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    號：

保存年限：

內政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29日

發文字號：台內字第 104○00○號

主旨：舉辦桃園航空城計畫「機場園區特定區」及「附近地區（第一、  

二期）特定區」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納入徵收必要性預備聽證會

議。

依據：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第 3 項，及行政程序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5條、第 78條、第 80條、第 81條、第 102、第 107條

等規定辦理。

一、聽證主辦機關及主持人之選定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 107條，行政機關遇有法規明文規定應舉行聽

證者，應舉行聽證。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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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行政機關依據土地徵收條例對特定

農業區辦理徵收者，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

(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2 條、第 14 條，

內政部主管徵收土地之核准，做成核准前應舉行聽證。

按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明示，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

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有義務給予人民陳述意見之機會或應

舉行聽證。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 條、第 14 條可知，徵收土

地或土地改良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且中央主管機關應

為內政部。

土地徵收之核准，影響人民之財產權、居住權、生存權甚鉅，

自屬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之行政處分，內政部依法為主管徵收

核准之中央主管機關，於做成徵收核准之行政處分前，依行政

程序法第 102條，自應給予人民陳述意見機會或舉行聽證。

(三)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1之 1條第 3項有逾越母法之嫌。

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之 1 條第 3 項，土地徵收條例



第 10 條第 3 項之聽證舉行，應由興辦事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於報送徵收計畫予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前辦理之。

該細則將母法(土地徵收條例)第 10條第 3項之聽證辦理機關，

限縮為需地機關之中央主管機關，然母法第 10 條第 3 項文義

上並無指示由何機關負責聽證之辦理，係增加母法並無授權之

限制，有逾越母法之嫌。

若依該施行細則第 11 之 1 條第 3 項之規定，由於興辦航空城

之需地機關為交通部民航局，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交通

部，故將由交通部管轄航空城土地徵收爭議之聽證舉辦。此適

用結果顯然與前(二)應由內政部辦理聽證之結論產生扞格，而

有行政管轄競合之爭議。

(四)依行政程序法第 14 條第 1 項、行政院第 ooooooooo 號函，本

次聽證應由內政部辦理之。

本次聽證由於涉及備受社會高度矚目之桃園航空城區段徵收，

於交通部對外公開表示將辦理聽證後，專家學者們紛紛投書表

示該聽證之主辦單位存有重大爭議，有謂不應由交通部主辦而

應由核准徵收之內政部辦理之，否則聽證將有違法撤銷之虞。

依行政程序法第 14條第 1項，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

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此次聽證之辦理權責，如上所述存

有交通部與內政部之管轄衝突，經交通部第 ooooooooo號函委

請其與內政部之共同上級行政院指定管轄後，復依行政院第

ooooooooo 號函明示，基於前開(二)、(三)之理由應由內政部

辦理之。

(五)依行政程序法第 57 條，聽證，由行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

為主持人，必要時得由律師、相關專業人員或其他熟諳法令之

人員在場協助之。並依同法第 62 條第 1 項，主持人應本中立

公正之立場，主持聽證。

本次聽證之主持人，係由內政部長於內政部法規委員會成員之

中，以是否具備憲法、行政法、地政等相關專業法律背景做為

指定基礎，並於進一步確認並無個人利益迴避之必要後指派之。



二、其他程序事項

(一) 「附近地區第二期特定區」之居民亦得參與此次聽證

桃園航空城特定區計畫案，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32次

會議審議結果，交通部辦理之機場園區擴建範圍、海軍基地與

其周邊，以及桃園縣政府辦理之機場園區附近地區（以下簡稱

附近地區）之產業專用區、機場捷運車站沿線及主要園道系統

規劃為第一期發展區，菓林西側產業專用區、捷運綠線 G14車

站周邊及其餘附近地區規劃為第二期發展區，啟動時機為附近

地區第一期產業專用區之產業招商權責發生率達 60%以上，始

可啟動。

然依據釋字 709號之宣示，政府決策有侵害人民財產權、居住

權之虞時，字應遵循正當程序原則、程序客觀公正公開之要求，

以達決策前聆聽或聽審之功能與目的。由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832次會議可知，第一期、第二期皆已通過都市計畫之

審定，差異之處僅為第二期後續法定行政程序之啟動，將待第

一期招商權責發生率達 60%之後方可續行。

故第一期與第二期之居民目前於法律上並無資格之差異，或有

不同意見表示，第二期之居民於第二期啟動前尚有可能轉手土

地所有權，然以實際情形觀之，第一期之居民亦可得於都市計

畫審定後、核定前，再次轉手土地，非謂僅有第二期居民有土

地所有權更動之虞，若以此做為剝奪第二期居民程序參與權之

理由，自難謂符合憲法第 7條之平等原則。

基於憲法第 7條之平等原則與釋字 709號之意旨，自應給予第

二期居民同等於第一期居民之程序參與權，第二期之居民亦得

參與此次聽證。

(二) 未於規定日期 104 年 X 月 X 日前申請參與聽證之民眾，將另

安排至 104年 X月 X1日、X月 X2日、X月 X3日等三場聽證會

參與之。

依據釋字 709號保障人民程序參與之意旨，若民眾未及於規定

之申請日期 104年 X月 X日截止前，申請參與聽證者，104年

X月 X1日、X2日、X3日等三場聽證會，專門供未及於 104年

X 月 X 日申請，但符合當事人資格之民眾現場申請參與聽證。

現場將視當天臨時登記之人數，公平調整每人之發言時間，然



若事後經由民眾當天呈交之申請資料，發現民眾有未符合當事

人資格之情況，則將另行移除其原先記載於聽證當事人之發言

紀錄，並另行於內政部資訊網公告不符當事人資格原因事由並

個別發函通知之。因不符資格遭刪除聽證記錄之人民，自得依

行政程序法關於行政處分之救濟方式救濟之，於此併予敘明之。

三、公告事項

(一) 事由：為桃園航空城計畫「機場園區特定區」及「附近地區（第

一期、第二期）特定區」範圍內，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納入徵

收計畫範圍之必要性舉行預備聽證。

(二) 公告期間：自民國 104年○月○日至民國 104年○月○日止公告

30日。

(三) 參與對象：

1.當事人

(1) 桃園航空城計畫「機場園區特定區」及「附近地區（第一

期、第二期）特定區」徵收計畫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及合

法建物所有權人等。

(2)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3) 桃園市政府

※法源依據：

依行政程序法第 55 條第 1 項之規定，行政機關舉行聽證前，

應通知當事人及其他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而復依行政程序法第

20條之規定，於本案中之當事人，係指「機場園區特定區」及

「附近地區（第一期、第二期）特定區」之申請人，即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及桃園市政府；與受徵收處分之相對人、利害關係

人，即徵收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

制登記機關、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等。

2.參加人

(1) 行政院農委會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法源依據：

按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之規定，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



農業使用時，應以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並先徵得主管

機關之同意。而本開發案計畫範圍內涉及農業用地之變更，依

農業發展條例之相關規定，農委會為農業用地之主管機關，應

有通知其參加本預備聽證程序之必要，故依行政程序法第 62

條第 2項第 4款之規定，通知其參加。

又，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開發單位申請許

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而本開發案涉及交通、航空(第三跑道之興建）噪音、空氣汙

染等影響、計畫區內既有埤塘之保存或變更等依法應進行環境

影響評估之事項，故亦應有通知其參加本預備聽證程序之必要，

依行政程序法第 62條第 2項第 4款之規定，通知其參加。

(四) 期日及場所：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7 日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

學院霖澤館實習法庭舉行。

(五) 預備聽證討論事項：

1.聽證議題：本部已於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23日進行本次預備

聽證之預備程序，初步歸納出以下六大爭點，各該當事人得針

對各項爭點陳述意見。倘有其他相關爭點，而未於前述之預備

程序所提出者，仍得於本次預備聽證程序提出，惟仍須與「徵

收必要性」相關者為主。

(1) 第三跑道之設置必要性、位置及取得手段合理性

(2) 產業專用區之設置必要性、範圍及取得手段合理性

(3) 自由貿易港之設置必要性、範圍及取得手段合理性

(4) 車站專用區之設置必要性、範圍及取得手段合理性

(5) 徵收計畫範圍內之溜地(埤塘)保留問題

(6) 海軍基地之文史保留

2.聽證程序：以「交互詢答」之方式進行。



(六) 主要程序：

項次 預定時間 預計時間(mins) 議程

1 下午 3:30~3:35 5 開場

2 下午 3:35~3:41 6 爭點一兩造當事人陳述

3 下午 3:41~3:43 2 主持人整理發言

4 下午 3:43~3:47 4 爭點一兩造當事人再陳述

5 下午 3:47~3:50 3 爭點一參加人陳述

6 下午 3:50~3:56 6 爭點二兩造當事人陳述

7 下午 3:56~3:58 2 主持人整理發言

8 下午 3:58~4:02 4 爭點二兩造當事人再陳述

9 下午 4:02~4:05 3 爭點二參加人陳述

10 下午 4:05~4:11 6 爭點三兩造當事人陳述

11 下午 4:11~4:13 2 主持人整理發言

12 下午 4:13~4:17 4 爭點三兩造當事人再陳述

13 下午 4:17~4:20 3 爭點三參加人陳述

14 下午 4:20~4:25 5 緩衝休息

15 下午 4:25~4:31 6 爭點四兩造當事人陳述

16 下午 4:31~4:33 2 主持人整理發言

17 下午 4:33~4:37 4 爭點四兩造當事人再陳述

18 下午 4:37~4:40 3 爭點四參加人陳述

19 下午 4:40~4:46 6 爭點五兩造當事人陳述

20 下午 4:46~4:48 2 主持人整理發言

21 下午 4:48~4:52 4 爭點五兩造當事人再陳述

22 下午 4:52~4:55 3 爭點五參加人陳述

23 下午 4:55~5:01 6 爭點六兩造當事人陳述

24 下午 5:01~5:03 2 主持人整理發言

25 下午 5:03~5:07 4 爭點六兩造當事人再陳述

26 下午 5:07~5:10 3 爭點六參加人陳述

27 下午 5:10~5:20 10 主持人歸納總結聽證爭點

(七)預備聽證陳述意見申請：「機場園區特定區」及「附近地區（第一

期、第二期）特定區」徵收計畫範圍內前列參與對象，倘欲出席

發言或提供書面意見，請於本（104）年 12月 4日前填妥陳述意

見申請書，以親送、郵遞或傳真方式送回內政部（地址：10055臺

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號，傳真號碼：02-oooooooo），俾利安排發

言順序，並請於會議當日攜帶開會通知函文及國民身分證正本入



場。

(八)申請陳述意見者，如有委任代理人，請於本（104）年 12月 4日

前提交委任書，以親送或郵遞方式送達內政部（地址：10055 臺

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 號），並請受託人持憑開會通知函文及國民

身分證正本到場，俾利查核。

(九)如因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或人為因素影響議事進行之情況，主持

人得中止預備聽證會議程序。

(十)本次預備聽證全程錄影、錄音，預備聽證紀錄不寄發，公開於內

政部網站（http://www.moi.gov.tw/）供公開閱覽，並由主持人

指定日期、場所供陳述意見者閱覽，並請其簽名或蓋章。陳述意

見者拒絕簽名、蓋章或未於指定日期、場所閱覽者，將記明其事

由。

(十一) 預備聽證程序進行中，出席者請遵守下列規定：

1. 禁止吸菸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靜音。

2. 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3. 禁止將標語、海報、各類布條、旗幟、棍棒、擴音設備等物

品，攜帶進入會場及會議所在辦公廳舍區域。

4. 不得大聲喧嘩、鼓譟、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域。

(十二) 預備聽證以國語進行，如欲使用其他語言者，請自備翻譯人員。

(十三) 如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原訂預備聽證場次不克舉辦

時，主辦單位應依本課程指導教授之決定日順延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