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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港溪口公館段治理工程(補徵收)第 1場公聽會會議紀錄修正對照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說明 

一、事由：興辦「鹽港溪口公館段治理工程(補徵收)」 一、事由：興辦「鹽港溪口公館段治理工程用地費(補徵收)」 第1頁 

七、 興辦事業概況： 

(二)本局工務課說明： 

1.本工程依公告之堤線興建「鹽港溪口公館段治理工程(補徵

收)」長度約 1000 公尺，其中配合鹽港溪治理基本計畫於計畫

範圍內所需使用受影響之私有土地辦理用地取得。 

 

(三)本局工務課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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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地 14 筆，面積為 0.067617 公頃，占用地面積 89.19％。         

公有地 8筆，面積為 0.008199公頃，占用地面積 10.81％。 

 

4.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 

特定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52.59％。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2.14％。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40.48％。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1.22％。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3.56％。 

 

七、興辦事業概況： 

(二)本局工務課說明： 

1.本工程依公告之堤線興建「鹽港溪口公館段治理工程用地費

(補徵收)」長度約 1600 公尺，其中配合鹽港溪治理基本計畫於

計畫範圍內所需使用受影響之私有土地辦理用地取得。 

 

(三)本局工務課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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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地 23 筆，面積為 0.068870 公頃，占用地面積 81.67％。         

公有地 9筆，面積為 0.015460公頃，占用地面積 18.33％。 

 

4.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 

特定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47.28％。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1.93％。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42.45％。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1.10％。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4.04％。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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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連及已達必要適當範

圍之理由：因近年來氣候變遷，常有極端降雨事件發生，為降

低洪水致災風險，本河段已完成施作護岸，可保障堤後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避免汛期間該河床遭洪水嚴重沖刷流失，影響橋

樑及河防設施安全。另本工程有疏導水流及增加通洪斷面，並

可保護河岸與鄰近地方居民生命財產安全，故需使用本案土

地。本工程保護標準依據鹽港溪排水治理計劃報告之 10年重現

期距洪水量且 25年洪水位不溢堤之保護標準，並經本署歷年來

檢討及維持該防洪標準。其設計係為達到其整體治理保護標準

之最小寬度，已是對人民損害最少方案。所需土地已考量通洪

需求及工程設計所需適當範圍，已無法再縮小寬度，且本工程

已完工，此次針對修正後用地範圍線內之私有地辦理補徵收作

業，故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 

 

6.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本案勘選用地均位於

河床及用地範圍線內，係依修正後用地範圍線內之私有地辦理

補徵收作業，並已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且工程用地非為建

築密集地，及環境敏感區位、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供

公共事業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另本河

段工程業已完工，本案係補辦徵收作業，已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5. 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連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

之理由：歷年來受地震及颱風影響，致河道嚴重損壞有迫切改善

之必要，以利疏導水流及避免汛期間該河段遭洪水沖刷造成災

害，另近年來氣候變遷，常有大於原設計通洪之雨量發生，洪峰

來臨時容易產生溢淹情況。本段護岸係經 100年鹽港溪治理規劃

檢討，且依 10 年重現期洪水位+0.5 公尺或 25 年重現期不溢堤

之排水治理為保護標準，已達必要適當之範圍。 

 

 

 

 

 

 

 

6.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本工程依經濟部 108年

公告之鹽港溪堤防預定線範圍內辦理徵收，並已就損失最少之地

方為之，且勘選之用地非為建築密集地，及文化保存區位、環境

敏感區位、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供公共事業用之土地或

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另本段係補辦徵收作業，已無

其他可替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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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說明 

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影響說明  

社 

會 

因 

素 

徵收所影響

人 口 之 多

寡、年齡結

構 

本工程早期施作長度約1000公尺，本次補徵收長度約

380公尺，坐落苗栗縣竹南鎮，依據竹南鎮戶政事務所

截至108年度1月份統計資料，公義里人口數為1178人，

年齡結構以30~70歲之人口居多。本案擬取得土地14

筆，面積約0.067617公頃，實際用地取得土地所有權人

為69人，本工程已施作完成，可提升防洪標準，保護堤

後上開人口數。 

本工程早期施作長度約1600公尺，本次補徵收長度約440公

尺，坐落苗栗縣竹南鎮，依據竹南鎮戶政事務所截至108年度1

月份統計資料，公義里人口數為1178人，年齡結構以30~70歲

之人口居多。本案擬取得土地23筆，面積約0.068870公頃，實

際用地取得土地所有權人為77人，本工程施作後，將可提昇防

洪標準，保護堤後上開人口數。 

第3頁 

徵收計畫對

居民健康風

險之影響程

度 

水利公共工程及環境營造有助於生命財產保護及環境

改善，另本案工程已完工且無開發及營建工程等行為，

故不會對居民健康產生影響。 

水利公共工程及環境營造有助於生命財產保護及環境改善，另

本案工程於河道中施工遠離市區，其機械使用所產生之噪音或

廢氣亦在標準範圍內，故對居民健康風險影響較低。 

第3頁 

經 

濟 

因 

素 

徵收計畫對

糧食安全影

響 

本工程已完工，其效益可保護堤後農業面積約8公頃，

可減少農地土壤流失及減少農業生產損失，故無糧食安

全問題，就長期評估反可增加農業收成效益。另農地使

用之合理性、必要性及無可替代性分析如下： 

1.合理性：為提昇防洪保護標準，或為調整河道坡降及

避免汛期間該河床遭洪水沖刷加劇，影響橋梁及河防

設施安全，需依治理計畫施設堤防護岸，以疏導水流

及增加通洪斷面，俾維護河防安全。 

2.必要性：鹽港溪長期受水流沖刷流失，造成人民生命

程施作雖減少部分農糧收成，惟本工程完工後，其效益可保護

堤後農業面積約8公頃，可減少農地土壤流失及減少農業生產

損失，故無糧食安全問題，就長期評估反可增加農業收成效

益。另農地使用之合理性、必要性及無可替代性分析如下： 

1.合理性：為提昇防洪保護標準，或為調整河道坡降及避免汛

期間該河床遭洪水沖刷加劇，影響橋梁及河防設施安全，需

依治理計畫施設堤防護岸，以疏導水流及增加通洪斷面，俾

維護河防安全。 

2.必要性：本河段現況長期受鹽港溪水流沖刷流失，造成人民

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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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遭受威脅，且該段為鹽港溪治理基本計畫內規劃

之防洪工程，本工程已完工，已減少因遇颱洪恐造成

防汛搶修險強度不足致生災害之情形。案內農地零星

夾雜於工程範圍內，為工程興辦計畫之完整需要難以

避免，故有用地取得之必要。 

3.無可替代性：本工程勘選用地均位於現有護岸及公告

之用地範圍線內，屬必要適當範圍，並兼具考量計畫

整體性、河川治理、經濟性及景觀性等因素。為防範

洪水溢流，農田淹水之虞，仍無法避免必須使用工程

範圍內農地。 

生命財產遭受威脅，且該段為鹽港溪治理基本計畫內規劃之

防洪工程，如遇颱洪恐造成防汛搶修險強度不足致生災害。

案內農地零星夾雜於工程範圍內，為工程興辦計畫之完整需

要難以避免，故有用地取得之必要。 

 

3.無可替代性：本工程勘選用地均位於河床及公告之用地範圍

線內，屬必要適當範圍，並兼具考量計畫整體性、河川治理、

經濟性及景觀性等因素。為防範洪水溢流，農田淹水之虞，

仍無法避免必須使用工程範圍內農地。 

徵收計畫造

成增減就業

或轉業人口 

1.本興辦事業為護岸工程，屬基礎公共建設，本工程已

完工，將提升防洪安全，間接促進當地產業發展、有

利增加就業人口、帶動該地區觀光農業發展。 

2.本計畫徵收範圍皆屬現有護岸設施，不致影響案內農

民可能喪失所有農地而無法耕作之情形。 

1.本興辦事業為堤防工程，屬基礎公共建設，工程完工後可提

昇防洪安全，間接促進當地產業發展、有利增加就業人口、

帶動該地區觀光農業發展。 

2.計畫範圍內產業仍以農業為主，多數居民以務農為生，對於

本計畫可能導致案內農民喪失所有農地而無法耕作，將請其

前往勞動部勞動署桃竹苗分署轄下相關職業訓練場洽詢相

關就業機會或輔導其學習各類職業技能。 

第4頁 

徵收計畫對

農林漁牧產

業鏈 

本案範圍僅有農業，無林漁牧產業。本工程已完工，前

係配合河道治理，就河道兩岸適當範圍進行護岸施作，

降低淹水風險，提升防洪安全，保護當地農業之生產，

對農業產業鏈有正面影響。 

本案範圍僅有農業，無林漁牧產業。本工程係配合河道治理，

就河道兩岸適當範圍進行堤防施作，完工後可降低淹水風險，

提昇防洪安全，保護當地農業之生產，對農業產業鏈有正面影

響。 

第5頁 

文 

化 

因徵收計畫

而導致文化

本案工程已完工且無開發及營建工程等行為，另嗣後倘

發現有價值或疑似之文化資產，將依據文化保存法相關

本工程無涉及文化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 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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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生 

態 

因 

素 

古蹟改變 規定辦理。 

因徵收計畫

而導致生活

條件或模式

發生改變 

本工程已完工，並不造成居民之生活不便，反因本防洪

工程計畫改善當地居民居住生活安全，提高該地區生活

條件，故不會影響居民工作機會及居住環境。 

本工程施工範圍甚小，並不造成居民之生活不便，反因本防洪

工程計畫改善當地居民居住生活安全，提高該地區生活條件，

故不會影響居民工作機會及居住環境。 

第5頁 

徵收計畫對

周邊居民或

社會整體之

影響 

本工程已完工，並不造成居民之生活不便，反因本防洪

工程計畫改善當地居民居住生活安全，提高該地區生活

條件，故不會影響居民工作機會及居住環境。 

工程完工後可減少淹水情形，以長期而言可改善該地區周邊居

民生活條件，更可保障其財產及生命安全，水防道路可兼作改

善地區交通，對該地區生態環境無不良影響，亦有促進該地區

觀光發展之效果，對社會整體環境之發展有益。 

第5頁 

永 

續 

發 

展 

因 

素 

 

國家永續發

展政策 

本計畫符合行政院106年2月2日第3534次會議通過之

「國家發展計劃-106至109年四年計劃暨106年計劃」下

篇第三章區域均衡與永續環境第六節開發及保育水資

源第四點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目標：「推動防災減

災、環境營造等工程與非工程措施與自主災害防備，辦

理防災減災工程、水岸景觀及棲地環境改善」，以達「生

態治河、親水建設」水利重大政策，減低水患威脅及提

升居住品質，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本計畫辦理中央管區排工程，依據行政院95年10月25日第3012

次會議通過「2015年經濟發展願景」，希望建構一個免於災害

恐懼、高品質的生活環境，以及人性化的永續發展的生活空間。 

 

第5頁 

永續指標 
我國永續指標之國土資源面向，有關天然災害部分：近

年多次颱風及豪雨雨量之「急」、「快」、「大」，已

導致臺灣地區淹水及土石流災情日漸頻傳，危害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尤其在全球暖化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下，

極端的雨量可能是未來的趨勢，因此本案工程辦理延續

性之河段整治，防止河水漫溢，期以降低天然災害之衝

我國永續指標之國土資源面向，有關天然災害部分近年多次颱

風及豪雨雨量，已導致台灣地區淹水災情日漸頻仍，尤其在全

球暖化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極端的雨量可能是未來的趨

勢。本案工程辦理鹽港溪部分河段整治，防止河水漫溢，期以

降低天然災害之衝擊與影響，達到治水利水及防災減災之目

標，以維國家之永續發展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符合永續

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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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與影響，達到治水利水及防災減災之目標，以維國家

之永續發展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符合永續發展指

標。 

發展指標。 

 

國土計畫 
本案土地係「非都市土地」，屬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

地、農牧用地、交通用地及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等土

地，用地取得作水利工程使用後，依規定辦理一併變更

編定為水利用地，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區域計畫

及國土計畫。 

本案土地係「非都市土地」，屬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農

牧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及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等土地，

用地取得作水利工程使用後，依規定辦理一併變更編定為水利

用地，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區域計畫及國土計畫。 

第6頁 

其 

他 

依徵收計畫

個別情形，

認為適當或

應加以參考

之事項 

本河段護岸前係已配合鹽港溪治理基本計畫辦理工程

興建，已減少洪水災害擴大之情事而威脅堤後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及農作物損害，另將依修正後之用地範圍線辦

理因地圖籍重測後導致用地範圍線圖與現況不符之土

地完成用地取得。 

本工程係配合鹽港溪治理基本計畫辦理用地取得及工程興

建，因該段河岸位處河道轉彎處屬攻擊面，為減少洪水災害擴

大之情事而威脅堤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農作物損害，地方期

盼儘速辦理本河段堤防工程之興建，並將圖籍重測後造成未徵

收之土地完成用地取得。 

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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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港溪口公館段治理工程(補徵收)第 2場公聽會會議紀錄修正對照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說明 

一、事由：興辦「鹽港溪口公館段治理工程(補徵收)」 一、事由：興辦「鹽港溪口公館段治理工程用地費(補徵收)」 第1頁 

八、 興辦事業概況： 

(二)本局工務課說明： 

1.本工程依公告之堤線興建「鹽港溪口公館段治理工程(補徵

收)」長度約 1000 公尺，其中配合鹽港溪治理基本計畫於計畫

範圍內所需使用受影響之私有土地辦理用地取得。 

 

(三)本局工務課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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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地 14 筆，面積為 0.067617 公頃，占用地面積 89.19％。         

公有地 8筆，面積為 0.008199公頃，占用地面積 10.81％。 

 

4.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 

特定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52.59％。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2.14％。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40.48％。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1.22％。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3.56％。 

 

七、興辦事業概況： 

(二)本局工務課說明： 

1.本工程依公告之堤線興建「鹽港溪口公館段治理工程用地費

(補徵收)」長度約 1600 公尺，其中配合鹽港溪治理基本計畫於

計畫範圍內所需使用受影響之私有土地辦理用地取得。 

 

(三)本局工務課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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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地 23 筆，面積為 0.068870 公頃，占用地面積 81.67％。         

公有地 9筆，面積為 0.015460公頃，占用地面積 18.33％。 

 

4.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 

特定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47.28％。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1.93％。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42.45％。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1.10％。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4.04％。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3.20％。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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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連及已達必要適當範

圍之理由：因近年來氣候變遷，常有極端降雨事件發生，為降

低洪水致災風險，本河段已完成施作護岸，可保障堤後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避免汛期間該河床遭洪水嚴重沖刷流失，影響橋

樑及河防設施安全。另本工程有疏導水流及增加通洪斷面，並

可保護河岸與鄰近地方居民生命財產安全，故需使用本案土

地。本工程保護標準依據鹽港溪排水治理計劃報告之 10年重現

期距洪水量且 25年洪水位不溢堤之保護標準，並經本署歷年來

檢討及維持該防洪標準。其設計係為達到其整體治理保護標準

之最小寬度，已是對人民損害最少方案。所需土地已考量通洪

需求及工程設計所需適當範圍，已無法再縮小寬度，且本工程

已完工，此次針對修正後用地範圍線內之私有地辦理補徵收作

業，故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 

 

6.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本案勘選用地均位於

河床及用地範圍線內，係依修正後用地範圍線內之私有地辦理

補徵收作業，並已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且工程用地非為建

築密集地，及環境敏感區位、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供

公共事業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另本河

段工程業已完工，本案係補辦徵收作業，已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5. 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連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

之理由：歷年來受地震及颱風影響，致河道嚴重損壞有迫切改善

之必要，以利疏導水流及避免汛期間該河段遭洪水沖刷造成災

害，另近年來氣候變遷，常有大於原設計通洪之雨量發生，洪峰

來臨時容易產生溢淹情況。本段護岸係經 100年鹽港溪治理規劃

檢討，且依 10 年重現期洪水位+0.5 公尺或 25 年重現期不溢堤

之排水治理為保護標準，已達必要適當之範圍。 

 

 

 

 

 

 

 

6.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本工程依經濟部 108年

公告之鹽港溪堤防預定線範圍內辦理徵收，並已就損失最少之地

方為之，且勘選之用地非為建築密集地，及文化保存區位、環境

敏感區位、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供公共事業用之土地或

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另本段係補辦徵收作業，已無

其他可替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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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說明 

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影響說明  

社 

會 

因 

素 

徵收所影響

人 口 之 多

寡、年齡結

構 

本工程早期施作長度約1000公尺，本次補徵收長度約

380公尺，坐落苗栗縣竹南鎮，依據竹南鎮戶政事務所

截至108年度1月份統計資料，公義里人口數為1178人，

年齡結構以30~70歲之人口居多。本案擬取得土地14

筆，面積約0.067617公頃，實際用地取得土地所有權人

為69人，本工程已施作完成，可提升防洪標準，保護堤

後上開人口數。 

本工程早期施作長度約1600公尺，本次補徵收長度約440公

尺，坐落苗栗縣竹南鎮，依據竹南鎮戶政事務所截至108年度1

月份統計資料，公義里人口數為1178人，年齡結構以30~70歲

之人口居多。本案擬取得土地23筆，面積約0.068870公頃，實

際用地取得土地所有權人為77人，本工程施作後，將可提昇防

洪標準，保護堤後上開人口數。 

第3頁 

徵收計畫對

居民健康風

險之影響程

度 

水利公共工程及環境營造有助於生命財產保護及環境

改善，另本案工程已完工且無開發及營建工程等行為，

故不會對居民健康產生影響。 

水利公共工程及環境營造有助於生命財產保護及環境改善，另

本案工程於河道中施工遠離市區，其機械使用所產生之噪音或

廢氣亦在標準範圍內，故對居民健康風險影響較低。 

第3頁 

經 

濟 

因 

素 

徵收計畫對

糧食安全影

響 

本工程已完工，其效益可保護堤後農業面積約8公頃，

可減少農地土壤流失及減少農業生產損失，故無糧食安

全問題，就長期評估反可增加農業收成效益。另農地使

用之合理性、必要性及無可替代性分析如下： 

1.合理性：為提昇防洪保護標準，或為調整河道坡降及

避免汛期間該河床遭洪水沖刷加劇，影響橋梁及河防

設施安全，需依治理計畫施設堤防護岸，以疏導水流

及增加通洪斷面，俾維護河防安全。 

2.必要性：鹽港溪長期受水流沖刷流失，造成人民生命

程施作雖減少部分農糧收成，惟本工程完工後，其效益可保護

堤後農業面積約8公頃，可減少農地土壤流失及減少農業生產

損失，故無糧食安全問題，就長期評估反可增加農業收成效

益。另農地使用之合理性、必要性及無可替代性分析如下： 

1.合理性：為提昇防洪保護標準，或為調整河道坡降及避免汛

期間該河床遭洪水沖刷加劇，影響橋梁及河防設施安全，需

依治理計畫施設堤防護岸，以疏導水流及增加通洪斷面，俾

維護河防安全。 

2.必要性：本河段現況長期受鹽港溪水流沖刷流失，造成人民

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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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遭受威脅，且該段為鹽港溪治理基本計畫內規劃

之防洪工程，本工程已完工，已減少因遇颱洪恐造成

防汛搶修險強度不足致生災害之情形。案內農地零星

夾雜於工程範圍內，為工程興辦計畫之完整需要難以

避免，故有用地取得之必要。 

3.無可替代性：本工程勘選用地均位於現有護岸及公告

之用地範圍線內，屬必要適當範圍，並兼具考量計畫

整體性、河川治理、經濟性及景觀性等因素。為防範

洪水溢流，農田淹水之虞，仍無法避免必須使用工程

範圍內農地。 

生命財產遭受威脅，且該段為鹽港溪治理基本計畫內規劃之

防洪工程，如遇颱洪恐造成防汛搶修險強度不足致生災害。

案內農地零星夾雜於工程範圍內，為工程興辦計畫之完整需

要難以避免，故有用地取得之必要。 

 

3.無可替代性：本工程勘選用地均位於河床及公告之用地範圍

線內，屬必要適當範圍，並兼具考量計畫整體性、河川治理、

經濟性及景觀性等因素。為防範洪水溢流，農田淹水之虞，

仍無法避免必須使用工程範圍內農地。 

徵收計畫造

成增減就業

或轉業人口 

1.本興辦事業為護岸工程，屬基礎公共建設，本工程已

完工，將提升防洪安全，間接促進當地產業發展、有

利增加就業人口、帶動該地區觀光農業發展。 

2.本計畫徵收範圍皆屬現有護岸設施，不致影響案內農

民可能喪失所有農地而無法耕作之情形。 

1.本興辦事業為堤防工程，屬基礎公共建設，工程完工後可提

昇防洪安全，間接促進當地產業發展、有利增加就業人口、

帶動該地區觀光農業發展。 

2.計畫範圍內產業仍以農業為主，多數居民以務農為生，對於

本計畫可能導致案內農民喪失所有農地而無法耕作，將請其

前往勞動部勞動署桃竹苗分署轄下相關職業訓練場洽詢相

關就業機會或輔導其學習各類職業技能。 

第4頁 

徵收計畫對

農林漁牧產

業鏈 

本案範圍僅有農業，無林漁牧產業。本工程已完工，前

係配合河道治理，就河道兩岸適當範圍進行護岸施作，

降低淹水風險，提升防洪安全，保護當地農業之生產，

對農業產業鏈有正面影響。 

本案範圍僅有農業，無林漁牧產業。本工程係配合河道治理，

就河道兩岸適當範圍進行堤防施作，完工後可降低淹水風險，

提昇防洪安全，保護當地農業之生產，對農業產業鏈有正面影

響。 

第5頁 

文 

化 

因徵收計畫

而導致文化

本案工程已完工且無開發及營建工程等行為，另嗣後倘

發現有價值或疑似之文化資產，將依據文化保存法相關

本工程無涉及文化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 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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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生 

態 

因 

素 

古蹟改變 規定辦理。 

因徵收計畫

而導致生活

條件或模式

發生改變 

本工程已完工，並不造成居民之生活不便，反因本防洪

工程計畫改善當地居民居住生活安全，提高該地區生活

條件，故不會影響居民工作機會及居住環境。 

本工程施工範圍甚小，並不造成居民之生活不便，反因本防洪

工程計畫改善當地居民居住生活安全，提高該地區生活條件，

故不會影響居民工作機會及居住環境。 

第5頁 

徵收計畫對

周邊居民或

社會整體之

影響 

本工程已完工，並不造成居民之生活不便，反因本防洪

工程計畫改善當地居民居住生活安全，提高該地區生活

條件，故不會影響居民工作機會及居住環境。 

工程完工後可減少淹水情形，以長期而言可改善該地區周邊居

民生活條件，更可保障其財產及生命安全，水防道路可兼作改

善地區交通，對該地區生態環境無不良影響，亦有促進該地區

觀光發展之效果，對社會整體環境之發展有益。 

第5頁 

永 

續 

發 

展 

因 

素 

 

國家永續發

展政策 

本計畫符合行政院106年2月2日第3534次會議通過之

「國家發展計劃-106至109年四年計劃暨106年計劃」下

篇第三章區域均衡與永續環境第六節開發及保育水資

源第四點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目標：「推動防災減

災、環境營造等工程與非工程措施與自主災害防備，辦

理防災減災工程、水岸景觀及棲地環境改善」，以達「生

態治河、親水建設」水利重大政策，減低水患威脅及提

升居住品質，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本計畫辦理中央管區排工程，依據行政院95年10月25日第3012

次會議通過「2015年經濟發展願景」，希望建構一個免於災害

恐懼、高品質的生活環境，以及人性化的永續發展的生活空間。 

 

第5頁 

永續指標 
我國永續指標之國土資源面向，有關天然災害部分：近

年多次颱風及豪雨雨量之「急」、「快」、「大」，已

導致臺灣地區淹水及土石流災情日漸頻傳，危害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尤其在全球暖化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下，

極端的雨量可能是未來的趨勢，因此本案工程辦理延續

性之河段整治，防止河水漫溢，期以降低天然災害之衝

我國永續指標之國土資源面向，有關天然災害部分近年多次颱

風及豪雨雨量，已導致台灣地區淹水災情日漸頻仍，尤其在全

球暖化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極端的雨量可能是未來的趨

勢。本案工程辦理鹽港溪部分河段整治，防止河水漫溢，期以

降低天然災害之衝擊與影響，達到治水利水及防災減災之目

標，以維國家之永續發展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符合永續

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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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與影響，達到治水利水及防災減災之目標，以維國家

之永續發展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符合永續發展指

標。 

發展指標。 

 

國土計畫 
本案土地係「非都市土地」，屬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

地、農牧用地、交通用地及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等土

地，用地取得作水利工程使用後，依規定辦理一併變更

編定為水利用地，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區域計畫

及國土計畫。 

本案土地係「非都市土地」，屬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農

牧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及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等土地，

用地取得作水利工程使用後，依規定辦理一併變更編定為水利

用地，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區域計畫及國土計畫。 

第6頁 

其 

他 

依徵收計畫

個別情形，

認為適當或

應加以參考

之事項 

本河段護岸前係已配合鹽港溪治理基本計畫辦理工程

興建，已減少洪水災害擴大之情事而威脅堤後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及農作物損害，另將依修正後之用地範圍線辦

理因地圖籍重測後導致用地範圍線圖與現況不符之土

地完成用地取得。 

本工程係配合鹽港溪治理基本計畫辦理用地取得及工程興

建，因該段河岸位處河道轉彎處屬攻擊面，為減少洪水災害擴

大之情事而威脅堤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農作物損害，地方期

盼儘速辦理本河段堤防工程之興建，並將圖籍重測後造成未徵

收之土地完成用地取得。 

第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