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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 3D廉政─五股夏綠地篇 

    廉潔正直，興利除弊，苦民所苦，古往今來這些始終是人民對政

府的最大期待！因此即使當我們緬懷歷史上一些特別以清廉著稱並

深入人心的榜樣，除其本身操守正直之外，必定也是心繫弱勢，能積

極為民興利除弊，實現公平正義的人。 

 

垃圾山成功翻轉蛻變為夏綠地 

    新北市近年積極翻轉都市空間，其中 110年完成的「五股夏綠地」

更屬示範指標。許多人從開始的懷疑到如今的感動，突顯原先整頓計

畫能否順利成功在不少人眼中宛如天方夜譚般地困難。自侯友宜市長

上任未久，對於存在數十年的五股垃圾山，即使深知必將遇到極大阻

力或民意壓力，仍以大魄力及愚公移山的決心精神加以整頓，不再將

此沉痾留給後人；短短兩年多，廢地變為文創綠地，為城市贏來光榮

感，更對當地民眾生活帶來深遠改變！ 

    五股垃圾山範圍位於中山高速公路以北、五股坑溪以南、二重疏

洪道以西及新五路以東地區，為新北市重要交通節點，面積將近 170

公頃。由於受限於二級洪水平原管制規定，導致近三十年來發展停滯；

不僅如此，甚至逐漸演變成違章廠家林立，非法棄置物堆累，以及不

法勢力盤據壟斷，產生環安、治安、公安等問題，斲傷社會公義與公

共利益，而承擔痛苦最多的，也是鄰近的居民。自 108年起，市府由

城鄉發展局主政，積極展開跨域合作，透過積極輔導與強力執法，讓

原本幽暗污穢的五股垃圾山蛻變為綠意盎然、充滿陽光的夏綠地。 

    在未來新北的發展中，五股將居重要角色，侯市長嘗表示，臺灣

要發展，大臺北地區扮演關鍵角色，新北、臺北、桃園、基隆 1千萬

人口的中心點就在五股，未來將推動擴大五股都市計畫，積極帶動大

臺北中心點的蓬勃起飛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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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五股的廉政意義 

    五股垃圾山經年累月除了演變成為「都市之瘤」外，其實說是「廉

政之瘤」也不為過！因為如果我們對「廉」的理解，是包含「正直」、

「簡約」、「不貪取過度不合理利益」等義，那麼它的長期巨大存在，

也處處是與「廉」的價值無法相容的。 

    對於此一艱鉅工作的推動過程與實際成果，我們可從廉政治理的

角度，加以分析。以下即試由 Decency(誠信正直)、Development(卓

越發展)和 Distributive Justice(分配正義)等三個以 D開頭的英文

字所蘊含與「廉」的涵義密切相關的理念，來剖析其所具有的廉政價

值與意義。 

一、Decency(誠信正直) 

     《論語‧顏淵篇》謂：「政者，正也」。一切的施政，包括廉政，

它的核心無外乎一「正」字，也就是公務人員操守正直，執法正當，

施政正確；「導之以正」，以減少違法脫序的狀態，讓社會和諧有序

地健全發展。在整頓五股垃圾山方面，具體展現此項價值： 

(一) 積極輔導，合法納管，預防貪瀆風險 

       五股垃圾山數十年存在非法廢棄物棄置以及違章建築

物等違法問題，違規廠家原本高達 677家，滋生無數消防公

安疑慮。新北市政府自 108 年 8 月 12 日推動「擴大五股都

市計畫發布前試辦計畫」，各局處全力協助輔導業者及地主

申請合法使用。在輔導過程之初，遇到極大阻力，民眾除成

立地方促進會向市府陳述意見外，也有反彈激烈民眾以情緒

性或不雅字眼謾罵，但隨著市府團隊不懈努力，民眾態度逐

漸轉變為互信互助；部分業者甚至自己撰寫申請興辦事業計

畫或協助周邊廠家一起申辦，積極配合共同改善整體環境，

將長年違法狀態予以合法監理管制，機先消除許多潛存之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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瀆風險，增進民眾對市府的公信力。 

(二) 依法行政，捍衛應有尊嚴 

        當地原本違規廠房林立，從事的行業別背後具有龐大黑

道與利益團體盤根交錯的關係。整頓過程中，市府同仁即使

遭遇惡意堵車、跟車、追打等險境亦不退怯，把當地人視為

不可能的工作變為可能，展現公務員的擇善固執與品位尊嚴。 

(三) 行動治理，實踐勤政愛民 

    市府團隊從被動化主動，全力輔導 1,200 位地主、677

家廠家業者。 

      首先 108年 8月即辦理 8場地方說明會，通知 1,200

多位地主，向民眾說明試辦計畫申請程序，108年 9月每週

二、四市府城鄉發展局、環境保護局、交通局、經濟發展局、

農業局、地政局、水利局、工務局及消防局等 9個局主動出

擊，落實行動治理，於當地五股區公所提供民眾單一窗口諮

詢。108年 10月中下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包括工務局、

農業局、交通局、經濟發展局、環境保護局、民政局及觀光

旅遊局等市府團隊主動派專人前至當地逐一訪視廠家，全體

同仁共同目標即是「了解每個廠家的問題」，並讓所有廠家

「找得到人問」與「問題立即處理」；而針對土地所有權人

部分，地政局亦舉辦 32 場諮詢會讓業者及地主可以再作詳

細的諮詢，總計有 163人次出席。為加強宣導試辦計畫，108

年 11 月市府城鄉發展局再次至當地辦理 4 場都市計畫公告

徵求意見座談會，並通知 1,200多位地主；在輔導申請過程

中，針對民眾表達基地聯外通路的問題，亦分別於 108年 12

月及 109 年 6月再次召開共 4場現有通路地主說明會，邀集

地主討論關於通路之問題。總計召開大大小小的會議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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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場，解決無數實際大大小小問題，工作團隊展現孜孜無

倦的勤政成果。 

(四) 舉賢才，有效激勵 

     用人得當乃清廉理政之本，有效激勵也是行政管理要

務。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市府相關團隊及個人陸續榮獲 110

年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獎」、法務部廉政署「透明晶質獎」、

經理人雜誌「百大 MVP獎」，以及由總統親自頒發考試院「傑

出貢獻獎」團體獎等殊榮，以表彰專案團隊跳脫以往思維

窠臼，靈活運用法規，並能群策群力、人盡其才、高效解決

陳年沉痾，使五股垃圾山轉變成夏綠地的重大成就。除了

獲得各方頒給獎項榮譽外，最重要的是市民的認可，特別

是當地廠家民眾真誠地肯定，使所有長期積極參與的同仁，

工作上都能得到自我實現的激勵，提升對自己未來的自我

期許。 

二、Development(卓越發展) 

    昔日五股垃圾山遭受不肖人士非法棄置垃圾或廢棄土，造成

環境嚴重污染，甚至發出惡臭同時亦影響周邊河川水質，嚴重威脅

五股地區居民健康生活環境及在地正常發展，釀成長期巨大民怨，

對社會造成持續且可觀的消耗、浪費與負擔；而「浪費」或「虛耗」

本身，絕對是與「廉」政所格格不入的現象。此外，相比以往一般

申請案件在興辦事業計畫、用地變更編定，及建築執照審查階段至

少需耗費 1 年以上時間，透過本次試辦計畫簡政便民方式，提升

審查效率，每件申請案不到半年即完成審查，取得合法使用。市府

團隊以實際努力，展現「反浪費」的廉政價值： 

(一) 簡政便民，減省時間成本 

1.由於五股垃圾山範圍係屬二級洪水平原管制區，一般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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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皆需送經濟部水利署進行審核，中央若有任何意見，申

請人並應親自說明，為此市府水利局主動與經濟部水利署

溝通說明試辦計畫內容，以取得經濟部水利署的同意，並

由市府水利局訂定相關基地透保水通案性規定，讓民眾無

須再個案送審。 

2.針對民眾取得建築合法使用部分，市府工務局亦特別訂定

臨時建築許可制，簡化民眾取得合法建築物的申請程序，

使申請人可以儘速取得建築許可，以改善現有違章建物，

降低公共安全疑慮。 

3.為有別於以往的審查流程，本項專案採聯合審查方式進行，

由興辦事業計畫主管機關直接召開會議邀集相關局處進

行審查，一次性告知申請人要補正的內容，縮短審查時程。

經審查通過有 157件核准案件，所有案件皆與申請人一同

至現場會勘討論，市府團隊召開近 200場的聯合審查會目

的即是要在最短時間內協助廠家取得合法設置。 

4.為增進資訊公開、完整與可及性，除了積極召開說明會外，

在市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協助下，亦成立了「翻轉五股

-試辦計畫專屬網站」，將關於試辦計畫的相關內容或申請

表單、執行進度及成果、民眾常見問題皆即時更新放至網

站供民眾閱覽下載，省卻許多無謂困擾。 

(二) 除舊鼎新，點石成金 

    為翻轉五股，市府跨機關聯手展現執法決心，無懼威脅

與壓力稽查違規。 

    對於面積將近 170公頃的垃圾山，自 109 年 3月 30日

起接連 3 日不眠不休，動用 12 輛土車總計 143 車次，清運

了共 2,000立方公尺土石。為杜絕此地違章建築存在，在試

辦計畫執行 1年的期間，市府公安小組啟動階段性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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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佔用國有地及不願意配合政策等共超過 200 家違規廠

家。 

    整頓過程本身也困難重重，由於該處下方土質問題，整

理不易，且因高低差因素，機具使用不便，許多工作仰賴人

工拼湊。現今五股夏綠地範圍總計 169.23 公頃，私有地部

分，依試辦計畫申請合法使用的件數計有 157件，面積總計

88.41公頃，未申請應恢復農用或植生綠化者計有 250筆土

地，面積計 37.87 公頃。國有地面積為 44.83公頃，市府團

隊在範圍內國有地，合作完成 5處公園綠地、1條聯外道路

鋪設、中央軸帶綠軸及道路開闢，共計提供 3.6公頃的國有

地空間，建立五股綠活空間，包括「新冪境」、「環保藝術新

樂(垃)園」和「心環原公園」等具有優美造景與裝置藝術的

和諧寧靜空間。特別是新垃園和新冪境的不少裝置藝術是就

地取材，發揮創意，重新創造出新價值的作品；另外，將「心

環原」打造為新北綠美學亮點，透過複層次植栽方式排列形

成心型、圓形等組合，象徵「從心開始」和「希望五股」，呈

現五股垃圾山回歸最初樣貌的意涵。蛻變後的五股垃圾山，

已成為親子共享的城市綠地與休閒好去處。 

(三) 熱誠默契，增進效能 

    自推動試辦計畫開始，各局處積極至現地勘查、輔導、

稽查，解決各種狀況，過程中倘面臨無法單獨解決，或在當

地遇到不配合的業者或地主等問題，在內由市府城鄉發展局

協助召開跨局處小組會議，共同尋找最佳解決方式；在外則

由市府環境保護局協助找尋業者或地主，抑或連同警察局取

締非法廠家，共同維護當地民眾及市府團隊安全。過程中培

養出極佳合作默契，每每可以通訊軟體 Line 快速聯繫並取

得共識，避免公文往返費時、或主動支援其他有需要協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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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處，展現精誠團結、高效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一掃以往

民眾對於公部門間推諉拖延的既有印象。 

     

三、Distributive Justice(分配正義) 

    國家和政府存在的根本目的，在於保護民眾，增進全體福祉，

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從以下幾點來看，市府團隊整頓五股垃圾山的

作為，可說是走在分配正義的道路上： 

(一) 資訊透明對稱，杜絕哄抬操弄 

   在申請試辦計畫過程中，由於申請文件內容具專業性，民

眾多會委請地政士、建築師、顧問公司等代辦業者，平均辦

理費用為 50 至 80 萬元不等，惟有不肖業者哄抬價格至上百

萬元，導致民眾無所適從；為此市府工務局、地政局及城鄉

發展局亦分別主動接洽建築師公會、地政士公會及都市計畫

技師公會，邀集公會與市府團隊一同協助輔導地主及業者申

辦，提供專業人士建議名單及公定價格，並放置專屬網站供

民眾閱覽，所有資訊即時更新、公開透明、完整可及，有效

清除當地不實謠言，降低民眾不安因素，更能杜絕有心人士

的惡意操弄哄抬價格。 

(二) 秉同理心，照顧弱勢，維護合理正當權益 

   輔導廠家過程中，有部分廠家考量成本經濟問題後仍選擇

拆除遷離至其他地區，為協助遷離廠家員工面臨之失業問題，

市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亦出動人力至當地給予廠家員工就業

輔導或交通補助，計有 3家遷離廠家共 26位員工申請失業補

助，11 名員工媒合到新工作並有 15 名員工領取失業給付；

市府秉持依法行政之精神亦同時顧及盡可能減少對部分民眾

生活產生的實際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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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尊重生命，妥善安置遊蕩動物 

    除就業輔導外，面臨廠家拆遷，現地遊蕩動物的安置也

是市府重視的一環。為尊重生命，保護毛寶貝的安全，市府

動物保護防疫處亦投入人力至現地進行遊蕩動物妥善安置與

宣導，協助完成寵物登記，並幫廠家所飼養的犬隻施打晶片

及疫苗，同時亦向當地廠家宣導車輛行駛應注意路上的遊蕩

動物，不得傷害遊蕩動物。此外，市府動保處同仁持續定期

巡視，救援受傷犬隻，並且協助範圍內五股保育場搬運物資

至保育場新址，經過 161 日公私單位共同努力，五股保育場

的犬隻已獲得妥善安置，讓毛寶貝有個溫暖的家。 

(四) 打破壟斷，增進公益，分配正義還利於民 

    綜觀昔日五股垃圾山，違規廠房林立，從事的行業別背

後具有龐大的利益關係，與黑道間亦暗藏著盤根交錯的網絡。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來，民眾都不敢接近。而少數人盤據當

地，污染公共環境，耗用公共資產，卻由社會大眾共同支出

成本，供其營運獲利，此種長期「利益壟斷」與「違反社會公

平正義」的情形，同樣是「廉」政所應大力撻伐的不合理現

象。而市府團隊輔導廠家使其合法納管，以建立應有的秩序，

並使地盡其利，建設出合計約相當於 2 個大安森林公園的綠

地讓市民共享，打破公共資源被少數份子壟斷，成功翻轉五

股，增進公共利益，則可謂積極促進分配正義。 

 

廉政的實質目的─公平正義、安居樂業 

    侯市長上任後，除重視員工的品德操守(Decency)外，也重視施政

方向及結果是否有助於促進社會發展(Development)以避免建設遲滯

造成無形成本浪費，並兼顧衡平與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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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不當利益壟斷現象，將眼光特別關照弱勢和基層的需要，充分

突顯廉政在概念上原即包括「公正」、「效能」、「課責」、「關懷」、「透

明」、「參與」等積極價值，涵蓋「反貪污」、「反浪費」、「反壟斷」三

大範疇，而以實現公平及分配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

業為其最終目的。經過兩三年來市府團隊的不懈努力，讓五股垃圾山

成功蛻變為陽光夏綠地，綻放出 Decency, Development 和

Distributive Justice 這三株美麗的廉政花朵！ 

新北 3D廉政宣導小組 

111.01.19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綜合規劃科資料提供、政風室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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