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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土地計畫書 

經濟部水利署為辦理鶯歌溪海萍段護岸改善工程(第二期)需要，擬徵收坐

落桃園市龜山區海萍段 69-1地號等 5筆土地，合計面積 0.071621公頃，

茲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 13條及 13條之 1規定，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

件計 19 份，請准予照案徵收。案內非編定為水利用地之土地，並請一併

核准變更編定為水利用地。本案工程並經桃園縣政府 94年 12月 22日府

水河字第 0940344407號函認定非屬建築法第 7條所稱之雜項工作物，得

免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 3點第 2、3項規定辦理(附件十六)。

案內用地經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104年 6月 1日桃水坡字第 1040018899號

函認定位屬山坡地範圍，本案屬經濟部水利署興辦之水利事業，工程性質

屬護岸工程，所興建之水利建造物屬公共設施，符合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

第 52條之 1規定，及符合經濟部 99年 8月 9日經授水字第 09920209010

號函規定，免受山坡地開發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之限制(附件十七)。案內

農牧用地經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以 103 年 10 月 22 日桃農管字第

1030022404 號函復「農牧用地及水利用地均屬農業用地，本案無涉及農

業用地變更非農業使用，本局原則上同意變更使用。」(附件十)  

    此請 

內政部 

一、徵收土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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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辦理「鶯歌溪海萍段護岸改善工程(第二期)」必需使用本案土地。 

本次徵收範圍依經濟部於民國 100年 4月 13日公告鶯歌溪排水用地

範圍線圖及治理計畫(6K+933至 8K+530段)，惟部分河段為早期地方

政府自行興辦工程或無現況尚屬良好，暫無施作護岸之需求跟急迫

性，致本案用地徵收範圍非一連續完整閉合情況。 

二、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一)擬徵收坐落桃園市龜山區海萍段 69-1地號等 5筆土地，合計面 

    積 0.071621公頃，詳如徵收土地清冊(附件九)與徵收土地圖說 

    (附件十四)。 

(二)本案勘選徵收用地範圍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本案屬非都市土地，並已依該要點第 3點規定就損失最少

之地方為之，且勘選用地非建築密集地、文化保存區位土地、環

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

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 

(三) 徵收土地範圍內無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三、興辦事業之種類及法令依據 

    (一) 興辦事業之種類:水利事業。 

   （二）興辦事業之法令依據: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第 4款規定及水 

         利法第 82條規定，檢附「鶯歌溪排水用地範圍線圖」公告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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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關鶯歌溪排水圖籍影本(如附件十八)。 

   （三）奉准興辦事業文件：如后附經濟部 103年 2月 5日經授水字第 

         10320200800號函影本(附件一)。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一)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案內所使用之土地均為治理本段河道之工程所必需，且經評估無 

    法以徵收以外之方式取得用地以達成治理目的。工程施工完成後 

    可減少淹水情形，保障周邊人民生命安全及財產權，減少每年洪 

    水氾濫造成財產損失之程度，又可提供堤頂步道供民眾休憩，長 

    期而言可改善該地區周邊居民生活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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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無損害與利益失衡之 

    情況，故已達必要適當範圍。 

(二)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工程係依鶯歌溪排水治理計畫採 10年重現期距一日暴雨之洪 

    峰流量及 25年重現期距之計畫流量不溢堤之防洪保護標準設 

    計，其設計係為達到鶯歌溪整體治理保護標準之最小寬度，已是 

    對人民損害最少方案，故本工程預計徵收之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 

    度範圍。 

(三)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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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勘選用地均位於已公告鶯歌溪用地範圍線內且大部分位 

     於河床，鶯歌溪上游流域腹地狹小且該河段現況岸高不足，為 

     防範洪水溢流危及流域周邊居民安全，無其他可替代地區，且 

     勘選之用地非屬建築密集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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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本案勘選 

     用地確依規定審慎考量，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四)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工程係屬永久性建設，應以取得所有權為要，以利河川長期防 

    洪治理計畫之遂行，故設定地上權、租用等無法考慮，另有無償 

    捐贈方法，惟並無所有權人願以此方式提供土地，另協議購買部 

    份，因與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不成，故需以徵收方式取得 

    所有權，本案經評估無其他取得方式。 

(五)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由於鶯歌溪源短流急且河道過小每遇豪雨成災，為解決淹水情 

    況，地方期盼能儘速辦理本河段堤防工程，使河道加寬，增加通 

    洪斷面，俾利水流宣洩，以達防災減災之目標。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詳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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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使用之現況及其使用人姓名、住所 

    空地。 

七、土地改良物情形 

    無。 

八、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 

    無。 

九、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 

 東鄰鶯歌溪、南鄰鶯歌溪、西鄰空地部分供農業使用、北鄰空地部分 

 供農業使用。 

十、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名勝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並註明其現況 

    及維護措施 

    無，案內並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詳後附桃園市政府文化

局 104年 5月 28日桃市文資字第 1040007109號函(如附件十一)。 

十一、舉行公聽會、說明會、聽證會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錄及出席紀 

      錄 

(一) 業於 102年 9月 23日及 102年 11月 7日將舉辦第一場、第二

場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

方、桃園縣政府、龜山鄉公所及龜山鄉福源村及兔坑村辦公處

之公告處所，與村(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土地登記簿所

載住所郵寄通知有關之土地所有權人，且刊登新聞紙及張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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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網站，並於 102年 10月 4日、102年 11月 27日舉行公

聽會，詳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文件影本及張貼

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文件，及 2場公聽會之紀錄影本(如附

件三、四)。 

(二) 公聽會上業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0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說明興辦事業概況與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

法性，並已拍照或錄影存檔。本案勘選用地屬非都市土地，已

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5點規定之載明事項、現況、

位置圖等，併入興辦事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適當地點揭示及說

明。第 1場公聽會紀錄記載本案工程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 28

筆係誤繕，第 2場公聽會記錄已更正為私有土地 31筆;本案辦

理用地取得期間，案內用地所在區段適逢地政機關辦理地籍圖

重測作業，重測前坐落龜山區兔子坑段大坵田下小段內之用

地，重測後段名變更為福源段(詳後附重測前後地段、地號、

面積對照表，附件十九)，案內福源段 780地號因重測後位於

本案用地範圍內，已於 103年協議價購取得。 

(三) 公聽會會議紀錄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 102年 10月 18

日、103年 1月 9日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桃園

縣政府、龜山鄉公所及龜山鄉福源村及兔坑村辦公處之公告處



 7 

所，與村(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及張貼於本署網站，並書

面通知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后附會議

紀錄公告及張貼於本署網站證明文件(如附件四)。 

(四) 已於 102年 11月 27日第 2場公聽會已針對 102年 10月 4日第

1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進行明確回應

及處理，詳如后附 103年 1月 9日水十產字第 10318000550號

函檢送之會議記錄(如附件四)。 

(五) 第 1場及第 2場公聽會漏列通知褚水波等人，業於 104年 11月

9日水十產字第 10418023820號函補寄會議紀錄，並給予所有

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期限在案。另部分地號所有權人死

亡或轉移，業於 104年 11月 13日水十產字第 10418024630號

函及 104年 11月 13日水十產字第 10418024660號函補寄會議

紀錄，並給予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期限在案(如附

件四)。 

十二、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 

(一) 以 103年 7月 3日水十產字第 10318014820號開會通知單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協議，並於 103年 7月 31日與土地所有權人協

議，今(104)年再以 104年 4月 22日水十產字第 1041800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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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協議(以擬定之 104年度市價重新與土

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價購其土地，

另部分土地所有權人認為價格偏低，不願意出售土地，不同意

以協議價購方式辦理，且亦不願以其他方式提供土地，致協議

不成。另部分地號所有權人死亡或轉移，業於 104年 11月 9

日水十產字第 10418023860號函補寄會議紀錄，並給予所有權

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期限在案，詳如后附協議通知及與土

地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不成之證明文件或協

議紀錄影本(附件五、六)。 

(二) 申請徵收前，已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附件五)，給

予土地所有權陳述意見書面通知皆已合法送達。所有權人王電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褚水波於得提出陳述意見之期限內有提

出陳述意見，詳如后附陳述書及陳述意見回應處理情形相關函

文影本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附件

七)，其餘所有權人於得提出陳述意見之期限內無提出陳述意

見。 

    （三）協議價購通知已依土地登記簿記載之住址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與會；其中部分通知遭退回致無法送達，查旨情形如下:1.桃

園市龜山區福源段 906地號土地所有權人黃萬枝已死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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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地政、戶政、稅捐機關查得其合法繼承人最新地址，業以

104年 11月 26日水十產字第 10418025770號函寄送協議價

購及給予黃萬枝相關繼承人陳述意見機會之書面通知 (附件

五)，並以登記名義人黃萬枝及其全體繼承人辦理公示送達。

2.桃園市龜山區海萍段 69-1、69-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林正家

已死亡，經向地政、戶政、稅捐機關查得其合法繼承人最新

地址，並依查得之地址寄送協議價購及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

見機會之書面通知，並以登記名義人林正家及其全體繼承人

辦理公示送達，本案已合法送達協議價購及給予所有權人陳

述意見機會之書面通知，檢附協議會議開會通知單公示送達

公告文件影本、繼承系統表及查址情形一覽表(附件八)。                    

     (四) 本案協議價格：本案協議價購土地之價格以市價 3,813(元/

㎡)~11,831(元/㎡)與所有權人協議，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之規定。上列價格經綜合評估後採

用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104年度徵收補償市價加計配合施

工獎勵金 120(元/㎡)計算。其中海萍段 69-1、69-2地號等 2

筆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高於徵收補償市價，不採公告土地現

值之因，係經洽桃園地政事務所表示，該等 2筆土地因公告

土地現值評定當下無法確定圖幅，不確定鶯歌溪排水設施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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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管制範圍，故未依水利法及水利相關法規之管制修正公

告土地現值。而徵收補償市價宗地個別因素清冊中已一併檢

附相關河川圖籍，故依確定之排水設施範圍及用地範圍線調

整該等地號個別因素估價。案內雖有不動產交易單價

12,336(元/㎡)可供參考，但海萍段 69-1、69-2地號等 2筆土

地，因位於鶯歌溪河道內(行水區)、道路條件及地理位置較

差，故不予採用作為訂價參考。又全案訂價應採一致標準，

全案價格較優者為徵收補償市價，故該 2筆土地協議價購之

價格仍採用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市價加計配合施工獎勵金

120(元/㎡)辦理協議價購。(附件五)                                                                                                                                                                                                                                                                                                                                                                                                                                                                                                                                                                                                                                                                                                                                                                                                                                                                      

十三、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姓名住所 

      詳附徵收土地清冊(附件九)。 

十四、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 

      詳如土地使用計畫圖(附件十五)。 

十五、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 

      無，案內無徵收原住民土地。 

十六、安置計畫 

      本案用地範圍內未徵收建築改良物，無土地徵收條例第 34條之 1 

      規定之安置情形，故無需向社會單位查詢及訂定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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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興辦事業概略及其計畫進度 

   （一）計畫目的：依據本署 103年度「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

畫」興辦之「鶯歌溪海萍段護岸改善工程(第二

期)」，係鶯歌溪排水治理計畫綜合治水之一環，為

因應鶯歌溪排水之需要，辦理本工程以增加通洪

斷面及增設護岸減少崩塌淤積及溢堤情況，保護

地方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二）計畫範圍：詳如徵收土地圖說(附件十四)。 

    （三）計畫進度：本工程已於 98年 6月開工，預定 105年 12月完

工。本案部分工程已完工，係因鶯歌溪旁之自然

邊坡緊鄰工廠等建物，考量當時河岸受歷年颱洪

侵襲造成河岸沖刷塌滑，已有影響安全之虞，為

維護河岸邊坡穩定，因逢汛期，為免致災，經當

地人民、村長及民意代表陳情，進場施工保護河

岸安全。另施工前已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口頭同

意，且施工期間皆未阻撓，各工程均能順利推展，

且施工期間亦無民眾抗爭。 

十八、應需補償金額總數及其分配 

    （一）應需補償金額總數：新台幣 2,970,5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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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價補償金額：新台幣 2,970,531元。 

    （三）土地改良物補償金額：0元。 

    （四）遷移費金額：0元。 

    （五）其他補償費：0元。 

十九、準備金額總數及其來源 

(一) 準備金額總數：新台幣 32,704,553元，應需補償金額總數新 

台幣 2,970,531元(已將 104下半年度評定徵收補償市價變動

幅度納入計算)，所編預算足敷支應補償金額總數。 

    （二）經費來源及概算：所需經費由本署 103及 104年度「區域 

          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工程編 

          號:103-B-02-00-0-130-00-0、104-B-02-10-3-433-00-0 )預算項 

          下支應，本案徵收補償費計新台幣 2,970,531元，該項經費已 

          辦理保留(如預算書及預算保留證明文件影本)，及桃園市政 

          府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徵收補償市價及市價變動幅度表等 

          文件影本（詳附件十二、十三）。 

附件：  

（一）奉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影本或抄本。 

（二）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三）舉辦公聽會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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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等證明文件影本。 

（四）舉辦公聽會之紀錄影本、會議紀錄公告及其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

站證明、通知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等證明文件

影本。 

 (五)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及給予所有權人陳

述意見機會之書面通知影本。 

（六）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不成之證明文件或協

議紀錄影本。 

 (七) 陳述意見書及回應函文影本、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

情形一覽表。 

 (八) 協議價購會議開會通知單公示送達公告文件影本、繼承系統表及

查址情形一覽表。 

（九）徵收土地清冊。 

 (十) 變更編定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十一）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證明文件影本。 

（十二）預算書及預算保留證明文件影本。 

 (十三) 桃園市政府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通過之徵收補償 

        市價及市價變動幅度表等文件影本。 

（十四）徵收土地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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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土地使用計畫圖。 

 (十六) 非屬雜項工作物之認定函影本。 

 (十七) 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2條之 1第 3款規定之文件 

        影本。 

   (十八) 經濟部公告「鶯歌溪排水用地範圍線圖」函文及相關鶯歌溪排 

         水圖籍影本。 

   (十九) 其他。 

 

 

 

 

 

 

 

 

 

 

需用土地人：經濟部水利署 

代  表  人： 王  瑞  德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1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