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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陳述 

 

鑒請將以下程序瑕疵與實體瑕疵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又基於沒有程序正義即

遑論土地之實體正義，程序瑕疵應優先於實體瑕疵處理，故在爭點排序上應先

程序後實體。茲述如下： 

 

壹、鑒請將以下程序瑕疵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一、本件預備聽證之舉辦機關應為內政部，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一)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宣示之正當法律程序，土地徵收條例第2條、   

10條第 3項、14條，行政程序法第 66、107、108、155條之規定，舉行本 

   件預備聽證之主管機關應為內政部 

1.聽證之重點在於多元意見之辯論與舉證、決策機關之聆聽或聽審，目的 

係藉由聽證之舉行釐清爭點，並透過交互辯論或廣徵意見獲得完整資 

訊，以作成正確之行政決定。 

2.綜合觀察行政程序法第 65 條「當事人意見業經充分陳述，而事件已達可

為決定之程度，應即終結聽證」、第 102 條至第 108 條有關處分機關應於

作成行政處分前給予可能被限制或剝奪自由或權利的相對人陳述意見或

舉行聽證及其法律效果、第 155條主管機關訂定法規命令得依職權舉行聽

證等規定意旨，可知舉行聽證之權責機關係作成行政處分或於其職權上主

管某項法令之行政機關。 

3.復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第 3 項以及行政程序法第 66、107、155 條，應



 

由主關機關舉行聽證；復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4 條及第 2 條，有權核准土

地徵收之唯一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故應由內政部舉行本件預備聽證與聽證。

且為達到行政處分作成機關有實質『聽審』效果，以及參酌行政程序法第

108 條第 1 項關於聽證對行政處分作成機關所產生程度不一的約束效力規

定，桃園航空城開發計畫舉行聽證的主辦機關，應為內政部。 

 (二)土地徵生條例施行細則第 11條之一第 1項之規定逾越土地徵收條例第 1 

條第 3項之母法範疇 

1.土地徵收條例第 10條第 3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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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依同法施行細

則第 11-1條第 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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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爭議，指建設計畫於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後，經

需用土地人以書面通知計畫範圍內之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土地所有權

人其土地列入徵收，而土地所有權人對其所有之農牧用地列入徵收計畫範

圍之必要性提出異議時，經興辦事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詳實說明後，

仍有異議者。」 

2.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將舉行聽證的行政機關限縮為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因興辦事業而需辦理徵收之興辦事業機關之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顯已逾越母法。 

 (三)不得以利害關係人交通部民航局(需地機關)為舉辦機關，以避免球員兼

裁判之嫌 

  1.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常即事該興辦事業的發動者或支持者，由其舉行 

聽證，豈可能達成司法院釋字第 709號解釋宣示之正當程序原則、程序客 

觀公正公開之要求、決策前聆聽或聽審之功能與目的？本件由需用地機關 

之交通部民航局(利害關係人)舉辦聽證，有球員兼裁判之虞。 

2.要討論「公共利益」本應由公眾決定，而非少數專家及技術官僚認定，故 

需要聽證制度來補足官僚體系之不足。航空城計畫在興辦事業計畫階段， 

身為規畫者之交通部即應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63、164條辦理行政聽證， 

卻不肯落實人民參與；而今航空城已經走過都市計畫，接下來將邁向土地 

徵收的階段，辦理聽證之機關不應是需地機關交通部，而應是徵收之核准 

機關內政部。 

 

二、依司法院釋字第 709號解釋所闡釋之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以及行政程序

序法第 20、23、55條之規定，本件預備聽證之參與人不應該限縮為僅有「涉

及第一期特定農業區徵收部分之農業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其他權利人諸如

第一、二期計畫之土地或房屋所有權人、承租人、地上權人等等均應屬之；

且桃園市政府不應要求居民自行舉證其為上開權利人。鑒請將此列為正式



 

聽證之爭點。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 20條 ｢本法所稱之當事人如下一、申請人及申請之相 

  對人。二、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三、與行政機關締結行政契  

  約之相對人。四、行政機關實施行政指導之相對人。五、對行政機關陳情 

  之人。六、其他依本法規定參加行政程序之人。」、第 23條｢因程序之進 

  行將影響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行政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通 

  知其參加為當事人。」、第 55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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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應 

  包括土地所有權人、使用者及具有土地管理權之人。 

  (二)桃園縣政府辦理的『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蛋白區）開發，須第 1 

    期產業專用區招商率達 60%以上，始得進行第 2期之開發。若桃園航空城 

    計畫第 1期開始開發乃至開發成功，第 2期範圍內之地主、屋主即會被徵 

    收，應屬行政程序法第 23條之利害關係人，應納入聽證程序。 

  (三)航空城計畫在都市計畫審議階段是單一的都市計畫案件，整體規劃不可  

    區分， 故不應認定只有第一期要辦聽證，第二期不用辦。 

  (四)於都市更新，依司法院釋字第 709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都更範圍內的  

    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抵押權、地上權等其他權利人、甚至更新單元外 

    之人之權利亦會受到不同程度之影響，故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是當事人，

至於其他權利人以及更新單元外一定範圍內會受該更新案影響權益之人

則均是利害關係人。至於徵收，由以上二者推衍，徵收處分相對人即土地

或房屋被徵收之所有權人應屬當事人。對應到桃園航空城案，土地徵收條

例第 10條第 3項乃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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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繹本條項之規定可知，

其立法目的乃基於我國糧食熱量自給率過低，基於維護糧食安全之公益考

量，特別針對行政機關欲徵收屬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款直接

定義為優良農地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而必須加以特別保護

所劃定之特定農業區時，必須特別慎重其事，舉行聽證。亦即土地徵收條

例第 10條第 3項係行政程序法第 107條第 1款所定應舉行聽證之明文，

而非用以規定舉行聽證之對象僅限縮於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地主。 

 (五)又桃園市政府不應要求居民自行舉證其為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承租人，  

    蓋凡此資料桃園市政府均能輕易由電腦系統查得，行政成本輕微。 

 

三、聽證舉行機關之交通部民航局已掌有參與預備聽證者之名冊，何以又強制

參加人將身分證影本黏貼於申請書，此有無過度侵害個人資料隱私權之虞，

殊非無疑，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四、何以要求提前於 104/9/15 內申請發言，否則僅得於最後三場預備聽證發

言，而非得於每場次之最後發言？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五、行政程序法第 58條規定：｢行政機關為使聽證順利進行，認為必要時，得

於聽證期日前，舉行預備聽證。預備聽證得為下列事項︰一、議定聽證程

序之進行。二、釐清爭點。三、提出有關文書及證據。四、變更聽證之期

日、場所與主持人。預備聽證之進行，應作成紀錄。」本件預備聽證之舉

行是否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58 條規定之書證交換等程序？何以由聽證主持

人聆聽後決定爭點為何，而非由內政部決定？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

點。 

 

六、預備聽證之發言時間僅限於三分鐘，何能使發言者完整論述其見解？盍各

言爾志？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航空城計畫第 1 期範圍內的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地主收到交通部決定舉行

預備聽證以及如何舉行的通知，限制每位出席的地主發言僅有 3 分鐘，幾

乎與公聽會形式毫無差別。何能達到行政程序法第 58條關於「議定聽證程

序之進行、釐清爭點、提出文書及證據。」等需要意見廣泛蒐集、交流溝

通說服、再到收歛整理聚焦並全力提出攻防文書及證據的制度設計要求？ 

  

七、本件聽證應以土地徵收主管機關之內政部為舉辦機關，並以居民(被徵收

人)與需用地機關(桃園市政府或交通部民航局)作為兩造；惟本件預備聽證

卻由利害關係人之交通部民航局舉辦，有球員兼裁判之虞，且由支持居民

與反對居民作為預備聽證之兩造互相爭辯，凡此行政程序之錯置均再再撕

裂在地居民之地方情感。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八、綜上所述，沒有程序正義便沒有土地正義，與其刻意逃避、模糊程序正當

性之爭點而導致徵收處分嗣後遭法院裁判撤銷，毋寧誠實面對程序瑕疵、

現在立即重為符合正當程序原則、合法合憲之預備聽證。基於上開理由，

鑒請將上開程序瑕疵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貳、鑒請將以下實體瑕疵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一、蛋黃區 

(一)第三跑道 

1.第三跑道之設置有無必要性，殊非無疑，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1)民航局對未來運量預估之具體證據不明。首先，松山機場運量亦應納入



 

整體規劃。再者，桃園機場坐落之位置並不見得如計畫書中所言，有地理

上之優勢。對太平洋西側航路而言，主要經過日本海上方，所以會以東京

或其他日本機場做為主要交通樞紐，桃園機場未必有優勢。 

     以前往莫斯科與歐洲的俄羅斯航路而言，可能從蒙古進入北京、或從海參

威進入日本海，故首爾、東京或大阪機場都相當方便。就北面航路來說，

桃園機場並不是一開始會被考慮的機場。 

    就南面航路(台灣往來中東與歐洲國家)而言，印度新德里、泰國曼谷到香

港機場都能是很好的轉運點，桃園機場之地理位置並未具備轉運之優勢。 

    (2)機場效能並未完全發揮。現有兩條跑道，其中一條長期處於養修之狀態。

目前養修中之北跑道完工日期延宕，南跑道日前傳出柏油路面被強風吹翻。

不僅損及班機，亦造成飛安問題。機場公司連目前之兩條跑道維護就捉襟

見肘，未來是否有足夠能力養護第三跑道容有疑問。且改善維修品質亦是

解決問題的另一面，加蓋跑道非唯一方法。 

 (3)在運量方面，鄰近之香港大嶼山國際機場，亦僅有兩條跑道，但客運量、

貨運量均是桃園機場之兩倍，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亦僅有兩條跑道，客

運量是桃園機場之兩倍，貨運量約為 1.5倍。我國雙跑道應足以滿足至 2030

年之需求。 

    (4)在地點方面，航空城計畫於現有跑道北側規劃第三跑道，於安全、環境

皆有所疑慮。在安全上，目前規畫位置地近沙崙油庫，遇有飛安事件，後

果不堪設想。在環境上，目前規畫位置包含數個埤塘，建設跑道將造成溼

地的破壞。且由於附近有水鳥棲息之故，未來鳥類誤擊之機率大增，亦會

造成飛安之疑慮。 

    (5)都委會審定版有 ABC三種配置構想方案，最後，都委會選擇徵收土地範

圍最大、需要搬遷人口最多的 A方案。(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32次

會議審定版第 2-12頁) 竹圍村甚至須全村遷移，形同滅村。而居民預計遷

入之宏竹村，居民土地亦將遭到徵收，都委會選擇 A方案的理由不明。 

2.縱有必要性，徵收應作為最後手段，亦即可以考慮其他用地取得方式，例

如以地易地、換地、買地等，未必要以區段徵收之方式取得土地。鑒請將

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3.縱有必要性，應利用現在機場南側之海軍基地規劃第三跑道。首先上述飛

安、環境破壞之疑慮較低；其次可將現行戰機跑道延長，規畫為第三跑道，

降低施工難度、減少對環境之衝擊，海軍基地內之文化資產，可依現況保

留；更重要的，此規劃將大幅降低須徵收之土地，以及被迫遷移之現地居

民。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二)自由貿易港區 

1.自由貿易港區之設置有無必要性，殊非無疑，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

點。 

(1)自由貿易港區過去 45 公頃未開發完畢，依去年立法院預算中心「桃園

航空城預算編列暨其對我國交通建設資源配置影響之評析」之報告(2014，

pp.17-18) 至今第一期工程之出租率未達七成，第二期完工後將會有大量

廠房空間釋出，又依據交通部 2015 年兖預算書第 14 頁表格中提及，自

由貿易港區進出口貿易值， 103 年度截至六月底僅 2,777.07 億元，與 102 

年度同期 3,662.83 億元相比，負成長 24.18%。進出口貿易值又呈現萎縮，

此計劃卻再劃設了自由貿易港擴建區 107 公頃，其是否有擴大徵收之必要

性容有疑義。 

(2)自由貿易港擴建地區居民將全數遷移，範圍內農業用地亦將徵收，原耕

作農民之生活模式將予改變調整，此影響人民權益甚為重大。 

(3)產業專區範圍不明，未提出實際引入產業之效益和如何規劃，相關依據

何在？原在地中小企業如何安置？桃園地區之用水整理分配亦應釐清；蛋

黃區無增加住商混合區之必要，提高財務自償率並非理由，財務自償率的

規劃過於樂觀。 

2.縱認具有開發必要性，徵收應為最後手段，可以考慮其他用地取得方式，例 

 如以地易地、換地、買地等，應優先適用其他方式，未必要作區段徵收。 

 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3.上開二者縱有必要性，且徵收為最後手段，凡此個案開發行為亦應先作環評 

    依據交通部之計畫，第三跑道要到 2022年才開始建設，而依環評法第 5條

與施行細則，｢個案開發行為」在｢規劃階段」即應行環評，但到目前為止，

交通部都還沒有向環保署提出環評計畫，理由是現在還在做前期規劃，是

否意圖先徵收而造成既成事實、再做環評，致使環評非過不可？此種程序

上的混亂實係浪費行政與司法資源，蓋環評捨查結論嗣後極可能成為公民

訴訟之標的。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4.宏竹村做為安置區不妥，為何不在海軍基地的空地安置?航空城旁是廢棄海 

軍基地，政府卻選擇徵收海軍基地下方的宏竹村作為安置街廓，而宏竹村多

是特定農業區，有許多良田。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二、蛋白區 

(一)蛋白區多為住商混合區，有無徵收必要性殊非無疑，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

證之爭點。 

    蛋白區大部分都是住商混合區，從桃園市 11%空屋率為六都最高，現在規劃

新的住商混合區目的實屬不當，而有圖利財團取地之嫌。且在住商用地的



 

部分，都委會決議曾表示合法的建地和建築可以剔除，但都市計畫階段，

許多居民仍不知道他有這樣的權利得以主張，亦未被告知其有正當合法得

權力得以行使，而被迫接受徵收，主辦單位有未踐行告知義務，浮濫徵收

之嫌。 

(二)徵收影響的部分，徵收預期產生之產業專用區產值與犧牲在地中小企業產

值孰優孰劣?用水計畫和用水分配?農業發展之方向?凡此公益性之考量皆

涉及多方利益衝突，應被列為實體爭點詳加討論。儘管主辦單位一再強調

桃園航空城計畫將帶動地方經濟成長和就業率等利基；惟從航空城反迫遷

聯盟成員所反映之種種在地居民面臨之被迫遷危機不禁讓人質疑，本計畫

到底增加誰的經濟和就業率？造成既有居民流離失所，拆遷廠房徵收農田

導致的失業率，是否已有縝密的配套措施?產業專用區之設置必要性、範圍

及取得手段合理性？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三) 縱認具有開發必要性，徵收應為最後手段，可以考慮其他用地取得方式， 

    例如以地易地、換地、買地等，應優先適用其他方式，未必要作區段徵收。 

 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四)土地徵收條例 3-2規定應社會、經濟、文化、其他因素(例如環境保護、在

地居民情感)；惟現行計畫僅有考量經濟因素，對於蛋白區範圍從 2009 年

至 2013年不斷擴張，影響層面擴大，卻欠缺通盤考量。鑒請將此列為正式

聽證之爭點。 

(五)車站專用區之設置必要性、範圍及取得手段合理性有所疑義，鑒請將此列

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航空城計畫的產業區與商業區居民，只要是合法建物都可剔除於計畫外或

原地保留，而車站專區涉及公共建設所以無法比照剔除，可謂對人民財產

權與居住權影響甚鉅，亦應納入主要爭點。再者，已蓋好的機場捷運各站

皆已完工，航空城卻不斷擴大徵收範圍，周邊土地，劃設成車站專區，與

機場捷運通車無關，以車專區名義無限上綱，徵收根本不具實質公益性與

必要性。 

(六)徵收計畫範圍內之溜地(埤塘)保留問題有所疑義，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

之爭點。  

因埤塘若填土對環境衝擊，考量到埤塘專用區涉及水利、防洪、灌溉、休

憩、防災、維護生態等設施使用，且除了目前規畫不當的第三跑道，行經

位置包含數個埤塘，跑道必要填塘作為跑道，除此之外還要徵收其他埤塘

填土作為建地，破壞環境生態及自然景觀，損害居民休憩、健康等基本人

權，更顯現出整體規劃不能與地理環境相符，不宜納入徵收範圍。 

(七)降低對農業衝擊及農民就業影響措施應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現況特定農業區 1487公頃、一般農業區 1031公頃，計畫後將只保留農業



 

專用區 16.87公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如何降低對農業影響的措施，原以

農耕維生之民眾之就業輔導，非屬合法建物拆遷部分如何降低衝擊，應有

合理審慎的配套措施，非僅泛言「計畫區農業凋敝，生產價值低落，休耕

比例高，且土地污染嚴重，近來更受到紅火蟻等災害的襲擊，復原困難，

認為該區農業土地沒有保護必要，需要進行開發。」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

證之爭點。 

 

參、綜上所述，本件桃園航空城開發計畫之預備聽證與正式聽證之舉行有如上

程序與實體爭點，敬請  鑒核，並將之納入正式聽證程序之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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