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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總質詢第 3 組
質詢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5 日
質詢對象：柯市長文哲
質詢議員：陳建銘
計 1 位 時間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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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1 月 5 日──
速記：吳佩珊
主席（陳議長錦祥）：
繼續進行市政總質詢第 3 組質詢，質詢議員陳建銘議員，時間 40 分鐘，請開始
。
陳議員建銘：
市長，所有市政問題你都必須要盡力完成，針對市政總質詢的部分也不免俗。
請教市長，到底你要不要參選下屆總統？
柯市長文哲：
以後的事，以後再煩惱，我每天正常工作就好了。
陳議員建銘：
你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市政做好，對不對？
柯市長文哲：
對。
陳議員建銘：
市政做不好，其他的事情都是空談，選總統除了要有理念以外，你的政績也非
常重要，但是擔任黨主席就不一樣了，擔任黨主席更需要為政黨的未來作為，與未
來能夠為人民做些什麼事情要說明得更清楚。因此，我認為你擔任市長又兼任黨主
席並不是很恰當，因為蠟燭兩頭燒，到最後什麼事都做不好。
首先，想要就教市長有關臺北市的交通問題，公車事故頻傳讓我們覺得非常憂
心，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公車的評鑑，在整體作為上只做半套。
因為所有公車評鑑資料，只管傷亡而不管相關的違規紀錄，不只民眾提出相當
多反映，包括本席母親也曾經搭乘公車時，因公車緊急煞車而跌倒摔傷。這部分，
有申訴才有紀錄，沒有提出申訴就沒有紀錄，民眾搭乘公車摔傷的件數年年高升，
更重要的是相關申訴數量也日日增長。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任何公車進行評鑑時，並沒有把公車違規紀錄納入，從 107
年到 109 年 9 月為止，公車違規件數不斷增加，107 年有 996 件，108 年有 1,277 件
，109 年統計至 9 月已經達到 1,295 件。
依我們所取得的資料發現，交通局公共運輸處對公車所進行的任何評鑑，並沒
有把公車違規紀錄納入評鑑，未來是否可以將這些相關資料作為公車評鑑參考，讓
公車業者，甚至所有從業人員更能競競業業地為臺北市民服務，這一點，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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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
公共運輸處常處長華珍：
可以。
陳議員建銘：
應該這樣才對。
常處長華珍：
現在已經有納入評鑑範圍。
陳議員建銘：
這部分已經這麼久的時間都沒有納入評鑑，很多違規紀錄根本就沒有人管，希
望這部分能儘快納入規範。
常處長華珍：
好。
陳議員建銘：
儘快提升公車的服務品質。
再來，想要與市長探討有關臺北市交通違規肇事熱點，肇事熱點永遠都是這幾
個地點。
之前本席曾經質詢過多次，依臺北市機車死傷熱點排行榜，從 105 年開始一直
到現在，第 1 名永遠都是民權東路 5 段、6 段，肇事熱點都是這裡，難道沒有辦法
改善嗎？
到底是道路設計的問題，還是交通號誌的問題，還是執法不力的問題，請市長
看一下交通肇事熱點排行榜，永遠都是在這個地方，百姓所關心的事情，交通局好
像都沒有看到一樣。
局長，是否可以簡單說明一下，不要讓狀元永遠都是狀元，我們不希望看到這
種事情發生，請局長簡單說明。
交通局陳局長學台：
現在每 3 個月、每季都會檢討臺北市易肇事的交通路口，民權東路的部分，今
年第 1 季已經有檢討相關措施，我們都有進行滾動式檢討及持續改進。
陳議員建銘：
針對相關問題，本席 1 年多前就曾經質詢過，但是一直沒有看到相關改善的成
效，這一點讓本席覺得非常灰心，針對臺北市的交通狀況，每天都在塞車，但是嚴
重塞車路段都是這幾個路段，包括易肇事熱點都沒有得到改善，希望交通局能夠加
把勁，能夠有效解決易肇事及塞車的問題，不要讓騎車或開車的民眾再次面臨塞車
的窘境。
陳局長學台：
我們會持續努力。
陳議員建銘：
最近網路上又開始連署，就是有關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之 1 相關規定
，就是民眾必須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檢舉，民眾連署要將該條例廢
除，也就是未來檢舉達人的檢舉作為可以得到嚇阻。請問市長，現在檢舉達人檢舉
交通違規的部分，有沒有獎金？
柯市長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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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陳議員建銘：
本席是問有沒有獎金？
陳局長學台：
沒有。
陳議員建銘：
根本沒有獎金，為什麼他們要拼命檢舉？其實就是心態的問題，或許他自認為
是正義使者，但是民眾每天在路上開車擔心受怕，有時候在路邊暫停買個東西或早
餐怕被開罰單，接送小孩上下課也怕被開罰單，所以現在網路上發起連署要廢除相
關規定。
請教市長，你知不知道區間測速最近又要上路了，為什麼之前沒有辦法執行？
包括很多路口測速照相，因為沒定期進行檢驗，很多已開立的罰單都被撤銷，這是
什麼原因你知不知道？
柯市長文哲：
就是測速器沒有經過認證。
陳議員建銘：
對，因為執法工具都必須經過認證。
第 2 點，一般公務人員可不可以看到民眾違規就開罰單？簡單講，現在警察局
有沒有一線二的員警？就是警校剛畢業的，還沒有經過員警特考合格的，他們可不
可以開立罰單？
柯市長文哲：
沒有特考及格？
陳議員建銘：
沒有經過特考及格的就不能開罰單，因為他還不是執法人員，經民眾舉發、告
發之後，你們就依據這個來開罰單，有問題請民眾提出申訴，這是擾民的作法。
警察局陳局長嘉昌：
我們會嚴加審核，並要求實名制。
陳議員建銘：
其實這種擾民的作法，你們早就應該要檢討了，譬如環境保護局對於違反規定
的檢查或舉發，相關單位都非常仔細，因為有獎金，雖然警察局收到這種檢舉沒有
獎金，但員警收到這些檢舉案件都很開心，因為登錄違規可以記點、有績效，又能
夠增加稅收，本席認為相關法令應該檢討，甚至進行修正的時候到了。市長，你認
為這條法令是否要檢討或改變？
陳局長嘉昌：
我們有向中央建議，針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要進行修法。
陳議員建銘：
針對檢舉達人的作為，希望市府相關單位能夠在檢討過程中
更加謹慎，就是在執法過程中不要擾民，不要造成民怨。
陳局長嘉昌：
好。
陳議員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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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你支不支持將這條法令廢除？
柯市長文哲：
要改進，譬如登載實名制。
陳局長嘉昌：
包括審核時要從嚴。
陳議員建銘：
包括市長都曾經提過，家長在學校門口接送小孩臨停，你們還要推動臨時停車
相關作法，有時候確實是不得不的作為，譬如早餐店門口，人家只是下車買個早餐
，臨停在紅線上就被開罰單，包括交通設施也應該即時檢討，有些店家門口根本就
不需要畫設紅線，畫設黃線就可以了，這部分也必須要檢討。對於檢舉達人的作為
，我們希望能夠有所規範，不要讓這些問題再度造成社會上的困擾，好不好？
陳局長學台：
好。
陳議員建銘：
市長，你有沒有去過北投地熱谷景觀公園？
柯市長文哲：
去過。
陳議員建銘：
你什麼時候去過？
柯市長文哲：
喔，很久了。
陳議員建銘：
你去的時候是不是還可以用溫泉煮蛋，對不對？但是現在這些相關設施都沒有
了，只有靜態的景觀設施。
下一頁，照片上，煮蛋的地方就是清水地熱範圍，地熱水可以煮蛋，只要把安
全設施做好，就不會發生過去地熱谷因為沒有相關安全設施而導致民眾受傷。
同樣的，北投地熱谷景觀公園，因當地相關產業的努力，還有政府的協調與配
合，並感謝市長同意動用第二預備金 1,800 萬元改善地熱谷景觀公園周邊相關安全
設施，中央也提撥同樣的金額來改善地熱谷景觀公園的相關設施改善工程，未來這
裡會變成臺北市非常重要的觀光景點，我們更希望政府的配合還不只如此。
第 1 點，希望地熱谷景觀公園周邊交通能夠規劃完整的接駁，因為地熱谷景觀
公園前面完全沒有停車場的設置，希望能夠有接駁小巴。
第 2 點，依當地業者的反映，地熱谷景觀公園應該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
特殊地質景觀公園」認證，因為青磺溫泉只有地熱谷及日本玉川縣才有，而且日本
的玉川溫泉已經不能提供給民眾使用，但是臺北市北投地熱谷景觀公園的青磺溫泉
，還可以提供給當地溫泉業者使用，1 天的溫泉產量將近 1,000 噸，如此特別的地
質景觀，是不是請市長能夠同意，並協助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為「特殊地質景
觀公園」？
蔡副市長炳坤：
相關工程的部分，府內分工都沒有問題，我們已經向中央申請 1,500 萬元，再
加上第二預備金 1, 800 萬元，總共 3,300 萬元應該可以把這個地方做好，目前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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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向中央提出申請，並由自來水事業處負責施工與維護。
再來就是議員提到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特殊地質景觀公園」認證的部分
，臺灣過去有很多類似向聯合國申請的項目，實務上，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周水美理事長曾與我談過這件事情，我們會來想辦法看看，因為臺灣的溫泉與日本
的溫泉有很多合作，或許我們可以朝合作的方向來努力。
陳議員建銘：
好，我們更希望能夠透過政府的力量與協助，政府與當地溫泉業者結合，將日
本玉川溫泉與臺灣北投地熱谷的青磺溫泉一起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特殊地質
景觀公園」認證。
蔡副市長炳坤：
是，在北投溫泉的無圍牆博物館當中，這是非常重要的景點，我們會加強這方
面的觀光與行銷，我們會來努力。
陳議員建銘：
行銷臺北市是非常重要的，前 2 天本席在教育委員會質詢時特別提到，現在臺
北市的觀光產業都很慘淡，旅館業也都在慘淡經營，夜市業者也都在流淚，因為都
沒有觀光客，希望市長能夠在此承諾，讓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能夠提早完工，並把周
邊的觀光產業進行完整的配套措施。
事實上，如果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能夠儘早完工，透過新的景點並結合相關產業
，讓當地有更多的觀光發展機會。市長，針對這一點，是否可以督促臺北表演藝術
中心能夠即早完工？
蔡副市長炳坤：
目前相關進度都算順利，工程明年中大概可以告一段落，接下來開始進行相關
的驗收等等，目前計畫大概從後年 1 月開始試演出，我們一切都按照規劃的進度進
行當中。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已經成為士林區無圍牆博物館的核心場館，負責人也很努力
在串聯，這部分我們會持續努力。
陳議員建銘：
資源結合非常重要，從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到士林夜市、士林紙廠，士林官邸、
科學博物館、天文台一直到士林育樂中心，這都是可以連成線的景點，我們更希望
透過觀光發展，再度帶來臺北的榮景。
下一頁，市長一直談市場的改建，認為這是未來非常重要的政績，可是錯誤的
政策比貪污更可怕，現在想要與市長談論的是有關北投市場的改建計畫。市長，北
投市場從 100 年至 109 年這段期間，總共編列多少經費預算來維修？
市場處陳處長庭輝：
從 100 年到現在針對北投市場大概花了 6,000 萬元左右。
陳議員建銘：
這段期間總共花了 6,000 多萬元，現在整棟又要改建，改建金額總共又要花 4.9
億元，之前花了 6,000 多萬元都整修不好，現在又要花 4.9 億元，還不只這樣，北
投市場旁邊又要先做中繼市場，既然要做中繼市場，乾脆將舊市場整棟拆除重建就
好了，你們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北投市場現有改建面積不夠，動線不良，為什麼不能比照大龍市場，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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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市場使用，樓上作為社會住宅使用，或許市場處會向市長提供意見，說因為攤
商問卷調查結果是不同意改建，這樣就奇怪了？大龍市場的攤商也沒有同意改建，
你們還不是也蓋了？
現在北投市場要改建，既然要先在旁邊蓋中繼市場，這樣條件就夠了，為什麼
不能一次到位？等你們花 4.9 億元蓋好之後，還是只提供原有攤商使用，使用面積
都一樣，這樣能夠達到效果嗎？難道未來每年還要再花 1、2 千萬元進行修繕？市長
，你能不能夠考慮，中繼市場在興建過程當中，重新規劃北投市場，是不是可以整
棟拆除重建？
柯市長文哲：
都已經箭在弦上了，怎麼現在才講這個。
陳議員建銘：
這件事情其他議員同仁也提過，大家都認為應該拆除重建，但是很奇怪，市政
府認為問卷調查結果是攤商不同意改建，還是希望維持現狀，請問這是市政府的財
產，還是攤商的財產？
陳處長庭輝：
第一是攤商的意見；第二，譬如議員舉例的大龍市場，大龍市場因為海砂建築
不耐震，而北投市場在 97 年曾經做過耐震補強工程，這 2 處市場條件有點差異。
陳議員建銘：
北投市場在 97 年曾經耐震補強過，是不是？
陳處長庭輝：
是。
陳議員建銘：
市長，你有聽到吧？
陳處長庭輝：
就以南門市場而言，大概花了近 5 年的時間才能夠達到現在的狀況，最重要原
因是，現在北投市場雖然找得到中繼市場，但是北投市場分為 2 部分，第 1 部分就
是市場樓上有戶政事務所、稅捐處、北投區公所及社會福利中心等單位，市場處的
部分可以找到中繼，但是樓上這些單位要去哪裡找中繼地點，這是很大的問題。
陳議員建銘：
市長，士林、北投地區建設很多，包括士林北投科技園區附近空屋很多，還有
北投重劃區區段徵收這一塊也有市有資產，北投好幾處社會住宅都在興建當中，所
以這件事情不是做不到，重點在於規劃，希望市長能夠慎重考慮。
如果還要花將近 5 億元的錢，還不保證後續會不會再追加經費，如果現在花 5
億元只改善或修繕北投市場，我建議你們拆除重建，好不好？市長，關渡平原你有
沒有經常去看看？
柯市長文哲：
有。
陳議員建銘：
現在社子島開發案箭在弦上，可是關渡平原開發案到底什麼時候才有目標，有
沒有任何計畫？
柯市長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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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陳議員建銘：
什麼這個，我現在不是要談這個問題，我要談的是關渡平原被偷倒廢棄土的情
況非常嚴重，因為最近臺北市的營建廢棄物沒有地方可去，而臺北市的工程廢棄土
處理成本增加好幾倍，所以關渡平原都被偷倒工程廢棄土。
市長，你一天到晚都在講萊豬要源頭管理，結果關渡平原被偷倒廢棄土是誰倒
楣？就是市長講的老百姓倒楣，被環境保護局移送的都是老百姓，而是誰偷倒的，
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
我們知道當地確實有幾戶有拿偷倒廢棄土不肖業者的錢，但是他們的同意書上
面寫的是做土質改良，結果想不到整片土地都被偷倒廢棄土，他們所持有的土地面
積也只有一定的比例，可是整片土地都被偷倒廢棄土。
結果這些老百姓都被環境保護局移送法辦，到最後老百姓被罰鍰、被法辦，還
要負責將這些廢棄土清理掉，清理這些工程廢棄土是誰的責任？市政應該從源頭管
理才對，這些廢棄土都到哪裡去，難道你們都沒有辦法管理？
就算這些廢棄土是從外縣市進入臺北市，難道你們主管單位都不知道？關渡平
原被偷倒一大堆廢棄土之後，還要當地老百姓自行處理，老百姓就活該倒楣，這是
臺北市政府應有的作為嗎？市長，這個問題難道沒有辦法處理？
環境保護局劉局長銘龍：
事實上，社子島就有設置 24 小時的攔查點，就是要防止廢棄土運進去傾倒，社
子島現在有 23 處堆置的地方，我們已經清理了 21 處，就是請行為人自行清除。
另外我們移送 9 件，其中 8 件是有行為人的，我們都有與地主說明，不要將土
地隨便給人家運廢棄土來傾倒，現在這種情況在我們強力宣導之下，地主已經向傾
倒廢棄土的人提出告訴，我們希望地主知道自己的權益要自己維護。
陳議員建銘：
社子島只有 1 條路可以出入，設點隨便抓都抓得到，而關渡平原內的道路四通
八達，廢棄土從哪裡運進去，地主根本就不知道，你們現在還要他們去耕作，請問
現在耕作有多少收益？局長應該很清楚。
還有就是關渡平原的土地及水源有沒有被污染，你自己心裡最清楚，現在當地
所有的農作物已經沒有經濟價值了，很多地主無法耕作，土地都閒置在那裡。
還有就是傾倒廢棄土的人是什麼背景，市長比我還清楚，所以沒有人敢去阻擋
，土地被傾倒廢棄土之後，最後倒楣都是老百姓，我希望政府要發揮應有的公權力
才對，之前郝龍斌市長時代在路上攔檢，曾經嚇阻過一段時間，但是最近不肖業者
又開始猖狂了。
劉局長銘龍：
對，我們現在配合警察局 24 小時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陳議員建銘：
雖然之前有人被移送，但是現在人被放出來又要開始了，政府建立整體制度非
常重要，如何追蹤管理，就像市長提到的先把源頭管理處理好才對，臺北市現在源
頭管理都做不好，有什麼資格罵中央，希望市長能夠好好督導，避免關渡平原變成
傾倒廢棄土之都。
再來我要向市長報告，本席之前曾經與市長討論過，就是在臺灣喝咖啡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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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但是相對環保來講，也造成非常大的影響，臺灣人愛喝咖啡，1 年喝掉 6 億
多杯的外帶咖啡，這些杯子最後都到哪裡去了？
事實上，本席曾經質詢過相關議題，包括在 1 年多前都有提案要求相關單位要
進行咖啡杯回收制度，可以製作成環保杯循環再利用，要鼓勵民眾不使用一次性的
餐具，問題是經過了幾年之後，這些問題都還存在。
下一頁，市長，最重要的是在 107 年這項政策，議會已經完成提案程序，並交
由市政府辦理，現在隨便去某家便利商店購買一杯咖啡，有沒有使用環保杯或回收
再利用的紙杯，統統都沒有，可是別人做到了。
下一頁，這個人做到了，桃園市已經開始使用環保再利用的紙杯、環保碗，桃
園市利用 QR-CODE 的方式進行循環管理，而臺北市卻做不到。
劉局長銘龍：
我們知道桃園市辦環保循環再利用的活動，我們打算配合環保署舉辦的環保夜
市活動，在寧夏夜市、饒河夜市放置環保餐具及環保杯的自動租借機，這部分，我
們與民間業者正在洽談中，我們希望民眾自備餐具之外，民眾到夜市的時候，可能
此類需求最多。
另外，有關超商咖啡杯的部分，我們正在與中央討論減量政策，今年已經與中
央討論過，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業者認為這時候推動咖啡循環杯，老百姓會有疑
慮，現在疫情有稍微緩下來，我們還是會與中央討論，希望能夠直接立法把環保杯
的制度建立起來。
陳議員建銘：
臺北還真的很聽中央的話，鄭文燦可以不聽中央的話，桃園市已經做了，計畫
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長官一句話，政府要推動任何政策一定要先有決心，我相
信你們一定可以做得到，而且臺北市的咖啡杯使用量算是全臺灣最高的，但是卻不
帶頭做起，這一點讓我覺得非常遺憾。市長，這也是你民調全臺灣倒數第一的原因
之一，因為市府團隊的螺絲都鬆掉了。
柯市長文哲：
好，我們會檢討。
陳議員建銘：
很多事情政府應該即刻進行的，可是你們都當作不知道，反正現在是後柯時期
，市長任期只剩下 2 年多而已，大家只求保平安不出事就好了。市長，你還想那麼
多幹什麼？只要好好把剩下 2 年多的任期做完就好了。
市長，你是否還記得我們一起去荷蘭考察過社會住宅？這件事情也是我對市長
第 3 次提出質詢。
下一頁，社會住宅是你一再宣傳的政績，之前我曾經與市長溝通過，為什麼一
般民眾在臺北市買房子這麼貴，為什麼到花蓮、臺東買房子不用這麼貴，最貴的是
土地，對不對？
花蓮、臺東 1 坪土地不用 10 萬元，臺北市最便宜的土地 1 坪都要 100 多萬元，
所以政府提供市有土地興建社會住宅，這是最好的方式，可以解決房價高漲的問題
，提高供給量解決民眾居住的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讓政府花錢嗎？我們去荷蘭看過了，難道市長沒有心得嗎？
參訪荷蘭社會住宅的時候，他們很清楚告訴過你，政府根本不用花錢，政府只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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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土地 BOT 給業者興建，興建之後讓業者物業管理收取相關費用，因為減少了土地
成本，可以滿足年輕人住的需求。
為什麼現在年輕人都不敢生育？因為小孩一出生就背負 60 幾萬元的負債，為什
麼還要讓他們未來還要背負房貸、學貸？如果能夠用國外這套方式，應該可以解決
一部分的問題，而且可以快速達到目標，重點是溝通與協調的問題。
臺北市擁有的市有土地，甚至可以與中央洽談，針對某些特殊區域，可以與中
央交換取得相對的土地，大量興建社會住宅，滿足年輕人與民眾的需求，這樣才是
解決臺北市房價高漲最好的方式，這只是提供給市長參考，很多制度面的問題，還
是需要市長積極面對處理。
李副秘書長得全：
謝謝議員指教，我們在士林官邸北側與奇岩，就是區段徵收剩餘可建築土地，
我們採用地上權設定的方式，由民間出資，政府零出資，我們可以取得一部分的社
會住宅提供給民眾，現在這種案子已經經過財務評估。
陳議員建銘：
未來要興建多少，有沒有目標值，就是利用設定地上權的方式辦理，對不對？
李副秘書長得全：
對。
陳議員建銘：
未來設定地上權由民間業者興建的社會住宅大概有多少？
李副秘書長得全：
我們會把第一批的土地釋出，如果未來這種方式可行，其他市有土地也可以考
量。
陳議員建銘：
如果能夠採用這種方式，政府就可以不用編列大量的預算蓋社會住宅。
李副秘書長得全：
議員建議的非常好，其實民間出資興建與後續營運管理，業者並提供 30％的社
會住宅服務量，完全由民間處理。
陳議員建銘：
好，如果做得到，本席必須要給市長鼓勵。
都市發展局黃局長景茂：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不必由政府興建，採用 BOT 的方式辦理也可以
。
陳議員建銘：
對，並不是做不到。
黃局長景茂：
但是要先試試看有沒有它的可行性，看看廠商是否有意願配合政府來興建社會
住宅。
陳議員建銘：
國外已經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年輕人大學畢業就可以取得房子，成家立業之後
可以再承租更大坪數的房子，經濟負擔也不必那麼大，這絕對是未來的趨勢。
本席曾經與市長討論過社子島的安置計畫，針對低收入戶或弱勢族群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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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給予免費的配售，這是有關權利義務的問題，所謂免費配售並不是不要錢，是
一種以房養老的概念。
依國外的案例來講，他們的配售專案住宅，只要支付市價不到一半的價錢，就
可以取得社會住宅，如果銀行可以取得這份資產，就可以不用支付任何錢，就可以
住進這個房屋，因為他是用這個房子做擔保。
地政局張局長治祥：
議員提到的部分是結合以房養老的概念。
陳議員建銘：
張局長，妳等一下再說明。
張局長治祥：
是。
陳議員建銘：
譬如我的房子被拆除後，我付不起重建費用，要我繳交 1 坪 20 幾萬元，我無法
繳交得起，要不然我幹嘛住在社子島？如果可以採用以房養老的概念，事實上，他
是不用付錢的，每月也不用支付所謂的貸款，這種商業模式的運用，不管是租，或
是售，其實都可以達到目標。
本席希望未來在配售專案住宅的時候，能夠更靈活、更有彈性，不要以為社子
島的人，每個人都繳交得起 1 坪 20 幾萬元的重建費用，如果他繳交得起，就不用住
在沒有所有權，也沒有任何公共設施的土地上。市長，這件事情是否可以交代開發
總隊及相關負責人，從這個方向來進行規劃？
張局長治祥：
謝謝議員提醒，以房養老的作為，我們會接洽金融機構來協助，這也是配合政
府既有的政策，我們會努力來執行。
陳議員建銘：
你們要達到戶戶都安置為目標，對不對？
張局長治祥：
是。
陳議員建銘：
事實上，並沒有那麼簡單，按照你們現有的配售標準，可以說是完全做不到的
，你們要社子島民眾接受也非常困難，用這些方式來解決一些問題，未來才有更大
的共生共榮的空間。
接下來，本席想要就教市長有關工務部門的部分。市長，你是否去過北投復興
公園，或是天母克強公園，你有看過公園內的游泳池嗎？你可能都沒有去過。
北投復興公園就在中和街，之前公園內有游泳池，後來被填掉了，現在蓋了鐵
皮屋給民眾做為室內活動之用，北投區只有一個運動中心，本席希望北投復興公園
及天母克強游泳池能夠重新規劃，讓這二個區域能夠做為區民運動中心使用。
為什麼現在市面上有那麼多民間設置的健身房、游泳池，因為民眾有這樣的需
求，如果政府能夠提供這方面更好的服務，民眾才會對政府有信心。
市長，請你要求相關單位能夠將相關的運動設施做好，譬如水利工程處、公園
路燈工程管理處所負責的運動設施，現在統統撥給體育局管理，相對預算也撥給體
育局負責，請問體育局自己可以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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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市長報告，這些預算經費根本不夠，因為水利工程處、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都有現成人員及相關機具與車輛，而體育局只有錢，相關工作卻做不到，相關預
算應該增加才對，要不然臺北市總共有 277 處的場地要管理，到現在 11 月已經沒有
經費了。
相關計畫一定要符合實際運用，對於相關設施的改善及管理權移轉的同時，能
夠考慮得更周詳。市長，針對本席所提及的部分，你有何看法？
體育局李局長再立：
有關天母克強游泳池的部分，要改成小型複合式的運動公園，在運動中心的部
分，市長已經指示過了，並編列明年度的預算開始進行規劃，這部分沒有問題。
議員提到運動設施維修費用的部分，到目前為止，所編列的預算還夠用，我們
會逐步將接管過來的場地進行改善，讓它更符合國際的標準。
陳議員建銘：
這部分，希望市長能夠重視，包括北投地區相關的運動需求，針對北投復興公
園內以前既有的運動設施，能夠一併再繼續加強維護管理。
另外，本席反對各校都有自己的游泳池，要養護一座游泳池並不簡單，如果各
社區都能滿足民眾的運動需求，才是未來發展的目標，相關運動設施才能長期運用
，而不是像前市長，馬總統的任內，各校都要有游泳池，到最後各校都養不起，都
變成蚊子游泳池，希望市長能夠注意民眾這方面的需求。
下一頁，市長，你曾經去過二重疏洪道看過嗎？
柯市長文哲：
看過。
陳議員建銘：
二重疏洪道周邊的相關設施，包括堤防是不是都做得非常漂亮，同樣的，臺北
市很多堤防也做得很漂亮，包括堤防彩繪變成一座牆，包括繪製綠帶等等，是不是
值得獎勵？
但是非常遺憾，社子地區周邊的堤防好像都沒有人要的樣子，堤防都閒置長草
，完全沒有任何綠化，這樣還不要緊，重點是完全沒有做好堤防維護功能。
下一頁，堤防不只這一處，包括外雙溪、磺溪的堤防都一樣，堤防相關的綠美
化，不只是市中心而已，臺北市周邊堤防的需求，還是必須要有計畫性的改善，就
算沒有辦法立即改善綠美化之前，最起碼的維護也要做好，否則這樣讓居住在當地
的民眾情何以堪？處長，你有什麼話要說。
水利工程處陳郭處長正：
有關堤防美化的部分，我們會再檢討，堤防長草，我們會立即去維護也會定期
做檢查。
陳議員建銘：
下一頁，針對這部分，很多人都說市長很好當，路燈會亮、水溝會通、道路平
整，一般民眾的滿意度大概就 OK 了，可是臺北市民的要求不只這樣，臺北市民的
要求是要一再進步，不是原地踏步，這才是民眾最基本的需求而已。
這些都是陽光、空氣、水，都是政府應該要提供給民眾的，我們希望看到臺北
市的發展與未來，除了這些民眾最基本的要求之外。請問市長，對於臺北市的發展
，你還有什麼願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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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市長文哲：
願景最大的大概就是 TOD 與 EOD，這二項大概是臺北市未來 15 年最大的建設
。
陳議員建銘：
目前 TOD 是配合捷運南北環段進行相關建設與規劃嗎？
柯市長文哲：
對，通常每個捷運站有需要，都會請李副秘書長整合，譬如捷運 Y24 站就是這
個例子，就是小型的都市計畫。
陳議員建銘：
市長，以士林的 TOD 案來講，我曾經與市長溝通過，這塊土地這麼小，卻做
那麼大的建案，你有沒有考量到出入的問題？包括奇岩重劃區蓋好之後，現在每天
都塞車。因為出入只有公館路，當初林洲民告訴我們說「最後 1 哩路讓民眾騎 You
Bike 就好了」，問題是，它就在北投市中心，底下還有停車場，士林捷運站周邊出
入只有不到 8 米的福德路，現在旁邊又要蓋飯店，這就是你的 TOD 案。
本席希望針對相關都市計畫在規劃的時候，應該針對周邊相關設施給予滿足，
不能造成後續當地發展的困境，如果 TOD 案要進行時，希望能夠配合周邊的都更
一起實施才是最好的方式，未來不管是道路開闢，或是老舊建築改建，政府應該事
先做好完整的配套措施。
主席：
質詢時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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