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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啤酒工場(建國啤酒廠)都市計畫變更案 

地區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11月 24日(星期二)下午 7時 00分 

貳、 地點：臺北啤酒工場 2樓大禮堂(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 85號) 

參、 主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邵總工程司琇珮 

肆、 出席單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臺灣菸酒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

政府財政局、臺北市政府主計處、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臺北市

議會苗博雅議員、葉林傳副議長辦公室、王世堅議員辦公室、

王浩議員辦公室、林亮君議員辦公室、陳怡君議員辦公室、陳

炳甫議員辦公室、梁文傑議員辦公室、邱威傑議員辦公室、朱

園里李林耀里長、力行里沈銀德里長、埤頭里林銘清里長、民

輝里陳威禎里長、昌隆里王志剛里長、立法委員蔣萬安辦公室 

伍、 主席致詞： 

歡迎大家來參加座談會，首先非常謝謝臺酒公司提供今天

會議場地，待會由都發局同仁簡報建國啤酒廠、周邊環境及相

關計畫介紹，再進行座談。 

陸、 民眾及單位發言要點： 

一、 臺北市議會苗博雅議員 

1. 建國啤酒廠雖然不在我的選區，但是我過去以一個臺北市民

的身分關心的，剛好在我上任之後工會也有找我談過，針對

珍貴的啤酒文化園區如何實現，為臺北市民爭取最大公共利

益，不只是在地居民還有全臺北市民，甚至是臺灣民眾，大

家如何一起來找一個能夠兼顧各方利益平衡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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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天來關切市府同仁有沒有清楚的跟大家說明這案子現在的

進度，以及未來發展會怎麼走，因為這裡不是我的選區，所

以我當然非常尊重選區議員的意見，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

題，非常歡迎向市府同仁表達。我今天只有一個具體的要

求，希望會議紀錄能夠做得詳實、做得完整，過去我們看到

許多政府機關開說明會、公聽會，常常大家講了很多，但在

紀錄上只有幾個字或一句話，我覺得這樣的紀錄方法對民眾

是不公平的，大家都準備很多很好的意見來告訴市府，請市

府同仁將紀錄做得詳實正確，之後在議會問政時可以在地聲

音作為市政府後續決策的依據。 

二、 朱園里李林耀里長 

1. 建國啤酒廠案據我了解，95 年已有送案但沒有補件，後來

106 年才重送案一次，這案子在臺北市已經審議完畢，也送

至內政部營建署，後續簽訂協議書以後才會公告，但這過程

一波三折。當然在地區、臺北市的發展來講，建國啤酒廠應

該建設為臺北市的新地標，朝著觀光文化啤酒園區的方向作

發展，朱園里附近有伊通、南京東路、八德商圈，但為什麼

這裡這麼沒落，是因為這裡是盆地中的盆地，臺北市是三面

山一面出海，這裡是三條陸橋(建國高架橋、市民大道、光

華橋)限制發展，現在光華橋拆掉，之後長安東路、南京東

路串聯起來，才是我們的未來。   

2. 我當選里長後，就將建國啤酒廠作為市政座談的議題，希望

儘速早日開發是我的政見，在 108 年市政座談有回文給我，

目前涉及經營管理以及增額容積價金的使用問題，但到了

109 年沒解決，又增加北科大希望利用古蹟作為教室。我就

不清楚在過去的協商怎麼會演變成這樣子，一個都市計畫經

過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的案子，我相信對所有法律的部

分應該是面面俱到，在這種情況下應該依法有據，不會是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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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政府審查過的案子如果是違法那就重來。現在案子卡

在這，又有北科大想要來用校舍，這塊土地 5.2 公頃約 1 萬

5 千坪的基地，要有規模性的開發，才有辦法活絡創意經

濟，但是如果東側是北科大作教室使用，西邊是臺酒蓋大

樓，這塊地就沒辦法達到活化再利用的價值。 

3. 今天座談會希望都發局及文化局把問題的癥結一次講清楚，

其實他們都有回文給我，朝著臺酒公司經營管理的方向，當

然要有法源，文資法或是臺北市的自治條例作規範，但其實

已經有結論了，看是要協商還是要各退一步，用原本的方案

繼續執行下去。也希望臺酒公司不要因為某幾個議題就怎

樣，大家都在創造歷史，應該要有使命感把園區做好做大，

來創造更多繁榮，我們社區就會自然的發展。 

三、 昌隆里王志剛里長 

尊重當地里長的意見。 

四、 埤頭里林銘清里長 

1. 因為我本人在地土生土長，已經 68 歲了，這裡我從小看到

大。這啤酒工廠是日本時代 1919 年叫做高砂啤酒會社，

1945 年改為臺灣菸酒工廠，30 年就換一次政府才有這樣的

變化。大家對這啤酒會社都很有感情，在座可能以前也是員

工。這 5.2 公頃有這麼多財團、政府高官大家都在覬覦，找

一個名稱就想改，他們都沒有想看看，日本留下來到今年剛

好 101 年，目前完完整整也可以生產啤酒，如作啤酒文化園

區，沒好好規劃就是你們的錯。我曾到日本參觀麒麟啤酒會

社，他們是將外國人帶來觀光，但你們不是，有一塊空地就

想來起厝、種水泥筍(大樓)，這樣才有錢賺。不會想留下作

觀光景點，可以釀啤酒、參觀、賣周邊商品，都是賺錢的。 

2. 剛剛李林耀里長說的沒錯，要怎麼活化帶動周邊，大家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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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生意，又可以建設。這裡東邊是光華商圈，也算是臺灣

的秋葉原，也是商機的所在要好好利用。我要給都市發展局

一個建議，不要看到空地就想東想西，包含政府跟財團，大

家都向錢看齊都不想未來。日本蓋全臺灣第一間啤酒工廠，

原本是臺灣所沒有的，國民政府來只有廢掉原本可以當作觀

光地點。我們去日本參觀古都是了解生活文化，但臺灣都沒

有，只想如何在空地建設，如果不會做就參考日本如何做。 

3. 另外一點就是反對北科大來作教室，校園內一直蓋大樓，操

場切一半作停車場，還有作餐廳的，都不好好做。校長不想

學術、專業，只想哪裡可以蓋、哪裡可以賺，所以我反對北

科大來這文化園區。這裡原本的工廠都在，剩下的空地作停

車場，吸引觀光客來，甚至由觀光局向國外宣傳臺灣有建國

啤酒工廠。 

五、 力行里沈銀德里長 

1. 我們在啤酒工廠隔壁里，對這塊土地發展非常關心，十分同

意朱園里李里長及埤頭里林里長之意見。我要補充的是啤酒

廠從日本時代到現在，臺灣找不到這樣有歷史性的，所以古

蹟文資保存相當必要，不管是單一目標觀光啤酒廠也好，作

臺灣觀光景點之一。 

2. 但如是多重目標，地區最需要的不是北科大建校舍，周邊長

安國中及長安國小共用小操場，而長安國中才最需要搬到這

裡，給周邊幾個里的學子弟使用。不過我也非常贊同兩位里

長，發展為臺灣地區世界有名的酒廠，各地來臺北觀光遊覽

車可以開進去，這是我最大的期許。 

六、 民輝里陳威禎里長 

我非常贊成中山區幾位里長，像我們旅遊都往中南部

跑，反觀臺北市沒什麼好參觀的。這次安心旅遊臺北市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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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生意，是因為大家都往中南部及東部去了。黃珊珊副市

長今天又提出一個補助方案，可是臺北市的旅館業都哀鴻遍

野，說臺北市沒什麼好參觀的。為什麼不把建國啤酒廠作成

觀光園區呢？我記得林崇傑局長曾講過，華山、建國啤酒

廠、松菸是一整個帶狀文創發展，如果作其他用途就被切掉

了。請議員在議會幫我們爭取，臺北市之前規劃這裡的帶狀

發展，以及讓中南部的民眾願意來臺北觀光，不是只有看

101 及幾個固定景點，10 分鐘就看完了，但觀光工廠可以看

很久，也可以買很多東西。 

七、 力行里沈銀德里長 第 2次發言 

1. 我認為北科大可以參考慈濟大學、淡江大學在比較寬廣的地

方，大學生年齡較大可以住校，長安國中都需要家長每天用

摩托車載送，所以希望長安國中搬到這裡。 

2. 我也希望這裡可長可久，像日本 SAPPORO 啤酒廠是一個很好

的景點，可以作為借鏡。舊臺北市政府也是古蹟作為當代美

術館，旁邊有建成國中也是很好的借鏡。金錢難買古蹟，希

望大家好好考慮。 

八、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謝謝 5 位里長，里長們的意見其實具有高度共識，第一

點非常珍惜我們所在地區的啤酒文化，第二點希望未來打造

為觀光園區，市府會帶回去讓相關局處了解。另外里長也提

及市府針對這地區除了建啤本身之外，也著重在人本環境，

因為許多資源是必須作串聯的，現在因為高架橋、快速道路

切割，步行安全及舒適並非相當理想，所以短中長期人本環

境會是我們的重點，短期先漸漸留出人行空間，但部分必須

透過改建才能於中長期達成，後續如有較明確的行動計畫，

市府相關局處會再到地方跟民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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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民眾一 

1. 我代表參與保存運動 20 多年臺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發言，

首先肯定市府召開會議，並且積極推動這周邊人本環境改

造，也贊同諸位里長站在文化保存的立場去討論園區未來走

向。我覺得市府還是得解釋，其實這計畫已走完臺北市及中

央都委會審議，但為什麼還是無法公告實施。我知道市府認

為目前有窒礙難行的部分，以我們的了解其實那部分在都委

會都討論過也落成文字，並不是違法而是之前沒有前例或法

源依據可以推行下去，但都委會審議的結論難道不是具有一

定上的法律程序？2018年 10月 29日市府及臺酒公司在成品

倉庫舉辦過一場記者會，名稱就是協議簽署記者會，其實協

議簽署已經完成只差公告而已，並沒有說不能執行。 

2. 我們一直關注這案子的發展，也注意到市長及市府發言人在

公開場合的發言，有些部分是有誤導民眾的嫌疑，市長在去

年 11 月回復許家蓓議員質詢時，這案子要等中央協調完後

市府才作決定，但這案子是民間公司向市府提出之申請案，

只有市府跟臺酒是關係人，原本就沒有中央協調的事情，為

什麼市長會認為有呢？市府發言人對外說明百分之四十比例

的土地面積是市府可以決定如何使用，但市府的權利其實是

產生於協議後並公告，市府才有權利可以使用，所以臺酒一

樣有權利可以討論及拒絕這件事情發生。 

十、 民眾二 

1. 我是臺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研究員，很樂見都發局針對這附

近市中心有人本環境的考量，但今年 9 月中柯市長在個人

Youtube 頻道上傳的影片，花了非常大的篇幅針對建國啤酒

廠案說明，我們認為有很多資訊有誤導民眾之虞，希望市府

團隊在發表相關資訊時能注意，包含 2018 年已通過二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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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審議，簽署 MOU 開記者會之後，過不到 2 個月選舉市長

連任，才開始適法性有疑慮，忽視二級都委會審議的效力。 

2. 市長在影片中說，對臺酒來說最好是可蓋商業大樓，而臺北

不需要多一棟商業大樓，但不能損失臺北科技大學。這其實

都有誤導民眾，因為原本通過的方案，臺酒能夠開發的土

地，相較於第三種商業區來說，是還有加上限制的啤酒文化

園區，另外會回饋 2 公頃的土地給市民，作為廣場公園還有

表演空間，並非只有商業大樓。但今年市府新提案卻可能把

特專二的土地多目標使用然後創造更多的商業大樓，那是否

我們可以說臺北不需要多兩棟商業大樓，卻少了市中心很重

要的廣場公園及表演空間，以及可以變成臺北國際亮點的百

年啤酒博物館。 

3. 另外北科大也不會因為少了這個本來就不屬於它的地，然後

就會被迫離開臺北。大家看到附近許多北科大的校地作許多

類似商業開發，但沒有作為教學空間使用。所以我們希望市

長及市府團隊對外的發言能特別注意，不要徒增都發局的業

務負擔，給社會正確資訊。 

十一、 民眾三 

1. 我想請教都發局有幾個人參觀過建國啤酒廠，當很多人沒有

來參觀過，如何來規劃這個地方，我認為有點莫名其妙。 

2. 我認為都發局簡報有藏私，很多里長都知道有北科大的事，

但為什麼沒有報告，你們一版二版三版四版為他們量身訂

做，不覺得很對不起這個地方嗎？市民大道沿線從華山藝文

特區、北啤、松菸到臺北機廠，華山、松菸死了，古蹟還沒

活化只剩北啤，北啤是否有機會成為臺北市的地標，都市發

展局要好好思考。如果市民好朋友沒有參觀過，等一下結束

後我可以用 15 分鐘帶各位看兩個點，是廠區的精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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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成為北啤給市民的共同回憶。 

十二、 民眾四 

1. 我是在地里民已經住了 13 年，我公公及先生已經住超過 46

年。就住民的觀點，舉例 2015 年華山文建會提出一個地上

11層、地下 4層辦公樓建築，如果當年文建會成功在華山蓋

了那麼大的建築物之後，華山還會有今天文創活動的活力

嗎？今天臺酒在舊鐵道沿線上，也是市中心最後一塊地，我

們還要蓋很大的量體嗎？就住民來說我們需要的是大量的綠

化，這裡附近建國高架橋、市民大道，是貫穿臺北市中心最

主要的兩條快速道路，最大的交通量及空汙量在這交點發

生，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汙染嗎？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樹。還

有附近的懷生國小已經面臨廢校了，只剩兩個班級，也就是

說小朋友大量流失，但是又看到新的住宅大樓蓋起來，小朋

友要去玩但又不想去進安公園時，我們要穿過建國啤酒廠到

伊通公園但很危險，我們希望到對面有很多樹的建國啤酒廠

玩，不過看到目前只有後面有公園綠帶，看不出來特專一、

特專二兩塊地內容是什麼。原本今天我期待可以看到具體的

細部計畫，但我不是從都發局的報告了解，而是從現場的發

言才知道，希望資訊能更公開，來開會前就可找到資料。其

實網路上的資訊非常有限，都是不公允的新聞報導。 

2. 另外八德路附近是以前瑠公圳流經的地方，就交通流量來

說，是否要拓寬八德路？恢復瑠公圳是可以思考的，跟啤酒

文化園區的綠帶是可以連結的。 

3. 華山、松菸、臺北機廠這條帶狀串聯，因為文創空間已經太

多了，臺北的文創能量已經不足以充斥所有空間，所以期待

建啤作為臺灣啤酒的發源地，可以作為台式餐飲文化園區，

包含台式熱炒、海鮮等，可以參考慕尼黑啤酒節為慕尼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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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多少觀光客及稅收。如果拿來蓋北科大的校舍，創造產

值會比較高嗎？ 

4. 八德市場對面回收廠希望市府能多多思考，另外臺鐵舊宿舍

區未來會有新住宅規劃，能否不僅考量商業，要考量住民需

求。北科大學生也很難跨過市民大道到這裡，因為交通速度

快、綠化太少、人行及道路太窄，交通因快速道路交流道關

係卡住，是個交通死結。 

十三、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 針對細部計畫內容澄清與說明，都發局不是藏私，財政部已

經將臺酒公司的意見簽奉行政院原則同意臺酒公司研析意

見，建議並依二級都委會審議通過之都市計畫內容與其簽訂

協議書。 

2. 都市計畫內容回饋市政府有 4 個部分，第一是渭水路 3 巷拓

寬紓解南北向交通問題；第二是特專二是貯酒大樓；第三是

公園用地，公園用地上有包裝工廠及成品倉庫，都市計畫是

得由臺酒公司經營管理，但二級都委會審議通過內容於計畫

書內也有載明，還是要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所以目前有政府

採購法、文資法等規定，市府跟臺酒公司還是會努力找到解

方；最後是廣場用地，可串聯北邊伊通公園。另外都市設計

準則其實有規劃園區內有一啤酒中軸帶，從北到南連接到八

德路，將啤酒文化之門面留下。 

3. 有關住民所需更多的空間及樹木，而非僅考慮商業，這些意

見也會整理供市府相關局處參考，建議在各大大小小的規劃

中納入考量。 

十四、 民眾五 

1. 我是朱園里里民，在這生活 40 幾年，當初搬來住時建國南

北路還沒蓋好，開工後市府來收工程受益費，從我家不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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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匝道為什麼要收費，我住在伊通街建國北路這裡，所以

算是受益者，那時候聽起來不太舒服，但那年代政府的力量

很大，民眾的聲音很小。 

2. 我曾經參觀過臺中啤酒廠及林口啤酒廠，他們將啤酒釀造過

程都標示出來，如何從酵母產生啤酒，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賣場也有賣紹興酒做的雞蛋，在這邊都買不到。如果開放給

學生當作課外教學都是非常好的，建啤應該可以做的。 

3. 文化的保存很不容易，日本留下來的在臺北市內很難找，北

科大來做校舍，為什麼要睡市中心呢？可以去郊區一點租房

子，像其他大學一樣。希望建啤像里長所說樹多一點、空間

多一點，擦地板有很多灰塵，紗窗也要經常洗。 

十五、 民眾六 

我是朱園里里民，剛才簡報上公園預定地，上面寫回饋

捐地是公園用地之興闢及古蹟、歷史建築之修復，由增額容

積收益支應，古蹟歷史建築得由市府委託臺酒公司經營管

理。大家知不知道臺酒公司是如何經營管理，是開發成婚宴

廣場，每天都熱鬧滾滾，麥克風非常大聲喧嘩。我們也曾打

電話到剝皮寮市政府的古蹟管理委員會，他們說會來關切。

我看古蹟裡面幾乎都是破壞，裝潢就是婚宴廣場，十分吵鬧

讓附近非常反感，這就是委託啤酒廠管理經營。所以我認為

公園還是回歸給市民，不要做婚宴廣場，多種一些綠樹。 

十六、 力行里沈銀德里長 第 3次發言 

1. 不是說官大學問大，如果都沒有參觀過啤酒廠應該是不了解

如何規劃及妥善使用，所以有待商榷。綜合大家的期許，請

把這個地方打造成最有經濟的使用。像剛才所提到日本

SAPPORO酒廠，還有宜蘭噶瑪蘭，作為觀光旅遊景點。 

2. 另外補充隔壁臺鐵宿舍也是 100 年的，要發展為鐵路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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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可以結合啤酒博物館，也可以結合力行里長安東路經管

會宿舍，都是日本時代到現在，要一起活化。建國啤酒廠不

是獨立的國家，文資是全民所有的，我們要對大眾有利的事

情來做，要參考可長可久的方案。 

十七、 朱園里李里長 第 2次發言 

1. 北科大說有 1 萬 3 千多個學生所以校舍不夠用，如果沒有這

塊土地則要搬出臺北市。我拜託蔣萬安立委辦公室調北科大

108 年度招生情形的資料，日間部 9 千多人、夜間部 4 千多

人，夜間部應該可以利用日間部的教室以節省空間，所以實

際需求 1萬 3千人並不客觀。 

2. 里民提到 1919 婚宴廣場噪音問題，如果有里民反映，我都

會馬上請他們改善，像是冷卻水塔的噪音，我們也來想辦法

解決。 

十八、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1. 104 年行政院就希望這裡變成啤酒園區，就像德國柏林市區

也有啤酒園區，讓市民及觀光客休憩，所以才有這樣的規

劃。在 106 年到 107 年間經過二級都委會審議通過，必須簽

完協議書才能公告且後續執行，但市政府目前在法律上有部

分需要解釋及釐清，所以才延宕。 

2. 建國啤酒廠已經 101 年，有無數的老員工都住在附近，許多

鄰居都是老同事，我們非常珍惜，所以希望透過這次案子把

圍牆打開，把公園做好，該做的一起來做。這塊地原本已經

還給財政部，不過在 10 幾年前的董事會認為臺酒缺少企業

總部，所以當時花 80.5 億從國產署買回。臺酒百年企業當

然對於周邊鄰居、老員工等，都會用一個回饋的心態來處

理，我們是國營企業不是財團。謝謝臺北市政府也曾經這麼

努力地協助我們，雖然現在有點波折，但我相信互相間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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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臺酒回饋 40.5%土地其實就是給市民，市政府運用如何

給市民作好的安排，臺酒與市府之前還有必須去討論的。 

3. 基本上希望這塊地能夠打開，我常說其實很歡迎大家進來，

大門旁邊有守衛室還有圍牆還在，大家認為這裡禁止進入。

就像里長說這裡經濟發展是蕭條的，希望趁著這次改造，也

會將鄰居朋友的意見，納入未來規劃參考。 

十九、 民眾七 

我想知道臺酒與 1919 婚宴廣場的契約到何時截止，會

不會因為契約還沒到期而影響到開發。另外我們市民最想確

定的是，北科大確定不會在這裡進駐嗎？ 

二十、 埤頭里林銘清里長 第 2次發言 

1. 很開心聽到臺酒說明未來會將建國啤酒廠圍牆打開，希望未

來可以種臺灣原生種的樹木如茄苳，外面都種樹可以防止交

通廢氣。另外盡量不要作婚宴廣場，如果要作也希望改進。 

2. 古蹟保存要學日本人，日本人都希望他們的古蹟變成世界遺

產，臺灣因為都被破壞了，所以都沒有世界遺產，這裡保存

這麼好要讓世界知道。 

二十一、 民眾八 

1. 建國啤酒廠的保存是從 84 年就跟現在公會的幹部，以及臺

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丘秘書長來作保存，時間一晃已經 26

年，這個案子應該是滿單純的，二級都委會及古蹟修復都通

過了，因為市長或都發局內部提供的意見，導致整個都市計

畫辦理延宕，覺得非常可惜。剛聽到目前財政部給臺北市政

府公文說明回到 107年審議通過的方案，當然是最好。 

2. 但過程中臺北市政府都一直在幫北科大量身訂做，都發局有

沒有去了解過北科大校地的使用跟其所有的土地，那些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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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多都在作商業使用，我也有整理大致上北科大出租的情

形，都發局在處理這件事情不能片面的聽北科大說校地不

夠，事實上萬里校區給他們 2 百多公頃，後來閒置了 20 年

才退回，現在的(北科大附屬)桃園農工也有 25 公頃的土

地。他在臺北市除了校本部、東部西部還有億光大樓、精勤

大樓等大樓，這些大樓現在作什麼使用都發局應該都要去了

解。臺北市政府不應該把市民應享有的就由市長片面說給北

科大。前面一直在說當初簽訂協議的人是違法，違法早就關

起來了，是不是你們都在那個位子？現在副市長彭振聲是不

是也在協調會裡面，你們通通都在，結果現在說有問題，怎

麼可以昨是今非。財政部已經有公文，希望案子能儘速進

行，不要讓大家空等待。 

二十二、 苗博雅議員 第 2次發言 

1. 我今天會來的原因非常簡單，啤酒文化園區在柯市長 2018

年競選連任時，副市長林欽榮還歡歡喜喜辦記者會簽約儀式

備忘錄，過了 2 年突然沒消沒息沒有進度，所以我想了解是

不是地方上有不同的意見還要協調，結果聽了這麼多，這是

我就任議員第一次聽到意見一致的座談會，通常座談會都有

正反意見大家辯論，唯一只有今天這場，各局處說明這核定

的計畫，民眾也說要這個計畫，但奇怪都沒有動，我想我的

疑問也是在場大家心中的疑問。 

2. 總結來說大家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市政府為什麼 2 年來沒有

進度，我有去了解一些問題，指定經營廠商、政府採購法、

增額容積的利益不能直接使用等。從民眾的觀點來看，增額

容積的利益政府右手收錢放進口袋，但突然說不能用左手把

錢拿出來經營園區，民眾無法了解這個邏輯，就我民代來看

這只是財源問題而已，錢進到大水庫之後再用甚麼名義出

來，都不是無法解決的事情。如果今天中央核定的方案且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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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很有善意，民眾也要同樣方案，今天的結論我想很清

楚，今天市府把意見帶回去跟府及長官報告，市民非常希望

這案子要往前進，不要停留在 2018 年，我想許多市民看到

記者會很期待，我們會有一個臺灣最棒、亞洲首屈一指啤酒

文化園區。這些鄉親說的我很感動，這實在是錢買不到的。

我相信當時有些市民就是看到這件事情才把票投給柯市長，

這案子到現在沒消沒息實在是對不起當時的選民。地方是希

望這案子要有進度了，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建議下次請市長

來面對民意了。不管後續經費、採購的問題，我相信在法規

上有很多方式可以處理，因為當初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臺北

表演藝術中心許多障礙，後來都解決了，所以啤酒文化園區

只要我們有心也一定做得到。請都發局文化局加油，這也是

文化局很重要的任務。 

二十三、 民眾五 第 2次發言 

1. 現在方案是不是還在行政院確定？會不會因為北科大的原因

駁回財政部的意見？ 

2. 想請都發局參考澳門有個教堂被美軍轟炸留下來的牆壁，是

多少人到澳門一定要照相的景點，建啤古蹟 101 年不要隨便

拆掉。 

二十四、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這案子已經過行政院吳澤成政委協調，協調的結果就照

107 年送 2 次都委會的案子處理，公文也給了臺北市政府，

所以這案子後續就往這方向走。 

二十五、 朱園里李林耀里長 第 3次發言 

這案子我在 108、109 年市長里長市政座談會都有提出

來，也被市長室列管三個月，希望議員也幫我們列管，這個

結論不要在變動了，其實我 5 月 15 日在這裡召開的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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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解套了。之前市政座談會後市長有到旁邊的朱崙里現

勘，我邀請他來但最後沒來，不過市長在上車前跟我說，建

啤回饋 40.5%部分他都沒意見，只要北科大與臺酒公司談好

就好。當初柯文哲贏 3 千多票，我也有投 1 票，但現在是要

支持會做事情、有為人民服務的人。我們為了將來社區發展

打拚了 10 幾年，好不容易有創造歷史契機的機會，柯文哲

認為增額容積價金修復古蹟是個錢坑，但都沒有想到活化，

真的錢坑是拿去作北科大的校舍，永遠只有在修復古蹟。都

是柯文哲在變來變去，北科大才有一次機會，不然哪有機會

進來，所以拜託議員要列管，臺酒公司如果後續有公眾利益

的事情也要拜託一下，讓這個案子早日誕生。 

柒、 會議結論 

1. 本次座談會會將議員、里長、里民及各界意見詳實紀錄，提

供相關局處及市府參考。 

2. 有關建啤後續推動部分，市府將在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下與臺

酒公司積極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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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座談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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