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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計畫－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 

第 2次公聽會會議紀錄(非都市計畫區) 

壹、事由：為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項下之「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

道工程計畫-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工程用地取得作業，於報經許可前進行

宣導及溝通，依規定應辦理兩場公聽會，而本次公聽會屬本工程第二次公聽

會(非都市計畫地區)，依規定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

性及合法性，且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若土地所有權人及

利害關係人有任何意見可於公聽會上提出。 

貳、日期：110 年 03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參、地點：原住民族文化會館-B2 演藝廳(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 29 巷 101

號) 

肆、主持人：高科長啓洲                       紀錄：張博鈞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後附簽到簿 

陸、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後附簽到簿 

柒、主持人報告：略。 

捌、興辦事業概況： 

一、計畫範圍及目的： 

（一）計畫範圍： 

本計畫清淤輸送系統（含保護工）工程之佈設範圍係以完整串聯

大漢溪左岸溪洲大橋至武嶺橋，路線全長約 8.4公里。 

第一階段用地取得，先行取得溪洲大橋至崁津大橋段之土地。需

地範圍包括桃園市龍潭區大平段、永福段、三坑段、大溪區康義段、

瑞安段之土地，除龍潭區大平段及三坑段土地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

其餘皆為非都市土地。工程位置示意如圖 1 所示，用地取得範圍示

意如圖 2所示。 

有關本案崁津大橋至武嶺橋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之塊狀用

地，前經第一次公聽會會議民眾陳述意見反映，並經檢討因該地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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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尚待檢討，為利本工程順利進行，故先暫予

以排除，爰大漢溪左岸崁津大橋至武嶺橋部分，待水道治理計畫用地

範圍線檢討完成後辦理第二階段用地取得作業。 

 

圖 1  工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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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用地取得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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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的： 

考量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完成後，將增加石門水庫對清淤輸送

的需求。為減少水庫淤積、延長水庫壽齡，及確保極端水文事件發生

時之水庫安全。另考量目前大漢溪左岸溪洲大橋至武嶺橋部分河段

並無設置保護工等防洪設施，且不符合經濟部 107 年所公告之本河

段治理計畫所要求的 100 年重現期距之防洪標準。基於人民人身安

全與河防安全，故興辦本計畫，便於水庫淤泥清淤及提升防洪標準，

該計畫已獲行政院於 109 年 4 月 8 日同意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

環境建設項下辦理。 

二、計畫內容： 

本工程主要內容為新設堤防（保護工）及水防道路，施工範圍為大漢

溪左岸後池堰至武嶺橋間，完整串聯保護工設施為目標，規劃上若地表高

程已在經濟部公告之計畫堤頂高程以上則設置防汛道路之路堤，若無既

有河防設施之河段或地表高程低於計畫高程位置，則增設符合該河段公

告保護重現期距之保護工。大漢溪左岸原有瑞源堤防、三坑護岸及三坑堤

防，另於崁津部落段之堤防及水防道路亦已於 109 年完工，已先行解決

崁津部落因地勢低漥易淹水之情形。除上述堤防外，其他路段需增設水防

道路及築堤防護工程，本工程預計新增保護工總長度約 5,946 公尺，加

上既有堤防與水防道路總長度約 8,400 公尺，預期完成後可順利串聯目

前大漢溪左岸不連續之保護工斷點，確保汛期左岸民眾財產之安全及石

門水庫清淤輸送系統正常通行之功用，並對河堤後方大面積土地資源提

供充足防護。工程範圍及項目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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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工程位置及項目示意圖 

三、計畫用地概況 

（一）用地範圍土地概況： 

本計畫需地範圍包含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概況如下表 1 所

示。 

表 1  需地範圍土地概況 

 項目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合計 

筆數 15 161 176 

面積(㎡) 23,555.17 92,408.40 115,963.57 

百分比(%) 20.31% 79.6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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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都市土地之用地勘選原則： 

本案非都市土地範圍內用地，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

第 3 點規定，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並儘量避免耕地、建築密集

地、文化保存區位土地、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及現供公

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 

（三）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 

本工程範圍北起於崁津大橋，南至溪洲大橋，東以水道治理計畫

線為界，西以用地範圍線內為界，詳現場大圖及圖 5所示。 

（四）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本工程需地範圍包括桃園市龍潭區大平段 1016 地號等 13 筆土

地、龍潭區永福段 1148 地號等 47 筆土地、龍潭區三坑段 679地號

等 5 筆土地、大溪區康義段 650 地號等 110筆土地、大溪區瑞安段

826地號等1筆土地，共計176筆土地。合計需用面積約為115,963.57

平方公尺，實際面積後續依地政單位辦理地籍分割為準，詳表 2 及

圖 5所示。 

表 2  公私有土地權屬情形 

土地權屬 管理者 筆數 面積(㎡) 百分比(%) 

國有土地 

交通部公路總局 1 182.27 0.16%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1 673.62 0.58%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2 709.98 0.61%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0 50,064.92 43.18%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9 34,421.83 29.68% 

小計 103 86,052.62 74.21% 

公私共有 4 2,079.53 1.79% 

私有土地 69 27,831.42 24.00% 

總計 176 115,963.5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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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需地範圍權屬示意圖 

（五）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 

本計畫範圍緊鄰大漢溪側多數為水利用地及農牧用地，現況多

為浮覆地，且為農作使用，農作類別包含果園、水稻、闊葉林、菜園、

花圃、茶園使用，經初步調查區內有零星建築物改良物，目前刻正辦

理地上物查估作業。 

（六）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 

本工程位於非都市土地範圍之之河川區（丁種建築用地、農牧用

地、水利用地）、風景區（丙種建築用地、農牧用地、水利用地、交

通用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及特定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

水利用地），部分為空白（目前刻正辦理第 1次編定），詳表 3及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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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需地範圍土地概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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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面積比例 
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使用地編定 筆數 面積(㎡) 比例(%) 

非都市

土地 

河川區 

水利用地 38 39,526.57 42.77% 

農牧用地 62 25,825.41 27.94% 

丁種建築用地 2 3,895.40 4.22% 

風景區 

水利用地 5 243.84 0.26% 

農牧用地 29 18,130.92 19.62% 

丙種建築用地 1 624.63 0.68% 

交通用地 2 231.10 0.25% 

特定農業區 
水利用地 1 492.06 0.53% 

丁種建築用地 1 329.82 0.36%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2 709.98 0.77% 

空白(暫編河川區) 空白(暫編水利用地) 18 2,398.65 2.60% 

總計 161 92,408.38 100.00% 

註：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結果為準。 

玖、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一、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本案目的在於解決大漢溪左岸部分河段無設置保護工，不符合經濟

部 107 年公告之本河段治理計畫所規定的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保護之情

況，且颱洪期間將造成當地沿岸民眾有人身安全之威脅，需提高防洪能力。 

另考量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完成後，勢將增加石門水庫對清淤輸送

的需求，故興辦本計畫可協助水庫淤砂及阿姆坪防淤隧道土方去化之運

輸需求，有利於石門水庫整體淤積土砂之去化，延長水庫壽齡，進而促進

區域整體發展，爰必須取得範圍內私有土地產權，以達到本計畫目的。 

二、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工程徵收計畫目的為減少水庫淤積，延長水庫壽齡及確保極端水

文事件發生時之水庫安全，係基於人民人身安全與汛期安全之考量，本工

程用地範圍乃依經濟部現有公告發布實施大漢溪之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

地範圍線內勘選用地，辦理施作保護工及水防道路新設路堤工程，規劃符

合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標準，已盡量使用公有土地，減少徵收私有土地

面積，本工程範園內私有土地及公私共有土地約佔整體工程比例25.79%，

且所使用私有土地及公私共有土地均為本案工程所必須，已達本計畫必

要使用之最小限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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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工程係為改善大漢溪左岸部分保護標準不足，造成沿岸民眾生命

財產威脅，故勘選用地選擇經濟部公告大漢溪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

圍線內之土地，已儘量避免徵收大面積之耕地、建築群落、文化保存區位

之土地、環境敏感區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現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

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範圍內已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四、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案工程係施作新設堤防（保護工）及水防道路供永久使用，必須取

得區內土地所有權，以落實水利事業，若以其他方式取得，如設定地上權、

捐贈、租用、以地易地等方式，經評估不可行，理由如下：  

（一）設定地上權： 

因本案工程係永久使用，為配合工程施工及後續開發管理之考

量，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 

（二）捐贈： 

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但須尊重土地所有權人之意

願主動提出，本工程迄今尚未接獲願意捐贈土地之意思表示。 

（三）租用： 

本案工程係施作水防道路新設路堤與部分區段加設保護工供永

久使用，必須取得區內私有土地之所有權以落實水利事業，不宜以租

用方式取得。 

（四）以地易地： 

本局目前持有土地均為公用財產，且均有公共用途，無多餘非公

用土地可資交換，故無法採以地易地方式辦理。 

綜上分析，以上四種方式皆不可行，後續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

規定，以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倘未能達成協議，將依規定申請徵收

土地。 

五、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目前大漢溪左岸不連續之保護工斷點，於颱洪時期有防汛缺口上的

疑慮，實有串聯之必要，透過本工程興建，除可協助水庫淤砂及阿姆坪防

淤隧道土方去化之運輸需求，另對河岸堤後大面積土地資源提供充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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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並確保堤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拾、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2 條規定，就本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

與合理性及合法性之綜合評估分析，並展示相關資料於會場並向各位所有

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續發展因

素、其他因素，綜合評估分析說明分述如下： 

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社

會

因

素 

徵收所影響人口

之多寡、年齡結

構 

1. 本計畫所經都市計畫地區之行政區為龍潭區大平里，查109年10

月龍潭區戶政事務所統計資料，總人口數為2,536人，戶數1,239

戶，年齡結構以35~44歲居多。 

2. 所經非都市地區之行政區為龍潭區三坑里、大溪區康安里、大溪

區瑞興里，查109年10月龍潭區及大溪區戶政事務所統計資料，

總人口數為6,435人，戶數2,160戶，年齡結構以35~44歲居多。計

畫受益對象為大漢溪左岸堤內之民眾。 

徵收計畫對周圍

社會現況之影響 

1. 透過本工程興建，除可協助水庫淤砂及阿姆坪防淤隧道土方去化

之運輸需求，另對河岸堤後大面積土地資源提供充足防護，確保

河防安全，並改善當地交通困境，串聯河道兩岸亮點建設。 

2. 本路線串聯武嶺橋至溪洲大橋間大漢溪左岸低度開發區域非人

口稠密地區，並提供防洪保護，預期完工後將帶動區域發展。 

徵收計畫對弱勢

族群生活型態之

影響 

1. 本工程未通過人口住宅密集區，且工程完工後可改善該地區淹水

現象，減少災害損失，有助於該地區防洪安全提升，並能提升地

區生活品質，對周邊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亦可一併獲得改善，並促

進當地觀光產業之發展。 

2. 另本工程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4-1 條規定，徵收公告 1 年前有

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其建築改良物被徵

收，致無屋可居住者，或情境相同經桃園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查

訪屬實者，將協調訂定安置計畫，並於徵收計畫書內敘明安置計

畫情形。 

徵收計畫對居民

健康風險之影響 

透過本工程興建，可對河岸堤後大面積土地資源提供充足防護，確

保河防安全。另透過本工程同時可提供石門水庫清淤車輛通行，並

同步減少車輛停滯時間降低二氧化碳之排放及塵土飛揚之情形，提

高該區域生活健康品質，因此對居民之健康風險影響甚微。 

經

濟

因

素 

徵收計畫對稅收

影響 

本工程之興建，可降低因淹水所致堤內農作物、生產、機具之損失，

相對而言，將可提高相關經濟產值，提升稅收。工程完成後，提升

堤內土地之安全性，減少災害損失，確保區內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增加民眾置產意願，預估未來人口較易增加，對政府相關稅收有正

面助益。 

徵收計畫對糧食

安全影響 

本工程範圍內部分為「石門都市計畫」之河川區土地，其餘為非

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風景區土地，區域內之耕地

面積所佔大溪區耕地面積僅為 0.3%（依據 108 年統計資料），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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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工程範圍非主要糧食農作經濟，尚不影響糧食安全，惟計畫完成

後可保護堤內其他農業用地，提升防洪安全，亦可同時維護農地

及農作物安全，對於糧食安全有正面助益。 

徵收計畫造成增

減就業或轉業人

口 

1. 本次興辦事業計畫屬於水利事業工程，施工期間可提供地區就業

機會。 

2. 另本工程可提升防洪安全，促進當地觀光產業發展，間接利於增

加就業人口，計畫完成後因串聯河道兩岸亮點建設，帶動區域發

展，可提升就業機會，減少轉業問題。 

徵收費用及各級

政府配合興辦公

共設施與政府財

務支出及負擔情

形 

本工程徵收費用，行政院於 109 年 4 月 8 日同意納入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水環境建設項下辦理，並由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支應，

所編足敷支應。 

徵收計畫對農林

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工程範圍內之耕地面積所佔大溪區耕地面積僅為 0.3%（依據

108 年統計資料），研判工程範圍非主要糧食農作經濟，尚不影響

糧食安全，區域內部分土地種植闊葉林等，惟非屬大規模林業產

業利用，範圍內尚無漁、牧產業，故對相關產業鏈並無顯著影

響。 

徵收計畫對土地

利用完整性影響 

1. 本工程位於非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為水利用地及農牧用地，

現況多為浮覆地，且為農作使用，農作類別包含果園、水稻、

闊葉林、菜園、花圃、茶園使用，經初步調查區內有零星建築

物改良物。 

2. 本工程之興建雖需取得部分土地作為保護工使用，惟可降低堤

內土地受到洪泛侵襲之機率，且無大型開挖及大規模破壞環

境，更有利於整體土地利用。 

文

化

及

生

態

因

素

評

估 

因徵收計畫導致

城鄉自然風貌改

變 

本工程之景觀工程首以低維護管理的粗放式生態景觀，平衡河岸

自然環境，以維持城鄉自然風貌。 

因徵收計畫導致

文化古蹟改變 

初步調查計畫範圍未有文化古蹟，無涉文化古蹟保存，未來施工若

發現文化資產，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0條之規定辦理，以降低對

文化資產之衝擊。 

因徵收計畫導致

生活條件或模式

發生改變 

1. 本工程範圍內土地使用多為闊葉林、水稻田及果園使用，非屬群

落之聚集地，因此對於附近居民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之影響

小。 

2. 另本工程完成後，可改善堤內周邊民眾之居住安全，並提高該地

區之生活條件。 

徵收計畫對該地

區生態環境之影

響 

1. 本工程於工程規劃詳加考量計畫範圍內之自然環境與生態特性，

以保留自然特性為原則，減少對於生態環境影響。 

2. 本工程於溪洲大橋端既有邊坡次生林相完整之山坡地，不採用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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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方巨大的路堤方式修築，而採用低擾動的跨越橋設計，雖然橋梁

施工期間仍有零星擾動破壞，但一般皆可於工程完工後快速復

甦。 

徵收計畫對周邊

居民或社會整體

之影響 

1. 本工程未通過人口住宅密集之區域及環境敏感地區，故對於地區

居民皆無明顯之影響，且完工後可減少堤內土地淹水之情形，有

助於保障周邊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2. 將來工程施作會保留出入道路供當地民眾通行，另本工程除可提

供石門水庫清淤車輛通行，縮短清淤運輸距離及時間外，進一步

肩負地區替代道路功能，並同步改善區域交通課題，對周邊居民

與社會整體有正向影響。 

永

續

發

展

因

素

評

估 

國家永續發展政

策 

1. 依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二版國家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為

基礎，本工程依永續發展指標檢視環境、節能減碳、國土資源、

生物多樣性、生產、生活、科技、城鄉文化、健康、福祉、治理、

參與等12個面向評估。本工程後續可營造人民安居樂業之環境、

保護沿岸人民生命財產，可使社會穩定發展，另提供石門水庫清

淤車輛通行，縮短清淤運輸距離及時間外，應進一步兼負地區替

代道路功能，於經營永續之環境有正面助益。 

2. 本計畫透過有限資源利用方式，來達到維持既有生活品質之目

的，本質上符合永續環境塑造之原則，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永續指標 1. 本工程可保障周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可使社會穩定發展，進一

步兼負地區替代道路功能，降低能源的損耗，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滿足該區域未來整體發展需求，提高該區域生活健康品質，對於

環境、節能減碳、生產、生活、城鄉文化等指標，均有正面效益。 

2. 整體而言，本案對國家永續指標正面效益大於負面效果，對提升

國家永續發展評估績效整體水準有正向幫助。 

國土計畫 本工程所需之都市/非都市土地，均依都市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使用，符合國土使用計畫。 

其

他 

依徵收計畫個別

情形，認為適當

或應加以評估參

考之事項 

無。 

綜合評估分析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之 2 規定進行各項評估因素評估分析，本

工程符合下列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與合理性及合法性，經評

估應屬適當： 

1. 公益性 

(1) 計畫完成後可串聯目前大漢溪左岸不連續保護工，提高堤

後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另可確保極端水文事件發生時之水

庫下游民眾安全。 

(2) 減少極端氣候所造成的洪災害損失，提升土地利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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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促進水岸土地合理利用。 

(3) 協助水庫淤砂及阿姆坪防淤隧道土方去化之運輸需求，有

利於石門水庫整體淤積土砂之去化，延長水庫壽齡，進而

促進區域整體發展。 

(4) 改善大漢溪水岸景觀，促進區域整體發展。 

綜上，本案工程對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土地利用價值、區域

整體發展均有助益，符合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2. 必要性：本計畫範圍目前部分河段無設置保護工，檢視本案大漢

溪左岸現況地面高程有部分區段不符合經濟部107年公告之大漢

溪治理計畫所規定的100年重現期距洪水保護之情況，颱洪期間

將威脅沿岸民眾人身安全，故本計畫工程設置保護工，符合事業

計畫之必要性。 

3. 適當性與合理性： 

(1) 本工程之保護標準係依107年「淡水河水系大漢溪治理計

畫（由石門水庫後池堰起至三峽河匯流口止）（第一次修

正）」規定之100年重現期距洪水保護標準設計，經評估現

況已無法達成治理目的，故需另行取得本徵收計畫範圍內

土地來達成治理目的。 

(2) 本計畫使用「石門都市計畫」之河川區土地及非都市土地

範圍之河川區、風景區、一般農業區及特定農業區土地均

為串聯本段河岸保護工所需，且均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

選作業要點」相關規定，按事業性質及實際需要，檢視其

必要性及適當性。  

(3) 另計畫完成後可減少洪災之發生，保障當地沿岸民眾安

全，減少堤內土地之負面影響，更能提供親水、親綠之休

憩空間供民眾使用。 

(4) 綜上所述，本工程以係對民眾損害最少方案，長期而言對

於周邊民眾之生活條件可獲改善，於整體環境而言，有正

面之效益，是故無損害及利益失衡之情事，本工程應具有

適當性與合理性。 

4. 合法性： 

(1)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4款（水利事業）。 

(2) 其他法令: 

○1 水利法第 82 條第 1 項：「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

之土地，經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得依法

徵收之；未徵收者，為防止水患，並得限制其使用。」 

○2 依民國 82 年 12 月 2 日台灣省水利局府建水字第 178397 號

公告及經濟部民國 107 年 11 月 05 日經濟部經授水字第

10720214990 號第一次修正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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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線辦理。 

 

拾壹、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第 1 次公聽會－109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

方式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李OO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為什麼本工程範圍不自

大漢溪右岸開始布設? 

2. 大溪橋至武嶺橋段(78A

至78B段)之治理計畫線

及用地範圍線，請重新檢

討，已與十河局多次開會

討論並已歷經了二十多

年未果，如今大嵙崁清淤

輸送系統布設於此，影響

地主權益，請確實依據之

前的協調結果檢討大溪

橋至武嶺橋段之治理計

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1. 本案依行政院109年4月8日

院臺經字第 1090009535號

函核定之「石門水庫阿姆坪

防淤隧道工程計畫」辦理，

計畫範圍位於大漢溪之左

岸，查大岸溪右岸未於計畫

範圍，請諒察。 

2. 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之劃設係主要考量大漢溪

之水理特性並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先予敘明。本次

工程範圍係依水利署公告

之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

線範圍、水利法第82條及

「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

要點」之規定辦理。工程設

計以安全性考量為要。關於

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

之檢討與劃設，係本署第十

河川局之業務，至於大溪橋

至武嶺橋段之治理計畫線

及用地範圍線之疑義，於會

後將本次會議紀錄函知本

署第十河川局，結果將於下

次公聽會說明。 

2 未具名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已與十河局多次開會討

論並已陳情歷經了二十

多年未果，請十河局確實

依據之前的協調結果檢

討，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

圍線切勿捨直取彎影響

1. 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之劃設係主要考量大漢溪

之水理特性並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先予敘明。本次

工程範圍係依水利署公告

之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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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

方式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三十多位地主之權益。 

2. 請市府或相關單位提供

明確徵收位置、範圍及面

積資訊，以供土地、地上

物所有權人提早因應。 

3. 另倘因計畫徵收而致農

舍部分結構損害，請市府

特許以同地號遷移並且

重建農舍，以避免土地所

有權人之損失。 

線範圍、水利法第82條及

「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

要點」之規定辦理。工程設

計以安全性考量為要。關於

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

之檢討與劃設，係經經濟部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之業務，

至於大溪橋至武嶺橋段之

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之疑義，於會後將本次會議

紀錄函知本署第十河川局，

結果將於下次公聽會說明。 

2. 本工程於用地取得前，應依

「土地徵收條例」及「申請

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行公

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

意見機會作業要點」辦理，

依法至少辦理兩場公聽會、

用地勘定及測量分割等作

業、依所有權人多寡辦理多

場協議價購說明會等，需用

土地人定當依法辦理，於取

得作業前正確告知所有權

人需地範圍及位置。 

3. 因計畫徵收而致地上物部

分結構損害之補償，依照結

構物之材質、拆除面積、結

構安全等，依「桃園市興辦

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

自治條例」、「桃園市興辦

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

補償標準」及「桃園市農作

改良物與農業機具設備畜

產水產養殖物徵收補償費

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給予合

理之補償與救濟。有關於農

舍之遷建與重建事宜，非屬

本需用土地人之業務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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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

方式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後續如有需求可另依「農業

發展條例」及「農業用地農

舍興建辦法」規定向桃園市

政府建管單位洽詢辦理。 

3 未具名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計畫路線行徑大溪橋至

武嶺橋段因治理計畫線

捨直取彎直接影響經營

之農場，請勿引入更多砂

石飛揚，影響大溪好山好

水之自然環境。建議路線

布設於河床避開人潮，勿

影響人民既有生活型態。 

1. 有關於路線將引入更多砂

石飛揚之疑慮，因本工程路

線之定位為水防道路，相關

交通管制措施亦由桃園市

政府交通局協助審查，至對

於當地生態亦有相對應之

保護措施，以維護當地自然

資源。 

4 林OO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計畫路線如何訂定?功能

是什麼?行駛車種為何? 

2. 本工程定位為清淤功能

使用，是否有採集砂石之

情事。 

3. 請勿引入更多砂石飛揚，

影響大溪好山好水之自

然環境。建議路線布設參

考國外成功案例，與民集

思廣益，進行河川整治。 

4. 大溪橋至武嶺橋段(78A

至78B段)之治理計畫線

及用地範圍線如果非實

際工程範圍所需，切勿徵

收。 

1. 本案因「石門水庫阿姆坪防

淤隧道工程計畫」完成後將

增加石門水庫對清淤輸送

的需求，故興建大嵙崁清淤

輸送系統有其必要性，行駛

車輛以石門水庫清疏車輛

為主。 

2. 本案未來可完整串聯大漢

溪左岸溪洲大橋延伸至武

嶺橋，以提供石門水庫清淤

車輛通行，減少清淤運輸距

離及時間，避免大車行駛對

民眾安全影響及環境衝擊，

可同步改善區域交通及環

保課題，不會有採集砂石之

情事。有關於本案行駛車種

尚待與交通主管機關確認。 

3. 有關於路線將引入更多砂

石飛揚之疑慮，因本工程路

線之定位惟水防道路，相關

交通管制措施亦由桃園市

政府交通局協助審查，至對

於當地生態亦有相對應之

保護措施，以維護當地自然

資源。 

4. 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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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

方式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之劃設係主要考量大漢溪

之水理特性並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先予敘明。本次

工程範圍係依水利署公告

之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

線範圍、水利法第82條及

「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

要點」之規定辦理。工程設

計以安全性考量為要。關於

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

之檢討與劃設，係本署第十

河川局之業務，至於大溪橋

至武嶺橋段之治理計畫線

及用地範圍線之疑義，於會

後將本次會議紀錄函知本

署第十河川局，結果將於下

次公聽會說明。 

5 未具名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已與十河局多次開會討

論並已陳情歷經了二十

多年未果，請十河局確實

依據之前的協調結果檢

討，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

圍線切勿捨直取彎影響

三十多位地主之權益。 

1. 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之劃設係主要考量大漢溪

之水理特性並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先予敘明。本次

工程範圍係依水利署公告

之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

線範圍、水利法第82條及

「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

要點」之規定辦理。工程設

計以安全性考量為要。關於

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

之檢討與劃設，係本署第十

河川局之業務，至於大溪橋

至武嶺橋段之治理計畫線

及用地範圍線之疑義，於會

後將本次會議紀錄函知本

署第十河川局，結果將於下

次公聽會說明。 

6 未具名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請十河局確實依據之前

的協調結果檢討治理計

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切勿

1. 感謝指教，公聽會的目的是

為了要聽取民意，了解地方

意見。至於大溪橋至武嶺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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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直取彎影響地主之權

益。 

2. 未來作為清淤功能車輛

行駛將影響河岸土地利

用價值。 

3. 倘大溪橋至武嶺橋段

(78A至78B段)之治理計

畫線及用地範圍線未依

據民意處理，切勿辦理第

二次公聽會。 

段之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

圍線之疑義，於會後將本次

會議紀錄函知本署第十河

川局，結果將於下次公聽會

說明。 

2. 敬悉，河岸土地係依「都市

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規定使用，本

工程係依據水利法第82條

及「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

要點」之規定辦理，目的為

減少水庫淤積，延長水庫壽

齡及確保極端水文事件發

生時之水庫安全，係基於人

民人身安全與汛期安全之

考量，又因石門水庫阿姆坪

防淤隧道工程計畫」完成後

將增加石門水庫對清淤輸

送的需求，故興建大嵙崁清

淤輸送系統有其必要性，兩

者應無扞格。 

3. 敬悉，臺端提出大溪橋至武

嶺橋段(78A至78B段)之治

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未

依據民意處理之疑義，因治

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之

檢討與劃設，係屬經濟部水

利署第十河川局之業務，至

於大溪橋至武嶺橋段之治

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之

疑義，於會後將本次會議紀

錄函知本署第十河川局，結

果將於下次公聽會說明。至

本公聽會係依「土地徵收條

例」及「申請徵收前需用土

地人舉行公聽會與給予所

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

要點」辦理，需用土地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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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有關於臺端提供

建議將同步辦理檢討。 

7 未具名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未來水防道路是否供砂

石車行駛?影響未來於河

濱公園休憩民眾之安全。 

1. 因本工程路線之定位為水

防道路，相關交通管制措施

亦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協

助審查評估以限速、限量管

制應不致影響民眾休憩安

全，至對於當地生態亦有相

對應之保護措施，以維護當

地自然資源。 

8 未具名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有關於土地補償及地上

物補償請詳盡說明。 

1. 有關本工程需用土地範圍

內之建築及農作改良物之

補償、遷移費由桃園市政府

制定之相關規定辦理，以維

公平、公開原則。有關於協

議價購之補償，依據「土地

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需

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

土地改良物前，應由需用土

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

議，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

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

始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申請

徵收。需用土地人後續將委

請專業不動產估價師依「不

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理勘

估土地及地上物價格。 

（1）地價補償費將依土地徵收

條例第30條規定，按徵收當

期之市價補償地價。 

（2）地上物依「桃園市興辦公

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

治條例」、「桃園市興辦公

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

償標準」及「桃園市農作改

良物與農業機具設備畜產

水產養殖物徵收補償費及

遷移費查估基準」給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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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補償與救濟。 

9 未具名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大溪橋至武嶺橋段(78A

至78B段)之治理計畫線

及用地範圍線未依據民

意處理，切勿強行取得非

實際工程所需範圍造成

民眾財產權損失。 

2. 規劃請向水岸花園、觀光

景點創造地方風俗，可配

合整修但請勿強拆大溪

橋至武嶺橋段之土地。 

1. 因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

線之檢討與劃設，係本署第

十河川局之業務，至於大溪

橋至武嶺橋段之治理計畫

線及用地範圍線之疑義，於

會後將本次會議紀錄函知

本署第十河川局，結果將於

下次公聽會說明。 

2. 本工程係依據水利法第82

條及「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

業要點」之規定辦理，目的

為減少水庫淤積，延長水庫

壽齡及確保極端水文事件

發生時之水庫安全，係基於

人民人身安全與汛期安全

之考量。至有關於維護水岸

景觀並創造地方風俗之相

關建議，後續將納為規劃參

考，感謝指教。 

10 未具名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政府為區域整體發展努

力，予以支持與配合，請

給予民眾合理之補償。 

1. 有關本工程需用土地範圍

內之建築及農作改良物之

補償、遷移費由桃園市政府

制定之相關規定辦理，以維

公平、公開原則。有關於協

議價購之補償，依據「土地

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需

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

土地改良物前，應由需用土

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

議，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

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

始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申請

徵收。需用土地人後續將委

請專業不動產估價師依「不

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理勘

估土地及地上物價格。 

（1）地價補償費將依土地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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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第30條規定，按徵收當

期之市價補償地價。 

（2）地上物依「桃園市興辦公

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

治條例」、「桃園市興辦公

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

償標準」及「桃園市農作改

良物與農業機具設備畜產

水產養殖物徵收補償費及

遷移費查估基準」給予合理

之補償與救濟。 

11 未具名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土地為瑞安段633、636地

號土地，於大溪橋至武嶺

橋段(78A至78B段)之治

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未依據民意處理，切勿強

行取得非實際工程所需

範圍造成民眾財產權損

失，多次陳情未果，請重

視民意。 

1. 有關臺端提及大溪橋至武

嶺橋段(78A至78B段)之治

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未

依據民意處理之疑義，因涉

及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

線之檢討與劃設，本次會議

紀錄將函知本署第十河川

局，結果將於下次公聽會說

明。 

12 未具名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於大溪橋至武嶺橋段

(78A至78B段)之治理計

畫線及用地範圍線未依

據民意處理，切勿強行取

得非實際工程所需範圍

造成民眾財產權損失，多

次陳情未果，請十河局重

視民眾意見，給予合情理

之回應。 

1. 因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

線之檢討與劃設，係本署第

十河川局之業務，至於大溪

橋至武嶺橋段之治理計畫

線及用地範圍線之疑義，於

會後將本次會議紀錄函知

本署第十河川局，結果將於

下次公聽會說明。 

13 黃OO 109.12.16 
公聽

會發

言 

1. 於大溪橋至武嶺橋段

(78A至78B段)之治理計

畫線及用地範圍線未依

據民意處理。 

2. 建議路線布設於河床避

開人潮，勿影響人民既有

生活型態與財產權損失。 

3. 有關於補償費用請具體

說明。 

1. 因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

線之檢討與劃設，係本署第

十河川局之業務，至於大溪

橋至武嶺橋段之治理計畫

線及用地範圍線之疑義，於

會後將本次會議紀錄函知

本署第十河川局，結果將於

下次公聽會說明。 

2. 水防道路具有汛期堤防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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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之功能，因此無法將水防

道路布置於河床內。 

3. 有關本工程需用土地範圍

內之建築及農作改良物之

補償、遷移費由桃園市政府

制定之相關規定辦理，以維

公平、公開原則。有關於協

議價購之補償，依據「土地

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需

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

土地改良物前，應由需用土

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

議，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

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

始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申請

徵收。需用土地人後續將委

請專業不動產估價師依「不

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理勘

估土地及地上物價格。 

（1）地價補償費將依土地徵收

條例第30條規定，按徵收當

期之市價補償地價。 

（2）地上物依「桃園市興辦公

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

治條例」、「桃園市興辦公

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

償標準」及「桃園市農作改

良物與農業機具設備畜產

水產養殖物徵收補償費及

遷移費查估基準」給予合理

之補償與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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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振明 109.12.16 書面 

1. 河床地標請重新檢討，

河川現地40年底5公尺

以上，因採砂石。 

2. 請重規劃此河川地，不

1. 本工程依據107年公告之

大漢溪治理規劃檢討（由

石門水庫後池堰起至三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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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傷及百姓財產，又可

節省公帑。 

河匯流口止）之數據進行

設計。 

2. 至臺端所指涉本河川(大漢

溪)規劃，係本署第十河川

局之業務，至於大溪橋至

武嶺橋段之治理計畫線及

用地範圍線之疑義，於會

後將本次會議紀錄函知本

署第十河川局，結果將於

下次公聽會說明。 

2 余明德 109.12.16 書面 

建議事項： 

1. 大漢溪左右岸堤邊做

兩條道路。 

2. 大漢溪左右岸保護工

提高防洪水準。 

3. 康義段至崁津大橋做2

段是攔水堰儲水以利

乾旱期及景觀。 

4. 加速建設大嵙崁觀光

發展，造福里民。 

感謝指教，有關本河川(大漢溪)

規劃，非屬本工程範疇，相關建

議將隨本次會議紀錄將函知相

關單位，感謝指教。 

3 

大漢興業股

份 有 限 公

司、張玫、郭

祈均 

109.12.16 書面 

1. 為大漢興業等3人之土

地座落：大溪區瑞安段

637,633,636地號等 3

筆。(分割後) 

2. 該筆土地於民國97年

由經濟部水利署第十

河川局已徵收完畢。 

3. 該三筆土地為徵收後

之剩餘土地第十河川

局還是便定為河川區。

(分割後) 

4. 請准於更正為特定農

業區。 

1. 經查臺端所提瑞安段637、

633及636地號等三筆土地

現為私人所有。 

2. 另查該三筆土地為位屬於

大溪橋至武嶺橋段水道治

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內

之範圍，至是否仍為本工

程需地範圍，因該段治理

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之尚

待釐清與說明，而水道治

理計畫線之劃設與檢討係

本署第十河川局之業務，

至於大溪橋至武嶺橋段之

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之疑義，於會後將本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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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紀錄函知本署第十河川

局，結果將於下次公聽會

說明。 

3. 臺端所提「徵收後之剩餘

土地權屬」之疑義，徵收後

之剩餘土地非屬本工程之

需地範圍，故仍為原土地

所有權人所有，並維持原

土地使用分區。倘臺端徵

收後剩餘土地符合「土地

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得

辦理一併徵收。 

4. 臺端所提瑞安段637、633

及636地號等三筆土地，經

查土地謄本資料所載，係

屬非都市土地之河川區農

牧用地，故應依「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使

用辦理。 

(1)關於需地範圍：因取得

作水利工程使用，依規

定辦理一併變更編定

為水利用地，以符合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規定。 

(2)非屬本工程之需地範

圍：應仍為原土地所有

權人所有，並維持原土

地使用分區。 

4 何一中 109.12.16 書面 

國家因公共事業或其

他公益目的之必要，雖

得依法定程序徵收人

民之財産，但徵收行

為，不僅導致人民受憲

法係暉之財彥握蒙受

最嚴重的剝奪，甚至影

響人民之生存與工作

權等。徐世榮(2016) 

1. 有鑑於「石門水庫阿姆坪

防淤隧道工程計畫」增辦

「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

後，年計效益為5億3,094萬

元，年計營運成本為4億

8,954萬元，淨效益約為

4,140 萬 元 ， 益 本 比 為

1.085，符合經濟可行原則。

另考量大漢溪左岸現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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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民主憲政國

家，土地徵收應是最後

迫不特已的手段，通當

很少使用，帷國內卻一

直被當成最優先之手

段。先進國家政府皆會

以高價購買土地，或至

少以等值的土地和地

主交換，國內土地徵收

不僅未符合土地徵收

要件，補償價格亦低，

殊不合理。因此，土地

徵收絕不能以財務目

的為最終選擇手段之

考量。強制徵收迫使人

民離開自己原有的土

地，流離失所於原本鍾

愛的家園，使居民原先

的社交網絡斷裂，由反

迫遷聯盟上凱達格蘭

大道表達強化居住根

保障實現土地正義之

訴求，亦可窺知民怨之

沸騰。徵收對人民産生

之損害，國內多數討論

聚焦於財產權之保障，

卻忽略徵收所衍生的

問題，表象係侵害人民

的財產權，然深入剖析

則發現，也包含了生存

權和人的尊嚴。綜觀我

國目前土地徵收法制，

大多採威權的強制模

式推動，對人權造成嚴

重侵害，因而衍生諸多

土地徵收執行時所面

臨之問題。而該等問題

與被徵收者之基本權

護標準並不符合經濟部水

利署公告之防護標準，基

於安全性之疑慮，故本案

有辦理之必要性。 

2. 本工程將以交通管制措施

限速、限量管制清淤車輛，

減少景觀生態衝擊。 

3. 臺端旨述以交通事故發生

次數而言，根據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大溪分局轄內交

通事故資料，水庫清淤既

有路線包含台3線、台3乙、

台4線之A1(指造成人員當

場或24小時內死亡之交通

事故及A2(指造成人員受

傷或超過二十四小時死亡

之交事故事故的合計，近

年來都呈現增加的趨勢，

新增的左岸大嵙崁清淤輸

送系統增加水庫淤泥去化

的路線，可有效降低交通

事故機率，降低既有路線

的負擔，改善交通問題。 

2. 至臺端針對有關用地勘選

之疑義，本案需地範圍係

依據水利法第 82 條，基於

安全性之疑慮，取得公告

之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

範圍線之土地，且依「徵收

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以土地徵收最

小範圍為原則。有關本工

程需用土地範圍內之建築

及農作改良物之補償、遷

移費由桃園市政府制定之

相關規定辦理，以維公平、

公開原則。有關於協議價

購之補償，依據「土地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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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到保護息息相

關，故如何妥適保障人

民之基本權而使其合

乎憲法意旨。 

法律上意見： 

有關本用地取得案之

徵收範固是否為其所

必需？是否就損失最

少之地方為之？興辦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

淤隧道工程計畫－大

料崁清淤輸送系統」所

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

目的之利益有無顯失

均衡？ 

事實上意見： 

1. 「大料崁清淤輸

送系統」路線為石

門水庫後池堰至

武嶺橋長僅 6公

里，僅供清淤車輛

通行使用，卻需花

費21.69億元，平

均每公里造價約

3.62億元，成本過

於高昂，且石門水

庫之淤積係因上

游過度開發所致，

理應管制上游的

濫墾濫建，方有成

效，如僅依賴清除

水庫中淤積的廢

土，成效有限，係

治標不冶本的做

法，無法根本解決

水庫淤積的問題，

而反覷用以供給

大台北水源使用

條例」第 11 條規定，需用

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

地改良物前，應由需用土

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

議，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

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

者，始得依土地徵收條例

申請徵收。需用土地人後

續將委請專業不動產估價

師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

則」辦理勘估土地及地上

物價格。 

（1）地價補償費將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按

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地

價。 

（2）地上物依「桃園市興

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

償自治條例」、「桃園市興

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

遷補償標準」及「桃園市農

作改良物與農業機具設備

畜產水產養殖物徵收補償

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給

予合理之補償與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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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翡翠水庫因規

劃得宜，不僅無缺

水的問題，亦無需

清淤廢土，兩相比

較下來，更頫經濟

部對石門水庫的

治理計畫，雖花費

不貲，卻成效不

彰，另該條清淤路

線是否供清淤永

久使用，亦不得而

知，及每年亦需編

列維護費用預算，

徒增政府開支，造

成政府財政負擔，

不符合經濟成本

效益。 

2. 又依該計畫中「大

料崁清淤輸送系

统」之規劃，係專

供清淤車輛通行

使用，其使用路線

的一年清淤車輛

數預估約 35,560

車次，亦會對行駛

路線周邊環境造

成不良影竽，如塵

土、噪音、空氣污

染、河堤周邊碳排

放量增加等等間

題，反而是影響大

漢溪河堤的景觀

生態，並且有礙觀

瞻，怎麼可能是如

計畫所敘述的內

容，指稱可以改善

大 漢 溪 水 岸 景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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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者，對於計畫中

指稱，以交通事故

發生次數而言，根

據桃園市政府警

察局大溪分局轄

內交通事故資料，

水庫清淤既有路

線（包含台3線、台

3乙丶台線）之Al

及A2事故的合計，

近年來都呈現增

加的趨勢，新增的

左岸大崁崁清淤

輸送系统增加水

庫淤泥去化的路

線，可有效降低交

通事故機率，可改

善大溪地區交通

問 題 (P.8) 的 論

述。上述所言，並

無針對清淤車輛

造成交通事故的

實際數據資料加

以分析，即遽以認

為可以改善交通

問題，似嫌草率，

且大溪地區平日

並無所謂的交通

問題，而是例假日

人潮湧現，才會有

交通壅塞的現象。 

4. 土地所有權人原

即在桃園市大溪

區瑞安段 413及

416地號土地上建

有數筆房屋、停車

棚等未辦係存登

記建物（門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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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桃園市大溪區

瑞安路一段287巷

21弄55號），並自

父執輩時代開始

於此地居住生活

超逾六十年。直至

目前為止，均有人

員居住出入其間，

附近亦有為數不

少久居的鄰居相

鄰生活，現只因為

了增加石門水庫

的清淤路線，嚴重

影響生活在地居

民的生存權和人

權的尊嚴，由於土

地被迫徵收，使善

良的百姓離開自

己原有的土地，流

離失所於原本鍾

愛的家園，並使居

民原先的社交網

絡斷裂，這應該也

不是政府所樂見

的事。退步言之，

縱認有興建「大料

崁清淤輸送系統」

之必要，亦應以就

對當地居民造成

損失最少之地方

為之，縮小土地徵

收範圍，使當地百

姓可以安居樂業，

亦能促進地方經

濟縶榮，共創政府

與人民雙贏的局

面。 

5 陳雯琪 109.12.16 書面 1. 土地所有權人希望土1. 因本需用土地人為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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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府取得整合規劃

後在原地周邊不影響

開發處，土地發還原所

有權人。 

2. 土地所有權人配合政

府規劃，土地及土地改

良物與所有權人協議

價方式取得土地，發放

補償費、救濟金、自動

拆遷獎勵金等辦理，不

可強行徵收。 

3. 協議價購基礎如何計

價?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所

取得之土地均需作為對河

川資源加強保育用，多為

水利用地，並且為水道治

理及防汛安全所需，因此

以地易地事宜，尚無從辦

理。 

2. 臺端針對補償價格與強行

徵收之疑義，本工程需用

土地範圍內之建築及農作

改良物之補償、遷移費由

桃園市政府制定之相關規

定辦理，以維公平、公開原

則。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

前，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

價與所有權人協議，所有

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

會未能達成協議者，始得

依土地徵收條例申請徵

收。 

3. 有關於協議價購之補償，

需用土地人後續將委請專

業不動產估價師依「不動

產估價技術規則」辦理勘

估土地及地上物價格。 

（1）地價補償費將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按

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地

價。 

（2）地上物依「桃園市興

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

償自治條例」、「桃園市興

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

遷補償標準」及「桃園市農

作改良物與農業機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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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產水產養殖物徵收補償

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給

予合理之補償與救濟。 

6 陳臣義 109.12.16 書面 

1. 大溪橋、武嶺橋勿捨直

取彎。 

2. 只有地上物，沒有土地

所有權，未來無家可

歸。 

1. 臺端所提之治理計畫線劃

設疑義，因治理計畫線與

用地範圍線之檢討與劃

設，係經濟部水利署之業

務，至於大溪橋至武嶺橋

段之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

圍線之疑義，於會後將本

次會議紀錄函知本署第十

河川局，結果將於下次公

聽會說明。 

2. 本工程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4-1 條規定，徵收公告 1 

年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

其合法建築改良物被徵

收，致無屋可居住者，或情

境相同經桃園市政府社會

工作人員查訪屬實者，將

協調訂定安置計畫，並於

徵收計畫書內敘明安置計

畫情形。 

7 呂理得 109.12.16 書面 

1. 該地區10多年水利署

通知，河川整治要建構

堤防。該地區地主多次

反應及協調，每次答覆

會帶回檢討修正，結果

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一

個明確的結果。 

2. 這次該署又發文通知，

該區土地要徵收做為

清淤道路，該區地主二

次傷害。 

3. 呂家三兄弟持有土地:

大溪區缺子段栗子園

小 段 52 地 號 ， 面

積:9213.32M2 =27877

1. 有關於治理計畫線劃設之

疑義，因治理計畫線與用

地範圍線之檢討與劃設，

係本署第十河川局之業

務，至於大溪橋至武嶺橋

段之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

圍線之疑義，於會後將本

次會議紀錄函知本署第十

河川局，結果將於下次公

聽會說明。 

2. 本工程目的為減少水庫淤

積，延長水庫壽齡及確保

極端水文事件發生時之水

庫安全。另本工程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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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每人持有929坪)，

該次若依徵收面積為 

3624.78M2 =1096.5坪，

扣除徵收後剩1690.53

坪 ( 每 人 持 有 563.5

坪)，日後3兄弟要分割

成三份，每份不足756

坪造成不可分割要如

何處理?且日後要興建

農舍也成問題，要如何

處理。 

4. 請修正以往多次地主

陳情及協調結果，希望

河川整治及輸運道路

於該區部份往東側挪

移。謝謝。 

基於大漢溪左岸現況保護

標準並不符合經濟部水利

署公告之防護標準，基於

安全性之疑慮，故本案有

辦理之必要性。本公聽會

係需用土地人依「土地徵

收條例」及「申請徵收前需

用土地人舉行公聽會與給

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

作業要點」辦理，需用土地

人已依法行政。 

3. 有關於農舍之遷建與重建

事宜，非屬本需用土地人

之業務範疇，後續如有需

求可另依「農業發展條例」

及「農業用地農舍興建辦

法」規定向桃園市政府建

管單位洽詢辦理。 

4. 有關於治理計畫線劃設之

疑義，因治理計畫線與用

地範圍線之檢討與劃設，

係本署第十河川局之業

務，本次會議紀錄將函知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

局，結果將於下次公聽會

說明。另關於臺端提供「輸

運道路於該區部份往東側

挪移」之建議將同步辦理

檢討。 

8 黃厚榕 109.12.16 書面 

1. 大溪橋觀光及橋頭停

車場及大溪觀光之命

脈，應慎重考量運輸系

統之行徑路線，不應波

及至附近居民居住用

地及財產安全，應以河

川400m用地為宜。 

2. 本案用地範圍甚鉅，影

響眾多用地人，該用地

之取得應予以緩衝期

1. 有關於治理計畫線劃設之

疑義，因治理計畫線與用

地範圍線之檢討與劃設，

係署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

川局之業務，至於大溪橋

至武嶺橋段之治理計畫線

及用地範圍線之疑義，於

會後將本次會議紀錄函知

本署第十河川局，結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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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3. 本案運輸系統不到10

公里，即需費資21億，

恐勞民傷財。 

4. 是否有進行環境評估? 

於下次公聽會說明。 

2. 有關於「用地之取得應予

以緩衝期間」之提問，本工

程係依「土地徵收條例」及

「申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

舉行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

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要

點」辦理，依法至少辦理兩

場公聽會、依所有權人多

寡辦理多場協議價購說明

會等，需用土地人定當依

法辦理。 

3. 有鑑於「石門水庫阿姆坪

防淤隧道工程計畫」增辦

「大嵙崁清淤輸送系統」

後，年計效益為5億3,094萬

元，年計營運成本為4億

8,954萬元，淨效益約為

4,140 萬 元 ， 益 本 比 為

1.085，符合經濟可行原則。

另考量大漢溪左岸現況保

護標準並不符合經濟部水

利署公告之防護標準，基

於防洪安全性之疑慮，故

本案有辦理之必要性。 

4. 經查「環境影響評估法」及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本案未達需進行環境

影響評估之標準。 

9 

呂理裕、呂

理得、洪淑

玲 

109.12.16 書面 

1. 煩請北水局或市府相

關單位，能正確告知所

有權人被徵收土地的

界樁位置及相關的圖

面相片，以便所有權人

知悉土地房屋設施及

農作物被徵收的面積，

利於所有人提早應對。 

2. 徵收的日期何時? 

1. 本工程於用地取得前，應

依「土地徵收條例」及「申

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行

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

述意見機會作業要點」辦

理，依法至少辦理兩場公

聽會、用地勘定及測量分

割等作業、依所有權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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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徵收土地、房屋設施、

農作物補償價格如何

計算。 

4. 倘若地主農舍被徵收

拆除部份造成結構損

壞，市府可否特許所有

人在同地號遷移位置

重建農舍，以避免所有

人的損失。 

5. 瑞安段河川用地400公

尺，應靠右岸公有地算

起避免左岸地主的損

失。 

寡辦理多場協議價購說明

會等，需用土地人定當依

法辦理，於取得作業前正

確告知所有權人需地範圍

及位置。 

2. 本案依行政院109年4月8

日院臺經字第1090009535

號函核定之「石門水庫阿

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計畫」

辦理，擬於110年開始辦理

用地取得作業。 

3. 臺端針對補償價格之疑

義，本工程需用土地範圍

內之建築及農作改良物之

補償、遷移費依桃園市政

府制定之相關規定辦理，

並且於徵收作業啟動前依

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

辦理協議價購程序，以維

公平、公開原則。 

（1）地價補償費將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按

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地

價。有關協議價購之基準，

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

規定，協議價購，應由需用

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

協議。 

（2）地上物依「桃園市興

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

償自治條例」、「桃園市興

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

遷補償標準」及「桃園市農

作改良物與農業機具設備

畜產水產養殖物徵收補償

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給

予合理之補償與救濟。後

續需用土地人將委請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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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師依「不動產

估價技術規則」辦理勘估

土地及地上物之價格。 

4. 有關於農舍之遷建與重建

事宜，後續如有需求可另

依「農業發展條例」及「農

業用地農舍興建辦法」規

定向桃園市政府建管單位

洽詢辦理。 

5. 有關於治理計畫線劃設之

疑義，因治理計畫線及用

地範圍線之劃設應考量水

理特性與計算，先與敘明。

本次計畫範圍係依水利署

公告之治理計畫線與用地

範圍線範圍及水利法第82

條辦理，至於大溪橋至武

嶺橋段之治理計畫線及用

地範圍線之疑義，於會後

將本次會議紀錄函知本署

第十河川局，結果將於下

次公聽會說明。 

10 
黃淑芳(番薯

藤有限公司) 
109.12.16 書面 

本公司於大溪觀光吊橋西

岸經營籌設有機休閒農

場，紓解老街人潮壓力。接

獲來函，計畫在私有土地

上興建運淤道路，深感不

妥，應予調整。陳述理由如

下: 

1. 本農場配合政府推廣

觀光，以有機休閒農業

為主題，提供市民優良

的休憩場地，同時提供

在地住民就業機會。清

淤系統道路經過本農

場中心點。將農場切成

兩塊，嚴重影響農場使

用功能，亦造成交通安

全、環境破壞等不利因

1. 有關於臺端提出清淤系統

道路經過農場中心嚴重影

響農場使用疑義，因本工

程目的為減少水庫淤積，

延長水庫壽齡及確保極端

水文事件發生時之水庫安

全，及大漢溪左岸現況保

護標準並不符合經濟部水

利署公告之防護標準，基

於安全性之疑慮，經多方

權衡之下，有辦理本工程

之必要性。 

2. 另臺端所屬農場土地「位

置在二橋墩、橋頭之外，不

應畫弧形列入水利用土

地」之疑義，因涉及治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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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2. 大漢溪東岸，觀光吊橋

與武嶺橋之間，現況已

建造友直線高房土牆，

且河床已經大水沖洗

下降3公尺以上，是河

川大水主流域。本農場

土地位置在二橋墩、橋

頭之外，不應畫弧形列

入水利用土地，應在兩

橋頭已完成之擋土牆

之間以直線納入水利

用地使用。 

3. 建請清淤系統應建設

在現有行水區旁之公

有土地上，可避開交通

問題、環境汙染問題及

私有土地問題。 

畫線與用地範圍線之檢討

與劃設，屬經濟部水利署

第十河川局之業務，至於

大溪橋至武嶺橋段之治理

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之疑

義，於會後將本次會議紀

錄函知本署第十河川局，

結果將於下次公聽會說

明。 

3. 有關「建請清淤系統應建

設在現有行水區旁之公有

土地上」之建議，因本工程

係依基於人民人身安全與

汛期河岸土地安全之考

量，據水利法第82條規定

辦理及「徵收土地範圍勘

選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取得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

圍線之土地，公有土地使

用已占用地範圍59.64％。 

 

11 李阿葉 109.12.16 書面 

1. 本 人 為 地 號 0381-

0000、0402-0000之地

主，系周遭地主皆接獲

本次說明會之通知，惟

本地主未接獲通知，認

為此有影響地主對自

家環境周遭知之權利，

懇請市府於下次說明

會前，應寄發通知書予

本人。 

2. 此計畫涉及台電電塔

之遷移，電塔遷移後，

地號0381、0402之鄰近

地區出現電塔之嫌惡

設施，造成土地價值減

損，政府應予相對應之

損失賠償，或將該地段

納入徵收範圍。 

1. 本次公聽會係依據土地謄

本上登載住址通知，若所

有權人有通訊地址之變更

請來訊告知，將於第二次

公聽會函寄發公文予土地

所有權人。 

2. 本工程倘因工程路線所

需，應進行台電電塔遷移

作業。惟目前尚無相關法

令針對鄰避性嫌惡設施進

行補償，如涉上述問題建

請向台電提出申請。 

3. 另臺端所屬土地「應規劃

預留0381、0402之對外道

路用地」之疑義，因武嶺橋

至大溪橋端治理計畫線與

用地範圍線目前涉檢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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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號0381、0402原有對

外之既成道路用地，若

該地之周圍土地皆為

政府徵收，應規劃預留

0381、0402之對外道路

用地。 

劃設之討論，俟後續確認

需地範圍，需用土地人將

臺端之建議同步辦理檢

討。 

12 邱創仙 109.12.16 書面 

1. 本人土地如574、578、

567、573、576、583、

581、584、587、582、

586、，因長年被劃為行

水區，公告現值不增僅

減，損失慘重，希望政

府要徵收一併徵收，以

還負債，若政府財政不

好，也可以地換地，補

償於民。 

2. 本人現況上次離河川

至少二百米，政府有列

河川區已多未使用，不

應再徵私有地(如559、

591…等十筆一般農業

地)，政府略奪私有地

變行水區，不該再奪本

人一般農業地，以減私

人損失。 

3. 上次大溪會勘，河川四

百米，本人有陳情減為

三百或三百五拾米，讓

道路使用，本人也請律

師陳情三十多年未檢

討，與法不合，依法每

二十年應現場會勘，政

府只私立公告，影響私

人土地。 

4. 附近土地長年無買賣，

地價值低，希望比照石

門水庫溪洲或大溪武

嶺橋或大溪吊橋徵收

方式，以補償三十年河

川區損失。對面河川旁

別墅買賣，等等。 

 

1. 經查臺端所持有之土地為

康義段559地號等10筆土

地，現為非都市土地之河

川區農牧用地，屬本次用

地取得範圍之公告之用地

範圍線至水道治理計畫土

地，先予敘明。倘臺端徵收

後剩餘土地符合「土地徵

收條例」第8條規定，得辦

理一併徵收。至有關「以地

換地」之建議，因本需用土

地人為經濟部水利署北區

水資源局，所取得之土地

均需作為對河川資源加強

保育用，多為水利用地，並

無多餘之土地可供交換，

因此以地易地事宜，尚無

從辦理。 

2. 有關於「不該再奪本人一

般農業地，以減私人損失」

之疑義，本工程係依據水

利法第82條及「徵收土地

範圍勘選作業要點」之規

定辦理，以土地徵收最小

範圍為原則，取得治理計

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之土

地，係基於人民人身安全

與汛期河岸土地安全之考

量。 

3. 至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

線之檢討與劃設，係本署

第十河川局之業務，至於



39 

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 

方式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附文件：律師函，中華

民國 103年 11月 24日

103 棟 字

0100103011024號，附

大溪會勘陳情書，2份 

大溪橋至武嶺橋段之治理

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之疑

義，於會後將本次會議紀

錄函知本署第十河川局，

結果將於下次公聽會說

明。 

4. 至有關「附近土地長年無

買賣，地價值低」之疑義，

本工程需用土地範圍內之

建築及農作改良物，以發

放補償費為主，至補償、遷

移費依桃園市政府制定之

相關規定辦理，以維公平、

公開原則。 

（1） 地價補償費將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按

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地

價。 

（2） 地上物依「桃園市興

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

償自治條例」、「桃園市興

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

遷補償標準」及「桃園市農

作改良物與農業機具設備

畜產水產養殖物徵收補償

費及遷移費查估基準」給

予合理之補償與救濟。後

續需用土地人將委請專業

不動產估價師依「不動產

估價技術規則」辦理勘估

土地及地上物之價格。 

13 劉安村 109.12.16 書面 

陳述意見： 

1. 民人於109年12月16日

參與貴局辦理大嵙崁

清淤輸送道路系統工

程計畫案，第一次公聽

會，有感於政府對於地

方交通運輸道路建設

1. 敬悉，感謝支持與指教。 

2. 本工程係行政定「石門水

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計

畫」項下之「大嵙崁清淤輸

送系統」，為滿足石門水庫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完成

後所增加石門水庫對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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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努力，表示肯定

與支持。 

2. 關於開發計畫書項目

中未見市府水務局於

107年間預定規畫，大

漢溪上游的後池堰至

鳶山堰河堤道路下方

埋設泉水專管，減少輸

水損失，提升中庄調整

池供水量及取水品質，

並可檢討縮編大溪低

區2/3面積受到自來水

源保護區限制，不得開

發建設，影響地方發展

巨大。(鄭市長文燦在

107年12月17日出席，

大漢溪中庄調整池竣

工典禮時表示的計畫

案) 

3. 懇請各上級單位增加

全方位、多功能考量，

已利國利民。 

輸送的需求。至臺端所旨

述之計畫非屬本工程範

圍。 

3. 敬悉，本案目前刻於設計

階段，於多方面均已納入

考量，後續亦將臺端之建

議同步辦理檢討。 

14 林熺模 109.12.22 書面 

1. 本件土地位在大漢橋橋

座駁坎(石堡)旁，乃大

漢溪左岸之古河港所在

地，又名為米粉寮，具有

觀光利用價值，並非行

水區亦非河川地(政府

編列有誤)。 

2. 政府規劃之清淤道路，

不論是否經過橋墩下

面，皆不可能用到本件

土地，故不宜藉任何裡

有徵收之 

3. 目前本件清淤系統計畫

案，只宜做中期性道路，

路寬8至10米，盡量利用

公地及河川地，避免徵

收私人土地，既解決交

通問題，又得民心。 

4. 依既有的規劃案，政府

可能被誤解，藉大漢溪

1. 經查臺端所持有之土地為

瑞安段 376 地號土地，現為

非都市土地之河川區甲種

建築用地，先予敘明。 

2. 有關於「不該再奪本人一

般農業地，以減私人損失」

之疑義，本工程係依據水

利法第82條及「徵收土地

範圍勘選作業要點」之規

定辦理，依法取得治理計

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之土

地，目的為減少水庫淤積，

延長水庫壽齡及確保極端

水文事件發生時之水庫安

全，係基於人民人身安全

與汛期安全之考量。 

3. 有關「盡量利用公地及河

川地，避免徵收私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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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淤疏濬，編列預算，徵

收民地(如清代圈地)，

變相採掘砂石轉售，涉

及官商勾結，損害形象。 

5. 清淤已有先進科學方

法，可透過洩洪道排到

溪洲，或由攪砂船配合

載運，直接載送到定點，

再製作成消波塊利用，

而保石門水庫百年不

壞。溪洲到崁津大橋之

地段，人煙較少，且未來

砂石車往來頻繁，汙染

危險又破壞氣憤，實不

宜兼做觀光旅遊，目前

自行車遊崁津大橋，經

內柵、溪洲、到石門水

庫，沿途景色優美，何須

另闢沿溪偏僻小徑? 

(1)理應透過網站集思

廣益，做國土百千年規

劃，剩餘日本五百年國

土計畫，以免想到那裡，

做到那裏，建設過多小

景點，互相排擠競爭，容

易退燒。(2)沿大漢溪規

劃層層水壩，可乘電動

船(如巴拿馬運河)，和

開車到大溪，乃至石門

水庫，配合淡水河全面

整治，成有山有水的帶

狀國家公園，吸引歐美

旅客。(3)選擇河川空曠

處，譬如中庄、浮洲，建

地下蓄水庫，如東京地

下水宮，以根本消除北

部水旱災問題，並拆除

雙北河堤，成美麗水岸

城市，(4)乘機規畫地下

汙水道系統，以利周遭

住家和工廠排泄汙水，

保持河川清潔，和板新

之建議，因本工程係依基

於人民人身安全與汛期河

岸土地安全之考量，據水

利法第 82條規定辦理及

「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

要點」之規定辦理，取得治

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之

土地，公有土地使用已占

用地範圍59.64％。 

4. 本案未來可完整串聯大漢

溪左岸溪洲大橋延伸至武

嶺橋，以提供石門水庫清

淤車輛通行，減少清淤運

輸距離及時間，避免大車

行駛對民眾安全影響及環

境衝擊，可同步改善區域

交通及環保課題，不會有

採集砂石之情事。 

5. 有關於臺端所提規劃構想

之建議，需用土地人將臺

端之建議同步辦理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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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 

方式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水庫乾淨，成世界河川

整治的示範。(5)就地取

用砂石，降低建造成本，

全民共享利益。藉此展

現台灣人化生態危機為

轉機，及垃圾(淤泥)變

黃金的能耐。 

15 簡玥親 110.02.05 書面 

1. 依土地徵收條例3-1條規

定，需用土地人應按事業

性質及實際需要勘選適當

土地及範圍，並應盡量避

免耕地及優先使用公有土

地或國營事業用地。那本

人土地旁即為公有土地，

已閒置多年未使用，為何

不利用此公有地而要強徵

本人土地? 

2. 大漢溪的堤防及道路所謂

的河川線，依幾十年的溪

水情況，劃設到這麼多的

腹地、耕地並不合哩，官員

沒有了解實情、體恤百姓，

大筆一揮，不知民間要擁

有一方立足之地，有多麼

不易。 

3. 本人土地及房屋為本人安

身立命之處，不願被徵收，

希望可以不受河川線之限

制，回復原來之使用。 

1. 有關「盡量利用公地及河

川地，避免徵收私人土

地」之建議，因本工程係

依基於人民人身安全與汛

期河岸土地安全之考量，

據水利法第82條規定辦理

及「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

業要點」之規定辦理，取

得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

線之土地，公有土地使用

已占用地範圍59.64％。 

2. 至臺端所指「大漢溪的堤防

及道路所謂的河川線，依幾

十年的溪水情況，劃設到這

麼多的腹地、耕地並不合

理」之疑義，現治理計畫線

與用地範圍線之檢討與劃

設，係本署第十河川局之業

務，至臺端所持有之土地位

於大溪橋至武嶺橋段，該地

段涉及治理計畫線及用地

範圍線之疑義，於會後將本

次會議紀錄函知本署第十

河川局，結果將於下次公聽

會說明。 

3. 臺端所提之「本人土地及房

屋為本人安身立命之處…」

之陳述，如經上述治理計畫

線與用地範圍線檢討後臺

端所持有之土地仍屬用地

勘選範圍，本工程將依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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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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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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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 

日期 

陳述 

方式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徵收條例第 34-1 條規定，

徵收公告 1 年前有居住事

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人口，因其合法建築改良

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

者，或情境相同經桃園市政

府社會工作人員查訪屬實

者，將協調訂定安置計畫，

並於徵收計畫書內敘明安

置計畫情形。 

 

 

 

二、第 2 次公聽會－110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日

期 

陳述

方式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邱OO 110.3.17 

公聽

會發

言 

1. 希望政府徵收我們的地不

要再賣給別人。 

2. 希望不要有徵收後造成我們

的地沒有連貫在到道路。 

3. 我們的地被徵收後一分為二，

變成我們還有一些堤外的水

利用地，若是將來我們還需要

再買其餘水利用地合併使用

時(如建農舍)，不能抬高價

錢，且希望能特別給我們優

惠。 

4. 希望地上物及農民損失評估

時也能盡量給我們高一點的

價錢。 

5. 本地段平時較少買賣，如果用

一兩筆交易評估價值，實為不

合理，希望評估價錢能客觀。 

1. 本案為因公益需要興辦

事業計畫，協議價購及

徵收之土地僅用於水利

事業，並不會將土地轉

賣他人。 

2. 若民眾土地緊鄰防汛道

路有出入需求，本局會

在設計時留設出入口，

然請提供明確之位置資

訊，以提供設計單位參

考是否可行。 

3. 土地所有權人如有土地

徵收條例第8條之情事

【一、徵收土地之殘餘

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

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

用者。二、徵收建築改良

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

當之使用者。】，可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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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日

期 

陳述

方式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 

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

收，如需有興建農舍之

需求，仍應遵照農業用

地興建農舍辦法之規定

辦理。 

4. 有關地上物查估部分預

定在4月開始辦理，查估

原則依「桃園市興辦公

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

自治條例」、「桃園市興

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

拆遷補償標準」、「桃園

市農作改良物與農業機

具設備畜產水產養殖物

徵收補償費及遷移費查

估基準」等規定計算各

項補償費、救濟金。 

5. 本案土地協議價購價格

會委由專業的估價師依

整體評估，且參照鄰近

設施訂出比準地並評定

市價價格參考。另土地

徵收價格係依桃園市政

府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

委員會審議決議。 

2 邱OO 110.3.17 

公聽

會發

言 

1. 本次徵收是否徵收河川區

域提線之內嗎? 

2. 我的土地被你徵收一分為

二，河川線內的土地我根本

不能使用，使用也有破壞公

共安全疑慮，應該要公有地

撥用，私有地河川區域內一

併徵收，如新北市大漢溪河

川線內一併徵收。 

3. 建議也可以考慮以使用容

積移轉的方式補償地主。 

4. 希望能先協議價購，再辦理

1. 本次徵收的土地在河川

區域線道治理計畫線之

間，也就是紅黃線之間。 

2. 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須

先行與土地所有權人辦

理協議價購，本案先以

協議價購方式與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協調是否有

協議價購之機會。若土

地符合水利法第82條之

條件，私有土地位於都

市計畫範圍內者，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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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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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日

期 

陳述

方式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徵收，我們也可以同意以地

易地的方式。 

理河川區之私有土地容

積移轉，若私有土地位

於非都市土地者，則不

適用容積移轉之方式。 

3. 目前依土地徵收條例規

定須先行與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協議價購，目前

均以市價補償為優先選

項。本局目前持有土地

均為公用財產，且均有

公共用途，無多餘非公

用土地可資交換，故無

法採以地易地方式辦

理。 

3 邱OO 110.3.17 書面 

1. 市價徵收以574、578、567、

573、576、578、583、581、

587、582等河川區一併徵

收。 

2. 徵收以高於市價徵收，因本

地方買賣私有地少，應配合

溪崁小段及瑞安段、三坑、

大平段之均價。 

3. 河川區可用於以地換地或

容積移轉徵收。 

4. 政府徵用土地，不得售予他

人使用。 

5. 政府水利用地，應同意同價

錢給予徵收之人使用，如以

地換地之優先權。 

6. 私人地、需連同道路保留。 

7. 市政應水利用地，應同意徵

用者作為道路使用。 

1. 經查陳情意見人所提出

之土地地號均非本案工

程用地範圍內，目前本

案僅依用地範圍內進行

協議價購及徵收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如有土地

徵收條例第8條之情事

【一、徵收土地之殘餘

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

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

用者。二、徵收建築改良

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

當之使用者。】，可申請

一併協議價購或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

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 

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

收。 

2. 本案土地協議價購價格

會委由專業的估價師依

整體評估，且參照鄰近

設施訂出比準地並評定

市價價格參考。另土地

徵收價格係依桃園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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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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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日

期 

陳述

方式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府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

委員會審議決議。 

3. 後續將召開協議價購說

明會則與土地所有權人

協調並綜合考量以其他

方式取得土地，惟本局

目前持有土地均為公用

財產，且均有公共用途，

無多餘非公用土地可資

交換，故無法採以地易

地方式辦理。 

4. 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辦

理土地徵收需為以其興

辦事業為限，故不會售

予他人作為其他用途使

用。 

5. 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須

先行與土地所有權人辦

理協議價購，目前均以

市價補償為優先選項，

惟過程中如土地所有權

人建議其他土地取得方

式，屆時可一併辦理協

調。 

6. 如果民眾土地緊鄰防汛

道路有出入需求，本局

會在設計時留設出入

口，然請提供明確之位

置資訊，以提供設計單

位參考是否可行。 

7. 本計畫為興辦水利事

業，原則上以防汛為主，

如為一般道路使用須確

保防汛通行無虞。 

4 林OO 110.3.17 書面 

貴局來函敬悉！本人位於溪崁

土地僅持分幾千分之一，無足

輕重，公共建設及地方建設所

需，吾人絕對擁護贊成政府措

敬悉，感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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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施。 

無奈年近九十，行動諸多不便，

是日無力參加會議，尚祈見

宥。 

議央結果，吾人絕對無條件舉雙

手贊成，尚請鑑諒。 

5 黃OO 110.3.17 書面 

桃園市大溪區康義段645、648、

649、646、647、658、660、

661，一併徵收。 

經查康義段645、648、649、

646、647、658、660、661

等地號並非本案工程範圍

內土地，目前本案僅依用

地範圍內進行協議價購及

徵收土地。 

6 蔡OO 110.3.17 書面 

茲因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

工程計畫，本人蔡宜芳擁有康

義段353-0000地號，351、

355、357、377、373、371此七

筆土地希望一併徵收，希望價

格以市價或交價徵收 

陳述意見中提及之地號，

經查只有377、373二筆地

號有在本案範圍內，其餘

5筆皆不在本案範圍內，

本計畫為興辦水利事業，

且須以其事業所需土地為

限，目前依土地徵收條例

規定須先行與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協議價購，協議不

成始得辦理徵收，土地所

有權人如有土地徵收條例

第8條之情事【一、徵收

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

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

當之使用者。二、徵收建

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

為相當之使用者。】，可

申請一併協議價購或得於

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

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

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 

拾貳、結論： 

一、本公聽會係依「土地徵收條例」及「申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行公聽

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要點」辦理，相關書圖已於會場

張貼，召開公聽會之意旨係為使計畫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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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本案發展並發表意見，如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於會後有相關

意見得於會後七日內詳具紙本意見郵寄、傳真或電郵至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或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二、有關於本案之用地、地上物補償本案需用土地範圍內之建築及農作改

良物之補償、遷移費將依桃園市政府制定之相關規定辦理，以維公

平、公開原則。 

拾參、散會：下午 16 時 30 分。 

拾肆、會議現場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