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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內政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12日 

發文字號：台內字第 10400000A號 

 

主旨：公告桃園航空城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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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聽證

會議所應討論之爭點。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行政程序法第 58條、第 78條、第 80條、第

81條等規定辦理。 

 

一、 納入之爭點 

(一) 第三跑道之設置必要性及位置選擇： 

1. 必要性： 

桃園航空城計劃第三跑道之設置與否，為航空城計劃

最核心之部分，各方意見整理如下： 

 

交通部民航局以提升我國機場競爭力，避免未來跑道

容量飽和，造成較長航機延滯為主要理由主張設置第三跑

道，並預估民國119年桃園國際機場客運量達5980萬人次、

貨運量達 448噸、起降架次達 46.7萬次，遠超出兩條跑道

之負荷。 

 

反對該跑道設置居民則以下述理由反對興建：一、民

航局對未來運量預估之具體證據不明，松山機場運量亦應

納入整體規劃、桃園機場坐落之位置並不具有地理上優勢。

二、現有機場跑道效能並未完全發揮、養護狀態有疑慮。

三、鄰近之香港大嶼山國際機場，僅有兩條跑道，但客、

貨運量均是桃園機場之兩倍，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亦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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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條跑道，客運量是桃園機場之兩倍，貨運量則約高出

50%；我國雙跑道應足以滿足至年民國 119年之需求。 

 

經審酌此次預備聽證各方意見，本部決議將第三跑道

設置必要性列為正式聽證爭點，理由及說明如下： 

(1.) 贊成設置及反對設置第三跑道雙方，均主張將第三跑

道設置必要性列為正式聽證爭點。 

(2.) 交通部民航局需對桃園機場未來客貨運量之預估、現

在及未來之航域規劃及第三跑道設置之效益，進一步

提出說明。 

(3.) 現有跑道養護狀態疑慮，應由交通部責成民航局及機

場公司改善，必要時檢討組織規劃，與第三跑道興建

與否並無必然關係。 

(4.) 機場之擴建，攸關我國整體經濟發展，鄰近亞洲國家，

亦有擴建機場、跑道計畫之倡議及爭議，並考量機場

擴建投入之資本及對環境之衝擊，宜廣納各方之建議，

擴大公民參與。 

 

2. 位置： 

桃園航空城計劃第三跑道之設置位置，影響航空城整

體之規劃、徵收之範圍及規模、並擴建後機場之營運，交

通部民航局於預備聽證未對第三跑道設置位置之現有規劃

詳細說明。 

 

反對現有規劃居民意見整理如下：一、都委會審定版

有 ABC三種配置構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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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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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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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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現在機場南側之海軍基地規劃

第三跑道，則上述飛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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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徵收之土地，以及被迫遷移之現地居民亦將大幅減少。 

 

經審酌此次預備聽證各方意見，本部決議將第三跑道

設置位置列為正式聽證爭點，理由及說明如下： 

(1.) 開發單位交通部民航局及反對現行第三跑道規劃居民，

均主張將第三跑道設置必要性列為正式聽證爭點。 

(2.) 交通部民航局應對第三跑道方案的選擇進一步說明，

包含：不同方案於機場擴建後之效益、相對應徵收之

範圍及戶數、環境之衝擊及是否有飛安疑慮。 

(3.) 第三跑道位置之規劃，對於整體航空城計劃居於關鍵

地位，此外對於被徵收之居民權益影響甚鉅，開發單

位交通部民航局實宜於確認開發計畫前，提供相關資

訊，並與居民充分溝通。 

 

 

(二) 環評辦理時間點： 

  目前航空城計劃，僅附近地區特定區（蛋白區）依都市計

畫法第 12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6條、及政府政策環境影響

評估作業要點辦理政策環評，機場園區則尚未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預備聽證程序中，參加人環保署主張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條 1項、第 6條 1項、第 7條 1項，開發單位應於規劃時，

即進行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並指出系爭計畫對空氣、

噪音、土壤及水資源之衝擊。部分居民持相同見解，並指出若

徵收完成後，環境影響評估未通過，將對居民造成無法回復之

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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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酌此次預備聽證各方意見，本部決議將航空城計劃環

評之時間點及範圍列為正式聽證爭點，理由即說明如下： 

1. 開發單位交通部民航局亦同意將航空城計劃環評之時間點

列為正式聽證爭點。 

2.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2條之意旨，在完成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前，開發單位應不得為任何開發行為；然徵收是否屬

於該條文所指之開發行為，我國實務目前並無確定見解，

因此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完成前，針對航空城計畫徵收之

審定，該處分之有效性及合法性，不無疑問。再者，即使

徵收並非上述條文所指之開發行為，若徵收完成後，環境

影響評估未通過，將對居民造成無法回復之損害。考量航

空城計劃之規模，可能徵收之戶數高達 8000餘戶，宜於聽

證時，就環境影響評估之時間點廣納各方意見。 

3. 目前航空城附近地區特定區（蛋白區）雖已辦理政策環評，

然考量航空城計劃之規模、對環境之衝擊，是否應將航空

城計劃視為單一不可分割之開發行為，與機場園區一併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宜於正式聽證時，一併討論。 

 

 

(三) 產專區之設置必要性及範圍： 

  現行規劃有 527公頃之產業專用區，其土地之取得主要以

徵收方式為之，對人民之影響難謂不大，故排為第三爭點。且

其公益性及可達之經濟規模尚待評估，亦為民眾及民航局皆同

意列為爭點事項，故可於正式聽證時詳細討論之。 

 

(四) 自貿港之設置必要性： 

  按各界對於本計畫自由貿易港區之設置(擴建)存有爭議，

包含現有自由貿易港區之利用狀況、我國自由貿易港之實際貿

易值等衍生之有無設置必要性爭議，以及擴建範圍涉及農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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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計畫區內之當事人及主辦機關亦建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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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爭議列入正式聽證之爭點。綜上，經審酌此次預備聽證各方

意見，本部決議將此爭議列入正式聽證之爭點。 

 

  關於本爭點之順位決定，因自由貿易港區之設置(擴建)係

為因應航空城第三跑道之設置後所衍生之貨運需求，故列於第

三跑道設置必要性之後；又自由貿易港區為現存之區域，其爭

議僅為擴建必要性及範圍，相對於產業專用區之新設所造成的

影響範圍較小，故順位上列於產業專用區之後。 

 

(五) 車站專用區之設置必要性： 

  機場捷運車站專用區觸及「便捷交通網」與「振興老舊及

發展落後地區」目的實現，結合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模式（TOD）

與生活機能，積極開發捷運系統沿線站區周邊土地，期以整合

站區周邊土地開發作業同時兼顧捷運運輸量與營運成本。 

 

  然而興建機場捷運已徵收部分用地，做為其腹地，車站專

用區設置則是擴大徵收地範圍，未來將興建商場、住宅等。其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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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車專區因為是公共建設所以無法比

照。所以將車站專用區設置、區位、範圍合理性與必要性納入

爭點討論。 

 

  關於此爭點被列為第五項爭點，則是因為機場捷運已經興

建，車專區的設置是為了平衡營運成本與運輸量，且相對自貿

港徵收範圍較小，故順位列於自貿港之後。 

 

(六) 溜地保留問題： 

  單獨埤塘不納入航空城計畫亦難發揮溜地本身作用，但埤

塘填土變更地目將會對環境造成衝擊，因而將徵收計畫範圍內

之溜地保留問題納入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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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埤塘影響的範圍較小，且相關環境衝擊問題與環評相

關，所以列為車專區設置相關爭議之後，並列在取得土地手段

選擇與徵收必要性之前。 

 

(七) 取得土地的手段之選擇及徵收必要性： 

  土地徵收影響人民財產權、居住權重大，而徵收之手段多

樣，縱使存有徵收之必要性、合理性，取得土地之徵收手段亦

應選擇對人民侵害最小者。根據預備聽證之紀錄，反對方居民

提出目前徵收土地所採取之區段徵收，相較於一般徵收等其他

徵收方式對人民侵害更為嚴重，請求列為正式聽證爭點，主辦

機關民用航空局於事後亦回應使用和手段徵收確有討論空間，

亦同意列為爭點，故本於行政行為之手段本應符合最小侵害原

則之初衷，為妥善使航空城之相關土地徵手手段皆有充分討論

何者侵害罪小下，主持人決議應將區段徵收是否為適當徵收手

段納入正式聽證之爭點。 

 

  又區段徵收屬於土地徵收之手段，故其討論必也先確定土

地徵收的範圍界線，故此區段徵收手段之適當性爭點，將於先

行確認前開第三跑道、產業專區、自貿港區等區域之必要性與

範圍後，再進行對於上開個區域所能使用之土地徵收手段，綜

合一併討論是否應採取區段徵收。 

 

 

(八) 農委會對農地的同意權何時行使之爭議： 

  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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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農委會之同意。依據預備聽證之記錄，參加人農委會表示依

目前之航空城土地使用計畫，農地之面積將由 2447 公頃大幅

萎縮變更至 16.87公頃，並進一步主張各區域農地徵收之必要

性，以及是否有妥善保護當地農民皆存有疑義，目前僅以函文

之方式將應注意事項以提醒通知民航局，而尚未有正式對外法

律效力之處分下，主持方決議應將農委會是否已核准同意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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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目變更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以確保內政部在作成是否核准

土地徵收前，得以藉由聽證程序全面考量農民與農地之權益。 

 

  然而農委會亦須待航空城開發計畫之空間範圍確定後，方

得以之為標的審查該範圍之農地變更是否妥適，故將此爭點之

討論，置於航空城相關各區之設置必要性後，以利於在確定各

該區域確實有其設置需要性後，進ㄧ步聚焦討論是否有變更該

區域內農業用地為非農業使用之必要。 

 

 

二、 未納入之爭點 

(一) 海軍文史基地保留 

  預備聽證程序中，開發單位主張不將海軍文史保留問題列

為聽證爭點，主要理由為：一、開發單位主張以現地保留之方

式，保存計畫區內具有歷史意義之文化資產。二、桃園市政府

已考量民眾欲保存海軍基文化資產之意願，並已著手進行化資

產保存之調查與審議程序。預備聽證參加人環保署亦指出海軍

文史保留問題。 

 

  經審酌此次預備聽證各方意見，本部決議不將計劃區內海

軍文史保留問題列為正式聽證爭點，理由及說明如下： 

1. 航空城正式聽證應聚焦於計劃區內土地徵收相關問題，關

於海軍文史保留問題，開發單位主張以現地保留之方式，

保存計畫區內文化資產；民間亦有主張以現有海軍基地跑

道改建為第三跑道，鄰近海軍文史文化資產，則以變動最

小之方式，現狀保留（此次預備聽證未提出相關意見）。則

開發單位計畫或民間建議，雖保留方式有所差異，但均為

現地保留，無涉於徵收。 

2. 海軍文史保留問題，宜於航空城計劃整體定案後，環境影

響評估時，一併考量。 

 

(二) 預備聽證之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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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聽證之主辦機關應為何者，本部已於預備聽證公告中

詳加說明，即依行政程序法第 14條第 1項之規定，數行政機

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而行政院亦

於第 ooooooooo號函明示，本件預備聽證之主辦機關應為內政

部，合先敘明。 

 

  而有居民稱預備聽證之爭點整理並非由聽證機關進行，爭

點決定係由主持人最後開會決議討論而生，據此，主辦機關不

論係交通部民航局或內政部辦理，並無實質上的差異。 

 

  惟本部認為，就聽證程序之整體觀之，主辦機關仍須依法

做成聽證公告、決定應通知何人參加聽證、聽證舉辦之期日或

場所、當事人之發言順序等程序事項，此皆為聽證程序之重要

事項。承上所述，雖聽證程序之進行以及爭點之最後決定，係

由主辦機關指定中立、公正客觀之主持人所主持，惟其他相關

程序亦期能盡量避免遭球員兼裁判之譏，且為確保聽證程序之

公正、客觀反映人民之意見，於本案仍以內政部為主辦機關為

恰。 

 

(三) 預備聽證參與人資格限制 

  有居民稱預備聽證之參與人不應僅限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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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開發之當

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亦應納入本次聽證之範圍。 

  惟本部已於前開預備聽證之公告中，將第二期之居民那入

本次預備聽證之通知範圍，此次項指摘，應屬誤解。 

 

(四) 參與人資格舉證問題 

  部分居民指稱桃園市政府不應要求欲參與聽證之居民自

行舉證其為所有權人或諸如地上權人、承租人等其他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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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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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本次預備聽證舉行機關為內政部，故此處稱桃園市政府，

應屬誤解，合先敘明。而關於此爭議，如同居民所稱，申請參

加預備聽證之人是否為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等，確實透

過地政電腦連線資料即能獲得確認。惟於其他非屬強制登記事

項，例如土地之承租人僅屬債權性質之租賃契約，此部分尚難

以透過地政系統查詢，仍有待當事人自行舉證。 

 

  承上，本部將確實檢討原先作法不妥之處，而如有民眾於

申請參加時遭本部以無法舉證為當事人為由而駁回申請，致無

法參與本次預備聽證程序者，本部將透過土地登記資訊系統確

認後並通知該名當事人，並於預備聽證決定公告做成前，給予

陳述意見之機會，以茲補救。 

 

(五) 黏貼身分證影本侵害隱私權問題 

  居民指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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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本次預備聽證舉行機關為內政部，故此處稱交通部民航

局，應屬誤解。而本部亦未於程序中強制參加人將身分證影本

黏貼於申請書，此部分亦應屬誤解。 

 

(六) 發言排序問題 

  居民指稱何以要求提前於 104年 9月 15日內申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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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關於此部分，本部亦於前開之預備聽證公告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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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日期截止前申請參與聽證者，提供最後三場聽證會，專門

供其陳述意見。但符合當事人資格之民眾現場申請參與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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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將視當天臨時登記之人數，公平調整每人之發言時間，准

予發言。故此部分應屬誤解。 

 

(七) 發言時間限制問題 

  居民指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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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登記發言人的發言次數只有一次，盍

各言爾志？鑒請將此列為正式聽證之爭點。 

 

  惟預備聽證之現場程序，已針對各方先行所遞交之書面意

見調整第一輪發言時間，分別依書狀內容之多寡，給予 5~20

分鐘不等之發言時間，實際情況並無以三分鐘做為發言的時間

限制，且於第一輪發言時間後，另有安排開放第二輪發言時間，

提供針對特定爭點尚有意見欲表達之聽證參與者發言，若預備

聽證現場顯有給予第二輪發言時間仍未能充分表達意見之情

況者，內政部亦不排斥續行加開預備聽證之場次。 

 

(八) 爭點決定人之問題 

  有居民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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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依行政程序法第 57條，聽證由行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

人員為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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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依同法第 62條第 1項，其僅謂主持人應本中立公正之

立場，主持聽證，其未有授權主持人自行決議正式聽證爭點，

故預備聽證後，主持人對於正式聽證爭點範圍之決議，尚屬對

於內政部提供之內部意見，主持人之於內政部應屬於「行政輔

助人」之「專家輔助人」，其決議僅有協助內政部釐清可能爭

點之用途，並無對外自主之地位。故仍將由內政部以自身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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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定奪最後正式聽證之爭點範圍，並由內政部承擔終局之法律

效果。 

 

(九) 書卷交換程序問題 

  本次預備聽證並非全然缺乏書狀程序，實際上各方之書狀

意見，皆已於收受後以最短之時間公布於內政部資訊公告網頁

(ceiba)，公開給各方參閱之，且主持方亦為以各方書狀內容

為本，作為調整預備聽證期日當天之流程依據，並於預備聽證

期日之一週前（11月 30日）舉辦預備聽證之預備程序，先行

初步了解各方之可能爭點，由於聽證之性質尚與具備兩造對立

訟爭性之訴訟有別，故尚難踐行如訴訟之完整書狀交換程序，

經綜合考量可行方案後，以網路公告之方式，作為利於各方於

預備聽證期日前，先行理解彼此意見之最佳方案。 

 

(十) 聽證之兩造問題 

  居民指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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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支持與反對之居民之意見各有其必須聽取之必要，故內

政部於此次聽證舉辦亦無預設以正反意見居民作為對立之兩

造，而是由開發單位，即民用航空局與桃園市政府作為支持方

主要之一造當事人，並秉於要廣納意見之目的，而使各方民眾

皆得針對各個爭點充分抒發己見。 

 

 

三、 救濟方法 

當事人若不服目前聽證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處置，得依行政程序法

第 63條即時聲明異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