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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關渡平原輔導納管試辦計畫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9年 7月 23日(星期三)下午 7時 

二、 會議地點：臺北市北投區行政中心六樓會議室 

三、 會議主席：黃副市長珊珊            紀錄：曾昭揚、鄧雅今 

四、 出席單位：如會議簽到簿 

五、 發言摘要： 

(一)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很高興一個月後再回到這裡，上次大家提到的問題，我們都有

帶回去解決，有關公安、消防的部分，市長已經有指示，安全

不能打折，後續市府會協助輔導業者，讓大家能符合公安跟消

防的規定，這次的納管只是一個開始，未來臺北市政府會繼續

思考關渡平原的發展，市府也會以溝通為優先來推動各項政策。 

(二) 發言登記 1號 林○○ 

我是做回收場，原本在洲美街，後來士北科徵收後搬到立賢路，

我們已經申請納管了，但是 104 年後的建物不能申請納管，那

我們 104 年後的建物怎麼辦？應該也給我們一條路，請給我們

納管。104年後新增違建已經拆了，只剩下一個辦公室，還有一

個廁所，現在又說要把我們拆了，我們每天都提心吊膽，請 104

年後也申請納管，我們願意配合。 

(三)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剛剛向副局長了解，資源回收廠在農業區是可以附條件允許的，

這個是不是請我們輔導團隊進行輔導合法，而不是用納管的方

式。104年後的違建是全市性通案原則，大家都是一致的，不太

可能去調整。這個個案我們請都發局事後再去了解。 

(四) 發言登記 2號 承德汽車商圈 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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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平原的各個產業，面臨一個大危險，目前承德路六段七段，

八成都是車商，如果沿著道路都要退縮，會影響車商的營業。

之前市府拆除很多 104 年以後的違建，現在違建拆了，很多變

成蒙古包或是帳篷，變得更落後。在這邊要沉重的跟市政府說，

一個產業在當地的發展是需要時間的，但政府現在一句話就要

大家納管，扣個國土計畫的帽子就要把我們毀了，要毀掉商圈

很容易，但市府也要重視產業為什麼會在這邊發展，重視人民

的權益，這些車商都是花了很多時間需要很多腹地的，所以才

在這邊發展，上次大家要求刪除保證金，市府也同意了，希望

市府能重視人民的意見，讓關渡平原有好的發展。 

(五) 發言登記 3號 王○人 

承德路七段，上次針對自行車道有進行說明，知道現在已經取

消，想請公園處這邊再詳細說明。另外剩下 3 米半，我有進行

認養，並且有在維護、整理。上次講到三生，生產生活生態。

人行道前面那段我有花錢去種櫻花，希望增加整個植物的生態

性，現在公園處說要去鋪人行道，雙連幼稚園前面，用的是高

壓磚，高壓磚年限是很長的，但一直在重鋪，政府一直都說沒

錢去維管，但是都浪費錢再重鋪人行道，這是不對的，應該要

種樹，現在大家都怕颱風而不種樹，這是不對的，我想問認養

的部分，就是這 3 米半，我覺得可以請專業的出來評估，並請

大家到現場看過再做決策。 

(六) 發言登記 4號 中華民國園藝花卉商業同業公會 林○宏  

農業的部分是免納管的，但是農業的賣場，農產品加工廠跟辦

公室是不是要納管?我們希望農業發展單位能夠寫清楚，讓我們

在認定上不用這麼麻煩，我們農企的辦公處所，是不是可以在

農地上設立?設立之後要如何繳稅，希望市府能夠說清楚，明文

寫清楚，讓我們可以知道如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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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發言登記 5號 葉○成 

我是六段修車廠，我們單間公司可以申請納管嗎?用一個地號可

以申請，現在我去檢查一個問題出來，我要會同我旁邊 2 家去

申請防火?現在市府的許可書都有認證了，現在說我這樣又不行，

說我的水要下去哪裡?我工廠都在一起，沒有下水溝，又要一線

天。請市府協助去了解。 

(八)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實際還是要讓綠帶能夠空出來，原則性的部分，在法律的範圍

內市府都會盡量的爭取，實際狀況我們也會盡量協助讓大家能

夠合法，依實際的狀況去進行規劃。納管的對象原則對我們來

說是不變的，農業的賣場跟辦公室，我們也會儘量去協助。 

(九) 發言登記 6號 陳○唐  

1. 首先感謝副市長及議員願意協助我們，有關本計畫有要求

要有公共意外責任險的保單，但倉庫不是車商，有需要意外

責任險保單嗎? 

2. 第二個是補件的部分，可不可以用電話通知?補件限一個月

太嚴苛，是不是有調整空間? 

3. 第三個是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的部分，一定要全體所有權

人同意太嚴苛，土地有規定相對多數決的土地管理方式，租

賃契約也可以證明經過地主同意使用的文件，是不是一定

要全體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希望市府可以再研議與調整。 

4. 第四個是商業登記的部分，以前可以商業登記，但是 104年

後市府不讓我們做商業登記，這問題主要是因為市府把關

渡平原的分區劃設為公園用地，變成公共設施保留地。 

5. 新北市的蘆洲以及社子島都要區段徵收了，那關渡平原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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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時候要開發?也希望市府給我們一個說明。 

(十) 發言登記 7號 汽車商業同業公會 紀○慶 

我是汽車商圈同業公會理事長，我覺得目前市政府所做的納管

是針對我們汽車業，一個計畫出來邊實行邊改變，變成人民對

市政府不信任，臺北市 107 年 150 幾家的會員，今年只有 103

家，好像市政府覺得稅收太多，反而排商，我們這些汽車業者

50幾家跑到新北市，跑到桃園。如果要納管我們絕對同意，但

是希望市政府簡化手續。包括拆除違建，當初要建的時候市政

府就要制止，不要我們建好了，市府再來拆。我們請議員協調

先安置再拆除，結果市府都不接受，請市府官員體諒我們這些

業者，讓我們有口飯吃，讓我們合法經營。我們現在配合消防

環保再去做，那以後空拍圖出來會不會又被認是新的違建? 

(十一) 發言登記 8號 汽車協會 王○灃 

1. 我是承德路六七段的汽車業者，針對綠帶的規劃的部份，希

望規劃是全面性的。第一個，綠帶的部分希望臨路的部分可

以有 4m的空間進去，臨車商的部分希望可以不要有花台或

是設施物阻擋，這樣對於商業的營運是不友善的。 

2. 承德路五段的綠帶跟人行步道的設計，完全是平面的，希望

公燈處的長官未來在承德路六段七段的規劃也都能做一個

整體的考量，不要有花台或是設施物影響承德路沿線的營

運，我們業者也都會守法配合納管。 

3. 污水的部分，因為建築物大多比較老舊，不太容易配合改善，

希望市府能夠多多體諒。 

(十二) 發言登記 9號 葉○健 

我是在承德路七段任昱汽車。希望個案處理，我的面積有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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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面寬有 16 米，公燈處說 40 米以上才有 2 個出入口，我現

在就有 4 個出入口，希望能維持現況的出入口。現在很多業者

因為士北科的開發，市府都沒有去輔導做一個安置，所以業者

都跑到這邊來，結果我們柯市長 104 年來就拆，把它拆光。我

覺得產業還是有生存的必要，希望副市長可以用一個特別的條

款，讓我們業者可以生存。 

(十三) 發言登記 10號 陳○勝 

我是長期居住在下八仙的居民，關渡平原的發展已經討論三十

年了，過去市府曾經說過社子島跟關渡地區要一起開發，社子

島都要開發了，關渡平原還是遙遙無期，還有社子島要開發的

話，關渡平原的堤防要往北移，不能淹社子島，要淹關渡平原，

這不是要犧牲我們嗎?這社會從來就是弱勢保護強勢，這是我們

世代的土地，每次在颱風淹水的時候我們都要守護我們家園，

希望未來在開發要注意民眾的權益，市民有貢獻，市府絕對不

要忘了我們。 

(十四)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綠帶的設計我們請公園處再討論一下，基本上我們希望保持綠

帶的完整，不要有太多破口。有些民眾希望保持綠化，有些希

望多一點破口。下八仙我的確和里長去過，未來希望會訂台北

市綠的政策，我們不能再拖說國土計畫，我們希望在市長任內

能有個態度，我們能做到，在我能力範圍內會盡量達成。 

(十五) 發言登記 11號 汪○華 

我想詢問 6 月 10 日公告的納管對象，有含 103 年 12 月 31 日

前之既有違建違規使用且供營業使用，後來這次修正的把供營

業使用刪掉了，我現在有去弄，還有流動廁所，並且打電話去

問營業的有沒有要納管，我就去申請，結果現在刪掉了，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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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103 年以前的可以申請納管，104 年就不行，我們也想申請

納管，想請恢復原 6月 10日公布的納管計畫內的納管對象。 

(十六) 發言登記 12號 林○玄 

我是承德路六段的修車廠，我們有收到資料，也有洽詢廠商有

關簽證的事宜，有些鄰居遇到消防簽證後但是審查沒過的問題，

也有遇到因為屋頂防火不合格，必須拆除重作的狀況，這樣不

就變成新違建了?還可納管嗎?希望市府給我們明確的標準，讓

我們可以依循。 

(十七) 發言登記 13號 陳○成 

我是承德路汽車業者，目前往後延的部分，前面不到 10米，是

不是綠化的部分可以用比較簡易的方式，因為將來開發也是要

打掉，現在花錢做一做，以後要開發還是要弄掉，又要再花錢。

是不是讓業者大家一起弄一弄，你們在綠帶上面弄花台，汽車

根本看不到，我們業者就毀了。 

(十八)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簡單說明一下，其實營業跟違建是兩件事，104 年以後的違建

不是我們的納管對象，104年以前的是可以繼續營業與使用的，

不是營業就一定可以申請納管。 

有關消防與公安的部分我們會持續的輔導，考量業者的實際需

求進行輔導納管，綠帶的部分也會盡量以綠的考量作整體性的

規劃。 

(十九) 臺北市北投區洲美里 蘇府庭里長 

1. 這次非常感謝副市長，我們上次建議都有聽到，但是關渡平

原真的是最可憐的，關渡平原從 59年 7月 4日到現在剛好

限建 50 年，現在要納管也不行，因為超過 30 年的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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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不可能達成的，拆掉是不是市府也要讓我們再蓋?我

們北投焚化爐，都有粉塵，根本無法種植，綠化應該要整體

考量，關渡平原整體開發，要留綠化多少都可以。 

2. 士北科原本工廠是符合法定年限的，現在有些舊的有些新

的，不納管要怎麼辦?還有農民，市長上任到現在，地價稅

增一倍，土地又不能種植，又缺水源。農民就是靠租這些鐵

皮屋來增加收入，收入又要繳稅，稅又變多。這些農民做倉

庫，希望不要再納管。做消防可以，但公安叫它拆掉再做，

又花錢，真的是不可能。要不然要賣地來繳錢嗎。這些納管

是不是可以做消防就好?不要再做公安，以前材質都不會符

合現在的規定，要不然就讓我們重建。因為也限建 50年了，

要做到符合規定，真的困難非常高。除了直接開門做生意，

不然倉庫的就不應該把它算為營業用，希望副市長聽到我

們的聲音，也希望關渡平原整體開發。 

3. 關渡平原農地希望整體區段徵收，市府要做什麼規劃，我們

都贊成，但是不要再規劃農業區。區段徵收，整個範圍內要

留多少保護區都可以，農民心聲希望可以看到區段徵收。 

(二十) 臺北市北投區福興里 蔡柳池里長 

1. 感謝副市長非常有心的協助我們，違章的狀況很複雜，很多

都是很多年以前都建好的，要配合辦理公安改善是有困難

的，污水也是，因為這邊沒有下水道也沒有污水溝建設，根

本很難配合做改善。 

2. 臺北市很多地方都有鐵皮屋或是違建，不應該只有關渡平

原要輔導納管，這樣對關渡平原不公平，而且過去沒有公安

改善的問題，經過這麼多年，突然要我們做公安改善，真的

很難配合，關渡平原違建有將近一千間，輔導納管試辦計畫

真的造成我們很大的困擾，要我們花很多錢，到時候就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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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租了，而且輔導納管試辦計畫期限延長，是不是開發

期程也要延後，關渡平原已經禁限建很多年了，市政府都不

開發，一個政策就要我們納管，這對我們不公平，我們要求

要納管就全市所有違建都要納管，而且針對老舊的建物應

該是只要做消防改善，不應該要求我們要做公安改善。 

(二十一)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里 劉憲昌里長 

1. 承德路六段 331 巷 32 號跟 30 號臨承德路的部分，未來做

ㄇ字型綠帶的時候可能會影響到地主的出入，我們反對綠

帶收取通行費，反對納管要花大錢改善。 

2. 我們很多房子都有門牌跟繳稅金，但因為沒有做保存登記，

是不是市府可以協助我們申請建物保存登記? 

(二十二)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上次里長有跟我講，到底公安怎麼辦，所以請建管處針對建築

物 B 類使用的，只有 2 家餐廳跟 8 家比較大的車商，另外 B 類

以外的，可以提替代方案。公安的部分還是要強調，安全的部

分不能打折。另外 104 年市長上任後，幾乎都把大型違建拆掉

了，只剩下立賢路，所以是全市一致性的。具體個案一個一個

做，只要大家願意配合，我不相信做不到。 

(二十三) 臺北市議會 林瑞圖議員 

今天我們都很後悔支持柯市長，支持他來跟我們收稅，來拆我

們的房子，有一個郭先生，房子民國 29年蓋的，叫我們要參與

納管?要如何改善?如何配合公安、消防改善? 

下八仙的防潮堤外土地，市府一直都沒徵收，現在綠帶通道要

收錢，那八仙外的防潮堤土地可以徵收嗎?過去郝龍斌市長曾經

規劃在關渡平原做超級大堤防，參考日本難波的案例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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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沒有繼續做下去，然後說堤防用地要徵收也都沒有，綠帶

也都沒徵收，公共設施靠的是容積移轉取得，市府根本是土匪。

堤防做了是要保護臺北市民，但沒有徵收，過去公園處 95年就

曾經說要做綠帶，被我阻止，現在又說要，市府就是要便宜取

得土地再賣給財團。現在做綠帶就要跟我們收錢，我們農民農

機具進去是不是也要收錢?希望副市長以後可以選上市長，不要

像柯文哲一樣。今天我是真的很感激你。 

我們北投地區的居民就像無父無母，要稅金時就找我們，要發

展我們就沒有，回去請跟市長說，柯市長可以當選我們北投居

民的支持很重要，不可以欺負我們北投的市民。我們地方上有

老人屋頂做了一些修補，就被市府當作違建拆掉，他是年紀很

大的老人家。 

過去 95年公燈處就有綠帶的計畫，地方就有強烈的反彈。希望

副市長可以跟市長說明，要照顧北投地區的居民，要有關渡平

原的開發方案。 

(二十四) 臺北市議會 潘懷宗議員 

第一個重點是蔡里長問黃副市長，今天納管計畫是不是只納管北

投區，12個行政區為什麼其他不納管只納管北投區。剛剛里長問

題沒有回答，要回答最基本的問題，而且要書面回答。建設北投

區最後建設，納管最先納管，這是通案問題。對於關渡平原要有

長遠計畫，關渡平原未來開發計畫什麼時候能提出來?今天講納

管計畫，不能說對於關渡平原完全沒有計畫，擺爛也是做到完。

但是如果黃珊珊想選市長，如果關渡平原開發案不能拿出來，我

們絕對不投你。 

我第二個要求，是不是能提出關渡平原長遠開發案?我要求書面，

2個都書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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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我們前面的商店，剛剛已經講過從 150變成 100家，今天

都有來，關渡平原裡面將近 1000戶，這些所謂住家跟倉庫他們很

可憐，因為他們沒辦法用地，只能租倉庫來養活這裡，所以今天

很多里長關心這個才來。今天市政府拿不出開發計畫，納管計畫

都應該停了，我們通通不該納管，如果拿得出理由，我們議員通

通協助你，幫你協調。替代方案一定給我們過，有事情給我們打

電話，解決不了就找黃副市長。 

(二十五) 臺北市議會 楊靜宇議員 

在這邊我有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公館路跟大業路與承德路那邊有

一個富邦 momo，大家都知道那塊地有部分是市府的土地，富邦要

跟市府購買，那邊的土地是工業區一坪大概十幾萬，未來買去了，

是不是就要變成商業區?所以我們要幫市民把關，關渡平原輔導

納管試辦計畫我們也一定會幫市民把關。 

我們呼籲市府要照顧居民，關渡平原有很多老舊建物，根本無法

配合公安改善，是不是可以做到消防就好，公安因地制宜即可，

希望市府可以多加考量。 

我們今天真的要給黃珊珊副市長一個掌聲，謝謝黃副市長的協助。 

(二十六) 臺北市議會 陳慈慧議員 

針對公安簽證的部分，未來會對於 B類(商業)餐廳跟 500平方公

尺以上工廠，簽證有困難可以提出替代方案。但是關渡平原裡面

各式各樣問題，所謂替代方案到底是什麼請相關單位解釋。過去

有些業者原本在洲美，因為洲美開發後被迫遷到立賢路周邊，剛

才第一個小姐就是原本在士北科裡面回收廠，他是可在農業區設

置許可的，所以這些業者，是不是一邊輔導他們，也讓他們安置

在這邊。另外檳榔攤的業者也待了 20~30年以上，剛剛簡報希望

他們退縮後在裡面找到 104 年前的建物，是不是有其他方式?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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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10 米綠帶部分，業者還要退縮 1.5m 也壓縮到他們商業空間，

是不是可以再做討論。 

(二十七) 臺北市議會 侯漢廷議員 

經過上次的說明會，市府做了很多改善，黃副市長也親自走了一

趟，走了一趟才知道本來的計畫確實是需要改善，謝謝黃副市長，

也表示本來在冷氣房想出來的政策是有問題的，而且過去我跟林

瑞圖議員也質詢了很多次也沒辦法阻擋，直到上次說明會說要罷

免柯文哲，市府就縮了。 

剛剛也說到市府很多老舊建物很難配合公安，綠帶的設置也會影

響到車商的進出，市府都說會有替代方案，那替代方案是什麼?市

府應該要主動幫居民改善，尊重居民的生活模式，而不是扣大帽

子，用公共安全的理由直接要求民眾必須配合改善，市民是長期

居住在這裡的，市府應該以不管理為原則，管理為例外，如果市

府真的重視公安，那錢櫃案例要怎麼說? 

市府說這邊是農業區所以不准改善，不准建築，不給我們發展，

你們有照顧北投居民嗎?北投區很多地區都有需要改善的問題，

如果還要里民、里長跟議員要去跟副市長報告北投需要什麼開發

什麼建設時，就是市府的失職。所以我要求市府應該要跟北投的

居民說明，可以給北投什麼樣的開發什麼樣的建設。 

(二十八) 臺北市議會 黃郁芬議員 

我有 3 點想和大家說明，我們今天在這邊就是因為市政府納管，

因為關渡平原禁建。過去因為整個大台北地區的防洪，所以我們

禁建，但現在看到的是社子島要區段徵收，但是關渡平原卻用納

管的方式。這兩個地方的歷史原因都是因為防洪禁建，但是現在

是一國兩制，為什麼都是臺北市，應該用一樣方式解決一樣問題。

再來，新北市蘆洲把農業區設置都市計畫要解禁因為他們人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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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萬人，但是北投有 25 萬人，過去每次北投通盤檢討計畫，都

沒有解決到關渡平原。每次通檢都說要等國土計畫，但這應該是

市府的責任，而不是要等中央。都發局自己辦的座談會，很多專

家學者都已經有專業的建議社子島和關渡平原要有整體的考量。

市政府早就有學者說過了，關渡平原應該要有一致的標準，這是

公平的問題。關渡平原為了納管為了公安，有需要重建的地方，

但是這些地方拆掉重建，又會被認定為新違建，那市民怎麼辦，

請市府提出可以讓大家安心的辦法，這個部份希望市府團隊慎重

考量，希望居民不要再被市政府忽略。最後剛剛有居民說，他已

經有找輔導團隊，但是 A公司跟他說一個標準 B公司跟他說另一

個標準，市政府應該要有一致的標準，輔導團隊也應該把資訊公

開透明要一致。 

(二十九) 臺北市議會 張斯綱議員 

第一點在 2018 年上一次市長選舉之前，文山區貓空也有遇到違

建的問題，最近變成農業休閒區，把它合法化，讓土雞城可以合

法經營，但是現在北投卻要納管要拆，根本一市兩治。 

這次有 400 多家業者要個案輔導，這不是個案，是通案有問題，

有的陳情是輔導團隊在利益上有問題。 

坦白講關渡已經不適合種田了，北投這邊空氣污染很嚴重，不適

合從事農業，希望市府可以有整體的規劃，開發關渡平原，開發

不代表就是炒房，也可以有很多好的利用，希望市府可以給我們

好的開發方案。 

(三十) 臺北市議會 陳建銘議員 

社子島有很多人在抗爭不要開發，關渡平原要開發卻都不理我，

相信鄉親今天來到現場就是要解決問題，關渡平原多年禁建，大

家都希望能夠開發，今天市府就是沒有開發計畫，所以才要納管，

要我們這些關渡平原上的業者能夠有一個繼續生存的方法，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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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想法跟民眾有落差。社子島有納管嗎?社子島有違建嗎?有，

有納管嗎?沒有，我們關渡應該跟社子島一樣，社子島的工廠都只

有做消防，根本沒有做公安，標準應該要一致，今天我們不是不

配合做公安，而是要訂我們做得到的政策，我們配合做公安，改

善費用幾乎跟重建差不多，這樣根本不合理。 

還有如果要納管，那公共設施要做，管道要進來，道路要開闢，

消防栓也要做，最起碼消防跟排水都要做到路口，我們不希望市

府對關渡平原再開一個惡例，今天張茂楠議員來，我想很簡單，

就是因為關渡平原納管，說不定哪天松山信義也要納管。 

市府說不開發是因為環保，但社子島到處都是土資場，都是環境

髒亂，開發才是整頓環境的方法，才是真正的環保。 

納管要收保證金根本不合理，綠帶也是，綠帶的規劃應該要看地

方的發展現況進行規劃，而不是一視同仁，綠帶規劃要有整體性

並依照地方納管的情形去做規劃，部分可以給廠商租用的就給廠

商租用，真的需要綠美化的就去綠美化，這才是有為的政府。希

望政府的政策是可以配合的，是我們做得到的。 

(三十一) 臺北市議會 張茂楠議員 

臺北市政府到底有沒有欺負大家，大家自己想想看。那有什麼關

渡平原納管計畫，明明就是欺負人。限建在納管，只是為了好管

理，汽車商圈被逼走，拆光。現在要增設綠帶，要開口，要付錢，

這實在很沒道理。其他哪裡要付錢，這些汽車商還對台北市也是

很有貢獻，現在到這邊之後又把他們逼得向後退，現在又逼他們

做綠帶還要收錢，是不是很沒道理。整個關渡平原要做個整體開

發，納管只是為了要防堵他，我是認為一定要公平。原本納管要

保證金，上次大家講一講就不用保證金，那我們今天講一講，可

不可以就不用錢。今天是因為他們本身不合法，就要請他們納管，

他們也是有身體有父母，公平正義不是顯在這個地方，不能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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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合法就這樣。開口也不是專屬專用，為什麼要收錢。 

(三十二)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今天納管就是要讓不合法的去正視它，臺北市的條通也是，我們

修都市計畫就是要他們能夠合法，而不是讓他們在檯面下衍生許

多問題，違建爭議處理委員會也是，我們就是要正視違建的存在，

有一個處理的方法，納管是讓大家安心做生意的一個方式。臺北

市政府曾經在關渡平原提出過很多計畫，包含體育園區、關渡公

園、濕地公園，但一直沒有做，目前都發局有幾個作法，第一個

是容積移轉自治條例的修正，過去只有兩公頃以下的公園只能容

積移轉，未來兩公頃的天花板會拿掉，讓關渡平原的運動公園能

夠慢慢容積移轉，第二個，因為有容積移轉跟容積銀行，我們也

可以慢慢地有機會按照程序來徵收公園，所以也希望我們議員在

議會也都可以支持我們修法。 

針對大度路北側的農業區部分，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正在做農

業政策白皮書，臺北市九成的農業區都關渡平原，我們的農業政

策就是在協助關渡平原的發展，我們也在找關渡平原水源，如果

找不到水源，農業政策就需要提整，所以不會等國土計畫到 114

年，我們對於關渡平原會有農業政策去做協助。我們之前去看關

渡平原，很多都是紅磚瓦矮房，也被認定是違建要去改善，這標

準我們回去會檢討一個合理的標準，長期的計畫我們也會提出一

個態度，提出一個可以實現的方案。 

過去輔導團隊可能不受到大家的信任，現在我們建管處找了公協

會來協助，這是大家的生命財產，我們都會盡量地去協助，只是

很多政策都有公平性的問題，我們也會考慮政策的公平性才去執

行，市長的想法不是要消滅大家，是要正視違法，讓大家按照規

矩安居樂業，納管真的是一件好事，可是大家可能誤會了，所以

我們要說清楚，如果標準不一致我們一定會檢討，但我們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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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大家的安全，對我們政府來說如何保證市民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如果要開發，要如何保障居民權益也是我們要思考的，一個月後

我們再來這邊跟大家說明。 

(三十三)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有關都市計畫的裁罰標準部分，農業區規定只能作農用，不能做

汽車業使用，有違法我們就會裁罰六萬到三十萬，如果參加納管，

我們就暫不裁罰，這是只有關渡平原納管的部分，其他地區未有

納管試辦，違法就會依法裁處，另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希望關渡平

原可以違規使用安全，我們希望大家用的安全，環境的方面也顧

到，不要再有新的違建產生，這是本計畫努力方向。 

另外中長期規劃的部份，這部分都已經開始啟動，後續我們也會

辦公聽會與說明會來廣納大家的意見，這部分都發局這邊也都會

參考大家的意見進行規劃評估。 

(三十四)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剛剛主要在關心承德路六七段的設計，但是綠地可能要考量人行

通行的空間，不過這部分可能還是可以和大家再討論，像是綠化

的配置等等。那這邊有些地方可能比較特殊，個案特殊地形我們

會再討論，不會變成店家沒有通路進出。 

(三十五)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針對違建的部分，我們建管處部分會再做一個檢討，針對低危險

性的做一個檢討改善，我們建管處也成立了輔導團隊，後續只要

大家有需要，我們一定派員去做協助，公會跟協會我們也都有討

論，未來會有一致的標準，目前公安的規範合法建物要有 36項規

定，我們已經針對這個地方降低到 9項，讓大家都可以符合規定。 

(三十六)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消防局部分在納管計畫之前已經有做一些檢查，消防設備部分是

針對市民資產做一些保障，更何況生命是無價的。如果消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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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的話，大隊都可以協助大家，在符合規範的前提下，以最

經濟的方式協助大家。 

(三十七)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針對公安、消防這我們回去會再做檢討，下一次我們來說長期的

規劃與未來的方向，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也都可以反映給我們，

市府不是要消滅關渡平原，是要正視違法，是要讓大家可以安全

的營業，後續隨時有問題都可以跟市府聯絡與反應。 

 

六、 會議結束時間：晚間 10時 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