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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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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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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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議員、里長大家好，從市府過來，因為剛還有會要開，有點

姍姍來遲，上次跟很多議員溝通，回去跟都發局開會，也跟市長

報告，今天是來聽大家意見，先跟大家把納管這件事說清楚，後

續有任何需要，有任何狀況，我們都收集齊全。 

納管計畫是市府要正視關渡平原，我們並不是要消滅或影響任何

人，而是希望用一些比較好的方法，包括大彎北，這是我們的原

則與用意，希望大家進來納管，讓我們知道你們的狀況，能不能

有條件繼續經營，讓大家繼續過更好的生活，為了怕大家搞不清

楚，我們特別請都發局來說清楚。 

第二個，如果納管有問題，我們可以請各單位協助，按部就班處

理，如果有可以調整的地方，也歡迎大家提供意見，但是大家被

劃到範圍內，我當議員也知道，很辛苦，車商可能有開會都知道，

但農民都不知道。在座的同仁都是來聽大家的意見，你們可能的

意見，都歡迎提出，我們市府也會很有誠意，我們的納管計畫不

是惡意的，是善意的，我們目標是納管，不是要消滅，而是進來，

讓他們乾乾淨淨，我們不要警察再開你的單，而是要你們好好整

理。 

我們有很多案例，士林夜市、條通地區，等等，都是這樣的原意，

我們的方法也許表達不好，但納管是我們的目標，既然存在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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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實，那我們就必須想辦法解決這樣的問題。也許將來市政府

開不開發、環境處理，都是未來必須面對的。那天里長、會長都

給我們很多意見，我也跟副秘書長討論，未來十年或二十年，關

渡平原是臺北市唯一最完整乾淨的農業區域。我今天是請各單位

把納管計畫說清楚，第二個是聽聽大家意見，第三則是回答問題。

請大家給我們一點時間，今天所有內容都會整理回去跟議員好好

溝通，在沒有好好溝通的情形下，我們也不敢貿然做出影響大家

權益的事情。 

溝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沒有溝通好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合法跟不合法的事情，也需要處理，就算他不合法，我們也希望

他有條件存在 ，我們就請市府先說明這個計畫。 

 

(二) 發言登記 1號 賴○輝 

各位議員各位鄉親大家好。我們陳情的第三點，她說那個洲美農

業區的那個輔導方案，是七星農田水利會有在裝設水管，這樣就

是對人民的輔導方案，只有水利會弄水，我們那邊都沒有農路啊，

我們那個以北跟承德路以西，洲美農業區有 80、90公頃，總共加

起來水道只有 8公頃，整個都不是農耕環境，怎麼叫我們維持農

業使用。我們在那邊養羊跟種盆栽，產發局都不認農業使用。講

什麼保證金，大家又不會去開罰，違規的人應該就直接罰，幹嘛

叫大家繳什麼保證金，我們這幾年弄什麼化糞池、排水啊，我們

都有自己去弄，都有良心做這個事情。農民跟什麼排水洗車不一

樣，應該要分開處理。 

(三) 發言登記 2號 王○灃 

第一點，有關保證金部分，市府依行政程序法 93 條規定收保證

金，雖然合法，但是只針對關渡平原收保證金，並不合理，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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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也有很多商圈違法使用，卻只有關渡平原收保證金，這並不公

平，如果真的要收的話，也希望可以減少保證金的數目。 

再來是出入口部分，車商使用出入口部分都有一定的寬度，目前

的 4.5m太小，如果大車要出入並不方便，建議至少調整到 5.5m，

而且出入口收租金部分也不合理，當初這些土地都是跟市民以公

告現值徵收的，讓市民出入還要收租金，並不合理，而且未來要

設腳踏車道，車商也都會注意出入安全，請市府再針對綠帶與腳

踏車道規劃部分進行考量。 

(四) 發言登記 3號 陳○端  

今天我想台灣這 30年來經濟起飛，工商業發達，土地價格飆漲，

但是關渡平原的土地在我們臺北市非常低落，連中南部都不如，

原因大家都知道，長期被規劃為農業區及公園用地，長期禁限建，

大家都知道關渡平原根本沒辦法耕作，加上時代變遷，很多人選

擇去工廠打工，甚至很多農民為了生計只好賤價賣土地，因為沒

有收入，如果運氣好，土地在路邊可以搭設鐵皮出租，貼補家用。 

關渡平原違建這麼久以來，追根究柢就是因為政府不正當規劃的

結果，政府本來就應該為國為民，與其弄什麼納管計畫，不如想

想怎麼為了農民，不然至少也給我們公平合理的開發。 

(五) 發言登記 4號 賴○俐  

針對出入口部分，因為我的位子出入口是在承德路接石牌路的機

車待轉區，機車待轉區部分是大家共同使用的，我的出入也必須

要顧慮大家待轉的需求，但是大家待轉我繳錢，這樣不合理。 

(六) 發言登記 6號 陳○唐  

這個計畫公安跟消防要花費數十萬到數百萬的費用，又要收高額

的保證金，這樣根本不合理，要 104年以前的建物合乎 109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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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消防規定，也不合理，計畫規定鄰接計畫道路並退縮留設人

行道保證金才可以減半，但是大部分土地都沒有鄰接計畫道路，

根本就是獨厚臨承德路跟立德路的地主，這也很不合理。 

市府要求 104年以前的建物才可以納管，我認為不應該用最近的

法規來限制關渡平原數十年的發展，市府的公共設施保留地都不

徵收，怎麼可以說我們違法，市府應該給我補償，先執行徵收。 

關渡平原輔導納管試辦計畫規定，納管期限到市長任期結束，只

剩下兩年的時間卻要花費數百萬元，這不合理。 

市府如果覺得我們違法，你可以依法處理，而不是先查報再要求

納管，先射箭再畫靶，如果要依照都市計畫法，應該是要先徵收，

如果不徵收就解禁。 

(七)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現在的問題在於說為什麼要做，第一個農民的部分是確定不用納

管。他養殖動物。到底要不要這個保證金是第一個前提，如果大

家有這麼多意見，我們回去再討論。我願意要納管，就先提出申

請，所有件都可以再補，我們要確認大家意願。 

(八)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工程處 

公園綠地廣場使用的話市府有訂收費標準，因為在農業區這個地

方規劃了 10m 綠帶，目前在綠帶內規劃 4.5m 自行車道，轉彎安

全設施如喇叭口也都有規劃，確保車輛在轉彎時有安全轉彎半徑。 

有關收取租金部分，綠帶屬於公共設施的綠地用地，依民法規定

還是要收取補償金，補償金計算是公告地價乘以使用面積乘以 5%，

再加上押金，有民眾提到想要加寬，我們希望破口盡量適中，如

果破口太寬會造成行人及自行車使用不便。 

(九)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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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跟租金，租金是有一定的必要，租金怎麼討論怎麼調整，是

我們議會可以討論可以決定，如果可以的話，跟我們財政局討論，

是不是相關法規可以調整，比較重要的就是國土規劃，政府畫了

之後就不管了，提什麼容積代金又不是全部可以拿到，這部分涉

及到國土規劃跟中央規劃，並不是我們不想，也要配合中央。 

(十)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配合整體規劃，基隆河兩岸地區，長期禁止變更作為開發使用，

108 年基隆河禁限建解除，但是因中央有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

區要等到 114年才公布，所以我們的部份我們還是會做，但是到

時候還是要配合中央的意見。後續也會參考大家的意見。 

(十一)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中央也要請立法委員再去溝通，這部份我們會再去研究。納管的

部分比較單純，但是中央的政策比較長期，我們回去還要再研究

再討論。 

(十二)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有關保證金部分，這個計畫是行政規則，所以要求民眾負擔義務

是有法源依據的，至於減半部分，因為關渡平原比較大，目前也

沒有細部計畫，而且都是農業區，所以沒有規劃計畫道路，有機

會減免的部分，只要符合計畫規定，我們也都會同意減半，道路

退縮的目的是為了讓公眾的通行能夠更順利。 

(十三)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今天保證金減半的問題，我們會再帶回去研議。請大家在期限前

先掛號，內容與項目的部分市府會再研議。 

目前市府的計畫是整個區域內有做違規使用的都要納管。 

(十四) 發言登記 7號 黃○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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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於這個保證金都非常不能接受，因為我們沒有辦法，不能

叫我們現在就繳保證金，如果你們收現金也收質權金融機構繳款

單，我可以跟長輩借到儲蓄險是不是也能接受，因為金額不算小，

對我們也是很大負擔。 

另外我們是堤防用地，聽到納管計畫打電話去問，說不是在範圍

內，但是到 6月突然就說要納管了，根本來不及在時間內配合計

畫改善，是不是應該要給我們更多時間。 

(十五) 發言登記 8號 洪○湍 

承德路車商的既有招牌大多設在綠帶上面，想請問是否可以從綠

帶移到其他地方繼續使用並參與納管?招牌在綠帶上方是可行的

嗎? 

部分的建物因配合消防與公安必須拆除重建，尤其園藝業的溫室，

屋頂做透光材質必須要整個拆除改建才能滿足公安消防的規定，

這樣拆除改建是否變成新違建無法申請納管? 

自行車道部分，出入口必須要由我們車商來繳租金，然後供公共

做自行車道使用，這不合理。 

(十六) 發言登記 9號 楊○雷 

有關汙染管制部分，市府官員跟我講說，我洗車的水，附近沒有

下水道，叫我要收集起來，生活用水跟洗車用水怎麼會是汙染，

請副市長給我解答。 

(十七) 發言登記 10號 洲美里里長 蘇府庭  

臺北市 12行政區最落後的就是北投，社子島已經限建五十年了，

都要開發了，為什麼我們關渡平原要納管? 

要申請納管，但如果我們土地多人持有，保證金跟改善費用誰來

出？如果意見不合怎麼辦?為什麼都要針對我們北投?開發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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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像社子島就可以開發?如果再這樣對北投，我們就去市政府

抗議 

參與納管光是改善就要花數十萬，根本不合理，有些民眾把土地

出租供違建使用，收取微薄的租金，你要我們繳高額的保證金跟

改善費用根本是為難我們，再這樣對待我們北投，我們就去市府

抗議。 

(十八)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剛剛談到 5月才通知的部分，我們會再討論，尤其堤防用地的部

分，就個案的部分會再討論。 

就車商的招牌部分我們再請公園處說明。 

園藝業是否納管的部分再請都發局說明。 

生活汙水部分，如果有不合理，我們就再檢討 

(十九)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工程處 

招牌懸空在綠帶範圍內的話，原則上也算是使用到綠帶範圍，仍

需要遷移或拆除。 

另外剛有提到有自行車道又要出入口收費，其實我們綠帶是供公

共使用，如果是商家要出入使用原則上就是要收使用費，如果是

營業用出入口，在綠帶上特別讓你留了出入口就是要收補償金，

如果是不特定人士就不用收出入的租金。 

(二十) 臺北市議會 陳重文議員 

市府綠帶及腳踏車道為什麼用二備金?你們交通局用二備金幫公

園處做腳踏車步道，我們議員是不會同意的。 

第二個，你們袋地通行的辦法，用 55年，用的到底是什麼辦法?55

年是建案的計收標準，因為房屋年限 55 年，用在關渡平原合理



8 
 

嗎? 

而且你還限制人家的通道寬度，人家袋地通行權是可以決定出入

口的寬度，3.5 米以下還免收租金，你臺北市政府規定 4.5 米是

為什麼?欺負我們北投人。不能用二備金做腳踏車道、綠帶、二備

金是給你們這樣用的嗎? 

(二十一)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工程處 

市府目前綠帶的使用權租金一次是 3年，補償金的收取也都訂有

辦法。 

(二十二)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生活汙水是用化糞池處理，事業汙水就是設置預鑄式汙水處理槽。 

(二十三) 發言登記 11號 八仙里里長 黃永清 

我們今天站出來就是要說出我們的意思，今天政府要給我們納管，

申請時間還這麼短，要納管就納管，不要欺負我們農民，麻煩市

府要三思而後行。 

(二十四) 發言登記 12號 福興里蔡柳池 里長 

今天的說明會要感謝黃副市長的溝通，如果不是黃副市長，根本

不會有說明會，市府沒有開說明會，居然只跟商圈開會，根本不

尊重民眾。 

關渡平原禁建 50年，社子島都要開發了，關渡平原還在限制?為

什麼?為什麼要等國土計畫?何時才要解禁? 

關渡平原說要農用，但過去農民也曾經抗爭過，因為沒有乾淨的

水源可以灌溉，市府卻要求我們一定要農用，不合理。 

市府對於農民根本不照顧，不適合種田的環境，又沒有補助，農

民都很辛苦，市府現在強制要求納管根本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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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農民都不知道要納管，你根本逼我們去死，沒關係，你

做你的，我們組一個關渡平原自救會，連署罷免柯文哲，市府只

是要錢，根本就是可惡。 

希望納管可以分類，農民倉庫跟農用的都不用納管，不然就是欺

負農民，針對農民的部分都不應該納管。 

(二十五) 發言登記 13號 秀山里里長陳壽彭 

市府那一次對我們關渡平原及我們所有的農民有做出好好對待。

市長剩下 2年多，還跟我們收保證金，在辦公室吹冷氣，到時候

錢向誰拿? 

你們當初廠房，在馬英九時代，他說有毒不行，要改善要拆除，

現在改好了，又說要改，朝夕令改，我看很不公平，我們來去抗

議。 

今天說要納管，說要用什麼條例，用國土計畫說那麼好聽，國土

計畫是中央的事情，等中央確定地方再來執行，那我們這些農民

要怎麼辦?根本沒辦法去耕作，還有焚化爐的落塵，造成我們根本

無法耕作，又規定東規定西，還把土地劃成行水區，市府要跟我

們徵收嗎?對我們公平嗎?我們北投是在臺北市邊邊嗎，你們都住

在市中心，我們北投長期被這樣欺負，被這樣看不起，又不跟我

們補償。你們通知單給我，又沒有開會，你們現在又來了，是怎

樣，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給我們北投人有一個生活空間，給農

民有一個生存空間。 

(二十六) 發言登記 14號 林○宏 

2 月 4 號原本要開說明會，但是沒有開成，要開發大家都願意，

但是你不能說明會 6 月 24 日開，6 月 30 日就申請截止，我們要

求要延長至少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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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非農用馬上就收稅金，還要追繳五年，為什麼?過去從來沒有，

為什麼要追繳?我們納管是不是就不用追繳稅金?而且不只地價

稅連房屋稅都要課，房屋如果有夾層，還要增加使用面積，增加

課稅，甚至還要滯納金，根本欺負農民。 

整個納管計畫的公安、環保跟消防改善都要花錢，這已經明顯圖

利到相關業者，消防公安跟環保要做的各種設施需要太多錢了，

要發展關渡平原，不要再浪費時間納管了。 

農地的認定一定要跟當地溝通才能改，不能直接改稅單，而且還

要求逾期就移送，市府應該幫忙不懂法令的農民了解法令，不要

再欺負農民。 

(二十七) 發言登記 15號 葉○健  

我代表承德汽車商圈有幾個陳情意見，第一，所謂納管就是市府

的一個政策，但我建議，納管之外應該也要安置輔導，要併行。

第二，承德汽車商圈在我們市府商業處，長年輔導下，商圈已經

成形，但是都發局建管處為了執行政策，就來這邊查報。 

當初為什麼要來這邊，因為這裡腹地大，當初這邊只是一個荒地，

現在商圈做起來的 150 家商家已經走了 50 家，如果綠帶要退 10

米，又有 50家要離開，剩下 50家叫什麼商圈，應該要有一個配

套。以後監理所過來這邊會非常空蕩，應該要給他們安置。 

第三，六段七段的車商都是大型的，需要的都是 5米 5，6米 5、

10米的出入空間，為什麼四段五段跟六段是不一樣的，給我們一

個生存的空間 

(二十八) 發言登記 17號 許○怡 

我今天有 2 點要講，請問一下，如果今天是租地在上面蓋倉庫，

還有如果是自用車庫跟非營業使用倉儲。如社團法人倉儲，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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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管對象有講非營業不是納管對象，那我這樣可以嗎?另外，大部

分都認為說不必要繳保證金，我們已經配合公安跟消防，我們花

的錢不比重建的少。保證金的用途是做什麼?有什麼違法的就開

罰單，所以請謹慎考慮，保證金沒必要。 

(二十九)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市府明白時間點上大家很匆促，市府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在期限內

先送件，只要有意願進來的我們都先收。 

(三十) 都發局 

有關未營業的部分，使用樣態我們會再認定，如果沒有辦法釐清

的，我們就視個案來認定使用樣態。 

(三十一) 發言登記 18號 許○池 

我是洲美街 196 巷承租戶，我在那邊租了 17 年，市府忽然說要

納管，不曉得我們已經租了那麼多年，一個納管可以讓我們合法

嗎?如果不能合法，要我們繳高額的保證金並配合改善公安消防，

是非常荒謬的，過去 20年前的標準廠房，現在可能是不合法的，

這樣合法嗎? 

市府每次通知都不一樣，隨便一句話就說要納管，我乾脆就不要

做了，市府在防疫期間通知要納管，而且期限又很短，根本不合

理。 

我整個倉庫一百多噸的東西，為了公安改善，需要全部搬出來噴

防火漆做公安改善，萬一造成損失誰要賠償? 

臺北市有很多的違建，是市政府多年留下來的問題，市府也都沒

有拆，為什麼就要來拆關渡平原的違建?要解決問題就要一起解

決。 

消防安全的部分，消防改善我建議可以再做調整，讓業者比較能



12 
 

夠配合，例如增加滅火器或是業者去受消防訓練。 

國土規劃是全國性的，鄰近的縣市也沒有像我們關渡平原這樣要

納管，這不合理，你說我們不合法，要我們納管，納管是合法但

不合理的，合法也要考慮合理。 

(三十二) 發言登記 19號 陳慈慧議員服務處 謝○華 

上禮拜議座跟許多業者提到，關渡平原不關渡平原，農業不農業，

綠帶不綠帶，放農具的建物高度高於建築法就被拆了，去年執行

關渡平原拆除時，里長烘米機，超過高度，也被拆了，農民的建

物被追 5年房屋稅，就為了要放農耕車。他們很納悶說，在這邊

種田，難道要用刀來割草嗎，耕耘機收割機那麼大台，難道放路

邊嗎?農民要怎麼做農業? 

關渡平原從景觀公園、運動公園都擦身而過，現在大巨蛋要復工，

大家都非常難過。納管究竟能夠多久?你們現在要求大家繳保證

金，像是消防，變成大家工廠的事情，政府都不要處理，像社子

島，消防局是組合業者一起做，在這邊我們一家一家做，浪費業

者簽證的錢。 

感覺在這納管裡面，政府除了收件以外，政府在哪裡?而且綠帶，

真的用二備金，議會不會給過。在整個議期，都沒有來議會跟我

們討論。堤防用地也是，他們在上禮拜才接到，難道除了繳單子

以外其他事情不用做嗎?我們真心希望，能夠告訴我們，這樣做之

後能夠維持多久。業者都用貨櫃，這個工作環境很糟糕。這樣消

防設施，真的要花很多錢，光是簽證就不少，還有實質設備。 

很卑微的虔誠地拜託副市長及市府官員能夠體恤他們的生計。我

們農民是最辛苦的，我們工廠業者一路搬都被拆。難道我們都不

需要這些小廠嗎?只要有內科就可以了嗎。 

(三十三) 發言登記 20號 陳建銘議員服務處 李○寬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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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的納管試辦計畫，給了我們一條很爛的路走，希望市府應該

是要給我們一個好走的路，市府的納管試辦計畫在配合公安與消

防改善上要付出很大的心力跟費用，非常不容易。 

關渡平原輔導納管試辦業者有數百家，為什麼不辦理普查，逐戶

的普查與訪視輔導才是好的做法，而不是讓民眾自己想辦法。 

整個試辦計畫光寫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就要四小時，根本太困難了，

資料也太繁雜了，甚至打電話去市府，同一個問題打去市府有各

種的不同答案，這樣民眾申請太困難了。 

建議市府應該要整體的去做普查，普查了解狀況後才能慢慢地去

要求，而不是沒做地基，馬上要蓋高樓，光消防改善就要數十萬，

這不是那麼容易的，公安更困難，花費數百萬很正常，是不是乾

脆市府讓大家拆掉重蓋比較好。 

民眾如果沒辦法納管，是不是應該讓他們能夠表示說，他們暫時

無法配合納管，後續再請市府協助輔導。 

有關綠帶部分，部分綠帶的公告現值真的太高了，甚至有差別到

3倍的價錢，在公告現值落差很大下，收取租金會造成很多問題。

如果真的要蓋腳踏車道，應該要有整體規劃，跟社子島或周邊地

區一樣，整體開發再來規劃腳踏車道，會比較有整體性 

綠帶部分建議可以開放讓車商認養，車商說不定作的會比市府更

好。 

關渡平原裡面有一個足球場，沒有農用就要納稅，就算種了草皮

也還要被課稅，這樣合理嗎? 

最後就是建議市府應該要先做全面性的普查，這個要做納管是對

大家好，但也要合理，讓大家能夠接受，建議普查跟分期分類的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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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發言登記 21號 王○人 

園藝方面，我是景觀設計研究所畢業，我的同學都在營建署。我

本身畢業之後沒有去考高考，不然我現在也在市府做景觀設計，

因為我爸爸在承德路經營園藝店 40 年了，我問都發局說我是園

藝的，他說不用納管。我做園藝其實沒有對外買賣，是做設計接

案的。這樣是否也要納管? 

針對自行車道，有經過雙連幼兒園前面，我認養公車站，我都沒

有申請補助，很辛苦，但是我可以做到我盡量做到。這本生態都

市，我們教授常講的三生，生產生活生態，自行車道是生態都市

願景沒錯，但是這個位置要考量危險性，像是幼稚園跟老樹移植，

七段很多樹是大棵的，老樹移植是不容易的，今天為了自行車道，

要把老樹做移植。我贊同景觀計畫，但是在這邊不是完整計畫，

根本沒辦法解決，希望整體開發後再考量。美化可以做局部認養，

讓沿線車商認養，也不會浪費錢。 

(三十五) 發言登記 22號：周○樺 

因為納管要配合公安消防的改善，一改善就是要數十萬，就算願

意配合改善，也還要房東簽同意書，如果房東因為不想參加戰局

所以不願意簽同意書，這樣是要怎麼辦? 

(三十六) 臺北市議會 林瑞圖議員 

過去各個市長都欺騙關渡平原地主，柯文哲市長剩 900多天就下

台了，他對臺北市做了什麼?我跟大家道歉，我議員看錯人了，講

一句難聽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啦，保證金到底是為什麼要收?還

可以沒收?過去綠帶徵收一坪沒有三百塊，還說進出入都不用錢，

現在要用公告現值去收租金，真的不合理，到最後沒辦法就是抗

爭，甚至罷免柯文哲。 

(三十七) 臺北市議會 侯漢廷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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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今天這場說明會就是一場沒有結論的摸頭大

會，剛剛市政府說已經有逐戶訪查，請問有人有到你家訪查說了

31頁簡報並且說到讓你懂嗎? 

市府溝通根本不清楚，大家抗議的這麼多，就是因為保證金不合

理，就算有逐戶訪查，說了給錢不然就拆，根本就是土匪計畫，

你說納管要花很多錢又要繳很多保證金，根本土匪搶錢 

關渡平原的問題說是國土計畫根本不對，因為政府限建在先，所

以我們蓋了鐵皮屋，現在政府說要給錢，不然就抄家，這根本可

惡，土匪。 

兩個不合理，一個是保證金不合理，一個是訪查不合理。 

請副市長跟里長說，第一個免了保證金，我們跟市府要過資料，

關渡平原根本沒有比其他地方更容易發生火災，你不能特別要求

關渡平原地區的業者繳保證金。 

第二個，市府說有逐戶訪視，接下來只剩兩天申請期限，在訪查

沒有完成下，市府應該先完成逐戶訪查，完成市政府的責任。 

(三十八) 臺北市議會 楊靜宇議員 

大家好。大概在兩禮拜前，我們在盤北投市場整建議題，林議員

瑞圖跟我說，政府對我們北投人限制太多。我去看 Ubike 密度，

北投最低，衛工管密度北投也是最低。 

這麼重大的案件，只開過今天這次會議，實在太誇張。而且疫情

關係，我們稅金報稅已經延期到 6 月 30 日，所以我們納管計畫

應該也要延期。我特別參加士林夜市攤販納管協調會，他們是賺

錢的，我們住在這邊有賺錢嗎?沒有，士林夜市都不用保證金，我

們這邊為什麼要保證金?保證金存廢是個問題。 

建議，第一個，納管計畫要順延，我們各個需求條件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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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能夠個個了解，做個協調，了解真實情況。第二取消保證

金，或是保證金制度再研議。 

(三十九) 臺北市議會 黃郁芬議員 

北投在臺北市 12 行政區中各項基礎建設數據都是較差的，包含

汙水接管跟 youbike的設點率都是較低的，其他的地方都沒有要

納管，關渡平原卻要納管還要收保證金，這是不合理的 

關渡平原輔導納管試辦計畫應該要分流，針對不同的樣態要能分

別輔導，讓大家能夠安心的在關渡平原生活。 

市府要大家在期限前表達意願，但填了申請書就要繳保證金，這

根本是賣身契。 

今天是關渡平原輔導納管試辦計畫的第一場說明會，三月的會議

因為疫情取消，到了六月才開，結果六月底就截止，這樣的時間

順序根本不合理，申請期限只剩兩天了，大家是要怎麼申請?大家

要的只是公平性跟合理性。 

我們要求的，第一個，取消保證金，保證金一次要三十萬負擔太

沉重，第二個申請納管的期限，一定要延後，這本來就是市府訂

的計畫，說明會今天才開，馬上就要截止，這樣不合理。 

今天說明會的簡報投影字太小，計畫又太複雜，只開一場說明會

根本不夠，而且馬上就要截止申請，這樣真的不合理，市府一定

要減少保證金，三千五千也好，期限也要延長。 

(四十) 臺北市議會 張斯綱議員 

保證金收納基本上毫無道理，具體要求，取消保證金。 

對於關渡平原，市府要管理的時候就去管理，不管理的時候就放

著不管。既然這件事情沒有急迫性，建議市府，現在這個辦法太

草率，應先把業者的狀況做詳細調查，進行整體的管理，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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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完善的制度做整體的管理。而且要先做好基礎調查，有數據資

料後，再來考慮是否執行或另立辦法。 

(四十一) 臺北市議會 汪志冰議員 

臺北市政府在政策的推動上要有公平性跟一致性，今天的結論很

清楚，保證金的部分是否有公平性與一致性，是有疑義的，今天

市府要大家 6 月 30 日前交申請書，但今天說明會還有很多問題

要調整要研究，沒辦法現場具體的回應大家，你要大家怎麼繳這

個卷，怎麼交這個申請書，市民的疑問你都沒交代清楚，你要人

家怎麼配合? 

整個關渡平原，市府沒有辦理普查就要納管，這合理嗎?程序上根

本不對，市議員都很關心，無論是保證金的問題、期限的問題還

是普查的問題，如果都沒解決，就是罷免。 

(四十二)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上禮拜在臺北市雙連公園，也很多人去抗議，市場處是 2個月前

溝通，被市長罵，就算要人家離開，程序正義很重要。我回去會

跟市長報告。 

2月原訂說明會到現在，後續至少 3個月的延期，是比較合理的。

但我還是要強調，意願調查不是賣身契，申請案核准後才需要繳

納保證金。但是納管計畫，攤販等還是需要市府管理，我相信市

長想法是一樣的，還是需要安全。挨家挨戶輔導是重要的。保證

金的部份我覺得可以討論，但是保證金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擴張違

建，原意是這樣，但是方式跟內容可以再調整。 

(四十三) 林瑞圖議員 

我納管我就合法嗎?如果申請納管就合法我們這邊就都申請。基

隆河沿岸到關渡宮為止，都可以開發了，都已經解編了。副秘書

長根本就都不進入狀況的人啦。八仙里里長在這裡，堤防用地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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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堤用地，徵收了沒有，都沒徵收啊。 

(四十四) 臺北市政府 黃副市長珊珊 

個別狀況個案協助認定，時間上面我們再研議。建議大家把意願

書交給市政府，意願書不會變成賣身契，我跟大家保證。我們回

去再和市長報告，之後再和大家討論。 

2 個原則，若能延後時程我盡量爭取。綠帶部份我們回去討論。

輔導部份給我一個禮拜，要求我們各局處挨家挨戶去清查，市府

有委託，但顯然不夠。這三四個月時間要還給大家， 

另外是保證金替代方案的處理，以及消防公安改善，若有疑慮，

都可以提出，但是下星期一二如果沒有申請，我們就沒辦法把大

家納進來，請大家要在期限內提出申請。針對大家的疑慮，下個

月市府會再來和大家說明。 

六、 會議結束時間：晚間 10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