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航空城模擬預備聽證
——交通部民航局



OUTLINE

➤ 建議列入爭點： 

第三跑道設置必要性及位置、⾃由貿易港區設置必要性及範圍 

➤ 不建議列入爭點： 

⼟地徵收⼿段合理性 

➤ 其他意⾒： 

    1.聽證參與對象範圍具體認定標準 

    2.聽證參與對象應排除第⼆期地區⼈民



建議列入爭點



第三跑道設置必要性及位置
➤第三跑道設置依據 

⾏政院100年4⽉11⽇核定交通部提出之「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
計畫」 

➤ 第三跑道設置⽬的 

提升我國機場競爭⼒，避免未來跑道容量飽和，造成較長航機延滯時間，
影響旅客使⽤意願。 

（計畫訂定民國119年客運量達5890萬⼈、貨運量達448噸、起降架次
46.7萬次之規模，已遠超過兩條跑道所能承載之最⼤運量） 



第三跑道設置必要性及位置
➤ 建議納入聽證爭點 

聽證核⼼⽬的在於使⼟地被徵收之當事⼈及利害關係⼈等表達意⾒，⽽
第三跑道設置必要性及範圍與⼟地徵收必要性直接相關，因此交通部民
航局雖仍持必須興建第三跑道及維持⽬前選址⽅案的⽴場，但建議將第
三跑道設置必要性及範圍納入聽證爭點，期待在聽證程序中與⼈民達成
共識，同時亦避免機場跑道⽇後再起爭議。 



⾃由貿易港區設置必要性及範圍
➤⾃由貿易港區設置⽬的： 
成為東亞運輸樞紐，引領經濟啟航，提升國家競爭⼒。 

➤時事趨勢： 
兩岸直航、ECFA簽署後之產業佈局、物流供應鏈變化所帶來之成長契機，且中韓
⾃由貿易協定(FTA)已完成簽署並預計於今年底前⽣效。 

➤政策⾛向： 
我APEC經濟領袖會議代表蕭萬長表達臺灣參加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域全
⾯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意願︔民進黨總統參選⼈蔡英⽂提出「全球運籌中⼼」
的政策構想，盼以海運運輸為重⼼，跨領域合作，結合空運、陸運、倉儲、資通
訊產業以及物聯網技術，並積極推動加入TPP、RCEP及FTA︔國民黨總統參選⼈
朱⽴倫強調經濟要進步，⼀定要開放並⾛向國際，TPP 與RCEP都要加入。 



⾃由貿易港區設置必要性及範圍
➤ 建議納入聽證爭點： 

⾃由貿易港區之設置是否為有效發展成為東亞樞紐之重要配套設施、引
領經濟啟航提升國家競爭⼒，且其設置涉及農地政策、產業發展及地⽅
特⾊經營等多⽅⾯之專業及經貿等專業判斷，影響層⾯甚廣，建議納入
爭點，廣納政府部⾨、專家、學者、民眾之意⾒，實質討論、審慎評估。



不建議列入爭點



⼟地徵收⼿段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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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徵收⼿段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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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徵收⼿段合理性

➤ 區段徵收公益性的質疑︖ 

依⼟地徵收條例第44條，需地機關取得之可供建築⽤地，得再予以標
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雖表⾯上係不合於徵收⽬的之處分⾏為，與徵
收的「公⽤、公益」⽬地違背，但其實僅是政府機關為了達成系爭開發
計畫的⼿段，吾⼈不應忽視該計畫背後所欲達到的公益性。 

➤ 基於以上因素，因此不建議將⼟地徵收取得⼿段合理性納入聽證爭點。



其他意⾒



1.聽證參與對象範圍具體認定標準

(1)聽證法規依據 
➤ ⾏政程序法第107條： 

「⾏政機關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舉⾏聽證︰  

⼀、法規明⽂規定應舉⾏聽證者。  

⼆、⾏政機關認為有舉⾏聽證之必要者。」 

➤ ⼟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3項： 

「特定農業區經⾏政院核定為重⼤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政程序
法舉⾏聽證。」 

➤ ⼟地徵收條例施⾏細則第11條之1第1項前段： 

「本條例第⼗條第三項所稱特定農業區，指特定農業區農牧⽤地。」 



1.聽證參與對象範圍具體認定標準

(2)聽證對象：當事⼈及利害關係⼈ 

法務部民國104年7⽉3⽇法律字第10400107180號 

【要旨】⾏政機關舉⾏聽證前應以書⾯先⾏通知當事⼈及已知利害關係
⼈，所謂利害關係⼈是指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以「新保護規範理論」
為界定利害關係第三⼈範圍基準，又預備聽證通知對象宜與正式聽證相
同(⾏政程序法第20、55、58條規定參照)︔另預備聽證有釐清爭點、協
商爭議功能，舉⾏聽證機關⾃可斟酌需要在正式聽證程序前，向有關專
業⼈⼠或民間團體徵詢意⾒，以利整理事實、證據及相關爭點。 



1.聽證參與對象範圍具體認定標準

(3)正式聽證的通知對象 
➤ ⾏政程序法第55條： 「⾏政機關舉⾏聽證前，應以書⾯記載下列事項，並通知當事
⼈及其他已知之利害關係⼈，必要時並公告之：…」，是⾏政機關舉⾏聽證前，應
以書⾯先⾏通知本法第20條所定之當事⼈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俾使其知所參與，
以維權益。 

➤ 「利害關係⼈」係指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不包括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利
害關係。⽽「法律上利害關係」之判斷，係以「新保護規範理論」為界定利害關係
第三⼈範圍之基準。如法律已明確規定特定⼈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可
得特定之⼈，授予向⾏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的在於
保障個⼈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般國民福祉⽽設之規定，但
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對象、所欲產⽣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
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之意旨時，即應認其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司法院釋字第469號
解釋理由書參照）。  



1.聽證參與對象範圍具體認定標準

(4)預備聽證的通知對象 
➤ 預備聽證係在議定聽證程序之進⾏、釐清爭點、提出有關⽂書及證據、
變更聽證之期⽇、場所與主持⼈等（第58條第2項參照），其性質類似於
審判之準備程序，程序上與正式聽證程序有銜接關係，故為就正式聽證
程序之程序事項與爭點形成共識，預備聽證之通知對象宜與正式聽證相
同。 

➤ 若僅邀請專家、相關團體或部分利害關係⼈參與預備聽證，因非全部利
害關係⼈都有機會就聽證程序事項及討論爭點表⽰意⾒，則預備聽證就
正式聽證之爭點及程序事項所達成之共識與協調結果，是否⾜以涵蓋全
體利害關係⼈之意⾒︖未參與者不認同時，聽證程序能否取得正當性︖
均屬有疑。從⽽，預備聽證仍以通知全體利害關係⼈為宜。 



2.聽證參與對象應排除第⼆期⼈民

➤ ⾏政程序法第55條聽證應受通知者為「當事⼈及其他已知之利害關係
⼈」。 

➤ 本計畫聽證應受通知對象為「機場園區特定區」及「附近地區（第⼀
期）特定區」當事⼈及其他已知之利害關係⼈。 

➤ 第⼆期⼈民之不確定性，基於⾏政效率並確實保障當事⼈及利害關係
⼈權益之考量，附近地區第⼆期應於啟動條件達成後，始依相關規定
辦理聽證。 



桃園航空城模擬預備聽證
——桃園市政府



OUTLINE

➤ 建議列入爭點： 

產業徵收必要性及規模、⾞站專⽤區設置必要性及範圍、都市計畫分區劃定 

➤ 不建議列入爭點： 

徵收範圍內埤塘保留問題、海軍基地⽂史保留問題



建議列入爭點



產業專區徵收必要性及規模

依據低污染、低耗能、低⽤⽔及⾼附加價值等（3低1⾼）原則，區
分成「核⼼發展產業」、「次核⼼發展產業」及「⽀援性產業或附
屬設施」等 3 ⼤類型。 



產業專區徵收必要性及規模

產業專⽤區設置之必要性 

➤ 經濟部 102 經⼯字第 10202606260 號函： 

－因應機場及⾃由貿易港區之擴建，航空相關產業將⼤幅成長，航
空城產業發展腹地需 500 公頃~600 公頃。 

－為提供航空城相關產業進駐使⽤，機場其附近地區係帶動產業發
展最為優勢之腹地，區位已無法替代。 

－透過航空相關產業群聚，發展該區為國家級產業園區。 

➤ 區內噪⾳60分⾙線以北地區⾯積約800 公頃，無法劃設住宅區居
住使⽤。 



產業專區徵收必要性及規模

產業專區的設置將來可以與航空城相輔相成，帶來可觀的經濟成長，
是航空成整體計畫不可或缺之⼀環。惟民眾對產業專區的設置及規
模似有質疑，應此建議納入爭點，以廣納民眾之建議，以期透過與
民眾互動溝通，使政府的決策更加正確。 



⾞站專⽤區設置必要性及範圍

機場捷運⾞站專⽤區設置⽬的 

航空城設計係以機場為中⼼，向外劃設產業專⽤區、⾦融商務中⼼
以及⽀援性住宅與商業區。整個區域將以捷運線為主幹，穿梭主要
產專區與商業區，強調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以
⼤眾運輸為導向之發展，並達到交通向外連結、綠⾊運輸、便利民
眾之需求。 



⾞站專⽤區設置必要性及範圍

民眾疑慮 

擴⼤徵收已蓋好的機場捷運周邊⼟地，劃設成⾞站專區，符合徵收
公益性與必要性︖以及其範圍選定︖ 



⾞站專⽤區設置必要性及範圍

建議納入聽證爭點 

捷運設置⽤以⽀援本計畫內部與聯外交通運輸，紓解⼈⼜流動之壓
⼒。⾞站專⽤區輔助交通運輸便利，並促進周圍經濟活動。民眾對
本計畫之必要性與公益性，以及範圍選定有疑，應納入聽證爭點進
⾏實質討論。 



都市計畫分區劃定

➤ 法源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2條 

為發展⼯業或為保持優美風景或因其他⽬的⽽劃定之特定地區，應
擬定特定區計畫。 

➤ 釋字第 156 號解釋 

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係公法上之單⽅⾏政⾏為，如直接限制⼀
定區域內⼈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政處分之性
質，其因⽽致特定⼈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
損害者，⾃應許其提起訴願或⾏政訴訟以資救濟，本院釋字第148 
號解釋應予補充釋明。 



都市計畫分區劃定

➤ 最⾼⾏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53號 

按司法院釋字第156號解釋意旨、本院100年度裁字第1229號裁定、
102年度判字第719號判決、93年度判字第1628號判決意旨，都市計
畫如經變更⽽直接限制⼀定區域⼈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
即具有⾏政處分之性質，其因⽽致特定⼈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之權
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者，⾃應許其提起訴願或⾏政訴訟以資救
濟，否則其為具有法規性質，⽽非⾏政處分，即不得遽⾏對其提起
訴願或⾏政訴訟以為救濟甚明。⽽⼈民陳述都市計畫內容缺失，表
⽰應該如何改正，請求主管機關予以變更，僅屬意⾒表達，並非依
法申請之案件，主管機關函復將其意⾒存供參考，未准依其意⾒辦
理，並不發⽣何法律上效果，並非⾏政處分。 



都市計畫分區劃定

➤ 最⾼⾏政法院104年度裁字第138號 

上訴⼈主張因被上訴⼈有考慮要徵收系爭⼟地，上訴⼈認為系爭⼟
地如屬公共設施⽤地，地價補償係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地
為準，較屬合理，否則係太低云云，惟系爭⼟地⽬前並無徵收計畫
進⾏中，且地主對於地價補償⾦額不滿，⽇後另有管道可尋求救
濟，非可認屬本件之確認利益。 



都市計畫分區劃定

綜合以上所提及之司法實務⾒解，⼈民陳述都市計畫內容缺失，表
⽰應該如何改正，請求主管機關予以變更，僅屬意⾒表達。但桃園
航空城附近地區⽬前已有⼟地徵收程序進⾏中，都市計畫分區劃定
即屬釋字第156號解釋中的「直接限制⼀定區域內⼈民之權利、利益
或增加其負擔」。 

從⽽若⼈民認為都市計畫分區劃定應列為聽證爭點，桃園市政府將
尊重⼈民意⾒，並依循司法實務⾒解，建議將都市分區劃定列入爭
點，避免⽇後再起紛爭。 



不建議列入爭點



徵收範圍內埤塘保留問題



徵收範圍內埤塘保留問題



徵收範圍內埤塘保留問題

塯地 

內政部八⼗八年三⽉三⽇台內地字第八八八八六四四號函釋： 

 (⼀)⾃民國八⼗八年三⽉⼗六⽇起，除與民眾權利義務較有關之
「⽥」、「旱」、 「建」、「道」等四種地⽬之變更及其他地⽬
⼟地變更為上述四種地⽬之登記 仍受理外，其餘與上開地⽬無關
之地⽬變更登記及地⽬銓定不再辦理。 

 (⼆)⼟地登記簿上所載之地⽬原則上仍予保留，惟⽇後除「⽥」、
「旱」、「建」、 「道」地⽬外，其餘地⽬將不再辦理釐正。至
現有地籍圖上已記載之地⽬則 不予刪除，惟將來⼀律不再辦理釐
正。 



徵收範圍內埤塘保留問題

塯地 

【公布⽇期⽂號】 內政部91年9⽉2⽇台內地字第0910011381號函 

【要旨】非都市⼟地之地⽬與使⽤編定不符者，准予受理民眾申請
塗銷該⼟地之地⽬，並將其地⽬欄以空⽩⽅式處理 



徵收範圍內埤塘保留問題

埤塘的功能 

1. 農業⽣產 

2. ⽣態保育  

3. 調蓄平衡 

4. ⽂化地景 

5. 休閒遊憩 

6. 防災滯洪 

7. 其他⽬的 

但現今因耕地⾯積減少，灌溉需求也因⽽減少，許多埤塘已無法發
揮原本之灌溉功能，⽔質也不佳，甚至多被承租來養殖漁業。 



徵收範圍內埤塘保留問題
本計畫內之埤塘 



徵收範圍內埤塘保留問題
計畫設置埤塘專⽤區 



徵收範圍內埤塘保留問題
計畫將活化埤塘資源 



徵收範圍內埤塘保留問題

埤塘保留不應列入爭點之理由 

➤ 本計畫內之埤塘23⼜，其中13⼜的所有權⼈為中華民國、臺灣
省桃園農⽥⽔利會，其餘10⼜為中華民國、桃園農⽥⽔利會與其
他私⼈共同持分。 

➤ 其中⾯積⼤於10公頃之6⼜埤塘皆為中華民國及桃園農⽥⽔利會
所有。 

➤ 因第三跑道預計填⼟之埤塘為並非私⼈所有之埤塘，開發單位將
本於專業與⽣態上之考量，與農⽥⽔利會諮詢並考量整體⽔資源
利⽤。 



海軍基地⽂史保留問題



海軍基地⽂史保留問題

歷史古蹟 

➤ 蘆⽵空軍三⼗五中隊⾶機棚廠暨減壓室附屬設施 

➤ ⼤園空軍照相技術隊營舍 



海軍基地⽂史保留問題

景觀計畫：⾶航⽂化景觀之保存與活化 

➤ 以 23公頃⼤⾯積公園包覆既有蘆⽵空軍35中隊⾶機棚場（⿊貓
中隊）及⼤園空軍照相技術隊營舍。保留本計畫區內具歷史意
義之⽂化資產。 

➤ 配合原海軍基地之現地⽔泥機堡位置， 劃設航空科學館遷建所
需之機關⽤地及公園⽤地， 與上述歷史建物結合， 形成保留⾶
航⽂化景觀之⼤型場域。 



海軍基地⽂史保留問題

優先⾏⽂化資產保存程序 

桃園市長鄭⽂燦今年八⽉三⽇勘查海軍桃園基地時表⽰，基地內的
空軍三⼗五中隊⾶機棚廠（⿊貓中隊機棚）、機堡群、減壓室及附
屬設施、空軍照相技術隊營舍、耐爆指揮所、⾶機修復棚廠、美軍
宿舍及俱樂部等非常具有歷史價值，⾒證台灣從⽇治時代到冷戰時
期歷史發展非常獨特且可貴的⼀⾴，市府將優先進⾏⽂化資產保存
程序，保留海軍桃園基地的特⾊，成為軍事⽂化資產新亮點。 



海軍基地⽂史保留問題

不需列入爭點之理由 

➤ 市府⽂化局正進⾏⽂化資產調查及審議程序，希望能將這些標的指
定為歷史建築，納入⽂化資產活化範圍，未來市府將整合航空博物
館、微笑公園等指標區域，打造為「⿊貓紀念公園」，讓此處成為
台灣航空史上，以及航空城都市計畫內的軍事⽂化資產亮點。 

➤ 市政府已考量民眾欲保存海軍基地⽂化資產之意願，並已著⼿進⾏
⽂化資產保存之調查與審議程序中，故認為不需再納入聽證之討論
爭點。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