾的是在台灣卻沒有一個可供電視、電影錄製戲劇的攝影棚，因

發計畫，卻讓居民至今仍對安置、拆遷補償、就業、環境生態等問題充滿疑

此多年前尋尋覓覓終於找到社子島這塊地方，完成他的夢想，同時也希望在這

慮，更加深對市府治理能力的不信任感，以下就目前市府在社會經濟調查的缺

裡，將他所學回饋給台灣的後生晚輩。

失進行說明。

也因為上京影業的進駐，社子島已經有八家以上的攝影棚、業者，已形成台北
地區重要的影視、攝影產業鍊。
重要作品：公視人生劇展「永生花」
、蔡依林 MV「我對我」
、光良 MV「阿比安
吉」
、浪子回頭、流浪連 MV 等。

2.2社子島被遺棄的隱形冠軍
社子島除了製造業廠房、耕作農田外，有許多令人驚艷的文創業者，他們不只
在世大運演出行銷臺灣外，更經常出國參展、表演，讓世界對臺灣文化的豐富
與活力為之驚艷。
但市府在社會經濟調查上，完全忽視這些文創業者對臺灣的貢獻，否定他們在
社子島上奮鬥的努力，在環評報告書上對於這些文創業者的調查隻字未提，更
反映到整個「生態社子島」上，完全以科技業、傳統製造業思維規劃產專區，
而未顧慮到將來開發後，這些文創業者將無力負擔高漲的租金，而離開臺北，
甚至遠走臺灣。

67

A13－482

68

c.長弓舞蹈劇場

b.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為全台灣唯一的親兄弟舞蹈團，以推廣舞蹈藝術為目標，靠著對於夢想的堅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以臺灣美麗寶島的驕傲所命名，結合傳統文化、在地

持，不斷在臺灣各級學校舉辦舞蹈講座，試著透過他們小小的力量慢慢改變社

文化、街頭文化及劇場藝術，以創造屬於臺灣多樣化的當代馬戲藝術為宗旨，

會，改變大家對於觀賞藝術的距離。

媒合各類表演型態，發展獨具一格的肢體語彙。團隊成員來自各種不同的表演

經歷：

領域，包括特技、雜耍、舞蹈、戲劇等，為國內少數擁有超過十位正職表演者

2014 年

的馬戲團隊。

12 月受邀至西班牙馬德里希谷洛藝術中心演出

在 2014 年登上 TED x Taipei 平台，走訪國內外大小舞臺，包括 2013 年受邀法國

《魔弓》

奧貝納追星者新馬戲藝術節、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以及馬來西亞 KAKISENI 音樂

9-11 月【長弓舞蹈劇場】年度製作《堅》於臺

藝術節、2014 年受邀法國新東向藝術聯盟前往香檳區巡迴演出、2015 年受邀柬

北、高雄巡迴演出

埔寨 Tini Tinou 國際馬戲節、英國愛丁堡藝穗節、2016 年受邀德國德勒斯登

7 月獲選臺灣代表團隊，赴法國參加 2014 亞維儂

Semper Opernball、澳門國際藝術節、高雄春天藝術節、臺北藝術節、高雄衛武

外圍藝術節

營藝術祭，2017 年受邀丹麥 DGI 運動與文化藝術節、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臺

6 月 藝術總監張堅志及駐團藝術家鄭伊涵聯合製

南藝術節，2018 年受邀日本瀨戶內創意馬戲節、韓國釜山街頭藝術節、臺北兒

作【更衣間】

童藝術節、桃園鐵玫瑰藝術節、臺南藝術節等。

2013 年
11-12 月【長弓舞蹈劇場】年度製作《魔弓》於

作品：2018《悟空》
、2018《土地的歌》、2017《心中有魔鬼》
、2016《一瞬之

臺北、高雄巡迴演出

光：How Long is Now？》
、2016《奧列的奇幻旅程》
、2016《亞洲之心》
、2015

9 月【長弓舞蹈劇場】受邀至法國巴黎市立劇院 『Theatre De La Ville』小劇場

《潘朵拉的盒子》
、2014《人我之間》
、2012《初衣十舞》
。

『Abbesses』演出
2012 年
10-12 月【長弓舞蹈劇場】創團首演《開弓》巡迴演出至基隆、高雄、臺北等地
6 月 駐團藝術家 張堅豪作品『The Next Three』入圍巴黎市立劇院『Theatre De
La Ville』舉辦的 Danse Elargie Competition
5 月獲邀參加【藝傳千里】2012 表演藝術團隊巡迴基層演出活動至嘉義市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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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長弓舞蹈劇場(續)

e.56 Deco（56 Cafe）

榮獲獎項:

從事古董精品、設計與訂製的經營，56 Deco 在去年從被拆遷的洲美店搬進了

2012 年

社子島，56 Deco 在古董商品界本來就享有一定程度的知名度，但會選擇社子島

團長張堅貴作品《Red idea》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年度大獎」

當作新的經營基地，除了原本地價、店租可負擔的洲美已成為過去式外，經後

團長張堅貴作品《分‧吋》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優選獎」

社子島的命運是否也會一樣？也一樣讓這些特色的業者再次負擔不起臺北高額

2011 年

租金，流離他處甚至無以為繼只好關門呢？

團長張堅貴作品《格局》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年度大獎」
團長張堅貴作品《諧‧奏》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優選獎」
2009 年藝術總監張堅志作品《仨》 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優
選獎」
2008 年藝術總監張堅志作品《Nervous》榮獲文化部舞躍大地舞舞蹈創作比賽
「優選獎」

d.李明道老師
李老師的機械人作品聞名國際，除了經常到國外參展外，更於本次是世大運展
出李老師一系列的機械人作品。李老師雖未在社子島駐點，但在社子島有的倉
庫存放作品及相關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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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前次環評提問市府仍未實際回應

要如何確 保有技能可轉

針對前次環評會議，已針對文資、安置、產業、業者生計等需進行的社會經濟

業。(問題分析 p43)

調查缺漏，提出各種問題，希望市府能重新補正應有的社會經濟調查，然而市
府延續歷次都審、土徵的消極態度，將原有的就答覆複製貼上敷衍以對：

（二）同上，主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商家產業型態和住家商店

（一）該提問是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就業的狀況補做詳

合一的特點進行調查、分析，以便未來針對這樣普遍的家庭式店家研擬出更合

盡、確實的社會經濟調查，才能因應未來工廠拆遷後居民就業和衍生的失業家

宜的安置與輔導就業計畫，
（詳如下表）
。

庭問題，但市府只是重複將現有措施複製貼上（詳如下表）
。

但市府完全以之前已使用 N 次的舊回應敷衍，只強調未來有 14000 個就業機會

當市府的措施完全不是基於當地就業型態、工廠雇用人口、家庭狀況、所得分

大餅，借問當原來的安置輔導措施完全不適宜這些家庭是商家時，這些工作機

佈以及其他社會風險因素時，如何能讓居民相信這樣的處理措施是可以解決問

會居民分享得到嗎？

題的？這邏輯上不是完全顛倒嗎？？

居
意見
民

居
意見
民

李
先
生
世
勳

意見回覆

意見回覆

本府訂有「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
區製造產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
輔導 要點」
，結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
源，組成 市府輔導小組，針對社子島
地區業者面對 開發過程所遭遇之經營
困難及需要本府 協助事項提供財務融

依據本府「社子島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估計
1. 5-4、5-5:因為市府提出拆
開發階段相關工程將帶來相關 工程施工人員進
遷安置都只 講到居住問
駐，屆時將帶來另一波民生相關需求。計畫開
題，但沒有提到就業問
發完成後，既有產業可返回經營，故未來廠商
題。市府簡報第 44 頁及 46
陸續進駐後，預計將帶來 14,000 個就業機會及
頁提到，當地有 559 位社子
相關民生需 求，促進社子島地區產業發展，並
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工作，當
進而生 成目標產業之產業聚落，進而衍伸出相
工廠被拆遷或離開後，至少
關 支援、服務產業發展，進一步吸引更多民
有 500 戶家庭會失去家庭
生相關產業進駐，為當地居民帶來更多的 商機
經濟支柱，代表 4000 戶中
及就業機會。
1/8 的居民經濟受影響，這
部分在社經影響評估方面是
另為輔導當地廠商及勞工，本府訂有 「臺北市
沒有調查的，是很嚴重的缺
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產業 遷移、安置或轉
失，會影響當地居住外，還
型升級之輔導要點」，結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
有就業問題，就算他配到安
源，組成市府輔導小組，針對社子島地區製造
置戶，若沒有經濟問題，會
業者面對開發過 程所遭遇之經營困難及需要本
跟洲美 1/3 的居民一樣，
府協助事 項，對業者提供工業或科技園區用地
被迫賣掉安置住宅到更 糟
轉介、財務融資、企業轉型升級、拆遷補償 及
的地方居住，甚至說要轉
員工就業轉業輔導等服務，未來如有申 請工廠
業，工廠 轉型都以(高)科
登記、轉型、資金需求或就業輔導 等問題，可
技業為主，就算成功轉
上明日社子島網站 (https://shezidao.gov.taipei)
型，很多居民都是父字輩，
之 服 務 項 目 查 詢。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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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6:許多小吃、商家多依賴當地工 資、企業轉型升級、 拆遷補償及員工
人 的食衣住行消費在維生，倘工廠 就業轉業輔導等服務，協 助廠商度過
拆遷，這些商家要如何謀生，如何 社子島地區開發過渡期。
到其 他地點如北投、士林、東區等
租店面， 假使搬回來，安置住宅若 除此之外，依本府地政局社子島開發
參考建康國 宅，一樓店面租給 7-11 計畫規劃，將分為 2 階段開發，以降
或全家就要 8 萬塊，請看圖 7 是當 低對 當地居民及商家衝擊。另依本府
地生活型態現況，一樓是自己家裡 社子島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開發階段
當店面，2、3 樓當住家， 不用負擔 相關工程將帶 來工程施工人員進駐，
生活成本就可用很低的成本開店勉 屆時將帶來相關民 生需求。計畫開發
強維生，如果開發，未來如何開店 完成後，既有產業可返 回經營，故未
來廠商陸續進駐後，預計將 帶來
14,000 個就業機會及相關民生需求，
促進社子島地區產業發展，並進而群
聚成 目標產業之產業聚落，進而衍伸
出相關支 援、服務產業發展，進一步
吸引更多民生 相關產業進駐，為當地
居民帶來更多的商 機及就業機會。

或維生都是問題。(問題分析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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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相關安置、拆遷補償疑點未在聽証會釐清前，為何要同時進行環評、
（三）這是針對當地業者搬遷、轉型時所可能面對到的風險、時間成本，請市

都審跟土徵等其他程序（詳如下表）？當這些審查程序需立基於其他程序審核

府補作確實、詳盡的評估與調查，俾利日後基於卻的資料、數據，擬訂出有效

通過，才可以進行審查的原則下，請問市府決定同步進行這些程序的正當性在

的輔導安置措施，而非將市府原有的法規照搬上來（詳如下表）。

哪？

當市府根本不知道原有法規、輔導計畫能否因應社子島複雜、特殊的個案及不

居
意見
民

確定因素時，如何有自信不補作應有的調查、分析。
居
意見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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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置住宅配售限制太多，造成家庭失 和

意見回覆

當地居民多是以大家庭形式群居在同一住宅裡，因 本府後續將就擬訂拆遷
長期禁建關係，使許多居民是多戶共用同一門牌， 安置計畫內 容舉行聽
造成承購安置住宅時無法獲 得足夠戶數，雖然市 證，藉以釐清爭點，凝
府已放寬承購資格戶數，但仍有總量限制，相同情 聚共識，聽證結果並將
形已造成洲美 地區不少家庭成員為爭取配售戶資 做為市府後續精進安置
格爭吵、失和問題，但市府對於即將可能發生在 計 畫之依據。

3. 5-1 到 5-3:就工廠業者部分，皆強調
要輔導轉型，但中間還須付出技術跟
時間成本，要如何安撫、安置，是否
本府訂有「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
會提供稅收補助或補貼，目前沒有財
區製造產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輔
務 規劃及分析對當地居民就業影響
導 要點」
，結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源，
評估，社會經濟調查也沒有這方面的
組成市府輔導小組，針對社子島地區業
資訊，業者也是利害關係者在轉業、
者面對 開發過程所遭遇之經營困難及
轉型過程中所需的時間成本和風險評
需要本府 協助事項提供財務融資、企
估也沒有分析，都變成嚴重調查缺失。
業轉型升級、拆遷補償及員工就業轉業
為什麼科專區只能有科技產業?當地
輔導等服務，協 助廠商度過社子島地
很多工廠是製造、傳產業，是因為有
區開發過渡期
需求才會留在當地，臺北市並不是只
需要科技產業，如果破遷，可能導致
轉移到其他縣市蓋違章工逞，只是將
臺北市成本轉移到其他地方去。(問題
分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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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覆

李
先
生
世
勳 社子島的相同問題，仍未作任何檢討改善與 應有
的調查研究，恐將使居民獨自負擔更多 社會成本
與後續的家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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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疑點同上，當相關安置、拆遷補償疑點未在聽証會釐清前，為何要同時

（六）社子島原本六公尺高堤防係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河堤施作用地，且係以

進行環評、都審跟土徵等其他程序（詳如下表）？請問市府決定同步進行這些

低於是市價的公告地價進行徵收（如洲美快速道路的土地徵收）
，財政上反而節

程序的正當性在哪？

省成本，另外，所徵收土地面積有限，在侵害人民財產權上遠小於全區區段徵

居
意見
民

收，其公益性、必要性遠高於現有「生態社子島」開發計畫。

意見回覆

居
意見
民

3-3 市府未調查當地居住型態，導致錯誤 的安置
政策

意見回覆

3-4 計畫成本太高導致開發時程過
長，地主、居民無力負擔時間成本帶
1、本案為改善社子島地區居住環境
來的損失 社子島開發範圍約 300 公
品質並配合防洪計畫取得 200 年防
頃，所需經費約 800 新臺幣億，影響
洪標準所需高保護設施及其退縮緩坡
11000 人口，且尚未包含施作 9 公尺
空間所需用地需要，擬以區段徵收方
高堤防、挖除三重、蘆洲垃圾山及 二
式辦理整體開發，應有其公益性及必
重疏洪道高保護防洪設施的經費，使
要性。
全案實際開發成本與財務負擔陷入高
度不確定性。比對基隆河對岸洲美地 2、另開發期程較長係為因在兼顧拆
區的士林科學園 區開發進度，該區開 遷戶 居住權益及工程施作與財務可
發範圍只有不到 100 公頃，影響當地 行之前提下，而採分期分區、先建後
李
人口僅 2000 人，已經花費超過 10 年 遷方式辦理開發，致開發期程較一般
先
時間才完成初步的原居民安置工作， 採一次性拆遷之開 發期程為長。
生
後 續的園區規劃、開發及招商等作業 3、本府後續將就擬訂拆遷安置計畫
世
的完成時 間仍遙遙無期(如圖六)，開 內容 舉行聽證，藉以釐清爭點，凝
勳
發範圍是洲美 3 倍、人口是洲美 5 倍 聚共識，聽 證結果並將做為市府後
的社子島要實際完成開 發，讓地主、 續精進安置計畫 之依據。
居民入住享受開發帶來的利 益，恐怕
無法如市府目前規劃的時程表那麼完
美(詳如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第 5 章第
70 頁)，地主、居民等待開發期間所
蒙受無法處分財產的損失，以及流離
失所、思念家園 的心理創傷，均為市

目前安置宅的配售是以一戶一門牌為原 則，但當
地長期禁建關係，造成大多數是一 門牌多戶的情 本府後續將就擬訂拆遷
況，雖然市府有放寬認定標準 以增加配售戶數， 安置計畫內 容舉行聽
但仍訂立配售戶需有獨立出入口、廚房、浴厠等嚴 證，藉以釐清爭點，凝
李 格規定，始得滿足增售標準。 但當地許多居民是 聚共識， 聽證結果並
先 家族共居的型態，常常是一棟三和院、四合院或古 將做為市府後續精進安
生 厝在家族成員增加 或子女結婚分家的需求下，以 置計 畫之依據。
世 擴建磚牆、鐵 皮屋等方式，滿足額外的居住需
勳 求，因此仍 然維持傳統家族共用出入口、廚房、
浴厠等 居住形式(如圖一、二、三、四)，若用一般
都市住宅生活型態的標準認定同一門牌下 的戶數
(如圖五)，作為增購安置宅依據並不 公允。市府應
就當地居民生活及家庭型態完 成充份的調查評
估，以據此規劃修正更合理 的安置措施。

府應該確實檢討的隱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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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疑點同項次（四）
、
（五）
，當相關安置、拆遷補償疑點未在聽証會釐清

（八）本提問係要求市府針對這些小型、家庭供奉的宮廟，對當地文化、社會

前，為何要同時進行環評、都審跟土徵等其他程序（詳如下表）？請問市府決

網絡所形成的無形資產，補作調查，而非制式回答目前官方統計上的行宮廟有

定同步進行這些程序的正當性在哪？

幾間。另外本開發案最荒謬之處在於，應該早已完成的文資調查，卻在環評會

居
意見
民

議啟動後，才開始進行，請問是否應該等文資調查完畢在重新進行環評？若環

意見回覆

評程序已結束，文資調查結果有需重啟環評必要，借問市府該如何處理（如下

3-5 購屋貸款將讓多數居民負擔不起
島內 生活，反而移居外地

表）
。
居
意見
民

社子島目前的生活環境或許不如都市

李
先
生
世
勳

地區來的方便或友善，但在不須負擔
房貸及購屋 的經濟條件下是仍可負
擔的，開發後除了需 要擔心是否有
資格可以承購承租之外，可能 還得
面對龐大的貸款或是租金壓力，即使
生 活環境有可能變好，但是經濟負
擔卻是變重的，對於社子島許多的弱
勢居民來說是無法 負擔的，市府沒
有考慮到這一點也沒有相關 的配套
措施，如果將來居民負擔不起島內生

1、本府考量本地區屋地權屬複雜及
拆遷 戶居住需求等情形，目前規劃
包含「承購 專案住宅」
、「承租專案
(或公共)住宅」、 「優先選配安置街
廓」及「協力造屋」等 安置方式供
符合資格之拆遷戶選擇。 2、「承購
專案住宅」係以成本價讓售，可 降
低後續每月貸款負擔，市府後續亦將
洽 詢金融機構提供低利貸款協助;如
無力負 擔，亦可選擇以優惠租金承

意見回覆

4-1 拆除庄頭聚落將使宮廟文化無
法存續 社子島除了坤天亭、威靈
廟等大型宮廟外， 當地散置許多
中小型廟宇，由各聚落、宗族 或
鄰里居民長期供奉，而這些中小型
宮廟其 實才是當地不可或缺的信
仰中心，也因此形 成各聚落的獨
特祭祀文化或傳統節慶，有的 甚
至由宗族子孫長期供奉，成為凝聚
家族網 絡團結的重要機制。現行

活反而移居外地，是本末倒置。 以 租等其他安置 方式。 3、本府後續
洲美地區的開發為例，當地雖有七成 將就擬訂拆遷安置計畫內容 舉行聽
的居 民獲得安置住宅配售，但卻有 證，藉以釐清爭點，凝聚共識，聽
近一半的戶數 因為負擔不起一戶一 證結果並將做為市府後續精進安置計
千萬的安置住宅價 格，而被迫讓售 畫之依據。
給外地買主(如圖八)，移居 外地無法
留在家園(依據公視節目「獨立特 派
員」採訪洲美里長蘇符廷先生提供的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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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子島地區計有 2 家立案寺廟(坤
天 亭、地藏禪寺)、36 家未立案
宗教場所，合計 38 家。
2. 本局為尊重地方信仰及寺廟去留
意 願，建議盡量安置保留，並協
助其未 來於安置地合法使用建
物。惟未立案 宗教場所倘安置於
公園(市有公共設施用地)，依據臺
北市寺廟登記須知規定 寺廟之不

市府規劃只將坤天 庭、威靈廟等
大型宮廟保留，將使這些真正 具
備地方特色的中小型宮廟文化消失
殆 盡，當地的特殊節慶、祭祀、
迎神活動、家 族鄰里網絡也將難
以避免的隨之崩解。 全區區段徵
收也將使坤天庭、威靈廟等大型
宮廟保留面臨困難，宮廟的運作維
持與文化 保存非常需要周遭居民
的參與，當區段徵收 將當地居民

動產，應登記為寺廟所有， 據此
未立案宗教場所無法將土地登記
於寺廟名下，於安置遷建後仍無
法完 成立案寺廟登記。
3. 為評估本開發計畫對社子島文化
資產及聚落保存之影響，本府文
化局將針對社子島地區進行文資
普查，提供做為本案文化資產建
物保存議題探討之基礎。

搬遷到遠處的安置住宅，將使宮
廟失去信眾、失去香油錢捐獻、更
失去在地 影響力與社區鏈結，讓
原本是地方特色的宮 廟活動，因
為沒有居民參與而無法舉行，讓
原本有穩定財源可以自行修繕維持
的宮 廟，變成依賴政府補助的危
樓(依現行規定 即便指定為古蹟，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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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仍須負擔 50%的為 修繕費

（十）同項次（三）這是針對當地業者搬遷、轉型時所可能面對到的風險、時

用)，原本香火鼎盛的場景變成只
有 零星觀光客的蚊子館(如圖六，
區段徵收後 的八里宮廟)，建議要
求市府針對這些問題 作更妥善的
調查與評估，再重新擬訂符合當
地需求的文資保存措施

間成本，請市府補作確實、詳盡的評估與調查，俾利日後基於卻的資料、數
據，擬訂出有效的輔導安置措施，而非將市府原有的法規照搬上來（詳如下
表）
。
當市府根本不知道原有法規、輔導計畫能否因應社子島複雜、特殊的個案及不
確定因素時，如何有自信不補作應有的調查、分析。
居
意見
民

（九）同項次（八），本開發案最荒謬之處在於，應該早已完成的文資調查，卻
在環評會議啟動後，才開始進行，請問是否應該等文資調查完畢在重新進行環

科技產業專用區比照本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第三種工業區規定允 許「第 51 組:公害最輕微之

評？若環評程序已結束，文資調查結果有需重啟環評必要，借問市府該如何處
理（如下表）。
居
意見
民

意見回覆

本府針對社子島信仰中心及歷史建
築，如坤天亭、威靈廟、玄安宮等，
皆配 合劃設公園用地予以保存。另
考量社子島 現有廟祠及祭祀圈之分
4-2 移除居民對街道巷弄的水平連
布及型態散布於 社子島各區，故為
結，當 地傳統文化、節慶將永遠失 使既有分散祭祀之型態 及夜弄土地
傳
李
先
生
世
勳

各聚落有各自獨特的人文節慶活動，
如七段 最有名的夜弄土地公、九段
七年一度的殺豬 公宴客、划龍舟
等。這些活動絕非如同市府 所說，
只要將人留下來就能成功保存，而是
需要人、建物、土地的緊密連結，人
口的外 移、遷入及街道的改變，對
當地文化保存絕 對是有很大影響的

意見回覆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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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至「第 54 組:公害較重之工業」均可進駐使
5-1 缺乏 輔 導轉 型 所 用， 按本府產業發展局 104 年訪查結果，社子島地
需的具體財務、成本 區列管 286 家工廠，主要產業為以金 屬機械製造加
規劃
工、紙製品、家具製造及印 刷為主，在地廠商如有
意願，均可返回進 駐科技產業專用區。
當地工廠以傳統製造
業、加工業為主，若欲 另為輔導當地廠商及民眾，本府訂有 「臺北市政府
輔導「轉型」成符合產 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產業 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
專區標準的科技產業，輔導要點」，結 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源，組成市府輔
這過程究竟提供多少 導小 組，針對社子島地區製造業者面對開發過 程所
資金、稅收優惠、補貼 遭遇之經營困難及需要本府協助事 項，對業者提供
以及技術授權，市府均 工業或科技園區用地轉 介、財務融資、企業轉型升
未提出具體的成本、財 級、拆遷補償 及員工就業轉業輔導等服務，以協助
務與稅收規劃。
廠商 度過社子島地區開發過渡期，上開輔導事 項均
有市府相關單位提供輔導資源及協 助，相關資訊可
至明日社子島網站之服務 項目查詢
(https://shezidao.gov.taipei)。

公等民俗活動得予延續，本府 於社
子島都市計畫所規劃之住宅區及商
業區，未來皆得附條件作宗祠及宗教
建築 使用，現有廟祠得於領取抵價
地後興建宗 祠及宗教建築，使祭祀
圈與宗教活動皆得持續於社子島新生
發展延續。另透過分期分區開發模
式，使現有聚落文化活動不間斷，並
由市府專案輔導文化傳承及保存。
為評估本開發計畫對社子島文化資
產及聚落保存之影響，本府文化局將
針對 社子島地區進行文資普查，提
供做為本案 文化資產建物保存議題
探討之基礎。

(詳如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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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同項次（三）這是針對當地業者搬遷、轉型時所可能面對到的風險、

（十二）該提問是強調這些當地業者是應大臺北地區民生需要，而出現在社子

時間成本，請市府補作確實、詳盡的評估與調查，俾利日後基於卻的資料、數

島，並非爭執是否形成產業鍊，竟然市府已於回復同意「多屬提供鄰近區域民

據，擬訂出有效的輔導安置措施，而非將市府原有的法規照搬上來（詳如下

生所需之製造業」，是否應該據此以優先安置當地工廠業者為優先，並優先保障

表）
。

當地居民的就業權利，而非天馬行空在產專區強調「知識研發型、新興、科技

當市府根本不知道原有法規、輔導計畫能否因應社子島複雜、特殊的個案及不

產業、導入創新創業育成、學研機構」等讓當地業者卻步的文字限制。

確定因素時，如何有自信不補作應有的調查、分析。

居
意見
民

居
意見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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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覆

社子島區域毗鄰北投士林科技園 區，
為臺北科技走廊重要區域，在北北基
桃產業發展定位下，規劃 16.79 公頃科
技產業專用區，以因應產業發展快速變
化，未來將作為開放式的創新研發應用
基地，並規劃得供現有工廠安置及輔導
轉型使用，以延伸臺北科技走廊創新能
量，帶動 社子島地區以至臺北市整體
之產業發展。

目前社子島地區未納入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使得社子島地區發展受阻、
區內 公共設施嚴重不足、生活環境
品質較為低 落，區內產業型態均無
法符合土地使用分 區及建物相關法
5-2 業者需讀自負擔轉型風險 另外， 規等相關規定，納入都市 計畫後，
工廠轉型成敗存在相當高的風險，業 即可依相關規定符合土管、建 管、
者必須跳出原本熟悉的市場，轉向另 環保、衛生、消防及勞動相關法規，
一塊不 瞭解的市場，並需負擔相當 即可合法登記。
的時間、資本的 投入成本，也就是
說業者必須完全自行承擔 這些高度 科技產業專用區除提供既有製造業
不確定的風險和可觀的時間、金錢 廠商在社子島開發完成後返回繼續營
成本，絕非市府單傳以「輔導」作為 運 使用，亦將引入低汙染的知識研
口號可 以解決的問題，市府應就這 發型及新興科技產業、導入創新創業
些問題作更詳細 的研究分析，以及 育成與學研機構，與返回社子島經營
的產業一起將科技 產業專用區打造
更完善的安置措施。
成開放式的創新研發應 用基地與實
驗型場域，並衍伸產業相關支 援、
服務產業及生活機能發展，帶動社子
島地區以至臺北市整體之產業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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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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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覆

5-3 忽視在地產業需求 這些傳產工
廠會設置在當地，背後代表臺北及周 另依本府產業發展局 104 年訪查結果，
邊地區對該產業有相當需求，而使業 社子島地區製造業，以金屬製造加工、
者願意聚集於此處設廠。市府應該針 紙製品業、傢俱業及印刷業為主要產
對社子島當地工廠與大臺北的產業 業(約占 70%)，主要產品以鋁門窗、家
鍊結、需求等關係 作確實的調查與 具 及紙製品等民生工業為主，多屬提
研究，俾據此規劃真正符合 在地產 供鄰近區域民生所需之製造業，尚無明
業需求與就業結構的產業專區，以確 顯的上下游產業鏈關係及群聚效應。
實安置開發後當地人口就業問題，而
科技產業專用區除提供既有製造業 廠
非地業者排擠出產專區外。
商在社子島開發完成後返回繼續營運
使用，亦將引入低汙染的知識研發型及
新 興科技產業、導入創新創業育成與
學研機構，與返回社子島經營的產業一
起將科技 產業專用區打造成開放式的
創新研發應 用基地與實驗型場域，並
衍伸產業相關支援、服務產業及生活機
能發展，帶動社子島地區以至臺北市整
體之產業發展與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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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同項次（一）
，該提問是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就

1. 年滿 15 歲至 65 歲受僱勞工，以

業的狀況補做詳盡、確實的社會經濟調查，才能因應未來工廠拆遷後居民就業
和衍生的失業家庭問題，但市府只是重複將現有措施複製貼上（詳如下表）。

雇主或 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
加就業保險 為被保險人者。
2. 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 3 年
內，就 業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以
上。
3. 非自願離職係指被保險人因投保
單位 關廠、遷廠、休業、解散、
破產宣告 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
第 11 條、第 13 條但書、第 14
條及第 20 條規定各款情 事之一

當市府的措施完全不是基於當地就業型態、工廠雇用人口、家庭狀況、所得分
佈以及其他社會風險因素時，如何能讓居民相信這樣的處理措施是可以解決問
題的？這邏輯上不是完全顛倒嗎？？
居
意見
民

意見回覆
為協助社子島開發所衍生的當地工 廠遷
移及勞工就業相關問題，本府訂有 「臺
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產業 遷
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輔導要點」
，針
對勞工就業輔導部分，本府勞動局及就
業 服務處為協助社子島地區既有工廠所
僱 勞工再就業輔導，以增進其就業媒合
機 會，提供各項就業服務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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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被保險人因定期契約屆 滿
離職，逾 1 個月未能就業，且離
職前 1 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 6
個月以上者。
4. 具有工作能力與繼續工作意願。
5. 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
登記 之日起 14 日內仍無法推介
就業或安排 職業訓練者。失業民
眾可檢附離職或 定期契約證明文

5-4 忽視工廠員工轉業所面對的困
難 當地工廠員工多為低階技術藍 (一) 就業輔導措施:
領，雖然薪水 不高，卻可勉強維
1. 個案管理服務:透過個案管理員，
持生活所需。當工廠業者 必須轉
藉由一對一專業化、深度化就業
型成較高技術產業，這些人未必有
服務，提供深度就業諮商，提高
足 夠的專業技能滿足新的工作要
求職者就業競爭力。
求，若是已步入中年，則更難有足
2. 運用各項就業促進措施:對於具有
夠的學習力獲得新的工 作技能，
特定對象資格的失業民眾(如身心
繼續在轉型後的工廠工作，這將造
障礙 者、低收入戶)等特定對象
成當地更多失業問題，但市府亦未
提供各項津貼，求職民眾經由本
針對這些 實際會遇到的問題作出
處就業輔導員諮詢後，可運用職
合理的規劃與安置 辦法。
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僱用獎助
津貼、臺北市特定對象失業者穩

件及國民身份證，或 其他足資證
明身份之證件，親自向公 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請 失
業認定及辦理後續的再認定，以
紓 緩失業民眾於失業期間的經濟
壓力。
(三)市府就業服務處及轄下所屬各就業
服務站每年會辦理各種類型的就業博
覽、專案招募、微型現場徵才等活動，
以增加失業者求職面試機會，相關活 動
訊息歡迎上本處臺北就業大補帖網 站點
閱。

定就業補助辦法、臨時工作津貼
等方案，以協助就業及促進穩定
就業，藉由津貼提高雇主僱用意
願及誘因，共創勞資雙贏。

（十四）同項次（一）
，該提問是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就
業的狀況補做詳盡、確實的社會經濟調查，才能因應未來工廠拆遷後居民就業
和衍生的失業家庭問題，但市府只是重複將現有措施複製貼上（詳如下表）
。

(二)失業給付及失業再認定:有關失業給
付申請資格，包括: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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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市府的措施完全不是基於當地就業型態、工廠雇用人口、家庭狀況、所得分

1.年滿 15 歲至 65 歲受僱勞工，以

佈以及其他社會風險因素時，如何能讓居民相信這樣的處理措施是可以解決問

雇主或 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
就業保險 為被保險人者。

題的？這邏輯上不是完全顛倒嗎？？
居
意見
民

2.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 3 年
內，就 業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以
上。

意見回覆
為協助社子島開發所衍生的當地工
廠遷移及勞工就業相關問題，本府訂
有 「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
造產業 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輔

3.非自願離職係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
位 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
宣告 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 11

導要點」，針 對勞工就業輔導部分，
本府勞動局及就業 服務處為協助社
子島地區既有工廠所僱 勞工再就業
輔導，以增進其就業媒合機 會，提
供各項就業服務措施如下:

條、第 13 條但書、第 14 條及第
20 條規定各 款情事之一離職、被保
險人因定期契 約屆滿離職，逾 1 個
月未能就業，且 離職前 1 年內，契
約期間合計滿 6 個 月以上者。

5-5 居民失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更加
嚴重簡報中提到有 559 位社子島居民 (一) 就業輔導措施:
在當地工廠 工作，若這些人都代表 1. 個案管理服務:透過個案管理員，
一個家庭的經濟來 源，當這些人無 藉由一對一專業化、深度化就業服
李 法轉業而失業，將代表有 559 個家庭 務，提供深度就業諮商，提高求職者
先 會陷入經濟困境，佔了社子島 4000 就業競爭力。
生 多戶中有八分之一，若不正視這問
世 題，屆時 將會帶來更多社會問題，
勳 但卻看不到市府做 出任何相關的風
險評估，亦未提出任何解決 方案，
而只昧於事實的宣傳 14000 個當地人
看得到吃不到的就業機會，來美化工
廠拆遷 背後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4.具有工作能力與繼續工作意願。 5.
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
之日起 14 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
排職業訓練者。失業民眾可檢附離職
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及國民身份證，
或其他足資證明身份之證件，親自向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
請失業認定及辦理後續的再認定，以
紓緩失業民眾於失業期間的經濟壓
力。

2. 運用各項就業促進措施:對於具有
特
定對象資格的失業民眾(如身心障礙
者、低收入戶)等特定對象提供各項津
貼，求職民眾經由本處就業輔導員諮
詢後，可運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
畫、僱用獎助津貼、臺北市特定對象
失業者穩定就業補助辦法、臨時工作
津貼等方案，以協助就業及促進穩定

(三)市府就業服務處及轄下所屬各就
業 服務站每年會辦理各種類型的就
業博覽、專案招募、微型現場徵才等
活動， 以增加失業者求職面試機
會，相關活 動訊息歡迎上本處臺北
就業大補帖網 站點閱。

就業，藉由津貼提高雇主僱用意願及
誘因，共創勞資雙贏。
(二)失業給付及失業再認定: 有關失
業給付申請資格，包括:

（十五）同項次（二）
，主要提醒市府必須針對社子島居民在當商家產業型態和
住家商店合一的特點進行調查、分析，以便未來針對這樣普遍的家庭式店家研
擬出更合宜的安置與輔導就業計畫，
（詳如下表）。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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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請市府明確回應屆時有哪幾間工廠業者，能夠符合條件留在產專區？

但市府完全以之前已使用 N 次的舊回應敷衍，只強調未來有 14000 個就業機會

如果這些業者無法轉型，有可能留下來嗎？轉型、升級一定是必要條件嗎？承
租的租金多少？能否如同現在開發前的租金成本？如果開發的租金過高，那這
些業者何去何從？當地在這些工廠就業的居民又該如何？

大餅，借問當原來的安置輔導措施完全不適宜這些家庭是商家時，這些工作機
會居民分享得到嗎？
居
意見
民

5-6 當地店家無法生存 除了當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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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覆

廠就業機會消失問題外，當地許 多
便當店、小吃、飲料店家是依靠當地
工人 的消費需求而存在，當這些工
廠搬遷走，當 地店家將無以為繼，
無法繼續營業養活自己家庭，而開發
後高漲的地價與租金，當地店 家更
不可能負擔得起在社子島繼續生存，
如 新完工的健康國宅一樓店面租金
要價就要 新臺幣八萬元，但當地許
多店家是利用自家 一樓改建(如圖

勳 七)，無須負擔太多成本，如 此一來
一往的成本差距，將讓店家幾乎不可
能在開發後回來營業。這些當地重要
且養活許多居民的產業結構與經濟活
動，市府並未 於進行應有的社會經
濟調查與評估分析，但 這卻是整個
開發計畫不得忽視的重要利害 關係
人。

意見回覆

5-7 造成外縣市更多違章 科技產業專用區比照本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第三種工業區規定允 許「第 51 組:公害
工廠
最輕微之工業」至「第 54 組:公害較重之工業」
一樓店面
二、三樓住家 若這些當地 均可進駐使用， 按本府產業發展局 104 年訪查
工廠無法因應市府轉型、 結果，社子 島地區列管 286 家工廠，主要產業
升級要 求，將被迫遷離他 為以金 屬機械製造加工、紙製品、家具製造及
處，但當前社子島及臺灣 印 刷為主，在地廠商如有意願，均可返回進 駐
科技產業專用區。
各地違章工廠林立的問

本府訂有「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
區製造產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之
輔導 要點」，結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
源，針對 社子島地區業者面對開發
過程所遭遇之 經營困難及需要本府
協助事項提供財務 融資、企業轉型
升級、拆遷補償及員工就 業轉業輔
導等服務，協助廠商度過社子島 地
區開發過渡期。
除此之外，依本府地政局社子島開發
計畫規劃，將分為 2 階段開發，以降
低對 當地居民及商家衝擊。另依本
府社子島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開發

李
先

階段相關工程將帶 來工程施工人員
進駐，屆時將帶來相關民 生需求。
計畫開發完成後，社子島居住人 口
及科技產業專用區內部分既有產業可
返回經營，故未來廠商陸續進駐後，
預計 將帶來相關人員流入，並進而
衍伸出相關 支援、服務產業發展，
並吸引更多民生相 關產業進駐，為
當地居民帶來更多的商機 及就業機
會。

生
世
勳

題，並不在於工業用 地不
且科專區土地 16.79 公頃，其中 H3、 H4 街廓
足，而是長期土地投機炒
可供工廠土地所有權人選配抵價 地，另本府規
作的結果，讓 業者無力負
畫 H1 及 H2 街廓(土地面積共 9.19 公頃)供無產
擔價格與租金飆漲的工業
權有意願返回社子島經 營使用， 依本府地政局
用 地，鋌而走險在較便宜
開發計畫規劃， 本府刻正評估將科技產業專用
的農地等非工業用地 違規
區之部分 區域將納入第 1 期開發範圍，以降低
設廠。當這些業者遷離社
當地 廠商所受衝擊及遷移成本，或導引廠商進
子島仍然會面 對相同問
入士林北投科技園區使用。
題，只是在其他農地繼續
種出新的 違章工廠，繼續 另為輔導當地廠商及民眾，本府訂有「臺北市政
污染更多的農地，將成本 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產業 遷移、安置或轉型
轉 嫁給其他縣市政府，這 升級之輔導要點」
，結 合本府各相關單位資源，
樣的惡性循環將會是 市府 組成市府輔導小組，針對社子島地區製造業者面
未作通盤考量所帶來的惡 對開發過 程所遭遇之經營困難及需要本府協助
果。在此建議 產專區應以 事 項，對業者提供工業或科技園區用地轉 介、
優先安置當地業者為主， 財務融資、企業轉型升級、拆遷補償及員工就業
而非消 滅在地產業與經濟 轉業輔導等服務，以協助廠商 度過社子島地區
活動，捨本逐末的寄望科 開發過渡期，上開輔導事 項均有市府相關單位
技產業進駐帶來外地人
提供輔導資源及協 助，相關資訊可至明日社子
口，將當地居民趕盡殺絕 島網站之服務 項目查詢
取而代之。
(https://shezidao.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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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市府仍未回應是否會使用仍有重金屬污染疑慮的淡水、基隆河淤泥，

2.4結論

作為社子島填土土方，市府只強調私人工程土方會有檢驗程序，但並未交代淡
水、基隆河淤泥是否也適用？

希望市府在確實完成社會經濟調查、文資調查之前，暫停環評等所有程序，等
市府就社子島當地人口、文化、就業、社會、經濟等面向確實完成數據、資料

居
意見
民

意見回覆

蒐整，並進行通盤分析檢討後，在行召開環評及聽證等相關程序，以確保社子

5-8 填土方來源有疑慮，恐將使農作物
造 受汙染

島居民權益受到完整保障。

本計畫之整地填土工程將優先考慮
目前填土方來源包含公共工程土方交 市內大型公共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填
換、石門水庫、淡水、基隆河清淤泥沙，土前 土壤須完成土壤污染之相關調
土方的來 源多元性恐將使市府後續 查。
李
先
生
世
勳

檢測把關難度增加，市府亦未提出具
此外，若本計畫接受其他私人工程之
體土方檢測規劃，只單用「保證土方品
餘土或土資場之土方時，責成施工廠
質」帶過，實在難以令當地 居民放心
商於 購土時，提供土壤無污染之相關
(如簡報第 46 頁)。 另外，淡水、基隆
證明或要 求經採樣化驗證明無污染，
河屬中度污染河川，早期 工業廢水排
經監造單位確 認後始可採用，土壤檢
灌所淤積於河底的重金屬污染物是否
測項目需包括砷、 汞、鎘、鉻、銅、
已經排除仍未確定，若用於社子島填
鎳、鉛、鋅等重金屬項 目，相關檢測
土土方，即便不是用於未來規劃之農
數據納入本計畫環境監測報 告中。上
業用 地，仍可能因為雨水沖刷、滲漏
述內容均詳載於於評估書第 9 章，請
以及地下水 源相通，而使農作物遭受
參閱第 9.4 節(P.9-6)
污染，市府應對此 提出具體檢測計
畫，以防止類似可見污染發 生。

91

A13－488

92

第三章、社子島開發計劃工程規劃暨相關利益人權益問題分析

3.2工程規劃

3.1前言
從 107 年 7 月 7 日環評說明會迄今，已將近半年時間，至今仍未有明確的施工
範圍圖，而施工範圍仍舊不斷擴增，甚至刻意移除防洪工程施作範圍相關資
訊，思慮此舉勢必造成居民權益的重大損失，故整理以下數點，請市府相關規
劃單位正視問題並妥善說明。

a.不納入防洪計劃之合理性
本人於107年12月27日社子島景觀規畫論壇提問，並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
程處回覆，全島堤防工程將於第一期施工期間同步進行，而防洪計劃位於社子
島全區區段徵收範圍內，請問不納入防洪計劃之合理性為何?

圖:107年12月27日社子島景觀規劃論壇
社子島景觀規劃論壇現場直播45:35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回覆內容，社
子島堤防工程確定在第一期施工期間進行。

圖: 107 年 7 月社子島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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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請市府提供防洪計劃施工範圍

c.請市府提供防洪工程範圍圖、第一期範圍圖、第二期範圍圖套整。

(1)包含社子島堤防、蘆洲、五股垃圾山移除。
(2)因堤防工程區段徵收範圍圖。

圖:204 次環評會議簡報第 9 頁
圖:204 次環評會議簡報第 9 頁

請市府開發單位，將堤防工程範圍圖、第一期範圍圖、第二期範圍圖套整，確

社子島堤防工程與第一期施工期程重疊，而未見於環評簡報內容，請市府提供
堤防工程施工範圍圖，以及蘆洲、五股垃圾山移除範圍圖，以利環評委員進行
判斷。

95

立影響範圍與開發期程，而非隨著歷次會議而不斷變動與擴大，造成居民不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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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全區填土開發合理性

3.3相關權益人權益

請提出全區填土之合理性，經檢核社子地區通河西街最低高程點，與社子島相
差無幾，且位於 9.65 公尺堤防高保護區範圍內，在規劃設計與工程技術可克服
的狀況下，全區填土開發的成立點為何?

a.問卷設計方式未依據開發期程分別進行評估。

圖:204次環評會議簡報第9頁擷取
政大問卷調查是以社子島全島一次性調查，存在的極大的謬誤，因本案工程共
分為防洪工程、第一階段工程、第二階段工程﹐受影響的居民時間與空間無法
等而視之，問卷調查設計就不能依照全島方式進行，而是依照各工期進行詳實
圖:來源為 google 地圖，紅框處為通河西街。
其現地高程最低點僅海平面上一米多，卻位於已完成都市計畫範圍內，社子島
全區填土合理性受到質疑。

訪查，市府卻不斷用”專業團隊”
四個字企圖搪塞問題設計與調查不周全之事實。
b.請提供包含防洪工程、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個別施工範圍家戶訪查資
料。
承繼上頁內容，請環評委員要求市府依據各階段影響範圍，落實家戶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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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因提高優惠補助或防洪工程增加預算影響居民權益疑慮。

第四章、參考資料
環評大會審查簡報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之第 6 章 6.7 至 6.7.5、第八章全
明日社子島網站 1070708 第二場公聽會意見回應表第 15、16 頁
明日社子島網站 1070707 第一場公聽會意見回應表第 27、28 頁
明日社子島網站 1070707-08 現勘及公聽會發言單意見回應表
環境影響評估大會審查簡報。
環境影響報告書/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所有關於社子島開發的宣傳資料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00 次會議紀錄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25 次會議紀錄
環境影響評估 200 次會議紀錄簡報意見回覆

圖:107 年 12 月 27 日社子島景觀規畫論壇
社子島景觀規畫論壇現場直播 8:52 土地開發總隊報告內容，將提高優惠補助及
放寬建物折舊率認定，這些增加出來的費用是由市府自行吸收?還是納入總體開
發成本?
從去年迄今，拆遷補償版本不斷調整，造成相關權益人無法清楚自身權益，也
反映出問卷調查並不確實，而在環境影像評估社會經濟調查，不正是要保障受
影響的人民權益，不因開發行為而受到傷害，請市府正視此問題之嚴重性。
3.4 結論
市府迄今仍未真正重視社子島開發計劃對於居民的影響層面，連工程最基本的
施工範圍圖都沒有，也就無從調查在各施工階段受影響的居民人數以及相關補
償配套措施擬定，在一切資訊都不到位的狀況之下，環評委員們將以何為基
準，去評估社會經濟影響調查?
再者，防洪計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規劃思維，其工程收穫是大台北地區居民共
享，而社子島位於防洪計劃區域內，市府卻不正視此一問題，甚至虛應故事﹐
各位委員皆是各領域的專業，為了社子島在地居民長遠福祉，以及臺北市的正
向發展，還請詳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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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200 次會議意見回覆 p32-33（張台賜），因土地開發總隊（亞新公司）之
意見回覆沒具體回應意見，再此申明以下疑義
【意見回覆文不對題】
意見回覆事項 1：現有 5 處公告文資建物，保存方式均為原地原高程保留....
疑義：此說明無關我所提及的「夜弄土地公」活動，文中所言的 5 處公告文資
建物跟「夜弄土地公」並無直接關係
意見回覆事項 2：既有 5 處歷史建築及 2 處信仰中心(坤天亭及威靈廟)劃設為公
園用地，將建物原地保留之硬體保存...
疑義：同上。
罐頭意見回覆 3：環評報告書於第 6 章 6.9.2 節，針對聚落調查提出整體建議...
建議以區段性徵收為較合理的方案...
疑義：同上。
【綜合意見說明】
1.在此要求確實做「夜弄土地公」活動之調查（繞境範圍與路線、庄頭意識與
關係、在地居民參與形式...等），並客觀描述此文化活動面臨開發後會面臨的
問題，方能提供給委員們做評估。從未看到具體的調查結果，如何做評估的動
作？
2.未回應「在地多數人反應問卷調查無法反應真實現況」之意見。
3.未回應「要求 6-5 章（景觀美質及遊憩環境）擴大調查範圍」之意見。
4.未回應「反對人文活動（夜弄土地公）僅用影像來保存」之意見。
5.土地開發總隊（亞新公司）之意見回覆中提及「為評估本開發計畫對社子島
文化資產及聚落保存之影響，本府文化局將針對社子島地區進行文資普
查...」。其中存在程序問題，若要等文化局進行文資普查，那是否應該等文資
普查資料整備完善後，方能接續進行環評？
以上，煩請列入會議記錄，感謝。

張台賜
0921-13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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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200 次會議紀錄

A13－493

A13－494

裝

線

訂

A13－495

號：

第1頁 共2頁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臺北市公共運輸處、臺北市政

發展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員思懷、林委員鎮洋、詹委員長權、鄭委員福田、屠委員世亮、臺北市政府都市

水威、董委員娟鳴、范委員正成、龍委員世俊、林委員文印、駱委員尚廉、高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周委員德威、劉委員小蘭、劉委員益昌、邱委員祈榮、吳委員

市政府工務局 楊委員明祥、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王委員三中、臺北市政府研

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張委員剛維、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陳委員榮明、臺北

正本：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劉主任委員銘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蔡副主任委員玲

發總隊)併同納入辦理。

1076041437號書函諒達，請開發單位(本府地政局土地開

二、旨 揭 會 議 紀 錄 本 局 業 於 1 0 7 年 11 月 6 日 北 市 環 綜 字 第

理。

一、依據環境權保障基金會郭律師鴻儀107年11月8日E-mail辦

說明：

書面意見1份，請查照。

第200次會議紀錄，補充環境權保障基金會郭律師鴻儀之

主旨：有關107年10月26日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附件：書面意見1份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速別：普通件

gov.tw
副本：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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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臺北市士林區永倫里辦公處

電子信箱：la-smallin@mail.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綜字第1076045909號

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臺北市士林區福安里辦公處、臺北市士林區富洲里辦公

電話：27208889#1763

受文者：

文化局、臺北市動物保護處、臺北市士林區公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臺北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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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居民普遍對於安置計畫內容未充分了解，市政府問卷之施測，亦無法使居民了
解自身是否符合安置計畫之條件。問卷調查的有效的前提顯已具備重大瑕疵。
再者，居民於二階環評現勘公聽會再三提出問卷調查訪調人員素質不佳，無法對
居民解釋問卷內容。問卷內容中又設計許多私密性的調查項目，難以透過問卷調
查向一般民眾探知正確的私密性資訊。上述種種均可見問卷調查過程之粗糙、輕
率。
有關環評社會經濟項目之調查，除應充分對社子島地區在地社群人口、年齡、性
別等基礎資料有完整的資訊、針對應區段徵收可能影響的敏感性族群、在地的產
業結構等相關資訊均應有充分之調查，才能真正判斷區段徵收對於在地的衝擊，
進而評估相關因應對策是否能有效降低環境影響。對於此類社會影響評估調查，
國際間已有簽署赤道原則等國際金融機構，要求融資者必須進行社會影響評估，

2018 年 10 月 26 日臺北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00 次會議

1

碩士論文（口試日期為 107 年 1 月 12 日，本論文原為開發單位於第八章引用，
目前卻全數移除引用內容）社子島居民普遍不信任市政府將進行社子島開發。對

再者，問卷內容是以居民了解安置計畫內容為前提，對居民選擇安置方案的意願
調查。但多數居民對於安置計畫內容並不知悉。依據李麗華所著《生態社子島開
發案之權益關係人對開發案及拆遷補償安置計畫的意向探究：政治生態學的觀點》

依範疇界定指引表，有關社會經濟、社會心理調查訪查的項目、對象、內容、範
圍等細節應與里長及居民說明溝通後再展開調查。但相關問卷內容非但未與里長
充分溝通討論，為舉辦問卷調查的公開說明會，會議訂於 107 年 1 月 4 日召開，
卻遲至 107 年 1 月 2 日才上網公告，相關公文均在 106 年 12 月 29 日周五發出，
期間經過周末及元旦連假，導致實際與會居民僅 30 餘人，在場與會者均一再表
達市政府對於與居民溝通會議辦理的草率。公開說明會結束後，開發單位即在 1
月 13 日展開問卷調查。足見，開發單位對於範疇界定之要求，僅僅是形式上敷
衍了事，未能真正與在地居民溝通。

二、有關社會經濟影響評估，應委請社會經濟專家重新詳細調查。

員要求開發單位應重新辦理社會經濟影響調查，必要時邀請國內此領域之專家學
者參與環評提供專業意見，方能完善整個環評程序。

範疇界定會議中，多位委員均強調二階環評應將防洪計畫的整體影響包括對周邊
區域（關渡、蘆洲、北投、士林、淡水河口）納入評估。甚至亦有委員對於採取
築堤方式進行防洪是否是最佳的方案，能否採取疏浚方式改善等提出質疑。但環
評報告書內對此部分非但著墨甚少，甚至將原於一階環說書開發行為內容中的防
洪工程在二階評估報告書中拿掉，顯與範疇界定時委員的建議和提問相違。呼籲
開發單位應將完整的防洪工程內容放入評估報告書開發行為內。並補充防洪工程
對於周圍環境相關影響的評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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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或者提出的對策，卻對環境沒有充分掌握，讓我們根本無從了解對策到底
能不能減輕影響。社子島居民期待開發能改善它們的居住環境，但它們同樣憂心
社子島開發會不會奪走它們珍惜和擁有的一切。市政府必須能體諒在地居民的心
情，真正與在地進行溝通、修正調整計畫內容，才有可能順利進行社子島的環境
改善。

環評是預防風險、控管風險的政策工具，環評要求對環境現況的充分調查，評估、
預測對現有環境的影響衝擊，具體提出減輕或避免不利影響對策。當開發行為對
於環境有重大影響卻無法減輕或避免時，再無其他替代方案討論的前提下，應不
允許開發行為進行開發。
懇請北市政府對於居民憂心的影響衝擊，不能只有提出承諾，而沒有提出具體的

國內亦有已簽署赤道原則之民間銀行（如國泰世華、富邦）
，對於社子島開發此
種影響大範圍居民之開發行為，自應要求嚴謹的社會影響評估調查，懇請各位委

境影響甚大。

開發單位於一階環評環境影響說明書內明確將防洪工程納進開發行為內容範圍，
卻在二階環評報告書開發行為內容中拿掉，實不妥適。
防洪工程內容包括採取 240 公頃高保護設施方案（興建 9.65 公尺堤防）
、社子島
北側基隆河河道拓寬、南側淡水河河道拓寬、五股地區亦採高保護方案，且須清
除部分蘆洲、三重垃圾山、關渡平原高保護設施必須北移等。工程內容對周圍環

一、二階環評報告書開發行為內容應將防洪工程內容納入。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專職律師 郭鴻儀 發言意見

於作者為測試居民對安置計畫瞭解程度所設計問題答對率僅一成六，足見，社子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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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劉主任委員銘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蔡副主任委員玲
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張委員剛維、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陳委員榮明、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 楊委員明祥、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王委員三中、臺北市政府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周委員德威、劉委員小蘭、劉委員益昌、邱委員祈榮、吳委員
水威、董委員娟鳴、范委員正成、龍委員世俊、林委員文印、駱委員尚廉、高委
員思懷、林委員鎮洋、詹委員長權、鄭委員福田、屠委員世亮、臺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臺北市公共運輸處、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臺北市動物保護處、臺北市士林區公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臺北市政
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臺北市士林區福安里辦公處、臺北市士林區富洲里辦公
處、臺北市士林區永倫里辦公處、璞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報告案)、富邦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報告案)
副本：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主旨：檢送107年10月26日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200次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局107年10月19日北市環綜字第1076038957號開會通
知單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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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為林委員鎮洋，後續由林委員擔任主席。

委員全數迴避出席會議及表決。本案第一階段環評審查主

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本府機關

一、 本案開發單位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依據環

討論案：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陸、討論事項：

決議：同意確認。

案名三：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三小段 6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報告

決議：同意確認。

案名二：富邦人壽長春段一小段新建工程(中山區長春段一小段
782 地號等 6 筆土地)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決議：同意確認。

案名一：擬訂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 111 地號等 10 筆土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
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報告案：已經本會審查通過案件，開發單位修正書件經委員及
相關機關確認情形

伍、報告事項：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林委員鎮洋(討論案)

參、 主席：劉主任委員銘龍(報告案)

貳、 開會地點：市政大樓 2 樓北區 N206 會議室

壹、 開會時間：107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 下午 2 時 00 分

第 200 次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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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洲里 李里長賜福
主席、委員、市府官員，還有各位關心社子島的在地鄉親大家，
我覺得從 104 年以來，一直堅持這個安置計畫，不管哪個市長
都一樣，就是臺北市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辦法，要來適用社子
島，社子島一直反應不適合，這裡 59 年原本很多人居住的地
方，禁建後，現在要解禁卻變成全區區段徵收不分農地和建築

福安里 謝里長文加
主席、委員、鄉親大家好。過去我一再向臺北市政府強調要充
分調查並考量社子島弱勢族群的特殊背景，今年年初政大師生
有做調查，結果是怎樣呢?這調查也是環評委員要求的，但是
問卷說明會開發總隊通知的太趕，許多居民沒有參加，會後我
也向總隊提出在問卷裡面多加:是否應另外訂定特別拆遷安置
補償條例、檢討放寬廚房、廁所出入口的認定、放寬 77 年 7
月 31 日認定的日期，結果開發總隊完全不聽，讓居民無法信
任。枉費我們一直幫政大學生的忙，但是居民看到問卷都無法
信任，也不是鄉親所需要的意見。開發總隊說要建 4500 戶來
安置 4200 戶，但是許多老屋是兄弟共同擁有，他們也有安置
需求，可能不止 4500 戶。開發總隊從 104 年查到現在，還在
用北投士林科學園區的數字推估，實在很難讓人信任。很多人
說提出意見的鄉親就是反對開發，還說鄉親貪心，我覺得這種
說法對鄉親很不公平。我也支持開發，也想盡快解除禁建，但
最基本的居民拆遷安置補償要做得好，也要充分考慮社子島被
政府禁建 48 年的犧牲及特殊性，我從 104 年 6 月說到現在，
不過兩個里長的意見市府一個都沒有接受。他說他的我說我
的，說要開發一直走他的程序，我們一直配合他的程序，但是
我們的問題他沒有回應，也不請可以決定的長官來跟我們溝
通，這樣要怎麼開發?住在那裡的居民大部分都反對開發，我
一直勸說還是不要(開發)，他們說他們(市府)都不跟我們溝
通。
他說特別條例，我們是要特別拆遷的條例，他的特別條例是協
力造屋、建房子出租，特別安置(計畫)，他的意思跟根本一樣

二、 列席團體、居民代表意見陳述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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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倫里 宋里長旭曜
1. 在座大家好，之前曾提出河川整治問題，現在看到的畫面，
欄杆那個地方就是早期的河岸邊，可看出跟河水相距多遠及
河川淤積，簡報第 42 頁，北邊關渡左中段處，是早期關渡
的河岸邊，有 2/3 河道被紅樹林佔據，50 年來紅樹林造成本
來河水是東向西流，變成往西南側沖刷臺北海院背面，影響

用地，一併區段徵收。我原本住的地方跟你區段徵收，我原本
住得很擠，還要更擠。剩下 40%容積也那麼少，那你要叫人家
住在哪裡，一直跟他講，他就照程序一直走，從一開始市府到
社子島，後來在福安國中市長親口講要設置社子島特別拆遷安
置條例，後來到國小又說沒有，社子島的希望都寄望在他身
上，沒幾個月卻破滅，我們很希望改變居住環境也需要開發，
問題在你們不能農地建地什麼都不分，我們的建地是你民國 59
年禁建的不是我們不用，禁建後稅金還是照繳，現在遇到要開
發，一再跟你說這樣無法開發，一些居民被你害到沒地方住，
生活條件越來越爛，生活環境品質提高沒錯，問題是我的生活
條件越來越爛，我本來一個月做 5 天 10 天就可以生活，現在
分一間安置住宅給我可能要做 28 天還很辛苦，還要繳貸款，
一直跟你說，你們都不修改拆遷安置辦法，一直依照臺北市的
規定，全臺北市哪裡有舊地區被禁建後才要開發。所以剛剛說
的公平正義是在哪裡?我就不知道光明正義…光是社子島里民
和海院來比，你們的公平正義就無法讓一般外人信任，你們市
府政府這樣做能讓社子島的居民相信你們有居住正義嗎?
針對我剛才的問題都避重就輕，沒有答覆，我是說請你舉例全
台灣包括外島有哪個地方是舊地區經過 49 年的禁建後還用區
段徵收的方式開發，你幫我找一下如果還有其他舊地區案例用
區段徵收方式分回來剩 40%範圍，這部分是社子島居民最不滿
的地方，為什麼其他地方是用重建又有獎勵容積，為什麼社子
島被禁建 40 多年，所有稅金照繳，要開發時還要用區段徵收方
式，你把我們搞得原本可以躺著睡，變成要站著睡，以後變成
沒地方睡，這樣我們是要怎麼配合區段徵收、這個社子島開發
案，你舉例出來，全台灣有哪個地方是禁建後還用區段徵收方
式開發分 4 成土地，如果有，我才可以回去說服我的居民。

A13－499

4

王先生偉翰(環評書問題分析如附件 1、書面資料如附件 2)
將針對家戶訪查部分作解析(請參照環評書問題分析那本)：
1. 家戶訪查問卷內容設計問題
(1) 誘導式問卷設計造成統計結果上會有誤差：
選項一 集中一區塊興建；選項二 分散區塊興建，一般
民眾看到後一定會選一，會造成問卷上會有偏頗問題，
這是誘導式設計的結果。
(2) 問卷內容的問題：內容而言相當不尊重居民的自尊，內
容舉例如下：一開始就問家庭所得、是不是低收入戶、
不動產是不是低收入戶標準、區端徵收後想選擇怎樣的
補償方式及申請抵價地補償是否參與協力造屋，直接問
開發末端的事相當不尊重人。
2. 家戶訪查結果統計問題
(1) 人口數兜不攏，使用時間錯誤：107 年訪查用 106 年人口
統計結果不是很奇怪嗎？這樣子的話會跟內政部主計畫
通過之附帶條件戶戶安置部分相牴觸。
(2) 問卷完成度：總完成比率只有 48.1%連一半都不到，這
樣可以當作施政參考嗎？
(3) 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問題：針對各項問題回答都是不
知道、不清楚、未決定，這樣很難讓人信服。

河岸邊路地安全，相對為了保護陸地丟了很多消波塊，不是
給生態社子島的規劃打臉了嗎，消波塊就破壞生態，為了保
護陸地和多出來的紅樹林，雖然文資法有大概解套，不然紅
樹林越來越大已經佔基隆河 2/3 的面積，造成河水沖刷我們
社子島北側，陸地的安全值得考慮。
2. 交通規劃看簡報第 15 頁，交通規劃到社子島來要繞老半天
還要沿路再往東側走，為什麼不規劃一條往八里到桃園機場
或往蘆洲的以前蘆社大橋。
3. 北投焚化爐的存在問題，世紀之毒戴奧辛 10 幾年來里長生
涯每年都看戴奧辛檢測報告，社子島好可憐，社子島蔬菜區
空氣的戴奧辛是士林北投高出 4 倍多，土壤累積是 40 幾倍
這些都可以找環保局的檢測報告，北投焚化爐的存廢問題請
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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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鴻筠(環評書問題分析如附件 1、書面資料如附件 3)
各位環評委員大家好，我是社子島居民陳鴻筠，針對這份環評
報告的施工層面進行檢討與分析。
1. 環評影響評估公聽會上為圖 2 版本與大會簡報不一致造成
居民的認知落差。此部分涉及拆遷範圍，已經到環評會議，
結果施工範圍到現在都無法確認下來，如何評估居民的生活
衝擊?(問題分析 p26)
2. 因應 200 年洪患標準提防高程拉到 9.6 米，請北市府針對洲
美橋社子大橋橋底下的高程與堤防相對關係進行檢討，完成
高度不得及於 9.65 米。因高程調整社子大橋與洲美橋之汽
機車引道因高程問題否拆除重做，若有請北市府對交通影響
進行評估。(問題分析 p27)
3. 簡報中土方運輸路線刻意忽視社子大橋存在，同時使用延平
北路及社子大橋兩條路線，勢必造成居民日常生活滋擾。依
據圖一之第一期工程範圍，上、下浮州居民生活交通動線評
估調查。工程施工期間，每日工程車、土車進出社子島數量，
對居民交通重疊的部分進行影響評估。(問題分析 p28)
4. 除北部地區公共工程土石方撮合交換外，其次土方運輸涉及
運輸動線及運輸成本，請市府明確評估其可能性。基隆河及
淡水河淤泥重金屬污染問題，清淤土方請市府明確提出相關
檢驗證明，避免填土至農業區及透過滲透污染之可能性評
估。(問題分析 p29)
5. 從圖 1、圖 2 中，預定農業區旁邊竟然是污水廠，請北市府

(4) 統計的真實性：安置方式竟然以承購勝出，當然說是因
為這是居民理想狀況，可是重點是有多少居民可以住得
進去才是重點。
3. 家戶訪查回應說要承諾要落實戶戶列管，又不做法定全面家
戶訪查，要用 106 年的非法定全面家戶訪查的東西都作依
據，又沒有任何民意基礎下開出三項補償條件，來落實 107
年被內政部要求要落實地戶戶列管以及要辦理安置聽證，但
是調查都沒有清楚，事實是什麼都不知道，你要怎麼樣去做
安置計畫呢，聽證到底要聽什麼？
4. 其他細節請再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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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世勳(環評書問題分析如附件 1)
1. 5-4、5-5：因為市府提出拆遷安置都只講到居住問題，但沒
有提到就業問題。市府簡報第 44 頁及 46 頁提到，當地有
559 位社子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工作，當工廠被拆遷或離開
後，至少有 500 戶家庭會失去家庭經濟支柱，代表 4000 戶
中 1/8 的居民經濟受影響，這部分在社經影響評估方面是沒
有調查的，是很嚴重的缺失，會影響當地居住外，還有就業
問題，就算他配到安置戶，若沒有經濟問題，會跟洲美 1/3
的居民一樣，被迫賣掉安置住宅到更糟的地方居住，甚至說
要轉業，工廠轉型都以(高)科技業為主，就算成功轉型，很
多居民都是父字輩，要如何確保有技能可轉業。(問題分析
p43)
2. 5-6：許多小吃、商家多依賴當地工人的食衣住行消費在維

9.

8.

7.

6.

提出污水系統防滲措施，避免土地污染之可能性。科專區工
業廢水與一般民生污水是否分流處置，若有，請市府提出相
關改善計畫。(問題分析 p30)
圖中無法辨識雨水箱涵、涵管匯集至中央河道及排出路線，
請市府將圖面拆分以利委員判斷。(問題分析 p31)
福國路聯外道：(問題分析 p32)
(1) 此為福國路聯外道，目前於整體填土計劃交通動線評估
中，未見此一規劃，請北市府確實提出本道路工程相關
規劃期程與社子島工程評估。
(2) 請市府評估，在福國路聯外道未完工前，社子島開發案
之交通影響評估。
此示意圖之建築設計規劃是否為社子島開發案建築設計通
則？有無依據？如何落實？人工地盤植物保活對策？(問題
分析 p33)
基隆河、淡水河長年嚴重淤積，不定期就需要進行清淤工
程，今天開設此一滯洪道，請市府評估如何確保河道不受淤
積影響？基隆河側設置消波塊、丁壩，這樣做只會讓保留自
然生態成為空談，基隆河主要以泥沙地質構成，這樣做只會
造成生態破壞且有礙觀瞻，請市府評估其他固岸工法之可行
性(問題分析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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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生明照
各位委員、官員。剛剛聽到很多發言，有講工廠、環境、將來、
住戶，將來環評的事，但我們有沒有了解 48 年社子島的環境。
48 年來不但人口增加、工廠增加，違法工廠多、做黑的也多。
我剛剛聽兩位里長講說有政大的師生來幫忙，我在想說你是幫
黑的忙還是幫白的忙，政大到我們地方去總是找這兩位里長，
這兩位里長在地方從來不開會，不開會協商，他們去找他搞小
圈圈，找幾個無屋無地、有屋無地的人、要求很高的人、貪心
的人，做黑的人也很多，里長也好、議員也好，在社子島搞黑
的一大堆。保護黑的利益，把這些正正當當在社子島有房有地
的人的權益拿到哪裡去了？現在工廠那麼多，變成一個爛攤
子。如果社子島問題再延下去，再延 4 年，現在 48 年就 52 年
啦。我在社子島做過里長，三代都做里長，我清清白白不賺這
些黑錢，但社子島搞黑的人很多，搞違建，填土、出租人家、
出租一些髒臭臭的，你去福安國中附近看看啊?臭的要命。你
們當地兩位里長有沒有去監督這些事情？環保廠一間間你敢
得罪他們嗎?當地議員敢得罪他嗎？有的人還參一腳、保護他

生，倘工廠拆遷，這些商家要如何謀生，如何到其他地點如
北投、士林、東區等租店面，假使搬回來，安置住宅若參考
建康國宅，一樓店面租給 7-11 或全家就要 8 萬塊，請看圖 7
是當地生活型態現況，一樓是自己家裡當店面，2、3 樓當
住家，不用負擔生活成本就可用很低的成本開店勉強維生，
如果開發，未來如何開店或維生都是問題。(問題分析 p44)
3. 5-1 到 5-3：就工廠業者部分，皆強調要輔導轉型，但中間還
須付出技術跟時間成本，要如何安撫、安置，是否會提供稅
收補助或補貼，目前沒有財務規劃及分析對當地居民就業影
響評估，社會經濟調查也沒有這方面的資訊，業者也是利害
關係者在轉業、轉型過程中所需的時間成本和風險評估也沒
有分析，都變成嚴重調查缺失。為什麼科專區只能有科技產
業？當地很多工廠是製造、傳產業，是因為有需求才會留在
當地，臺北市並不是只需要科技產業，如果破遷，可能導致
轉移到其他縣市蓋違章工逞，只是將臺北市成本轉移到其他
地方去。(問題分析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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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郭律師鴻儀
1. 這邊我提出三點意見供委員參考。第一點是，在二階環評報
告書中，開發內容部分，我們發現他將防洪計畫拿掉，但一
階環境影響說明書明確有防洪計畫、防洪工程。我記得範疇
會議時有多位委員提出來，防洪不單只是看社子島這個地區
的防洪影響，甚至要將周圍牽涉到三重、蘆洲的垃圾山移
除，還有關渡平原的問題。這些環境影響是不是應該也要放
進做審查。另外廖桂賢老師有提出書面意見，針對防洪包括
削減整個韌性城市規劃，以及高保護之下，它的防災避難的
措施相當不足。
2.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社會經濟，方才已經看過朝燦的影片，在
事前問卷調查過程，里長也反映，居民也拍攝座談會的情
況，實際上所謂的充分溝通就是沒有溝通。整個流程就是一
個過程序的狀態，１月４號開會，但是１月２號才發通知，
甚至中間還跨了一個連假，多數的居民都是在當天知道，前
去會場與主辦單位反應通知的時間太快了根本來不及準
備，所以那天根本沒有達到充分溝通的效果。第二個是問卷
設計內容裡面是以居民了解安置計畫內容為前提，這部份可
參考公開陳列(公聽會)的環評書件，開發單位將李麗華老師

陳先生朝燦(影片摘錄)
影響一萬多人家戶調查座談會由於宣傳不周，造成當地參與居
民甚少，如此的座談會真有「說明溝通」的效果?當日實際參
與民眾不到 30 位。
這樣一份從座談會就出現瑕疵與居民缺少「說明溝通」的一份
問卷。問卷內容與調查過程更是缺乏信度與效度。各位尊敬的
環評委員你們可以接受嗎?

王先生奕凱
今天主要是環評，可是可看到所有居民在討論的，不管是住在
當地的，有房有地或是住在這邊但是沒有土地的，都是擔心自
己被迫遷。但我提出來是整個生態社子島，雖然他定位為生
態，可是這兩個字已經有非常多污名化的問題，這是政府自己
造成的。因為很多開發舊案冠上生態之名，但是沒有做實際生
態之實。尤其生態運河的部分，它的前後攔砂壩是有問題的，
因為未來會有維護成本。第二點，雖然現在是設兩百年的防洪
標準，可是最近極端天氣是越來越多，仍用過去兩百年的防洪
標準是不夠。應該考慮到未來最高峰的問題有多嚴重，應該用
這標準來去重新檢視這個計畫。為避免熱島效應問題，做基地
保水系統，這是把原本生態改成開發後的生態，才要去做這樣

高費用的保水系統。可是這個計畫已經先把居民、原本的生態
全部都清出來，且回填大量土方，還有增高堤防的做法，已經
對原本的生態影響，包括招潮蟹、農地的生態、土質等。它是
先預設可以開發成新的建案、大樓、商業區後，才要去做這樣
保水系統，而不是改善既有的生態。譬如說剛剛有提到那邊有
很多違章工廠，真正應該在開發前就要用法律去解決而沒有人
去監督，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這樣思考的話發現整個計畫本末
倒置，把全部的生態、人、居民移走後區段徵收，然後才一起
做大開發，才解決現在污染跟違章工廠問題，結果卻花費很多
錢，所以才需要開發更多建案來做財務平衡，這是本末導致。
回填土方來源在哪裡？第二是為什麼要蓋運河，運河本身在攔
砂壩就有非常大的瑕疵，不是更浪費的成本嗎？希望委員可以
好好檢視這個案子，應該要退回重擬才對，這是我們自救會成
員共同的心聲。

們，所以我們社子島 40 幾年為什麼不可以開發，大家怕得罪
壞人，我 70 年就做里長，得罪很多人，社子島基隆河、淡水
河邊有 20-30 多間盜採砂石，他的利益關係，從上到下沒有人
敢得罪他。社子島有很多問題，越放問題越大，無屋、有屋無
地的人也要分房子，社子島就這麼大，如果再放下去想分屋的
人、黑的人、違規的工廠也越來越多。我主張社子島應該要解
決、決定，不要再拖下去。
剛剛兩個里長講的當然也有一點道理，里長剛剛講的 59 年都市
計畫是中洲段，中洲段那時候是住宅區，可是如果每個人都這
樣想，現在這個案子就是社子島的每個人都在想自己，他想他
們那邊最好不要分不參加，無屋無地的則想說有免錢就能拿到
房子，每個人的想法都很自私，拖這麼久就是因為每個人都一
人一個樣子，兩個里長也不敢得罪里民，沒辦法開會，內部不
開會怎麼整合，如果再拖下去，在一個 48 年還無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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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林研究員必修(書面意見如附件 4)
各位環評委員大家，我是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研究員林必修。針
對這份環評報告的社會文化經濟調查，我想首先指出他在瞭解
議題和評估影響都是不及格的，瞭解議題方面並不全面，第
一、他沒有完全分析利害關係人，除了因為區段徵收而直接衝
擊的居民以外，生計可能受到開發案行為影響的居民沒有納入
妥善考量。第二、居民不是同質性的群體，問卷調查應該要問
各個次級群體，收集他們的資料，不是以戶長的意見為代表就
好，再來、評估影響並不充分，整份報告沒有告訴我們受開發
案影響的最敏感族群是誰，從基礎資料我們知道社子島高比例
無屋無地、極高比例中低入戶，但是區段徵收對這些人造成什
麼的差異性影響，沒有看到個別提出對策。開發後生活條件改
善和經濟教育增加與否，這是範疇界定規定的，必須評估，但
是我們在這份報告沒有看到詳細的分析，整份報告大量忽視聚
落活動調查建議，即附錄第六章文化人類學調查的建議都沒有
納入本文討論，舉例如下：附錄第六章 41 頁「地域性群體信
仰關係密切的廟宇就地保留」，目前規劃只限坤天亭、威靈廟

的論文放在裡面，但這次卻拿掉。老師是針對社子島地區整
個開發意象裡面生態政治學的調查，其中調查當地居民對安
置計畫內容的了解程度只有不到一成六，如果只有一成六的
居民了解內容，這個問卷到底問出來會是什麼樣的東西？有
多數當地居民都是回答不清楚不知道，那當然朝璨曾在公聽
會多次反應，對於居民提出來的問題訪調員沒有辦法回答
的，如果內容設計有問題，訪調員在訪調過程中沒有辦法解
決所有問題的話，這份問卷的質的可信度就會有…。
3. 最後一點，環評就是將社會、環境現況做一個充分調查，在
座各位委員們都是各方面的專家，可是社會經濟的專家學者
在委員的陣列裡面是比較缺乏的。如果沒有辦法做完整的社
會經濟調查現況，要怎麼去做影響評估，怎麼能夠提出一個
好的預防方案或減輕方案，所以我希望委員們能夠考慮納進
社會經濟專家學者，這方面國內已經有作赤道原則的官股銀
行，一定有社會影響評估的專家顧問團隊，所以我希望委員
們能夠納入協助作社會經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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竑律法律事務所 胡律師智皓
各位委員以及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胡律師。第一
點關於程序部分，一般環評審查，理論上會有專案小組，在開
大會前會有專案小組，那我不知道這次是沒有收到消息，或是
有漏掉，還是說根本沒有開？第二點，環評報告書的意義，不
外乎就是評估這個開發行為所造成的影響，要怎麼樣降低這個
影響，讓開發行為達到最好的效果。可是這個報告書通篇看
來，包含剛剛提到，這個資料有誤用的部分，107 年度的調查
卻使用 106 年度。可能在調查程序中可能有瑕疵，像剛剛 O 燦
的影片裡，在調查前是否真的有跟居民做明確的溝通？那如果
沒有的情況下，一個這麼專業的調查、一個區段徵收，那些在

和玄安宮得以保存。42 頁除了五處歷史建築以外要保存其他完
整保存的老家屋，目前沒有這樣的規劃。44 頁建議開發過程在
社子島「設立就業輔導和諮詢機構」處理本地區勞力替代性事
宜，這個建議沒有納入第八章區認徵收對經濟影響的分析。44
頁建議在開發過程協助或宣導住民保存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
生活文物，以為後續長期發展鄉土文化的在地素材，一樣沒有
納入，相較於環評書第八章 30 頁「只要人持續維繫文化傳承
就在」這樣的空泛之談，卻不採納具體可行的做法，令人難以
理解的。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6 月 26 日內政部通過都市計畫是
有條件的，條件之一是聚落人文的紋理關係要維繫，今天已經
有文化人類學家識別出居民關切事項，提出具體可行的做法就
應該採用建議，否則這份調查就失去意義。最後我有以下建
議：為了確保居民充分知道開發行為影響，要提供其他地區的
類似開發行為，比如洲美社區，讓居民可以想像未來影響，如
果沒有就是違背知情同意權。影響的改善措施是否被接納必須
由居民決定。未來願景要由居民審議來規劃不然這樣的決策不
具正當性，居民常說社子島問題要到社子島解決，沒有參與和
審議的過程，北市府不能宣稱社區支持和許可。面對遺留問
題，為什麼問卷訪查完成率沒有過半、為什麼多達 311 戶拒訪，
家戶訪查結果都有說居民不信任政府、怕回答就等於支持目前
的安置計畫，怕狼來了，不想浪費時間。社子島禁建 48 年對
這樣的歷史經驗造成的傷害致歉，是展現尊敬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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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東輝(書面資料如附件 5)
各位委員大家好，我是那個八段富安國小後面歷史建物李和興
的子孫，我們家族在那裡大概有兩三百人，剛才聽很多包括陳
朝燦影片，說什麼市政府調查不完全什麼，其實他就是租屋，
那他八個月前說市政府沒有調查，市政府還特別請學生去調
查，我去親戚家聊天，中午吃飯時間他們還來，其實老是以這
種小地方來干擾程序，我覺得不是很符合當地實際民情，我們
親戚在當地有的有房、有的有土地，甚至有的房子比較小沒有
什麼土地，但是其實社子島工廠污染真的很嚴重，還有砂石
廠、廢棄廠、五金拆解廠，那些污染的油污、污水都很多，幾
乎每一場會議我都來，但是每次都看到新面孔，不曉得也不認
識，對社子島也不大了解，我的親戚，特地拍社子島的狀況，
現實違章污染的狀況，給委員看一下。另外我們親戚也說，他
們的房子老舊，磚造比較多，還有百年歷史的房子，磚造的東
西快要「粉碎了」
，已經漏水，人住不下，上次柯 P 市長去 long
stay 的時候，他晚上要上廁所，跑到後面的菜園，其實你們要
了解，大部分社子島人是很沉默的一群，都沒有來，要工作，
還有隔代教養的外配很多，所以說我也不反對他們，能照顧這
些拆遷補償能加強好一點，但是實際狀況能再這樣延續下去
嗎？很多老人、小孩也需要照顧。如果公宅蓋好，一樓有老人
照護，又有公托，什麼聚落會打散，那都不是問題，因為反而

地人，如果不是我們學法律的人，真的懂嗎？你真的有告訴他
你在做什麼樣的調查，他在回答什麼樣的問題嗎？那這樣的情
況之下做出來的調查，這個基礎是不是真的可以被相信的？那
如果不是的話我們今天在這邊討論的，或是我們看到的這些報
告是從上面衍生出來的解決方案，那有何意義呢？法院對判決
餘地部分，其實也會做一些更細節的審查，包含法律會認為如
果是基於一個錯誤事實，或是不完全資訊的情況下，行政機關
作出來的判斷可能遭到法院撤銷。那這樣的情況之下是不是反
而更造成我們社會資源的浪費？所以我懇請各位委員，拜託大
家謹慎發揮自己的專業，在專業之上嚴守不要讓社會資源被浪
費掉。希望報告能夠做得更精確，而不是像前面提到全部都是
泛泛之談，沒有具體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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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先生志昀(書面意見如附件 6)
各位委員好，我是在社子島長大的孩子，非常同意上一位先生
說的，要照顧這邊的弱勢老人、小孩，所以是不是更應該落實
戶戶安置，問卷調查是不是要做得更確實，才有辦法反應他所
說的，沉默的多數是有的，我針對今天簡報提幾個問題。
簡報第 24 頁:
在多次會議有很多各界關心人士，對於文資建物保存方式，除
被保留 7 處外。很多庄頭廟宇都沒有提及，甚至沒有被列入歷
史建物，這些小廟，即使不是漂亮或幾百年的廟，但是對居民
來說是生活中非常緊密的一環，可是在這次環評，都沒有看到
開發單位對聚落文化有詳加調查。
聚落歷史文化、庄頭間、組織人員關係，開發後會造成嚴重影
響，除了本來的信仰被打破外，長年緊密的社會也會瓦解。人
跟人，還有現在居民的關係，希望開發單位可以深入調查，評
估後想出更好的對策。
接下來聚落文史對於民俗活動及廟宇的影響，目前仍採用相當
輕率的方式，來對待對居民來說非常重要的信仰關係，利用影
像保存是非常消極的方法，這些廟宇還有節慶活動至今都是非
常香火鼎盛，最後竟然淪為只能利用影像記錄下來，這種運用
在瀕臨滅亡時最後手段的保存方式，竟然被開發單當作減輕影
響的對策，完全不在乎現在居民與廟宇間的關係要如何延續。
再來是家互訪查，剛剛影片也有提到，從一開始的通知至訪查
過程，有很多問題，都委會通過後要求的戶戶安置、戶戶列管，
還有剛剛提到沉默的多數，難道這份問題這麼多的問卷，甚至
訪查率不到一半，要被拿來替安置計畫背書嗎？

你親戚住在一起，又有交誼的地方，健康又照顧得到，交通改
善，大概兩三天前，社子島火災燒死兩個人，沒有排水系統，
巷道狹窄進不去，衛生問題也沒有下水道，污水排水很多問
題，已經四、五十幾年了，很多都說市政府訪查不夠，你看都
好幾次，再訪查十幾次、一年還是這樣子，但是我們要針對實
際問題去解決，難道這些需要照顧的大多數的沉默的一群，他
們只是沒有來而已，我們都希望市政府能加快腳步，當然拆遷
補償弱勢應該要多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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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先生奕瑄(書面意見如附件 7)
各位委員好，延續柳先生所提，關於文化及聚落保存。社子島
對岸是洲美里，過去在都委會上，很多意見指出，洲美里會是
社子島的前車之鑑。洲美里在民國 93 年的都市計畫中被提出
來，在 106 年 6 月的修訂細部計畫都審會議上，被委員提出檢
討說，這樣的計畫是嚴重忽視原有聚落紋理的，因為他的計畫
圖中，連道路基理，都與舊有的聚落是完全無關，事隔 10 年
後，現在看到社子島都市計畫圖，依舊看不到現在社子島的聚

王先生麒崴
主席委員大家好，我在此謝謝前面那些年輕人，在地年輕人，
為了社子島，為了他們的生活，為了他們將來願意站出來，在
此跟楊前里長報告一下，還有剛才那個，他沒有住在社子島，
他常常在講別人，人家是住在社子島四、五十年，他沒有資格
去批評別人。我們今天是來解決問題，不是來這裡跟人家大小
聲的，是來跟市府講說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我直接說我需要什
麼，例如我家在做瓦斯，是地方產業，做四十多年，今天要開
發社子島，瓦斯是傳統的，地方上都是傳統的，以後開發，所
有瓦斯都用天然的，我想請問的是，我的瓦斯因為這樣被收起
來，一家大小靠這個，這是我爸留下來的，就等於把我們生活
的路都斷掉了，這個問題要如何處理。還有剛才在講特別條
例，柯文哲當市長就沒有特別條例，那是古早的事情，但是他
不要做，地方上沒有貪心的，楊前里長，我們不貪心，因為我
們有一間房子可以住，也沒有去搶你的土地、你的房子，我只
是要保留住的權利，你去問其他人，都會說有一間房子可以住
就好，我要求不多，地方的人不貪心，不是要阻擋開發，換好
的環境很歡迎，我當然反對黑黑臭臭。

最後我希望市府能夠確實面對，都委會的決議中，妥適處理文
資與聚落保存，落實戶戶安置，但是目前計畫內容，這兩部份
非常薄弱，甚至完全沒有深入談，都只在表面而已。
剛剛市府在回答時，都希望可以等到後續的程序再談，或是細
部計畫再談，我想問，今天是二階環評？我們不是應該在這時
候把影響評估，還有後續要怎麼做的對策就提出來嗎，難道我
們又要看到下一個洲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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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先生仕傑
主席、里長、里民大家好。你們在大房間，我們在隔壁小會議
室，前面很冗長、很專業性、準備充分的簡報在放的時候，隔

陳先生阿萬
主席、長官、先進，大家好，我住社子島，我陳阿萬，我祖先
已經住兩、三百年，我自己住七十幾年，我在地做事人，說些
社子島經驗給長官參考，首先感謝官員，將社子島規劃詳細，
很肯定。也拜託、懇請在座長官趕緊讓他(社子島)趕快過，救
救社子島。以我身邊例子，光兩邊十多戶的低收入戶，你越快
開發，讓他可以抽一戶，這樣他就很高興了。所以拜託在座長
官，趕緊做好心，歷史會記載下來，以後就沒有十幾戶低收入
戶，大家會記得。以我住在那邊的經驗，現在空氣連睡覺起床
要出門都要帶口罩。身邊全是大貨車，無所不及，無法喘口氣。
像去年四級地震，天花板掉下來，土地別人的，房子如果被震
倒了，就沒辦法抽一間房子，土地不賣給他，地主要收回去，
很簡單，現場的官員拜託趕快通過案件，救救社子島。像剛才
住戶安置問題，很簡單的，政府抽六成回去，多蓋幾戶，趕緊
開發，就沒有低收入戶的問題。

落紋理，完全抹殺現地上仍然有人民居住、發展以及生存的事
實，特別很多都是無屋無地。我們還是先肯定開發總隊，他為
臺北市民規劃一個美好願景，但如果建立在犧牲弱勢、少數
人，這樣真的符合市長所承諾的進步價值嗎？目前規劃無視在
地的歷史發展，並不是將幾座廟留下，就能代表重視在地。剛
剛報告府方認為，廟方只要在日後進行重建，人還在，就可以
重新把我們的信仰、文化重建起來，問題是人真得還在嗎？當
我們的聚落已經被現代化都市道路給切開，不是舊有的聚落型
態，還有辦法維繫原有的文化圈跟信仰圈嗎？希望社子島不要
成為下一個洲美，請政府誠實面對在地聲音，也不要以開發時
程太慢，或者是區段徵收已經完成配地為由，重複過去洲美里
的覆轍，甚至操弄居民及地主的對立，使得開發計畫乍看下可
以順利推進，但事實上反而是造成在地居民的撕裂。所以我們
的訴求希望社子島可以以參與式規劃，發展出真正以聚落、居
民為主體的規劃方案。

A1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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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姐映心
剛剛里長還有鄉親提到很多開發案的問題、疑問跟意見。這邊
我再提一個，這開發案要注意的細節，就是安置問題，剛剛有
說到要先安置再動工，我們認為這很合理，而且更認為不只要

張先生台賜
各位大家好，我也是長期注意這個案子、不是在地人，已經多
人反應，問卷調查無法反應真實的狀況，以及居住正義。我就
報告書內容，提出幾點的疑問。6-5 章，之前有要求要擴大調
查範圍，所以除了社子島外，景觀資源應該拉到比如說士林跟
週遭的環境，但報告書裡我只看到把觀光景點ㄧ條條列出來，
士林有什麼什麼，並沒有跟社子島來做交互對照及分析，整本
報告書除了這個章節外，不太有評估跟分析，變成在報告書裡
看不出來這些資料跟社子島有什麼關係。在歷次會議，我比較
強調在地人文活動，提過好多次可不可以好好調查，比如說夜
弄土地公，遶境範圍、路線，以及在地居民如何參與，那一天
家家戶戶是怎樣投身進這個活動，這些分析資料，甚至也沒有
圖面畫在地圖上，如果有這些分析資料，開發單位可能就會知
道，這樣人文活動，並不是只要人在，活動就在，還是有他的
紋理跟地域關係。所以我非常反對，在報告書裡人文活動只用
影像來保存，希望各位委員可以留意他們的處理方式。

壁那邊很少有人在聽，後來有里長、里民出來講話時，才是後
面這些朋友有在關注的時候，這反應了臺北市政府一直強調你
們有走完程序，但是這個程序是冰冷的，問卷調查，不到一半
的人有去做回收，為什麼臺北市政府不去正視當時程序是有瑕
疵的。社子島在過去 48 年來，為了臺北市的繁榮跟建設，承
擔將近半個世紀的防洪任務，這樣的苦痛、犧牲，不要怪大家
有情緒。跟各位報告，我不是在地人，但是不是在地人也有權
利關心這個地方，今天就是因為過去溝通不良、程序是冰冷
的，你們在開公聽會(座談會)前兩天才通知，就是因為你們一
再的堅持有走完程序，但是這些居民、住民，沒有感受到誠意，
所以有這麼多的情緒。我沒有太特別的建議，只有一個感想，
正視這樣的情緒，不管臺北市政府要做什麼樣的決策，請你們
正視，社子島的居民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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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正祥
大家好，我要提一個簡單概念，如果買一台車、用了很舊，直
接換掉它嗎？如果還可以開的話。相對於這個開發案，為什麼
不能用修理的方式去看待社子島發生的問題，不管是剛剛提到
的污水、交通、老舊的問題，讓社子島居民、開發都可以共存
在這個土地上，這樣子不是很好嗎？為什麼一定要讓程序繼續
走下去，為什麼不先思考一下。還有文化景觀保存問題，剛剛
講到夜弄土地公，我們在報告書裡面，第 6 章第 9 小節第 3 個
部分，這活動已經那麼多年，我們只用影像保存方式，那大甲
媽祖為什麼他們會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活動，為什麼不用影像
保存，就是因為大甲媽祖遶境，對當地信仰活動有意義存在，
在報告書裡完全沒有看到很詳細的人文調查。安置問題，原本
聚落生活型態是一種很親密的鄰里狀態，如果安置的時候，對
於可能住在社子島的年長者很重要、倚賴的生活社交關係，如
果變成垂直化的居住狀態，這個計畫能保證社交關係繼續存在
嗎？如果過這麼久的時間，計畫進程這麼久，真的可以維持社

這樣，還要再做一個配套，就是要就近安置，這樣才不會讓當
地居民，在這個動工期間，影響到他們就學、就醫跟就業，比
如說社子島學童，在社子島就學，但是因為這個工程，必須被
安置到比較遠的地方，比如說中山、大同，或者更遠的地方，
絕對會影響本身生活原貌。社子島有很多長輩，在社子島生活
一輩子，而且社子島又缺乏經濟規劃來協助當地發展，所以很
多人在經濟方面偏向弱勢，再加上社子島人口結構，高齡人口
很多，如果沒有辦法在安置期間在附近社區就近安置的話，導
致他們必須被迫(離開)原本熟悉環境，會造成經濟、心靈、精
神上有很大影響，如果開發計畫，有就近安置計畫的話，我也
要提醒，在金額方面必須符合當地居民的經濟狀況，因為有一
些比較弱勢的，所以要在這方面有所補償、扶助，不會這個安
置好但是吃不到，沒有辦法真的得到幫助，再次強調，我們其
實不反對開發或都更，都更可以讓大家的生活環境變得更好、
更幸福、更安全，但是如果安置計畫，不是在建立造福大家，
而是圖利特定人士，或者炒作房價的話，其實不是理想的都
更，理想的開發計畫。

A1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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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加強問卷調查的內容及作法，使其更週延，更具說服力。

范委員正成：

三、 委員及相關機關意見摘要：

廖桂賢(書面意見如附件 8)

陳慈慧議員服務處 謝小姐梅華
1. 626 內政部都委會通過社子島開發案規劃，有關聚落文化保
存與拆遷安置附帶條件，但目前市府聲稱在公共工程拆遷條
例外，增加社會住宅，協力造屋，但社會住宅僅租 12 年，
協力造屋是否能保障小地主，甚至因禁建 48 年老屋修繕後
影響居民拆遷分配權(初估仍有 1/3 無法住在社子島)，這些
末端枝節事，卻是居民擔心迫遷，住不起的擔憂，市府實應
重新擬清細則(新的拆遷安置法)，以安民心。
2. 目前在社子島環評現場，第一期工程範圍、期程未定，連第
一期拆遷的安置問題亦未言明。
3. 環評報告書裡提到，島內僅 235 家工廠，530 人島內人工作，
但 96 年產發局工廠資料即有 600 多家，市府說開發後增加
14,000 多個工作機會，但中間開發時程差或開發後，僅有科
技產專區，原有傳統產業、小吃店都可能無法續留。
4. 儘管環委要求細做家戶社經調查，但開發總隊強勢主導政大
問卷內容，粗糙問卷結果仍然無法呈現真實社子島家戶現
況，建議未來與里鄰長合作，並能做問卷初測模擬。
5. 關於多次居民提出問題，包括環委提問，市府回應多為「待
未來確定才能回答」
，或根本沒正面細答，但目前洲美現在 6
年多問題，都是當時居民與環委的提問與意見未被回答後所
發生的問題。

交狀態嗎?我就有一個經歷，我也是因為眷村改建條例，家裡
被拆遷，家裡長輩因為拆遷生了一場大病，跟鄰居的社交關係
完全斷絕。另外工作機會問題，有 500 多個人目前是在這邊工
作的，之後會有 1 萬 4 千個工作機會，想問，全臺灣區段徵收
或者是科技園區開發，像宜蘭、竹北，新竹是一科技重鎮，在
竹北做開發，現在有多少廠商進駐？這個產業園區是不是能夠
達成，能提供 1 萬 4 千個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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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及本計畫之開發對於水文水理之整體影響，尤其是關渡自

加投資？

水理形成之影響，及相關對策之韌性措施，是否作調整或增

劃修改中？尤其針對可能的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之對水文

1. 8 月經濟部水位論証會議之結論為何？如何反映在本計畫規

屠委員世亮：

三河川水質模擬結果摘要表填寫。

6. 施工階段及營運階段請依據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技術規範附件

及輸入資料。

5. 請載明評估承受水體（施工、營運階段）影響所使用之參數

水量（17,181CMD）對承受水體（淡水河、基隆河）之影響。

河）之影響；(2)評估本計畫第一期與第二期總和最大污水排

情境：(1)評估第一期規劃之污水排放方式對承受水體（淡水

水處理廠處理，建議以河川水質模式評估營運階段以下兩個

污水處理廠設置在第二期規劃，因此，第一期污水未納入污

4. P.7-39，本開發計畫開發期程規劃為 11 年，並分為兩期進行，

規範，以質量平衡公式評估施工前後承受水體水質差異。

3. P.7-36，施工階段請依照環境影響評估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技術

發，污水未納入污水廠處理之污染排放量。

2. P.7-39，本開發計畫分兩期進行，請推估營運階段之第一期開

砂池後之降雨逕流水之污染排放量。

1. P.7-36，請推估施工階段，裸露面之土壤沖蝕量及經過設置沉

林委員鎮洋：

3. 居民安置問題的週延性是二階環評的重要問題，建議補強。

劃」之成果納入。

管理處所委託之計畫，
「生態社子島公園綠地系統景觀總體規

2. 有關生態的部分：建議可將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

A1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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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元 1697 年清初郁永河「裨海記遊」所述的「番社」舊地，

劉委員益昌(書面意見)：

考量其動線、需求、順暢性與安全性並評估之。

處相接處，未來社子島道路計畫與延平北路七段連接，並應

8. 延平北路七段係連接社子島與延平北路六段士林社子，係兩

與評估。

性、安全性、連結性仍有改善的空間，未來計畫應詳加考量

7. 目前社子大橋及其鄰近的交通道路車道設施及交通動線順暢

運應如何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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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品質影響之有效因應。

5. 環境監測應可考量主要項目的連續監測設備，以更能掌握其

化，應盡可能評估分析。

4. 除了居民住的安置外，其未來的就業收入及生活成本的變

理規劃，請說明。

3. 中央河道在基隆河及淡水河閘門，開發完成後的操作維護管

設備，請補充說明。

2. 每一塊基地的保水設施，其保水容積流向、連結的排水抽水

安置，請說明。

1. 第一期工程範圍，現有住家、工廠及受影響人數，如何暫時

域影響如何？如何有意義因應？

6. 社子島的捷運需求如何？如何考量？若有需求時，社子島捷

林委員文印(書面意見)：

實資料。

6. 問卷調查之外，也應進行人類學式的參與觀察，以便取得真

處理。

5. 本案不宜只評估社子島，宜把社子島及周邊區域的影響通盤

內涵範圍研究，須要多少經費。

250,000 元很難執行此一計畫，可以請教文化局進行一個遺址

4. 環 境 監 測 計 畫 文化遺址考古試掘經費編制很奇怪，複價

應之道。

居民和信仰中心的關係將如何維繫？因此須更進一步提出對

3. 社子島文化保存在於人，也就是原社子島居民，因此開發後，

一遺址的內涵與重要性。

一遺址之內涵與分布範圍的研究，目前的調查不是以釐清此

集於社子島外圍水域時之水位如何？如何取捨？對社子島水

5. 請再查核淡水河上游中游下游以及基隆河之降水排水量，匯

另書面審查意見如下：

隆河及社子島氣象如何考量？請在說明分析。

4. 考量社子島周圍水位最高時，對於淡水河上、中、下游，基

考量每月一次。

3. 文中環境監測計畫於施工期間為每季一次，建議若有需要可

作作業及主管計畫如何？

2. 基地排水、抽水與滯洪池及閘門等，於狀況發生時，而其操

要而於本文中說明分析。

1. 大眾運輸系統、自行車系統與停車系統等計畫，仍應簡明扼

吳委員水威：

可否進一步研究說明？

2. 建議第一期新發現的考古遺址，不只是試掘，最好先進行此

回應之道。

下游至河口兩側等必然發生影響之計畫外緣之生態、遊憩、

漁業資源、開發空間的各項潛在影響，及相關消弭減輕對策，

似乎就在社子島附近，是否應確實調查考據其位置，並提出

然公園、五股溼地、觀音山國家風景區東側河岸，及淡水河

A13－508

應清楚的都市防災計畫（從減災、整備、應變、復原四部分）

表達應予重視（問卷調查資料不全）。

何系統性地被規劃設計）實踐「海綿城市」的理念。

14,000-1,777 人≒12,000 人，可見未來開發變成帶來 12,000

之增量頗多，請開發單位確實依照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執行，

面對極端氣候下，原有防洪標準是否足夠？令人質疑。

措施」列入合約中，並訂定罰則以確實減輕此開發案對環境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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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土地使用分區的法定建蔽與容積？以及在後續相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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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方暫存區面積很大，且可能在施工期間持續存在，第一期

及健康之影響。

因此，要求開發單位應將「抑制揚塵措施」改為「空污防制

之影響為何？應有具有模擬及相關數據之呈現以說明其合

3. 本計畫人口為三萬人，是屬於居住人口或活動人口？如何反

中。因為空污防制措施不只是抑制揚塵而已，還有其他措施。

2. 第九章空污防制中，提及將「抑制揚塵措施」納入合約條款

對周邊地區（蘆洲、五股、關渡等地、淡水河、基隆河水位）

規劃以挖掘中央運河方式進行暴雨時之滯洪與排洪，暴雨期

以降低排放保護健康。

1. P.7-6 及 P.7-10 之表 7.1.1-6 與表 7.1.1-11 中 NO2 最大小時值

1. 本案使用 99 年大臺北防洪計畫洪水量為依據進行規劃，但

2. 本案基地位於基隆河和淡水河下游，原為易淹水地區，現有

龍委員世俊(書面意見)：

理性。

間之影響與具體作法明顯不足，應於後續報告補足說明其合

置計畫亦極不明確，此開發對當地居民與地方產業在拆遷期

7. 現有對於居民族群的社經調查與意見溝通明顯不足，拆遷安

其合理性與對在地原有聚落紋理的尊重。

應在後續的開發管制與都市設計中，於現有報告中無法了解

仍無法看出幾個重大面向的影響與因應作法：

候下的大臺北地區，產生巨大影響。此影響在目前環評報告中

落等使用全盤忽略，重新規劃方式進行開發，將對面對極端氣

本計畫以生態社子島為名，對社子島原有地文及水文，社會聚

董委員娟鳴(書面意見)：

5. 補充資料再審。

量。

6. 從現有之原地留存文資在保存項目上及保存方式上，如何反

方式，以及相關管制等方式與具體方作法（如：LID 設施如

機會，目前從業人員 1,777 人，社子地區居民 559 人，

外來人口造成之環境問題，又科技產業專用園區之污染應考

園排水系統及基地保水上，目前仍無法以整體空間系統性的

5. 本案在出流管制與逕流分擔的實際流量，如何反應在中央公

4. 簡報 41 頁，本計畫科技產業專用區，可提供 14,000 個工作

定之計畫是否合適？

於報告中說明。

經脆弱度分析，以及社子島在臨災時會產生的孤島效應。對

地區低收入者占比甚大，居住正義十分重要。居民意見亦有

3. 簡報 p.17，防洪計畫 99 年核定，近年來氣候異常，99 年核

脆弱度分析方式，說明社子島在面對不同災害別的自然與社

2. 年收入 80 萬以上者僅占 5.2%，80 萬以下者 24.4%，可見此

4. 本基地若強調以韌性城市規劃方式進行規劃，則需先以災害

性。

1. 本人意見 3.有關 O3 小時值應設法取得，以判斷 O3 是否符合

空氣品質標準。

發的獎勵容積及容積轉移會實際引進人口，並說明其合理

鄭委員福田(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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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期水污染防治靠沈砂池並不合理。

開發單位應針對這部分可能衝擊提出相應因應對策。

10. 背景環境品質調查僅有 102 與 105 年一季之資料，缺 106、

不能算是真正的替代方案，請開發單位用心考慮更具體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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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子島兩側河川清淤並不嚴謹，底泥再利用未考慮有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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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約有 1/3 的居民買不起專案住宅，再加上專案住宅品

禁建 50 年及聚落住宅型式未被考量，約有 1/3 的居民配售

吠火車不被採納。目前洲美居民面對專案住宅配售問題，

1. 本報告對於本市環評「審議規範檢核表」多項內容未予考慮，

說明內容並不合理。

考量洲美聚落發展，保留歷史紋理融入規劃中，但卻像狗

案，而硬生被全部滅掉。洲美居民早年前提出訴求，希望

美原本的生態與文化，卻因為要打造一個「全新」的開發

住、就業、文化等複合機能之生活環境為目標。然而，洲

案」於 98 年公告實施至今，以塑造綠色生態社區、河岸居

說明：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範圍)細部計畫

如何避免在本案中重蹈覆轍？

區段徵收過程出現的各項問題並邀請委員到洲美現勘，及

高委員思懷(書面意見)：

算，並據以擬定因應對策。

考慮潮汐等水位變動會上升的極端值，應針對極端值來估

值及降水造成水位上升之平均估算值。這仍是不足的，應該

極端降水的水位上升。但是水利處只針對水平面上升的平均

7. 水利處回應民眾問題時，提到已考慮氣候變遷水平面上升及

中。

6. 經水利署通過之防洪計畫有關社子島部分應納入此環評書件

單位針對目前洲美區段徵收結果完成評估報告，說明洲美

(1) 洲美區段徵收經驗與本案非常類似的最近案例，擬請開發

以使更多民眾了解開發內容，降低未來每一階段的困擾。

1. 公聽會部分

溝通」顯然並未落實。開發單位應立即積極展開與居民溝通，

邱委員祈榮(書面意見)：

12. 宜請加強弱勢族群之照顧規劃。

11. 施工噪音增量評估機具距離是否合理宜再檢討。

問卷訪問都有這些問題，顯示二階環評時所要求的「與居民

調訪員無法回應居民有關規劃方面之問題。既然，說明會及

陳述，有諸多缺失，如通知匆促、出席人甚少。在問卷方面，

5. 目前只有 1 成 6 民眾了解規劃書內容，而說明會如今天民眾

107 年四季之調查。

9. 環境品質之衝擊以符合環境品質標準為目標並不合理。

的目標，是否能以更生態的方向去規劃？目前的替代方案並

態的替代方案。

8. 環境監測頻率於施工期有多項每季一次並不合理。

對策與評估。

7. 現況空氣、噪音、水質均有超標現象，未見具體有效措施之

河，而用另種規劃方式？再者，既然公投選出「生態社子島」

整體開發方向提出規劃方案，例如：是否可以不規劃中央運

技術規劃替代方案比對分析，是小細節的技術分析。應針對

6. 土壤液化對策未見。

4. 第九章減輕對策其效果未見評估。

環境及居民造成巨大衝擊。目前環說書並無相關因應對策，

4. 在替代方案方面，並未提出另外技術規劃方案，目前提出之

3. 自來水與汙水量推估僅考慮居住人口，未考慮外來人口。

物之影響。

年。在這段暫存期間，若有極端降雨，將土方區沖垮，將對

工程就至少四年，再加上二期，可能土方暫存區會存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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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會改變法，跟各位報告目前沒有，或許有機會，聽證
的時候大家有意見，我們透過聽證來討論。」
，不知目前市
府再研究「有沒有在不違反法的精神之下來認定、放寬這
些條件」，結果如何??若有，將會透過何種方式以及何時透
過聽證來討論??

圖示)，否則徒增當地居民不安的心情，對於本案無益。

(4) 於 2018/7/7 公聽會時，土地開發總隊黃群總隊長當場說明

表示：
「從剛剛大家的意見可以聽得到，大家最關心的還是

拆遷安置的這個問題，目前我們未來社子島的安置一定是

依照內政部在都市計畫審議的附帶決議，要戶戶有安置，

島的二階環評範疇界定會議中經委員要求，在審議階段
時需做家戶的調查作業，經由委託政治大學統計諮詢中
心鄭宇庭教授所帶領的 50 位碩博士生進入島內家戶
訪查。其中包括遷村補償、遷村範圍與人數、安置意願

跟地方做溝通說明，取得共識的主要重點。」
。目前這 4 種

狀況的家戶人口數各有多少？4 種安置規劃方案是否定案

以及有何不同？未來在哪種聽證會跟地方做溝通說明，取

得共識？還請具體回覆說明。

26

27

調查、開發後經濟與教育環境改善與否等項目，也在開

A. 柳志昀 https://eyesonplace.net/2018/08/06/8567/：在社子

這個部分，所以安置的部分，後續也是我們未來在聽證會

(5) 於 2018/7/7 公聽會時，主席當場表示：
「就安置部分，在目

疑，請予以正面回覆：

種狀況，一定都會有一些承購安置住宅或承租安置住宅的

(6) 針對家戶調查的質疑聲浪一直未能正面回覆，列舉以下質

寬這些條件，這是我目前能夠回答的部分。像剛才你說的

羔羊，還請開發單位能否在現場清楚標示保留區域(或公告

不管你是有地有屋、有地無屋、無屋無地、無屋有地的這 4

個地方會再研究有沒有在不違反法的精神之下來認定、放

理的，如何去認定一個家的實質的標準，我相信市府在這

表示均不清楚，且文化局及地政局的人員針對保留區域說

法不一，試問居民在資訊如此混亂的情況下，真有如待宰

何去認定這是一個家的基本配備，因為一個家配一戶是合

被拆，本人當場詢問是否知道要拆除即要保留的範圍，她

說 77.8.1 不算，要到 78 年或者 80 幾年，目前是有法律的

力求避免之。

房跟廁所還有居住空間，那是成為一個家的基本配備，如

就存在了，這樣是就位置上的認定。當然你要改變法律，

勘，以利大家瞭解區段徵收後續執行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當場表示大家打擾到她的生活，但她並不知道她的房子要

這個房子還在，就是這個位置有重疊到，就認為 77.8.1 前

可以具體想像。」
，本人深表贊同，建請同意辦理洲美的場

限制，但在認定上比如像剛剛說的，為什麼我們說要有廚

前的航空照片影像圖曾經顯示過你有這個房子在，而現在

到洲美去參觀他們的住宅，去了解他們現在問題，我們才

(3) 2018/7/7 本人參與現勘時，於溪底王宅遇見在地老婆婆，她

77.8.1 以前的建物才有承購的資格，我們現在說 77.8.1 以

站，去看看現在專案住宅究竟有多少人面臨怎樣的問題，

定。所謂這個從寬性的認定，過去在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洲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1494。

美這個地區，我想各位多少也知道一些，比如說，我們說

的改變是我們在法的允許範圍內做一些比較從寬性的認

美居民身心俱疲，最後只能任由市府拆屋，無奈挫折。

(2) 於 2018/7/8 公聽會時，謝梅華小姐建議：
「去看洲美的互助

前處理的安置條件上，法律的規定目前沒有變，可能會做

質不佳與搬遷的多重壓力下，整個區段徵收的歷程，讓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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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是台北最早一期的皇宮戲院也都將隨著開發被一
一剷平。至於溪州底最重要的元宵節夜弄土地公，為了
符合保存傳統文化活動的要求，先是不知道怎麼生出一
張與事實完全不符的繞境路徑，接著在新的都市計劃圖
中以一種毫無邏輯的方式勉強在道路上畫了一圈線，將
此詭異的外框線稱作夜弄土地公建議路線。先撇除開發
後安置住宅區域離原聚落有段距離和是否能達到戶戶
安置的問題，就算開發後這項傳統真有保留下來，原聚
落處也蓋了新的住宅區，但重要的土地公廟卻都被剷平
了，繞境路線也不是經過商家和住家的門口，這不是一

純粹用問卷跟家訪沒辦法得到真正答案的時候，似乎應

該要思考用不同學術方法，因為現在民意公司是用社會

學裡問卷抽訪概念，但是應該要思考人類學概念去做，

這是在全世界都有的例子，這部分請大家認真思考，把

這樣的一個資料寫得乾淨一點，要不然像現在的民意調

查來看，假若我還沒完全看這個報告，我聽到剛剛講就

有一點擔心，因為事實上這樣調查結果不會是真正的結

果。」。

請具體說明相關質疑的對策：

a、 訪談通知發放方式與居民收到情形，是否為低訪查

29

甚至也有不少百年以上的合院仍保留的相當完整，以及

方面，我當然知道這是很好的民意調查機構，可是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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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但其實在聚落裡還有許多相當有價值的歷史建築，

聚落為例，只會有玄安宮及燕樓李宅兩座建築被保留下

足夠的標準得以做為參考依據。

B. 於 2018/7/8 公聽會時劉益昌委員提及：「然後民意調查

人文風俗記憶。以我從小生活過的延平北路七段溪州底

祭祀活動、歷史文化等如因日後開發影響無法延續將利

戶，但多戶之間因有意見領袖使受訪者未能依自身情況

容易被忽略等等的問卷設計缺陷，使得整份問卷並沒有

文史中將保留五處歷史建築及兩處信仰中心，傳統節慶

大量重複的答案，以戶作為調查常因家中同時具有多

用文物、文字、影像等方式保留以延續當地人文特色及

A. 柳志昀 https://eyesonplace.net/2018/08/06/8567/：在聚落

參考。例如問卷本身並沒有拒答的選項，導致容易收到

完全回答，或雖非設籍但卻是日夜相處的家庭成員意見

回覆，列舉以下質疑，請予以正面回覆：

(7) 針對保存聚落與文化資產保存的質疑聲浪，一直未能正面

e、 是否改以人類學概念調查??

見領袖使受訪者未能依自身情況完全回答。

d、 請第三者協助鑑定目前訪查方式是否會造成因有意

到大量重複的答案??

c、 請第三者協助鑑定沒有拒答的選項，是否會導致收

問卷有效性。

b、 問卷內容是否曾修正過??以及可請第三者協助鑑定

率的原因??

多設計問卷的原則，甚至根本不能當作一份有效問卷來

系同學皆在討論階段時就認為問卷在設計時已違反許

參與訪查的碩博士生在事後表示，其中幾位參與的統計

調查結果作為規劃安置計畫之依據。甚至其中一位當時

2,047 戶，完成率僅有 48.07%，以此連半數都不及的

容。最終家戶訪查結果僅完成總共 4,528 戶之中的

市府也並未依當日開會時居民意見與疑慮修正問卷內

通知，許多居民根本沒有機會完整了解訪查背景，會後

談會。而訪談前的座談會居民卻是在前兩天才收到市府

始調查前與里長討論內容、辦理辦理教育訓練及訪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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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原則，而非等後續細部計畫再做處理。

保留??」，不知開發單位具體回應如何??

前後對生態系服務的變化影響，方能得知未來社子島生態
系服務的良窳，還請在這方面做更進一步闡述。

市府在地方辦理安置相關聽證，中央針對市政府安置條

件、資格與做法，做這樣的要求，後續是一步一步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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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表(表 7.2.4-1)，惟生態系服務係屬流量概念，應比較開發

有關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也就是未來辦理區段徵收前，

30

系服務的影響，目前雖臚列社子島現況生態系服務功能評

溝通以達公平合理原則，這也是內政部的要求；第 3 個是

區域生態的定位及原則。

處理，對於這部分大會有提到這點；第 2 個是落實戶戶安

(3) 談到生態系服務觀點時，要注意社子島開發前後對於生態

因此就生態定位上，亦應從這些範圍探討未來社子島融入

城市、都市防災，希望我們在後續細部計畫做進一步妥善

的戶戶安置，所以後續在相關安置的部分，將持續與居民

系、五股、林口平台等，同時挑選出 10 處景觀點進行評估，

第 1 個關於現有聚落與文化資產後續面對極端氣候、韌性

亮點及生態系服務，應該要從區域生態的角度來討論。

芝山岩、陽明山系、大屯山系、七星山以及關渡、觀音山

回覆說明：「內政部 6 月 26 日決議時也有 3 個附帶條件，

這個戶戶安置的概念，除了家戶以外，也包含工廠與產業

於地勢較為低漥的沖積平原，周邊環島沿線有圓山、福山、

(9) 於 2018/7/8 公聽會時，都市發展局葉家源副總工程司當場

(2) 社子島之生態定位及價值探討部分，提到生態熱區、生態

的定位，一如開發行為景觀美質影響調查指出，計畫區屬

宅。」
，本人深表贊同，不知開發單位具體解決方案如何??。

置，因為在之前專案小組討論前發現安置是很核心議題，

(1) 生態環境影響方面，應該要先定義出社子島在區域生態上

地方，他居住的門牌與實際的不一樣，他沒辦法配售到住

聽證之前，應將說明文件送達居民審視，以免再生事端。

住宅陳情案裡面，就是空照圖市政府的年代與實際並不相

2. 影響評估報告書部分

三者參與討論，形成共識後再具體對外說明。並應辦理

配住宅，可是我要跟大家講，我們服務處在接受洲美配售

符，所以空照圖看不出來。還有他們設籍門牌他沒有在那

件、資格與做法，應在定案之前邀請居民代表及公正第

前，市府在地方辦理安置相關聽證，針對市政府安置條

c、 有關區段徵收前辦理聽證，也就是未來辦理區段徵收

持，必要時請辦理居民同意投票。

的戶戶安置，提出具體作為，並經聽證程序獲得居民支

(8) 於 2018/7/8 公聽會時，謝梅華小姐提到：
「78 年有空照圖就

必要性及方式。

b、 針對民眾提出的聚落文化，請再次審慎評估保存的

化資產的目的??

a、 請評估現有保存數量及方式是否真能達到聚落與文

b、 落實戶戶安置方面，希望能針對 4 種類型及工廠與產業

市、都市防災，希望在本次環評審查能提出具體可行的

還有軒社、福安社、南安社、南韺社，這些市府要怎麼

請具體說明相關質疑的對策：

a、 關於現有聚落與文化資產後續面對極端氣候、韌性城

進行討論。」。針對上述說明，應具體呈現：

天是環評公聽會，大家關注的議題其實都會持續再與地方

有 5 處老建物及廟宇，其實還包括了北興宮、土地公廟，

B. 於 2018/7/8 公聽會時，謝梅華小姐提到：「社子島不只

件很詭異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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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隔音布、隔音罩、隔音牆等相關措施，請將規劃納入報

2. 9.2 節噪音振動防制，未見隔音措施的規劃及使用時機，例

(如:頻率、比例..等)，以達 80%防塵效率。

進一步於 9.1 節空污防制，詳述如何執行各種防制措施細節

1. 表 7.1.1-2 (P7-3)估算本案工區揚塵逸散防制效率達 80%，應

環保局空污噪音防制科(書面意見)：

斷。

對目前堤外生態再進行更細緻調查，方能做出較正確的判

在堤外狀況如何??族群數量增加或減少??因此，建議應先針

植生狀態，是否有蘆葦叢存在??另水筆仔等水生植物目前

提議立意甚佳，惟目前堤外區域的植物調查並未掌握堤外

免因濕地陸化，使台灣的四斑細蟌族群減少或滅絕。」
，此

作為四斑細蟌的復育場址，擴大四斑細蟌的棲地範圍，避

管理作為棲地營造之方向，並與 NGO 團體協作，將社子島

蘆葦叢進行長期監看，確認四斑細蟌之有無；將蘆葦叢的

成為四斑細蟌的新生長棲地。營運期間，可就堤外濕地之

（以下空白）

陸、散會：下午16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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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決議：
請開發單位依委員、相關機關、團體及居民代表所提意見提送
詳細回應補充說明資料後，擇期召開延續審查會議。

本處無意見。

停車管理工程處(書面意見)：

管理技術(BMPs)指引」辦理。

制設施納入考量，並依環保署「降雨逕流非點源污染最佳

規範」第 13 點規定，於規劃設計階段即將降雨逕流污染控

態社子島為目標，針對堤外濕地進行棲地營造，將有可能

3. 本開發案請依「臺北市推動宜居永續城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

在棲地，目前雖尚未發現有四斑細蟌之族群，於未來以生

局審查。

請於設立前，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相關文件，送本

2. 本案規劃施作污水處理廠，請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13 條規定，

於施工前，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送本局審查。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者，請

1. 本開發案屬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工程之建築工程或屬

環保局水質病媒管制科(書面意見)：

列費用，以確保落實執行，亦請一併納入報告中。

告中。於施工前將各項污染防制措施納入工程合約中，並編

社子島位於發現四斑細蟌的兩處濕地間，為四斑細蟌的潛

邊，除五股濕地外，2015 於磺港溪口亦發現四斑細蟌成蟲。

護協會持續進行調查，受 NGO 團體關注。社子島濕地周

首次發現四斑細蟌，後續由疏洪道生態保育聯盟和荒野保

蘆葦叢，存活於半淡鹹水環境。台灣於 2005 年於五股濕地

(5) 關於四斑細蟌議題，報告中提到「四斑細蟌偏好河口地區

生態韌性為原則。

勢，建議應該增加植物做為指標性生態物種，以充分表現

類係屬移動型生物，不易評估當地指標生態長期變化趨

(4) 針對指標性生態物種選定方面，目前以鳥類為主，不過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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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會層面影響----------------------------------------------37
(參考簡報第39頁「區段徵收衝擊評估-社會層面」)
(第44頁「防洪計畫衝擊評估-社會層面」)
3-1破壞既有社會安全網絡，增加老人、幼兒照護成本--------------------37
3-2安置住宅配售限制太多，造成家庭失和------------------------------37
3-3市府未調查當地居住型態，導致錯誤的安置政策----------------------37
3-4計畫成本太高導致開發時程過長，地主居民無力負擔時間成本帶來的損失-39
3-5購屋貸款將讓多數居民負擔不起島內生活，反而移居外地---------------40
第四章、 文化層面影響----------------------------------------------41
(參考簡報第40頁「區段徵收衝擊評估-文化層面」
、第45頁「防洪計畫衝擊評估社會層面)
4-1拆除庄頭聚落將使宮廟文化無法存續--------------------------------41
4-2移除居民對街道巷弄的水平連結，當地傳統文化、節慶將永遠失傳------42
第五章、 經濟層面影響----------------------------------------------43
(參考簡報第41頁「區段徵收衝擊評估-經濟層面」
、第46頁「防洪計畫衝擊評估經濟層面」)
5-1缺乏輔導轉型所需的具體財務、成本規劃----------------------------43
5-2業者需獨自負擔轉型風險------------------------------------------43
5-3忽視在地產業需求------------------------------------------------43
5-4忽視工廠員工轉業所面對的困難------------------------------------43
5-5居民失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將更加嚴重------------------------------43
5-6當地店家無法生存------------------------------------------------44
5-7造成外縣市更多違章工廠------------------------------------------44
5-8土方來源有疑慮，恐將使農作物遭受污染-----------------------------45
第六章、參考資料---------------------------------------------------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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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家戶訪查
1.1家戶訪查問卷內容設計問題
a. 誘導式問卷設計造成的統計結果

選項一、集中一區塊興建(可分期分區先建後拆)
選項二、分散區塊興建(全區一次拆遷，專案住宅興建成本增加，且土地所有權
人可選擇的抵價地位置受影響)
一般民眾看到這種選項與內容必定會選擇”選項一”當作答案，這不是誘導式問
答的設計不然是什麼?
b.問卷內容問題:
光內容而言，不應該以這些內容當作問卷問題，竟然在問開發後的末端工作，這
樣很奇怪，且相當不尊重居民的自尊，問卷內容舉例如下:
1.家庭所得
2.是否有達到低收入戶標準
3.不動產金額是否低於中低收入戶不動產金額
4.區段徵收公告後想選擇補償方式
5.申請抵價地補償是否參與協力造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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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戶訪查結果統計問題
a.人口兜不攏，使用資料時間錯誤

此為報告書中摘錄自台北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中的資料 106 年共 11120 人。
在 107/1/13 至 107/3/31 實行訪查作業應該要用 107 年的人口統計才對，此份報
告書竟然用 106 年的數據用意為何? 使用舊資料 106 年來當作依據，與主計畫通
過附帶條件牴觸。
訪查作業執行於 107/1/13 至 1073/31 剩下 11116 人 少了 4 人的用意在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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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問卷完成度問題

總完成訪查比率只有 48.1%連一半都不到，這種問卷可以當作施政參考嗎?

基線資料又少了 15 人，這份問卷的真實度令人質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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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問卷內容回收後，統計結果問題

9

10

d.專案住宅規劃房型統計圖與安置方式統計的真實性

在社子島幾乎都是大家族例如:一張門牌下有好幾戶十幾口人在這邊是很常見的，
數據上竟然以 3 房數量為最高，所以要居民以後要三房要擠 10 幾個人嗎?此數據
令人質疑數據真偽。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反映當地
居民的問卷結果。」市府空有這個結果、跟現實是有落差的結果，是完全沒有意
義的，可見市府並沒有要認真調查，與主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觸，應重做家訪
作業。

針對各項問題回答幾乎都是不知道、不清楚、未決定，幾乎沒有一項有參考依據
得回答，令人質疑其訪問對象為何?以及這份問卷也可以拿來當施政參考嗎?
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反映當地居民的問卷結果。」
得到這種結果，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可見市府並沒有要認真調查，與主計畫通過
附帶條件相牴觸，應重做家訪作業。

安置方式竟然是承購勝出，這就更令人質疑了，居民們真的多數人有能力負擔買
房子嗎?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反映當地居民的問
卷結果。」站在居民角度想，當然自己買自己住好，市府只得到”當地居民心理
最理想的狀況”，但有幾個人可以買得起?這才是重點吧?這種問卷結果，可以當
作施政參考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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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受訪戶設籍且現住人數統計圖問題

f.問卷結論

就像前面所說的居民幾乎以大家族為主，訪問出來設籍且現住人數 1 人的數量竟
然很多，市府於公聽會意見回應解釋說: 「此調查結果只是反映問卷結果，與實
際情形無關。」
，那市府做這個明顯與實際情況不符的調查有什麼意義?人數都無
法掌握市府要如何落實戶戶安置?與主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抵觸，應重作家戶訪
查。

統計圖與結論的數據竟然是相反的，請問此問卷的嚴謹度在哪?連校稿都不做，
這東西能夠當作施政參考的依據嗎?

13

14

g. 合法建築統計數據真實性問題

總完成訪查比率只有 48.1%連一半都不到，這種結果可以當作施政參考嗎?

合法建築竟然是以”戶”為單位，這很奇怪，由於社子島一棟住宅、一張門、裡
面住好幾戶、十幾口人，是常態因社子島早期都是務農，扮演著供應大台北地區
蔬菜的角色，因此子嗣多是正常的。
建築物合法性以及承購資格，竟然是以戶來分析，答案又是問民眾得到的結果，
市府要如何證明答案有沒有錯誤的成分?而且報告內容並沒有提到問卷是訪問誰?
是什麼身分?有沒有與現在的門牌資料作比對是是否有錯誤?這部分完全沒有提
到。市府再把既存合法違建加進來讓戶數看起來很多，但你的資料是哪裡來的?
就算有這麼多戶符合承購資格好了，市府的的承購總量管制數量是多少?有多少
戶真的能住進去?我們有需要確切數字，因為要落實內政部的戶戶安置。否則將
會與與主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觸，應重做家訪作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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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家戶訪查問題於公聽會上提出，市府的回應狀況
a. 家戶訪查問題回應

不到一半的完成率(48.1%)，其中有配售資格高達 79%，但市府在公聽會意見回
應上說:全島完全無合法建物，且陽明山管理局所核發、登記的建照只有 66 筆，
使用執照只有 39 筆，就是只有 39 棟是合法的建物，竟然有高達上千戶?市府再
把既存合法違建加進來讓戶數看起來很多，但你的資料是哪裡來的?答案又是問
民眾得到的結果，市府要如何證明答案有沒有錯誤的成分?而且報告內容並沒有
提到問卷是訪問誰?是什麼身分?有沒有與現在的門牌資料作比對是否有錯誤?市
府的承購總量管制數量是多少? 這部分完全沒有提到。居民需要確切數字，因為
要落實內政部的條件中的戶戶安置，否則將會與與主計畫通過附帶條件相牴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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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單位:土地開發總隊
回應內容重點:
對於”全面性家戶訪查”起因於 106 年二階段環境影響之評估範疇會議中，
居民提出的要求，是為了讓市府全面的了解社子島的狀況
所以用 106 年的人口資料來做調查，但是訪查作業時間是
107 年 1 月 13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市府覺得合理，不是很奇怪嗎?
況且都市計畫審議是在今年通過，麻煩請用今天的人口資料來做，因為市府要落
實戶戶安置。
依舊認為”當地的居民就是”一張門牌、一戶家庭 4 個人”與事實背離。最後竟
然說前面做的全面性家戶訪查”非屬法定之全面普查作業”，普查作業內容亂七
八糟，結果沒有任何施政參考價值，又是非屬法定程序，那做此家戶訪查作業意
義在哪?市府什麼時候要做”法定全面訪查作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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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說有跟居民與里長做深切討論才擬定出三個補償方案，但是福安里謝里長於

b.委員意見回復狀況

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採訪時說: 「市府從來沒有找里長討論如何開發比較好?完
全是市府一意孤行並沒有找里長與當地居民討論。」因此此三項補償條件是沒有
任何民意基礎的。
又說承諾要落實”戶戶列管”，又不做”法定全面性家戶訪查”，要用 106 年的”
非法定全面性家戶訪查”，沒有任何民意基礎下開出的三項補償條件，來落實
107 年被內政部要求落實的戶戶列管，以及要辦理安置計畫聽證，但是調查都沒
清楚，事實是什麼都不知道，安置計畫沒辦法執行，聽證會到底要聽什麼?這邏
輯好像有問題喔?
承諾戶戶列管，普查竟然沒有法律效益，使用舊資料 106 年來當作依據，與主計
畫通過附帶條件牴觸。
這樣的做法根本亂做，應要重做家戶訪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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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結論
用意良善，未達初衷可能是這次調查社子島的結果。建議委員可以依據年齡世代
的不同去設計溝通的管道，以戶口為單位發聲將會有些許問題，以下問題條列出，
並在最後提出居民認為的改善方案供先進們指點：
一、居民的問題市府一直都是了解的
每換一任市長就做一次問卷調查，居民反饋也沒甚麼實質作用，目前以年齡層區
分大致有以下幾種意見：
(一)承購與承租的方案
1.預算問題
「與貧者言，依於利」社子島是台北市低收入戶最多的地方，承租與承
購方案皆會讓居民額外負擔能力以外的金錢，原本的地方住好好的，為何要
換？錢哪裡生的出來？
2.家庭人口結構
調查的區域內，一家有數位老年人，在搬遷的部分也是一個障礙。更何
況並不是都可以住在一樓的，會造成許多不便。
(二)協力造屋的方案
1.空間縮小
協力造屋的土地發還，
「當兒子帶了女朋友回來，總是需要一間房間吧？
空間變得更小能看嗎？」這是居民常有的反應。
(三)老舊建築的危害
此處的房屋皆是老舊建築，屋齡起碼五十年以上卻被政府禁建，許多居
民的房屋陸續出現許多問題，「祖先留給我的土地跟房子我卻不能動，這像
話嗎？」
二、問卷設計上的問題
市府想了解的，卻不一定能透過問卷知悉。以下以問題為例：
(一)問卷本身沒有拒絕的選項
以上的原因都是會造成居民拒絕的結果，導致這份問卷只會收到大量重
複的答案。
(二)詢問所得
這題的設計不是很好，以市府的身分去詢問，在回答這題的時候自然會

回應單位:地政局
回應內容解釋:
目前對於公聽會上邱委員要求辦理市府民眾意見說明會與第三場公聽會處理方
法是：「不辦理，只有寫寫意見回覆。」這完全藐視環評委員的要求，是相當嚴
重的錯誤行為。

有低報的誘因，更何況這些都是查的到的，沒有報稅的也不會老實回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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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戶為單位

第二章、施工問題分析

這並不是一個好的計量單位，不同戶並不代表意見有相當的分歧。
1.意見領袖的存在
在訪談的過程中，同一個門牌號碼分為好幾戶，我們並不能三番兩次去
拜訪每一個戶長，更何況在訪談過程中，家人都會存在，您會說出自己真正的想
法嗎？還是人云亦云？
2.非設籍在內，卻是日夜相處的家人
舉例來說，在訪談的時候遇到拒訪的戶長，但是其太太並非設籍與此戶
以及該門牌，也知悉戶內狀況，如此一來卻不能算數實在不合理，因為她所提供
的資料的的確確是市府急欲了解的。
三、實務上調查的困難

2.1 施工範圍問題
頁次:
大會審查簡報/第 11 頁
環境影響報告書/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5-3/圖 5.1-1/填土分期分區圖
問題:
一、環境影響評估公聽會上為圖二版本，兩者不一致造成居民認知落差。
二、此部分涉及拆遷範圍、都市計畫委員會三點但書中必須要落實戶戶列管一
事(包含問卷訪查是否分一二期)，已經到環評會議，結果施工範圍到現在都
還無法確認下來，也就無法評估對於居民的生活衝擊。

以戶為單位，一次並不能找齊所有戶長，更何況三番兩次打擾去看戶長在不
在，非常不妥，只是徒增市民對於市府的壞印象。
四、改善方案
(一)以年齡為單位去區分並各個擊破
有許多老年認為自己看不到社子島改建，而實際上也是如此。剩下的中
年與青年，我們應該針對中年有可以投遞書信的管道；針對青年則應該更讓他們
了解到可以透過網路去發聲，目前似乎仍宣傳不足，而網路比較好統計，經濟效
益也較高。
(二)居民的想法
市府以損益兩平的觀點出發，卻以開發後地價提高的誘因來吸引居民先
行償付舊屋換新屋的補貼，實在不合理；居民認為市府可以蓋高一點，以一戶換
一戶的方式，市府可以將多的空屋售出。如果市府不肯的話，實在也很難說服民
眾去以開發完的利益為著想。

圖一、大會審查簡報/第 11 頁

圖二、環境影響報告書/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5-3 圖/5.1-1/填土分期分區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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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整地填土

2.2 整地填土

a.整地高程與橋梁引道介面問題。
頁次:
大會審查簡報/第 12 頁
問題:
一、因應 200 年洪患標準，堤防高程拉高至 9.65 米，請北市府針對洲美橋、社
子大橋橋下高程與堤防相對關係進行檢討，完成高度不得低於 9.65 米。
二、因基地高程調整，社子大橋與洲美橋之汽機車引道是否拆除重做?若有，請
北市府對交通影響進行評估。

b.整地填土之工程車、土車運輸與居民生活動線重疊問題
頁次:
大會審查簡報/第 13 頁
問題:
簡報中土方運輸路線刻意忽視社子大橋存在，同時使用延平北路及社子大橋兩條
路線，勢必造成居民日常生活滋擾。
故請委員針對以下二點問題要求市府提出對策:
一、依據圖一之第一期工程範圍，上、下浮洲居民日常生活交通動線評估調
查。
二、工程施工期間，每日工程車、土車進出社子島數量，對居民交通影響評
估。

圖、大會審查簡報/第 12 頁
圖一、大會審查簡報/第 11 頁

圖二、社子大橋汽機車引道

圖二、大會審查簡報/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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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整地填土

2.3 汙排水設施

c.填土土方來源品質管控問題
頁次:
大會審查簡報/第 13 頁
問題:
一、土方計畫內，填土方來源不明，請市府明確提出管制計畫。
二、除北部地區公共工程土石方搓合交換外，其次土方運輸涉及運輸動線及運
輸成本，請市府明確評估其可行性。
三、北部地區公共工程土石方搓合交換，10 年約 865 萬立方公尺餘土，數量是
如何推論出來?
四、基隆河及淡水河淤泥重金屬汙染問題，清淤土土方請市府明確提出相關檢

a.汙水廠設置位置不良與一般汙水、工業廢水分流問題
頁次:
大會審查簡報/第 14 頁
環境影響報告書/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5-3/圖 5.1-2/社子島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示意圖
問題:
汙水廠預定地設置位置疑慮。
一、從圖一、圖二中，預定農業區用地旁竟是汙水廠，請北市府提出汙水防滲
措施，避免土地汙染之可能性。
二、科專區工業廢水與一般民生汙水是否分流處置，若有，請北市府提出管制

驗證明、避免填土至農業區及透過滲透汙染之可能性評估。

計畫。

圖一、大會審查簡報/第 14 頁

圖、大會審查簡報/第 13 頁

圖二、環境影響報告書/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5-3/圖 5.1-2/社子島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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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汙排水設施

2.4 交通問題

b.雨水匯集與排出路徑繪製不清問題
頁次:
大會審查簡報/第 16 頁
問題:
一、圖中無法識別雨水箱涵、涵管匯集至中央河道及排出路線，請市府將圖面
拆分以利委員判斷。

a.福國路聯外道規劃預算及期程不明，影響社子島交通評估問題
頁次:
大會審查簡報/第 15 頁
1070613 社子島公益性及必要性土徵小組會議簡報/45
問題:
30 米(道路編號 2 系列)
一、此為福國路聯外道，目前於整體填土交通動線評估中，未見此一規劃，請
北市府確實提出本道路工程相關規劃期程及與社子島開發案工期評估。
二、福國路聯外道工程費用目前未納入社子島開發案預算內，請問此段聯外道
是否另立預算?
三、請市府評估，在福國路聯外道未完工前，社子島開發案之交通影響評估。

圖一、大會審查簡報/第 15 頁

圖、大會審查簡報/第 16 頁

圖二、1070613 社子島公益性及必要性土徵小組會議簡報/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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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規劃設計

2.5 規劃設計

a.市府提供之規畫示意圖之依據為何?如何執行?如何管控?
頁次:
大會審查簡報/第 20 頁
問題:
一、此示意圖之建築設計規劃是否為社子島開發案建築設計通則?有無依據?如
何落實?
二、人工地盤植物保活對策?

b.中央滯洪道規劃設計與基隆河岸固岸工法問題
頁次:
大會審查簡報/第 21、22 頁
問題:
一、中央河道上游處設置撈(攔)汙柵，以避免廢棄物流入河道內，也因此同時扼
殺了河道內的生物多樣性，真要說這僅只是大一點的排水，請市府評估攔
汙柵孔隙密度。
二、基隆河、淡水河長年嚴重淤積，不定期就需要進行清淤工程，今天開設此
一滯洪道，請市府評估如何確保河道不受淤積影響?
三、基隆河側設置消波塊、丁壩，這樣做只會讓保留堤外自然生態成為空談，
基隆河主要以泥沙質地構成，這樣做只會造成生態破壞且有礙觀瞻，請市
府評估其他固岸工法之可行性。

圖、大會審查簡報/第 20 頁
圖一、大會審查簡報/第 21 頁

圖二、大會審查簡報/第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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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樹木與歷史建物保存

2.6 樹木與歷史建物保存

a.樹木原地復植與區內移植之保活問題及施工規範約束一事
頁次:
大會審查簡報/第 23 頁
問題:
一、樹木生長及其生長環境息息相關，如何創造適合生存之環境，請市府審慎
評估及規劃。
二、在全區回填墊高的狀況下，樹木勢必要原地復植及區內移植，如何確保受
保護樹木在開發過程保證存活，請市府提出相關計畫書。(包含移植時間與
工期配合、修枝之樹型規範、安置地點)
三、圖二為洲美(士北科)地區現況，樹木保護狀況極差。

b.歷史建物原高程保存問題及未達到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三但書關於聚落
保存一事問題
頁次:
大會審查簡報/第 24 頁
環境影響報告書/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5-62/圖 5.5.4-9 公 6 規劃構想示意圖
問題:
一、文資與聚落保存部分，現有聚落、文化資產保存，以及因應極端氣候的韌
性城市、都市防災規劃，請市府於細部計畫妥適處理。
二、關於軟體活化一事，裡面提到之影像保存，一般是針對瀕危之文化活動進
行保存，而社子島的文化活動目前仍舊興盛，反而是因為開發後而消失。

四、新移植植栽，如何確保其生長狀況是否良好。(大安森林公園花二十年才長
成今日樣子。)

三、在市府的規劃版本內，並不打算保存聚落，而只打算保存單獨之歷史建
物，此部分與都市計畫審議提及之聚落保存有所違背。
四、歷史建物因採原高程保存，勢必比其他基地高程來的低，坤天亭甚至在滯
洪道邊，如何確保歷史建物不因高降雨強度而淹水?

圖一、大會審查簡報/第 24 頁
圖一、大會審查簡報/第 23 頁

圖二、環境影響報告書/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5-62/圖 5.5.4-9 公 6 規劃構想
示意圖
圖二、洲美(士北科)地區現況-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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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社會層面影響(參考簡報第 39 頁「區段徵收衝擊評估-社會層面」
、第 44
頁「防洪計畫衝擊評估-社會層面」)
3-1 破壞既有社會安全網絡，增加老人、幼兒照護成本
目前當地各聚落多為低矮透天厝、平房為主，居民容易在街道、店鋪、宮廟、
涼亭等公共空間交流互動，這種水平試的生活空間讓當地保有都市缺乏的人際網
絡，並形成相互照應的社會安全網，也讓社子島成為市府推動「老人共餐」最成
功的地區。
一旦區段徵收將聚落移平，將居民安置在垂直空間的大樓內，將讓居民水平
互動的機會大幅減少，使難得的鄰里關係及社會安全網絡遭受破壞，相對也讓老
弱居多的家庭必所付出更多照護成本，但市府對於這些隱性成本並未詳細調查分
析。
左圖一、右圖二，當地仍有許多傳統三合院、四合院，因採家族合住型式，所以即便人口增加而

3-2 安置住宅配售限制太多，造成家庭失和

擴增違建，仍多辦共用門牌、出入口、廚房、浴廁。

當地居民多是以大家庭形式群居在同一住宅裡，因長期禁建關係，使許多居
民是多戶共用同一門牌，造成承購安置住宅時無法獲得足夠戶數，雖然市府已放
寬承購資格戶數，但仍有總量限制，相同情形已造成洲美地區不少家庭成員為爭
取配售戶資格爭吵、失和問題，但市府對於即將可能發生在社子島的相同問題，
仍未作任何檢討改善與應有的調查研究，恐將使居民獨自負擔更多社會成本與後
續的家庭問題。
3-3 市府未調查當地居住型態，導致錯誤的安置政策
目前安置宅的配售是以一戶一門牌為原則，但當地長期禁建關係，造成大多
數是一門牌多戶的情況，雖然市府有放寬認定標準以增加配售戶數，但仍訂立配
售戶需有獨立出入口、廚房、浴厠等嚴格規定，始得滿足增售標準。
但當地許多居民是家族共居的型態，常常是一棟三和院、四合院或古厝在家
族成員增加或子女結婚分家的需求下，以擴建磚牆、鐵皮屋等方式，滿足額外的
居住需求，因此仍然維持傳統家族共用出入口、廚房、浴厠等居住形式(如圖一、
二、三、四)，若用一般都市住宅生活型態的標準認定同一門牌下的戶數(如圖五)，
作為增購安置宅依據並不公允。市府應就當地居民生活及家庭型態完成充份的調

左圖三、右圖四，因為家族人口增加或子女結婚分家需要，在目前限建規定下只能以原來的家族
三合院、四和院為基礎，以增建鐵皮屋或平房等方式滿足居住需求。甚至如圖三後來新建的二、
三層樓透天厝，都因為是家族合建，所以也多半是共用出入口、廚房等設施。

查評估，以據此規劃修正更合理的安置措施。

圖五，一般都市公寓大樓的住宅配置，每戶擁有獨立出入口、廚房、浴廁等設施，但大家族共居
的社子島傳統建物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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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計畫成本太高導致開發時程過長，地主、居民無力負擔時間成本帶來的損失

3-5 購屋貸款將讓多數居民負擔不起島內生活，反而移居外地

社子島開發範圍約 300 公頃，所需經費約 800 新臺幣億，影響 11000 人口，且尚
未包含施作 9 公尺高堤防、挖除三重、蘆洲垃圾山及二重疏洪道高保護防洪設施
的經費，使全案實際開發成本與財務負擔陷入高度不確定性。比對基隆河對岸洲
美地區的士林科學園區開發進度，該區開發範圍只有不到 100 公頃，影響當地人
口僅 2000 人，已經花費超過 10 年時間才完成初步的原居民安置工作，後續的園
區規劃、開發及招商等作業的完成時間仍遙遙無期(如圖六)，開發範圍是洲美 3
倍、人口是洲美 5 倍的社子島要實際完成開發，讓地主、居民入住享受開發帶來
的利益，恐怕無法如市府目前規劃的時程表那麼完美(詳如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第 5 章第 70 頁)，地主、居民等待開發期間所蒙受無法處分財產的損失，以及流
離失所、思念家園的心理創傷，均為市府應該確實檢討的隱性成本。

社子島目前的生活環境或許不如都市地區來的方便或友善，但在不須負擔房貸及
購屋的經濟條件下是仍可負擔的，開發後除了需要擔心是否有資格可以承購承租
之外，可能還得面對龐大的貸款或是租金壓力，即使生活環境有可能變好，但是
經濟負擔卻是變重的，對於社子島許多的弱勢居民來說是無法負擔的，市府沒有
考慮到這一點也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如果將來居民負擔不起島內生活反而移居
外地，是本末倒置。
以洲美地區的開發為例，當地雖有七成的居民獲得安置住宅配售，但卻有近一半
的戶數因為負擔不起一戶一千萬的安置住宅價格，而被迫讓售給外地買主(如圖
八)，移居外地無法留在家園(依據公視節目「獨立特派員」採訪洲美里長蘇符廷
先生提供的數據)。

圖六，洲美開發已超過 10 年，至今仍未完成，造成地主、居民的財產損失。

圖八，許多洲美居民無力負擔價值一千萬的安置宅，最後只能被迫轉賣外地買家，搬離洲美家園。

圖七，一人佇立於前 眼前一片荒蕪十年過去了 思鄉的感情更加強烈而 卻再也沒
有了安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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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化層面影響(參考簡報第 40 頁「區段徵收衝擊評估-文化層面」
、

4-2 移除居民對街道巷弄的水平連結，當地傳統文化、節慶將永遠失傳

(第 45 頁「防洪計畫衝擊評估-文化層面」)
4-1 拆除庄頭聚落將使宮廟文化無法存續：
社子島除了坤天亭、威靈廟等大型宮廟外，當地散置許多中小型廟宇，由各
聚落、宗族或鄰里居民長期供奉，而這些中小型宮廟其實才是當地不可或缺的信
仰中心，也因此形成各聚落的獨特祭祀文化或傳統節慶，有的甚至由宗族子孫長
期供奉，成為凝聚家族網絡團結的重要機制。現行市府規劃只將坤天庭、威靈廟
等大型宮廟保留，將使這些真正具備地方特色的中小型宮廟文化消失殆盡，當地
的特殊節慶、祭祀、迎神活動、家族鄰里網絡也將難以避免的隨之崩解。
全區區段徵收也將使坤天庭、威靈廟等大型宮廟保留面臨困難，宮廟的運作
維持與文化保存非常需要周遭居民的參與，當區段徵收將當地居民搬遷到遠處的

各聚落有各自獨特的人文節慶活動，如七段最有名的夜弄土地公、九段七年
一度的殺豬公宴客、划龍舟等。這些活動絕非如同市府所說，只要將人留下來就
能成功保存，而是需要人、建物、土地的緊密連結，人口的外移、遷入及街道的
改變，對當地文化保存絕對是有很大影響的(詳如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第 8 章第
30 頁)。
以夜弄土地公為例，是當地居民將每年輪流供奉在家的土地公迎出家門，在
當地聚落繞行並伴隨居民自發性的遶境活動，以及各民宅、商家將糖果、甜點擺
在門外讓大家分享所形成的特色節慶，當區段徵收將聚落夷平，將居民搬遷至垂
直的大樓住宅隔離，失去原本水平的空間聯繫，也失去原本共享共有的鄰里街道、
宮廟、祠堂時，這樣的人文活動有辦法再維持下去嗎？？

安置住宅，將使宮廟失去信眾、失去香油錢捐獻、更失去在地影響力與社區鏈結，
讓原本是地方特色的宮廟活動，因為沒有居民參與而無法舉行，讓原本有穩定財
源可以自行修繕維持的宮廟，變成依賴政府補助的危樓(依現行規定即便指定為

隔一條河的洲美也有自己的夜弄土地公文化，因為洲美聚落已被區段徵收，
使得他們只能在今年初舉辦了最後一次活動，當搬進需要管委會警衛管理的社區
大樓，這樣的活動也不再被容許。荒謬的是，市府現今仍主張用影像保存，作為

古蹟，所有人仍須負擔 50%的為修繕費用)，原本香火鼎盛的場景變成只有零星
觀光客的蚊子館(如圖六，區段徵收後的八里宮廟)，建議要求市府針對這些問題
作更妥善的調查與評估，再重新擬訂符合當地需求的文資保存措施。

之後社子島夜弄土地公的保存方式，但影像保存只有在一個瀕臨滅亡的文化，才
會使用的最不得已方式，市府卻將可以挽救的人文資產用這樣的方式糟蹋(詳如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第 8 章第 13 頁)。
同樣的，針對七段夜弄土地公的保存方案，市府也在原地點規劃遶境路線，但當
居民都搬遷至更遠處的安置住宅，原土地將由外來人口搬進來的情況下，這樣的
遶境路線有何意義(詳如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第 8 章第 13 頁)？？

圖六，上圖為目前市府對未來社子島威靈廟、坤天亭等歷史建物的保存規劃想像圖，下圖是區段
徵收後的八里宮廟因為失去周遭居民的社區網絡，而外地人與該宮廟無在地歷史連結，導致觀光
客人數不如預期，最後變成不折不扣的蚊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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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經濟層面影響(參考簡報第 41 頁「區段徵收衝擊評估-經濟層面」
、第 46

5-6 當地店家無法生存

頁「防洪計畫衝擊評估-經濟層面」)
依照「臺北市政府協助社子島地區製造業遷移、安置或轉型升級輔導小組運
作機制」以及市府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將預留部分產專區作為當地工廠安置地，
但前提是要輔導這些工廠「轉型」，以下相關問題仍待市府說明與改進：
5-1 缺乏輔導轉型所需的具體財務、成本規劃
當地工廠以傳統製造業、加工業為主，若欲輔導「轉型」成符合產專區標準
的科技產業，這過程究竟提供多少資金、稅收優惠、補貼以及技術授權，市府均
未提出具體的成本、財務與稅收規劃。
5-2 業者需獨自負擔轉型風險
另外，工廠轉型成敗存在相當高的風險，業者必須跳出原本熟悉的市場，轉

除了當地工廠就業機會消失問題外，當地許多便當店、小吃、飲料店家是依
靠當地工人的消費需求而存在，當這些工廠搬遷走，當地店家將無以為繼，無法
繼續營業養活自己家庭，而開發後高漲的地價與租金，當地店家更不可能負擔得
起在社子島繼續生存，如新完工的健康國宅一樓店面租金要價就要新臺幣八萬元，
但當地許多店家是利用自家一樓改建(如圖七)，無須負擔太多成本，如此一來一
往的成本差距，將讓店家幾乎不可能在開發後回來營業。這些當地重要且養活許
多居民的產業結構與經濟活動，市府並未於進行應有的社會經濟調查與評估分析，
但這卻是整個開發計畫不得忽視的重要利害關係人。

向另一塊不瞭解的市場，並需負擔相當的時間、資本的投入成本，也就是說業者
必須完全自行承擔這些高度不確定的風險和可觀的時間、金錢成本，絕非市府單
傳以「輔導」作為口號可以解決的問題，市府應就這些問題作更詳細的研究分析，
以及更完善的安置措施。
5-3 忽視在地產業需求
這些傳產工廠會設置在當地，背後代表臺北及周邊地區對該產業有相當需求，
而使業者願意聚集於此處設廠。市府應該針對社子島當地工廠與大臺北的產業鍊
結、需求等關係作確實的調查與研究，俾據此規劃真正符合在地產業需求與就業
結構的產業專區，以確實安置開發後當地人口就業問題，而非將當地業者排擠出
產專區外。

二、三樓住家

一樓店面

5-4 忽視工廠員工轉業所面對的困難
當地工廠員工多為低階技術藍領，雖然薪水不高，卻可勉強維持生活所需。當工
廠業者必須轉型成較高技術產業，這些人未必有足夠的專業技能滿足新的工作要
求，若是已步入中年，則更難有足夠的學習力獲得新的工作技能，繼續在轉型後
的工廠工作，這將造成當地更多失業問題，但市府亦未針對這些實際會遇到的問
題作出合理的規劃與安置辦法。
5-5 居民失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將更加嚴重
簡報中提到有 559 位社子島居民在當地工廠工作，若這些人都代表一個家庭
的經濟來源，當這些人無法轉業而失業，將代表有 559 個家庭會陷入經濟困境，

圖七，當地居民多半將住宅一樓作為店鋪營業，因店面為自己所擁有所以開店成本較低，能勉強

佔了社子島 4000 多戶中有八分之一，若不正視這問題，屆時將會帶來更多社會
問題，但卻看不到市府做出任何相關的風險評估，亦未提出任何解決方案，而只
昧於事實的宣傳 14000 個當地人看得到吃不到的就業機會，來美化工廠拆遷背後
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專區應以優先安置當地業者為主，而非消滅在地產業與經濟活動，捨本逐末的寄
望科技產業進駐帶來外地人口，將當地居民趕盡殺絕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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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生計，二、三樓則作為住家使用，為當地最普遍的經濟型態。

5-7 造成外縣市更多違章工廠
若這些當地工廠無法因應市府轉型、升級要求，將被迫遷離他處，但當前社
子島及臺灣各地違章工廠林立的問題，並不在於工業用地不足，而是長期土地投
機炒作的結果，讓業者無力負擔價格與租金飆漲的工業用地，鋌而走險在較便宜
的農地等非工業用地違規設廠。當這些業者遷離社子島仍然會面對相同問題，只
是在其他農地繼續種出新的違章工廠，繼續污染更多的農地，將成本轉嫁給其他
縣市政府，這樣的惡性循環將會是市府未作通盤考量所帶來的惡果。在此建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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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填土方來源有疑慮，恐將使農作物遭受污染
目前填土方來源包含公共工程土方交換、石門水庫、淡水、基隆河清淤泥沙，土
方的來源多元性恐將使市府後續檢測把關難度增加，市府亦未提出具體土方檢測
規劃，只單用「保證土方品質」帶過，實在難以令當地居民放心(如簡報第 46 頁)。
另外，淡水、基隆河屬中度污染河川，早期工業廢水排灌所淤積於河底的重金屬
污染物是否已經排除仍未確定，若用於社子島填土土方，即便不是用於未來規劃
之農業用地，仍可能因為雨水沖刷、滲漏以及地下水源相通，而使農作物遭受污
染，市府應對此提出具體檢測計畫，以防止類似可見污染發生。

第六章、參考資料
環評大會審查簡報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之第 6 章 6.7 至 6.7.5、第八章全
明日社子島網站 1070708 第二場公聽會意見回應表第 15、16 頁
明日社子島網站 1070707 第一場公聽會意見回應表第 27、28 頁
明日社子島網站 1070707-08 現勘及公聽會發言單意見回應表
環境影響評估大會審查簡報。
環境影響報告書/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1070613 社子島公益性及必要性土徵小組會議簡報
GOOGLE 街景(社子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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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ܨᎂޑ၉ǴଷѝԖ 1 ЊǴՠࢂࠅՐΑࡐӭޑৎǴ೭ኬᆉࢂ 1

፤ϐࡕٰܢՐӻǴԶϐࡕഭΠ 90%ޑβӦᡣѦٰ໒ว࠼ϷѦٰΓ

ಃ4।0Ӆ34।!

ќѦǴޗηԖࡐӭ 1 ЊΟжӕǴৎ္൩ԖࡐӭޑЊᝤǴ
ӵᇥژژǵդդǵۄۄǵߓϦǵߓᓽӕЊǶ೭ኬޑݩǴډਔ

ӦǴךளӳႽԖᗺϼӭǴ࣮ࢂόࢂԖᐒёаׯᡂǶ

Րӻޗॺךעη܌Ԗ 4 ίӭЊӼӧঁλλӦБ္य़Ǵচҁ੮

40 ڳǴό ډ40 ڳգ๏ךӼाஒ߈ 1 ίǴךा ע40 ڳβӦ

ΨՐঁ 15 ԃխચߎࢂ܈൳ԃխચߎǶќѦ࣮ך೭ঁკޑᆘ

ܴǶ२ӃךளӼᒤ܁ڻࡐݤǴѱ۬ѝӼ௨ 10 Ϧഘλλޑӝ

ΠٰޑβӦࢤቻԏǴӵᇥךԭڳβӦǴࢤቻԏϐࡕόډ

ډਔংࡹ۬ঁཥޗޑՐӻޑ၉Ǵᡣ೭٤১༈ےᒃёа෧խǴ

շǴӢࣁ೭৾ᆵчѱ҇ߎิޑѐޑǶ೭٤Ԗ܊ԖӦޑΓǴךགྷ

࣮Ǵӵ݀ࢂךঁද೯ᆵчѱ҇Ǵךόགྷा๏ޗηԖϙሶံ

ہǵѱ۬ၟໂᒃРԴεৎӳǴаΠ൩ѱीฝᅪᗺՉᇥ

)Ѥ*!ШᏌӃғȐќߕวقཀൂـȑ!

ӆٰ൩ࢂǴӵ݀ॺךाқѲచלǴჹܭѦय़ޗᢀགٰ

ёаั༾ගଯޑۓݤډനଯॶǴёૈεৎёаϩޑډ൩Кၨӭ

ՉࢤቻԏࢂၴᏦၴݤǴᆵኪࡹǴᡣԖৎޑΓคৎёᘜǴךᇡࣁ

ᇥॺךԖՐޑӦБǴࡌ 50 ԃޑӦБǴ׆ఈࡹ۬๏ॺךঁံᓭ

εৎӳǴךளॺךा܄ᗺวقǴჹޗܭηࢂѸ໒ว
ޑǴӧࡹ۬Ԗ၈ཀޑ၉Ǵॺךᔈ၀ЍдॺǶಃ 1 ঁךགྷᇥᑈ

ᕉຑቩᡂԋᅿԄǴѝࣁሸഢ࣬ᜢำׇǶӄШࣚѝԖᆵӧ

)ϖ*!ླྀ܍ᐑӃғȐќߕวقཀൂـȑ!

ஒচԖᆫပჄрࢤቻԏጄൎǶᖴᖴǶ

ЪᗋόࢂচғᅿǴࢂόࢂҁ҃ॹǴ܌аӧԜࡌѱ۬ᆶہǴፎ

ࡹє໒ᖄৢǴϸОೲଌቩѱीฝਢǴࢂցགྷ൩٣ჴǴၳॐ

ৢቩϐΚǴ܌аҁਢሡाΕΒ໘ᕉຑǴѱ۬ࠅό٩ݤՉ

࣬ᜢೕۓǴҭԐӧ҇୯ 92 ԃ໔Ǵ൩ԖߥᡂՐӻǴԜೕۓє໒ᖄ

ᆵчѱҁ൩Ԗଞჹख़ε໒วਢє໒ीᆶᕉຑᖄৢቩϐ

ၟϐεӼහ݅Ϧ༜ኬǴΑӭϿਔ໔ߎکᒲᎦཥޑᐋǴԶ

ኬǴӢࣁ༤ 8 ϦЁ ܈4 ϦЁࢂעচᆫပख़ࡌǴ࡛ሶߥচԖ

۬ᔈ၀ᇥܴᆫပዴϪጄൎǴዴϪߥ੮БԄϷ҂ٰ໒วБԄǴӵคݤ

݀ੋϷѱीฝϣᡂ׳ਔǴᔈӵՖೀǶ

ߏᖱ༤β 8 ϦЁࢂරǴό಄ӝᕉߥǶՠࢂ༤ֹ 4 ϦЁᗋόࢂ

చҹǴځύԖঁߥ੮চӦीฝǴߥ੮চӦᆫပၟદǶϺѱ

ಃǴ٩ϣࡹہ،ǴЎϯၗౢᆶᆫပሡाߥӸǴѱ

)Ο*!ߎӃғȐќߕวقཀൂـȑ!

ќѦǴѱ۬ӧԛ 6 Д 26 ВЬाीฝ೯ၸϐࡕǴԖߕ 3 ঁ

ᇥՐޗη൩ࢂጁǴ࣮όଆǴচٰޑβӦᡣ๏ΓৎѐᇂᇬӻǴך

рѐ?ޗηଳૄ൩๏ԖᒲΓၟიٰՐ൩ӳǴ೭ኬჹ໒วԖᾤཀ

Ҕᒧ౻ٰڋܢǴډਔংाوрѐǴεৎाрٰǴࡨૼεৎǶ

ٰۚՐǴ҇ۚॺךעᇴډঁႽ೦҇ٗኬǴаࡕѦय़ٰՐޑΓ

ԖӦǴޗॺךη 1 ίӭЊǴԖ܊คӦǴा࡛ሶᒤǴ໒วעεৎ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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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Կฆ๏дॺӞǴӀࢂηΟǵѤίᚈόǴգ࣮ाӭϿ
ᒲǴ೭٤ࢂԾρԾԾว৾ᒲрٰ๏ӦБϩ٦Ƕ

ଣǴࡐӭΓՐǴࠅѝԖ 1 ঁታ܊Ǵٗ೭ኬηޑᇡۓǴࢂόࢂவቨǶ

ӵ݀ᇥॺךीฝा 11 ԃϐࡕωԖཥ܊ޑηՐǴᗋࢂ೭ය໔൩Ԗ

ۓाပჴǴಃǵߥምՐЊۚޑՐ҅ကǴಃΒǵाѺғᄊඵች

೭္ǴाࣁΠжགྷǶ

ᕉნǴॺךᆵчੇଣчᜐᜢғᄊ༜Ǵӧ 52 ԃаࡕωౢғрٰ
ޑआᐋ݅ࢂӢࣁੇНϯޑᜢ߯Ǵ೭༧ޑсрς՞ᏵΑ୷ໜݞ
2/3 य़ᑈޑቨࡋǴ܌аڇؑࢬݞᆵчੇଣङय़ݞၰٛ୷ޑӦǴٗ
࡛ሶߥៈǶ

Ǵाुঁޗηۚ҇ӼᒤݤǶࢄϺΨԖගډกϯ௨рٰޜ

ჹᕉნቹៜࡐεǴ׆ఈกϯԖନאԃज़ǴᕉߥֽёаΠൔ

ǶќѦԖቷ܊Ǵࢂόࢂૈঁύᝩቷ܊ǴᡣѬܨࡕёаԖ

ঁӼǴхࡴቷϣπᔈ၀ࢂ൳ΓǴπቷΨԖ൳ԭ໔൳ί໔Ǵ

ߟǴόฅόҔ 3 ԃ൩ᇂᅈǴ ॺך3 ԛᔸӦНኲН፦ᔼ൩ࢂ೭ኬ
ออ 3 ԃ൩όـΑǴᝳဘᆶआᐋ݅ᇂΑǶ

ᆅǴᗋԖࡐӭࡐӭࢲ߫҇ޑǴёаᇥࢂঁЎϯࡐᙦޑӦБǹ

ޗηۚ҇܌౼ޑޘઓǴࢂӃঞξၸᆵ܌ၸٰޑǴКӵך

ᆅࢂόࢂा໒วǴךՐ៓ҜࡂǴךӧ୯ሞจᆵ݊Π 40 ԃǶ
ԛԖΓઢᇥǴգٗᜐࢬݖǵ៓Ҝࡂǵ֣ڱǵࡐవНǶךᇥᜱ
ଲǴωόవНǴԛረ॥ǴၸѐǵΒΜԃၶၸ௵࿎ճǵયಹǵ
ລդǵਲǴךΠߘ᚛ᐒًѐύکǴ೭္వНǴϿᜱךΑǴ
೭္ 40 ԃব္వНၸǶ

϶܌܈Ԗᎃۚගᐩ፞ᐩǴ೭ωࢂख़ᗺǴаಷϣԖᚇ۫Ǵᚇ

۫ଌៃᕀǴλܻ϶ࣁΑाܫᐩ္य़൩ѐཟៃᕀǴځჴ೭ᅿ

॥߫ǴࡐӭӦБԖǴаޗηΨԖǵчΨԖǴхࡴεӕϷߥ

ӼΨԖ೭ᅿ॥߫ǴՠӧѝഭΠޗηωԖǴ೭ঁ॥߫όՠؒ෧

ϿᗋᘉεᖐᒤǴаλ࠸ǴӧࢂߓϦǵߓᓽηǵ

ಃ7।0Ӆ34।!

HondaǵNissan ٰ೭ᜐܡቶТǴգޕၰॺך೭ᜐ॥ඳӭᅆߝǶό

ӸǶࢄϺᇥڹډβӦϦǴځჴڹβӦϦόࢂख़ᗺǴख़ᗺࢂλܻ

ಃ6।0Ӆ34।!

ໂᒃРԴεৎԐӼǴךՐӧྛۭǴςಃѤжǶ࣮ႝຎ

܌аޗηࢂࡐޑԖЎϯޑӦБǴ׆ఈ໒วࡕ೭٤Ўϯۓाߥ

)ΐ*!ླྀ୯ᝊӃғ!

ፓǴࢄϺΨൔၸǴύѧϦ༜ޑНၰǴίόૈᡣआᐋ݅ၟᝳဘΕ

൩ࡐวΑǶޗηࡐӭޑೕჄǴхࡴӧᗋߥӸ߆ᓪಭǵࠄᆅч

ǴঁϼஐླྀǴۉࡨޑηሺǴԖᐕўǴόࢂᒿߡࡨǶ

ޑយǴӧӢࣁН፦ޑᡂϯआᐋ݅ၟᝳဘڗжǶ܌аךӆம

Ԗλ፺ёа೯ډᆵчᐏǴӢࣁޗηҁٰ൩ࢂᔁǴ܌аԐය

)Ζ*!ڗฦว!ق

Ӻғᄊ DNA ୷ӦǴޗॺךηβӦ္ޑយᇀǴаࢂᅈξᅈك

ԃԖࣤᔍଣࢂγ݅നԐޑᔍଣǴёـϐޗη൩ࡐᕷᄪǹа

ॺۉഋࡨޑЎϺ౺ǵഌذϻǵШണǴдॺࢂΟ۸ЦǴۉླྀࡨޑ

ᜢआᐋ݅όࢂӧӦޑғᄊᕉნǴࢂࡕ़ٰғрٰޑǴࣁΑᔼڰ

ҧݢ༧ғᄊ൩όـΑǴٗόࢂၟғᄊޗηၴङΑ༏ǴፎளǴ

ځჴޗη໒วࡐޑԐǴᔈ၀നϿԖٿǵΟԭԃǴӧ҇୯ 43

ΠǴૈۭډϙሶǴ࡛ሶ٬ҔǶ

ॺך೭൳ԃҧΑᅈξᅈݢޑك༧ǴᇥाᔼғᄊޗηǴ

ӦБࡌޑ໒วǴനЬा୷ᘵࢂ೭༧βӦǴޗ࣮࣮ॺךηڬޑᜐ

೭ঁӼୢᚒࢂᖱΑԭၹǴ࣬ߞࡐӭΓԖ೭ঁୢᚒǴ׆ఈִ๓ೀ

܌а೭ϪाӼǶᗋԖࣽޑϩ٬ҔǴёόёаᇥܴ

ᄊǴಃϖǵβӦᓯഢᐒڋǴಃϤǵނᅿ DNA ғᄊ୷ӦᔼǶঁ

ЬৢǵӚՏہǵໂᒃРԴεৎӳǶࢄϺԖࡌӼୢᚒǴԶ

ޗޑǴಃΟǵाѺࠤޑ܄ѱǴಃѤǵѺӄཥѱวࠠ

ޑीฝਜಃ 5 കಃ 5 ǴԖᜢ໒วਢीฝҞޑाၲډаΠҞޑǴ

ኬηॺך೭ᜐ҉ᇻόׯᡂǴ೭ኬࢂόӳޑǴฅࡕԃᇸΓᚆ໒

)Ϥ*!ഋᅸঢ়Ӄғ!

ӚՏہǵໂᒃРԴεৎӳǶ٩ᏵॺךಃΒ໘ࢤᕉຑ 2 ҁࠆࠆ

ᆵчѱۚ҇ᇥᡣޗηܫӧ္ٗ 50 ԃǴ100 ԃΨؒᜢ߯Ǵٗ೭

)Ύ*!ֺԓᘑٚߏ!

խගٮᐩ᠈ٰϩ๏εৎǴѝाԖගᐩ᠈ٰޑ൩ଌдኬᘶނǴ

Њ 1 ঁታ܊Ǵ1 ቫ 1 ঁታ܊ǴٗؒԖୢᚒǹՠԖ٤ࢂКӵѤӝ

ഌុࡌǶ҇ۚॺךόाӆϸჹǴӢࣁॺךѐқѲచǴԖࡐӭ

ζǴхࡴ҉উӦϷߕ߈ޑӦǴߓϦǵߓᓽηǴӦБ

Њᗋࢂ൳ЊǶќѦаܨᎂٰᇥǴࢂҔታٰ܊ᆉǴӵ݀ࢂՐӭቫ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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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Ƕӵ݀գϞϺѐঁࡐԖᐕўЎϯǴӵᇥѐജෝǴࣗԿ߈ᗺ
ޑᜢǴգᇥךϞϺעчޑ༰ቴߥ੮ΠٰǴՠаࡕգॺόૈ
ⷬნǴ൩ࢂаࡕ࣮ቹТ൩ӳǴόޕၰ೭ᅿБԄεৎૈόૈௗڙǶך
Ԗᗺᚶᅪѱۭ۬ډԖؒԖЈाၟۚ҇ྎ೯Ǵձࢂ൩ᆉ᠋Αࡐӭ
ཀـǴգॺΨόᜫཀׯǴ܌аाഞྠୋֽߏ൩೭ϩӣเǴ ۭډ4
ঁीฝӧቩၸำԖୢᚒǴۭډόঅׯǴᗋࢂϸ҅ၸΑಒी

ךёаഉգѐ፞ചǴٰ࣮֣ڱǵً֣ڱǵ៓πቷǶॺךाࣁࡕж

གྷǴႽॺךԖλ࠸ӵ݀Ԗζܻ϶ࠅޑόඪӣৎǴԖ϶ܻتόඪ

ӣٰǴ่ஆޑѝԖࡨࡨωӣٰǴႽך೭္ઇઇឳឳޑǴࣁϙሶ

ઇઇឳឳǴࢂך೭жϷжޑǴࡹ۬ޑǴόᆅࢂϙሶΓ

ޑǴॺך൩ࢂाׯᡂǹॺךाׯᡂϙሶǴाׯᡂԋᕉნКၨଳృǴ

ଳృᗺόࢂाՐᇬӻǴՐᇬӻाԖڮǶ

ᇤǴаϷх֖ܨᎂံᓭୢᚒፕǴ೭കाୖྣಃ 6 കǴ6.6 ޗ

ډૌډឳǴց߾ჹόଆࡕॺךжηǶ

εৎǴஒٰՐ܊ޑኧۚฅа 3 ΓࣁനଯǴ೭ᜐεৎວ܊ηޑໆ
Ԗ೭ሶӭ༏?ۚฅӼБԄࢂа܍ᖼࣁനӭǴࡐ܁ڻǴ೭ᜐࢂаε
ৎࣁЬǶᖴᖴǶ

ࢂόࢂᎳԶӄيǴ܌а൩ளϸ҅ ע4 ঁीฝၸၸ൩ӳǴ

ฅࡕځдቩޑϙሶཀـόҔ᠋Ǵӵ݀ࢂޑ೭ኬǴϞϺΨόҔ

ٰ೭᠋ڗٚ҇ཀـǴϸ҅ہޑཀـգॺΨό࡛ሶǶ

ಃ9।0Ӆ34।!

ٚߏԖϦѲ༏Ǵѱࡹ۬Ԗ೯ޕ༏Ǵࢂ܂Γৎٰ᠋༏Ƕࢤቻԏ୷ҁ

ࢂঁλၸԃǴৎৎЊЊǵৎᘍᘶނઔᅽεৎǴٰࣹԃ

ಃ8।0Ӆ34।!

ӚՏޗηໂᒃεৎӳǶϞࢄٿޑϦ᠋ǴԖፔԏډ೯ޕǴ

βӦϦٰᖱǴӢࣁࢂךΎࢤޑǴځჴڹβӦϦჹٰॺךᖱǴႽ

)ΜΒ*!ယߎቺӃғ!

൳ЯࢂόޕၰǴؒԖୖԵ٩ᏵǴ೭ঁёаࡼࡹୖԵ༏Ƕ೭ᜐ

ӆٰൔਜύჹܭᆫပЎўޑፓᝄख़όىǴаΎࢤϡڹ

ፎܢሽӦံᓭࢂցୖᆶڐΚࡂीკӭኧ҂،ۓǶգୢڔӣเ

Ֆ߄ޑҢᄊࡋǴךόᔉѱ۬ډ೭ᜐޑᄊࡋǴ ע4 ঁीฝӧଆǴ

όౢߎᚐࢂցեܭύեԏΕЊޑόౢߎᚐǴόޕၰǶ

ࣗԿჹᆒઓቫय़Ԗ࣬εޑቹៜǶӆٰ൩ࢂӧѱीฝቩϐ

ѱीฝޑЬाीฝ္य़Ǵѱ۬೭ᜐؒԖගрຑǴ܈ჹཀـԖҺ

ཱǴࢂόࢂեԏΕЊϩΨࢂόమཱǴीΠٰࡐӭΓόޕၰǹ

εբޑཚᎂǴჹԴԃΓٰᇥ഼Ѩচҁࡐᆙஏ่ޗޑᄬѺණǴ

ฅࡕࢤቻԏϦࡕံᓭБԄीკӭኧࣁ҂،ۓǴӆٰࢂҙ

ԏࡼࡹୖԵ༏ǶฅࡕࢂୢڔಒϩǴҙፎΓԃ܌ளीკόమ

ࡐٯଯǴӵ݀գύ೭ঁӼՐӻǴಥᚆচԖᆫပᜢ߯Ǵځჴ೭ᅿ

ࢤቻԏޑѸा܄ύǴہගځډύԖ 4 ᗺၟӼԖᜢǴՠࢂ

КٯѝԖ 48.1%Ǵԛኧࢂ 2,000 ӭԛǴ೭ᅿୢڔԖᒤݤբࣁஒٰቻ

ᚒǶ२Ӄ൩ࢂӼՐӻѝύΑঁٿຉᄂǴځჴޗηԴԃΓαК

ΑǴᡂԋ 11,116 ΓǴϿΑ 4 ঁǴҔཀࢂϙሶǶӆٰ൩ࢂ୷ጕᇥܴǴ

೭္ߏεǴฅࡕჹ೭༧βӦԖགǴ܌аךϞϺᒧઠрٰǶ

ीၗ္य़୷ጕࢂࡐख़ाޑǴΞϿΑ 15 ঁᡂԋ 11,101 ΓǶֹԋ

ኧӷωჹǴࣁϙሶाҔ 106 ԃǴฅࡕᗋԖೖբᇥܴΞᡂϿ

೭္ࡽؒԖβӦǴ໒ό໒วၟךΨؒᜢ߯Ǵϸ҅൩ࢂӢࣁךவλӧ

ךԖ൳ᗺགྷගޑǴࢄϺךԖගၸǴՠѱ۬ӳႽؒԖӣเ೭ঁୢ

ೖࢂӧ 107 ԃ 1 Д 13 В ډ3 Д 31 ВǴᔈ၀Ҕ 107 ԃޑΓαी

Ϸᎃ߈ጄൎΓαी߄Ǵय़ࢂЇҔ 106 ԃኧӷ 11,120 ΓǴёࢂ

၀ࢂϞϺวقനԃᇸޑǴځჴϞϺٰόٰਥҁΨค܌ᒏǴӢࣁךӧ

ہӳǵѱ۬ᆶӧӦໂᒃεৎӳǶךখখ࣮ΠวൂقǴךᔈ

ᔮϷಃ 8 കϩǴಃ 1 ঁৎೖୢᚒǴΓαኧେόᚺǴीฝ

ޗηᕉნቹៜीฝൔਜ္य़ৎೖၸำୢᚒϷਜय़ᝄख़ᒱ

ΠٰǶॺךԖϙሶճᅰໆڗݾǴ೭္ᓐΓٰᓐǴՠࢂόૈ

)Μ*!࢛ܵדӃғȐќߕวقཀൂـȑ!

εৎӳǴࢂךவλՐӧ೭ᜐډӧ҇ۚޑǴჹܭᆵчѱγ݅

)Μ*!ЦᑣӃғȐќߕวقཀൂـȑ!

ߓךϦਔؒԖڗݾǴޑݿݿךਔж๏ॺךՐ៓ҜࡂǴ܊ηόவϺ

ޑచҹ൩ϸჹǵ൩ૌឳǶգॺाՐǴεৎԖࡕжǴӵ݀

ฝӆᇥǴϸ҅ς๏ၸΑǶᖴᖴǶ

೭ჹΎࢤٰॺךޑᖱ೭ሶख़ाǴฅࡕգॺҔቹႽߥӸǴךόϼ

ғᄊǴךග ٮ1 ঁД๏գՐӞόҔᒲٰՐךৎǴךςଏҶΑǴ

όᆅ࡛ኬᏃໆڗݾǴՠࢂόૈФឳܦβǴόૈؒԖၲךډा

ճǴჹٰۚ҇ᖱࢂख़ाޑҹ٣ǴёࢂϞϺགգॺҔቹႽߥӸǴ

፞ചǴाԖҶ໕Ԗ໕Ԗᒲωૈ፞ചǶӵ݀ᇥԖΓόा໒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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٤ǴᗋԖႽࣁϙሶᇥჹόଆޗηǴႽεኴޑԴᙑޑҜǴࡹ۬Ԗ
ံշǴᆵчѱࡹ۬ԖံշǴՠޗηֹӄؒԖǶ

ৡόӭॺך೭္ 3 ঁ္य़ѝԖ 1 ঁΓёаՐǴഭΠ 2 ঁ൩ؒၗ

ΑǴᇥाࡌ 4 ίӭЊǴаࡕёаՐޑѝԖ 1 ίӭЊԶςǴځдࢂ

ॺՐǴՠࢂ܂ॺךՐόଆǶ

ᇥϸჹࢤቻԏǴךाԃۭᒧᖐߡϦǴόฅ೭ঁਢوόΠ

ωჹǶ

ಃ21।0Ӆ34।!

ϩǴ׆ࡐॺךఈѱ۬ǴࢄϺςԖୢၸЬৢᗋࢂᇡࣁࢂޑݤठ

όࢂஂޑǴόགྷڹठǴ P ᖱॺךޑགྷڹठǴؒԖǴဌ

ಃ:।0Ӆ34।!

ᕉہǵໂᒃԐӼǶ२Ӄ൩ࢂӧΒ໘ᕉຑፋፕډᆫပЎϯޑ

)ΜϤ*!ഋཁች୍ܺೀᖴఘЬҺȐќߕวقཀൂـȑ!

٤ߏࢂޣ܈ॺ۔ໂᒃǴ၀ॺךޑڗݾाڗݾǴՠࢂό၀ॺךޑڗݾ

ଷाᇂႝఊᗋԖံշǴޗηֹӄؒԖǴϦѳ҅ကՖӧǴךགྷ೭

)Μϖ*!യϡӃғȐฦ҂วقȑ!!

൩ёаǴࣁϙሶόՉǶаǴᖴᖴǶ

৭ଋǴࣁϙሶǴઇᙑǶ

খॺךໂ҇ᖱޑઇᙑόǴќѦ࣮ϐᙑεኴǴᆵчϦεኴ

ѐךӆٰܨǴգӵ݀όޕၰǴךፎ P ၟߓࡧፎ௲Ǵд 1 ڳඤ 1 ڳ

ᗋΟϦ҇ǴࣗԿࢂ፠҇ǴޗεᆵчӦ೭ᜐᆉࢂᆵчѱޑ

ՉǴবԖ೭ሶӳǶ

ࢂКၨӳޑঁБݤǶךёаᖐࡐӭٯηǴႽกϯѬԖӣ㎸ߎǴ

ӵ݀όёа 1 ڳඤ 1 ڳǴӧਔࢂߓࡧѱߏाೱҺޑਔংٰ೭

1 ڳᗋ 5 ϡԿ 8 ӝ༏Ǵॺךाा 1 ڳඤ 1 ڳǴ P ᇥό

ᚈЋᜅԋǴՠࢂाϦѳ҅ကǴ܌аךளҥঁݤǴჹޗηٰᖱ

္ၟॺךᇥǴךԖ᠋ډǴдᇥ 1 ڳඤ 1 ڳჹόჹ๏дᇂӳǴգཚр

ޑሽᒲǴ࿙ೆвរጕ 5 ϡǴӧ 50 ϡǴᅍ 10 ७Ǵܨᎂံᓭᒤݤ

தख़ाǴ൩ࢂϦѳ҅ကؒԖளډ՜Ƕ೭ԛा໒วǴࡐӳǴךΨᖐ

೭ᜐֹӄؒԖǴךό᐀ளࣁϙሶǴॺך೭ᜐࢂΒϦ҇ǵᗋόѝǴ

ՉǴգᇥ๏᠋ךǴӵ݀όՉǴΨၟךᇥচӢࣁϙሶόՉǶ൳Μԃ

ᙑǵཱུڙځᅰۙہǴՠࢂؒԖளډᔈ၀ளံޑډᓭǴךᇡࣁ೭ᗺߚ

ᆵчѱϐవНǴᆵчѱৎৎЊЊН႔ߐࡹ۬ΨԖံշǴޗη

ाҔܨᎂံᓭᒤޑݤձచٯଞჹޗηǴ P ᇥόՉǴࣁϙሶό

ౢӼӄǴ܌аע೭ᜐࡌԋᅉࢫǴᡣޗηᡂԋပࡕǵઇ

ᗺǴႽܴξߠ϶ޑەஎްǴԃϲ 5%Ǵࣁϙሶܨᎂံᓭᒤޑݤ

፸ԋޑǴځჴࢂᒱޑǴࢂࡹ۬ԋޑǶ

ሽᒲؒፓǴᇥा໒ว೭ኬӝ༏ǶॺךӆाǴѱࡹ۬ۓ

ܨᎂံᓭᒤݤଶӧ൳ΜԃޑሽᒲǴނሽݢόӧཀǴᇥᜤ᠋

ό࣬ߞϦെόӣٰǶখԖໂᒃᇥॺך೭ᜐࢂߏॺך፸ॺךࢂ܈೭

҇୯ 59 ԃࡹ۬ஒޗॺךηࡌǴࢂࣁΑεᆵчӦޑғڮ

ಃ 3 යࢂ 8 Ǵനӭࢂ 8 ϡǴգा፤ ॺך1 ڳനϿ 20 Ǵӧ

ӧܨᎂံᓭᒤݤǴӧϩ 3 යǴಃ 1 යࢂ 3 ǵಃ 2 යࢂ 5 ǵ

Ҟ܌ԖޑΓؒঁޕၰࢂۭډӭϿǴՠ٩܌ךΑှǴѱࡹ۬ाࡪ

ߏ۔ӚՏໂᒃεৎӳǴڻךᏂǶךाᖱޑᗋࢂϦѳ҅ကǴך

)ΜΟ*!ڻᏂӃғȐќߕวقཀൂـȑ!

ಃ 1 ᗺǴࡹ۬ा৾ӭϿ፝ᓭॺךǴԶॺךाວޑਔংࢂӭϿǴ

ᜢ߯ǴॺךӧཀܨࢂޑᎂޑਔংǴᗨฅѱࡹ۬ᇥाࡌਢՐӻ๏ך

൩ࢂाၢрٰǴόૈᓉᓉޑǴᓉᓉޑ൩ࢂܴԃ໒܊ܨۈηΑǶ܌а

ѐǴाҔϦޑᒤݤǴޗηޑஒٰ໒ό໒วǴाޗηԾρ،ۓ

ӚՏໂᒃӧ০ہεৎӳǴࢂךՐӧۯѳчၡɄࢤɄဦǴଞჹ
ܨᎂံᓭᒤݤǴϞϺ܌ᖱ೭ঁᕉნຑ܌໒วޑǴၟؒॺךԖϙሶ

ډو೭ΑǴѱࡹ۬ୂୂوǴգᇥգόޕၰǴӧգޕၰΑǴգ

)ΜѤ*!ሎচӃғȐќߕวقཀൂـȑ!

ᘵǴаΓኧࣁᖼວਢӻ୷ޑҁǶᖴᖴǶ

ࣁ܈ᖼວਢӻޑБԄǴ٩ྣታ܊ǵፁഢ೭٤ࣁঁ୷

ԾρΨा໒วǴाၢрٰǴ၀ۭډڗݾ൩ाۭډڗݾǴӧՉำς

ाٚߏǴ൩ࢂाᜢЈॺך೭٤ٚ҇ωჹǴόૈᓉᓉޑǴନߚգ

ќѦ൩ࢂǴԖٿՏٚߏǴ࣮࣮ӳႽ೭൳ϺωາрٰǴࡽฅ

ٰǴԃۭΞाᒧᖐΑǴᗋाεৎӆᝩុ๏дЍǶ

ќѦӼीฝǴךΨࡌǴࢂόࢂࡪྣЊᝤޑΓኧࣁӼǴ

ाа೭ԛޑ໒วڹठǴؒԖǴ೭ᅿޑࢂقόჴޑǴٗόѝ೭

খᇥޑ໒วаࡕ࡛ኬǴԖᒲΓཚٰՐǴؒᒲޑ൩ཚрѐѦय़Ǵ

ࡹ۬ԾρޑǴ P ᇥϙሶд 3 ԃ୍ᗋ 5 ԭӭሹǴᒲࢂவব္

፯ჴӦӧπբǴԖޑᗋيঋኧᙍǴόࢂႽѦय़ΓᖱޑǴॺךࢂགྷ

ࢂϙሶǴ൩ࢂգॺ܊ޑηܨǴΓᇴوǴᙁൂᇥ൩ࢂ೭ኬ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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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գॺѱ۬۔Ԗᒤݤเᔈ༏ǴԖᒤݤเᔈӆᇥǴკाฝளӭ
ऍؒᜢ߯ǴࢂךՐόଆǴӵ݀ؒᒤݤೀӼޑୢᚒा࡛ሶᇥǴ
ך೭൳ԭЊǴёаೀ༏Ǵࢂाᇂӧব္ܨࢂ܈ᗋࢂा࡛ኬǶ၉ᇥ
ӣٰǴࡌ 48 ԃѱࡹ۬ॺךעբΟ୯҇ǴΓৎܨǴ݊
ξԋф୯ӻᗋࢂϙሶ୯ӻډܨǴεৎԖᒲёаሦǴᗋԖεኴёа
ՐǴ࣮ԖӭӳǹךШжՐӧ೭္ΒԭӭԃΑǴόࢂᇥ໒วόӳǴӼ
ؒೀࢂा࡛ሶ໒วǴ೭္ԭޑۉғࢲࢂा࡛ሶၸǶ൩࣮ૈόૈ
เᔈǴόฅΞوӣᓐၡǶᖴᖴǶ

ॺࢪډऍѐΠǴѐ࣮࣮ӧਢՐӻزഖԖӭϿΓय़ᖏ࡛ኬޑୢ

ᚒǴॺךωёаڀᡏགྷႽǶ܌аࡌךǴہॺךΠԛӆӭᒤԛ

ǴࢪډऍѐୖᢀдॺޑՐӻǴѐΑှдॺӧୢᚒǴᏵࢪऍ

λۆӴߏයӧٗޗЎϯǴӴᇥϦচҁࢂࡨࡨޑӦБǴϦ

ӧᡂԋεৎݾౢޑӦБǴӴග۬ࡹډӧࡌՐӻࡕ໒ۈՉޗᔼ

Ǵёࢂচҁޑᆫပ൩Ԗ٤ࡐӳޑғࢲኬᄊǴࣁϙሶाׯᡂѬǴ

٤ҁ҃ॹޑ٣Ƕ܌аךགྷගࢂޑ໒วਢၟᆫပޑϩځჴ٠ό

ፂँǴॺךᔈ၀ӳӳѐགྷ೭ঁୢᚒǴόाӆᇥ൩ࢂעำֹوׇǶ

ѱߏѝԖঁࡺ٣ёаǴаԖঁࣤࡆǴΓৎୢдǺࣤࡆǴ
غךηࡐᎧǶࣤࡆᇥǺգؒᒲວǴёаѐວԺ֔Ƕ೭ঁࡺ٣൩ࢂ

܍ᒍ೭ኬঁғࢲǴӢࣁϦाԖΓࡨǴӧ೭္य़ޑғࢲόౢ

ғ٤ፂँǹԶЪхࡴΑޗॺךηόѝԖ 5 ೀԴࡌނϷቴӹǴځ

ಃ22।0Ӆ34।!

࡛ሶೀǴգѐፓၸǴ่݀ؒԖঁเᔈޑǴࢂٗॺךಃޑץǶ

္ٗډܨǴ೭хࡴԖ٤ճΓࡐӭǴԖ٤Οӝଣ္य़ՐΜ൳ЊǴ೭ा

дޑǴाӼΨؒᇥाՐব္Ǵाࡌǵᗋࢂा፤Ǵ፤๏ॺךӭϿǴܨा

ԛǴޗॺךηᕴӅ 3 ίӭЊǴգፓ 4 ίӭЊǴፓమཱᗺǴձᇥځ

ӻҥݤӄຠǴ೭٤ࢂӼޑୢᚒǴѱ۬ᇥाӼǴךৎፓ 5ǵ6

ѱ۬۔ޑǴޗηޑໂᒃεৎӳǶখখӆமፓךाᖱޑඤӦඤ

)ΜΎ*!ЦᅽٰӃғ!

ӼޑୢᚒǶ

ᒤݤଛ୧ډՐӻǶ೭٤ࢂ٤ୢᚒǴךளѱ۬ᗋࢂाᄇۭှ،

ॺᝤߐจдؒԖӧٗӦБǴдۚՐߐޑจᆶჴሞޑόኬǴдؒ

ྣკѱࡹ۬ޑԃжᆶჴሞ٠ό࣬಄Ǵ܌аྣޜკ࣮όрٰǶᗋԖд

ाၟεৎᖱǴ୍ܺॺךೀӧௗࢪڙऍଛ୧Րӻഋਢ္य़Ǵ൩ࢂޜ

ᗋԖࢄϺЬৢᇥ࣮ྣޜკǴ78 ԃԖྣޜკ൩ଛՐӻǴёࢂך

ԋၴࡌǴԋࣁཥޗޑୢᚒǶ

ऍၶࡐډӭ೭ኬޑୢᚒǹ೭ᅿݩวғǴԾρᇂቷ܊Ξൔ

ޗǴ೭٤ѱ۬ा࡛ሶߥ੮ǹᗋԖॺךπቷౢϩǴӢࣁҞӧࢪ

ಃ23।0Ӆ34।!

ۚ҇ޑЈᖂǶᖴᖴӚՏǶ

ကǴࡐॺךӭٚߏӧ೭ᜐǴ׆ఈᆵчѱࡹ۬ǵѱߏ᠋᠋ޗॺךη

চՐ҇ޑᓬܭიޑǴ׆ఈᆵчѱࡹ۬ૈ៝ቾۚॺךډՐ҅

ѱٰ҇ঁൔǴፎޗעηচՐ҇ܫޑӧКიᗋाय़Ǵ

ΓҔβӦቻԏޑǴѱࡹ۬ޑ໒วࡘோঁሡाѐঁᔠǶനࡕၟ

ךҞࢂɄɄɄɄљߏࣽޑǴךӛӚՏໂᒃൔǴӧቺ୯ؒԖ

ॺޗηѱ҇ޑЈᖂǶ

ǴѱߏϞϺգёԖ೭ঁᖌໆǴӆٰޗηՐঁఁǴ᠋᠋ך

όᅈǴѱߏգখᒧޑਔংԖٰ Long StayǴٰޗηՐঁఁ

ፓǴ೭ኬ൩ࢂԖྗբำׇǴϞϺ᠋ࡐډӭޗηޑѱ҇ࡐӭ

ࢂѱፓόૈ೭ኬηǴόૈᇥϞϺפٰ໒Ϧ᠋Ǵᇥךႝ၉Ԗ

Ǵ೭ኬԖᒥྣྗբำ ׇSOP?ѱߏգࢂঁࡐޑᙴғǴՠ

᠋όᔉǴ೭ኬηΨૈᆉኬҁǶ4,800 ӭҽኬҁǴѝԖ 2,000 ҽԖ

ࡹ۬ԖҔႝ၉ፓǴѺႝ၉๏ԴΓৎҔ୯ᇟٰୢǴࡐӭߏ፸୯ᇟ

ЈԾୢǵஒЈКЈǴόाό҇ޕ໔੯धǶখ᠋ࡐډӭߏ፸ᇥǴѱ

ݤѐચǴԖᒤݤѐວǴؒᒤݤǴፎॺךЎণѱߏϷᆵчѱࡹ۬

ϞϺѱࡹ۬ᖱࡐӭޗՐӻǴՠЈԾୢࢂ܌ԖޑՐ҇Ԗᒤ

ਕඁࡆᇥޑՖό१ԺᕧǶ

ӭεঢεޑۆЈᖂǴךᙁൂᇥǴεৎКךᗋाǴჹܭЎণ

ᇥߥ੮೭ՐӻӧᆘӦጄൎϣǴᇥޑόమόཱǴૈۭډόૈѐၟдॺ

ჴᗋхࡴΑчᑫǵβӦϦቴǴᗋԖଈޗǵᅽӼޗǵࠄӼޗǵࠄㅱ

ЬৢǵӚՏٚ҇ǵӚՏٚߏǴεৎӳǶϞϺࡐଯᑫёа᠋ࡐډ

ޕၰԾρाߥ੮ӭϿǵаࡕᗋૈόૈՐӧ္ٗय़ǴϞϺൔΓࢂ

)ΜΖ*!ቅгണӃғȐќߕวقཀൂـȑ!

Ǵգा ॺך5 ঁл࡛ሶᒤǶྗךഢܦᎠǴ P ٰाҧдǴд൩

౽ᎂޑୢᚒǶךགྷεৎӵ݀ѐ࣮ࢪऍޑϕշઠǴࡌךΠԛך

ಃ 2 ঁ൩ࢂࢄϺࢪੌوЦӻޑਔংǴೱдॺӧӦৎޑΓό

ךՐΎࢤɄɄဦ 1 ኴ ډ4 ኴǴ ך5 ঁлՐଆǴգؒᒤݤೀ

܄Ǵόख़ཥᔕۓཥܨޑᎂӼБݤǴ೭ኬηԋࡐεޑՐ҇ॐ

A13－543

ၟიϭ่ǴԭۉғࢲᜤၸளाԝǴд൩ѐԏգޑβӦǴ1 ٿڳǵ

ޑ൩ࢂࡌ 48 ԃǴϙሶ٣όૈǴόૈࡌׯǵόૈঅᙄǶ

य़ǴགৡࡐӭǶ܌адॺޔाᇴ໒วǴՠ໒วόࢂᚯ٣Ǵך
ॺϞϺा໒วǴाྣ៝ॺך೭٤ΓǴۚՐӧব္ǶࢄךϺΨᇥ
ၸǴϞϺӦБ܌کԖᆵሡाޑόࢂ܊ηຫӭຫӳǴࢂᆘӦຫӭຫ
ӳǴ۔ߏߞ࣬ךգΨޕၰǴգགྷाՐளঁࡐᏱᔒ༏ǴᆘӦฅ
ຫӭຫӳǴ܌ааࡕΓαǴ໒วΓα 3 ࢂόӝޑǴᔈ၀ा׳
ϿǶаൔǴགᖴǶ

ሶǶӢࣁа 1 ঁߐจٰᆉǴ1 ঁߐจՐΑѤǵϖжǴѝံշ 1 ঁߐ

จဦዸǴ࡛ሶёૈՐளΠǴ๊ჹՐόΠѐǴ܌аाှǶѱࡹ۬

ޔᖱᇥ٩ݤՉࡹǴѱࡹ۬ςཎჹޗη 48 ԃǴѬόᔈ၀ҥঁ

ٰݤೀޗη҇ۚޑՐୢᚒ༏Ǵᔈ၀փǶόाӆҔ٩ݤՉࡹٰ

ᖱǴՉݤޑзჹޗηۚ҇ᗺᔅշؒԖǴךፎѱࡹ۬ा҅ຎ

೭ঁୢᚒǴ൩ࢂाݤǴ࣮ा࡛ሶѐೀ೭ঁݾǴӢࣁӧന

ቫǴхࡴࢄϺᗋԖӧӦ҇ۚޑाٚߏрٰڐፓӚՏǴёࢂڐፓ೭

ޑᒲΨؒᇥǴόाٰᄗᄗޑॺךᓐ൩ҧډᜐǶᖴᖴǶ

ಃ25।0Ӆ34।!

Ҟ 3 Տٚߏၟѱࡹ۬ϐ໔ޑӝբᆶྎ೯Ǵךளрࡐεঁᘐ

൩ࢂᖱᒲǴा፝ᓭӭϿᒲǴ܊ηӭϿा፤ॺךǴा࡛ሶံᓭǴӼ

ಃ24।0Ӆ34।!

ᎃߏޑၗྍǴᡣၗૻૈၲ๏ঁٚǴ೭ঁࢂКၨԖਏޑǶ܌а

݅ϙሶᄪ،ޑۓΓǴᗋࢂ P ٰǴޕךၰգΨٌधΑǶ፝ᓭख़ᗺ

ॺךωёૈӧ҂ٰҺՖݾफ़եޑݾלޗԋҁǶ

ံॺךᓭǴ܊ηӭϿᒲा፤ॺךǴᖱख़ᗺǴϙሶӼǵ፝ᓭǴ೭ࢂ

ಃ 2 ঁǴٚߏ೭ᜐځჴԖٚߏޑၗྍǴӵ݀ёаၸٚߏǵ

ࢂາำׇǴ׆ॺךఈ໒วൂՏ൩೭ᗺёакϩׯޑ๓Ǵ೭ኬη

ߥǴ೭ଫᚊᗋؒວ൩ाڌΑǶಃΒा࡛ሶံᓭǴచҹࢂӭϿᒲा๏

ख़ᗺǴգᖱрٰॺךޑाόाௗڙǴόௗڙǴؒϙሶӳໆޑǶћ

ӳӝբǴ࡛ሶ҅עዴޑၗૻນӧӦޑໂᒃǴց߾ӆӭޑำׇ೯೯

࡛ሶပჴǶךளӧၟໂᒃྎޑ೯य़ǴନΑाᇴזၟ 3 Տٚߏӳ

ךϞϺाᇥǴٰ೭္ଷޑǴࣁϙሶᗋؒӼᗋؒံᓭ൩ᕉ

)ΒΜ*!ᖴහ݅Ӄғ!

္ѐᜢݙдޑཀـǴдॺόΑှǴٗሶॺךᖱޑϦ҇ୖᆶۭډा

ډޑໂᒃ೭ᜐٰǴ҂ٰໂᒃۭډ၀࡛ሶᒤǶ

ؒᒤ៝ྣݤǴ࣮ךόᔉѱࡹ۬ࢂӧϙሶǶᖴᖴǶ

ᜐᖱྎޑ೯ၟڗளӅǴӀࢂ໒ޑਔ໔ၟ࣬ᜢၗؒᒤ҅ݤዴ

೭٤ܿՋǴࢤቻԏࢂҔϦӦሽǴҔѱሽΨࢂ 20 ǴҔεୱ

ٰၟךፋǴ ך1 ڳाѤǵϖΜǶӧҔ 1  ڳ2 ǵ1  ڳ20 ٰ

ЋǴգόޕၰޑᖐЋǴᖴᖴǶӵ݀ໂᒃჹܭ҂ٰޑำׇǴᔈ၀ډব

ၨӧཀޑǴ൩ࢂӚՏໂᒃਥҁௗԏόډҺՖᗺૻ৲Ǵ໒วൂՏ೭

ΨࢂӢࣁ໒วਢǴӧωૈډݺΒǵΟΜ 1 ڳǴҔϦӦሽٰᖱ

ηǴ೭ኬޑౣǵݤзࢂԖୢᚒޑǴޗηۚ҇Ψω൳ίΓǴࡹ۬

ਜ߃ዺϣޑᖐЋǴգؒԖ࣮ၸޑᖐЋǴᖴᖴǶ೭൩ࢂךӧК

ᆵчӦǴॺךᖱγ݅ǵч൩ӳǴ1 ڳࢂѤǵϖΜǴޗη

ॺךϞϺӧ೭္ᖱޑҺՖཀـǴգޕၰ҂ٰ࡛ሶೀޑᖐ

ॺޕၰϞϺٰࢂाଞჹΒ໘ᕉຑൔਜ߃ޑዺගٮཀـǴԖ࣮ၸൔ

ࡕךΨόޕၰՐব္ǴӢࣁޑ൩ࢂؒᒲǴ১༈ᗋࢂࡐӭǶঁε

ၟࢤךቻԏǴךό൩ᖝԝΑǶฅࡕ೭٤Γࢤቻԏࡕᗋວόଆ܊

ࡓৣǴךाଞჹ൳ᗺǴගٮ๏໒วൂՏࡘԵǶಃ 1 ঁǴӚՏໂᒃգ

ЬৢǵᕉہǵӚՏໂᒃεৎӳǴࢂךᕉნߥም୷ߎᗶሺ

ࢂёаௗڙǴӢࣁࡐӭΓӼѝࢂךעᇴрѐԶςǴךעᇴрѐϐ

ۚՐޑୢᚒࢂঁࡐεޑୢᚒǴӢࣁӧٰࡓݤޑᖱؒԖঁ

)ΒΜΒ*!ᗶሺࡓৣ!

۬Ǵࢂόࢂ೭ኬѐᒤϦ࠻ಠϺǴॺךѐѱ۬ჸᏲ୴ӧѦ

Αӳ൳αΓǴӧϣࡹाЊЊӼǴךόޕၰЊЊۓޑကࢂϙ

εୢᚒǴޗηΓόࢂόགྷ໒วǴԶࢂ໒วϐࡕךाՐব္Ƕ

ӧࣁΑा৾ډ೭٤βӦǴ൩ࢂѐၟიǵѱ۬Ǵѐգॺѱ

೭൩ࢂӧޗηݩރޑǹӢࣁךόૈᇂǴΨວόଆǴ1 Њ္य़Ր

ΟວວࡕǴβӦฅ൩৾όрٰǴӢࣁӦނԖΓՐǶ

ΓՠࢂԖۚՐǴࢂॺךԖΓؒۚՐǴӧӦБ٤ࡌ

ޗηࡌ 48 ԃࢂ٣ჴǴঁᆵчѱᔈ၀όाב೭ᗺǴӢࣁ

ѐԃǴ ޑך2 ঁλ࠸εΑǴৎ္ՐόΠѐǴډךѦय़ચ܊ηǴ

ЬৢǵہǵໂᒃεৎӳǴ२ӃाᇥۚࢂޑՐǴӅౢលࢂؒ

)ΒΜ*!Ц൬Ӄғ!

ӚՏໂᒃεৎӳǴࢂךՐӧࡌӼཥޑচՐ҇ǴϞԃ 41 ྃǶ

)Μΐ*!ഋШᇬӃғ!

A13－544

ӧນӚՏӼޑϣࢂঁচ߾ޑ܄Ǵಒۓӧࡕុω
ٰՉǶКӵᇥεৎஒٰ࡛ሶӼǴҞ܌ೕჄ܈ޑਥᏵय़൳
ԛॺךᇆٰޑၗፓǴঁӼՐӻ္य़܍ચǵ܍ᖼ೭ঁ
ࣚࡓݤጕҞؒԖׯǴΨ൩ࢂ 77.8.1 аޑၴࡌёа܍ᖼǴ೭ঁచ

ϩǴϣԖ࣬ӭᒱᇤޑӦБǴࣗԿፓБԄԖୢᚒǴ܌а׆ఈ

៝ୢϦљ܈໒วൂՏૈቩࡘޑԵǴЇޗޑቹៜຑޑ

ৎᏢޣǴٰڐշϷᙶమӧӦ҅ޑୢᚒǴۚ҇ޑӼǴᗋԖ҂

ٰ໒ว܌ၶ܌ډԖޗԋҁǶᖴᖴǶ

ޑεኴǴ൩εৎޑޕ܌ႝఊεኴрΕځჴؒԖٗሶόБߡǴ൩ࢂ܊

ٰനࡕۓޑਢǶ

ಃ26।0Ӆ34।!

ಃ27।0Ӆ34।!

ߐрٰࡪႝఊǴམঁႝఊΠ൩ډ൳ቫΑǴ܌а೭ঁϩрΕޑ

ѱᗋࢂໂΠǴ೭ךளࢂᅿᒧǶӧೕჄޑਢՐӻࢂႝఊԄ

ӣѐঅׯǴۓाѐঅׯǴ܌аࡕय़ޑቻΨाਥᏵᕉຑ೯ၸޑϣ

ϣࡹβቻλಔѸाޑ܄ਔং܌ගрٰхࡴाϩණӼޑ೭ঁ

ΨБߡǴѝૈᇥਔжӧׯᡂǴѱၟໂΠӦԴΓৎۭډ഻Ր

ݩރǴёࢂ೭ࡕុޑಒǴॺךኩਔόѐፋǶ

ӢࣁٛࢫीฝؒԖ೯ၸǴٛࢫीฝ܌ॺךࢂۓԖीฝനᆄޑ

٤ᕉნቹៜຑǴӵ݀ӧݤೕޑӦБᇡࣁবঁӦБό࡞Ǵ༈Ѹा

ԵቾεৎޑᔮॄᏼૈΚǴᅰໆᆢᡣεৎૈॄᏼளଆ೭ኬޑ

Ⴅीฝࣁϙሶ 91 ԃϣࡹ൩ቩۓǴ ډޔ100 ԃωૈϦǴ൩ࢂ

ќѦখখԖፋډჹܭচٰғࢲޑቹៜǴԴΓৎӧՐѳ܊рΕ

ךӧᇥόрٰǴՠࢂӧॺךၟεৎፕӼϣޑਔংۓѐ

όϕ࣬ቹៜǴǴѬॺۓϕ࣬ቹៜǶΨ൩ࢂᇥǴႽϐୗࠖ

ঁϩǹीၟᕉຑϐ໔ΨԖᜢǴӢࣁࡪྣѱीฝ܌Չޑ

ԏΕޑచҹٰӼǶԿܭୢ ך3 שӭϿᒲǴฅࡕ 6 ࢂשӭϿᒲǴ

൩ࢂٛࢫǵीǵᕉຑၟஒٰࢤޑቻԏǴ೭ 4 ঁीฝϐ໔ۭډ

ચߎޑϩǴϦӻࢂࡪྣѱՉ ޑ85 שǴॺך೭ᜐӧࢂࡪྣ

ਜևǶ

ࢂ 6 שǴёࢂӵ݀ࢂեԏΕЊനեёа ډ3 שǴ೭ύ໔ࡪྣᔮ

ϿǴᇥჴ၉ӧ܊ηᗋؒᇂգୢךӭϿᒲࢂமΓ܌ᜤǴՠѱ۬ჹܭ

ཀ္ـय़дૈ߃ӣᔈϩӃӣเǴ܌Ԗ҅Ԅӣเ߾ӧᕉຑൔ

ӣᔈךޑ೭ᜐӃঁೀǶಃঁ൩ࢂѱࡹ۬ӧՉ 4 ঁीฝǴ

ߏॺךࢂ܈ၸ᠋ϐࡕǴѸׯᡂ൩ׯᡂǶચߎࢂۭډӭ

ӢࣁϞϺࢂϦ᠋ǴाᇆεৎޑཀـǴፎ࣬ᜢᐒᜢ൩ϞϺεৎ

ѱՉ ޑ3  ډש6 שǴඤѡ၉ᇥգࢂޑచҹǴգٰ܍ચεऊ

߾ࢂ೭ኬǴஒٰᗋाၟεৎٰፋಒǴӵ݀εৎനࡕޑϸࢀࢂચය

Ӧ໒วᕴ໗ǴᗋԖᕉߥֽᆛઠǴךाӧ೭ 3 ঁӦБϦ໒ӚՏཀـǶ

ך२Ӄଞჹ೭Տԃᇸܻ϶ගࢄډϺдԖගၸޑ٤ୢᚒǴૈ

ёૈׯᡂǴךԾρঁΓٰ࣮ࢂԖᐒޑǴ࡛ሶᇥǴӢࣁѱ۬Ҟচ

Ԗ܍ᖼచҹٗ൩ࢂ܍ચǶ

рѱࡹ۬ჹ೭ϩޑӣᔈǶӧଌεϐǴၟӚՏൔǴעॺך

ޑӣᔈǴӧᆛઠϦ໒Ǵӧᆵчѱࡹܴ۬ޑВޗη۔Бᆛઠǵβ

ચǴ೭ঁ܍ચόࢂᇥाϙሶեԏΕЊωёа܍ચǴόࢂǴգѝाؒ

ଌᕉຑεޑൔਜ္य़ǶεৎගޑཀॺךـၸᘜયǴග

Կ܍ܭચǴѱ۬ӧນεৎᇥચය 12 ԃǴ೭ঁϩԖؒԖ

70%Ԗ܍ᖼޑၗǴഭΠ 30%ؒԖ܍ᖼၗ࡛ޑሶᒤǴॺךҔ܍

Ϻεৎ܌Ԗ߄ၲޑཀـᒵΠٰǴԶЪע೭ঁཀـǴߕӧග

ϞϺၟࢄϺٿϦ᠋ޑϣǴхࡴεৎගޑཀـၟѱ۬߃

Ԗၸޑ٤ፓϣٰ࣮Ǵӧ߃ޗη 4,200 ӭЊ္य़εཷ

ǴҞѱ۬߃ೕჄࢂǴၸޑॺךीϩၗǴᗋԖϐම

ᖴᖴӚՏໂᒃϞϺӧ߄ၲޑཀـǴྣ໒ۈᇥޑǴϞ

)*Ьৢ!

ҹҞؒԖᡂǴӢࣁੋϷࡓݤޑೕۓǶ࡛ॺךሶѐׯ๓೭ҹ٣

ණǶඤѡ၉ᇥǴӧޑӼीฝځჴᗋؒԖֹֹӄӄޑрٰǴॺך

Μǵ࣬ᜢൂՏӣᔈᇥܴ!

܌ᒏޑӼຉᄂǴখΨԖගࢂډճҔՐӻ٩εৎޑሡाѐբϩ

аࢂႽӧᆵчѱ္य़ႝఊԄޑύεኴǴࢂႝఊԄޑǹќѦԖ

ৎٰፕǴόࢂҧ๏ 3 ՏٚߏᜤΓǴ೭ኬωࢂԖೢҺޑѱࡹ۬Ƕ

നࡕᗺǴԖᜢޗܭቹៜຑϩǴॺךᗋࢂڥᢣǴϞϺၟ

ϩ࡛ሶӼǴಃǴय़ 2 ঁਢՐӻࢂۓԵቾયЊኧǴ܌

Ǵ܌а׆ॺךఈѱࡹ۬೭ᜐाעᏼԍଆٰǴפٚߏٰӳӳޑၟε

ࢄϺӧӦ҇ۚޑςϸࢀΑᕉຑൔਜ္य़Ԗᜢޗܭᔮޑ

ୢᚒǴ൩ϣࡹٰᇥǴࢂ׆ఈॺךӼόाύǴᗉխύǶ೭ঁ

ҹ٣ᇥჴӧޑᔈ၀ࢂѱࡹ۬ाЬՉǴԶόࢂעೢҺҧ๏ٚߏٰ

A13－545

ଛޑచҹǴх֖ٛࢫीฝाύѧਡۓǴᕉຑीฝΨाၸᕉຑਡۓ
ϐࡕǴঁѱीฝϣࡹωਡۓǴѱ۬ωϦჴࡼǴ೭٤

ࡕᗋԖୢᚒǴॺך੮ӧ೭ঁӦБᡣεৎ၌ୢǶӃፎѱวֽ

ယୋᕴπำљǶ

ݤǴ೭ኬޑाǴࡕុࢂٰǶϞϺࢂᕉຑϦ᠋Ǵε

ಃ28।0Ӆ34।!

ಃ29।0Ӆ34।!

БᇥܴǶৎೖᒤБԄǴӃଞჹৎೖޑᏢғՉ௲૽ػግǴ࣬ע

ٰ᠋ڗଞჹӼޑϩ٤҅ϸᚈБཀـǶ

ϦаࡕǴӦБԖഌഌុុගрٰǴځჴӧѱہቩਔǴہ

ග ډ220%Ǵ೭ঁၟၸѐीฝٰᖱǴׯᡂࡐεǴ೭ӧہεৎ

Չࡕុ໒วǴ܌аঁӼচ߾ࢂပჴЊЊӼǴࡕុΨє໒᠋

ܴǴεৎёаܫЈǶќѦԖᜢᑈගଯޑୢᚒǴၸѐӧѱीฝ

ԿܭৎЊೖϩǴૼہॺך٥ཥϦљࡹکεޑი໗Չ

යǴܨᎂံᓭϐࡕǴՉӼՐӻᑫࡌǴ܌עԖՐЊӼω

ೕጄǴٛࢫጕۭΠޑࡼࢂёаխीᑈǴ೭ӧѱीฝਜԖ௶

ৎೖǴঁৎೖၸำύΨԖӃၟٚߏፕୢڔǴፓϣᗋԖᒤӦ

ाǴाЊЊӼǴԶЪाϩයϩᒤ໒วǴ໒วࢂۓ٩ྣಃ

ीฝࡰۓ൳ঁຉᄂǴЬाࢂݮН ۞ݞE1  ډE10ǴԿϿ 10 ঁຉᄂ

ᑈޑϩǴՐӻаѦǴӼՐӻԖᔠǴঁѳ֡ᑈ

ᚒǴখখЬৢΨԖගډǴঁӼޑচ߾Ǵॺךฅ٩ྣϣࡹޑ

ำ 9.65 ϦЁаΠǴࢂόࢂёаխीᑈǴ೭ϩӧѱीฝಒ

Ψ᠋ډӦБཀـǴԖ࣬ᜢঅ҅Ǵ೭ঁךགྷᜢܭѱीฝԖᜢ

ہǵӚՏໂᒃεৎӳǴεৎٌधǶךགྷεৎࡐᜢЈӼୢ

ௗࢂКၨޑ܄ೌמѱीฝϩǴٚߏගډԜਢٛࢫྗଯ

)Ο*βӦ໒วᕴ໗ဂᕴ໗ߏ!

Γαଜफ़ࣁ 30,000 ΓǶ

ѱ۬ӧӦБᒤӼ࣬ᜢ᠋Ǵύѧଞჹѱࡹ۬Ӽచҹǵၗᆶ

ৎᜢޑݙᚒځჴុӆᆶӦБՉፕǶ

ԖᜢीฝΓαϩǴॺךচٰࢂ 32,000 ΓǴՠࢂࡕٰӧϣࡹ
ہፕᇡࣁΓαኧԖѸाՉፓǴࢂܭϣࡹہ೯ၸ

ಃ 3 ঁࢂԖᜢࢤቻԏᒤ᠋ǴΨ൩ࢂ҂ٰᒤࢤቻԏǴ

ѱीฝ္य़ࣁख़ाޑᕉǶ

ϩǴஒុᆶۚ҇ྎ೯аၲϦѳӝচ߾Ǵ೭Ψࢂϣࡹޑाǹ

ᕴϐ൩ࢂӦБޑϦӅࡼǴฅ҂ٰଛӝࣽǴନΑࡽԖޑౢа

ѱǵѱٛؠǴ׆ఈॺךӧࡕុಒीฝִ๓ೀǴჹܭ

ाၸౢЬᆅᐒᜢӕཀǴཥᑫౢٰΕǴ܌аౢޑϩӧ

ၗྍाϙሶ٬ҔǴाၸѱہѐፕǴ܌аߥ੮ঁቸ܄Ǵ

ҹǴಃ 1 ঁᜢܭԖᆫပᆶЎϯၗౢࡕុय़ჹཱུᆄংǵࠤ܄

ЊаѦǴΨх֖πቷᆶౢޑЊЊӼǴ܌аࡕុӧ࣬ᜢӼޑ

ԖӦБϦӅᙴᕍ٬ҔޑሡǴ೭ϩѱीฝਜΨೕጄǴ҂ٰౢ

ྎ܄೯ၟፕǴനࡕӧϣࡹ 6 Д 26 В،ਔΨԖ 3 ঁߕచ

аѦǴ҂ٰᒤϦ࠻ЇΕΨߥ੮ቸ܄ǴࣗԿߥ੮ёૈ܄Ǵ൩ࢂ҂ٰѝ

ౢޑػࡼǶᕴϐǴѬࢂࡹٰ۬ڐշ࿎ᏤᆶวౢҔǴᗋ

ፕǴΨ൩ࢂᇥࢤቻԏᗋԖѱीฝԖӧਔਢλಔՉӝ

λಔፕวӼࢂࡐਡЈᚒǴ೭ঁЊЊӼۺཷޑǴନΑৎ

ޑౢόమཱǴՠࢂॺךёаགྷႽǴԖёૈࢂᆅύЈǴࢂ܈٤

໒Α 5 ԛǴځύԖӳ൳ԛکϣࡹӦࡹљβӦቻԏλಔᖄৢ

ѦǴཥౢޑЇΕǴہፕၸำ္य़ǴჹࣽԖπೕጄ

ྍǴᇂᙴଣ܈ౢၗྍǴٗౢࢂϙሶǴߥ੮ঁቸ܄ǴӢࣁ҂ٰ

೭ϩεԖගډ೭ᗺǹಃ 2 ঁࢂပჴЊЊӼǴӢࣁӧϐਢ

ឦܭϦҔӦǴࢂѱ۬ाڗளǴॺךӧीฝਜೕጄᙴᕍౢၗ

ঁᚒ၁ಒเǶԖᜢѱीฝӧ 6 Д 26 Вϣࡹہ

ќѦΨԖගډᇥౢၗྍࡼᗋԖࣽǴౢၗྍࡼচ߾

ঁߐϩᓐՉǶ

ଞჹЬाीฝচ߾೯ၸǴၟӚՏൔǴӧቩၸำύǴਢλಔ

ྍǴଞჹεৎᜢЈ٤ѱीฝϩǴัך༾ঁӣᔈǴុࡕॺך

ӚՏໂᒃǵӚՏܻ϶εৎӳǴࢂךѱวֽୋᕴπำљယৎ

ࢂᕉᕉ࣬ԌޑǴϞϺϣࡹӃቩၸǴࡕय़εৎӆӚঁीฝǴӚ

ৢቩਢλಔǴՠჴ୍ӧЬाीฝቩ೯ၸаࡕǴࡕय़Ԗམ

ܴǴЀځፎβӦ໒วᕴ໗൩٤ፓϩӆమཱޑᇥᇥǴӵ݀

)Β*ѱวֽယৎྍୋᕴπำљ!

ӝቩޑ೭ҹ٣ǴখখךΨගډǴѱीฝၟϣࡹβቻԖᖄ

ԖගрٰǶќѦΨԖගࡕډय़ำׇୢᚒǴࢂόࢂाၟᕉຑଆᖄ

ΠӃፎ࣬ᜢᐒᜢჹεৎখখ܌ගޑୢᚒǴૈเᙟޑӃᇥ

ԵቾΨࢂ៝ቾޑډ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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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ԃਔ໔ωёૈՉࡕय़ǴѳՉ௴ࢂࣁΑᡣਔ໔ᕭอǶჹܭ

ᒤբਔǴՉ׳၁ಒፓǴளֹ׳๓Ƕ

ीฝቹៜǶޗη໒วаࡕǴჹѦНԋϙሶኬచҹǴၟாൔ
ΠǴНπኳֹࠠΑаࡕǴॺךԃჹεᘐय़ᔠෳǴεᘐय़ᔠෳ
ϙሶܿՋǴݞᡂϯݩǶ

ૻޕ৲ۭډाӵՖ೯ޕǴεৎωޕၰǶᇙբ໒೯ޕൂৎ

ৎߞጃѐǴӵ݀೭ኬၲόډ೯ޕҞޑǴٗךόޕၰϙሶБԄω

ૈᡣεৎޕၰǴ߆εৎගࡌٮǶ

्ୌረ॥ǴӧНݞ൩ؑ 200 ӭҥБϦЁǴٗচҁϐఫᑈޑ

״Ǵࡕӵ݀ாࢂाϦ໒ᇥᗋࢂൂᐱୢёаǶ!

28 В൩ଌѐΑǴύ໔ၸНճǴхࡴՉࡹଣ൳ԛє໒Ǵ7
Д 20 ൳ВНճΞӆє໒ 1 ԛǴாԵቾޑୢᚒНճΨԵ
ቾٰǴӵ݀ᇡࣁჹঁεᆵчٛࢫीฝቹៜόε൩೯ၸ೭ਢ
ηǴӵ݀ԖୢᚒฅӆፎံॺךкୢᚒǴаᙁൂൔǶ

ޜӆቩ༏Ǵ20 ԃޑНπኳࠠਥҁό಄ӝӧޑਔޜङඳǴעന

ՏޑीฝҔ೭ኬޑБԄѐቩǹᗋԖখখ܌ගډჹԴΓৎޑቹ

ៜǴόࢂՉБόБߡǴࢂჹܭচԖғࢲޗᜢЈᆛ๎όӧǴ

೭ҹ٣ा࡛ሶᔈჹǹᗋԖے௲ߞһǴচҁޑޘںቴǴ೭ҹ٣ѱ

ಃ2:।0Ӆ34।!

ࢫǵीǵᕉຑӕਔՉǴӢࣁࡌ 48 ԃǴ׆ॺךఈำׇԐᗺ

ԖᜢНπीฝϩǵٛࢫीฝፎНճೀᇥܴǶখ܌ᇥࣁϙሶٛ

Ьৢ!

٤٣ϩǴՠӧ٣ჴ൩ࢂ 48%Ǵٗ၀࡛ሶ،ۓǶ

ಃ31।0Ӆ34।!

ংǴךགྷໂᒃӆѐԛǴฅࡕхൎଆٰੁεৎਔ໔Ƕ

ᗺǴ൩ך೭ٿϺᢀჸǴךΨගр٤ࡌǴᗉխډΑᕉຑεਔ

ٿϦ᠋Ǵךགྷѱ۬Бय़ჹයำΨှញǴдॺ׆ఈೲࡋૈז

Ьৢǵѱ۬ǵӚՏߏ۔ᗋԖӧӦۚ҇ǴவࢄϺډϞϺǴୖךу

)Β* ߋࣹᄪہ!

ቹៜځჴόࡐεޑǶٛࢫीฝύѧςӧቩΑǴவ 105 ԃ 7 Д

ޑٛࢫीฝ္य़ԖঁНπኳࠠࢂ 20 ԃǴϞϺࢂעѬբѳՉਔ

࡛۬ሶѐᔈჹǶখωβӦ໒วᕴ໗ගޑډǴৎЊೖϩǴᖱޑ೭

൩ΑǴՠࢂ೭Μ൳ԃٰᡂϯǴځჴόεǴΨ൩ࢂᇥѬԋНՏ

ΑǴՠࢂֹؑڇаࡕ൩ࡠൺډচٰచҹǴᗨฅНπኳࠠࢂӧΜ൳ԃ

όӳཀࡘǴখගډٛࢫीฝനՏǴՠᏵޕ܌ךǴѱࡹ۬܌ଌ

)* ࢛ܵדӃғ!

൩ؑΑǴΨ൩ࢂఫᑈޑ၉ёૈԋНՏϲǴ೭ࢂۓᗉխό

ׯᡂǴᆵчѱεཷ 2  ډ3 ԃ൩Ԗε൯ؑڇǴКӵᇥ 104 ԃޑ

ѲǶεৎӵ݀ؒԖځдϦ໒ޑୢᚒǴϞϺϦ᠋ډ೭ᜐ่

ΜΟǵගୢϷࡌ!

ෳǴځჴѬԃఫᑈǴΨؑڇǴ೭ϩΨԋНϩ

ЬৢǺϞϺᇆཀـӣѐǴךፎӦࡹֽᏃೲעၗϦ

Ψ൩ࢂᇥǴவΜ൳ԃډӧݞޑᡂϯԶςǴԃ 2 ԛᔠ

ϣ༤βଯำᡂϯǴНπኳࠠځჴѝࢂଞჹѦНǴхࡴεᆵчٛࢫ

߄Ң೭ኬᗋࢂόǴ೭ኬޑ၉ǴᗋࢂፎεৎᔅԆ҂ٰԖᜪ՟ޑ೯

ΜΒǵ่ፕ 2!

ࠠҞ܌ԖచҹǴѦНచҹࢂֹӄؒԖׯᡂǴޗॺךη໒วѝࢂ

ޑᡍǴाЊ೯ޕωૈၲډԖਏ೯ޕǴёࢂϞϺ᠋ډԖ҇

ᆢᆶΒᆢНϩǴΟঁБय़ԋၗǶ

ਜ๏εৎ᎙ំǴՠࢂΨᏼЈεৎόޕၰ೭ኬૻޑ৲Ǵ܌а೭ԛ

ாখωፋډНπኳࠠ 90 ൳ԃǴځჴӧ 92 ԃ൩ֹΑǴНπኳ

ਔংǴόۓाНπኳࠠǴѬҁيԖНϩǴ܌аѐхࡴ

ޗη൳ঁߞһύЈхࡴчᑫǵڷϺߜԖܫᕉნቹៜຑൔ

ձᇙբ໒೯ޕൂǴ 1 ЊߞጃѐሀǴ೭ࢂਥᏵၸѐ൳ԛᇥܴ

ӚՏεৎӳǴࢂךНճೀୋᕴπำљǶၟாൔॺךӧϩН

π୍ֽНճπำೀࠤڷୋᕴπำљ!

ೕጄԖ೯ޕǴх֖ 2 ঁϦ܌Ǵ3 ঁٚᒤϦೀǴॺךӦᒧӧ

ᖴᖴঁٿᐒᜢᇥܴǶ೭ԛᕉຑޑϦ᠋ǴҔϦЎрٰࡪྣࡓݤ

ٰوीǴीֹوӆٰᕉຑǴฅࡕՉࢤቻԏǴ4 ԃόډǴ

ΓǴঁೖჴሞࣁ 70%ѰѓǴόၸᗋࢂࣁࡕុୖԵǴॺך҂ٰ
ாখ܌ගډٛࢫीฝϣǴНπኳࠠϩፎНճೀᇥܴǶ

ߏҺډӧᕇளϣࡹЬाीฝ೯ၸǶӵ݀ٛࢫǴٛࢫֹΑӆ

ฅৎೖঁၸำύၶ܊ډηؒΓՐࡨࢂ܈ೖ 3 ԛаؒԖډפ

)Ѥ*Ьৢ!

ၲૈډ໒วҞǴٛࢫीฝӧύѧ҅ӧቩǴѱीฝࢂவѱ

ᜢୢڔၗᆶ܌Ԗၗ๏ՐЊӃՉΑှǴฅࡕӆჴӦՉೖ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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ᕉຑൔਜ္य़ע೭ϩቪள׳ӳǶฅࡕ҇ཀፓБय़Ǵךฅޕ
ၰ೭ࢂࡐӳ҇ޑཀፓᐒᄬǴёࢂଷऩપᆐҔୢڔၟৎೖؒᒤݤள
҅ډเਢޑਔংǴ՟Яᔈ၀ाࡘԵҔόӕᏢೌБݤǴӢࣁӧ҇
ཀϦљࢂҔޗᏢ္ୢܜڔೖཷۺǴՠࢂᔈ၀ाࡘԵΓᜪᏢཷۺѐ
Ǵ೭ࢂӧӄШࣚԖٯޑηǴ೭ϩፎεৎᇡࡘԵǴע೭ኬޑ
ঁၗቪளଳృᗺǴाόฅႽӧ҇ޑཀፓٰ࣮Ǵଷऩךᗋ
ֹؒӄ࣮೭ঁൔǴډ᠋ךখখᖱ൩ԖᗺᏼЈǴӢࣁ٣ჴ೭ኬ

ୢǶךགྷϞϺόගрٰǴΨډᕉຑεѐᏲǴࡌך٣Ӄᒤ

ΠǴεৎёаᆫขǹ᠋ଆٰࡐӭཀࢂـख़ፄǴࢂόࢂૈӝٳǴ

ѐڀᡏӣᔈǶฅղᘐӵ݀Ⴝٛࢫ٤ਢҹղᘐǴך

གྷॺךᕉຑہԖόӕߏǴٰೀǴךགྷ೭ࢂಃ 1 ঁڀᡏࡌ

Ǵࢂόࢂाᒤ 1 ཀـӣᙟᇥܴǴᡣεৎໂᒃԿϿᕉຑε

ϐૈ᠋ډӣᔈǴჹӣᔈᗋԖϙሶᅪቾǴךགྷ೭ኬჹᕉຑہٰቩ

ځჴࢂԖᔅշǶ

ୢϦљԖ׳ӭाǴа൳ᗺࡌЬৢୖԵǶ
ЬৢǺᖴᖴہࡌǶ!

ډಒीฝǴٗεৎϙሶوόΠѐǴ܌а೭ঁϩǴঁךΓΨ

ࢂ׆ఈᅰໆᇥܴǴၗૻ೯ၲǴჹ҂ٰՉ׳ܰǶᖴᖴǶ

!
ಃ33।0Ӆ34।!

ϩࢂεኴǴࡐϿႽ೭ኬᕉຑਢǴΨႽ೭ኬᕉຑਢǴჹ៝ܭ

གྷၗؒԖٰǴӧ০ۚ҇εৎޔளᚶᅪӸᅪǴฅϙሶा

ಃ32।0Ӆ34।!

ځჴԖࡐख़ाᜢᗖᗺǴ҅ޗကձፕǴӢࣁᆵчѱᕉຑਢε

ڀ׳ᡏᇥܴǴКӵёՉБਢব٤ǴۭډރԖӭϿΓ಄ӝݩǴך

!

ҞޑǴٗӧࢂёаӧᕉຑ္य़ձගрፕᗺǴӢࣁᕉຑჹޗຑ

ࣧӦቹៜࡐεǴॺךሡाᇡࡘԵǴଞჹۚՐ҅ကୢᚒǴଷऩޗη

ᚒޑ၉ǴךགྷॺךࡐᜤوΠѐǴךགྷ೭ࢂךಃ 2 ঁჴ፦ࡌǶ

ۚ҇ளࡹ۬ӧ 48 ԃעӚՏਣΠٰόૈวǴ೭ࢂࣁΑࢌঁ

࣮ǴՠࢂाѐᇥܴӦБǴӳόӳǴךளࡐख़ाǴ೭໒วਢჹᆵч

ݤፕᆶԋ݀ǴࢂޑाளଆԵᡍǴց߾ϞϺӧӦۚ҇ډפঁୢ

ಃ 3 ঁЀࢂځӧӼୢᚒǴᗨฅӼୢᚒୃӛीБय़Ǵόၸ

ࡌǴࢂόࢂा࣮ჹ۞ࢪऍǴдॺҞࢂݩރӵՖǴόۓाѐ

ϯߥӸǴॺךԖ೭ঁӅǴ܌аࡐڀᡏ׆ఈǴۓाעգॺБ

ॺךᕉຑہࢂࡐᜢЈޑǴঁךΓࡐ׆ఈჹӼୢᚒࢂόࢂૈԖ

ךΨЍߋہᇥଷऩ೭٤ӣᙟཀـǴፎЬৢፎ௲ѱߏ܈বՏ
ЬᆅǴёόёаᇥ๏εৎॺךӣᙟࢂϙሶǶӢࣁϦ᠋ٿԖܻ϶

εीฝᔈ၀עၗӳǴฅࡕӧᕉຑǴ҅ளډ༝ᅈ่݀Ƕ

ᡍǴ೭ࢂߚதख़ाޑ٣Ƕךགྷӧ০ߚதమཱǴεৎΨፋډᆫပ

ٰǶ׆ךఈૈڀᡏࡌӣᔈ೭ҹ٣Ǵךགྷ೭ঁቅہߐЎ

ፎ៝ୢϦљע೭Бय़ၗуٰǴฅࡕܫѐӳӳፕǴ೭ኬٗሶ

ਜǴ܌аڀࡐךᡏࡌѐᔠຎǴգॺ܌Ԗፓࠔ፦ǴࢂाளଆԵ

ЎϯόࢂѝԖቴǴόࢂѝԖߞһύЈǴനख़ाࢂΓޑೱ่Ǵࢂ࡛ኬ

ޗډηǴӧࣁϙሶٰǴ೭ύ໔ङࡕԖࡐӭᏢೌزࣴޑǴ

ᆉғᄊໆǴғᄊࢂϙሶǴԶࢂၟঁНسݞǴхࡴݞαаٰᆵч

ӭΓගډୢޑڔϣࢂԖݾǴ׆ࡐךఈࢂᇥڀᡏڐޑΚቷࢂ

ԖፓډϙሶނᅿǴѝाԖܴፓډǴך൩ۓଏᕉຑीฝ

ኬೀǴ࡛ኬၟНسݞНЎݩރуѐԵቾǴόࢂѝԖࡐൂપी

ਜ္य़Ǵךགྷ೭ࢂᏢೌޑୢᚒǴॺךӧՉӧӦۚ҇మཱǴࡐ

ࣧӦΠቫ܌ᏤठНޑយϯ۳ޗηБӛѐǴҁٰआᐋ݅ѝډᜢό

ख़ाޑӦᗺǴখখֺӃғගࡐډమཱޑᡄᒠǴΨ൩ࢂғᄊБय़၀࡛

ךΨڀᡏ׆ఈೕჄൂՏڐעΚቷޑБݤፕڀᡏၗߕډᕉຑൔ

ፔǴԶЪғᄊፓϞϺךᖱڀࡐޑᡏǴӧᙁൔ܈ൔ္य़Ǵፋؒډ

೭ࢂКၨፄᚇޑӦБǴٗჹޗܭηӧᆵчࣧӦٰᖱǴࢂঁ

х֖ᆫပЎϯǵޗΓЎ೭٤ፓࠔ፦Ԗ፦ᅪǴεৎࡐԖཀـǴ

ፓ่݀όࢂ่҅݀ޑǶ

ЎўፓǴךԾρࢂ೭ϩৎǴٗךΨளፓόǴ׆ࡐךఈ

ᇥܴǴעεৎཀـӆפӣٰ࡛ሶӣᙟǴჴ፦ࢂόࢂᗋԖϙሶᅪ

ಃ 2 ঁࡌࢂךҞ᠋ଆٰࡐӭໂᒃჹΒ໘ᕉຑޑ܌ፓǴ

ךᗨฅѝԖϞϺٰǴখ᠋ߋہᇥךΨߚதᜅԋǴߋہගډ

)Ο* ቅܱہ!

ฅࢂۓݤᒤٿϦ᠋Ǵёࢂࡌךࢂόࢂाᒤ 1 ཀـӣᙟޑ

ಃ 1 ঁࡌךҞεৎගрࡐӭཀـǴЬৢፋঁډձӣᙟǴ

A13－548

ΜϖǵණǺ23 ਔ 11 ϩǶ!

ಃ34।0Ӆ34।!

ЬৢǺϞϺགᖴεৎୖᆶǴᖴᖴǶ!

ΜѤǵ่ፕ 3!

ࡕၟεৎፕϙሶᚒҞϐࡕω҅ԄᖐՉ᠋Ƕ

ѱ۬ҁٰ൩ाᒤႣഢ᠋ǴΨۓӃᒤႣഢ᠋ǴᏉᆫӅ

Ьৢ!

ำׇǴёаୖԵ೭ঁཀـǶᖴᖴǶ

ёૈ৺ᚆǴਔำςٰόϷΑѺӣ౻Ǵՠ׆ࡐךఈӧ೭္уՉࡹ

ॺࡐό׆ఈԖӼ᠋ǴฅࡕਔำрٰॺךाႣഢ᠋Ǵനࡕ

҂ٰӼ௨Ӽ᠋ϐǴёаעႣഢ᠋ำکׇਔำԵቾѐǴך

ϙሶǴЀޗࢂځη໒วਢ೭ሶख़εݾޑਢ္य़Ǵѱࡹ۬ᔈ၀ӧ

Γᆶճ্ᜢ߯Γёаѐፕ᠋ำ္ׇय़ЬᚒݾᗺǴ೭൳ঁख़ᗺࢂ

ഢ᠋ǴځҞࢂޑᡣεৎ໒҅ۈԄ᠋ำׇϐԖᐒᡣୖᆶ٣

ჴ᠋ำׇᒤ္ݤय़ǴԖගډӧᖐᒤ҅Ԅ᠋ำׇϐёаᖐᒤႣ

ᇻᇻϿ ܭ15 ϺǴ܌аךӧ೭္Ԗཀـ๏ӚՏکᕉຑہୖԵǴځ

ǴӢࣁ 15 ВวଌၲӚՏЋύਔ໔ǴځჴӚՏёа᎙᠐ਔ໔

ࢂׇा 15 В೯ޕӚՏ᠋עЬᚒЬǴՠ٣ჴࢂ 15 Вࢂό

٣ჴӼ᠋٩ྣᆵчѱၟӧՉࡹำ᠋ޑݤׇϩǴ᠋ำ

খখගࡐډӭӼᒤځݤჴၟϐࡕӼ᠋Ԗࡐεᜢ߯Ǵ

)Ѥ* ॕζγ!

A13－549

A13－550

A13－551

A13－552

A13－553

A13－554

A13－555

A13－556

A13－557

A13－558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場公聽會

107 年 7 月 7 日

A13－559

A13－560

A13－561

εৎཀـϐࡕǴѱ۬೭ӦБޑӼϣᗋᏃёૈ٤ޑፓ
Ǵฅࡕଞჹ೭ঁӼीฝၟӚՏໂᒃᖐՉ᠋ǴٰᙶమӼޑ
࣬ᜢݾᗺϣǶௗΠٰ൩ፎљሺᇥܴΠՉޑำׇǴᡣૈ
ճՉǴᖴᖴǶ!

ΒǵġӦᗺǺγ݅Ӽ୯҇λᏢ)ᆵчѱγ݅ۯѳчၡΖࢤ 246 ဦ*!

ΟǵġЬᒤൂՏǺᆵчѱࡹ۬Ӧࡹֽ!

ѤǵġЬৢǺᆵчѱࡹ۬Ӧࡹֽܰҥ҇ୋֽߏ!!!!!!!!!!!!!!ᒵǺֆࢃᏦ!

ϖǵġрৢϷӈৢΓǺӵᛝ!߄ډ

ᇥܴǴനࡕעॺךεৎ܌ගޑୢᚒǴѱ۬೭ᜐ҅ޑԄӣᔈቪԋਜ
य़ϦӧᆛઠǴගଌ๏ᕉຑہǴ೭ᜐӃ೭ኬံкǴᖴᖴǶ!

εৎϸࢀޑཀـ۸ჴޑᒵΠٰǴևӧᕉຑہ๏ӚՏᕉຑہ

ୖԵǶ!

Α 5 ίӭҽޑୢڔǴֹԋޑѝԖ 3 ίҽΠǴֹԋѝԖ 59&ǴԶ
ֹԋޑ೭ 59&္य़ǴԖԴΓৎ᠋όᔉ୯ᇟޑǴдҔѠᇟӣเǴᏢғ
ॺࣁΑाሦᒲᒿߡቪቪǴΨୢλᏢϤԃભᏢғޑǴдΨֹԋǴࣁ
ϙሶǴࣁΑाҬৡǶࣁϙሶޕךၰǴӢࣁޑךπբࢂᆢঅႝတ

ԛޑᙶమ۳وǶԐޑਔংԖၟӚՏൔၸǴϣࡹ 7 Д

37 Вቩ೯ၸޗηѱीฝޑЬाीฝǴௗΠٰѱ۬ᗋाঅ҅ಒ

ीฝޑϣǴӕਔᗋԖᕉნቹៜຑޑำׇाᝩុǴٛࢫीฝѱ

۬Ψ҅ӧύѧቩਡύǴ೭٤܌Ԗीฝा೯ၸϐࡕǴቻीฝωԖ

ಃ3।0Ӆ38।!

ΓֹӄόךǴᇥ೭ঁؒԖࡓݤਏΚǴ೭ࢂୖԵԶςǴ่݀

่ޟӧଆǴӧ׆ॺךఈૈࡪ൩ע೭ፄᚇޑୢᚒԛ

ಃ2।0Ӆ38।!

ၗԖୢᚒǴѬѝଞჹӼޑୢᚒЇᏤԄޑӣเǴ่݀ӧޑ

ӧፋ࣬ᜢٛࢫǴໂᒃᕴࢂගрӚԄӚኬޑཀـǴޕךၰ೭٤ୢᚒ

ำ៝ୢϦљᔈ၀ाѺި־Ƕ!

ޑइᒵǶ!

аډ҇ޑΨόӭǶεৎΨؒԖޕၰૻ৲Ǵך፦ᅪ೭ҽЊೖ

ӳǴӢࣁၟہـၸࡐӭԛय़Ǵ࣮ہډॺך൩གྷډ٥ཥπ

ઠय़Ǵѱ۬ǵβӦ໒วᕴ໗ϷᕉߥֽޑᆛઠǴᡣεৎ࣮࣮рٰ

ЊೖޑਔংǴ2 Д 4 ВӧڷϺߜ໒Ǵ2 Д 2 Вω೯ޕǴ܌

όᘐޑගᒬঁୢᚒǴ൩ࢂޑॺךѱ۬ǴჹόଆךӃၟہୢ

ޑᒵॣٰ೭٤ЎӷǴനࡕ܌ӳޑ೭٤ЎҹॺךΨϦӧᆛ

ໂᒃჹޗηޑ໒วੋϷޑୢᚒࡐӭǴၸѐόᆅӧीǵӧᕉຑޣ܈

ޑᚒǴςԃӭΑǴୖуၸ 28 ޑελǴӧ೭္ᗋࢂा

ΠёаቪวࢂൂقനӳǴؒԖวޑൂقЎӷᒵǴॺך൩ਥᏵϞϺ

ၸѐࡐӭޑᇥܴǵϦ᠋ךΨԖୖᆶၸǴޕךၰӚՏ

࠸ࢂ೭္ޑ୯λǵ୯ύǴךவѐԃ໒ۈᜢЈॺך೭ঁ໒วਢ

൩ႽখখᇥޑӢࣁ܂ᒵΠٰޑЎӷӵ݀ԖᗺᗺޑλрΕǴໂᒃ

ךচҁޔҬждॺόाวхӆวхǴ่݀Ϟԃ 2 Д 4 В໒ۈ

Ӣࣁӧΐࢤၸ 9 ԃޑᎃߏǴךΨࢂӼ୯λדޑπǴ ޑך4 ঁλ

ঁၸำᒵॣᒵቹǴډਔংΨעεৎ܌ևޑཀـ۸ჴޑᒵΠٰǴ

ᕴϐǴॺךၸ೭ኬޑำׇǴനЬाᗋࢂ׆ఈ᠋ڗεৎޑཀـǴ

εৎӳǴࢂךӧӦۚ҇ǴךћഋරᔾǴ࣬ߞࡐӭΓᇡךǴ

)*!ഋරᔾӃғ!

ׇǴፎգॺ٩ޑׇѠวقǴϞϺ܍ॺךᒤൂՏӧ೭ঁӦБΨஒ

ϣޑཀـǴϐӕϘԖൔၸǴྣࡪॺךໂᒃॺฦޑวق

Μǵġฦวقཀ!ـ

Ӛᐒᜢж߄ૈӣᔈޑǴӃ߃ᇥܴǴόᆅԖؒԖ߃

 :;41 ӧᅽӼ୯ύΨӕኬᗋԖ 2 ǴٿϦ᠋ЬाҞ׆ࢂޑఈஒ

܌аϞϺ೭ঁϦ᠋ЬाࢂϦ໒᠋ڗໂᒃॺჹޗܭηΒ໘ᕉຑ

ךӧ೭္ၟӚՏໂᒃൔǴࡑวֹقϐࡕǴךፎϞϺᆶޑ

ΜǵġЬৢံкᇥܴ!

εৎޑཀـǴ೭ঁϦ᠋ନΑϞϺΠϱӧӼ୯λᖐᒤϐѦǴܴϺԐ

ΐǵġљሺᇥܴวقೕ߾Ǻ)ౣ*!

ൔਜाଌѱ۬ᕉნቹៜຑہϐǴाӃᖐᒤϦ᠋Ǵᇆڗ

Ζǵġ໒วൂՏᙁൔǺ)ౣ*!

ޗޑηΒ໘ࢤᕉຑϦ᠋ࢂ٩ۓݤำׇᖐՉǴࡪྣำࢂׇΒ໘ᕉຑ

ᕉຑہǵٚߏǵᖴٚߏаϷӧ܌ޑԖໂᒃεৎϱӼǶϞϺ

Ύǵġൔ٣Ǻљሺᇥܴำ)ׇౣ*!

ࡹਡۓϐǴ࣬ᜢӼϣ᠋ޑѸाᖐՉǴ܌аॺךӧ᠋ڗ

ǵġਔ໔Ǻ218 ԃ 8 Д 8 В)ࢃයϤ*Πϱ 2 ਔ 11 ϩ!

ϤǵġЬৢठຒ!

ᒤ௴ݤǴՠࢂ 7 Д 37 ВϣࡹہԖ،൩ࢂቻीฝाൔϣ

Ȩᆵчѱγ݅ޗηӦ໒วीฝȩಃΒ໘ࢤᕉნቹៜຑಃ 2 Ϧ᠋इᒵ!

A13－562

۔ߏޑᗋԖہǶಃ 2 ᗺǴൔύᇥԖ 3 ೀߞһύЈǴՠࢂॺך
ϣځჴᗋԖځдޑቴӹǴӵඳӼǵ࠶ᡫǴՠࢂ೭٤ޑቴӹ
҂္ٰय़ޑઓႽǵઓՕाӵՖೀǴൔύӳႽؒԖගډǹಃ 3 ঁ

ࣁΑᖺᒲǴբ๏ࡼॺךуৱඁǴך๏գ໒วӄࢤቻԏǴߕ

చҹ൩ࢂգۓाӼۚ҇ǴӼۚ҇ाӵՖǴ൩ࢂόёаࢤቻ

ԏǴ೭ঁ൩ፋډ೭္Ƕ!

ाӵՖߥៈǴ೭ᗺᗋፎӚՏߏ۔ӭӭࡘԵǴᖴᖴǶ!

ॺךӧ໒วਢޑβӦϦǴӢࣁԛӧጄᛑࣚہۓޑਔংǴځύ

ಃ4।0Ӆ38।!

ಃ5।0Ӆ38।!

ፕǴाӵՖᡣ҂ٰ೭ঁ໒วਢᝩុՉǴΓЎߥޑӸǵۚ҇ޑ

ѺႜΞΠߘǴখখӭሶኌࡗޑѺႜΞΠߘǶჹךԶقǴຑہ൩Ⴝࢂ

!

ᖐ่݀ӵՖǴӵ݀ѱ۬ޑБӛࢂाර໒วޑو၉Ǵಒॺךό

ᡫቴβӦϦྭྭൔΠϞϺޑ٣Ǵգ࣮ޗης೭ሶӭϺؒԖ

ޑໂᒃωࢂΓǴωࢂനεޑᜢᗖǶдॺϞϺԖѐǴখӳၶډЦ

ςΑ೭ሶӭ٣ǴখӳϞԃΞࢂᒧᖐԃǴӵ݀όፕϞԃѱߏᒧ

၉ǴϞϺޕךၰᕉຑہٰǴӧ 22;41 ךၟޑॺךӦБቴ࠶

!

ॺ҇ۚޑԖයࡑޑǵԖόයࡑޑǵԖϸჹޑǵԖᜅԋޑǴՠεৎ

Ԗ൳ՏޑຑہමᇥډǴځჴ೭٤ीฝࢂԝޑǴ೭٤ॺךϞϺٰ

೭ԛޑ໒วόᆅࢂӚՏہ܈ѱ۬ߏ۔ςᅰΑ೭ሶӭոΚǴך

ӚՏໂᒃεৎӳǴࢂך೭္҇ۚޑ৪ޱǴךӧ೭္ΑΒΜ

ޑӦБѐǴ೭ঁϩΨाፎߏ۔ၟ௲ֽػೱ๎ΠǶךനࡕཀـǴ

൳ԃޗޑη༲Ǵ໒วନΑा܄ᗋाག܄ǴॺךᖱΠᚒѦ

)Β*!৪ޱζγ!

܈Ԗ൩ᏢޑሒௗୢᚒǴٯӵाΕᏢࢂޣ܈Ѹ᠐ډъډձ

ளा 59 аΠǴϸ҅൩ࢂόϦѳǴᖴᖴǶ!

ঁךΓᇡࣁԿϿाу७ ډ9 λਔаǶ!

൩ံᒲǴගᒲٰᇥǴ৾ᒲٰᇥǴգٗ໔੮ؒԖܨǴॺךৎК

ংǴΨ൩ࢂಃΒ໘ࢤǴΕΎԃޑಃΒ໘ࢤ໒วයਔǴ೭ᜐ҇ۚޑ

ਔᕉნߥ࣬ػᜢݤೕ࠹ᏤǴঁΓளϼեΑǴᔈ၀ࣁΑᕉნԵቾǴ

ϸࢀǴдᇥӧੇଣયΕࢤቻԏǴёࢂдࣁϙሶࢂচӦߥ੮Ƕٗ

ᒤݤວཥ܊ηǴฅࡕךाચ܊ηǴѱࡹ۬൩୴చҹज़ڋǴԃ܌

ಃ 4 ᗺǴൔ္ӵ݀ؒޑךᒱගډᇥǴ҂ٰࡼπΓՉ 5 λ

ޕၰࢂԖϙሶচӢǴӧ൩ࢂ੮ΨؒԖԏᒲǴ่݀ॺךޔѐ

ӆٰখখԖගډၸǴ೭္ޑ୯ύǵ୯λ҂ٰᎂǴՠӧᎂޑਔ

০ཥޑᐏǴࢂցाӧ೭ԛٳԵໆǴᗉխВࡕख़ᕉຑКၨഞྠǹ

ϙሶԖύ୯ੇଣǴੇଣΨࢂߥ੮Ǵ߃όࢂᇥόӈΕࢤቻԏǴό

ੇଣᗋाΦǴךΨा੮ΠٰΨाံᒲǶך൩ؒᒲёаᇂ܊ηǴΨؒ

ԖගډၸޗᝳޑεᐏǴ҂ٰ໒วࡕޑҬ೯ୢᚒǴӵ݀ाᑫࡌ೭ٿ

 ډ4 ໔ቴǵ5 ໔ђӻǴ೭္ЎၗߥӸؒԖୢᚒǶёࢂࡐޑ܁ڻǴࣁ

ୢᚒǴൔ္Ԗගډ҂ٰёૈೕჄచவᅽ୯ၡۯޑ՜ᐏǴ܈ϐ

ךѝᙁൂගр൳ঁཀـǶᕉຑൔך࣮ၸΑǴ൳ঁᗺགྷፎ௲ѱ۬

ம֧Ǵޗη္य़వНǶόฅٰॺך໒วӳΑǴ໒วচӢ൩ࢂ

೭္ҁٰԖ 6 ঁӦБाߥ੮Ǵ4 ໔ቴӹǵ3 ໔ђӻǴӧཥቚ

ӚՏϣۚ҇ǵѱ۬ߏ۔ǵӚՏہεৎӳࢂךሳǴϞϺ

)Ο*!ሳӃғȐќߕวقཀൂـȑ!

ॺ೭္ࡌǴረ॥ٰΑٗ൩ᡣдవǴ่݀ᆵчѱόవНǴЍ༸ମᓝ

ࣁॺךࡌࢂࣁΑεᆵчѱǴεᆵчѱవНǴ܌аࣁΑόవНך

ಒሡा࿎ߦѱࡹٰ۬ඹޑॺךǴᖴᖴǶ!

வךрғډӧǴך൩Րӧઇ܊η္Ƕգॺٰ໒วࢂᔈ၀ޑǴӢ

༏Ǵ೭٤ࢂ୯ৎୢᚒǵޗୢᚒǴ׆ఈຑૈہඹॺךεৎע

Ǵ҂ٰ໒วΨा൧ख़ޗॺךηޑǶ!

ᔉǴёࢂ׆ࡐޑךఈຑૈہઠӧࡋفඹॺךຑǴᗋԖব٤

ηޑख़ाᆒઓǴଷӵ݀೭္໒วǴаࡕԴԖ܌٩ǵѴԖૼ܌

҇ۚޑԖ׳ӳۚޑՐࠔ፦Ǵฅࡕ҇ޑॺךёаុғࢲӧޗη

Ǵ೭ሶٌधٰೕჄޗॺךηǶךᜅԋ໒วǴԶЪᔈ၀ा໒วǴ

ाޑ٣ǴႽॺך೭္ԴΓৎε୴Ǵ܌аᆢᛠᆫပЎϯωࢂޗॺך

൩ᆉΑǴѱ۬ޔᇥॺךϐ܌аा໒วޗηǴࢂࣁΑᡣԖ

ᜢǴႽখখᖱ೭ሶӭǴࡐܿޑՋǴ࣬ߞѠΠໂᒃࡐӭ᠋ό

ЎϯǴ܌а߃дॺ൩ԖᇥၸǴځჴΓᜪᏢӧ໒วύࢂэߚதख़

хࡴॺךᏢਠޗၗૻઠΨࢂךӧᆢៈޑǴ೭ҽգᇥؒԖϙሶਏ

ჴࡼӄࢤቻԏǴࡐךགᖴεৎǴаϷӧޑಃጕπբΓ

ৎٗࢤࢂ໒ᄼဃЦǴёૈԖΓޕၰǴ൩ࢂখӳ࿘ॺךډ೭္ᆫပޑ

ޑǴך൩ࢂӧາޗॺךη೭ᜐޑৎǴࡐӭΓޑႝတךᆢঅၸ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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ᄊǴٗ٤ᜤளނޑǵނǴдॺޑғࢲǵғڮǴΨᎁુ࠶ڙǴ೭
ࢂবٰޑғᄊޗηǴךΨமਗ਼ᚶᅪǹಃ 4 ᗺǴךΨ࣬ߞԖࢌঁำ
ࡋޑϭ่ǴՖᒏϭ่Ǵࡹ۬݉៝ಃቫΓ҇ǵ୷ቫ҇ޑᖂॣǴѝ
᠋იǵѝ᠋ӦЬǴ೭όࢂϭ่ࢂϙሶǴΠҬ࣬ၖޑՉࣁǴॺך
࣬ޑ௨ѾаϷሄຎǴ܌аፎख़ޑвಒࡘԵ໒ว೭ҹ٣Ǵךம
ਗ਼ϸჹǴᖴᖴǶ!

ΠܨॺךᎂӼံᓭޑ٣ǶӢࣁԖ٤ΓᜅԋǴךΑှǴԖ٤Γ

ࢂؒ܊ǵؒӦǴԖ٤ΓࢂԖ܊ǵؒӦǴԖ٤ΓࢂԖ܊ǵԖӦǴ

Ԗ٤ΓࢂԖπቷǴԖ٤ΓࢂѝԖβӦǴࡐޑፄᚇǶ܌аԛ

ॺך໒όӕཀـǴΨԖ٤ΓқѲచǴॺךΨ൧ख़ǴҺՖཀـ

ॺך൧ख़Ǵՠࢂѱࡹ۬ၟॺךύѧԛٰ໒ǴךޔᖱǴךϞ

ϺόࢂᖱٿՏٚߏǴӢࣁԛٰεৎԖ೭٤ཀـǴՠࢂգॺٿՏ

ѱό൩ࢂӧᇥόाҔᑐଯٰݯНǴ೭ၟ೭ीฝࢂֹӄ࣬ϸޑǴ೭
ीฝό൩ࢂाӃᑐଯǴฅࡕωёа໒วǶךΨளࡐ܁ڻǴॺך
ࡌٗሶΦΑǴࣁϙሶࡹ۬ۓाᑐଯǴۓाٛࢫωёа

Ԗόाᒲǵວ܊η࣮ԖؒԖόाᒲޑǴϙሶόाᒲޑǴঁΓཀ

ـόኬǶ܌аךӧ೭္ΨࡨૼٿՏٚߏǴᗋԖ҇ॺךཀж߄Ǵ

ᗋԖॺךӧ০ޑٚ҇ǴεৎٰၟॺךٚߏࡨૼΠǴפдॺрٰୖ

ޑǴฅࡕനᝄख़ࢂޑൔਜಃ 7.233 ।ډಃ 7.235 ।ǴΓЎඳᢀ೭
дፕॊޑӦࢂНǴ೭ࢂவবҁൔਜΠຠޑǴգॺ
ाόा࣮Πൔਜ೭ٿᖱࢂޑНǴόࢂޗηǶฅࡕ൩ࢂ
ᖱӆᖱǴεৎӧᖱڹޑβӦϦ೭ҹ٣Ǵ܍ᒤൂՏࢂ܈٥ཥ៝
ୢϦљᗋࢂؒԖගڹٮβӦϦޑၡ৩ϩϷࣁϙሶԖڹβӦ
ϦǴٗϺϡ࣬ᜢࢲࢂϙሶǴԖΓޕၰ༏ǴᗋԖхࡴࡐӭۚ

: ԯ 76 ޑਔংǴӭр 6 ԯ 76 рٰǴ2 ኴ 3 ኴ๊ჹ࣮όډѦय़Ǵ

܌а೭ঁୢᚒаࡐӭۛޑѱߏхࡴഋНࡧǵଭमΐǵଘᓪ⊭Ǵࡐ

ӭѱߏޑೕჄࢂᇂډٛଯࡋ : ԯ 76 ޑਔংǴਔ 5 ԯǵ6 ԯ

ѰѓǴ൩ࢂԖڵѐǴд೭္ԖڵѐǴϩڵѐ࿘

ٛǴܭᇥஒٰ܊ޑηԖᗺௗ߈ޑགǴՠࢂךᇡࣁ೭ኬΨࡐᅆ

ߝǴࡌךॺךѱࡹ۬کᕉຑہεৎёаԵໆԵໆǴᖴᖴӚՏǶ!

ǴКӵᇥǴॺךӧӦޑΓԖӭϿΓࢂѐѦय़πբǴٗѦय़ޑΓԖ
ӭϿΓӧ೭္πբǴीฝϐࡕޑᡂϯޑຑǴךΨ࣮ؒډ೭Бय़ዴ
ϪޑಒޑຑǶΨхࡴӧॺךӧӦޑԖࡐӭࢂӧ 2 ኴ໒۫य़

วޑǴ೭ࢂֹӄόϦѳޑǶӵӕಃ 2 ՏഋӃғ܌ᇥǴॺךӧ೭္Ր

ΑࡐΦǴޑॺךৎКύ୯ੇᗋाΦǴךவλ൩ӧڬൎ᚛ဌ፯ًǴ

ࣁϙሶдॺёаߥ੮Ǵॺךৎࠅόૈߥ੮Ǵ࣬όϦѳǴ܌а൩գ

ಃ7।0Ӆ38।!

ၸǴฅࡕനख़ाॺךࢂޑ೭ᜐޑΓޗޑᔮᔈ၀ा׳ಒޑϩ

ΦǴךளؒԖϦѳޑჹࡑکӝޑӼࡼǴ܌а࣬ךϸჹ໒

ಃ6।0Ӆ38।!

ᆫပޑጄൎаϷۉМޑϩךΨவٰؒԖӧൔਜ္य़࣮ډ

ਜ္य़Ƕ!

ӧ೭ঁɄɄπբǴځჴࢂж߄Р҆ᒃว߄ཀـǶךӧ೭ᜐՐΑࡐ

εৎӳǴࢂךӧ೭ᜐۚՐΟΜӭԃ҇ۚޑǴᅽӼ୯λǴך

҇дԖ 2 ኴ۫य़܈ՐৎၟวᘶނǴ೭٤٣வٰؒԖрӧൔ

ࢂॄय़߄ޑॊӧൔਜ္य़ǴӳႽٰமϯ೭ঁ໒วीฝਢ൩ࢂӳ

ہǴдᇡࣁ೭ঁ༤βӵ݀༤ӧ 5 ԯޑਔংǴӧٛᜐࡋڵޑᡂډ

)ϖ*!ࣂᑣӃғ!

ΨؒԖҺՖ HJTǴฅࡕޔҔᚇٰॺךғࢲޑӦБǴࣁϙሶ

ځԛࢂӧൔਜ္य़ޑඳᢀϩǴਥҁ൩ؒԖკय़ޑϩǴ

ӧӆᇥᕉຑǴখωԐ 21 ᗺךΨԖѐ࣮ǴځύԖՏ

Ƕ!

໒วǴ೭ࢂঁߚதҟ࣯ޑ٣Ƕ!

όߕډᒵၗǶฅࡕൔਜ္य़ޔӧҔࠤ܄ѱ೭ঁຒǴࠤ܄

ૈӝǶӢࣁঁΓགྷݤόኬǴགྷाӭϩᗺǴચ܊η࣮Ԗؒ

уεৎޑǴॺךӝཀـǴӢࣁऩाεৎᅈཀࢂόёૈޑ٣

२ӃǴךགྷӃୢࣁϙሶൔਜߕޑᒵၗؒԖܫӧᆛၡǴ࣮

ฅঁΓཀـᖱрٰǴдॺࢂӧයࡑٿॺךՏٚߏ໒Ǵ࣮ૈό

)Ϥ*!Ѡ፥ӃғȐќߕวقཀൂـȑ!

ᗺǴգᇥᕉຑǴғᄊᕉნǴ༤βߥޑៈΑғᄊᕉნ༏ǻઇᚯΑғ

ϞϺࢂӧፋᕉຑޑ٣ǴՠፋډനࡕࢂፋԾρख़ाޑ٣ǴךΨፋ

ٚߏӧᅵǴգϣவٰό໒ǴգϣؒԖ໒ၸԛǴٗ

ፔޑғڮǵፔޑౢǴךமਗ਼ᚶᅪǴߚதޑ܁ڻҹ٣ǹಃ 3

ॺीฝ܌ᇥǴ೭ࢂाߥៈޗॺךηۚ҇ғڮౢӼӄǴزഖࢂ

ӚՏᜢЈޗη۔ߏޑǵᇯεৎӳǴεৎፋޗډηǴځჴ

)Ѥ*!ླྀܴྣӃ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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ᇥǴ೭ঁ໒วਢӵ݀೯ၸǴޗॺךηৡόӭԖ 2  3 ίΓǴёૈ
8ǵ9 ίΓؒԖ܊ηёаՐǴᇴډձೀǴᡣգॺޑӆᅆߝΨ
ؒԖҔǴᕉნԖӭӳࢂӵՖǴؒԖёаՐޑӦБǴؒॺךచҹՐǴ
܌аךϸჹࢤቻԏǶӆٰᇥࡌǴޗηޑ໒วǴᔈҗޗηচ
Ր҇Ծρ،ۓǴाёаᒤϦǴӢࣁԃۭा౻ΑǴᒤϦεৎ،
ۓǴᖴᖴǶ!

ᔈ၀Ԗ᠋ډှନࡌ൩Ӧࡌׯ೭ኬޑБਢǴࣁϙሶؒԖӧඹжБ

ਢ္य़ຑǴޔؒԖ࣮ډ೭Бय़ܿޑՋǶځჴӧࢂԋε

ৎޑషǴεৎ্܂҂ٰؒԖӦБՐǶόӳཀࡘǴа೭ঁϦ᠋

ޑำډ࣮ؒךׇԖਔ໔ज़ڋǴךӆᖱΠǴךᖱനࡕѡ൩ӳΑǴ

നεϩޑΓځჴ፦ᅪӧޑ໒วीฝࢂۭډϙሶǴฅࡕჱᜫᆢ

ރǴຑൔਜ္य़ΨؒԖᆢރ൩ӦࡌׯຑޑБӛǴᖴ

ߏᇥाၟѱ۬ा୯፝Ǵाόฅ൩ගǶךӆााձܨᎂ
ӼံᓭᒤݤǴՠѱࡹ۬൩ࢂόǴࢂݤठޑ܄Ǵᇥाࢪکऍ
ኬǴࢪऍࢂࢂॺךࡌǴ೭ኬёаК༏ǴКӵ໒ΘޑΓӞ
གߵᛰӳ༏ǴԶॺךӆाգ೭చύѧື 5: ϦഘǴаࡕ୷

ձΓᒲǶ໘ࢤНճೀࢂόࢂԃጓ 2 ሹӭ౧ᔵǴ೭٤βाၩ

ѐᆵчෝǴၩډᆵчෝॺךᗋाбᒲǴ2 ҥБԯ 9.:11 ϡ፤๏д

ॺǴࣁϙሶࡌޗηाβᗋा৾ᒲၟдॺວǴ೭ঁ൩ࡐҟ࣯Ǵࢂ

όࢂǴаൔډ೭Ƕ!

Ҟ໒วϐࡕٗޑკǴך൩ԖᇥाٰၟॺךӦБໆΑှӦБ
ሡाࢂޑϙሶǴόॺךǴϸ҅൩ࢂጃբǴॺך൩Ⴝ֒ކО
ًኬǴдॺωόॺךǴ೭ኬ࡛ሶ໒วǴдᇥдޑǴॺךᇥॺך

ՐǴձრǴ೭ᆉࢂձრΑǴޕၰ༏Ǵգ࣮ॺךচӧޑᆫပόـ

ΑǴᇥाߥӸǴࢂाӵՖߥӸǴྛࢪۭǵྛࣳ׀ǵੌࢪǵੌദǴа

ࡕؒԖ೭ঁӜຒǶ፤ΑǴࢂा࡛ኬߥӸǴؒᒤߥݤӸǶӆ

ಃ9।0Ӆ38।!

рٰǶϸ҅ӧϙሶ٣ࢂႣ൩ჹΑǶॺךΨ࣮όΠѐǴډ

ϞϺω࣮ޑډा໒วǶӧा໒วΠѐ൩ᄐΑǴಃ 2 ঁؒ܊ηё

ಃ8।0Ӆ38।!

ᒤǴգࢂाҔӄ҇ࢂ܈ߎิޑϙሶޑႣᆉ܈ѱ۬ޑႣᆉǴؒԖቪ

ӚՏໂᒃεৎӳǴךӧ೭္рғǴाᇥ໒วόޕၰᇥӭΦǴډ

ໜݞǵНޑݞНవٰࢂόࢂᡂԋૌНྎǴٗ٤Ԧݝा࡛ሶ

Ԗᒲёаѐວ໔܊η༏ǴाஒЈКЈǶ܌аΨԖΓၟ ॺך3 Տٚ

൩வٗᜐԏβᗋёаԏᒲǴٗ٤ᒲΨёаࡌӦБǴॺךՖѸб๏

)Ζ*!ယߎቺӃғ!

ᗨฅޗηޑβӦς፤рѐࡐӭΑǴՠࢂচՐ҇ӧ೭္നё
ኇǴډਔং໒วΠѐǴдॺԖᒲᛦ༏Ǵѱࡹ۬Ԗඹॺךགྷᇥံᓭډ

ॺѱ۬ԃ൳ሹϡٰ౧ᔵǴٗ٤ᒲаࡕࢂόࢂӣ㎸๏ӦБǴգ

ᒲޑΓٰǴёа೭ኬ༏Ƕ!

ޑךགྷݤǶԶЪᗋԖ༤βǴࢂόࢂҡߐНޑβ༤ॺךډ೭္Ǵҡ

ߐНޑβࢂᗹβǴգѐၗྍӣԏ৾βӣٰǴգᗋाᒲǴך

ࢂࡐӳޑӦБǴՠࢂёаӢࣁा໒วԶஒচՐ҇ᇴрѐǴᡣიԖ

ϯǴाόฅεৎ܊ηᇂٗሶӭǴհޔးǴ೭ኬԖғᄊ@೭ࢂ

ΦǴԖࡂคӦǵคࡂคӦޑǴ2 ЊϣԖࡐӭЊޑǴ2 ঁኴቫΨԖࡐ

ࡂ܊ޑǶӧॺךՐΑ 2 ӭΓǴԖሡाՐ 4 ӭΓ༏Ǵךགό

ηؒԖׯᡂǴ܌аךΨࡨૼہाඹॺך՜҅ကΠǴޗη

໒วࢂॺךᜅԋޑǴόၸനख़ाࢂޑӼǴޗη္य़Ӣࣁࡌϼ

ౚςྕ࠻ਏᔈǴ೭ሶޑǴॺךሡा׳ࢂޑӭޑᆘӦǴόࢂ׳ӭ

֎НǴգा࡛ኬᇂǴࢂόࢂᆘӦा׳ӭǴࢂόࢂᆘӦӭωԖૈΚѐ

೭ٽ໒วǴࡐॺךགᖴǶՠࢂӧಃ 2 ԛ໒ਔךԖᇥၸǴޗηा

ଯࡋǴаࡕࡌଆٰᗋࢂ࣮ډٛǴ೭ࢂࡐόӳǴԶЪॺך೭ঁӦ

ӭлޑǴ೭ा࡛ሶೀǶόࢂ໒วᕴ໗ᇥ೭ၰဃԑрٰ൩ྣ೭ኬ

ᖑधǴ59 ԃٰᆵчѱӧ٦ڙǴॺך೭ࠅٽӧవНǶϞϺाٰॺך

ࢂךӧӦۚ҇ǴךՐӧΎࢤβӦϦቴᜐǴךჹғᄊޗηޑٛ

ሡाǴৡόӭՐ 2 ӭΓ൩ΑǶӢࣁᗋाύ໔໒చݞǴࢂᇥा

໒ၸӳ൳ΜԛޑΑǴԛॺךӧགྷޗηࡌ 59 ԃǴޑڙ܌

ہǵЬৢǵӚՏߏ۔ǵໂᒃεৎӳǶ࣬ߞکך೭٤ہΨ

ӳΑӳΑόाӆΑǴࢂӧϙሶ"ӚՏہǵЬৢεৎӳǴ

)Ύ*!Ц൬Ӄғ!

)ΐ*!ᖴЎуٚߏ!

่݀ӧԖၗѐՐޑഭ 361 ЊǴഭΠޑΓ࡛ኬΑǴၯ҇Ƕ܌а

ᔮբࣁ၀࡛ሶᒤǶനࡕࢂඹжБਢ٩ᙑؒԖډـǴځჴഌុεৎ

ᖴǶ!

ٰǴᇥӼޑୢᚒǴჹय़ࢪऍٗᜐ 911 ЊǴѱ۬ᇂ 611 ЊޑՐӻǴ

ޑǴϐࡕޑӼբϐࡕдࢂӄ༞ډεኴ္य़ޑ၉Ǵ2 ኴ۫य़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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ᔈ၀ࢂଞჹၭӦѐࢤቻԏǴόࢂԖࡌޑӦԖࡌᑐޑނӦБΨୖ

္ہޑᔅॺךᖂ҅ကǴᖴᖴǶ!

ӧޑᆵчѱࡹ۬ࢂҔ೭ᅿЋࢤӧᓸॐޗη҇ۚޑǶӧҔᖱޑ
ᖱό᠋Ǵനࡕ҇ۚࢂۓٚߏຉᓐǴаࡕ൩ډѱࡹ۬ᢀӀǶ!
а׆ఈѱࣁעॺךᜢǴࣁॺךҙນǴѱ۬Ψाඤ٤К
ၨԖؼЈޑǴஒޗॺךηۚ҇ࢂΓჹࡑǴόाᓸॐ೭္ޑ
ΓǴ೭ࢂࡐؒԖၰޑǴᖴᖴεৎǶ!

ᇥॺךӃٰ೭္ѺǴԶѱ۬ӵ݀ाᇥΨёаᇥрε୴Ԗध૱

ޑ٣ǶаӃޑӦࢬѨࡐӭΑǴӢࣁВҁਔжᆵчᐏᇂӳϐࡕǴ

ׯᡂΑݞၰǴচٰӃ໒ᏜεТӦوؑࢬݞΑǴ೭ࢂಃ 2 ԛ

ۙہޑ۬ࡹډڙǹಃ 3 ԛࢂ҇୯ 64 ԃလᘶረ॥ϐࡕᡂԋᅉࢫ

Ǵ೭ࢂಃ 3 ԛޑ۬ࡹډڙᓸΚǹಃ 4 ԛ൩ࢂረ॥ٰԖᔼᎦޑ

Ӧڙה೭٤ۙہǴՠࢂவٰؒԖள࣬ډჹံޑᓭǹך೭ঁගၸࡐ
ӭԛǴϦѳ҅ကǴ߃ѱߏᖱᇥд๏ঁচՐ҇ 411 Ǵךᗋа
ࣁдᖱؼޑЈ၉Ǵϐࡕךᇡࣁଲ၉ೱጇǶ!

ќѦǴԖ൳ঁࡌǴกϯۓाԖଏאԃज़Ǵกϯቹៜ

ҁӦ࣬ӭޜޑԦࢉǴᗋԖӼӄ܄Ǵ᠋ᇥၮݞಭಬӄόૈ

ٰǴ೭ঁΨाԵቾǴआᐋ݅ाԖޑᆅڋǶа൳ࡌǴᖴ

ᖴǶ!

ಃ:।0Ӆ38।!

ΑεᆵчӦٛࢫǴѬϐࢂᅉࢫǴϐࡕॺך೭ᜐࢂࣁΑεᆵч

ηޑΓόૈહբǴ܌а׆ॺךఈӼۓाԖִ๓ޑঁᒤݤǶ!

ಃ21।0Ӆ38।!

6: ԃϐࡕࡌǴࡹ۬ΞόޕၰவٗᜐΞᙪрٰ 88 ԃϐࡌޑ

҇ۚޑӕࢂঁႽࢂ֤ᅱኬǴ൩ࢂؒᒤݤӆวǶࡌࢂࣁ

௦ࡕࣅ௨ӧݞᜐǴረ॥ٰঁᎥޗډηٰǴޗ

!

ӚՏߏ۔ǵӚՏۚ҇εৎӳǴڻࢂךᏂǴ܌ךाᖱޑ൩ࢂϦ
ѳ҅ကǶவ҇୯ 6: ԃӭॺך೭ᜐࡌϐࡕǴڶқᖱჹޗॺךη

ǴεৎޕၰǶԶࣁϙሶࡕٰᡂᚯΑǴ൩ࢂӢࣁ୷ໜݞෞྡ

)ΜΒ*!ڻᏂӃғȐќߕวقཀൂـȑ!

ԏǴচҁޑՐӻ൩ؒԖచቪᇥՐӻᗋाୖᆶࢤቻԏǴԖ

೭ǴԶӧᗋۚӧ೭္ޑǴёаଛǴךག೭ኬωӝǶόा

βᝆǴޗηࢂᆵчനޑؔޥβӦǴ೭٤ߞ࣬ךፓрၸѐޑၗ

ٗΨၟύ҇୯ޑᏦݤό಄ǴӢࣁࢂၭǵπωҔࢤቻ

ჴޑǴஒٰࢂόࢂёаଛ୧ѱ҇ՐӻǴѝाॺךӃٰ൩Րӧ

Ƕޗη໒วനε֚ޑᜤᗺǴ൩ࢂգעচԖޑՐӻୖᆶࢤቻ

༏Ǵ೭ࢂॺךޔाڗݾёаӼനख़ाޑঁୢᚒǴךΨԖޔ

ԏǴ܌аډӧࡐӭΓࡐԖཀـǴаࡕՖѐՖவǴाՐӧব္Ǵ

ࡐӭΓӵ݀೭ၢΠѐǴ൩ࢂࡐӭΓؒԖӦБҶ৲ǵؒԖӦБᅵ

ޗηࡌѤΜ൳ԃǴձޑӦБΨؒԖ೭ኬǴჹޗη೭ኬԖϦѳ

ࡌΨҬࡑഋཁችӧाගਢǴѝाӧޗηӦᗋԖۚՐ٣

ؒԖϦကϦѳǶޑךӝݤՐӻࣁϙሶाୖᆶࢤቻԏǴךΨόှǴ

೭ঁᙑޑᒤݤǴдᇥӵ݀όྣ೭ঁᒤݤǴჹځдӦБόϦѳǶךགྷ

ٰᖱǴൔᏤόჴ๏೭٤ہǶډϣࡹΨࢂҔ೭٤ၗൔᏤǴၟ

൩ࢂޗηനൿࠉǴεৎനόགྷा໒วޑӦБǶ!

೭٤ہᛝΑӜаࡕǴᒲሦሦǴฅࡕޗη൩ܫᡣдឳǴ൩ࢂ

ЊࢂԖሦܴξᆅֽԖࡌྣޑǴӦΨࢂࡌӦǴࣁϙሶ೭٤ؒ৾р

วΠѐǴεཷԖъޑচՐ҇ёૈࢬᚆѨ܌ǴډਔংؒӦБՐǴ೭

ϝฅࢂঁୢᚒǴϦӅπำܨᎂံᓭᒤݤǴޗॺךη໒วኬྣ

٤ᠢલЮϦǴ೭٤ࢂࡹ۬ԋޑǶԶ೭္ࡕࡂ܊Ԗ൳ԭ

Ր҇ǴவӃٰ൩Րӧ೭ᜐޑǴ೭ঁ໒วਢӵ݀ྣҞ೭ঁᒤݤ໒

дॺࡰ҅Αӳ൳ԛǴдॺؒԖाׯǴӳႽѝҔᑀᜱЋݤǴᑀᜱ

ॺ൩ᇥ೭္ࢂႽӧ೭ҽၗᇥޑᓑ௳ǴаϷ٤ၴകࡌᑐǴၟ

ᔈ၀வநᅚϡԃ൩ӧ೭ᜐ໒วΑǴډӧࣁЗǴᗋৡόӭ 91&ࢂচ

7 Д 37 Вϣࡹ೯ၸٗϺΠϱǴ݅ϙሶᄪޑ໒ΑޣǴ

ቻԏǶගٮΑόჴޑၗ๏ϣࡹہаϷϣࡹӦࡹљǴၟд

ЬৢǵӚՏہǵӚՏໂᒃεৎϱӼǴεৎӳǴޗη҇ۚޑ

ᆶࢤٳቻԏǶୢၸࡐӭԛǴᇥࢂ 93 ԃύѧΠз൩ࢂӄࢤ

ӳǶךाᇥࢂޑ೭ঁࢤቻԏࢂӭΓයఈޑǴՠ೭ঁࢤቻԏ

ࢂᇥؒԖᇥӳచҹ൩ޔा໒วǴॺךόाԸ᠊ޑΓǴ׆ఈӧ೭

)Μ*!ഋᅸঢ়Ӄғ!

Ьৢǵѱ۬۔ǵہǵѱаϷॺךໂᒃεৎϱӼǴεৎ

)Μ*!፥ᅽٚߏ!

܌аךωӆமፓӼࡐख़ाǴӼाӃᇥǴा໒วӆٰ໒วǴό

ޑǶךाྣ៝ॺך೭٤চՐ҇Ǵाࢂ೭٤ٚ҇ᇴрѐΑ࡛ሶᒤǴ

A13－566

!

ޑϩǴϣғᄊߚࢂسதߚதᙦǴӀࢂނБय़Ǵചᜪ൩आ
Ὢǵआ㋱ǵၩയǵᆘǹݽٿᜪԖᐋຂǵૌߙ҆ǹܲᙝᜪך
ॺ೭ᜐԖᑻОᙝǴգॺؒԖ࣮ၸǴ೭ᜐࢂԖᑻОᙝޑǴᑻОᙝǵስ
ጸǵқણጸǹᛵᜪޑϩॺך೭ᜐᗋԖഌᛵǴԖਔংഌᛵӧၡᜐ

ԃ@88 ԃ@ڶқᖱࡹ۬Ծρၴङ၈ߞǴབ೯ǶٗᇥਢሽǴ

Ψܫቨ൩ႽϐᖱޑǴབঁݤǴᡣޗηޑচՐ҇ԖঁКၨӝ

ޑჹࡑǶႽࡐӭӦБǴчกϯԖӣ㎸ߎǴॺך೭ᜐࡌ 51

൳ԃǴϙሶᅽճؒԖǴࣁᆵчӦޑٛࢫཞѨΑ೭ሶӭǴᖴᖴǶ!

ӦεཷѝԖ༧ᅶᑄޑελǴӵ݀ࢂ೭ኬǴܨᎂံᓭΨؒԖΑှ
ݩǴԶЪႽ 6 ࢤǵ7 ࢤٗᜐޑཥࡌਢ 2 ޑڳሽ 91 ǴӧҔϿ
ໆޑቻԏҔඹࡌᇙ೭ሶӭޑճӭǴٗคӦԖࡂǵؒᒲޑΓǴ
ाӵՖࢲΠѐǴΨ൩ѝૈ҉ᇻޑᚆ໒ԶςǶᖴᖴǶ!

ࢂόࢂԖୢᚒǴ217 ԃ୷ጕၗၲޑډΓኧၟനࡕޑၗύ໔

ϿΑѤǵϖΜঁǹЊᝤ೭ᜐεϩࢂεৎǴ2 Њ္ѝԖ 2 ঁΓ

ޑǴۚฅଯၲ 46&Ǵፎୢၗٰྍࢂব္ǹୢڔೖޑϩǴԖ

59&ֹԋǴֹԋόډъǴाа೭٤ΓޑཀࣁـЬ༏Ǵӆٰ൩ࢂ܊

ࢤቻԏ္य़ࡌޑӦǴΨόाᇥၰࠟޑޔНݝᕅǴᔈ၀ёаቚу
ٿᜐࢂ௹ڵǴ௹ࡋӭϿाፎہॺך๏೭ঁीฝୖޑԵǴჹΒ໘
ᕉຑࡌޑǶಃ 3 ᗺ൩ࢂখখԖΓගډӦΓЎғᄊߥޑӸǴځჴ

ޑΓۚฅࢂ 62/3:&ǴёࢂൔਜಃϤകޑკ߄ࢂׇᜬॹޑǴ

܌аᇥ೭ঁୢڔፓǴךமਗ਼ᚶᅪԖᝄख़ྵ౪ǹᗋԖβӦՉሽ

ࢂᆛޑǴ೭ኬࢂόࢂԖѨϦߞޑୢᚒǶӳډ೭ᜐǴᖴᖴǶ!

ಃ22।0Ӆ38।!

ᆘϯᢀۺǴӧ໔ीନΑ۳ݞᜐۯ՜ϐѦǴ۳ࡌӦ္Ǵ൩ࢂᇥ࣮

ሡाፓޑკ߄Ǵӧ่ፕ္ǴόሡाፓޑᕴӅ 59/8&ǴԖሡाፓ

ಃ23।0Ӆ38।!

ߥӸΠٰǴځჴѝࢂᇙ೭ঁӦБޑᠢǶԖᜢܭғᄊޑᆢៈǴځ

61 ԃёૈߥӸ PL ޑǴՠࢂډӧΨςઇᚯΑǴӧமฯा

ঁךΓШۚܭԜǴӳ൳жՐӧ೭ǴޗηԖ٤ΓЎᆫပǴځჴӧ

ຑǴךখখ᠋ᙁൔԖঁࡌǴ໘௹ࢂڵ۳ݞᜐۯ՜ǴӢࣁӧޑ

ΠǴԃសቫࢂډব္Ǵࢂୢλܻ϶ᗋࢂୢԴΓৎǹӼीฝԖؒԖ

!

ЬৢǵӚՏہǵӚՏໂᒃךᙁൂൔǴӢࣁϞϺࢂΒ໘ᕉ

ۚฅѝԖ 4/3&ǶӼीฝа܍ᖼ೭ঁᒧࣁനӭǹךགྷፎୢ

)Μϖ*!మӃғȐќߕวقཀൂـȑ!

ޑǴၸӭж׳ޑॏϐࡕβӦ܌ԖǴځჴঁॺךΓ܌ϩޑډβ

βӦǴٗӼБԄࢂϙሶǴΨؒԖቪࡐޑమཱǹᗋԖգޑୢڔፓ

ࡂԃයǴӢࣁ೭ᜐࡂ܊ѝཇᇂཇӭǴ88 ԃ 9 Д 2 ဦаࡕ܊ޑη

ӧβӦቻԏБय़ǴॺךৎӧӦՐΑԭԃǴβӦࢂӅӕᝩ܍

༤ΑǴգளᗋԖᆘӦ༏Ǵ൩ؒΑǶ!

ךԖ 9 ᗺाୢǶ൩ࢂدԖβӦܨޑᎂӼБԄǴ೭ᜐ 91&ࢂدΓ

εৎӳǴࢂךՐӧ೭ᜐԖࢤਔ໔ޑǴ൩ࢂவλډεӧ೭Ǵ

ݽٰݽѐޑǴ܌аᇥ೭ᜐࢂᆵчѱߚதϿޑـᆘӦǴ༤β໒วϐࡕ

ॺᆵޑЎϯѝૈҔӣᏫٰڗж༏Ƕӆٰ൩ࢂᇥǴଞჹϣғᄊس

ഢǵ2 ঁՐӻǴдा 2  2 ޑྗǴᇡۓྗࢂӧব္Ǵ6:

)ΜΟ*!ЦᑣӃғȐќߕวقཀൂـȑ!

ӅӕޑғࢲύЈǴؒԖΓӵՖѐᆢᛠǴቹТၟ௲ࢂԝޑǴᜤၰך

όࢂךᖱޑᆉǴᗋࢂፔᖱޑᆉǶೕࢂۓᇥǴрΕαᐱҥǴ2 ঁፁ

ଯኴε༺ǴԶᆫပࢂҗۚ҇ے܈ӅӕᔼԶԋǴܨΑΨ൩ࢂ҉Φ

ӧབډᕉຑΑǴךό᐀ள೭ࢂϙሶࡹ۬Ƕ!

ЈόࢂעቴߥӸ൩ёаΑǴΞόࢂᢀӀඳᗺǴ೭္ࢂۚ҇Ꮙᆫཀ

ךளჴӧϼၸಉᕫǴӢࣁؒԖΓǴӵՖѐԋᆫပǴᆵчѱόલ

ډӧٰབᕉຑǴय़೭٤ؒԖ҅ကӸӧǴؒԖϦѳ҅ကӸӧǴ

ࡐख़ाǴჹۚ҇ࡐख़ाǶᇥӃӼࡕܨᎂǴՠࢂᇡۓྗӧব္Ǵ

္ǶךҞଞჹ൳ᗺाᖱޑ൩ࢂǴಃ 2 ᗺǴଞჹᆫပೕჄޑБय़Ǵ

ϙሶചࡹ۬Ǵޑךό᐀ளǴࣁΑ೭٤Ǵڶқᖱࡹ۬၈ߞᅰѨǴབ

ѨѐǴᆫပߥӸޑᒅӧܭΓ܌ԋޑғࢲᄊǶಃ 3 ᗺǴߞһύ

41 ԃǴॺךৎӧ೭ᜐςԖԭԃΑǴவߓךϦݿݿޑ൩Րӧ೭

ࡌޑॺךӦӧᗋӧፐޜӦิǴፐޑКՐӻิᗋाӭǶ೭ࡹ۬ࢂ

ӆٰਢՐӻޑᇡۓǴךᇥჴӧޑό၀ӧᕉຑᖱ೭ঁǴՠ೭ঁ

ЬৢǵӚՏہǵӚՏໂᒃεৎӳǴךՐӧޗηΎࢤٗᜐ

)ΜѤ*!ഋᗶӃғȐќߕวقཀൂـȑ!

λ࠸ᖱᇥǴԴݿգਔಁǴؒᇴࡌזǶࢂόࢂޑॺךӦࡌǴ

ނΞᡂӝݤǴ೭ࢤਔ໔ǴؒԖࡌޑΓдόࢂЦΖೈಁೈǴךך

A13－567

ؒԖᒤ࣬ډ࣮ݤᜢޑຑǶಃ 4 ᗺځჴࢂۚ҇ߚதӧཀޑӧঁᕉ
ຑൔਜύԖᜢޗᔮቹៜޑݩǴך೭ᜐѸाᇥǴᕉຑࡋڋ

ӦޑǴךགྷ೭ঁࢂঁךΓளԖᗺҁ҃ॹǶ೭ٿᗺࡌගٮ

๏ہୖԵǶᖴᖴǶ!

ޑڔϣѝࢂୢۚ҇ӼޑཀᜫǴՠࢂଞჹۚ҇಄ό಄ӝӼచ
ҹؒԖ࣬ᜢޑፓǴΨ൩ࢂᇥॺךவ೭ҁᕉᇥਜ္࣮ࡽॺךό
ֹډޑࢂݩϙሶǴΨ࣮όрٰ໒วՉࣁჹ҇ۚܭ҂ٰޑғࢲޑ
ፂᔐࢂۭډϙሶǴӢᔈჹޑϩǴόᆅࢂЎϯߥӸᗋࢂӼܨ
ᎂǴ໒วᕴ໗៝ޑୢϦљޑᙁൔϣࢂᗋाၟۚ҇ྎ೯ၟڗளӅ
Ǵёࢂᕉຑঁࡐεޑख़ᗺ൩ࢂॺךाޕၰྎ೯ၟӅޑϣڀ
ᡏࢂۭډϙሶǴёаٰ෧ᇸۚ҇ჹܭ೭ঁ໒วՉࣁޑᅪቾǴёࢂд
ѝࢂӆעޑ೭ঁྎ೯ၟӅܫӧᕉᇥਜ္य़Ǵࢂঁှ،ޑ

҇Ǵ১༈ߚதޑӭǶႽךՐ܊ηࡕޑय़ǴᇥനڶқޑǴ൩ࢂࡨૼࡹ

۬ہǵ໒วϦљٰ໒วǴٰ௱ᔮޗηޑ১༈ǶӢࣁдॺޑӦ

ࢂձΓޑǴԶ܊ηՐΑϤǵΎΜԃǴࡌΑѤǵϖΜԃǴٗ܊η

זाॹΑǴӧٰ໒วǴдёаܜ໔ՐӻǴךᎃۚԖ൳ΜՏ১

༈ޣǴࢂեԏΕЊǴٗঁ܊ηόाᇥॹΑǴӦࢂձΓޑ൩όᡣд

ӆᇂǶӵ݀գٰ໒วǴдܜ໔܊ηǴд൩Ԗᒤݤ॥ᏲߘǴ൩

ؒԖٌधΑǶ܌аࡨૼ೭٤ࡹ۬ہӃǴᐕўᒵǴӵ݀գॺ

ӳ٣рӳηǴٰ௱ޗॺךη೭٤ޑ১༈Ƕ!

ЎǴдޑख़ᗺѝԖ 3 ঁǴಃ 2 ঁޗηۚ҇ਥҁό࣬ߞᆵчѱࡹ۬
Չ໒วǴᏤठ೭ঁۚ҇ਥҁؒԖཀᜫѐᜢЈ೭ঁਢҹޑՉǴ܌
аॺךёарѐѦय़ᒿߡୢǴখখॺך൩ԖӕϘӧѦय़ୢ႖Ꮫޑᚇ
۫Ǵдਥҁ൩όޕၰϞϺा໒Ϧ᠋Ǵಃ 3 ঁ൩ࢂۚ҇ѿޕၰ
ΑाՉ໒วǴдཇΑှд൩ཇόᅈཀ೭ঁ໒วीฝǴ܌аॺךा
ঁޗᔮቹៜຑाયΕޗᔮቹៜޑৎᏢޣٰံى

ωઠӧय़ǴԖ 6ǵ7 ঁǴ8ǵ9 ঁੌ฿္ٗǴٗᜐࡐךΑှǴٗԖ

చчޑٰᕘෝྛவٗᜐፂၸٰǶ܌аӵ݀գा໒చၮݞǴٗߐ

൩ࢂ੮ӧᐏΠय़Ǵၮݞόाӧय़Ǵӧय़ᏲډНǴεНፂၸٰ

൩όૈՐΓࡐӒᓀǴ܌аा੮ӧᐏޑΠय़ၮݞǴΨόᏲՐ٤

ᠢǴ೭ኬٰፂٰόԖᠢǶаǴӆࡨૼ೭٤Ӄٰ๏ך

ॺ໒วǶᖴᖴǶ!

ࡌ೭ҹ٣ǴவޑҗࢂԖх֖ٛࢫǴϣᑈНޑୢᚒǴٛ
ࢫޑୢᚒҁٰӧ൩Ԗঁ 7 ϦЁޑٛǴӧၸѐॺךΨؒԖ࣮ډ

ǴϸԶᡂԋঁϣవНޑݩǶಃ 3 ᗺࢂԖᜢܭٛࢫीฝǴд

ځჴࢂԖঁࡐεޑගǴࢂᝳࢪၟΟख़֣ڱޑξၟ֣ڱࢂѸ

ಃ25।0Ӆ38।!

ӧଆǴ٣ჴ೭ܿঁٿՋࢂֹֹӄӄёаܨ໒ٰೀޑǶКӵᇥ

ଯǴؒԖᒤݤ௨Нޑ೭ᅿݩǴᡂԋࢂύѧၮݞޑݞၰྈࢬޑ

ಃ24।0Ӆ38।!

ॺךёа࣮ډǴϞϺ೭ঁीฝעࡌၟӄࢤޑቻԏঁٿ

)Μΐ*!ഋठ᐀Ӄғ!

ܭύѧݞၰޑϩǴ൩ࢂԖ҇ϸࢀᇥǴӧᇬεߘޑݩΠǴ

ύѧݞၰܜޑНѦޑНՏԖؒԖёૈКၮޑݞНՏᗋा

)ΜΖ*!ЦᑣӃғȐฦ҂วقȑ!!

҇ޑғࢲᕉნຑፓǴᔕڀۓᡏޑჹωૈ๏ۚ҇ҬࡑǶаǶ!

ៈ୷ߎޑᙍࡓৣᗶሺǴך೭ᜐගр 4 ᗺཀـǶಃ 2 ᗺࢂԖᜢ

Ьৢǵ໒วი໗ၟہǴᗋԖӚՏໂᒃεৎӳǴࢂךᕉნߥ

៝ୢϦљჹޗܭᔮቹៜόޑىঁቫय़Ǵӳӳޑଞჹޗηۚ

ޑᅺγፕЎǴځύԖጇךளߚதӳઢޑ൩ࢂԴৣޑፕ

ԋǶע೭٤১༈ډ៝ޣǴεৎᜅԋǶനࡕᗺޗηεᐏǴךখ

)ΜΎ*!ᗶሺࡓৣ!

ӆٰᗺ൩ࢂǴԖᜢܭಃΖകࢤቻԏޑϣдЇҔΑߚதӭ

৾٤рٰ๏ॺך೭٤১༈ޣǴϩޑϦѳܴǴ೭ኬεৎᜅ

ӢᔈჹǴךགྷ೭ࢂঁࡐόჹޑঁݩރǶ!

༈ԴѴޑؒԖֹޑຑǴฅࡕԖᜢܨܭᎂӼޑǴୢ

εৎԴय़ϾΑǴޗॺךη൩ࢂখωԖᇥǴ91&ࢂচՐ

ӆٰᗺ൩ࢂࢤቻԏǴࡹ۬ॺךעΜϩϐϤ৾ӣѐǴёаӭ

ॺวӧಃΖകၟಃϖകޑݩፓǴځჴхࡴޗηӭϿᔮ১

Ьৢӧ০ޑໂᒃӃǴεৎϱӼǴεৎӳǶךՐӧੌࢪǴᔈ၀

ख़ाࢂޑଞჹޑݩፓϷቹៜޑຑനࡕගрӢᔈჹǴёࢂך

ࢬݞୱޑᕉნቹៜǴځჴࢂ࣬ᝄख़ޑǴ೭ᗺॺךӧᕉᇥਜύࢂ

ᔈ၀ܫӧय़ǴόࢂααᖂᖂᇥࣁΑाߥӸ೭٤ғᄊฅࡕा឴࣊

)ΜϤ*!ഋߓӃғ!

ाమନޑǴёࢂ೭ঁ֣ڱξၟ֣ڱޑమନǴჹঁ୷ໜݞǵН

ჴךགྷӚՏۚ҇ᗋԖӚՏہԖԵቾډǴॺךᗋࢂаΓࣁЬǴ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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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Ӆ38।!

2 πำයǵಃ 3 πำය܌ቹៜຑޑჴሞޑϣǴᗋхࡴΓЎᆫ

೭٤ܿՋᙟᇂǴ܌а׆ఈᗨฅখωᙁൔԖගၸᘍԄޑН႔ߐǴ

ಃ26।0Ӆ38।!

ԐѐޑǴہॺΨගрٰǴӵٰ݀ॺךѝࢂा
ٰᗺՏǴٗ൩όҔᕉຑǴᕉຑޑჴሞѸाᛤډхࡴಃ

Ԗ 4 ԛӧڬॺךᜐᔸӦޑᔼǵғᄊԣޑᔼǴ 3ǵ4 ԃ൩

)ΒΜΒ*!ഋཁች୍ܺೀᖴఘЬҺ!

ǴᖴᖴǶ!

ჴࢂךளঁۚ҇Ǵךόϼૈௗڙ೭ኬηঁཱུݤޑǶа

ޑكᙟᇂӧॺךНݞᜐၟ୷ໜݞᜐǶԖ᠘ܭᆵчѱࡹ۬Нճೀς

ᡂԋੇНϯΑǴ܌аǴڗԶжϐޑӧᡂԋᝳဘၟआᐋ݅ᅈξᅈ

ǴՠࢂԾவ 3 ঁෞޑНԋҥϐࡕǴॺךНݞǵ୷ໜݞς

ӚՏہǵӚՏໂᒃεৎϱӼεৎӳǴޗηޑђӦӜћយ

ԃၸԃϡԖϙሶཀကǴ൩೭ኬҔቹႽߥӸǴᇥाᒵǴځ

ӧҔঁቹႽߥӸǴਥҁ൩όѐΑှԋޑङඳǵჹ೭٤ৎۚ҇

ۚ҇ޑЋǴωόวғΠԛᆵځдୱޑൿቃǶ!

)ΒΜ*!ֺԓᘑٚߏȐќߕวقཀൂـȑ!

βӦϦჹܭΎࢤٰᖱࢂࡐख़ाǴ೭ځჴࢂࡐႽঁλၸԃǴՠգ

໒วࠠᄊࢂдॺ܌όᜫཀௗޑڙǴѸע໒วޑҬӣॺךډ

ϺமՉᡣдၸΑǶ!

ჴॺךΨёа࣮ډၸѐ೭ࢤਔ໔္ǴԖߚதӭޑᏢޣৎႽࢂླྀ

ᗋԖӆٰ൩ࢂύԖගډǴӢࣁࢂךӧΎࢤߏεޑλ࠸Ǵڹ

ϣǴѱࡹ۬೭ᜐϸ҅൩ࢂΑ൩ࢂوঁՉำǴᝩុوΠѐԖ

ख़ߞԴৣǵᄃਦ፣ԴৣǴдॺΨගрӚᅿӭϡޑ໒วࠠᄊǴՠ೭٤

όѺᆉׯᗋࢂᗋӧຑǴགଆٰӳႽࢂόᆅۚ҇ᗋࢂہ܌ගޑ

ϞϺǴԴԭۉ٠όࢂϸჹࡌǴԴԭۉाࡌࢂޑόሡाႽࡹ

۬܌ᖱޑᅿБݤǴ൩ࢂӄࢤቻԏ೭ኬޑБֹٰݤԋǶځ

္य़Ǵѱࡹ۬ӳႽΨؒԖӢࣁ೭ҹ٣ѐঅ҅Ǵךόޕၰࢂѱࡹ۬

ࢂֹӄόૈѐௗޑڙǶ!

،ۓϣӵՖ໒วǴᗋԖԴԭۉϩ ࢂۭډޑډ211 ڳёаඤ൳ڳǴ

൩ࢂࢤቻԏޑύہς೭ኬගΑǴёࢂӧௗΠٰޑہ

൩ؒᒤݤᝩុߥӸǴӢԜ౼ޘቴӹޑ೭٤ԴΓৎǴӧёૈѝाو

ӧ೭ঁीฝਜቪޑ೭ሶᅆߝǴՠࢂǴࢤቻԏѿ໒ۈǴ൩

Ϫޑᜢ߯೭٤ޑიǴдॺӧ္य़ጃբǴ܌а೭ঁܿՋ

όࢂቹៜдॺޑғࢲǴࣗԿࢂӧࡕय़܌ගޑ೭٤ቴӹࢂόࢂਥҁ

ংǴႽεਢᇥाπǴ่݀ӧٗঁӦБӄࢂᇂࡌਢǶ

όࢂ೭٤ቴӹؒᒤݤᝩុߥӸǴฅࡕؒԖΓࡨǶᗋԖךΨόΑှ

ᖱځჴࢂߚதόߡޑǴдॺޑԃइςࡐεΑǴεբޑཚᎂࢂ

ԏǴ߃ीฝΨቪߚޑதߚதޑᅆߝǴՠࢂჴሞѐࡼՉޑਔ

ᆶ،ޑۓǴֹֹӄӄ൩ࢂ೭٤ၧӧᒤϦ࠻္य़ޑǴၟࡹ࠼дॺԖஏ

ࢂाϩණٰǶӢࣁӵ݀ύӼޑ၉ǴჹޗܭηӭԴΓৎٰ

B8 ਢǴᆵчෝਢǴӚঁӦБǴӧӧᆵӚঁӦБՉࢤޑቻ

ࡅډηαд൩ёаѐࡨࡨǴ൩ёаѐՕǴӧӵ݀ύޑ၉Ǵࢂ

ځჴॺךёа࣮ډӧࢤቻԏޑइᒵ္य़Ǵہ൩Ԗගࢂډό

ԭۀۉᚆηණৎઇΓΫྍٰޑǶգёа࣮ႽࢂεਢǴႽࢂᐒޑ

аϷॺךඤޑβӦޑՏࢂۭډӧব္Ǵόࢂ҇ۚॺךёаѐୖ

ہᗋԖӧ০ӚՏӳǴךགྷჹᙁൔϣගр൳ঁୢᚒǶ२Ӄ൩
ࢂӼՐӻǴӧޑӼՐӻځჴࢂύ 3 ঁຉ༧ٰೕჄǴՠࢂ

ॺѐΑှᆵځдࢤޑቻԏǴգॺ൩ޕၰࢤቻԏ൩ࢂԋԴ

)ΒΜ*!࢛ܵדӃғȐќߕวقཀൂـȑ!

ؒޔԖ࣮ډ೭ᅿೕჄǴ׆ఈೕჄൂՏૈӭӭԵቾǴᖴᖴǶ!

ձǶΨ൩ࢂᇥǴϞϺ೭ीฝଷॷှନࡌǴ٣ჴࠅΑঁࢤ

ቻԏٰхးǶԴԭޑۉჹࢤቻԏόሡाԖϼӭޑགྷႽǴӵ݀գ

Ǵךගၸ׆ఈԖచၰၡૈ۳ΖٚǴ۳ਲ༜ᐒޑБӛوǴ่݀

೯ΖၲޑҬ೯Ǵаךᗋ᠋ၸԖ܌ᒏޗᝳޑεᐏޑೕჄǴॺך೭

ؒޑԖᜢ߯ޑǶ!

7 ϦЁԴჴᖱჹܭᆵчѱ೭ঁӦБНޑỜှǴ٣ჴਥҁ൩ؒԖৡ

Ԗಃ 3 ҹǴঁӦǵঁࠤѱޑ໒วǴӳႽԖ৮ឨόᜫཀᡣдѤ

ࢂሡाϦӅࡌٰѐֹԋޑǴՠࢂၟॺךࢤޑቻԏࢂֹֹӄӄ

ԛ࣮όډΑǴᗋԖ 5 ԃӧᆵчѱวֽޗη໒วਢޑೕჄ

Ϻдᇂ༏ǴߚךதᚶᅪόҔ 3ǵ4 ԃٗঁНၰ൩όـΑǶᗋ

ݤӳӳޑ௨рѐ܌аωᑈНǴ܌аϣޑНؒԖᒤݤ௨рѐǴ೭

ӧ೭ঁीฝΞाע೭ঁٛ ډ: ϦЁǴ ډ: ϦЁၟҁٰ

ޑёаٛЗᝳဘၟआᐋ݅ॺךډύѧϦ༜Нၰ္ᓐǴόԖ

ᇥ೭ঁ 7 ϦЁޑٛԋϣᑈНǶϸԶࢂϣޑНӢࣁؒԖᒤ

A13－569

ᒤΑǴჹόჹǶॺך೭ᜐԖॺךഗੌࢪϷΠੌࢪޑΓǴܴԃգॺε
ৎ൩࣮όډΑǴবᗋा 8 ԃࡕǴܴԃ൩ܨΑǶᕉຑգाΓЎ
ᐕўӦЎϯԾฅᕉნᔮᕉნǴϙሶाǴёࢂӵ݀ॺךӄ
ቻԏޑ၉ǴॺךԖ༏Ǵךୢӧ০ޑӚՏǴᗋԖ༏Ǵךಃ 2 යܨᎂǴ
ךਥҁೱךӧाՐব္ךόޕၰǴݿךୢךᇥǴٗգϞϺٰל
ޑ၉ǴգܨᎂգाՐব္ǴךᇥόޕၰǴݿǴаࡕॺךؒӦ
БёаՐΑǶ!

ཀ༏ǴᅈཀޑፎᖐЋǴӳǴ܌а೭ 31 ঁวقΓჹܭҞܨޑᎂӼ

ݤзόӕཀǴ٣ჴ୍ܺॺךೀΨࢂǶѱ۬ޔჹεৎᇥԖ

5-611 ЊޑӼЊǴՠࢂ҂ٰ҇ۚޑॺךёૈႽࢪऍኬԖ 204 ޑ

Γय़ᖏؒԖճՐǴӢࣁࡌނԃයѸ಄ӝ 88/9/2 аǴΨ൩

ࢂᇥգ܊ޑηਔӢࣁᚯǴᙌঅΑख़ࡌΑǴᗋࢂᇥգ۳ᇂѐ

ΑǴόӳཀࡘ 2 ঁߐจനӭ 3 ЊǴಃ 4 Њಃ 4 ঁлգ൩ৼฅࡕ

ѐϩৎǶႽࢪऍдॺޑϦǴҁٰࢂεৎࡨࡨޑӦБǴӧᡂԋε

วࢴޑǴӧٗᜐᖱཀـǴёૈдॺٗᜐэ 91&Ǵॺך೭ᜐѝэ 31&
ޑཀـǴؒԖΓाݙཀ᠋ޗॺךη҇ޑཀـǶᖱډ೭ኬ൩ӳΑǴ
όाӆᖱΠѐΑǶ!

ૈԖํڐִޑǶঁ҇ཀж߄ǴࢂӦБᒧрٰޑǴॺךόૈᡣ

ҺՖঁΓѐࢬੁǴхࡴॺךٚߏΨࢂǴӦБޑᓐΓхࡴখωߓ

ژᇥࡐޑӳǴٚߏΨᇥࡐޑӳǴӦБޑวǴॺךۓाॺךע

ࢎ༏Ǵѐѱࡹ۬໒ǴךѐΑ 4 ԛǴٚߏΨᇥΑࡐӭၹǴ่݀գॺ
ਥҁؒԖ௦યǶаᗋؒԖᇥा໒วޑਔংǴॺך೭္൩ћ
ΟϦ҇ǴవНǴλਔংవࡐޑଯᑫाވНǵӊಭǹӧा๏ॺך
ࢤቻԏǴा܊ܨηǴॺךाѐՐব္Ƕࡐךགྷѐѱࡹ۬қѲ
చǴ Q ޗךܨη܊ޑηǴךΨࢂΓΨࢂР҆ғᎦޑǶ܌аεৎ
གྷΠǴࣁΑॺךεৎޑβӦǴॺךۓाઠрٰܣΑǴགᖴǶ!

ᆭǴፋޑݤठ܄ǶہǴգॺϞϺӧੌࢪЦӻΨ࣮ډΑǴाߥӸ

ӭϿǴхࡴѐΓৎৎ္ǴΓৎৎΓόޕၰ൩ߟߐ፯Њٰ࣮Γ

ৎ܊ޑηǴޑॺךۭډቴǴےޑॺךӻॺךаࡕૈόૈѐࡨǴך

ॺाႽεӼහ݅Ϧ༜ύܫ໔ቴǴฅࡕѐࡨޑਔংځдے௲ޑΓ

ٰጜ༏ǴॺךᗋाӆኚॺךԾρ༏Ǵᗋाጜᇥፔᇡǵፔόᇡ

ǴϞϺךນգॺǴգॺٰޑǴ൩ࢂᇡޑǴ๏ԾρঁඓᖂǶ!

ಃ29।0Ӆ38।!

ߐจ 5ǵ6 ЊǴ่݀գѝԖा๏ ॺך2 ЊԶςǴգࢂाॺךлѺ

ाၟᆵчѱኬǴډ໒วޑਔ໔ǴрΑϣࡹޑεߐǴӞلޑॺך

ಃ28।0Ӆ38।!

วǴՠࢂգ๏ޑॺךచҹਥҁࡐৡǴॺךाՐব္ǴόޕၰǶঁ

ठ܄ǴॺךࡌΑ 59 ԃǴдॺၟॺךᇥǴޑݤठ܄Ǵॺך

!

ӧ೭ǴޑךӃՐӧ೭Μ൳жǴ೭βӦा໒วǴεৎࡐଯᑫा໒

ᆉ ޑ8&ԶςǴࣁॺךΑ೭ 8&ႣᆉǴѱ۬όᜫཀ๏ॺךǴࣁΑޑݤ

!

ہӚՏໂᒃεৎӳǴࢂךΠੌࢪΓǴۉךЦǴவλډεՐ

ࡕεৎᗋૈՐӧ೭္ǶૈόૈՐӧ೭္ǴܨᎂӼѝэᕴ໒วႣ

)ΒΜѤ*!ЦӼ㗟Ӄғ!

ཀېՉǴؒԖଞჹॺך೭ᜐ҇ۚޑୟǴԖ᠋ޑ၉൩ࢂ᠋٤Ѧय़໒

ᕉຑࡐख़ाܨޑᎂӼکΓЎᆫပޑϩǴѱ۬ډޑǴॺךό

ӦБޑΓૈࡱӧଆǶԭӭԃૈՐӧ೭္Ǵ׆ךఈԭԃ

ၸॺך೭ᜐۚ҇εৎޑӕཀǴόࢂգॺཀېՉǴӧѱ۬ࢂ

၀ࢂࡐϿǶ܌аգाᕉຑޑ၉Ǵฅࢂाଞჹॺך೭ᜐǴԶЪा

ϩԋ໒วࢴၟό໒วࢴǶךளࢂॺךόࢂёаᇡٰ࣮ޑǴ

ηǴࢂӃ೭ኬηᖱǴᖱֹǴ᠋ޑॺךᖂॣԖؒԖ௦યǴޕךၰᔈ

ϞϺԐǴࡐךЈภǴࣁϙሶၸѐ 29 ԃךᇥࢂ҇ཀж߄

ךѐѱ᠋Ǵךѐϣࡹ᠋Ǵ᠋ֹǴךၟգᖱ൩ࢂখ໒ۈ೭ኬ

ކوޑǴډϞϺᗋࢂ೭ኬηᇥǴॺךոΚޑӧӦБ٣Ǵ൩ς

ܨޑᎂӼᆫပߥӸǴѱ۬བள೭ኬηǶ!

գ೭ኬؒԖඹॺךགྷǴѝࢂᇥाቻԏा࡛ኬǴᖱࡐޑӳ᠋Ǵ

ᖱǴךಃ 2 යܨᎂޑ၉Ǵܴԃך൩ၟٗॺךᜐޑΓᇥаࡕؒӦБ

ΓǴךགྷाୢգॺΠǴ31 ঁวقΓǴգॺჹܭӧܨᎂӼᅈ

ৎӧݾౢޑӦБǴҁٰҹӳӳޑ٣ǴࠅࢂӢࣁന୷ҁനڒ༾

খӳ࣮ٗॺךډᜐӧ߆ၸᓐǴձᤞޑᓐٰॺך೭ᜐ߆ၸᓐǶךၟգ

аӧޑೕჄǴࢂךಃ 2 යܨᎂޑǶգॺϞϺԐѐٗᜐǴ

)ΒΜΟ*!ਁᏢӃғȐќߕวقཀൂـȑ!

ᆫပߥޑӸځჴ൩ࢂ࠙ॺޑӼᎂǴךখωᗋᇡޑᒵ 31 ঁ

ჴӧፋ೭္ޑᆫပߥӸǶ!

ပߥޑӸΨࢂǴᕉຑόࢂѝԖᖱπำޑᏓॣԦࢉԶςǴᕉຑዴዴ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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ӦࡐޑӭǴঁߐจဦࡐӭЊޑΨࢂࡐӭǴаࡕӼܿޑՋǴᡣε
ৎచҹܫቨǴך൩ό࣬ߞεৎόௗڙ೭ঁ໒วǶϞϺॺךा໒วǴ
ࢂाჹεৎԖᔅշǴ่݀ࠅεৎؒԖᒤݤՐӧޗηϣǴεৎ
ШۚӧԜǴډεৎوΑǴፎୢ೭ኬፔाٰ໒วǶ܌аךᙖ೭ঁ
ᐒǴӚՏہǴॺךϞϺޗη҇ۚޑԖሡǴдॺሡाϙሶǴ
ፎգॺ၁ಒ᠋ǴϞϺόाଞჹঁΓǴଞჹ১༈ޣाӵՖ๏ॺךঁ
ᆉࢂံᓭޑచҹǶԶനख़ाࢂޑǴϞϺᕉຑޑୢᚒаࡕा໒วᗋा
ӭΦޑਔ໔ǴεৎԖؒԖ܊ηёаՐǴॺךόޕၰǶϞϺനख़ा

ߏǴεৎՐӧଆǴၸ 4ǵ5 жǴ2 Γ 2 ЊǴԖޑཚрѐΑǴ

ԖޑԃᇸΓόӣٰΑǴޑॺךβӦ፤ࡐӭǴࡹ۬൩ 6: ԃѱ

ीฝപٰപѐǴԖޑΓβӦ܌Ԗ ރ31 ޑΨԖǴ41 ޑΨԖǴ

21 ൳ΨԖǴࢂᗺᗺޑǴԖ ޑ2 ܌Ԗރό ډ2 ڳǴ܌а

೭ሶፄᚇޑ٣Ǵ೭٤႟႟࿗࿗ޑβӦǴӵ݀ؒԖ௦ڗӄࢤቻ

ԏǴգ௦ڗޑቻԏǴᗋाᑈ౽ᙯǵ൩ӦࡌǵѱӦख़ჄǴգ

ޑβӦၸ 4ǵ5 жǴԖёૈ༏Ǵॺךӧ০ԖࡐӭᇥдคࡂคӦǴ

ॺךԖӕགǴԖӕЈǴԖࡂคӦޑΓॺךΨԖӕЈёаϩ܊

ךϞϺࡐࢂޑډ᠋܌ӭۚ҇ၟךᇥیΞόࢂӦΓǴࢂךགך
ӧ೭္௲ၸਜόޕၰૈόૈᆉࢂǶՠࢂךઠӧঁᕉߥიᡏޑҥ
ٰၟεৎᇥǴϣࡹࢂଞჹӼीฝᆫပߥӸǴёࢂӢࣁϣࡹ
ѱीฝہؒԖགྷډᕉნޑୢᚒǶ!

ޑ໒วБԄǶฅԖޑΓᗋόᅈཀǴךΨ܍ᇡǴՠࢂܦॺך೭ሶΦ

ΑǴॺךӧӦޑΓǴӭޑԃᇸΓǴ൩ႽখωഋරᔾᇥޑǴЊαѐ

ፓ 51&ԖፓډǴ61&ΨࢂࡂޜǴՠࢂךाӛഋරᔾᇥǴӭ

ࢂдߓϦǵߓޑৎǴдޑЊαӧ೭Ǵд܊ޑηᚯډόૈՐΑǴό

זࡐॺךೲޑາǴࡕय़ԖࡐӭΓؒԖၟǴд൩ഭΠ൳ঁΓᇥஒ
ٰ೭္ࡅ҂ٰࢂ 9 ԯቨޑၡǴ܌аӧ္ٗޑӭࡌނаࡕा

ж߄ΨԖᜅԋϷόᜅԋǴ܌аॺךۓा໒ໆǶӧԜࡨૼॺך

ٿՏٚߏǶᖴᖴǶ!

ಃ2:।0Ӆ38।!

ǴࣁϙሶؒԖӃڐӳǴӆٰ೭ঁीฝǶฅࡕ៝ୢϦљ൩

ՋǴڗݾ۬ࡹکǴ҇ཀж߄ΨाᔅշॺךǴӵ݀όᔅշॺךǴ҇ཀ

ಃ31।0Ӆ38।!

ܨǴՠؒԖΓޕၰǶ!

ѝԖआᑄࡂाߥ੮ǴځдޑाܨǴฅࡕǴЎϯֽᇥॺךӆٰڐ

ٚߏ่ӝଆٰǴӝॺךӧӦޑཀـǴॺךԖᒤܿޑॺךډڗݾݤ

!

܊ηाܨǴ่݀ӧԖہୢӴᇥډਔیाߥ੮ব္Ǵӧࢂ

ঁஇஇՐࡕय़ǴࡐғޑᇥգѺᘋޑךғࢲǴՠӴ٠όޕၰӴޑ

ॺךԖؼЈᇥ೭٤ԾρΓࢂޜЊ༏Ǵ܌аךᇥॺךӧӦ ޑ3 Տ

Ҷଷޑਔংӣٰৎ္ǴᜤၰाᇥдॺࢂޜЊǶ!

ϞϺԐ៝ୢϦљॺךѐྛۭЦӻǴזࡐޑوǴྛۭЦӻԖ

Ӣࣁךӧ೭္௲ၸਜǴךԖᏢғΨၟךϸࢀᇥाٰඹдॺᇥ၉ǴԶ

׳ӳޑᒤݤǴाόฅӄࢤቻԏࢂҞКၨӝѐှ،ࡐӭୢᚒ

ՐΑǴԃᇸΓόाՐӧ೭ΑǴдѐၟԃᇸΓՐǴၸԃޑਔংǴԖ

ࢂךᆵНၗྍߥػᖄ࿉ǴךόޕၰךёόёаᆉࢂӦΓǴ

)ΒΜΎ*!ℚҏλ!ۆ

ચǴգाચޑΓચό܊ډηǴӢࣁቻԏؒԖ೭ঁચޑǴؒԖ

ਢՐӻǴգԖࡂคӦޑΓǴգΨؒᒤݤѐ܍ᖼǴ܌ааନߚᗋԖ

όाᖱǴᖴᖴǶ!

ՠࢂգӵ݀όࢤቻԏǴਢՐӻ܍ޑᖼǴၟਢՐӻ܍ޑ

ޑӼୢᚒǴך໒ۈᇥޑӼୢᚒाӳǴӼόӳǴϙሶ

ϙሶ໒วǶӼനεޑୢᚒࢂٗ٤১༈იᡏޣǴॺךޕၰԖࡂค

ηǴᡂԋࡐӭΓޑǴ܊ηᗋࢂኬǴҁٰ 2 ৎǴߓϦǵߓЊ

ηǶ!

ճ๏҇ۚॺךǴߞ࣬ךεৎૈௗڙǶӼޑୢᚒؒԖӳǴाᇥ

дॺޑǴҁٰࢂ 2 ৎΓǴӧၸ 4ǵ5 жǴдޑβӦᡂԋϙሶኬ

നख़ाࢂޑӼޑୢᚒԶςǶޗॺךηԖ 5-311 ӭЊǴߞ࣬ך

ޑǴӧᇥόाࢤቻԏǴӢࣁдॺჹޗηዴჴࢂόΑှǶ!

೭ 5-311 ӭЊӼޑӳǴஒӼޑၗܫቨǴஒࡌ 59 ԃ೭٤ᅽ

Րӧ೭҇ۚޑǶϞϺٰ࣮ᕉຑޑ೭ঁୢᚒǴঁךΓ׆ఈ໒วǴךག

وǴךӭϿᖱΠॺךӦБޑ٣ǶॺךখωԖࡐӭٗঁभਪϙሶ

ॺך೭ঁӦБǴவߓϦǵߓޑਔжǴβӦࢂдॺޑǴ܊ηࢂ

ٿՏٚߏդǵॺךໂᒃϷہॺךεৎӳǴךΨࢂШШжж

!)ΒΜϤ*!ഋඁ҇Ӄғ!

ך೭ԛࢂಃ 3 ԛวقǴӢࣁϞϺΓࡐӭǴѦय़ΠߘǴεৎόा

)ΒΜϖ*!ླྀܴྣӃғ)ಃ3ԛว!*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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ӢࢂӢࣁϣНؒᒤݤѦ௨ǴࢂӢࣁϦӅࡼόǴӢࣁࡌޑᜢ
߯Ƕޗηۚ҇ԖҬิǴ܌а೭٤ϦӅࡌѐׯ๓Դԭޑۉғ
ࢲǴѐӳӳעޑН௨рѐǴᡣ೭ঁӦБόవНǴ೭ҁٰ൩ࢂᔈ၀
ࢂࡹ۬ޑೢҺǴၟ೭ঁӄࢤቻԏޑीฝࢂֹֹӄӄό࣬υ
ޑǶϞϺдॺ܌ᒏޑٛࢫ 311 ԃǴाྣ៝ޗηǵׯ๓ۚ҇ޑғࢲ
ωமࢤቻԏਢǴ٣ჴॺךёа࣮ډ೭ঁᡄᒠֹӄό೯ǴӢࣁ
ٛࢫٗҹ٣ךখωԖᖱǴӧӄࢤቻԏ่݀ޑǴখωΨԖ
ۚ҇ගрٰǴԋ൳ίΓؒ҇ۚޑԖᒤݤӧ೭ঁӦБۚՐǴӕਔ
ΨѨѐдॺޑғӸǵπբǴ೭٤࡛ሶૈћाٰྣ៝Ӧ

᠋Ǵд٩ฅό࣬ߞǴ܌аךόޕၰдԖؒԖٰǶգ࣮Ǵۚॺך

҇೭ሶӭΓǴόޕၰޑॺךςाձΓቫቫޑগߺǶՠࢂ

գॺ᠋܌ډᒏࢤޑቻԏǴգॺ᠋ךډԖ܊ηёаٰ๏ံךշǴখ

ωΨԖΓᇥࢤቻԏࢂঁഐٝǴࡐӭΓգ৾ޑډᒲ٠ؒԖࡐӭǴ

գाӵՖວঁཥ܊ηǶךઠӧᕉߥიᡏޑҥǴхࡴޗॺךη

ǴॺךϞϺԐᇥॺךाӵՖ༤ଯӭϿǴٗঁٛǵՐӻӧবঁ

ጄൎǴаࡕࢂଯભՐӻǴٛǴᗋԖՐӻǴӆٰՐӻΒϷՐӻ

ΟǴգॺԾρाѐΑှǴՐӻ൩ࢂᗨฅᑈԖज़ڋǴՠࢂஒٰ

൩ࢂձრǴգԖ٦ډڙ༏ǴؒԖǶ!

ংा࡛ኬѐှ،Ǵ೭Ψࢂॺךᔈ၀ѐᜢЈޑᚒǴԖᜢ೭ᗺ׆ఈ

ៜǴգॺۓाዴዴჴჴቩǶ!

๏ځдᕉຑہޕၰǶϞϺЬाࢂ᠋εৎޑཀـǴฅόࢂٰ೭ᜐ
ၟεৎ៏ፕᚒҞǵޣ܈ѐፕǵޣ܈ѐϸርεৎࢌޑ٤ཀـǴՠࢂ
வখখ೭ኬ᠋ଆٰჹܭ٤ϣεৎӳႽᗋԖόమཱޑӦБǴύ
Ԗόమཱࢂޣ܈ᇤှޑӦБǴፎϞϺᆶޑᐒᜢж߄ອ೭ঁᐒၟ
εৎᇥܴǹԿݤ࣮ܭόӕޑ೭ঁϩǴךགྷϞϺך൩όӧ೭္ځ
дޑӣᔈǴӢࣁ೭ࢂ࣮ݤЬόኬǴҗಃΟٰޣղᘐǴѱ۬ૈ
ޑ൩ࢂൔрٰǶޗηനࡕډوϙሶ໘ࢤǴѬࢂঁᒧ܄ୢ

ޑୱǴΨ൩ࢂНݞќѦ۞ᜢٗঁӦБǴѸाעдޑᅉࢫ

ጕ۳ࡕଏᕭǴ܌аךளϞϺՉ೭ঁޗηᕉຑǴόૈѝԖѐԵ

ໆޗηҁيǴᜢѳচӢࣁޗډڙη໒ว܌ԋޑቹៜǴΨ

ۓाયΕԵໆ္य़ǶՖݩӧᜢѳচᏵᇥᗋԖ҂ٰޑγ݅ࣽᏢ༜

ǴᗋԖाှጓፏӵԜᜪǴΞԖε୴ࡌޑਢǴ܌а೭ᜐ໒วΠ

ѐჹܭঁεᆵчޑٛࢫቹៜ࡛ࢂۭډሶኬǴךளѸाયΕᕉ

ნቹៜຑ္य़Ƕ!

ಃ33।0Ӆ38।!

ہǴॺךၸϞϺޑၗǴעεৎഋॊޑཀـ۸ჴޑᙯၲ

ᇥޗη೭ᜐ໒วΑϐࡕǴӢࣁ೭٤ᅉࢫޑфૈѸाᙯ౽ځډд

ಃ32।0Ӆ38।!

೭ᜐԖᕉຑہ᠋ډεৎޑЈᖂǴԿܭϞϺؒԖӧځޑдᕉຑ

ϞϺӧಡ᠋Αεৎ߄ၲޑፏӭཀـǴाӆமፓԛǴॺך

)*Ьৢ!

ΜΒǵġ࣬ᜢൂՏӣᔈᇥܴ!

൳ϺНճֽΨԖᖐᒤޗη࣬ᜢǴӧǴ۔ᒃα

ҁޗηѨѐᅉࢫޑфૈǶ!

ǴӢࣁ೭ঁਢηӧ໒วֹΑϐࡕǴԖ : ϦЁଯޑٛǴ܌а୷

ࢂךಃ 3 ԛวقǴុۯℚԴৣখω܌ᖱޑǴᜢܭᅉࢫ೭ҹ٣

ᕉຑૈעӢᔈჹᖱ׳ޑమཱᗺǴٰٮεᔠຎǶᖴᖴǶ!

ϙሶܿՋؒගǴ೭ঁӦБᇂଆޑଯኴε༺аࡕวғβᝆనϯޑਔ

НୢᚒǴхࡴډΑᜢ္ٗࢂঁλݞޑၰǴ೭ঁࢂόࢂቹ

)ΒΜΖ*!ഋठ᐀Ӄғ)ಃ3ԛว!*ق

ܰβᝆనϯޑǴीฝਜ္ᇥҁ۬ஒࣴᔕ࣬ᜢӢᔈჹǴ٣ჴ

೭ኬࢂόࢂӧଷǶଞჹНЎǴӵ݀༤ଯΑǴঁεᆵчӦޑవ

ࡋՐӻޑБݤԶςǶ׳Ֆךݩவ೭ঁѱीฝਜ္य़ޑಃ 31 ।

ਜഖฅᇥؒԖǶٗঁᕉຑਜࢄϺךΨ࣮ΑǴѝԖᐕўЎϯٗঁω

Ψёа࣮ډǴຯᚆᘐቫѝԖ 411 ϦЁԶςǴ܌аӧ೭ঁӦБࢂߚத

ΨόࢂѝԖঁӄҔ : ϦЁޑٛൎଆٰǴฅࡕᡂԋঁଯஏ

ճᗋԖঁεᆵчٛࢫीฝǴॺך೭္ࢂӦ༈եᆁǴՠࢂᕉຑ

ᇥ ZFTǴځдࢂ OPǴךόޕၰӚՏہԖؒԖวǴᕉຑਜቪ

ӆԛமፓǴޗηޑ໒วࡌ٠όࢂѝԖࢤቻԏᅿБݤǴ

η೭္ؒԖܜНᐒǴϿᜱΓΑǴஒٰޗηाӆ༤ଯޑ၉ǴН

ۚ҇ǵׯ๓Ӧۚ҇ޑғࢲࠔ፦Ǵ೭ၰֹӄᇥό೯Ƕ!

ࢂ೭ঁవНޑচӢߞ࣬ךᕉຑہᔈ၀ाѐፓǴޗηవНޑচ

ࢂྟჿቸǴࢂाᒧᖐޑΓӧഷޑǴךᇥϣࡹ೯ၸΑǴգाٰ

ӆٰޗη༤ଯଆٰǴঁᜢѳচᗋࢂӧܜНǴՠࢂᇥޗ

ಃΒҹࢂԖᜢܭࡌǴவᇥࡌޑҗࢂ೭ӦБవНǴՠ

ӆٰǴךԐٰ൩ୢڬᜐޑΓϞϺा໒Ϧ᠋Ǵдॺӣเ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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ࡐమཱޑӦБǴךፎӴঁᙁอޑӣᔈǶ!

໔ǴӢࣁԵቾډၟٛϐ໔Ԗ٤ඳᢀৡ౦ाೀǴ܌а೭
ঁϩࢂႴᓰ٤ϦӅ٬Ҕޜ໔ёаխीΕᑈǴٰቚуᡣࡌᑐ
ނёа۳ᇂޑঁೀݤǶᗋԖଞჹখখගډቴӹߥӸޑ
ϩǴॺךӧࢂೕჄ 6 ೀڀԖЎၗيϩޑᐕўࡌᑐၟ 3 ೀቴӹǴӧ
βቻλಔ 7 Д 24 ВǴہΨ׆ఈଞჹᗋԖߥӸሡाޑቴӹޑ
ϩૈӆᘉεߥ੮Ǵ܌аॺךΨӧࡕុޑಒीฝ္ᔠӵՖᡣ
ቴӹߥޑӸૈ׳ၱǶаࢂวֽޑӣᔈǶ!

η҇ޑوຉᓐၟՉࡹଣ ڗݾ31 ԃޑٛࢫीฝྗǴՉࡹଣ

ӕཀΑǴՠࢂдाޗη 31 ԃࡕόёаӆाගଯǴ܌а҇୯

93 ԃᆵчѱࡹ۬ᔕޗޑηीฝǴ୷ҁࢂа 31 ԃޑٛࢫྗ

ೕჄǴฅ໒วໆᡏၟ໒วமࡋؒԖ೭ሶଯǴՠࢂӧ҇୯ 96 ԃޑ

ਔংǴᅽӼٚǵࢪٚٿޑԛٚ҇εց،ΑǴाѱ۬ኩǴӢ

ࣁޗη҇ޑόૈௗ ڙ31 ԃޑٛࢫྗǴााҔ 311 ԃޑ

ٛࢫྗೕჄǴ܌аவ҇୯ 98 ԃϐࡕǴѱ۬ࢂޔа 311 ԃޑ

܌а :: ԃ 6 ДҽՉࡹଣ൩ਡۓΑঁޗॺךη໒วϐࡕѦНޑ

ӝࡌݤᑐނǴѬ٩ฅࢂߥៈǶ܌аӧ೭ᅿݩރϐΠǴޗηவ

ಃ35।0Ӆ38।!

ฝࢫНՏᗋؒԖၲډǴԶЪٛޑଯᗋԖ 2/6 ϦЁޑрНଯǴ

Ƕ൩Ⴝॺךӧ࣮ډһቺεၰǵܴξࡐӭޑᆅֽวࡌྣޑ

ಃ34।0Ӆ38।!

чᐏޑНՏԖගϲǴջ٬ගϲΑǴჹܭᆵчᐏԃ 73  ܈6: ԃ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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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現場勘查

107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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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溝通說明。

三、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個部分一定是我們有考慮到的。

所有的意見會在整理之後提送到環評委員會審查，同時會對民眾提出

的情況，包括社子大橋或是社六濕地，抽水柵欄及抽水運轉等是
如何處理。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開發行為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我們臺北市環評委員會是環評的審查

機關，先跟大家做個說明。接下來請開發單位土地開發總隊黃群總隊

長跟大家說明一下。

夠也大致的去了解。

歡迎各位鄉親屆時能夠到場來了解。目前的社子島工作站在每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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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比較重要的幾個房舍，他們的情況是不是符合安置的標準，能

序，環評公聽會及現勘後，在未來這幾個月也會陸續辦理聽證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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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第 2 個部分是有關於一門牌多戶，是不是有辦法可以

郭鴻儀律師

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已經經過內政部審議通過，內容提到一些將來要戶

戶安置或是辦理聽證的這個部分，我們也正在積極的籌備相關的程

講的那些問題，都會說明。

宅，也會講中央河道有 1 個閘門，然後怎麼樣的防洪處理，剛剛

理現勘跟公聽會。我想各位鄉親也非常關心後續拆遷安置的這部分，

各位委員以及各位鄉親大家早，今天主要是針對環評的部分來辦

我們會站在社子大橋，除了看第 1 期工區，A1、A2 的專案住

了解，就是整個社子島地區在於內水往外排的情形大概是怎麼樣

社子島開發案的開發單位是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地政局是這個

七、 土地開發總隊黃群總隊長

是不是能夠就有關於堤外抽水站的部分，跟環評委員做一個

今天早上的現勘相關內容，稍後請受託單位亞新公司簡報。整個

(二) 郭鴻儀律師

公聽會將再詳細說明，您的疑慮等一下亦會再跟您說明，但是這

地方，或是有什麼地方沒注意到，提出來之後，會把大家的意見綜整，

的意見做出回應，把這些回應意見一併送到環評委員會審查。

原地保留是整個保留，不是一座公園裡面的一座廟，下午的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會就是蒐集地方的意見，對於現在的環評內容大家覺得哪裡有不足的

容，已事先提供公開閱覽及網站上公告環評報告書內容，這兩場公聽

蘊藏著我們原來凝聚的文化。

評估報告書，下午跟明天早上的公聽會主要是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內

的是，不是溪底王宅名稱是浮洲王宅，這些我們現在家族們、漢

到社子島的範圍，分兩個梯次辦理。

間的一些問題。今天中午來坤天亭吃飯，希望你們了解這個廟裡

怨，可是坤天亭或很多的廟或是李忠記宅、燕樓李宅，我們要說

福安國中舉行第 2 場公聽會，這兩場公聽會的報告內容相同，是考慮

評委員能先在現地了解社子島的現況，有助於審核我們二階環境影響

保留，他如果保留到綠地，就會像大安森林公園放一間廟會顧人

下午 1:20 在富安國小進行第 1 場二階環評的公聽會，明天早上 9:30 在

人都還有那種祭祀文化，保留之後，未來的祭祀文化跟他家族之

一下，讓你們了解坤天亭不是只保留而已，就類似老房子不只是

民意代表，大家早安。今天依社子島二階環評法定程序舉行現場勘查，

今天早上現地勘察主要目的是希望在二階環評報告送審前，讓環

今天是談聚落，最後中午回到地方是不是也可以到坤天亭看

(一) 陳慈慧議員服務處謝梅華主任

九、 與會者表達意見及開發單位回應說明

各位環評委員、社子島居民、關心社子島開發的團體，以及地方

六、 主席致詞

五、 出席單位及代表：如簽到表

八、 現勘前注意事項說明：(略)

各位鄉親這麼熱的天氣來到場關心。如果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當場跟

二、 集合地點：士林區富安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八段 135 號）
記錄：吳星憲

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到現場來跟我們同仁溝通洽詢，感謝各位委員、

一、 現勘時間：107 年 7 月 7 日（星期六）10 時 00 分

四、 召集人(主席)：臺北政府地政局易立民副局長

五以外，週一到週五也會有同仁進駐，如果各位鄉親有相關意見或是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現場勘察紀錄

A13－584

土看過去，我們外面坐船看我們社子島，不會是很突兀的一道牆，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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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西邊污水處理廠來做污水的收集，所以內水的排放跟生活污水

海專那邊有污水處理廠規劃用地，污水管從東南側到東北側，再

是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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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這邊再往前一點，還是往後一點？

現場民眾

社子島入口那邊，設置 3 個抽水機可以把內水排出去，然後有污

水管由社子島進來的這個地方，經過這個然後到污水處理廠，在

對。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候，中央河道水位的樣子，還有洪水位的變化，所以都有規劃到

這個部分。中央河道之外，生活污水部分也有規劃，在延平北路

出口就在這附近?

現場民眾

門，而且是擺動式的閘門，有 2 個。

這裡有個閘門 10 公尺乘 10 公尺，大概 1.5 公尺到 2 公尺厚的閘

位是一樣變化，但是我們在這裡，之後在社子大橋會說明更清楚，

門，基隆河的水和淡水河的水，相同潮位變化，所以跟外面的水

功能是滯洪，滯洪量 20 萬立方米，這個圖片就是說在常水位的時

看社六濕地，社子島中央公園的河道有 5 公尺左右的深度，它的

社六濕地以後要做的污水處理，還有中央公園規劃。我們先

1.現況說明

(一) 地點1 社六濕地

十、 現場勘察

這邊有個閘門，等一下在社子大橋也會看到，中央公園有閘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謝謝，我們是不是現在就開始現場勘察。

洪帶，你將來的出口是不是在那位置?

我們這個出口是滯洪帶，中間的中央公園那條 40 幾公頃的滯

現場民眾

2.現場人員意見及答覆說明

好不好。

問題，還有很多人想講，我們按階段來，不夠我們再加長，這樣

大家問題都很多，那後面問題還太多了，不只你們兩個人的

(四) 楊明照前里長

這邊跟各位鄉親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可以看到的地方從現在這裡會做緩坡填土，就看簡報上，緩坡填

讓委員知道我們對安置的迫切的權益的重要性。

心，謝謝。

會去破壞到；堤防內，我們現在往後方看從鐵皮屋再過去一點，

她，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如實地逐字稿的記錄，這樣才能夠

內的規劃跟各位說明，區外堤防外不會動到，堤防內緩坡填土，

都不會去動到現有的環境。就是我們現在看的，堤防外的部分不

衛浴設備、廁所設備來得到安置。我想待會浮洲王宅是不是給

位的共識，這個也跟各位鄉親說明，我們本來就是會做的，請放

我們也有調查到一些黃頭鷺，還有一些指標的生物，我們在區外

跟你們談到一門牌多戶的產權，以及我們沒辦法無中生有再一套

會是很漂亮的地景，是緩坡填土上去的，所以這整個對區外跟區

六濕地要看的部分。另外說明，這裡區外有非常豐富的生態環境，

剛好是謝維洲議員辦公室主任就是王家的媳婦，她能夠很清楚的

回顧剛剛簡報的第 6 頁就已經講到了，我們一定是尋求跟各

的部分，環境會綠美化，而且空間寬敞，這就是今天第 1 站在社

個方向看，現況跟以後會變化的部分就是，中央公園、島頭公園

我們現在站的這個堤防 6 米，我們現在站在圖中 1 的地方，往這

園部分。看右邊這張圖就是我們現在站的位置，方向應該是這樣。

處理都有做規劃。這是我們在社六濕地要看的污水處理跟中央公

因為今天現勘，不是給居民看，而是讓委員了解。浮洲王宅

(三) 陳慈慧議員服務處謝梅華主任

會再更清楚地說明。

在公聽會再說明，上午現勘就是說讓我們先知道環境，下午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A13－585

公尺之間，堤外就會變成非常多的公園綠地可以使用，然後淡水
河這邊會退縮 30 公尺，退縮之後河道變寬，防洪的功能提升，水

60 萬方米。

陳鴻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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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考慮用河運的方式？

陳鴻筠先生

會有一部分從社子大橋和延平北路這邊進出。

方式是這樣，等一下要去社子大橋簡報講分期分區的部分，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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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大橋的位置在哪裡？

(1)陳慈慧議員服務處謝梅華主任

2.現場人員意見及答覆說明

中央生態公園的交通影響和防洪的部分，請教一下委員們意見。

準維持在 B 級到 D 級，也就是道路變寬，是暢通的。社子大橋跟

還是延平北路，那邊服務水準稍微擁擠一點，開發之後，服務水

現況大概是 A 到 B，整個社子島不管是社子大橋、周邊的環境、

陳鴻筠先生

所以是從延平北路。

級的意思就是很暢通，A、B、C、D、E、F，到 F 就是越來越擁擠，

另外，交通評估，社子大橋沒什麼車，服務水準是 A 級，A

道路。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患的機率降低。

設的地方，我們看簡報，這個地方就是基隆河側會退縮 80 到 130

方，整體開發的時間，第 1 期 4 年，第 2 期 7 年，1 年平均要 50、

土石方目前的規劃是會從道路運，還是河運的方式。

們的高保護區防水閘門的形式。高保護退縮的部分，原本行水區

說設了 3 個抽水站，還有抽水站的工人會把內水排出，這就是我

10 米乘 10 米的閘門關起來，不讓外面的水又再進來，剛剛也有

保不會是水都淹進來了，漲就是漲這樣，在汛期的時候，就會把

基隆河潮水和淡水河潮水都是同樣水位高低的起伏，這樣確

主要是土石方交換平台，預計 10 年來會有 865 萬方的土石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還有第 2 點，填土填這麼高，土石方要從哪裡來？

陳鴻筠先生

不會影響到環境。

外也會確實做好整個中央河道的清潔維護。

讓一些漂流木、巨大垃圾做初步的攔截，避免流進中央公園，另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這個其實是蠻細部設計會遇到的問題，材料一定會考慮到，

去做浮動，這個閘門不是單純的閘門，還會有類似攔污柵的結構，

後有擺動式的閘門，在簡報裡都可以看到，擺動式閘門就是隨波

剛在上一個點位，有講到閘門設在哪邊，我們閘門設在這裡，然

的部分，我們站在這裡，往前是這整個社子大橋以後的樣子，剛

我們現在是在第 2 個站社子大橋。請各位委員來看社子大橋

1.現況說明

(二) 地點2 社子大橋

謝謝。

關剛剛郭律師的問題，還有其他鄉親的問題，那我們就到下一站，

會考慮方案是不是划算。接下來下一站我們看分期分區，有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沒有強度。

運河護岸是什麼材料去做兩側的護岸，如果用一般的 RC 根本

陳鴻筠先生（另附意見表）

記得是 40 公尺，這個部分我們都有規劃。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我們這邊說的是運河，運河的寬度。

現場民眾

滯洪帶？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滯洪帶的寬度應該差不多都 40、50 米？

現場民眾

A13－586

什麼改變，那不是還是在做一階段環評嗎，我也很希望去說

這邊這條路以後也是會有 45 公尺寬。

望是說精進一點，不然看都還是類似以前的，我再舉個實際的
例子，現在我們還是站在這個地方，我很希望下一次就是實際

們上次看的點還是一樣，我想效果會大打折扣。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家完整的說明。

所以我很希望是說每次做什麼事情可以把他整理出來，然後再

如果開這邊水會直接過去比較沒那麼強。開發總隊的規劃很
讚，但這邊的低收入戶太多，拿一些資金來補助我們，這樣這
些低收入戶就會很開心，我們就會很贊成這個開發案，感謝。

出來，我想每次在辦這個公聽會一直要往前走，否則大家永遠

在吵老問題，說難聽點，因為這些該處理的都處理了，只是之

間的拉鋸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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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這些水應該是流到這橋底下，那邊的水下來比較強，

議題，就是說新的議題是以前沒有被提出來的，這次再把它提

還有一個我很期望的就是，因為剛好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我是在地的農民，祖先從以前住到現在已經 200 多年了，

家覺得有問題，一一的再提出來詢問。至於我也很希望有新的

(4)現場民眾

做一個閘門，剛剛委員和鄉親的問題，下午公聽會的時候跟大

時，大家到現場去不要提什麼新的問題，否則永遠沒完沒了。

往下走，今天老問題再次提出來，對於回應有沒有什麼地方大

在橋的那一側。我們是要跟各位說我們的規劃在社子大橋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這個排水口位置大概會在哪裡？

(3)陳慈慧議員服務處謝梅華主任

好，謝謝委員，不知道還有哪位提問。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看看那位置，否則每次只是在這遙望，效果不是很好。

的，這次特別要把它提出來，我們很希望知道在環評委員會

外，很重要的是，有沒有新的問題，以前在公聽會沒有提出來

了，大家對回答有哪些是不滿意的，其實也是要說明清楚。另

期以前大家提的問題是不是會有整理出來，哪一些已經回答

鄉親在早上也提了一些問題，下午我們還要開公聽會，我也預

沒有沒有，其實這跟我的預期有差。另外一個是我想各位

邱祈榮委員

開口在什麼地方位置就在那裡，圖說確切的指出來，我們再去

不然大家也是會有這個疑慮，我想因為今天來參加現勘，很希

可以把上次提的這些問題，大家這次再來釐清，不然還是跟我

跟委員報告，我剛在第 1 站時，有提到緩坡堤的填土部分。

我很希望開發單位做了什麼努力，應該跟鄉親說清楚，要

邱祈榮委員

65 當初環評委員也有提到，是不是會有景觀的衝擊，因為從堤

外看起來是緩坡，堤內是陡坡，我想這些事情本來預期應該是

什麼一階段環評可以拿來這次用。

一些意見。我舉個例子，像你這個高保護區會退縮，高度 9 米

贊成贊成，對對對，市府的態度都這樣，沒進步，到底為

現場民眾

時提出的一些意見，是不是可以對於當時現場提出來的一些現

場問題能夠說明一下，這樣我想應該也幫助我們再釐清當時的

家是不是贊成這樣子的。

改變也沒關係，但是我覺得應該是說清楚這件事情，不知道大

的環評委員會進行討論，我們希望的是，我本來是預期我們當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二階環評過程，一階段時已經在環保局

明，因應二階段或是因應新的決議事項有做了什麼改變，沒有

段環評的時候，你的案子現在直接移到二階段環評好像也沒做

看。現在是站在這，可以想像一下以後的環境，橋在左手邊，

(2)邱祈榮委員

是開發單位想要去做調整的。其實我也一直懷疑，當時在一階

會通過了，現在因應這 3 個決議事項，有什麼新的事情，我想

因為原本站那邊風會吹過來，我們現在往後轉，可以這樣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A13－587

個記號，讓大家自己知道說第 1 區在什麼範圍，這個有那麼難
嗎，想降低抗爭的話，就要這樣做。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圖的左邊可以看到這幾個點，有歷史建物、文化意義的建築玄安

宮、燕樓李宅、李和興宅、威靈廟、李忠記宅、坤天亭、溪底王

宅，各位看簡報下面，比較大張比較清楚的整體排水規劃，在原

位不同的職掌，我很同意，可是要我們環評委員會去審這件事
情，又來一個現勘，我說實在的，早知道我今天就不要來了，
和上次的東西，還是停留在原階段。

通拆掉，我講的意思是說，因為現狀就是怎樣的情形，你說巷道

狹小，狹小也不會做這件事，重點是，大家都不了解，以後這

棟會保留到什麼地方，附近房子都拆了，以後會再住人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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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看書面的資料，我現在只覺得說，對臺北市政府不同的單

後要拆或是要保留到什麼地方，要說明清楚，不然以後都把它通

覺得這個未來的影響要藉這個機會講清楚，要保留到什麼範圍。

每次因為現勘都是文化局的現勘定義範疇，我們環評委員

邱祈榮委員

本來就會有一個說明會。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如果這樣子的話，現勘就是在以後還要再辦一次現勘。

邱祈榮委員

子都拆光，包括後面。剛才是謝主任是不是，提的問題其實是以

過了。我想確定，是不是以後這棟房子會保留下來，旁邊的房

我還是剛才那點老問題，其實溪底王宅我們上次都進去看

(1)邱祈榮委員

2.現場人員意見及答覆說明

環境，以上報告。

文化局函文會附在後面。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既有的高程。我們繞著這邊的環境，然後看一下頂浮洲聚落的部

分，巷弄、現場的環境，請委員、各位鄉親跟我們繞一下這邊的

入二階環評。

我請問一件事情，二階環評文化局一定要定義清楚才能進

邱祈榮委員

渠或箱涵去做一個整體排出，所以整個原地保留的工法都是配合

皮和植被的緩坡植被，降低快速流下來的流速，這些水也會有溝

馬達和集水井，將水流抽到旁邊的側溝，這些綠地也會做一些草

是，謝謝老師，歷史建築會依文化局公告範圍採原地保留。

的第 1 期開發區，我自己覺得就很奇怪，你們自己地上不會做

的右邊可以看出來 5 個歷史建物原地保留之後的未來景觀風貌，

地既有的高程保留住之後，左右兩側會有擋土牆護欄，還有抽水

都來現勘了，那就把話講清楚，當然以後會有調整，像我們講

書面是什麼，市民要知道拆在哪裡，要講清楚這件事情，大家

好不容易辦 1 次現勘，大家都來了，對不對。要講決議是什麼，

都弄來了，你們自己心目中什麼的樣子怎麼樣告訴大家，不然

所以今天就不用現勘了，照你的講法，你今天把大家通通

邱祈榮委員

部分老師的問題會去做處理回覆。

置，第 1 個文化保存，第 2 個戶戶安置，第 3 個聽證會，這個

附帶決議條件，就是要來講清楚這件事情，這個是要戶戶安

好，謝謝老師，剛剛簡報第 6 頁有寫 6 月 26 號通過 3 項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我們現在第 3 站溪底王宅，看這邊歷史建物的保存，這張圖

1.現況說明

(三) 地點3 溪底王宅/地點4 聚落現況

下午公聽會會把實際的點標出來。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位置？

第 1 期的工程範圍跟第 2 期的工程範圍，實際到聚落點的

(5)現場民眾

聽會也是這樣，把各位的意見寫進環評報告書回應。

您的意見，今天現場各位的意見我都會現場錄音錄影，公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A1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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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這麼說，歷史建築的範圍絕對不會拆。

文化局

保留。

好，各位委員我們釐清現在看到這個紅磚牆的部分以後會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文化局協同帶領現勘）

不然請文化局的人帶一下。

邱祈榮委員

不過在現場看、講的最清楚，因為我們居民也不懂。

現場民眾

十一、 散會：12 時 00 分。

動，謝謝。

第 12 頁/共 12 頁

好，我們現勘到這裡為止，請各位慢慢的安靜的往外面移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要找他們去協商好不好。

們家族之間也是要商量，我們文化局和市政府相關單位，其實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謝謝文化局的說明，資料都有附在環說書裡面。

留，要怎樣跟你們商量就要去商量，我對這邊也是很了解，你

深的感情，所以說要拆，大家一定都會反對。但是，該留的要

問題就是這裡已經存在 48 年，跟我們每一個在地人都有

(3)現場民眾

不要給你講，我們這些舊屋都不要拆。

(2)現場民眾

抱歉，現在說第 2 部分，先不要生氣，慢慢講，不好意思。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你說的對嗎？我們這 3 棟都不要拆。

這個範疇，那我覺得這次來有點意義。

因為上次我們不知道實際範圍在哪裡，這次可以清楚知道

邱祈榮委員

是，還有後面。

文化局

所以簡單講這個紅磚牆的範疇大概都是。

邱祈榮委員

對，都會拆掉；因為不是歷史建築的範圍。

文化局

現場民眾

留這兩層樓。

邱祈榮委員

都會拆掉嗎？

方以後會變成中庭，這邊這一棟還有旁邊這一棟都會拆掉，會

我跟鄉親說明一下，現在分兩個部分，第 1 個現在站的地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委員會，如果他們願意要保留的話。

目前是沒有，不過他們可以提整體計畫，我們會送到文資

文化局

所以這個是不是在範圍內，算不算範圍內?

邱祈榮委員

分，其他我們看到的。

個歷史建築來講，事實上就是前面這一棟跟後面那連棟的部

就是我們 5 處歷史建築範圍，事實上已經很清楚的，以這

文化局

問題是旁邊的範圍有多大。

開發單位（亞新公司）

歷史建築的範圍已經公告了。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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ނᅿᜪ
ғय़ᑈ
ဂϩѲ
่ޗނᄬϷғߏރ
ݩ

1. ᓬ༈ᅿ
 ᓬ ༈ ဂ ᓬ༈ᅿǵኧໆǵϩѲǶ! 2. ኧໆ
ပ
3. ϩѲ
1.
4/ Н
ဂᅿᜪǵኧໆǵෞ౽ 2.
ୱ  ᅿᜪϷ
 ݩ ރǵ ፓ  Б  ݤǵ Տ 3.

ኧໆ
ǵਔ໔ϷጄൎǶ!
4.
!ނ
5.
1.
 ᅿ  ݔ౦ ᅿᜪǵኧໆǵᙦࡋǵ 2.
֡ࡋǵ௦ኬᡏᑈǶ!
3.
ࡋ
4.

ଆّਔ໔!
105.01.25~28
105.04.18~21
105.07.11~14
105.10.03~06
(ςֹԋ)

ဂᅿᜪ
ኧໆ
ፓБݤ
Տ
ਔ໔Ϸጄൎ
ᅿᜪ
ኧໆ
֡ࡋ
௦ኬᡏᑈ

ीฝጄൎ

ीฝጄൎ

ी ฝ ጄ ൎ ᎃ ߈ 1.WB1
2.WB2
ݞοНୱ
3.WB3

 ৲ Ӧ ෞ౽܄ǵғຼڮයǵ !
ᕷ़БԄϷచҹǶ!
Ϸ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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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ԛ

ᕉნቹៜຑ
ൔਜᇙբ໘
ࢤ

8ԛ

102.03.18~21
102.06.18~21
102.09.09~12
102.12.09~12
105.01.25~28
105.04.18~21
105.07.11~14
105.10.03~06
(ςֹԋ)

z  ܭΒ໘ᕉຑ௦Չޑނဂǵಔ
ԋ ǵϩѲ׳ӄय़ޑፓБԄՉ
ຑǶ

zҁीฝςૼہғᄊϦљՉፓ
ϷຑǴ၁ᕉნቹៜᇥܴਜ 6.4.3
ϣ

ᕉნ ᕉნ
ᜪձ! Ҟ! ᕉნӢη!

ጄᛑࣚୖۓԵၗ!

ຑҞ!

ፓ!!!!!

ຑጄൎ!

Ӧᗺ!

ᓎ!

ଆّਔ໔!

ഢຏ!

ᎂ ౽ Ϸ ෞ౽܄ǵғຼڮයǵ !
ᕷ़БԄϷచҹǶ!
ᕷ़
5/ Н  ᅿ ᜪ Ϸ ᅿᜪǵኧໆǵғ ᅿᜪǵኧໆǵғᆶ
ᆶځϩѲǶ!
ځϩѲ
ୱ
ኧໆ

ᅿᜪǵᙦࡋϷ֡ࡋǵ
 ᅿݔ౦
ᅿᜪϷ֡ࡋǵ௦ኬᡏᑈ
!ނ
௦ኬᡏᑈǶ!
ࡋ
1. ғᅿᜪ
  ғ ϩ  ғ ᅿ ᜪ ǵ य़ ᑈ ǵ ϩ 2. य़ᑈ
ѲǵғߏݩރǶ!
3. ϩѲ
Ѳ
4. ғߏݩރ
1. ᓬ༈ᅿ
 ᓬ ༈ ဂ ᓬ༈ᅿǵኧໆǵϩѲǶ! 2. ኧໆ
ပ
3. ϩѲ
ีԖᅿǵԖᅿǵᛆᖏ 1. Ԗᅿ
6/ ᛆ
๊ᅿϷࡹ۬Ϧϐߥ ػ2. ᛆᖏ๊ᅿϷࡹ۬Ϧϐ
ᖏ  ނ
ीฝጄൎǵ
ᜪഁғނǵߥៈᆅڋ
ߥػᜪഁғނ
ྐ
ीฝጄൎǵӛ ӛѦۯ՜1
ीฝǶ!
3. ߥៈᆅڋीฝ
๊
Ѧۯ՜1Ϧٚϐ Ϧٚϐᎃ߈
8ԛ
1. Ԗᅿ
Ϸ
ᎃ߈ӦϷᜢ Ӧ  Ϸ ᜢ
2. ᛆᖏ๊ᅿϷࣔีԖ
ڙ
ǵϖިྒྷӦ ǵϖިྒྷ
ނ
ߥ
Ӧ
ีԖᅿǵԖᅿǵᛆᖏ 3. ߥៈᆅڋीฝ
ៈ
๊ᅿϷࣔีԖނǵ 4. ߥڙៈᐋЕ
 ނ

ߥៈᆅڋीฝǶ!
ဂ!
5. ౽ीฝ
ीฝጄൎ
ीฝጄൎ
˞ԛ
7/ ғ ᓬ Ꭶ բ ᔼᎦᡶϐٰྍǵ௨Εໆ ɡ
ϷٛݯБݤǶ!
ᄊ Ҕ
س
ғ  ނಕ ԖࢥǵԖ্ܫ܈ ނ܄ɡ
!
፦ϐғނಕᑈǶ!
ᑈ

102.03.18~21
102.06.18~21
102.09.09~12
102.12.09~12
105.01.25~28
105.04.18~21
105.07.11~14
105.10.03~06
(ςֹԋ)

zҁीฝςૼہғᄊϦљՉፓ
ϷຑǴ၁ᕉნቹៜᇥܴਜ
6.4.2ǵ7.2.2Ϸ8.1ϣǶ
zҁीฝςૼہғᄊϦљՉፓ
ϷຑǴ၁ᕉნቹៜᇥܴਜ 6.4.1
Ϸ8.1ϣ
zಃ໘ࢤςԖߥڙៈᐋЕၗǶ

ᕉ ნ ቹ ៜ ຑ  z  ܭΒ໘ᕉຑ௦Չޑނဂǵಔ
ൔ  ਜ ᇙ բ ໘ ԋ ǵϩѲ׳ӄय़ޑፓБԄՉ
ࢤ
౽࣬ᜢຑ

ɡ

ɡ

ɡ

ɡ

ҁीฝ໒วόੋϷᓬᎦբҔǶ

ɡ

ɡ

ɡ

ɡ

ҁीฝ໒วόੋϷғނಕᑈ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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ᕉნ ᕉნ
ᜪձ! Ҟ! ᕉნӢη!

ඳ!
ᢀ!
Ϸ!
ၯ!
Ꮸ!

ጄᛑࣚୖۓԵၗ!

ຑҞ!

1. ғᄊ
2. ғᄊߝᗺ
 ғᄊ!ۓ
3. ຑ ࡼπය໔ჹǵ ीฝጄൎ
Տ
ޑނቹៜ
4. ғᄊس୍ܺфૈ
1. ඳᢀচ܄ۈ
2/ ඳ
2. ёрΕ܄Ϸёᢀ፞ճҔ
ᢀ
ඳᢀচ܄ۈǵёрΕ܄
БԄ
ऍ
Ϸёᢀ፞ճҔБԄǵ໒
চ  ۈඳ ᗡࠔ܄፦ǵӦइ 3. ໒ᗡࠔ܄፦
፦!
ीฝጄൎ
4. Ӧइᒵ
ᢀ
ᒵǵՏǵکᒋ܄ǵಔ
5. Տ
ԋǶ!
6. کᒋ܄
7. ಔԋ
1. ຎЬᡏಔԋ
2. ғᄊ܄ऍ፦
ຎЬᡏಔԋǵғᄊ ܄3. ࠔ፦Ϸ٬Ҕݩރ
ऍ ፦ ǵ ࠔ ፦ Ϸ ٬ Ҕ  ރ4. ᕉნߥػБԄ
 ғ ᄊ ඳ ݩǵᕉნߥػБԄǵᢀ 5. ᢀඳᗺՏ
ᢀ
ඳᗺՏǵਸ܄ǵጄ 6. ਸ܄
ൎǵࠠԄǵኧໆǶ!
7. ጄൎ
8. ࠠԄ
9. ኧໆǶ

ፓ!!!!!

ຑጄൎ!

Ӧᗺ!

ᓎ!

ଆّਔ໔!

ɡ

ɡ

ɡ

z Β ໘ᕉຑஒ௦ୱЁࡋՉғᄊ
ᗺᆶғᄊسϐຑǴ٠ख़ࡼܭ
πය໔ჹԖғᄊᡏسϐቹៜำࡋ
Ϸ໒วࡕჹғᄊфૈϐᡂϯǶ

ीฝጄൎ

2ԛ!

216/22!
)ςֹԋ*!

zҁीฝςૼہϦљՉፓϷ
ຑ  Ǵ ၁ ᕉ ნ ቹ ៜ ᇥ ܴ ਜ 6.5.1 Ϸ
7.3.1Ƕ

ीฝጄൎϷᎃ
ᎃ߈ጄ
ൎ) х֖ϖި ྒྷ
ӦǵᜢԾฅϦ
༜ǵᢀॣξ୯ৎ ɡ
॥ඳϐܿୁݞ
۞ϷНݞΠෞ
Կݞαϐ*ୁٿ

zΒ
Β໘ᕉຑଞჹಃ໘ࢤᕉຑǴ࣬ӕፓ
ᗺՏǴՉғᄊඳᢀࡕКჹǶ
z
ᓐϦ༜ߥ੮٠ຑբࣁख़ाӦޑ
ёՉ܄Ƕ
ɡ

ɡ

2ԛ!

216/22!
)ςֹԋ*!

ڀЎϯ܄ሽॶऍ፦ǵҞ ڀЎϯ܄ሽॶऍ፦ǵҞޑ
Ў ϯ ඳ ޑϷ٬ҔࠠݩރԄǵՏ Ϸ٬ҔࠠݩރԄǵՏǵ ीฝጄൎ
ǵԖ܄ǵጄൎǵࠠ Ԗ܄ǵጄൎǵࠠԄǵᜪ
ᢀ
ԄǵᜪձǶ!
ձ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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ഢຏ!

ीฝጄൎ

z
ᓐϦ༜ϐඳᢀᔈуமຑځፂᔐቹ
ៜǴуமᇆᎃ߈ጄൎ)х֖ϖިྒྷ
ӦǵᜢԾฅϦ༜ǵᢀॣξ୯ৎ॥ඳ
ϐܿୁ۞ݞϷНݞΠෞԿݞαϐ
*ୁٿ
*ϐ࣬ᜢၗǶ
zҁीฝςૼہϦљՉፓϷຑ
 Ǵ၁ ᕉნ ቹៜᇥ ܴਜ 7/6/2Ϸ 8/4/2
Ƕ

ᕉნ ᕉნ
ᜪձ! Ҟ! ᕉნӢη!

ጄᛑࣚୖۓԵၗ!

ຑҞ!

1. ीฝჴࡼࡕ
2. ຎඳᢀᡂϯϐኳᔕ
3. ඳᢀೕჄीၗ
ीฝჴࡼࡕຎඳᢀ 4. ीฝϣ
ᡂϯϐኳᔕǵඳᢀೕჄ 5. ຎጄൎ
ीၗǵीฝϣǵ 6. ࠔ፦
 Γ ࣁ ඳ ຎጄൎǵࠔ፦ǵӦ 7. Ӧइᒵ
ᢀ
इᒵǵΓࣁᄬނඳ 8. Γࣁᄬނඳጏ
ጏǵՏǵຎഁϩǵ 9. Տ
܄ǵࠠԄǵኧໆǶ! 10. ຎഁϩ
11. ܄
12. ࠠԄ
13. ኧໆ

ፓ!!!!!

ຑጄൎ!

ीฝጄൎ

ीฝጄൎ

Ӧᗺ!

ीฝጄൎ

ɡ

ၯᏨࡼ٬ҔԛኧǵΓ
3/ၯ
ၯ Ꮸ ሡ αԋߏǵၯᏨБԄǵሡ
Ꮸ! 
ႣෳǶ!

ᓎ!

ଆّਔ໔!

216/22!
)ςֹԋ*!

ಃ໘ࢤςϩຑયΕᇥܴਜ6.5.1
Ƕ

ɡ

ɡ

zΒ
Β໘ᕉຑଞჹಃ໘ࢤᕉຑǴ࣬ӕፓ
ᗺՏǴՉΓࣁඳᢀࡕКჹǶ
zѱ
ѱ۬ჹޗܭη҂ٰඳᢀᕴೕჄᙔკ
યΕຑൔਜǶ

1ԛ

105.11
(ςֹԋ)

zҁीฝςૼہϦљՉፓϷ
ຑ  Ǵ ၁ ᕉ ნ ቹ ៜ ᇥ ܴ ਜ 6.5.2 Ϸ
7.3.2Ƕ

1ԛ

105.11
(ςֹԋ)

1ԛ

105.11
(ςֹԋ)

zҁीฝЬाՐӻǵǵࣽמ
ౢǵᏢਠҔӦǵϦ༜ǵϦӅ
୍ܺǵౢЍජǵҬ೯ҔӦǴߚ
ၯᏨ໒วǶ

1ԛ

105.11
(ςֹԋ)

2ԛ!

ᓉᄊǵᄊၯᏨၗྍǵ 1. ၯᏨسϩ
ၯ Ꮸ ၗ ՏǵࠠԄǵೕኳǵё 2. ၯᏨᏵᗺፓඔॊ
໒ว܄ǵೕჄൔǵߥ 3. ၯᏨБԄ
ྍ
4. ၯᏨᏵᗺޑҬ೯ёՉ ܄ीฝጄൎ
ៈᆅڋीฝǶ!
5. ᎃ߈ၯᏨᏵᗺޑၯᏨᡏ
 ၯᏨࢲၯᏨБԄǵҞޑǵਔ
ᡍ
໔ǵЬᚒǵวǶ!

6. ᔼၮࡕޑຎቹៜ
ၯᏨࡼࠠԄǵኧໆǵҞ
ࡼ Ȑ ֖ ࡌ ޑǵ٬Ҕݩރǵߥៈᆅ
ڋीฝǶ!
ᑐᡏȑ

ᡍ

ၯ࠼ೖୢፓǵЈӛ
ၯᏨᡏࡋϩǵၯᏨБԄፓɡ
Ƕ!
ၯᏨϣǵѤڬϐڙ
ɡ
ၯ Ꮸ  Ƕ!

ഢຏ!

ीฝጄൎ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z
ᓐϦ༜ߥ੮٠ຑբࣁख़ाӦޑ
ёՉ܄Ƕ
zᔈႣӃຑᒃНࢲϐёՉ܄Ϸځᕉ
ნፂᔐǶ
ҁीฝЬाՐӻǵǵࣽמౢ
ǵᏢਠҔӦǵϦ༜ǵϦӅܺ
୍ǵౢЍජǵҬ೯ҔӦǴߚၯᏨ
໒ว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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ᕉნ ᕉნ
ຑҞ!
ຑጄൎ!
ᜪձ! Ҟ! ᕉნӢη! ጄᛑࣚୖۓԵၗ!
ᔮਏ
!
ၯᏨሡϷၗྍወΚज़
ၯ Ꮸ ڋ ܍ǵޗЈ܍ၩໆǵ ɡ
ɡ
ၩໆ
ᕉნ܍ၩໆǶ!
ၯᏨೕኳǵࠠᄊȐ
ၯ Ꮸ ᜪ ࠠǵໂࠠǵচഁࠠǵ ɡ
ɡ
ԾฅࠠȑǵၯᏨׇӈϐ
ձ
ࣚۓǶ!
!ޗ
2/ β
!
Ӧ
ѱीฝǵѱ׳ཥी
!
1. ѱीฝǵβӦ٬Ҕ
٬
ฝǵୱीฝǵߚѱ
ᔮ!
ݩ
Ҕ!  ٬ Ҕ Б βӦ٬Ҕीฝǵࡌᑐނ
ीฝጄൎ!
2. ѱीฝೕჄϣϷႣ
Ԅ
ϷβӦ٬ҔݩǵβӦ
ीЇΓα
٬ҔϩკǶ!
ՏკȐᎃ߈֣ڱǵ
ᎃ ߈ β ǵకβǵੇ۞ǵ
Ӧ ٬ Ҕ ࠠ ྒྷӦǾǾՏȑаϷ βӦ٬Ҕࠠᄊ
ᄊ
࣬ᜢၗǶ!

ፓ!!!!!
Ӧᗺ!

ᓎ!

ଆّਔ໔!

ɡ

ɡ

ɡ

ɡ

ɡ

ɡ

ഢຏ!

ɡ

ɡ

ɡ

zѱीฝϷβӦ٬Ҕݩςܭಃ
໘ࢤϩຑયΕᇥܴਜܴਜ 6.6.1
Ϸ6.6.3Ƕ
zѱीฝೕჄϣϷႣीЇΓα
ςܭಃ໘ࢤϩຑયΕᇥܴਜ
5.2.2Ϸ7.4.2Ƕ
zԖ
Ԗ ᜢѱीฝѳՉቩբ࣬ᜢ
ᒵஒયΕΒ໘ᕉຑൔਜύǶ

ीฝጄൎϷځ
ɡ
ᎃ߈ୱ

ɡ

ɡ

zಃ໘ࢤςϩຑયΕᇥܴਜ6.4
Ϸ6.6.1Ƕ

1. ᔮวࠠᄊ
Ӧวᐕўǵวࠠ 2. Ӧวᐕў
ीฝጄൎϷځ
ी ฝጄൎϷ
 ว   ԄϷख़ᗺǵᆫပࠠᄊǵ 3. วࠠԄϷख़ᗺ
1ԛ
ԛ
ᎃ߈ୱ
ԋߏᇨӢϷวज़ڋచ 4. ᆫပࠠᄊ
ځᎃ߈ୱ
܄
ҹǶ!
5. ԋߏᇨӢϷวज़ڋచ
ҹǶ
ΠНၰǵ֣ڱೀǵϦ 1. ϦӅ๏Н
ीฝጄൎϷځ
3/   ޗϦ Ӆ 
Ӆ๏НǵႝΚǵґථǵ 2. ௲ػࡼǵӦ ୍ܺ܄ᎃ߈ୱ
ɡ

ࡼ
ଶًǵ௲ػЎϯǵແ 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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ɡ

zಃ໘ࢤςϩຑયΕᇥܴਜ
6.6.3ǵ6.8Ƕ
z௦ࣽᏢࣴزБݤՉӦวᐕ
ᕉ ნ ቹ ៜ ຑ  ўǵวࠠԄϷख़ᗺǵᆫပࠠᄊǵ
ൔ  ਜ ᇙ բ ໘ ԋ ߏᇨӢϷวज़ڋచҹǶયΕಃ
ࢤ
Β໘ࢤᕉຑਜҹϩϷຑǶ
zЎ
Ў ബǵᢀӀၯᏨǵᕉნ௲ػ໒ว
ၸำࡕᔈຑԖค҅ǵॄय़ቹៜ٠
યΕຑൔਜǶ
ɡ

zಃ໘ࢤςϩຑયΕᇥܴਜ
6.6.2Ƕ

ᕉნ ᕉნ
ᜪձ! Ҟ! ᕉნӢη! ጄᛑࣚୖۓԵၗ!
ᕉ
ႝǵѱǶ!
ნ!

ຑҞ!

ຑጄൎ!

ፓ!!!!!
Ӧᗺ!

ᓎ!

3. ΠНၰ
4. ֣ڱೀ
5. ႝΚ
6. ґථ
7. ً
8. ௲ػЎϯ
9. ແႝ
10. ѱ
1. ԖϦӅፁғ
ԖϦӅፁғǵϦӅӼ
2. ϦӅӼӄࡋڋϷՉރ
ीฝጄൎϷځ
 Ϧ Ӆ ፁ ӄࡋڋϷՉݩރǵᕉ ݩ
ɡ
ɡ
ғ Ϸ Ӽ ნፁғϷҔННྗǵ 3. ᕉნፁғϷҔННྗ ᎃ߈ୱ
ϦӅӒ্٣ҹၗǵᙴ
ӄ
4. ϦӅӒ্٣ҹၗ
ᕍߥ଼Ƕ!
5. ᙴᕍߥ଼
্ؠวғ܈ฅǶ্ؠ
ϯ Ꮲ  ؠቹៜጄൎϷำࡋǶႣٛ ɡ
ɡ
ɡ
ɡ
্
Ϸᆙ࡚ᔈᡂࡼीฝǶ!
ࡼπය໔ჹԾٰНᆅ
4/ Ҭ
ጕǵΠНၰǵґථᆅጕ
೯!
ᆅ ጕ  Ϸݨᆅǵଯեᓸႝᢑǵ ຑϩයϩჹܭᆅጕ ीฝጄൎ
ɡ
ɡ
ႝ၉ጕϷҬ೯ဦᇞႝᢑ ࡼϐቹៜ
ࡼ
ϐ୍ܺǴёૈԋϐཞ
্Ƕ!
ၡࢤǺ
xҬ೯ࡼǵၮᒡᆛၡϷ 1.Ҭ ೯ࡼǵၮᒡᆛၡϷ
1. ۯѳ ч ၡ
୍ܺځНྗǶ
୍ܺځНྗǶ
ी ฝ ጄ ൎ Ϸ  ځΎࢤ(ۯѳ
xၮᒡ৩ǵၮᒡπڀǵ 2.ၮ ᒡ৩ǵၮᒡπڀǵ
ᎃ ߈  ୱ ϐ ၰ чၡΖࢤ
 Ҭ ೯ ၮ ᓎǵीฝߕ߈ᖄѦ ᓎǵीฝߕ߈ᖄѦ
~ۯѳч
ၡ
ၰ
ၡ

ݩ
Ϸ
ځ
ܺ
୍
Н
ၰ
ၡ

ݩ
Ϸ
ځ
ܺ
୍
Н
ᒡ
ၡϤࢤ
ྗǶ
ྗǶ
2. ۯѳ ч ၡ
xࡼπය໔Ϸֹπࡕϐၮ 3.ࡼ πය໔Ϸֹπࡕϐၮ
Ϥࢤ(ࢪऍ
ᒡၡ৩ϷځҬ೯ໆᡂ ᒡ ၡ ৩ Ϸ  ځҬ ೯ ໆ ᡂ
זೲၰၡ

ଆّਔ໔!

ഢຏ!

ɡ

zಃ໘ࢤςϩຑયΕᇥܴਜ6.9
Ϸ6.6.2Ƕ

ɡ

zҁीฝόੋϷϯᏢނ፦ᒡΕǵᒡр
ϷᇙǶ

ɡ

zޗηݩ٠คֹ๓ᆅጕࡼǴҁ
ीฝջଞჹᆅጕࡼՉթǴࡼπ
ය໔ۚ҇֡ςӼܭπѦϐਢՐ
ӻǴӢԜ٠όჹ҇ౢғཞ্ϐቹ
ៜ

102.10.9-10
102.11.15-16
105.3.14-15
105.3.19-20
105.5.1-2

zಃ໘ࢤςϩຑયΕᇥܴਜ
6.7.2Ϸ7.5Ƕ

7

ᕉნ ᕉნ
ᜪձ! Ҟ! ᕉნӢη!

ጄᛑࣚୖۓԵၗ!

ຑҞ!

ຑጄൎ!

ϯǶ
ϯǶ
x Ҭ ೯  ࡼ ǵ Ь ԛ ा ၰ 4.Ҭ ೯  ࡼ ǵ Ь ԛ ा ၰ
ၡǵၯᏨၰǵًઠǵ ၡ ǵ ً ઠ ǵ ၮ ᒡ π ڀ
ၮᒡπڀǶ
Ƕ
xၰᆶଶًሡǶ
5.β БٰྍϷβБၮଌჹ
xҬ೯ᆢीฝǶ
ӦҬ೯ϐቹៜ
6.ၡαҬ೯ቹៜ
7.ଶًሡϩ
8.ቚ уံкፓ٠Չၡ
αۯᅉǵၡࢤ୍ܺНྗ
ϷਓՉਔ໔ᡂϯϩࡕ(
ࡕ
।)
9.Ҟ ԃҬ೯ໆႣෳϩ
ፎયΕчγ݅ࣽמ༜
໒วࡕޑҬ೯़ғໆ
10. ჹѦҬ೯ၡጕǵၮǵ
ᝳޗεᐏຑ

ፓ!!!!!
Ӧᗺ!
~ޗύຉ)
3.ޗηεᐏ
ၡαǺ
4. ۯѳ ч ၡ
Ύࢤ-ࢪऍ
זೲၰၡ
5.೯ݞՋຉۯѳчၡ
Ϥࢤ
6.ޗύຉ-ۯ
ѳчၡϤ
ࢤ
7.ε  غၡ Β
ࢤ-ύѧч
ၡ Β ࢤ
257ࡅ
8.Ծமၡ-Ϙ
ကຉ܍ቺ
ၡ-ε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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ᓎ!

ଆّਔ໔!

ഢຏ!

ᕉნ ᕉნ
ᜪձ! Ҟ! ᕉნӢη!

ጄᛑࣚୖۓԵၗ!

ຑҞ!

ፓ!!!!!

ຑጄൎ!

Ӧᗺ!

ᓎ!

ଆّਔ໔!

ഢຏ!

ၡࢤǺ
1. ᕉ  ݞч ၡ
۳ࠄۯ՜
Կ҇Ջ
ၡα(ۯѳ
чၡ-ύ҅
ၡ -ଚࢨ
ຉ-҇Ջ
ၡ)
2. ҥ ፣ ၡ ௗ
܍ቺၡ(ч
ч
ଆ ε ࡋ
ၡǴࠄԿ
Ў݅чၡ)
3. ᅽ୯ၡ(ܿ
ܿѳ ଷ
zஒ
ஒ ܭಃΒ໘ࢤᕉຑਜҹϩ
ᕉნቹៜຑ
Կᅽ୯ၡ В Ӛ 1
ຑًઠǵଶًሡǵҬ೯ᆢी
ൔਜᇙբ໘
Ϸ Ў ݅ ၡ ԛ 24
ฝ ǵβБٰྍϷβБၮଌჹӦҬ
ࢤ
α)
λਔ
೯ϐቹៜǶ
ၡαǺ
1. ᕉ  ݞч ၡ
Οࢤ-ύ҅
ၡǵύ҅
ၡ-ۯѳч
ၡϖࢤ
2.  ܍ቺ ၡ Ύ
ࢤ-ҥ፣ၡ
3.  ܍ቺ ၡ Ύ
ࢤ-Ў݅ч
ၡ
4. ᅽ୯ၡ-܍
܍
ቺၡǵᅽ
Ў݅
୯ၡ-Ў
9

ᕉნ ᕉნ
ᜪձ! Ҟ! ᕉნӢη!

ጄᛑࣚୖۓԵၗ!

ຑҞ!

ፓ!!!!!

ຑጄൎ!

Ӧᗺ!

ᓎ!

ଆّਔ໔!

ഢຏ!

ၡ
5. ᕉ  ݞч ၡ
Βࢤǵଚ
ࢨຉၡ

xၰၡǵΓՉၰǵࡌᑐ ނ1.ً፶ᆶՉΓቹៜ
2.ଶًቹៜ
ࡼ π Ҭ ೯ၰ࠾ഈׯ܈ၰǶ
ɡ
xًၰ࠾ഈǶ
3.కβѦၮၡጕ(ࡼπకβ
೯υᘋ
xၰၡΓՉၰϐઇᚯǶ
ਔ໔Дԛፓ)
ᅕբǵΓπങᕛᆶ
5/ 
ᅕ  ၗ ੇࢩށϐय़ᑈǵᅕ ɡ
ᔮ
ɡ
ᕇໆǵౢॶǵᅕܨᎂ
ᕉ ྍ
ϷᅕᄖᎍϐံᓭǶ!
ნ!
1. βӦ܌Ԗ
 β Ӧ  ܌β Ӧ  ܌Ԗ  ǵ β Ӧ ε 2. βӦελ
ɡ
λǵϩѲǵ٬ҔǶ! 3. ϩѲ
Ԗ
4. ٬Ҕ
ಃΒ໘ࢤፓຑ
1. ᎂǵံᓭ
 ޗ!
2. ᎂጄൎϷΓኧ
ᔮ
3. Ӽीฝཀᜫፓ
4. ໒ วࡕғࢲచҹׯ๓ک

ɡ

ɡ

ɡ

zӃӼۚ҇ǴЪۚՐᆶ໒วᒱ
໒Ǵࡼπය໔ՉҬᆅीฝǴً፶
рόቹៜ҇Ƕ

ɡ

ɡ

ɡ

zҁ໒วՏܭഌୱǴޗηۚ҇Ьा
аၭբϷπቷࣁᔮٰྍ٠҂ԖੋϷ
ᅕၗྍᕉნӢηǶ

ɡ

ɡ

ɡ

zಃ໘ࢤςϩຑયΕᇥܴਜ
6.6.1Ƕ

zፓ(ೖ)ޑҞǵჹຝǵϣǵጄ
ൎಒᔈᆶۚ҇ၲԋӅࡕӆ
໒ፓ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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ᕉნ ᕉნ
ᜪձ! Ҟ! ᕉნӢη!

ጄᛑࣚୖۓԵၗ!

ຑҞ!

ፓ!!!!!

ຑጄൎ!

Ӧᗺ!

ᓎ!

ഢຏ!

ଆّਔ໔!

 ᔮ௲ػቚуᆶցϐຑ

xӦइᒵϷ࣬ᜢၗ
6/ ޗ
Ƕ
  ӼӄӒ
xёૈϐጄൎϷՏკǶ Ӧ፦నϯወ༈ӼӄӒ্
ᜢ
্
xٛៈࡼϐᇥܴ܈ೕ
߯!
ጄǶ

ɡ

ɡ

ɡ

ɡ

zಃ໘ࢤςϩຑયΕᇥܴਜ
6.3.6ǵ7.1.5Ϸ8.1Ƕ

ಃ໘ፓǺ
1.௲ػᙍಔԋ
2.Ϧ໒ᇥܴБԄᕕှۚ ɡ
҇ᜢϪ٣
3.ۚ҇ۚՐϩѲ

ɡ

ɡ

ɡ

zಃ໘ࢤςϩຑયΕᇥܴਜ
6.6.2Ϸ6.6.4Ƕ

ीฝጄൎ

1ԛ
ԛ

z௦
௦ ࣽᏢࣴ
ࣴ زБݤՉᎂǵံᓭǵ
ᎂጄൎϷΓኧǶ
zಃ
ಃ Β໘ࢤᕉຑਜҹϩϷຑǴ໒
ᕉნቹៜຑ
วࡕғࢲచҹׯ๓کᔮ௲ػቚу
ൔਜᇙբ໘
ᆶցǶ
ࢤ
zፓ(ೖ)ޑҞǵჹຝǵϣǵጄ
ൎಒᔈᆶۚ҇ၲԋӅࡕӆ
໒ፓǶ

ɡ

ɡ

ɡ

zಃ໘ࢤςϩຑયΕᇥܴਜ7.3
Ƕ

ɡ

ɡ

ɡ

zҁਢஒࡼܭπය໔མൎբࣁຎ
ጨ٠ᆶۚ҇ྎ೯ǴЪᆢڬᜐ
ၰၡচԖϐࠔ፦ǴஒόੋϷߔ႖ϐ

ۚ҇ۚՐϩѲǴ௲ػᙍ
 ޗЈಔԋǵᆶीฝϐᜢ
߯ǵԖᜢᎂǵံᓭϷ

ᇶᏤ൩ၗǶ!
ಃΒ໘ࢤፓຑ
4. ᎂǵံᓭ
5. ᎂጄൎϷΓኧ
6. Ӽीฝཀᜫፓ
ीฝጄൎ
7. ໒ วࡕғࢲచҹׯ๓ک
ᔮ௲ػቚуᆶցϐຑ

7/ ໒
ܫ
໒  ޜ ܫ໒ޜܫ໔ϐׯᡂǵѨ 1. ໒ޜܫ໔ϐׯᡂ
܈ബཥǶ!
2. Ѩ܈ബཥ
 ޜ໔
໔!
8/ ߔ
႖!

ߔ႖

ीฝጄൎ

ࡼπϷၮᙯਔයԋϐ
ࡼπϷၮᙯਔයԋϐЈ
Јߔ܄႖Ϸࢲߔ܄
ɡ
ߔ܄႖Ϸࢲߔ܄႖Ƕ
႖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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ᕉნ ᕉნ
ᜪձ! Ҟ! ᕉნӢη!

ጄᛑࣚୖۓԵၗ!

ຑҞ!

ፓ!!!!!

ຑጄൎ!

Ӧᗺ!

ᓎ!

ഢຏ!

ଆّਔ໔!
ᕉნӢηǶ

9/ د
xၡጕୁٿϷઠࡼߕ
ஏ
߈ۚ࠻ڙຎጕߟҍጄ
܄
 دஏ  ܄ൎǶ
ɡ
Ϸ ϷЈ
xՐӻۚ҇ڙᏓॣਁ
Ј
ቹៜǶ
!
Ў!
ࡌᑐނՏǵࠠԄǵ
2/௲
ᗺǵሽॶǵ٬Ҕݩރǵ ɡ
ϯ!
ࡌ ܄ػᑐ
ᆢៈБԄǶ!
Ϸࣽ
ਸሽॶғᄊୱǵᅿ
Ꮲ!܄
ғᄊ سᜪǵೕኳǵሽॶǵߥ ػɡ
БԄǶ
ਸӦ፦ӦǵՏǵ
Ӧ ፦ ǵ ࠠԄǵਸ܄Ϸሽॶǵ ɡ
Ӧ
ߥៈБԄǶ!
໘ፓ
3/ᐕ  ࡌ ᑐ 
1.ࡌᑐނ
xࡌᑐނǵ่ᄬᡏՏǵ
ў ނ !܄ǵ ่
ࠠԄǵᗺǵሽॶǶ
2.Տ
ᄬᡏ

3.ኧໆ
  ے௲ ǵ xՏǵࠠԄǵኧໆǵ 4.ᗺ

ɡ

ɡ

ɡ

zҁਢஒ10ϦЁϐଏᕭᆘǴၡ
ጕୁٿϷઠࡼߕ߈ۚ࠻ߚࣁڙ
ຎጕߟҍጄൎǶ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ฝጄ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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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ฝጄൎ

2ԛ!

213/22!

z٩Ᏽ໘ᕉᇥਜᕉნค௲
܄ػǵࣽᏢ܄ϐࡌ܈ނਸғᄊ܈س
ਸϐӦ፦ǵӦ Ƕ

zಃ໘ࢤςЇҔҁीฝܭ102ԃ11Д
ՉϐЎϯўᙬᙬჴӦፓൔϣ
٠ϩຑયΕᇥܴਜ6.8Ϸߕ
ᒵΎǶ

ᕉნ ᕉნ
ᜪձ! Ҟ! ᕉნӢη! ጄᛑࣚୖۓԵၗ!
ӽ ቴ ǵ ᗺǶ
௲

ຑҞ!

Β໘ፓ
5.ࠠԄ
6.ԃжǵᐕў܄Ϸሽॶ
7.Ў ϯၗౢጄᛑࣚۓຑ
ҞаȨЎϯၗౢߥӸ
 ݤȩಃΟచೕۓҞࣁ ीฝጄൎ
ጄᛑǴх֖ђᙬǵᐕў
ࡌ ᑐǵइࡌۺᑐǵᆫပ
ࡌᑐဂǵԵђᒪ֟ǵЎ
ϯ ඳᢀǵђނǵԾฅӦ
ඳǵԾฅइނۺǶ
1. ࢲۓ
   ࢲ ۓǵ ٣ ҹ ǵ ҇ 2. ٣ҹ
 ࢲ  ǵ ߫ǵࡺڂǵᐕў܄Ϸ 3. ҇߫
ीฝጄൎ
٣ҹ
ሽॶǶ!
4. ᐕў܄Ϸሽॶ
5. ࡺڂ

 Ўϯ

Ӧᗺ!

ᓎ!

ଆّਔ໔!

ഢຏ!

!

!

!

zࠠ
ࠠ Ԅǵԃжǵᐕў܄ϷሽॶǵЎϯ
ၗ ౢጄᛑࣚۓຑҞஒયΕಃΒ
໘ࢤᕉຑਜҹϩϷຑǶ

ीฝጄൎ

2ԛ!

213/22!

zಃ໘ࢤςЇҔҁीฝܭ102ԃ11Д
ՉϐЎϯўᙬᙬჴӦፓൔϣ
٠ϩຑયΕᇥܴਜ6.8Ϸߕ
ᒵΎǴ٠ܭಃΒ໘Չၗ׳ཥǶ

ीฝጄൎ

ीฝጄൎ

2ԛ!

ᕉ ნ ቹ ៜ ຑ  zಃ໘ࢤςԖଞჹޗη໒วୱ
ൔ  ਜ ᇙ բ ໘ ՉፓǴಃΒ໘ࢤՉޗηᒪ֟ڬᜐ
ࢤ
611ϦЁፓǶ

x܄ǵߥӸሽॶǵߥӸ
1.܄ǵߥӸሽॶ
БԄǶ
2.ӦୱϣЎϯၗౢکўᙬ ीฝጄൎ
xӦୱϣЎϯၗౢکўᙬ
ፓ
ፓǶ

ीฝጄൎ

2ԛ!

213/22!

 ў  ᒪ ўᒪၞ!
ၞ
4/Ў
ϯ߫҇  !܄

ፓ!!!!!

ຑጄൎ!

ўᒪၞ

zಃ໘ࢤςЇҔҁीฝܭ102ԃ11Д
ՉϐЎϯўᙬᙬჴӦፓൔϣ
٠ϩຑયΕᇥܴਜ6.8Ϸߕ
ᒵΎ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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ᕉნ ᕉნ
ᜪձ! Ҟ! ᕉნӢη!

ጄᛑࣚୖۓԵၗ!

ຑҞ!

ຑጄൎ!

xࡼπύϷֹπࡕЎϯၗ
ౢϷўᙬᡂ׳ำࡋᆶ ڬ3.ࡼ πύϷֹπࡕЎϯၗ
ౢ Ϸўᙬᡂ׳ำࡋᆶڬ
ൎᕉნݩϐׯᡂǶ
ൎᕉნݩϐׯᡂǶ
4.Ў ϯၗౢጄᛑࣚۓຑ
ҞаȨЎϯၗౢߥӸ
ीฝጄൎ
 ݤȩಃΟచೕۓҞࣁ
ጄᛑǴх֖߄ᄽ᛬
ೌ ǵπ᛬ǵαॊ
ǵ҇߫ǵޕᆶ
ჴ፬Ƕ

ຏǺҁࡰЇ߄ϐҞϷӢηள٩ঁਢሡԶ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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ፓ!!!!!
Ӧᗺ!

ीฝጄൎ

ᓎ!

2ԛ!

ଆّਔ໔!

ഢຏ!

ᕉნቹៜຑ z௦ࣽᏢࣴزБݤՉ߄ᄽ᛬
ൔ  ਜ ᇙ բ ໘ ೌǵπ᛬ǵαॊǵ҇߫ǵ
ࢤ
ޕᆶჴ፬ϐຑǶ

A13－610

A13－611

A13－612

A13－613

A13－614

A13－615

記錄：王姿羡

（以下空白）

拾、散會：下午 16 時 00 分

1

引表於下次會議提出，並接續由景觀環境類別討論。

項目意見彙整如附件 1，請開發單位依附件修正範疇界定指

二、 本案環境影響評估範疇界定指引表討論至生態環境類別，各

行之建議納入。

一、 有關民間團體代表所提替代方案，請開發單位研析，並就可

玖、結論：

捌、綜合討論(意見摘要詳附件 2)

柒、開發單位簡報：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略

伍、主席致詞：略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參、 主席：林教授鎮洋

貳、 開會地點：市政大樓 12 樓中央區劉銘傳廳

106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壹、 開會時間：106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範疇界定第 2 次暨第 3 次延續會議紀錄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範疇界定指引表(彙整)

評估項目

現 地 勘 查 紀 錄 、 地 形 1. 現地勘查紀錄
特殊地
圖 、 地 質 圖 （ 地 質 構 2. 地形圖
形或地
造）資料、保護管制計 3. 地質圖(地質構造)資料
質
畫。

1. 現有地質鑽探及地質分
析
2. 地質報告
現地地質探查報告及紀 3. 地質圖
錄 、 地 質 報 告 及 地 質 4. 地質災害圖
圖、地質災害圖、不透 5. 本計畫施工對地質之影
水層位置與深度。
響
6. 地質災害敏感區調查評
估

地形圖（平面、剖面）、 1.地形圖(整地後地形剖面圖)
水深圖、高程、坡向、 2.高程
坡度以及實地補充調查 3.整地前後地形圖及剝度分析
圖
紀錄。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評估項目

度、地形坡度、地面植 3. 土壤組成
生、水土保持、沖蝕沉 4. 水土保持
積、河川地形圖、水道 5. 地面植生
縱橫斷面、水道河岸沖 6. 衛星影像
蝕、水庫淤積、進水口
沖刷或淤積、海岸地形
圖、海底地形等深線
圖、海岸地區沈積物分
布圖、衛星影像等資
料、距重要水道距離。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地質探查紀錄、土壤性 1. 土壤性質
質、地層條件、地層結 2. 地層結構
 邊 坡 穩 構、坡度、排水、風化 3. 排水
狀況、崩塌紀錄、開挖 4. 開挖型式
定
型式、挖填土方量載重 5. 挖填土方量載重
等資料。
6. 河道邊坡
基礎調查紀錄、基礎深
度、土壤組成、承載重
1. 承載重量
量、基礎沉陷、地下水
2. 地面下陷趨勢
抽用情形。
3. 土壤液化資料與潛能分
施工中及完工後地下水
析
 基地沈 位變化、地面下陷趨
勢、範圍。
陷
土壤液化資料與潛能分
析。
4. 沉陷板(永久、臨時)
計畫區位堆置棄土、礦 5. 沉陷對既有設施之影響
碴以及鄰近地區之採礦 (安全、功能)
紀錄。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土壤鑽探紀錄、土壤組
 土 壤 及 成 、 漲 縮 特 性 、 含 水 1. 土壤鑽探紀錄



 地質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物
1.地
理
形、
及
地質  地形
化
及土
學
壤

3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

衛星地圖(評估
項目6)

項目１、２、
３、4、5)

評估範圍

1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

評估範圍

－

地點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

蒐集社子
島地區相
關調查研
究資料

地點

－

頻率

調

一次

一次

一次

頻率

調
起迄時間

查

－

起迄時間

102.3.18-30
(己完成)

102.3.18-30
(己完成)

查

評估數量、位置、深度

第一階段已蒐集相關資料並分析評估納
入環境影響說明書 6.3.4節、6.3.6節、
7.1.5節及附錄十。
施工及完工後禁止抽取地下水位之行
為，故地下水位無變化之情形。另本計
畫未有採礦之行為故無需納入。
二階環評將持續檢核資料進行評估。

評估項目已於第一階段蒐集相關資料並
分析評估，納入環境影響說明書5.3.4、
6.3.6、7.1.3節及附錄十。
因社子島區域屬低窪地形並無陡峭坡
地，故無涉及坡度、崩塌紀錄、風化狀
況等環境因子。
二階環評將持續檢核資料進行評估。
應調查、監測、分析及補強其穩定性

本計畫為社子島堤內進行整地及公共設
施等工程，且社子島現況已屬市區風
貌，故不涉及風化及暴露程度、水庫淤
積、沖蝕沉積、河川地形圖、水道縱橫
斷面、水道河岸沖、蝕水庫淤積、進水
口沖刷或淤積、海岸地形圖、海底地形
等深線圖、海岸地區沈積物分布圖等影
響因子。
二階環評將持續檢核資料進行評估。

備註

第一階段於現地調查結果，本計畫區內
並無發現特殊地形或地質。相關調查資
料及分析評估詳環境影響說明書6.3.6節
及附錄十。
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中華民國
104年8月26日經地字第10404604170號
函。計畫區未劃設地質構造不穩定區，
故無需補充保護管制計畫。
應確認土壤地質鑽探是否有包含海院周
邊，無則需補充



第一階段已引用地質鑽探調查報告內容
且蒐集相關調查研究資料並分析評估納
入說明書6.3.6節及附錄十。

社子島地形屬平坦，與低窪之地勢，海拔高度
介於2~5公尺之間，詳環境影響說明書6.3.6節。
整地後之地形剖面圖及高程分析詳環境影響說
明書5.2.1節(1)整地工程內容。
坡地分析參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潛勢
地圖。

備註

說明：1.本範疇界定指引表係參照環保署『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附件六之格式內容填寫。
2.依據環保署規定，指引表之項目及因子等內容得依開發計畫個案特性需求而予以擇定；表中〝■〞係表示將於二階環評作業進一步調查或評估
(其內容並分別註明於後)(粗體字)或一階環說書已有分析說明，二階環評將會做必要的資料更新(細體字)，
〝□〞表示本開發案未涉及此因子。
3.第二階段調查起迄時間將依實際作業時間調整。

附件1

A13－616

4. 土壤重金屬

評估範圍

計畫範圍

地點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範圍

2

計畫範圍及其
鄰近區域(評估

－

－

4

－

－

頻率

調

－

－

1次

2次

1次

頻率

調

－

地點

－

現場觀測紀錄或最近之
水文觀測站紀錄、水體
1. 現場觀測紀錄及最近之
型式、位置、大小、水
水文觀測站紀錄
文特性、河床底質、水
2. 水文特性
計畫範圍承受 淡水河及
 地面水 體使用、調節設施、排 3. 水體使用
水體
基隆河
放設施、標的用水取引
4. 現場河川流量、流速記
水地點之水文數據、必
錄
要之水理演算、輸沙量
演算、潰堤後淹沒區範

1. 研究單位提供之研究報
告
研究單位提供之研究報 2. 地質圖
計畫範圍及其
 地 震 及 告、地形圖、地質圖、 3. 地質構造圖
鄰近區域
地 質 構 造 圖 、 地 震 分 4. 地震紀錄
斷層
級、地震紀錄等資料。 5. 地震規模
6. 斷層
7. 擴大效應
礦產種類、數量、位
 礦 產 資 置、型式、價值、開採 －
－
現況、附近地區相同礦
源
產分布。
現地觀測紀錄、附近海
2. 水
象觀測站紀錄與研究分
文及
析報告，包括潮汐潮位
水質
（暴潮、潮汐、潮差）、
流 況 分 析 （ 潮 流 、 匯 1. 氣候變遷導致之海水位
海象
流、分流、漩渦）、波浪 上升
（波高、頻率）、沿岸流
（流向、流速）、漂砂、
水深、飛砂、海底沈積
物。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沖 蝕 及 地形圖、集水區圖、土 1. 地形圖
壤組成、風化及暴露程 2. 集水區圖
沉積

延平北路
六段176巷
民宅
士林103號
綠地
福安河濱
公園、延
平河濱公
5. 淡水河、基隆河底泥性 社子島四周及
園、東山
質
下游河段
宮水閘、
社子抽水
站
計畫範圍及
1. 整地計畫
其鄰近區域(評
2. 挖填方處理
估項目１、
取棄土場地形圖、整地
3. 土方暫存區配置
２、３、７)
施工計畫、挖填方處
4. 運土路線
計畫路線鄰
－
理、取土計畫、棄土計
近主要道路集
 取 棄 土 畫、以及抽砂或採砂石 5. 土石方量
6.
填土來源
運土路線(評估
及取砂 計 畫 （ 均 含 場 所 、 地
7. 施工方法
項目４、５、
石
形、地質、施工方法、
６)
數量、運送方式、路
8. 土方來源及污染性質的
線）
。
檢核機制及計畫

9. 評估借土對環境品質影
響

廢氣或廢（污）水排放
或廢棄物處理對土壤污
染之影響。

環境 環境
評估項目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土 壤 污 率、透水性、固化、液
染
化特性及土壤化學性
2. 土壤組成
（含酸鹼值、重金屬含
3. 液化特性
量）等資料。
起迄時間

查

－

－

－

起迄時間

－

－

102.11.01
105.11.03
(已完成)

102.3.18-30
(已完成)

查
備註

第一階段已蒐集相關資料並納入環境
影 響 說 明 書 6.3.4 、 7.1.3(1)(a) 、
7.1.3(2)(a)節
二階環評將在進行資料更新。
本案計畫區未來將由建設中自來水管
線-大同關渡線之管網延管送水。

本計畫無從事海事工程未涉及海象影
響。

依據經濟部礦物局102.07.24礦局行一字
第10200092210號函，計畫範圍未經礦
區(場)或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地震造成的擴大效應(Amplifying effect)

二階環評將持續檢核資料進行評估。

第一階段已蒐集相關資料並分析評估納
入說明書6.3.6節。

備註

第一階段已蒐集相關資料並分析評估納
入說明書5.2.1、5.3.7、6.3.6、7.1.3節。



第一階段已蒐集相關資料並分析評估納
入 環 境 影 響 說 明 書 5.2.1(1) 、 5.3.1 、
5.3.7、6.3.8及7.1.7節。
二階環評將持續檢核資料進行評估。

第二階段進行調查、分析及評估。
再評估是否擴大至上游河段

第一階段已引用地質鑽探調查報告內容
且蒐集相關調查研究資料並分析評估納
入說明書6.3.6節及附錄十。

第一階段已引用地質鑽探調查報告內容
及於102.11、105.11進行延平北路六段
176巷旁民宅、士林130號進行土壤調查
並分析評估納入說明書6.3.6節、7.1.4節
及附錄十。

評估項目

圍演算或水工模型試
驗。
5. 淡水河、基隆河底泥性
越域引水地點與排放口
質
之地形圖、水文觀測紀
錄、引水量分析。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評估範圍

地點

頻率

調

查
起迄時間

二階環評將在進行調查、分析及評估

備註

3. 氣
象
及
空
氣
品
質
（
包
括
陸  氣候
地
及
海
上
）

水權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評估項目

3. 氣候變遷導致之極端降
雨

1. 開發範圍內或附近測站
氣象水文測站﹔開發範
位置及型式
圍內或附近測站位置及
2. 溫度、濕度、降雨量、
型式、溫度、濕度、降
降雨日數、暴雨、日
雨量、降雨日數、暴
照、蒸發量、氣候紀錄
雨、霧日、日照、蒸發
時間、氣候月平均值資
量、氣候紀錄時間、氣
料
候月平均值、極端值資
料。

控制、計畫地區防洪計
畫。
引水地點之水權量統
計、過去引水或分水糾
－
紛紀錄以及對下游河道
取水之影響。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7

計畫範圍及其
鄰近區域

－

評估範圍

5

－

－

地點

－

－

頻率

調

查

－

－

起迄時間



樓高=容積率÷建蔽率

第一階段已蒐集95~104年臺北氣象站
相關資料並分析評估納入說明書 6.3.1
節。
二階環評將持續檢核資料進行更新。
本計畫之安置住宅非高樓建築，故無
需進行風洞試驗成果分析。
建 蔽
土地使用分
容 積
樓高
率
區
率(%)
(%)
專案住宅區
45
350
7~8F
住宅區(一)
35
120
3~4F
住宅區(二)
35
160
4~5F
住宅區(三)
45
225
5F
第一種商業
55
360
5~6F
區
科技產業專
45
200
4~5F
區

已取得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直潭淨水場
之用水同意，未來仍依此水權進行取
水。

備註

DH-1、
102.03.29~04.25
DH-3、
第一階段已蒐集相關資料並分析評估
開發場所附近深井調查
102.09.30
DH-4、
納 入 說 明 書 6.3.4(4) 節 及 7.1.3(1)(c) 、
或地下水探查、抽水試
102.11.01
1. 開發場所附近深井調查
DH-6、
7.1.3(2)(c)節。
102.12.04
驗與研究報告、地下水
2. 地下水位
49次
105.01.30
DH-7、延
本計畫於施工及營運期間禁止地下水
位、含水層厚度及深
3. 水權量
計畫範圍及其
105.05.30
平北路七
抽取之情事，故不會造成地下水流向
 地下水 度、水層特性參數、滲
鄰近區域
105.10.28
段176巷旁
及水文之變化。
透係數、出水量、季節
(已完成)
民宅水井
變化、地下水流向、補
注區補注狀況及水權
將於二階環評製定施工前、中、後階
4. 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對
量。
段之環境監測計畫。持續檢核資料進
地下水可能之影響
行評估。
水利機構研究報告、地
－
－
－
面水及地下水之流入蓄
 水 文 平 積及流出抽用、水文循 －
－
本計畫不涉及水資源之蓄積及抽用。
衡
環及水資源管理、水資
源設施操作方式。
現場調查紀錄或附近測 1. 現場調查紀錄
站 觀 測 紀 錄 、 水 體 資 2. 水文資料
料 、 水 質 取 樣 分 析 紀 3. 地面水水質參數之變化
福安河濱
102.10.01
第一階段已蒐集相關資料並分析評估
錄、水體使用狀況、標 ( 溫 度 、 pH 值 、 DO 、
公園、延
102.11.04
納入說明書6.3.4節及7.1.3節，二階環
的水質要求標準、污染 BOD 、 COD 、 SS 、 氨 計畫範圍承受 平河濱公
102.12.04
評將再進行資料更新。
105.02.21
水體
源、處理排放方式、水 氮、亞磷酸鹽氮、總磷
園、東山 6次
 水質
二階環評將持續檢核及擴大測站資料
105.04.22
文資料、輸砂量及施工 大腸菌類)
宮水閘、
蒐集範圍。以及蒐集台北市、新北市
105.05.30
資料。
4. 地 下 水 水 質 水 溫 、 pH
社子抽水
相關環境監測計畫資料進行評估
（已完成）
站
 各 種 水 質 參 數 之 變 化 值 、 導 電 度 、 Cl 、
2（溫度、pH 值、DO、 BOD、NH3-N、SO4 、
BOD、COD、SS、總凱氏 Fe、Mn(有磯碳、大腸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A13－617

桿菌、NO3)

評估項目

評估範圍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評估項目

現地觀測紀錄或附近水
文站洪水觀測紀錄與研
究調查報告、洪水位、
1. 極端水患風險
洪水量、洪水流速、洪
水演算、各河段洪水分
配圖、排洪設施、洪水

評估範圍

6

－

現地調查資料、集水區 一階評估：
及排水地形圖、現有排 1. 集水區及排水地形圖
計畫範圍及其
水系統（斷面構造、縱 2. 地 面 淹 水 紀 錄 及 範 圍
鄰近區域
坡、通水容量）、地面 圖、海嘯溢淹
淹水紀錄及範圍圖、坡
向、坡度、地面植生、 二階評估：
計畫排水型式及設施之 3. 排水空間系統變更前後
配置圖、灌溉排水輸水 系統性之說明
設施圖、土壤透水性與 4. 保水滯洪規劃
計畫範圍
侵蝕性。
5. 評估做到海綿城市之具
溫水排放方式、排放地 體目標及作法
點調查、擴散效應等資
料。

氮、氨氮、硝酸鹽氮、
亞磷酸鹽氮、總磷、正
磷酸鹽、矽酸鹽、葉綠
素、硫化氫、酚類、氰
化物、陰離子界面活性
劑、比導電度、重金
屬、農藥、大腸菌類、
礦物性油脂）。
農藥及肥料（種類及使
用量）進入水體之可能
傳輸途徑、殘留量。
廢（污）水再利用計
畫。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8

主要風向、平均風速、
颱風紀錄、風花圖、建
1. 主 要 風 向 、 平 均 風
築物（外型及尺寸）與
風
速、颱風紀錄、風花
其他結構物之相對位
圖
置、風洞試驗成果分
析。
地理位置、建築物尺
 日 照 陰 度、周圍結構物之分布
－
－
影
及尺度、採光受阻之建
築物數量及受阻程度。
地理位置、地表熱能散
熱平衡
－
－
發遞減率。
第一階段調查
現地觀測或附近空氣品
1.現地觀測或附近空氣品
質測站位置、設備型
質測站位置、設備型
式、記錄時間、現地空
式、記錄時間、現地空
氣品質狀況：鹽分、一
氣品質狀況：一氧化
氧化碳、碳氫化合物、
碳、粒狀污染物、硫氧
粒狀污染物、光化學
化物、氮氧化物等
霧、硫氧化物、氮氧化
2.
施工及營運期間各種污
物、硫化氫、臭氧、重
染源之位置與污染物排
 空 氣 品 金屬及有害污染物等。
計畫範圍及其
放量(包括交通量、車輛
Dioxin 之檢測。
質
鄰近區域
種類、數量、固定污染
施工及營運期間各種污
源)
染源之位置與污染物排
3.經排放後環境中 SO2 、
放量（包括交通量、車
NOX 、 粒 狀 污 染 物
輛種類、數量、固定污
(PM2.5 、 PM10 、TSP) 、
染源）。
CO 之濃度與環境空氣
經排放後環境中 SO2 、
品質標準之比較
NOX 、 粒 狀 污 染 物
（PM2.5 、PM10 、TSP）、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洪水

 排水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查

查

－

－

起迄時間

－

－

起迄時間

本計畫不涉及熱平衡項目。

本計畫主要為地區整地、排水及共同管
線等工程開發，拆除及興建之建築不會
造成顯著之日照陰影。

備註

有關防洪計畫已提送中央主管機關審
查中，相關審查進度及結果將納入二
階環評報告書中。

二階環評將持續檢核資料進行評估

第一階段已蒐集相關資料並分析評估
納入說明書6.3.4節及7.1.3節。
二階環評將持續檢核資料進行評估。

備註

第一階段已於102及105年針對下八仙
102.08.24~08.26 福德宮等4處敏感點進行6次監測，並
102.09.27~09.28 蒐集士林測站等5處環保主管機關測站
102.10.31~11.02
資料並分析評估納入說明書 6.3.2節，
6次 105.03.21~03.23
105.04.29~05.01 二階環評將再進行資料更新。施工及
105.06.17~06.19 營運期間之影響，詳說明書7.1.1節。
二階環評將持續檢核資料進行評估。
(已完成)

－

－

下八仙福
德宮、
北興宮、
福安國
中、玄天
宮

－

頻率

調

－

－

頻率

調

－

地點

－

－

地點

 噪音

評估項目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評估項目

現場測定及調查研究資 1. 現場測定及調查研究資
料包括振動源、特性、 料包括振動源、特性、

 能源

當地能源供應方式、居
住戶數、平均每戶能源
1. 二氧化碳排放之影響及
消耗量。
對策
能源來源。
2. 節能減碳措施。
能源節約計畫。
省能源計畫。

直接輻射、放射性液體
10.核
外釋劑量、放射性氣體
輻射  核 輻 射
來 源 、 劑 外釋劑量(包括惰性氣 －
體、碘、氚及微粒)、
量
一般人之年有效等效劑

9. 能
源

評估範圍

地點

頻率

調

11

－

計畫範圍

－

評估範圍

9

－

計畫範圍

－

地點

－

1次

－

頻率

調

CO、HC 之濃度與環境 二階評估
空 氣 品 質 標 準 之 比 4. 經排放後環境中 PM2.5
較、最不利擴散之氣 之濃度審慎評估與提出
3次
候條件時模擬污染物 具體有效對策
濃度。
5. 臭氧(O3)
可能發生緊急狀況之短
北投垃圾焚化
期高濃度。
廠下風處
地形對空氣滯留之影
響。
6. 北投垃圾焚化廠健康風
各種工廠、火力電廠、 險評估調查
焚化爐 ……等燃燒 、 7. 毒性物質
製程設施可能影響空
氣品質之設計及操作
資料。
現場測定及附近噪音監
測站之紀錄、音源、型
式、噪音量、傳播途
徑、距離、緩衝設施、 1. 現場測定及附近噪音監
測定地點、量測方式、 測站之紀錄、音源、型
施工機具種類及數量、 式、噪音量、距離、測
1.下八仙福
航空器種類及數量、飛 定地點、量測方式、陸
德宮
航班次時間、陸路交通 路交通流量
2.富安國小
流量、地形地勢、土地 2. 施工中之交通噪音、施 計畫範圍及其 3.富邦人壽
8次
利用型態。
工機械噪音、環境背景
鄰近區域
4.台北海洋
施工中之交通噪音、施 噪音
技術學院
工機械噪音、環境背景 3. 完成後之交通噪音、環
5.碧華國中
境
噪音。
6.社子國小
完成後之交通（航空）
噪音、機械運轉噪音、
環境。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理。
自設掩埋場應預測廢棄
物質量之變化、可能之
地下水污染、覆土來源
之影響、滲出水處理、
惡臭及最終土地利用。
自設焚化爐處理應提出
飛灰、爐渣量以及清
除、處理方式﹔灰爐重
金屬溶出試驗。
建築物設置產生之障
8. 電
礙。
波干
電車、大眾捷運電訊系
擾
統對鄰近無線電系統及
其他通信系統造成之電
 電 波 干 磁干擾。
－
擾
電力機械造成之突發性
電磁輻射干擾。
高架結構物對無線電波
或電視信號之遮蔽或反
射。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5. 振
 振動
動

4. 噪
音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A13－618
查

查

－

－

起迄時間

102.08.25
102.08.26
102.10.09
102.10.10
105.03.14
105.03.19
105.05.01
105.05.02
(已完成

起迄時間

本計畫不涉及核輻射之環境因子。

環保替代方案評估

二階環評針對二氧化碳排放之影響及
對策、節能減碳措施進一步評估說
明。

本計畫公共工程施工及營運期間與電波
干擾無直接關係。

備註

二階環評將再進行資料更新。

第一階段已於102及105年針對下八仙
福德宮等6處敏感點進行8次監測，並
蒐集社子點等3處環保主管機關測站資
料並分析評估納入說明書 6.3.3節，施
工及營運期間之影響，詳說明書 7.1.2
節。



二階環評進一步評估排放後環境中
PM2.5之濃度與提出具體有效對策。

備註

臭氣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評估項目

量及集體有效等效劑
量。
緩衝帶劃設資料。
待儲存或處理廢料之來
11.核
源、種類、輻射性質
廢料
（核種名稱、核種濃
度、每年擬儲存或處理
各核種總活度、污染分
布狀況）
。
儲存或處理之廢料、總
 核 廢 料 重量（每年）、總體積
來 源 、 種 （每年）、平均密度、
－
類 、 性 發熱量及其組成。
質 、 儲 存 廢料之篩選、分類、包
裝、裝載作業、處置前
處理方式
檢查程序。
儲存處理設施之設計、
規格、使用年限資料及
其二次污染防治設施資
料。
核廢料運送方式、工具
及路線。
1. 族群種類
1. 陸
2. 相對數量
域動
族群種類、相對數量、 3. 分布
物  種類及
分布、現場調查位置、 4. 現場調查位
數量
時間、方法、範圍。
5. 時間
6. 方法
7. 範圍。
1. 種類
 種 歧 異 種類、數量、豐富度、 2. 數量
均度、採樣面積。
度
3. 均度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生
態

評估項目

振動量、量測方式、地 振動量、量測方式、地
點、土壤種類、距離、 點、距離
土地使用型式、施工方 2. 施工中機械振動及交通
式。施工中及完工後至 工具振動
少應分施工機械振動及
交通工具振動。
可能產生惡臭之來源、
物質種類、發生頻率、
時間、擴散條件及其濃
－
度推估。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居民對惡臭影響之反
應。
地區之人口數、行政區
7. 廢
分、區域土地使用方
棄物
式、廢棄物產量、貯存
清除處理方式。
1. 地區之人口數
 施 工 期 間 廢 棄 物 之 種 2. 廢棄物產量
類 、 產 量 、 分 類 、 貯 3. 貯存清除處理方式
存、運輸路線、清除處 4. 施工期間及營運期間廢
理方法。
棄物之種類、產量、分
營運期間廢棄物來源、 類、貯存、運輸路線、
種類、性質、產量、分 清除處理方法
 廢棄物 類、貯存、運輸路線、 5. 營運期間廢棄物來源、
清 除 、 處 理 及 處 置 方 種類、性質、產量、分
類、貯存、運輸路線、
法。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處理 清 除 、 處 理 及 處 置 方
法。
方式。
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6. 非法廢棄物調查
理產生之滲流水及惡臭
處理方法。
建築物或其他構造物中
石綿等毒化物之調查處

6. 惡
臭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12

計畫範圍、向
外延伸1公里之
鄰近地區及關
渡、五股溼地

－

評估範圍

10

計畫範圍

－

評估範圍

計畫範
圍、向外
延伸1公里
之鄰近地
區及關
渡、五股
溼地

－

地點

計畫範圍

－

地點

8次

－

頻率

調

1次

－

頻率

調

－

起迄時間

－

－

起迄時間

本計畫不涉及核廢料之環境因子。

備註

施工期間如發現非法廢棄物將依法清
除處理。

二階環評將再進行資料更新。

第一階段已蒐集相關資料並分析評估
納入說明書6.3.7節及7.1.6節。

本計畫主要為地區整地、排水及共同
管線等工程開發，未有惡臭物質排
放，故無需進行臭氣評估。

備註

102.03.18~21
102.06.18~21
102.09.09~12 本計畫已委託生態專業公司進行調查
及評估，詳環境影響說明書6.4.2 節內
102.12.09~12
105.01.25~28
容。
105.04.18~21
105.07.11~14 第二階段：加強計畫範圍及其相關地
區調查及收局已有之動植物資料並評
105.10.03~06
估分析之
(已完成)

查

查

評估項目

註：本指引表之項目及因子得依個案需求而選擇

 生態系
統

4.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1. 生態定位
2. 生態熱區、生態亮點
3. 評估施工期間對動、植
物的影響

環境 環境
評估項目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系
有毒、有害或放射性物
生物累
－
統
質之生物累積。
積



3. 水
域動 
物







2. 陸
域植 
物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評估範圍

15

－

評估範圍

13

動物生活習性、食物、
棲 息 地 生命週期、繁殖、棲息 1. 動物生活習性
2. 棲息地資料
及習性 地資料。
調查區內植物分布資
通 道 及 料、地形圖、動物活動 植物分布資料
觀察、移動通道及屏
屏障
障。
1. 植物種類
植物種類、數量、植生 2. 數量
種 類 及 面積、空照圖與現場勘 3. 植生面積
數量
查核對。
4. 空 照 圖 與 現 場 勘 查 核
對
1. 種類
種 歧 異 種類、數量、豐富度、 2. 數量
均度、採樣面積。
3. 均度
度
4. 採樣面積
1. 植物種類
植物種類、植生面積、 2. 植生面積
植 生 分 植群分布、植物社會結 3. 植群分布
布
構及生長狀況。
4. 植 物 社 會 結 構 及 生 長
狀況
1. 優勢種
優 勢 群 優勢種、數量、分布。 2. 數量
落
3. 分布
1. 族群種類
族群種類、數量、游移 2. 數量
種 類 及 狀 況 、 調 查 方 法 、 位 3. 調查方法
數量
置、時間及範圍。
4. 位置
計畫範圍鄰近
5. 時間及範圍
河川水域
1. 種類
種 歧 異 種類、數量、豐富度、 2. 數量
均度、採樣體積。
度
3. 均度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A13－619

－

地點

WB1
WB2
WB3

地點

－

頻率

調

8次

頻率

調
起迄時間

區調查及收局已有之動植物資料並評
估分析之

 第二階段：加強計畫範圍及其相關地

本計畫已委託生態專業公司進行調查
及評估，詳環境影響說明書6.4.1 節內
容。

備註

查

－

起迄時間

蒐集、評估以社子島為核心從區域尺
度進行評估
施工進土或運棄廢棄物，塵土、噪
音、震動等影響
規 劃 設 計 以 可 量 化 評估為 主 (植 群 社
會、碳匯量、降溫等)

本計畫開發不涉及生物累積。

備註

102.03.18~21
102.06.18~21
102.09.09~12
102.12.09~12 本計畫已委託生態專業公司進行調查
及評估，詳環境影響說明書 6.4.3節內
105.01.25~28
容。
105.04.18~21
105.07.11~14
105.10.03~06

查
範疇界定參考資料
4. 採樣體積

評估項目

6. 生  優 養 作 營養鹽之來源、排入量 －
及防治方法。
態 用

4. 水  種 類 及 種類、數量、植生情形 種類、數量、植生情形與
與其分布。
其分布
域植 數量
物
 種 歧 異 種類、豐富度及均度、 種類及均度、採樣體積
採樣體積。
度
1. 植生種類
 植 生 分 植 生 種 類 、 面 積 、 分 2. 面積
布、生長狀況。
3. 分布
布
4. 生長狀況
1. 優勢種
 優 勢 群 優勢種、數量、分布。 2. 數量
落
3. 分布
稀有種、特有種、瀕臨 1. 特有種
5. 瀕
絕種及政府公告之保育 2. 瀕 臨 絕 種 及 政 府 公 告
臨  動物
類野生動物、保護管制
之保育類野生動物
滅
計畫。
3. 保護管制計畫
絕
1. 特有種
及
2. 瀕 臨 絕 種 及 珍 貴 稀 有
受
植物
保
稀有種、特有種、瀕臨
3. 保護管制計畫
護  植物
絕種及珍貴稀有植物、
4. 受保護樹木
族
保護管制計畫。
5. 補充胸徑大於10公分之
群
樹木調查。
6. 移植計畫

 遷 移 及 游移特性、生命週期、
繁衍方式及條件。
繁衍

 棲 息 地 游移特性、生命週期、
繁衍方式及條件。
及習性

環境 環境
類別 項目 環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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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範圍、向
外延伸1公里之
鄰近地區及關
渡、五股溼地

評估範圍

－

計畫範
圍、向外
延伸1公里
之鄰近地
區及關
渡、五股
溼地

地點

－

8次

頻率

調
(已完成)

起迄時間

備註

－

本計畫開發不涉及優養作用。

演替晚期植群為主

102.03.18~21 本計畫已委託生態專業公司進行調查
102.06.18~21
及評估，詳環境影響說明書6.4.2、
102.09.09~12
7.2.2及8.1節內容。
102.12.09~12
105.01.25~28 本計畫已委託生態專業公司進行調查
105.04.18~21
及評估，詳環境影響說明書6.4.1及8.1
105.07.11~14
節內容
105.10.03~06
第一階段已有受保護樹木資料，
(已完成)

查

附件 2
第 2 次延續會議

社子島」的環境社會影響無法被徹底，因此我們強烈要求開發單

一、團體、居民代表陳述意見摘要：

位應提出具體的「規劃」替代方案，一個有別於「生態社子島」

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 廖副教授 O 賢

的社子島整體規劃方案。

1. 請市府不要一再敷衍回應居民與人民團體所提出的問題與質

正因為至今開發單位不願認真研擬替代方案，因此，包括 OURs

疑！

都市改革組織、專業者關注社子島陣線、以及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每次看回應，我都覺得非常生氣。許多回應完全避重就輕，甚至

等人民團體，與部分社子島居民討論後，提出民間版的替代方

文不對題，且許多千篇一律的公式回覆，回應不是在汙辱陳述意

案，希望開發單位能夠採納。我們沒有任何資源，所以沒有辦法

見的智商，就是以為沒有人會看。解釋非常少，非常多無關的文

研擬出細節，僅提出替代方案應有的原則，開發單位應研擬替代

字。以下舉幾個每次都會討論的問題，但都沒有得到具有說服力

方案細節。

的答案。例如，上次會議，環境權保障基金會郭律師以及 OURs

我們主張，規劃替代方案的核心目的，應該在於照顧社子島「現

都市改革組織康理事長詢問替代方案是什麼，為什麼只有「零方

有居民」的權益。環說書指出，社子島開發行為之目的為「保護

案」或技術層面的替代方案，而不是與「生態社子島」不同的替

社子島地區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及配合都市發展……」（環說書第

代方案。但是土地開發總隊完全沒有「解釋」，就只是像機器人

5-1 頁）。然而，「生態社子島」方案不但未保護現有居民之生命

一樣不斷貼以下文字：“有關替代方案內容依 106 年 5 月 18 日

財產安全，反而對他們趕盡殺絕，他們已經承受近五十年禁建限

範疇界定會議之決議第一點：「本案確認以「生態社子島」為主

建，欠缺基礎設施的不公平的對待，若依照「生態社子島」的規

方案，替代方案包括「零方案」
、
「技術替代方案」
、
「環保措施替

劃，開發後很可能無法負擔房屋貸款，生活陷入窘境，甚至被迫

代方案」
，並增加「社經人文評估替代方案」
。」辦理，並依 106

離開社子島。因此，我們強烈要求，必須有一替代方案是 以「以

年 7 月 14 日會議結論修正替代方案內容。」

照顧現有居民權益為規劃核心」，以下，我們提供這樣一個規劃

2. 我們要求一個像樣的替代方案！

替代方案，我們稱之為「生態聚落發展替代方案」，以下說明此

替代方案對於環評的範疇界定非常重要，然而，開發單位卻僅以

替代方案的六個與「生態社子島」明顯不同的六大原則：

「零方案」來敷衍了事。

(1) 居住正義方面：規劃方案應以社子島現有一萬一千多居民之

從五月份的第一次範疇界定會議到現在的第三次會議，開發單位

居住權利以及在地就業為優先。如有安置必要，應盡量聚落

都未提出替代主方案「生態社子島」真正的「規劃替代方案」，

內部或附近安置。

其環說書所列的仍是「生態社子島」規劃方案下的技術替代方

(2) 水患治理方面：在不可預測的極端氣候下，越高的堤防，當

案。第一次範疇界定會議之後決議增加的「社經人文評估替代方

溢堤或潰堤時，將會造成更大災難。鑒於加高堤防已不符合

案」，更是不知所云。這些零零碎碎的技術替代方案，加總起來

永續韌性的水患治理趨勢，且「生態社子島」所提之 9.65 米

也難以降低環境與社會衝擊。

高之堤防之興建，需徵收大量土地，與其繼續採用傳統的加

我們非常擔心在所謂「零方案」被設定為替代方案之下，「生態

高堤防之傳統策略，以增強「韌性」方式，也就是非工程的

1

2

配套措施來強化防災能力。

計及防水建材。此方案與「生態社子島」主方案最大不同處

(3) 發展方式：不應僅使用單一的「全區區段徵收」
，綜合使用多

在於，不加高堤防，維持現有六米高，避免大量徵地，避免

元開法機制。

現有生態環境衝擊，且完全不影響大台北防洪計畫。

(4) 空間規劃設計上：各聚落以訂定「特定專用區」
、擬定細部計

(3) 方案三 非工程避災韌性強化方案：整地及相關工程之技術配

畫方式來發展，以維繫聚落空間紋理。

套措施，應避免大規模改造工程，應考量現有生態人文環境

(5) 務實策略： 「生態社子島」將耗時十三年十個月（環說書第

並充分納入民意，以低環境衝擊方式達成最快環境改善，分

五章第 5-43 頁）才能開發完成，但根據過去經驗，實際上可

期分區施工。技術配套措施應確實遵循生態規劃、韌性城市

能耗時更久，要再等個二十年也並非不可能。這樣的開發計

等原則，維持原有聚落範圍、現有大面積綠覆地，現在河道

畫對社子島現有居民，特別是老年人與其他弱勢族時，完全

綠地與濕地。此方案與「生態社子島」主方案最大不同處在

無濟於事，甚至暫時安置期間的擾動會嚴重影響其身心健

於，不全區填高，不全面剷除現有聚落，全面降低環境、社

康。若有誠意要照顧社子島居民，必須要務實考量計畫期程，

會、文化、與經濟衝擊，加速生活環境與基礎設施改善。

應允許社子島就地改建，應啟動現有資源，即刻改善生活品

以上，各位委員評估，也請土地開發總隊具體回應，是否能夠將

質與基礎設施，並啟動防災計畫。

以上三方案作為替代方案，如果願意提出「規劃替代方案」，請

3. 根據以上六原則，我們整理出三個較具體的替代方案，希望根據

清楚解釋原因。不要剪下貼上之前的回應文字。

這三方案進行範疇界定。

4. 請清楚解釋為何不採用「就地改建」模式來改善社子島

(1) 方案一 多元開發工具方案：考量各個現有聚落紋理，綜合採

請主責機關明確解釋，不要給制式答案，就地改建「未獲當地民

用劃定特定專用區（並擬定細部計畫）
、市地重劃、都市更新、

眾支持」，是哪些民眾？有多少民眾不支持？比例多少？就我所

容積移轉、就地改建等方式改善社子島環境，提升居民居住

知，有許多社子島在地居民都希望能夠解禁，就地重建，那為何

品質。此方案與「生態社子島」主方案最大不同處在於，不

他們的意見沒有被納入？

採取單一「全區區段徵收」方式，減少對現有居民之社會、

5. 請主責機關都市發展局明確解釋，為何海院學生權益需要顧及，

文化、與經濟衝擊。

社子島現有居民的權益不用？

(2) 方案二 非工程避災韌性強化方案：
（1）啟動多元防災計畫：

臺北市議員陳慈慧服務處 謝主任 O 華

除水患之外，亦應強化火災、地震等防災能力。建置災害預

1. 上次會議紀錄（答覆）駱教授提出「建議將民眾意見納入評估範

警系統、設置避難空間、落實防災演習。（2）強化社會韌性

疇內」
，市府的回應是「遵照辦理」
，請問遵照辦理的內容是什麼；

培養災害應變力：居民組織培力，從鄰里守望相助及巡守開

林教授提出「暫時安置期間，應考量社區資訊網絡的設立…」，

始，維持現有緊密、相互支援的社會聚落網絡。（3）打造不

市府只有兩字「敬悉」。就委員提的問題市府主責單位是不是應

怕水淹聚落：以海綿城市概念改造開放空間與道路，使其在

該要有一些詳細的答覆？界定範疇就是為了之後要做更深度的

主要功能之外也具備納洪能力。改造建築物，採用高腳屋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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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因此希望範疇界定會議不會流於形式，希望市府及委
4

員能幫我們提供更完整資訊，這是我們未來幾輩子的事情，希望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郭律師 O 儀

不是這樣一字帶過。

1. 關於替代方案部分，一階環評結論告訴開發單位對於臺北地區防

2. 我仔細研究有關環評法律，本案應是依照第 25 條及第 27 條辦理

洪疏洪還有相關關渡平原社子島生態以及人文衝擊都有影響，這

環評，第 25 條是新市區建設，本案不符合前面 8 款，全臺北市

些影響有沒有替代方案？在前次會議康老師的意見是人文評估

都是都市土地，也不是第 9 款，應該不屬第 25 條，如果是第 27

替代方案是評估方式替代方案還是開發單位必須針對人文衝擊

條舊市區更新，未來開發案包括有產專區等其他部分，目前環評

提出具體替代方案，就像廖老師所說的就地改建有沒有可能降低

主責是環保局，那產專區是屬於哪部分，本案環評主責單位是一

環境人文和居民的衝擊。開發單位應就第一階段環評結論所提之

個還是兩個？希望可以釐清。

各項環境衝擊提出替代方案。

3. 上次會議結論主席裁定本案以生態社子島為主方案，並應增加社

2. 關於上次我提的問題（回應表 P6）
，問題是「生態社子島應務實

經人文替代方案，但是並未將各委員所提到的人文等其他規範或

考量社子島現有的生態環境」，回應是「已於第一階段環境影響

調查部分列入，土開總隊這次增加影音記錄保存部分，這是委員

評估調查作業均有進行調查，請參閱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6.4 節及

和居民想要的替代方案嗎？希望委員發揮專業幫我們多作補

7.2 節」
。社子島有很大的綠覆地，附近也有濕地生態，有沒有可

充，希望能夠具體明確的給開發單位指令。

能擴大綠覆地的保存範圍。依照生態社子島方案規劃有三種區

4. 我們是不是可以比照都委會在現場聽完結論，希望主席能夠同意

域：住宅區、商業區、科技產業專業區，其他是公共設施用地，

讓我們待到會議結論。

看不出生態在哪裡，如果從開發方案看不出來，是不是應該說明

5. 多元安置方式是在界定範疇的哪個指引範疇裡？田野部分，有

生態保存替代方案，及生態衝擊是否有替代方案？

2,476 個門牌，有 503 個門牌沒有訪查，這個部分什麼時候補足？

3. 關於安置部分，開發單位以「我們會以多元安置方案來處理」作

「門牌設籍多戶，符合面積、身分、設籍、住宅單元」，分配的

回應說明，什麼是多元安置？配套方式?承租資格、承租條件等

具體條例是什麼？我們想問社會住宅可以住多久？目前最多住

貸款問題，弱勢居民希望得到具體回應，才會認為衝擊小。看不

9 年，那 9 年以後要住哪裡？還是已經通融住 9 年就要偷笑了。

出實質內容，也不曉得什麼是多元妥適安置方案，這樣居民不可

6. 針對同聚落不同安置方式，評估安排居民住在同一區域內，意思

能相信市政府已做回應，我們是不是明確訂定替代方案後再進行

是各聚落住在市民住宅裡嗎？民國 59 年的都市規劃，各聚落住

範疇界定指引表的討論？

不同棟，不希望是這種方式。這麼多住宅裡，只有 1/3 洲美原住

4. 都市審議、防洪計畫及環評程序都尚未定調，希望三個程序可以

戶有資格購買市民住宅，有 1/3 面臨貸不到款。還有共用廚房，

互相溝通。如果認為全區區段徵收對於民眾造成嚴重影響，甚至

造成新住宅分配不公，期待開發總隊重新啟動調查，調查要多

於環評會議來否決，讓他們調整都市計畫內容，如果可行，可將

久，期待可以加速期程，重新制定社子島安遷設置辦法，可以因

多元開發提供給都市計畫來審議，而不是用尚未定調的命題，來

地制宜制定新辦法，我們支持開發，不要跟洲美一樣。希望加速

決定範疇界定會議。既然還未定調，是否可將環評討論的重要問

改善安置計畫。

題，反應予都計審議。環評機制在於評估開發對於環境的衝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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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討論如何開發，如何開發應由都計來決定，三個計畫互相

的民眾只能承租，既然計劃人口 32,000 人，公共住宅 4,500 戶，

溝通，或是由環評直接對衝擊大的做回應。

條件遠遠超過 1 萬 1 千多人、1 千多戶居民，政府給我們的社會

5. 臺北市政府第一次舉辦二階環評，在替代方案，承辦人員詢問過

住宅可以租多久？租金多少？坪數多大？是否可以永久承租，訂

中央，範疇界定指引和替代方案沒有優先順序。但是邏輯上，要

定契約？

提出替代方案，再進行範疇界定指引。例如人文替代方案，沒有

7. 我們要繼續永久留在社子島，不要因為徵收變得無家可歸。

一具體替代方案，比方說拆遷補助或人文生態環境保存替代方

8. 2017.8.5 的經濟日報指出：2015 年臺北市淨遷出近萬人，2016

案。（其他如附錄 1）

年淨遷出 1.9 萬人，今年 1 至 7 月以淨遷出 1.2 萬人，顯示近年

社子島團結促進會 陳先生Ｏ童

臺北市人口逐漸下降，而開發案計劃人口數 36,000 人，公共住

1. 市府應該照顧弱勢團體。

宅 4,500 戶，而社子島 1 萬 1 千多位居民，對於僅有能力承租的

2. 原住民專案補助，從身分證或出生日期、居住的年限等，也作補

家戶，是否可以具體延長承租年限，甚至永久承租，而非 3+3

助。

再加 3 年？

3. 要社子的居民與兩里的里長開細節協調會，不是市府自行開發定

9. 誠如環委建議，社子島開發需在「以人為主」的參與觀察法下，

案。

盡可能的讓「原住民留下」，照顧到所有現住居民，請問社子島

4. 市府需在補助更辛苦的居民。

實際門牌與居住設籍戶數各有多少？請具體以數字告知。而鄰近

居民 陳先生 O 燦

的永倫里早已高樓大廈林立，一直以來為大臺北地區防洪而犧牲

1. 不要讓只有兩成得票率的 I-Voting 結果，決定社子島居民的生死

的社子島，多數的 2F 以上竟是違建？對不起社子島 48 年的臺北

（總人數 14,478 人，生態社子島得票數 3,032 人）。

市政府實在不該把違建認定的一般標準套用於社子島上，應該明

2. 要求挨家挨戶田野調查（全面普查），大林蒲案做得到，社子島

文條例放寬違建與安置條件以示公平。

案也一定做得到。

10. 社子島多為大家庭與多代同堂，人口結構特殊，因此有許多只有

3. 所有訊息必需公開並強力宣導，偷偷進行的結果，所有居民都認

「字紙」或「口頭約定」的產權，有字紙的也多為毀損，鑑此，

為不開發了。

雖沒有權狀字紙，房屋土地僅限口頭約定成交，但現今仍有居住

4. 重新舉行 I-Voting，投票率必須過半才能進行，並加入消失的第

權，一但開發徵收啟動，即變成無屋無地之人，而我也買不起新

5 選項－（⑤要開發，不滿意三個方案）

房子，請問諸位：我應如何可以留在社子島？不是 3 或 9 年，而

5. 上次提過必須 step by step 逐步改善基礎建設，水淹半世紀的社

是像現在一般，安居之後不用再擔心未來搬遷。

子島依然健在，我們不怕水淹，擔心的是火攻，往往火災嚴重是

居民 李先生 O 順（附錄 2）

因為消防設施不足，消防車無法進入，首先必須提出應如何補足

1. 為了謀取土地和龐大暴利，無良政府和暴利財團互相狼狽為奸，

消防設施的不足。

已經奪取洲美里土地，造成環境破壞及生態浩劫，逼迫過半弱勢

6. 「以民為主」訴求的社子島開發案，無法協力造屋與無承購資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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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無家可歸，竟然不知悔改還食髓知涎，要繼續豪取社子島，
8

關渡平原，造成環境破壞和生態毀滅，臺北市唯一僅存的自然環

免徵收。何以海洋科技大學的師生權益可以被保障，但社子島居

境消失不見，更會造成政府負債千億，造就財團龐大暴利與地主

民的居住權益就可以不顧？

一夕致富，所有罪名與苦果卻要居民承擔，造成過半以上居民無

6. 北市府針對「社子島開發計畫」已召開兩次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家可歸，就算有家可歸也是骨肉相殘妻離子散，造就弱勢中的弱

估範疇界定會議，但北市府面對居民及人民團體之質疑，以及環

勢，造成農田毀於一旦，農民何去何從，難道要叫那麼多人去死

評委員要求提出「社會人文評估替代方案」等，北市府均未具體

嗎？造成多少公司和工廠倒閉或歇業，嚴重影響在地人與外地人

實質回應，且至今未提出任何「規劃替代方案」，僅以所謂「零

的生計，是否要造成更多的失業人口政府才會滿意？造成百年習

方案」敷衍了事。

俗與文化成為歷史，弄土地，划龍舟，犒軍會，殺豬公，辦宴席，

7. 長久以來的禁建，大量在地居民外移，政府長期沒有建設，處處

雜貨店不再復見，造成環境破壞，候鳥動植物被迫無處可去環

加以管制地方，導致地方漸漸沒落，生活機能極度不便，再度迫

境，民俗，人文，景觀，歷史，休閒，自然，所有一切陪葬吧！

使這些居民搬遷此地，最後只剩下一些真的走不了的老弱婦孺，

2. 社子島全區屬於高液化土地，根本就不適合全部開發，臺南大地

如今無良政府和貪婪財團，卻要一起聯手，把這些老弱婦孺全部
趕出社子島。

震就是案例，政府和財團竟敢為了暴利，否定政府自己公布的液

8. 整個社子島沒有半間診所、便利商店，過著沒水，沒電，沒門牌，

化土地資料，還要蓋 450%的住宅。
3. 目前才是生態社子島，未來就是人造社子島，當初蠻橫市府不顧

沒廁所的生活，但是我們毫無怨言，政府該收的稅金我們一毛也

七成市民拒投反對，反而以三成裡的一半選票，硬要代表八成五

沒有少付過，如今為了市府和財團的利益，就要我們大家搬離故
鄉。

的選票，全世界只有臺灣在執行區段徵收，理應修法廢除區段徵

福安里里辦公室 謝里長 O 加

收。
4. 目前市府的全面安置簡直是掩耳盜鈴，只會用文字和數字欺騙大

1. 104 年 6 月 27 日市長說要開發社子島，我們很開心。從開始到

家，所謂的全面安置是讓您買不起，如果買不起我會蓋房子租給

現在，里長提的建議，沒有回應或派官員溝通。社子島開發，拆

大家，以市府的講法要先去除違建，還要去除 77 年前蓋的才算

遷安置最重要，前市長也說要有特別拆遷安置補償辦法，才有辦

合法，更要扣除合法但修復過頭的房屋，先建後令何來違建，高

法開發，我們一直提出要送議會通過。社子島被禁建 47 年，許

雄大林蒲能有家可歸是因市府有能讓利，臺北社子島沒有家可歸

多有屋無地或一門牌住多戶現象，要有特別拆遷安置補償辦法才

是因市府無能暴利，無良市府和貪婪財團只願劃分 2%土地蓋公

有辦法補償和照顧弱勢團體。只顧開發，不顧原住民的權利，用

宅安置，那麼好康的事我們自己來就好了何須政府詐騙全臺。

一般安置補償辦法可以買國宅嗎？希望政府實際看地方、低收入
戶需要什麼。請各位委員來社子島看當地的生活。

5. 社子島開發計畫全區區段徵收卻排除臺北海洋科技大學，將其劃
為各定專用區免於徵收，理由為「保障其師生之受教權益」既是

2. 人口強度不要降到這麼低，這樣要怎麼照顧弱勢。市長有諮詢過

全區區段徵收，除了法定古蹟以外，理應全面性徵收才對，怎麼

我們需要什麼，1.提高容積率 2.特別拆遷補償辦法，當時高官都

可以選擇性徵收？原來和市長交情好意點就可以用各種名目避

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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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 徐小姐 O 芳

及與居民意見之溝通與尊重，應及環評中具體考慮。

1. 居民和市府目前正在進行開發的程序有很大的落差和不了解，

富洲里里辦公處 李里長 O 福

以”全面照顧原住戶思維出發”只是口號，沒有任何明文的條件說

1. I-voting 有提四個方案，過半數居民沒去投票，不是沒有替代方

明，最後若是進入徵收，居民措手不及而流血抗爭的社會成本，

案。最重要的是拆遷安置，一間 30 坪房子竟然只分 10 多坪，賣

市府關心在意嗎？

160 幾萬，可是一間安置住宅要 1000 多萬，財產縮水，才不去

2. 真正的居住正義是原本我有房可以永續居住或承租但市府全區

投票。給柯市長的建議都直接被回絕，59 年居住在那裡，政府

徵收的條件下，居民住的權利和工作權被剝奪這是居住正義嗎？

一聲令下，社子島就禁建，不管人民的生活。全區區段徵收，分

3. 文化聚落的保存不是小區或專區的規劃，他和聚落及環境的關係

回來只剩原來 0.4。這麼多說明會，我感覺都在圖利財團，剝奪

密不可分，若是全區區段徵收，人都搬走了，文化聚落如何保存，

人民，三成多去投 I-voting 都是去投資的人，居民只覺得以後沒

生態如何維持？

房子住。一張公文就全區區段徵收，搞得像農業區一樣。我們里

4. 對於我們生態的社子島就現有的情形已經相當豐富，我覺得寶貝

長講的沒有採納。只希望開發後可以繼續在這裡安居樂業。這邊

的生態環境對於市府在開發時有很大價值感的差異。

弱勢人很多，等建好也貸不下貸款。社子島土地流失很多，不要

5. 人文、風土、信仰累積百年共生的社子島環境，全區區段徵收後

再把大臺北防洪計畫放這裡。紅樹林很多不需要再保護，侵蝕原

消失殆盡，沒有周延的評估和保留，即便是開發時的噪音和空氣

來的植物，等政府研議好只剩白鷺鷥。

污染都可能造成生態浩劫，有沒有可能保留解禁的替代方案，評

2. 剛剛教授很用心，但只代表某方面的聲音，把開發人口強度降為

委說除了人是世代在這裡存續，動物何嘗不是呢？

1 萬 6 千多人，我不贊成。3 萬 4 千人把容積率 225%用完，已經

永倫里里辦公室 宋里長Ｏ耀

是很大負擔，整個開發成本落在 1 萬 6 千多人身上，以後安置住

1. 文化聚落保存維護規劃，應落實柯市長施政的主軸，「改變臺灣

宅是不是由 20 多萬變成 30 多萬。我也不贊成不造堤坊，海綿城

從臺北開始，改變臺北從文化開始。」政策把社子島的文化聚落，

市不要在社子島試驗。

古宅予以移置、集中，就是保存，那文化工作就可請小學生來規

3. 環保意識抬頭，要用電動車，但是弱勢居民很多，應該鼓勵使用，

劃就行了（古董園區）。

而不是強制使用。剛剛提到安置住宅配售，土地取得來自地主，

2. 加高堤防高度而不處理社子島最寶貝罕有的兩條河的淤積而不

現在配售連土地利息建築成本都要算，市地重劃可以分 5 成但區

整治，而過度保護的紅樹林引起的不當陸化也改變了河川的沖

段徵收只能分 4 成，為什麼安置住宅還要收這麼多錢，就洲美議

積，本議題不是市府水利處可能處理的，而是權屬中央該處理的

題，目前是依戶數還是門牌？等開發完成，我都無法貸款。

議題，下游城市河川沒有義務承受漫無節制的淤泥排放而改變社

陳先生 O 萬

子島周邊兩條河的管理，以落實臺北市為河岸城市的美名。

我們祖先住很多代，很安全，都不會淹水。拜託市政府，好好建設。

3. 5 月 18 日環評會議，董娟鳴教授提到社子島開發主要目的為改
善居民生活環境，尊重原聚落的作法與細緻的社會經濟調查，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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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的地主及居民 陳先生 O 輝
12

1. 社子島已禁建 50 年，房子都很破舊、狹窄、漏水、到處都是危

留「建築」而已。

樓及到處都是違章建築、社子島居民的生活品質和生活環境很

(4) 建議替代方案參考廖教授於會議中所提出之「規畫替代方
案」。

差，到處都是廢五金回收廠、棄土場、工廠-水、空氣、噪音、

2. 評估「區段徵收」命題主方案之行政、法令相關變更可行性（都

土砂飛塵一大堆，污染嚴重。

計、環評等），以提出有別於「區段徵收」的開發方式，並列入

2. 社子島的親戚和朋友、住的房屋都已 50~90 年的磚造房屋、狹

相關替代方案（請製作相關評估資料，供大眾理解與討論）。

窄、漏水、危險，親戚的生活都很痛苦、簡陋的。

社子島美學會 曾小姐 O 芳(書面意見)

3. 我希望市政府能加快速度，加快腳步開發，才能改善我們居住的

1. 社子島富洲里富洲社區發展協會下有七個團體，有社子島美學

安全和生活品質，才能改善我們的居住環境。實現居住正義的建

會，專責社區導覽（生態和文化）。不知道社子島原住民在 8 棟

設。
居民 柳 O 昀(書面意見)

樓內，原有的夜弄土地公、十八龍船迎過頭、作醮等及歷史建築

1. 請開發單位對於委員、學者、居民所提意見、疑問詳細記載並回

和廟宇的文化是否能做保留。這些文化、在地聚落，以庄頭信仰
為宗旨，如果開發後，這些文化不再，是否枝散葉落之憾！

應。範疇界定必須集思廣義、廣納意見非一再規避有失專業！
2. 全區區段徵收尚未定案，仍需繼續考量替代方案，非好像已確定

2. 另一個最大社團為社子島植栽認養人聯誼會，從 7 段洲美橋下和

全區區段徵收，而一再逃避，不願思考。既然都市計畫部分尚未

9 段到島頭公園延伸到東山宮數共有 144 位認養人，不知加高堤

定案，開發單位是否更放大範圍，加進界定範圍，非建設在未定

防後，內縮到防汛道路上的五階堤的植栽美化環境。已經 12 年
時間在這裡做環境美化工作這群人的心血是否可以安撫。

案的前提下。

3. 我是 9 段李忠記宅的居民，李忠記宅後李九在老先生在大正 7

3. 社子島屬世居聚落，開發應以此開發目的為基準，應是永續發展

年完成護龍後總建造完成。李九在有 5 個孩子，在開枝散葉到這

繼續維持世代足以負擔，得以繼續回到社子島居住。
4. 面對討論如此熱烈且具爭議開發議題，應規劃完善，非為一己之

一代子孫龐大，名為「屯墾期大戶三合院『磚房』」
，如今門牌號

利匆促決議，懇請委員仔細評估，保持中立且專業暫緩二階環評。

82 號到 90 號。「磚房」的補助款如何給這些子孫不用露宿街頭
的合理安置。以上請給明確答覆！

民眾 張 O 賜(書面意見)

曾小姐 O 香

1. 回覆 7 月 14 日會議意見回應表（P.26-P.28）

同意開發，社子島在市區屬於落後的一個部落，市政府也開發許多

(1) 本次會議資料未將前次提出之「更細緻的人文社會空間」列

地方，幾乎圖利財團，對居住的居民並沒改善，應該聽聽有戶籍邊

入討論，建議將前述環境因子納入範疇界定評估項目。

緣戶，好好安排，才是明智之舉，否則不要開發還有居住，開發沒

(2) 建議納入「民眾活動空間」評估項目，及不僅只是列出寺廟
「地點」與「活動項目」
。如夜弄土地公之民俗活動其涵蓋的

居住對居民有幫助嗎？

空間調查（繞境範圍）→擴大調查強度與範圍

居民 李 O 宏(書面意見)

(3) 需綜合考量寺廟、民俗、活動等之相互性，此保存方式僅保

1. 對於訪查，有門牌訪查，可是社子島居民最多就是住在違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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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希望市府能徹底訪查。

今日少數保留原有臺北生活特質的區域（聚落或社區），因此文

2. 恩對一門牌多戶，希望市府能重視這問題，不要官方說法，要具

化、社會、經濟資源的調查應充分進行。

體回答。

2. 人為生態體系的一部分，也就生態社子島中原有人群應納入生態

3. 不要一夕致富，只要容身之處。

體系評估。

二、委員及相關機關意見摘要：

3. 文化資源調查應包括文化資產、社造相關法令規範的項目。

邱副所長祈榮：

4. 社區除社會、經濟一般調查項目之外，應包括更深入的親屬、社

1. 意見回覆著重在於“態度”，不應以簡單“敬悉”及敷衍式回覆

會、文化關係網絡的調查。

（如回覆屠世亮委員意見），應將相關意見連結至指引表內容。

5. 文化資產至少要達到文資法規定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而且不

2. 替代方案評估方式應參酌各方意見，請從規劃、執行層面加強替

能只用查核舊資料，必須進行完整見地調查。

代方案之發展，如全區區段徵收方式（替代方案如市地重劃）、

6. 如何維護原有宗族、社會無形關係體系完整，應列入調查項目，

不加高堤防、生態系統平衡、逐戶調查方式（分層調查）等。

同樣原有聚落社區有形關係體系可否保存並應列入項目。

范教授正成：

7. 其他意見

建議以目前之方式為主方案，但要將配套措施納入第二階段環評之

(1) 里長講的是開發的大原則「讓原住民如何留在原有系絡、土

範疇。而配套措施應考量全區（特別是弱勢）之居民、文化、生態、

地之下居住」。

景觀及其他。

(2) 里長建議全區徵收（區段）的可行性，應列入評估項目。

高教授思懷：

(3) 生態社子島應可以增加內容或變更內容，甚至思考重新規劃

1. 環境品質調查與評估，水質水排水項目請考慮漲潮與退潮之情

的替代方案。

境；生態調查除漲潮退潮之考慮外，尚需增加潮間帶之調查。

(4) 社會、文化調查方法除社會學調查方法之外，亦應採取人類

2. 替代方案

學參與觀察的調查方式。

(1) 工程技術：請修正為工程規劃之替代方案，諸如符合防洪計

吳副教授水威：

畫之可能替代方案、全區填高之替代方案、中央河道是否設

1. 計畫人口及防洪計畫是否依中央審查結果為依據（平行審查），

置之替代、容積率提升之替代等。

或以替代方案來考量？

(2) 環保措施之替代方案：請修正為環保規劃之替代方案，包括

2. 基地填土計畫是否須考量替代方案？

提昇空氣品質、河川水質之替代方案，提升生態、景觀、遊

駱教授尚廉(書面意見)：

憩之環境規劃。

建議開發單位彙整各方意見，再修正替代方案之內容。

劉教授益昌：

林教授文印

1. 臺北盆地大部分區域因都市化失去原有人群、文化以及與自然之

1. 開發計畫中主要建物所在區位，應有地質鑽探資料。

間的關係體系。社子島區域保留盆地內原有水岸生活的特質，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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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投垃圾焚化廠對開發區域空氣污染影響應收集調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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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管理工程處書面意見：

2. 計畫簡報雖然說填土所需的土方是從其他縣市、開發單位透過協

1. 涉及營建剩餘資源處理 1 節，倘開發計畫案內之營建剩餘資源須

議所交換而來，但這些土方來源是否可以確保不是受污染的廢棄

處理，仍依「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如屬公

爐渣、工業廢土？相關的檢測依據、方式為何？

共工程部分，請依前述辦法第 2 條略述：「公共工程主辦機關自

本計劃尚保留部分農業特定區，但若無法確保這些土方來源，以

行規劃設置或由承包廠商自行設置之處理場之審查核准、各主辦

及有無遭受污染，勢必造成農業特定區的土壤污染疑慮，以及農

工程剩餘資源流向管制及未依計畫書處理者之處置。」；倘屬民

作物隨後延伸的食安問題。

間工程部分，仍依前述辦理，送本處施工科實施二階段剩餘資源

3. 前次會議市府針對能否以「咱們的社子島」作為替代方案的回應

流向管控審查及追蹤。

非常敷衍、偏頗，不管是以原聚落為單元的原地重建，還是全區

第 3 次延續會議

區段徵收後的配地，都牽扯到產權配置問題，兩者的複雜程度都

一、團體、居民代表陳述意見摘要：

相同，並無誰簡單誰複雜的分別。自從北市文林苑、永春都更、

當地居民 李先生 O 勳

臺中黎民幼稚園重劃案發生後，各地方政府都宣布日後將以公辦

1. 市府開發案名叫做「生態社子島」，但是社子島本來的植被率就

都更為主，為何社子島不能以公辦都更方式，讓各聚落原地重

高達 70%，其中有許多老樹和幹徑超過 10 公分的樹木與原生植

建？

被，現在卻要用土方把它墊高，等於是要把這些老樹、原生植被

道路、共同管線、下水道等公共設施都可以在重劃時，預留和各

徹底剷平，再用更耗能的方式填土、重建，這種捨本逐末的邏輯

個庄頭聚落的銜接處，只要律定各聚落規劃原地重建時，必須和

不是很可笑嗎？

外部公共設施對接的地點、社區內部公共設施骨幹的規劃方向即

市府因為違背遠雄大巨蛋案承諾，同意遠雄將工地週邊的路樹移

可，技術並非上不可行，只是無法像一般重畫區那樣整齊劃一而

走，已經背負破壞環境、財團打手的臭名了，為何還要在剷除這

已。

些原本就讓社子島很生態的樹木、植被？難道這些自然資源比不

但是社區本來就是循有機式的發展、擴張，每個社區內的建物、

上財團蓋的高樓、豪宅重要嗎？

道路、公共設施配置，必當有其背後的歷史脈絡，也是與環境共

將來開發時，市府要如何保全這些樹木、植被？要用什麼樣的工

生後的結果，而非一味尋求整齊劃一的棋盤式重劃。

法移植？從來都未做任何說明，就要進行開發，只會讓「生態」

4. 執政黨曾於 102 年在野時和去年分別在立法院提案廢除區段徵

這兩個字看起來更加諷刺、荒謬而已。

收，林全院長也承諾前瞻計畫不使用區段徵收，在區段徵收這個

在此要求市府及開發單位一定要有完善、合乎環境保育規範的當

不公平的行政手段迫遷、害死這麼多弱勢居民後，為何人口密度

地樹木、植被保留計畫，並必須確實調查當地樹徑 10 公分以上

更高、更講法治、人權的臺北市會再用區段徵收這種剝削的手段

的樹木位置、健康狀況、數量，以及原生植物分佈情況，樹徑

來對待自己的市民？除了必要的公用設施用地外，各聚落與不需

10 公分以上的樹木應以原地保留為原則，移植為例外，移植也

要公共設施區塊，能否排除於區段徵收之外？讓土地的剝削降到

必須有完整的移植計畫，並且工法須符合相關規範。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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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子島是以多個庄頭為主體的聚落，進而孕育出豐富的傳統文化

當地地質真的很嚴重，公車開過去整棟房子都會搖，希望重視這個

及社區信仰，如夜弄土地公、扒龍船、以及各姓氏的迎過頭民俗

問題。

傳統，作為連結各庄頭情感的橋樑，居民世居於此彼此熟識相互

永倫里里辦公室 宋里長Ｏ耀

照應，構成一個安定的社區網絡，這種無形的資產不正是政府近

1. 承辦單位可能忘記找北投焚化爐資料。焚化爐就在社子島東側，

年來鼓吹的社區長照、托育網絡嗎？不也是每年花費不少預算所

因為東風東北風的關係，每年都要看戴奧辛檢測報告，士林北投

追求的社區營造嗎？

十幾個檢測點，我得到的資料，在臺北海院周邊的蔬菜區土壤長

將這些聚落庄頭剷平重劃，再用一棟一棟集合式大樓取代，即便

期污染累積，最高跟最低大概差 40 倍以上，當地空氣戴奧辛最

所有原居民都能夠住回安置住宅，甚至以同聚落為同棟住戶為安

高跟士林北投最低大約差 4 倍多。

置依歸，整個庄頭紋理、人文脈絡早已全被破壞殆盡。

2. 關於土壤液化的問題，去年內政部公告全國土壤高危險區，公告

居民將不住在熟悉的街頭巷尾，出入的不再是有人情味的雜貨

前一天網路上查到是紅色的，隔一天公告變成黃色的。

店、廟宇，取而代之的是一層層隔離的公寓大樓，以及需要門禁

3. 有關環評說明會第二場，我已經報告過地質事情，臺北盆地 1694

識別的管委會警衛哨。很多長輩的生活習慣是每天沿著熟悉道路

年大地震的時候臺北是一個湖，300 多年來累積的社子島，幾年

散步、務農並到當地廟宇或是公共場地，與鄰居閒話家常，這是

前興建社子國小地下停車場，挖 14 公尺才見到土，14 公尺上都

他們最習慣，也是他們的感情寄託，如果全部搬進集合式大樓，

是沙，這裡的地質是否穩定，相關單位應該做真正的地質鑽探，

這樣的改變他們能接受嗎？他們不像年輕人可以快速調適生活

以永續經營社子島開發案的穩固跟安全。

上的改變，不少都更案例都是長者搬進大樓後就很少下樓，因為

4. 關渡紅樹林已經氾濫到佔 2/3 基隆河河面，水流往社子島島頭沖

他們幾十年熟悉的人事物和周遭環境完全消失、改變了，讓他們

刷，所以那邊放置很多消波塊。紅樹林氾濫造成陸化，關渡那邊

的身心無法承受，最後再下樓很多都是撒手人寰的人生階段了。

土地一直延伸，造成水流沖刷，社子島陸地一直滅失，所以關渡

即便市府將保留部分人文、信仰建物作為日後居民的公共空間，

的紅樹林要做管制。

但是新蓋的安置住宅、舊居民聚落和保留的人文、信仰建物已經

居民 呂先生 O 輝

因重劃開發，而被切斷了整個社區的歷史脈絡，以及地理上的鏈

小時候讀陽明國中，士林紙廠後面有臭水溝，比社子島的地還糟，

結，保留的人文、信仰建物也未必是所有居民過往經常聚集、聯

下面整個是爛泥巴，以前拿淡水河的沙子填平，直接蓋大樓，社子

絡情感的地方，這樣的重劃開發對原生社區脈絡、人文歷史的鏟

島底下都是沙，蓋大樓應該是沒有問題。

草除根，真的符合公益性、必要性以及成本效益嗎？

王先生 O 上

難道不能以各庄頭為開發單位，讓居民透過公辦都更的方式，自

那位先生說，車子開過都會震動，因為過去蓋的房子，地基是隨便

行規劃、決定哪些公共領域、人文建物應該保留、修建，讓居民

挖，舊社區沒開發才會發生這種問題。宋里長是隔壁里，永倫里已

由下而上，以更民主、住民自決的方式參與開發嗎？

經高樓大廈滿天是，但我們的里都不能蓋。里長說要考慮安全，但

當地居民 李先生 O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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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邊經過市政府各種測驗都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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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 廖副教授 O 賢

的影響，尤其是空氣污染。以目前的修法草案來看，毒性化學物

1. 全世界水患治理趨勢是採避災方式，根據研究，全世界水災越來

質的檢測是重點項目。在空間規劃上，北投焚化爐的污染處，盡

越增加，很大的原因是洪泛平原被開發，所以當築高堤、建水庫、

量避開作為人文居住或土地使用。希望檢驗下風處是否有毒性物

開發洪泛平原後，就會有更多人暴露在災害下。在環評很少去評

質。

估極端的水患風險，假設說今天在 9.65 高的堤防下，引入 3 萬 2

2. 先前參與過后里花博，要做生態公園，因為那裏綠覆地非常大，

人口，是不是可以評估，假如發生規模大於 200 年洪水，不管內

委員要求將胸徑 10cm 以上的樹木做原地保留。很感謝開發單位

水外水，經濟、人民財產的損傷有多少，這可以跟零方案或民間

願意調查，希望補充說明會如何處置。尤其範圍大甚至接近叢林

方案來相比較。因為我們用築堤方式引進更多人口，所以我覺得

的綠覆地，是否可區域性的保留跟保存胸徑大於 10cm 以上樹木。

這是很重要的水患治理評估方案之一。

3. 四斑細蟌的蜻蜓是國際瀕危指標性的昆蟲，生存在水質非常良好

2. 社子島很多非法棄置廢棄物，主責機關是否有調查目前社子島非

的環境，在一階的環評裡沒有看到，但用 google 搜尋能找到在

法廢棄物狀況，還有現存的這些廢棄物，特別是營建的廢棄物是

社子島的零星濕地有四斑細蟌的蹤跡。希望開發單位能調查瀕危

否有有毒的廢棄物，要怎麼去處置。

物種（像四斑細蟌）的可能棲地。社子島還有零散的濕地保有特

3. 希望在生態調查方面能成為典範，更何況這個案子名為生態社子

定的物種，在施工跟營運期間，如何保存零散的濕地跟生態，施

島，我想大家在生態這個層面都有期盼，個人認為生態調查，不

工完成後如何處置、維護。比方四斑細蟌是在蘆葦叢裡面，不是

是只有物種，或是單一物種的數量，我同意邱老師說的要考量社

在濕地。文化資產保存法也將特殊稀有物種列為文化資產的項

子島的生態地位，同時我也想提出，是否也來了解生態社子島為

目。

臺北市、為社子島提供什麼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比如說，幫臺北

富洲里居民 曾小姐 O 芳

市減緩多少都市熱島效應，最理想的狀況，我們會希望生態社子

1. 像我家後院有棵櫸木，寫到跟沒寫到的鳥都看的到，像鳳頭蒼

島開發之後，是替臺北市減溫的，這才真的有扮演生態功能的角

鷹、五色鳥。整個島樹木都砍掉，這些鳥會不會回來不知道。所

色。我們也用生態系統服務的角度去調查、了解、評價，目前的

以要考量樹木保留的部分。社子島蠻多在做鳥調的單位，包括我

生態系統服務的功能，以及未來開發後，是否提供比之前更好的

們鳥會、關渡自然公園那邊的志工、荒野保護協會等。鳥調很辛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不是只保留單棵樹，因為如果以整個生態系

苦，要一直觀察牠。

統來看，它是整個群落，某個現存的綠地。目前社子島有非常這

2. 幾年前，中央委員說，紅樹林要適度保護，我們說它已經佔太多，

樣多的綠地，如果把這樣子已經形成森林整理起來，也許能顯著

會影響到河道的流域時，他們說不能砍伐，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工

的增加整體的生態系統服務，就不只是嘉惠社子島本身，可以強

務局這邊整個溼地的紅樹林砍光光。當初我們跟政府溝通時，他

化臺北市生態功能。

們說那些水筆仔要保護，現在為了陸化全部砍掉，那水筆仔不用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郭律師 O 儀

保護了？那將來開發社子島，是不是會整個剷除？這些植披什麼

1. 是否能請開發單位就北投焚化爐下風處，進行毒性物質健康風險

時候會回來？那些生態、植被都在潮間帶，當你把它砍掉，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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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生態。

是否可能造成填土期延長？對於影響交通部分是否有因應對

當地居民 陳先生 O 輝

策？請開發單位具體說明。

各位認為是森林，但那種樹很常見，保留也應考量成本及可行性。

2. 基地保水所採用暴雨頻率為幾年？面對使用分區所造成鋪面土

建議保存老樹，規劃要有特色、符合當地的生態系。

地使用等造成區域間差異是否在地表逕流、排水系統透水等有更

居民 徐小姐 O 芳

詳細及具體分析、研究？

不求一夜致富，只要容身之處（全面安置、明文條件）
，只要發展開

3. 文化部分原計畫所保留幾座代表性建築、宗教中心，但仍有許多

發社子島，不要全區區段徵收

被忽略，例如：七段元宵夜弄土地公，非單純土地公而已，在聚

當地居民 許先生 O 鳴

落各角的土地公廟更是重要的中心，各角頭間微妙的關係及對於

1. 未來施工進土或運棄廢棄物時，請注意塵土、噪音、震動等不要

在地居民是相當重要的精神支柱。各聚落也有許多傳統民俗技

過度應想動、植物。

藝、北管等皆在居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請開發單位仔細調查，

2. 山腳斷層是否會影響地盤改良及未來專案住宅耐震度之設計應

考量並提出具體計畫。

一併考量。

二、委員及相關機關意見摘要：

3. 北投焚化爐是否要配套減燒或停燒，應一併考量，尤其未來有新

范教授正成：

居民移入時，健康風險是考量。

1. 地文：

張先生 O 山

(1) 沉陷板的設置除了臨時性地之外，也要用永久性的。因此，要

1. 生態社子島：土地開發總隊之 PPT 第 42 頁，乃是總隊自己提供

把數量、位置、深度考量在內。

之資料，而仍呈現了如此樣態－受陽明山國家公園、關渡自然公

(2) 河道邊坡之穩定應納入調查、監測、分析及補強。

園、觀音山國家風景區、五股濕地、國立故宮博物院之包圍，若

(3) 應該將地震所造成之擴大效應（Amplifying Effect）納入考量。

稍有不慎「生態度」不夠，則會丟人丟到國外，比黃色小鴨連三

(4) 有關地質（或地層）改良使用垂直排水帶（PVD）之深度，僅

爆更難看！

規劃 30 公尺，請做進一步之考量。

2. 資源整合：會上先進已提供許多「眉角」讓總隊參考，總隊只要

(5) 因為沉陷而造成既有設施之影響（安全、功能）應納入考量。

再用點心，更有態度的做好「生態社子島」的標案－燒錢的工程

2. 水文：

少做、藏魔鬼的社會人文細節多做，則大賺不已！

(1) 由於氣候變遷而導致之極端降雨及海水位上升所造成之影響，

3. 人死留名，虎死留皮：日本種子島有「宇宙種子島」或是「火箭

應考量在內。

種子島」的名頭，那麼請讓「生態社子島」名揚天下，留芳千古

(2) 要做到海綿城市，應確實研擬具體目標及作法。（包括透水面

吧！

積、滯洪設施、雨水貯集．．．）。

居民 柳 O 昀(書面意見)

3. 生態：建議本開發案規劃一個亮點，例如規劃成「綠頭鴨」或其

1. 關於填土部分，運送砂石車動線與居民倉儲動線可能重疊，對此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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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何植生、如何維護管理，．．．應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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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副教授水威：

式如筏基礎或樁基礎，即可以解決，且整個結構或建物會比較安

1. 「土壤及土壤污染」二階調查及評估之”評估範圍”增加”上游

全，才可以確保公共安全。依據調查結果，臺北市土壤液化潛勢

”。

比較高的比例蠻多，但並不是土壤液化高就等於危險，反而地質

2. 「基地沉陷」請補”調查地點、頻率、起訖時間”。

改良或適當基礎型式的選擇更為重要，在土壤液化潛勢高的地

3. 「地面水」之評估項目，請補地面水之逕流量及滲透量。

方，讓老舊房屋一直放著而未做改善反而比較危險。

4. 「排水」二階評估之評估範圍，建議除了計畫範圍，應擴大鄰近

2. 紅樹林過度泛濫的部分，市府跟中央討論過幾次，目前算有共

區域。

識，後續會朝著保留區公告範圍調整的方向作修正，目前由產業

5. 「氣候」評估項目所指”暴雨”代表意義何在？明確期評估項

發展局動保處委託技術服務研究中，調整方向經過地理審議委員

目。

會各個委員的支持，也經過專家學者的評估，這方面問題長久來

6. 計畫範圍及其相關地區可否調查及收集已有陸域水域動植物，並

說是可以解決的，目前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在今年度的報告會有

分析評估之。

結果─保留區的範圍會縮小。

邱副所長祈榮：

鄭教授福田：

1. 替代方案應依照上午決議事項辦理。

1. 請做水理分析，了解防洪計畫加強後，其 200 年一次暴雨對淡水

2. 二階環評將調查或評估項目應具體說明如何調查如何評估並與

河、基隆河及附近之影響。

委員及民眾意見相連結。

2. 請說明分二期開發之期程，並明確說明借土語開發期程之關係，

3. 沖蝕及沉積部分應針對過去 50 年評估社子島受沖蝕地變遷及對

用以評估借土對於環境品質之影響。

岸關渡紅樹林面積變遷與周圍濕地變化地評估，以瞭解社子島過

3. 請說明低碳島之積極作為，如英國、德國未來均使用非汽油、柴

去的沖蝕情形。

油之車輛，除居民外，所有公車、外來車進入本島均換乘環保車

4. 生態調查評估應著眼於社子島在本地區的生態定位，後續的開發

輛。

行為是否能承續現有的生態功能的角度來思考應有的作為。以現

4. 所有施工車輛、機具之燃料及防制設備請依環保局規定辦理。

有的環保署制式調查方法是無法滿足的，建議從區域尺度來進行

5. 空氣品質調查 O3。

生態調查評估。
5. 植物調查應從植物社會的概念來進行，並配合逐戶調查訪查居民
進行生態熱區的指認，建立社子島生態地圖。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張副局長郁慧：

1. 有關社子島土壤液化潛勢高的部分，今年有跟內政部營建署爭取
做補充地質鑽探，土壤液化並不是無法解，目前老舊房屋大多沒
有基礎或是不夠強健穩固，如果透過地質改良或選擇適當基礎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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