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華公園附建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里民說明會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7 時
地點：石牌國中活動中心 1 樓會議室
主席：張處長滋容

記錄：李信漢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辦單位報告：(略)
貳、 設計單位簡報：(略)
參、 各單位意見
一、 里民郭先生
(一) 本建案歷程敘述。
(二) 量體過大，規劃 600 格停車格位數高，容易造成交通
衝擊及環境汙染。建議仍維持初版規劃 400 格停車格
位。
(三) 供需求調查範圍太廣。
二、 里民曾先生
(一) 成立遊戲場共融遊具的「分齡挑戰、多元型態」工作
坊，共同討論使用需求及配置。
(二) 示意圖規劃有沙坑但無清洗區規劃。
(三) 公園對外銜接(內縮)並無設置無障礙通道之規劃，嬰
兒車、輪椅易與車爭道，民眾不易前往公園?
(四) 遊戲場遮陽及休息處之規劃。
(五) 出風口(廢氣排風井)是否緊鄰遊戲場。
三、 里民謝先生
(一) 停車場量體過大，應考量當地環境及交通承受量。
(二) 汽機車集中停放將造成周邊空汙影響，且通行車流量
過大將造成周邊塞車。公園周邊出口外部無連結之人
行道，缺乏連結公園出入口平順的無障礙動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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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及嬰兒車行至道路將需與大量車流爭道。
(三) 如認為目前規劃沒有問題，請市府做出具體保證，停
車場完工後，如周邊空氣、噪音汙染超標或是因停車
場進出車流造成周邊交通問題時，該由誰負責?
(四) 於地下停車場排風口附近設置空汙監測站，及監視顯
示看版(CO2、PM2.5、溫度、NOx)。
(五) 設置車流感應統計系統。
(六) 地面層建築量體過大，縮減綠地整體空間，建議里辦
公室、多功能教室改設置於大會堂下方(採地下陽光
屋方式)。
(七) 地下停車場管理室應採用對地面獨立通風管路換氣
系統。
(八) 未來需求將隨時間改變，停車場硬體應顧及往後 50
年使用上之需求，預留可變動之空間。
(九) 建議覆土深度增加為 3 公尺以上，讓樹木有良好的生
根深度，並選擇種植需深根之大樹種。
(十) 建議停車場出入口改為側入側出對民房衝擊較低
(十一) 路外停車場停車特性與需求規劃前應有停車延時
與停車需求等基本調查，建議能與車主進行訪問調
查且宜以尖峰時段總停車需求之 85%為基準作為規
劃標準。
(十二) 雨水花園區增設手動打水幫浦(將蓄水槽打出)添
增公園風趣。
(十三) 有關心遊樂場的家長團體，對本案共融遊樂區、體
建區規劃及遊具規劃仍有疑慮。依工程進度景觀工
程最快也要 2 年後方進行施工，希望設立工作坊邀
集民眾及專家共同規劃討論。
(十四) 建議取消採光井綠牆。植生牆需定期維護，若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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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將造成牆面植栽凋零反影響觀感。
(十五) 公園環境建議設計為友善燕子生存之空間(小森
林、水、遮風避雨又通風的築巢地)。
(十六) 綠建築設計的自然採光通風，雖有利停車場省電，
但相對的停車場所排放的汽機車廢氣無法集中過
濾處理排放於適當位置，將造成二次空汙，廢氣易
累積於地面層，對公園周邊民眾及住戶有健康之疑
慮，另復層綠化之規劃，矮灌木叢雖在低層綠化效
果較好，但相對易躲藏蚊蟲，建議不要種植於陰影
區，適地適量即可。
(十七) 無障礙廁所建議設置重度身障所需的照護床及免
治馬桶。
(十八) 開挖前應先就鄰近建物進行現況調查，建議擴大鑑
定範圍(開挖深度之 2 倍)。
(十九) 鄰損保險費應規劃要求。
(二十) 黑板樹爭議性頗高建議不要再回種。
(二十一) 以「零污染、零廢棄、再利用」為目標，並注
意勿將原拆除廢棄物及磚瓦混入草地及泥土種
植區。
(二十二) 請提出施工期間停車替代方案。
(二十三) 本停車場於 2015 年 3 月 17 日經市長室決定以
最大量體處理，於 2015 年 5 月 18 日臺北市新
建公有路外停車場審議委員會通過新建 640 格
位，請問本案供需調查是何時進行?
四、 里民林先生
(一) 在公園北側(振華街)與南側(裕民 6 路 114 巷)各規劃
一處車輛出入口(均為一進一出)。
(二) 本停車場鄰近商場，周邊車流量大，建議於停車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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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向再增設一車輛出入口以紓解車流。
(三) 依規劃開挖基地距西側鄰房 10 公尺，距東側鄰房 20
公尺，其建築對地表壓力是否平衡？是否需再重新規
劃？
五、 里民謝先生
(一) 以環境承受度為基礎，重新規劃本案停車場格位數
量。
(二) 本停車場為社區型停車場，但因鄰近即將新建商場，
未來恐因商場進出車流湧進振華街而影響周邊交
通，建議引導商場車流經其他方向通行。
(三) 停車場規劃需注意噪音汙染及人車通行安全。
六、 里民林先生
(一) 增建之停車場將吸引更多車輛前來本區域，將影響
周邊交通，改建期間公園無法使用，將影響里民生
活，反對今日所提之改建方案，建議維持現狀。
(二) 建議辦理鄰近里民之民意調查，查明里民對新建(改
建)停車場是否贊成。
(三) 反對老樹移植(影響存活)。
(四) 反對封閉式區民活動中心建議規劃成開放式區明活
動中心，另現規劃之位置不佳，建議以公園為優先
調整區民中心設置位置。
(五) 依目前停車場範圍，停車格位不宜大於 400 格，鄰
近道路狹小，車輛增加恐造影響交通造成進出不便。
七、 里民周先生
(一) 停車場量體規劃太大，建議停車格位規劃維持 300
格~400 格。
八、 里民劉小姐
(一) 公園遊戲區，只提出“共融”的概念，並無細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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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圖，希望設計時重視兒童使用需求。
(二) 遊戲區緊鄰地下停車場的排氣口，車道光洗牆面、通
風井等，是否對遊戲區的空氣品質有影響？是否考量
自然風向問題?
(三) 公園周邊連接道路，無人行道延續緩衝，無障礙動線
設計不佳(公園 4 周出口外未連結人行道，輪椅及嬰
兒車只能堆到馬路與車爭道才能通行)
(四) 依規劃期程遊戲場最快預計 2 年後方進行施作，建議
設置兒童遊戲工作坊(兒童遊戲自主權)，另稍早說明
社區參與部分系指佈置社區意象或硬體的部分?希望
也能參與討論。
九、 里民張先生
(一) 建議公園維持現況，俟未來有更佳規劃及更佳施工供
法後再行增(改)建。
(二) 公園覆土層僅規劃 2~2.5 公尺，深度不足將影響樹木
紮根及生長，覆土層深度不足，停車場所產生之溫度
將造成公園整體溫度上升及居住環進的溫度昇高，建
議覆土層深度 3 公尺~4 公尺之間。
(三) 區民中心會場及舞台建議改為開放式的空間，讓公園
的戶外整體性更強，避免淪為蚊子館或里民婚喪宴會
場所。
(四) 建議停車場的廢氣排放口裝設空氣濾清器，廢氣經空
氣濾清系統後再排放。
(五) 施工計畫應編列損鄰處理計畫及編列經費，如真發生
損鄰時應由北市府概括承受並賠償居民損失。
(六) 建議停車場出入口由北側振華街 2 處改為南北各 2
處(2 入 2 出)以紓解車流。
十、 里民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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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前振華平面停車場過夜都沒停滿，代表供給大於需
求，為何依調查仍有 395 車格車位需求，而致停車格
位需由 400 格增加至 640 格。
(二) 停車場出口車輛禁止左轉如何管制?
(三) 前述公園南側因道路寬幅及老樹故不宜於該處增設
車輛進出口，是否可將老樹移植釋放道路空間，將停
車場出路口改設置於公園南側。
十一、 里民陳先生
(一) 植栽計畫，北面退縮空間為何?
(二) 施工期程過久期望縮減工期
(三) 車輛出車於出口右轉部分是建議還是規定?
(四) 公園圓形綠地部分其土方覆蓋及草皮鋪設方式為
何？下方設置有雨水回收系統，其雨水回收系統設
置後上方覆土層厚度為何？故建議覆土層深度設定
為 4 公尺，否則其覆土層厚度不足。
(五) 公園環性的樹葉回收點是否有規劃?
(六) 明確提供主辦負責人姓名以示負責。
(七) 無需設置活動中心建議變更為 2 間多功能教室供居
民使用，其空間無穿透性及開放性考量恐造成治安
死角。
(八) 施工時間太長建議縮減。
(九) 現行規劃之停車格位設置過多，恐影響周邊交通。
(十) 通風井設計屬於到頂或是設置於密閉空間?
十二、 里民黃先生
(一)停車供需調查統計應以社區為單位，重新統計確切
停車需求。
(二)建議比照榮興花園地下停車場設置 2 出入口(設置於
不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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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氣孔鄰近停車場車輛出入口及振華街，排放之廢
氣加上車輛通行所排放之廢氣將影響振華街居民。
十三、 里民林先生
(一)建議未來里民說明會改在星期六或日辦理，因有停
車需求之民眾大多正在上班，來不及參與說明會。
(二)設計公司仍未就出風口是否裝設空氣濾清器及廢氣
是否先經過濾後再排放部分進行承諾及說明。。
(三)停車場空位調查，建議需先扣除里民及一般民眾月
票車位後再做檢視。
十四、 里民袁先生
(一) 靠振華街路側無人行道，未來規劃標線型人行道後
仍將有車輛違規停放影響行人通行，並無效果。
(二)公園缺乏環繞步道。
(三)規劃之儲水設施有何作用?容量多少?
十五、 里民盧先生
(一)希望減少停車格位，減少空氣汙染。
(二)增加綠地面積。
(三)黑板樹易引發過敏問題，建議不宜回植。
(四)石牌市場將於近期動工改建，與振華停車場預計改
建工期重疊期長，相關單位對周邊交通及停車需求
是否有其因應方案。
(五) 如造成鄰損，處理方案為何？停車場興建與石牌市
場改建是否已安排公證單位對四周建物內外之情形進
行拍照紀錄留存，已利未來如發生鄰損事實時安排賠
償修復。
十六、 里民陳先生
(一)公園現有 204 株樹木，41 棵保留、49 棵移除，114
棵移植，現有樹木移植存活率為何? 移植樹木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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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為廠商負擔的責任？除臺北市政府列管受保護
老樹要確認移植零失誤，其他幾棵對居民有感情、
有記憶的樹木，也應當要達到零失誤標準。
(二)建議取消採光井綠牆，植生牆需要定期維護，若維
護不當致牆面植栽凋零反影響視覺觀感。
(三)地下一樓現規劃 2 處自然光洗牆面利自然光流入達
到綠能，設計單位是否確定開口位置？請注意並避
免開口周遭如種植密集樹木，或光線遭公園其他設
計遮蔽，否則開口設計將無法達到必要之效果。
(四)兒童遊樂區之規劃設計建議保留此項預算，建議與
「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討論，並可增開社區座
談會共同規劃符合大家需求之兒童遊樂區。
(五)溜冰場使用需求較低建議取消，擴大兒童遊樂區提
供更寬敞舒施的兒童遊樂、長輩休閒空間。
(六)公園整體規劃設計有多處廣場，但實際上是否有其
需求，建議縮減廣場數量或面積，另公園整體水泥
覆蓋面積比例過高，建議降低同時縮減出入口面
積，取消部分造景，讓公園有更多綠地空間。
(七)公園綠地是否可於法令許可下彈性利用(如槌球場
地)。
十七、 里民胡先生
(一) 希望本停車場新建案能加速進行，儘早完成。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一)共同戲遊區將於細部設計前再與當地里民與相關單
位進行了解及規劃以滿足里民需求。另共同戲遊區
工作坊部分，因本建案之公共藝術之設置將送文化
局審議，將有策展單位介入，並再帶入社區參與，
未來將配合其規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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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通風部分，將二氧化碳設置監控系統，排風設
備利用節能方式監控場內環境，當溫度或一氧化碳
達標時啟動風機調節，且在設計時會考量自然通風
採光。
(三)有關照護床部分將納入規劃。
(四)30 年或 50 年後使用需求改變部分，目前車道之規劃
設置於兩側，較低樓層車輛進出無需穿越地下一樓
平面空間，依目前建築動線規劃設計未來如有需求
可調整使用，唯現行法規尚未開放變更，未來是否
可變更使用仍需依屆時法令之規定辦理。
(五)有關兒童遊戲區沙坑部分前經里民反映，將變更沙
子為碎木屑。
(六)鄰損鑑定部分，依現行規範其鑑定範圍為開挖深度
的 2 倍，將依規定辦理。於施工前將會詳加調查周
邊鄰房狀況，因施工造成破損，將由施工廠商負責，
保險費部分施工廠商須依規定辦理，將納入工程合
約依市府規定辦理。
(七)有關區民活動中心量體部分，係依當地需求所設
置，可依里民需求再做調整。
(八)進排氣井之設置主要共有 2 處分別位於公園東南側
為進氣孔，西北側為排風孔，其設置系為避免避開
周邊住家及兒童遊戲區位置，另排風井之高度將高
於人行空間，並將於周圍種植大型喬木，已就進排
氣孔設置位置謹慎評估考量。
(九)覆土深度目前規劃為 2 米~2.5 米，若增加覆土深度
其增加之重量將影響建物結構，及增加需支出經
費，故在評估植栽種植後存活需求及經費考量後，
規劃覆土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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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關儲水設置部分，為利水資源再利用，考量未來
缺水期，可利用雨水回收系統儲水進行灌溉，除避
免水資源浪費外亦可達到環保效果。同時避免公園
開發後影響周邊居民排水使用。
(十一) 有關車輛往北往振華街管制部分，目前規劃將設
置告示牌建議車輛通行方向。
停管處
(一) 本案實際調查基地周邊停車供需情形，顯示停車供
給不足數量為 395 位，加上現況振華公園停車場尖
峰時段之停車需求 223 位後，不足汽車共 618 位
(395+223 =618 席) ，且基地四周社區房舍老舊，
故本地是有其停車需求。
(二)供需調查為派員實地就振華公園為中心，依周邊現
有停車數量進行調查，停放車輛記為原有停放於周
邊之車輛，車輛並不會因本停車場設置 400 格或 600
格停車格位而吸引其他車流。預期本停車場將來會
像是社區型停車場，多數時間車輛僅作停放使用，
對交通及空氣汙染影響與現況路邊及平面停車場造
成情形差距不大。
(三) 對周邊交通影響部分，未來將對停車場周邊巷道進
行整頓，釋放道路空間供行人及車輛通行。
(四)有關於振華街以外其他方向增設車道出入口部分，
於前期南側規劃 2 處出入，考量鄰西側出口巷道有
一大樓業已設置該大樓之停車場出入口，若再將停
車場出入口設置於該處將影響巷道通行;另一處位
於裕民 6 路 114 巷，考量該巷道寬幅不足及種有植
栽，若設置停車場出入口於該處亦將影響通行。
(五)有關民眾擔心環境影響部分，本案未來將送都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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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都審階段將有多方專家學者進行審查，若本案設
計不符合規範，亦將無法通過審查。
(六)有關東西兩側保留空地不同，係因考量東側為留樹
木移植空間，故規劃東側保留 20 公尺寬空地，西側
保留 10 公尺寬空地。
肆、 結論
謝謝各位里民、議員及議員助理對本案關心，里民提供
的建議本處將做彙整檢討，並與府內相關單位研析。
伍、 散會(下午 9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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