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放「萬大線LG05站」命名之在地居民 
參與權 

i-Voting審查會議(續審) 

會議時間：108年3月26日 
 



會議流程 
時間 議程 報告人/機關 

14：00~14：05 府外委員推派召集人 研考會 

14：05~14：10 召集人致詞   

14：10~14：20 工作組報告前次審查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研考會 

14：20~14：40 

(20分鐘) 

議案主責機關報告修法及資料公開辦理情形 捷運局 

14：40~15：00 

(20分鐘) 

提案人針對議案及機關辦理情形意見表達 提案人 

15：00~15：50 

(50分鐘) 

提案討論(含書審意見說明)   

15：50~16：00 

(10分鐘) 

審查決議與建議事項說明   

16：00~16：10 

(10分鐘) 

臨時動議   

16：1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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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外委員推派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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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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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組報告前次審查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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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建議比照LG03案之方式辦理(待捷運站命名更名作業要點修
訂後再執行)。 

二 本提案之命題及說明文件清楚明確，本案之形成有助於蒐集社
區民意及實踐公民參與精神。  

三 本案提案人願尊重臺北市政府捷運局修訂相關要點法規，同意
暫緩執行，本委員予以尊重。 

四 建議待完成相關法規修訂後，優先以「永平國小」命名萬大線
LG05站。 

五 建議捷運局參採本案i-Voting結果辦理更名程序。 
六 宜思考以i-Voting機制補足過去民意匯集的盲點。 

委員個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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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執行建議 機關回復說明 
  

(三 )請捷運局將「捷運車站命名作業要點」納入 i-

Voting機制，於下次公民參與委員會參政組會中說

明法規之修訂方向、目標及修法進度。(捷運局) 

有關「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

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加註名稱作業要點」修

訂案，本局已於108年1月17日令頒在案，並

公告於本局官網供民眾參閱。因歷次會議中

新北市政府表示希望能維持原作業方式，故

新北轄區內之捷運車站未參採i-Voting之相關

機制。 

(四)請研考會將提案人與行政機關提供之資料，一併公

開至本府開放資料網路平臺；另請捷運局將相關

修法進度和說明持續更新公開至本府開放資料網

路平臺，以供民眾參閱。(研考會、捷運局) 

捷運局：同上 

研考會：本會業於106.10.27將捷運局、提案

人等資料，一併公開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

臺，提供民眾參考。 

網址：https://reurl.cc/4WW2V 

會議紀錄辦理情形回復說明 

#大事紀   #提案人原提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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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萬大線LG05站」命名之在地居民參與權」大事紀.pdf
20170719-開放「萬大線LG05站」命名之在地居民參與權提案書公告.pdf


✢議案主責機關報告修法及資料

公開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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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主責機關說明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
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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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Users/wa-0214/Desktop/1080311-主辦機關說明NEW.pdf
附件3-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pdf
附件3-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pdf
附件3-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pdf


一、有關LG05站捷運車站命名，本局係依據「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  
       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規定，行文車站所在地之新北市政府轉請永和區公所廣徵民意，邀 
       請當地里長、機關學校及民意代表開會協商，復經本局召開「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 
       註評審小組」會議完成審議，於106年7月6日核定公告周知。 
 

二、提案者於106年7月19日透過本府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i-Voting) 提案「開放萬大線LG05站命名 
       之在地居民參與權」並於106年9月18日附議階段通過。開放命名方案建議略以: 
1.由本局成立「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評審小組」，舉辦至少一場次之站命名地區說明會， 
   並通知車站所在位址之行政區里長公告里民此會議召開時間，徵取地區居民意見。 
2.由評審小組選出至少三項以上之車站名稱，提供民眾進行票選，並公開審查會議紀錄。 
3.設籍車站周邊500公尺內鄰里滿20歲之居民，於站名選項公告後30日之票選日得進行票選。 
4.評審小組依民眾票選結果，進行最後站名審查，審查後公布審查會議紀錄及結果。 
 

三、上述案件經本府於106年10月13日召開「106年臺北市政府網路投票作業審查會議」，本局依其 
       會議紀錄據以辦理「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 
       要點」第5次修正。 
 

四、前述作業要點修正案經本局邀請臺北捷運公司、本府研考會、法務局、民政局、中正區公所、資 
       訊局及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等相關單位，歷經9次會議研商討論，並經提報3次市政會議 
      （107.6.12、107.12.11、108.1.8）討論，於108年1月17日令頒（詳附件），並公告於本局官網 
       供民眾參閱。本要點修法精神及方向內容，係以尊重地方民意修正之，期間亦已向提案人溝通與 
       說明，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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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車站命名作業要點」修法歷程 

修法歷

程 

會議日期 修法討論重點 與會單位 

1 106年11月14

日 

1.廣徵民意一節，本府民政局將另行邀請12個區公所召開會議討論統一廣徵民意之作為。 

2.本車站作業要點適用於以本府捷運為地方主管機關之捷運車站，其涉及新北市轄區之 

   車站，由於新北市政府未有i-Voting之作業，執行技術(如提出行政區域500公尺範圍 

   內具投票資格者之名單等)及區公所是否可以配合等，請新北市政府先行整合地方意見 

   後，於下次會議中研討。 

新北市政府：捷運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及12個區

公所、法務局、研考會、臺北

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捷運

局 

2 106年12月8日 1.本府民政局於106年12月6日邀請12個區公所及捷運局召開會議討論，擬訂廣徵民意 

   作業方式各區公所據以辦理。 

2.本車站作業要點適用於以本府捷運為地方主管機關之捷運車站，由於新北市政府未有 

    i-Voting之作業，該府代表建議已核定之車站名稱不再重新辦理命名，本次修法建議 

   適用於未來新核定之捷運路線及車站之命名更名及加註作業之依據，以避免已依程序 

   完成命名之車站，需重新命名之情事，造成行政機關之困擾。 

3.有關營運中車站之更名，如屬原站名地標或建物名稱異動(如新店市公所異動為新店區 

   公所)，由捷運公司以專簽方式辦理站名異動，不重新辦理命名。 

4.捷運車站更名，申請者必須以機關或團體為之，非行政機關提案須透過i-Voting提案。 

新北市政府：捷運局、民政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法務局、

研考會、資訊局、臺北大眾捷

運股份有限公司、捷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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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歷程 會議日期 修法討論重點 與會單位 

3 107年1月17日 1.本府民政局係基於區公所督導機關立場，協助區公所將本作業要點內之廣徵民意程序  

   予以具體化，其相關作業細則不列入條文。 

2.命名作業：區公所廣徵民意建議2-3個名稱，提報至i-Voting平台投票。 

3.更名原則及作業： 

   (1)申請者須透過i-Voting提案，另由i-Voting產生之站名已充份代表民意將不再辦理 

        更名。 

   (2)捷運車站更名或加註條文內之申請「者」，因捷運公司(主辦機構)表達營運中車站 

        更名涉及費用龐大及易造成旅客搭乘困擾而產生抱怨，是以，除非原站名地標或建 

        物不存在，或因法令變更者（例如，促轉條例後中正紀念堂站名可能變更），得辦 

        理重新命名，否則以不更名為原則。 

   (3)興建中之捷運車站更名，因涉及後續站名標示資訊之變更，為不影響相關捷運車站 

       土建與機電系統標進場施作時程，應於捷運車站核定完工日前2年6個月提出。 

   (4)核定完工日前2年6個月以內或依i-Voting程序完成命名及營運中之捷運車站站名， 

       因更名涉及重置經費及影響旅客使用辨識性，以不更名為原則。但原站名地標或建 

       物不存在者或因法令變更者，得辦理重新命名。 

   (5)捷運車站站名更名，如有涉及費用增加，應由申請者負擔為原則。 

4.新北市轄區內之捷運車站則依新北市政府「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 

   名稱加註作業要點」辦理。 

新北市政府：捷運局、民政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法務局、

研考會、資訊局、臺北大眾捷

運股份有限公司、捷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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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歷程 會議日期 修法討論重點 與會單位 

4 107年2月6日 1.更名程序： 

捷運車站更名，如有涉及費用增加，應由申請者負擔，若原站名地標或建物不存在或

因法令變更者，得由行政機關負擔。 

2.加註名稱： 

考量若採i-Voting方式，其提案人建議名稱與i-Voting後結果可能不同，且涉及提案

人須付費等問題，故捷運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不採i-Voting作為。 

3.由於新北市政府未有i-Voting之作業，且考量新北市政府已自訂「新北市大眾捷運系  

    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名稱加註作業要點」，有關位於新北市轄境之捷運車站之命 

    名、更名及加註作業，本局尊重其法源依據，並據以辦理之。 

新北市政府：捷運局、民政

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法務

局、研考會、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捷運局 

  

5 107年2月26

日 

1.捷運路線跨越不同行政轄區，或於興建及營運不同階段，如車站位於新北市轄區內 

    者，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除依本作業要點之命名及加註原則外，並 

    得依新北市政府「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名稱加註作業要點」辦 

    理完成後，應將建議車站名稱或車站加註名稱，函由本府依程序簽奉市長同意。 

2.將現行評審小組更名為審查小組： 

   (1)敘明審查小組任務。 

   (2)調整行政機關及外界學者專家之人數比例，更具公信力。 

新北市政府：捷運局、民政

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法務

局、研考會、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捷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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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歷程 會議日期 修法討論重點 與會單位 

6 107年3月20日 1.本作業要點適用於以本府為地方主管機關之捷運車站之命名、更名或加註名稱等作業。 

2.新北市轄區內之車站命名及更名作業，由捷運局行文新北市政府廣徵民意後，由捷運局提報  

   評審小組審議，後續依i-Voting相關作業辦理。 

3.新北轄區內捷運車站之命名、更名及加註名稱，審查小組成員有關交通、都市發展、觀光產 

   業、公眾參與、原住民、文獻、文化學者專家，由新北市政府另提供代表各一人，以周延之。 

4.LG05站因車站位於新北市轄區內，本府為權責機關，需依修正後之捷運車站命名作業要點辦 

   理。 

新北市政府：捷運局、

民政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法務局、研考會、臺北

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捷運局 

  

  新北市政府來

函 

107年3月29日 

建議可依現行要點規定辦理，由車站所在地之區公所協助辦理廣徵民意作業，並由本府提供代

表人員，由貴局成立審查小組辦理確認車站站名。 

  

7 107年7月5日 1.經提報第1992次市政會議，依市長裁示：請中正區公所先提送當地里長討論，彙集意見並達 

   成共識後，再行提出。復經1993次市政會議中秘書長補充說明：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站名 

   加註等均有規定，非單以i-Voting即可處理。 

2.經中正區公所徵詢當地里長及彙整相關意見如下： 

   (1)車站更名作業程序，建議比照臺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對於提案人、連署人、投票權人及 

        提案人數等之規範精神加以修訂，以維站名之安定性。 

   (2)更名申請管道只限i-Voting提案部分，對於不善網路者就無法以書面連署提案，似有不公， 

        建議2種提案方式均應納入。 

3.如更名條件參採臺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之門檻，為使本作業要點修正後之法制體例不失衡， 

   法務局建議，命名之相關門檻及嚴謹度亦應與更名之條件相同，且應於要點之條文中載明。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法務局、研考會、臺北

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捷運局、中正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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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歷程 會議日期 修法討論重點 與會單位 

8 107年8月8日 1.中正區廈安里凃里長及忠勤里方里長之建議，(已將可行之意見納入本作業要點，未  

   參採部分如下，請區公所協助轉相關里長)： 

考量中老年人不會使用網路投票，造成真實民意落差，建議命名、更名採公民投票

或問卷調查方式辦理。 

2.明定參與捷運車站更名提案人、連署人及命名、更名投票權人之範圍，以捷運車站 

   所在地里及其相鄰里里民為準。依公投法訂定其參與年齡為年滿18歲。 

3.命名作業程序： 

由主辦機關(構)準用臺北市政府網路投票作業要點之網路投票作業之行政機關提案實

施階段辦理提案。 

4.更名作業程序：  

   (1)增訂申請者應以書面連署方式向主辦機關（構）提出更名申請。 

   (2)新增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且有效同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 

       之一 以上者，即為通過。(參考公投法第29條)。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法務局、

研考會、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

限公司、捷運局、中正區公所 

 

9 107年10月24日 1.有關中正區廈安里涂里長及忠勤里方里長建議： 

   明定連署人應依規定格式填寫並親自簽名或蓋章。 

2.車站命名程序：增訂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徵求民眾站名建議名稱，彙整區公所 

   建議名稱及意見，提請捷運車站站名審查小組審議後，應公告審議結果後辦理網路 

   投票。 

3.依網路投票程序完成命名或更名、營運中之捷運車站站名，以不更名為原則。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法務局、

研考會、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

限公司、捷運局、中正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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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車站命名作業要點」修正重點 

修正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明定臺北市轄

區段捷運車站

更名領銜提案

人、連署人及

命名、更名投

票權人資格 

- - - - - - -  1. 明定參與捷運車站更名領銜提案人、連署人及命名、更名

投票權人參與年齡。 

2. 訂定參與之範圍，以捷運車站站體所在地之行政里及其相

鄰行政里之里民為準。 

作業要點第四點(本點新增，係

參考公民投票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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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捷運車站命名 1. 捷運局應依行政院核定之規劃

路線或新增設捷運車站後辦理

命名作業。 

2. 由捷運局函請區公所(新北市

政府轉所轄區公所)邀請當地

里長、民意代表及機關學校等

召開車站命名會議。 

3. 區公所(新北市政府)函復捷運

局建議站名。 

4. 捷運局再據以提報評審小組審

議。 

5. 簽請本府核定後公告。 

1. 於預估捷運車站結構體完成之前一年啟動命名作業。 

2. 為使臺北市及新北市轄區內車站命名作業程序，更臻明確，

分別修正為臺北市及新北市轄區內車站命名作業程序： 

臺北市轄區段之捷運車站： 

(1) 主辦機關（構）函請捷運車站所在地之區公所，依前款所

訂之命名原則廣徵民意，提供建議名稱，函復主辦機關

（構）。 

(2) 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徵求民眾提供符合命名原則之

建議名稱，並取附議數最高之前二名為公共政策網路參與

平臺之建議名稱。 

(3) 主辦機關(構)彙整區公所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建議

名稱，提請捷運車站站名審查小組審議。 

(4) 公告該小組審議通過或其建議之名稱。 

(5) 辦理網路投票。 

(6) 以得票數最高之名稱簽報市長同意後公告。 

新北市轄區段之捷運車站： 

經本府及新北市政府捷運局等相關單位六次會議研商，新北市

政府表示仍維持現行之命名作業程序。  

作業要點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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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捷運車站更

名 

1.申請單位(機關或團體)應向主辦  

   機關提出更名申請。 

2.經捷運局依更名原則審核確有更  

   名必要者，並經本府同意(捷運 

   車站位於新北市區域內者，應先 

   經新北市政府同意) 。 

3.捷運局函請捷運車站所在地之區 

   公所(新北市政府轉所轄區公所) 

   依更名原則廣徵民意，並邀請民 

   意代表、機關學校、當地里長召 

   開會議。 

4.區公所(新北市政府)函復捷運車 

   站之建議站名。 

5.由捷運局據以辦理更名作業(依  

   命名作業程序辦理)。 

6.捷運車站站名更名，如有涉及費 

   用增加，應由申請單位負擔。 

臺北市轄區內捷運車站更名作業程序： 

1.更名申請須由領銜提案人以書面連署方式向主辦機關提出。 

2.連署門檻需達捷運車站站體所在地之行政里及其相鄰行政  

   里里民（應符合第四點規定之條件）數百分之八以上。 

3.主辦機關應公告更名提案三十日，公告期間其他人亦得依 

   程序於公告期間內完成提案連署。 

4.經主辦機關提報捷運車站站名審查小組審議通過。 

5.查對名冊符合規定。 

6.公告辦理網路投票。 

7.投票結果，同意更名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更名票 

   數達投票權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者，更名提案即為通過， 

   簽報市長同意後公告。 

8.更名費用：由主辦機關於捷運相關經費負擔為原則。 

新北市轄區內車站更名作業程序： 

1.經本府及新北市政府捷運局等相關單位六次會議研商，新 

   北市政府表示仍維持現行之更名作業程序。 

2.更名費用：由申請者負擔為原則。 

1.作業要點第六點。 

2.有關更名投票通過門檻係參酌 

   公民投票法第二十九條規定， 

   於第二款第一目第九小目明定 

   網路投票結果，同意更名有效 

   票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且有 

   效同意票逹投票權人總額四分 

   之一以上者，即為通過。 

3.有關更名條件門檻，係以法制  

   體例不失衡之原則修訂，亦即 

   命名及更名相關門檻及條件其 

   嚴謹度應相同，相對的亦可增 

   加捷運車站站名之穩定度，避 

   免造成搭乘旅客及民眾之困擾。 

4.而在書面連署部分則是考量 

   中老年人不會使用網路投票， 

   恐造成民意落差。(本局將 

   於辦理車站命名執行網路投 

   票作業時，派員於設點處協 

   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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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捷運車站加

註名稱 

加註年限三年 加註年限修正為六年 作業要點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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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針對議案及機關辦理情

形意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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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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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決議與建議事
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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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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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束 
  謝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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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萬大線 LG05站」命名之在地居民參與權」大事紀 
 

日期 項目 
106.7.19 提案人 tmtc e881058 提案「開放『萬大線 LG05 站』命名之在地居民參與

權」 
106.7.24 提案檢核通過 
106.7.25 提案開放附議 
106.9.18 提案達到 3,000 則附議數(最後附議數為 3,114) 
106.10.13 召開審查會議： 

1.本次審查會議成員共計 11 人，實到人數 10 人，經外聘委員互相推派國

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萬副教授毓澤為本案審查會議召集人並擔任主席。 
2.本次審查會議出席成員審查意見為：本案依照 106 年 9 月 7 日「106 年
臺北市政府網路投票作業審查會議(議題：開放命名「萬大線 LG03 站」之

民眾參與權)」決議辦理，建議暫緩執行，並待捷運局完成「臺北市臺北都

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捷運車站命名作業要點」)修訂後再行審議。 
3.請捷運局將「捷運車站命名作業要點」納入 i-Voting 機制，於下次公民

參與委員會參政組會中說明法規之修訂方向、目標及修法進度。 
4.請研考會將提案人與行政機關提供之資料，一併公開至本府開放資料網

路平臺；另請捷運局將相關修法進度和說明持續更新公開至本府開放資料

網路平臺，以供民眾參閱。 
106.11.3 
106.12.15 

第 32、33 次公參會工作組會議進行「捷運車站命名作業要點修法討論」。 

106.11.14 捷運局召開「研商修訂『臺北市臺北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

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會議」。 
106.12.8 捷運局召開「研商修訂『臺北市臺北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

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會議」。(第 2 次) 
107.1.17 捷運局召開「研商修訂『臺北市臺北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

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會議」。(第 3 次) 
107.2.6 捷運局召開「研商修訂『臺北市臺北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

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會議」。(第 4 次) 
107.2.21 捷運局召開「研商修訂『臺北市臺北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

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會議」。(第 5 次) 
107.3.20 捷運局召開「研商修訂『臺北市臺北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

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會議」。(第 6 次) 
107.6.12 提報第 1922 次市政會議，會議決議： 

(一)本案退回。 
(二)為避免日後爭議，本要點請中正區公所先提送當地里長討論， 彙集意



見並達成共識後再行提出；另日後針對具有爭議之政策，應研訂 SOP，供

各局參用。 
107.7.5 捷運局召開「研商修訂『臺北市臺北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

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會議」。(第 7 次) 
107.8.8 捷運局召開「研商修訂『臺北市臺北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

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會議」。(第 8 次) 
107.10.24 捷運局召開「研商修訂『臺北市臺北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

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會議」。(第 9 次) 
107.11.20 捷運局來函敘明依第 9次會議討論修訂定稿作業要點及目相關辦理進度(如

聯絡提案人說明)(北市捷行字第 1076000286 號) 
108.1.8 提報第 2022 次市政會議，會議決議： 

(一)本案通過。 
(二)考量車站裝修及資訊系統變更需要時間，因此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

站名加註名稱之時間差距，務必衡酌行政機關作業程序；再者，網路投票

資格均需明確詳訂於要點中，便於市民遵循，以杜爭議。 
108.1.17 捷運局函頒修訂後「臺北市臺北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

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 」。 
 

https://ppt.cc/fKztXx
https://ppt.cc/fKzt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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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源依據

1. 依據民國100年09月19日頒布之〈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
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命名作業要點）之
第二點捷運車站之命名原則，命名第一須「具有地方之辨識性」，命名第二
須「具地標顯著性」，命名第三須「具歷史意義」。〈命名作業要點〉之命
名原則並明定：據以命名之標的，須位於以捷運車站為中心，半徑五百公尺
範圍內，並須擇離其最近之捷運車站。

2. 捷運萬大線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依據〈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
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規定，行文車
站所在地之新北市永和區公所廣徵民意，邀請當地里長、機關學校及民意代
表開會協商，嗣經該局召開「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評審小組
」會議完成審議，臺北市政府於民國106年7月6日核定。

二、LG05站命名歷史

1. 民國101年4月6日，永和區公所召開車站命名會議，會議結論以「宗教
博物館站」、「仁愛公園站」、「永平國小站」為建議名稱，並提報捷運工
程局評審小組審議。

2. 民國104年12月28日站體動工，於永平國小大門口保平路正上方及地下
施工。

3. 民國106年7月11日，LG05車站命名為永和站。

三、「永和站」站體命名未符合台北市捷運車站命名要點

1. 以「永和站」為站體命名，之於LG05站之地方辨識性及代表性、意義
性，深感不足且未能代表捷運站所在位址之地理意義。

提案緣起與背景說明

2017-07-19提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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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永和」一詞，未具有LG05站的地方辨識性，永和以中正橋往永和方
向延伸永和路劃分東、西兩區域，「永和」一詞未能代表LG05站所在之地理
意義及地區辨識性。

3. 永和現有之捷運站「永安市場」站，命名與所在地之永安市場距離半徑
500公尺範圍內，符合命名原則之要點二。何以LG05站之命名卻未依據此原
則？LG05站體半徑500公尺涵括永和區保平里、和平里、保安里、保順里、
協和里及中和區佳和里、瓦磘里，不僅是涵括永和還包含中和區。本站體命
名討論過程缺乏捷運站體在地居民之民意基礎。

四、綜上所述，在此請求臺北市政府之事項如下

1. 公開LG05站「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評審小組」審查會
議紀錄，以便民眾了解LG05站之站名審議過程及決策考量。

2. 依據〈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
註名稱作業要點〉第二點捷運車站之命名程序第六項之規定，由台北市捷運
局召開臨時會議，給予站體所在地民眾命名「萬大線LG05站」之參與權。

3. 依據〈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
註名稱作業要點〉第三點捷運車站之更名規定，辨識性不足者，得辦理更名
。制定LG05周邊民眾參與命名機制及公開透明命名過程、決策過程，落實開
放政府、民眾參與民主之落實。

4. 附近公車站「保生路口」站及站體位置離LG05站體相距不遠，公車站
牌「保生路口」站與捷運站名「永和」站兩站名難以連結，不利觀光民眾理
解及轉乘辨識。

2017-07-19提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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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放命名方案提案法源

1. 依〈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
名稱作業要點〉第二點之命名作業程序第六項。

2. 依〈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
名稱作業要點〉第二點之命名作業程序第三點規定，由捷運局召開臨時會議
。

二、開放命名方案建議

1. 由台北市捷運局成立「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評審小組」
（以下簡稱評審小組），舉辦至少一場次之LG05佔命名地區說明會，並通知
LG05站所在位址之行政區里長公告里民此會議召開時間，徵取地區居民意見
。

2. 由評審小組選出至少三項以上之車站名，提供民眾進行票選，並公開審
查會議紀錄。

3. 設籍LG03站周邊500公尺內鄰里滿20歲之居民，於站名選項公告後
30日之票選日得進行票選。

4. 評審小組依民眾票選結果，進行最後站名審查，審查後公布審查會議紀
錄及結果。

選項方案設定與緣由

建議投票人資格
設籍LG05站周邊500公尺之鄰里民眾，如：永和區保平里、和平里、保安里
、保順里、協和里，中和區佳和里、瓦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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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願意出席會議說明 否

佐證資料 <a href='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124005309-
260405'  title='另開視窗前往LG05站與永平國小共構新聞連結：捷運萬大線
永平國小站 波動「森」呼吸'  target='_blank' >LG05站與永平國小共構新聞
連結：捷運萬大線永平國小站 波動「森」呼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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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臺北市政府網路投票作業審查會議」 

(議題：開放「萬大線LG05站」命名之在地居民參與權) 

會議紀錄 

一、時間：106年 10月 13日（五）14時 

二、會議地點：市政大樓 12 樓南區 1201 會議室 

三、主席：萬○澤副教授    記錄：石○梅 

四、出席成員：如簽到簿 

五、會議紀錄與決議事項： 

(一)本次審查會議成員共計 11人，實到人數 10人，經外聘委員互相

推派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萬副教授○澤為本案審查會議召集
人並擔任主席。 

(二)本次審查會議出席成員審查意見為：本案依照 106 年 9 月 7 日

「106年臺北市政府網路投票作業審查會議(議題：開放命名「萬

大線 LG03站」之民眾參與權)」決議辦理，建議暫緩執行，並待

捷運局完成「臺北市臺北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

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捷運車站命名作業

要點」)修訂後再行審議(委員個別意見綜整摘錄如次頁)。 

(三)請捷運局將「捷運車站命名作業要點」納入 i-Voting 機制，於

下次公民參與委員會參政組會中說明法規之修訂方向、目標及修

法進度。 

(四)請研考會將提案人與行政機關提供之資料，一併公開至本府開放

資料網路平臺；另請捷運局將相關修法進度和說明持續更新公開

至本府開放資料網路平臺，以供民眾參閱。 

六、散會：15時 35分 



委員個別意見綜整摘錄 

一 本案建議比照 LG03案之方式辦理(待捷運站命名更名作業要點修訂

後再執行)。 

二 本提案之命題及說明文件清楚明確，本案之形成有助於蒐集社區民意

及實踐公民參與精神。  

三 本案提案人願尊重臺北市政府捷運局修訂相關要點法規，同意暫緩執

行，本委員予以尊重。 

四 建議待完成相關法規修訂後，優先以「永平國小」命名萬大線 LG05

站。 

五 建議捷運局參採本案 i-Voting結果辦理更名程序。 

六 宜思考以 i-Voting機制補足過去民意匯集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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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網路投票作業要點 

 104年 8月 5日府授研展字第 10433334500 號函訂定 

 106年 3月 20日府授研展字第 10630766300 號函修正 

107年 5月 4 日府授研展字第 1073010950 號函修正 

一、目的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開放政府、全民參與之施政理念，運

用網路資通訊技術廣為收集民意，促進市民參與市政推動，協助本府各機

關進行網路投票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定義 

本要點所稱網路投票作業(i-Voting)指經行政機關或非行政機關提案，透

過多元方式討論，進行意見表達後之投票結果，由議案主責機關參採運用

之網路參與機制。 

三、審查會議 

(一)為提高網路投票作業執行效能，本府得召開審查會議。 

(二)審查會議之任務如下： 

1、提案計畫書之初審。 

2、提案計畫書之書面複審。 

3、其他有關網路投票作業之事項。 

(三)審查會議成員包括下列人員，並由市長指派其中一人擔任召集人，並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審查會議成員中之

一人擔任主席。 

1、市長室代表一人。 

2、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資訊局、觀光傳播局、法

務局、秘書處媒體事務組各派專門委員以上人員一人。 

3、公民參與委員會派委員二人。 

4、府外學者專家五人。 

 (四)審查會議之幕僚作業，由研考會指派相關人員辦理。 

四、網路投票作業實施階段 

本府推動網路投票作業之實施階段，依作業期程分為以下六個階段：包括

提案檢核階段、提案初審階段、提案討論階段、形成選項階段、宣傳準備

及上架階段與投票、結果公布及執行階段。 

本府網路投票作業之實施階段說明如下： 

(一)提案檢核階段 

1、行政機關提案：應填具提案計畫書函送本府。 

2、非行政機關提案：應填具提案計畫書至臺北市政府公共政策網路參

與平臺提案。 

3、提案範圍包括各項市政建設發展及行政措施規劃等公共事務，但非

本府職權事務，不得作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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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行政機關提案，由研考會與相關機關依提案內容涉及之職權、適

法性等原則進行檢核，並得視需要提報公民參與委員會議討論。 

5、非行政機關提案經檢核通過後開放附議，並應於四十五日內累計附

議達一千五百則以上始成案。 

6、提案人得於提案初審決定前撤回其提案。 

(二)提案初審階段 

1、本府應於收受行政機關提案計畫書或非行政機關完成附議之提案計

畫書二十日內，進行初審，並得視需要邀請提案人說明。議案主責

機關應派員列席審查會議進行說明。 

2、初審結果，由研考會檢送會議紀錄通知提案人及議案主責機關，並

公布會議紀錄。 

3、行政機關之提案，經審查通過者，議案主責機關應於二十日內，公

布提案計畫書及相關參考資料。 

4、非行政機關之提案，經審查通過者，議案主責機關應於二十日內，

與提案人討論增修提案計畫書函報本府書面審查，並得視需要召開

會議協商。議案主責機關應於書面審查通過五日內，公布提案計畫

書及相關參考資料。 

5、提案未通過審查者，不得於一年內就同一提案重行提出。 

(三)提案討論階段 

議案主責機關應視提案內容複雜度，擬定至少三十日以上之討論期

程，並自提案計畫書及相關參考資料公布日起，透過多元管道針對提

案內容及投票選項進行討論溝通。 

(四)形成選項階段 

1、議案主責機關應於討論期程結束後二十日內，彙整討論意見及選項

方案修訂提案計畫書函報本府進行書面複審。 

2、本府應於收受提案計畫書十五日內，完成書面複審，並簽報市長核

可。 

3、議案主責機關認書面複審通過之提案有執行疑義者，應於收受書面

複審結果通知十五日內，簽報市長核可後據以辦理，並公布不上架

之理由。 

(五)宣傳準備及上架階段 

議案主責機關應廣為運用各式宣傳管道及提報規劃情形至相關會議討

論，並於投票日十四日前，公布經書面複審通過之提案計畫書，並進

行行銷宣傳。 

(六)投票、結果公布及執行階段 

1、議案主責機關應依提案計畫書所載投票流程辦理投票作業。 

2、議案主責機關應於投票結束翌日起十四個工作日內，將投票結果 

與其運用方式公布及函報本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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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議案主責機關應依投票結果按其提案計畫書所載投票結果運用方式

辦理。 

4、投票結果後續執行進度與內容，應於第二目公布時一併載明查詢方

式。 

議案依本府相關規範進行公民參與機制，經本府初審通過提案者，得由議

案主責機關逕行上架宣傳。 

五、網路投票作業各階段作業流程及表單，由研考會另定之。 

六、審查會議所需經費，由研考會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LG05
	附件3-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捷運車站命名更名或車站站名加註名稱作業要點
	「開放「萬大線LG05站」命名之在地居民參與權」大事紀
	20170719-開放「萬大線LG05站」命名之在地居民參與權提案書公告
	20171013-萬大線LG05會議紀錄-函1_32683600A0C_ATTCH1
	臺北市政府網路投票作業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