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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策研提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之名稱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係依據「國際
機場園區發展條例」
、
「都市計畫法」
、
「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
市計畫作業要點」等規定申請新訂都市計畫之政策，研提機關及其他
相關機關名稱如下所述：

1.1 政策擬定依據
一、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第 9 條：
「主管機關得依第 5 條第 1 項園
區綱要計畫，商請中央都市計畫主管機關擬訂園區特定區計
畫；……。」
二、都市計畫法第 12 條：
「為發展工業或為保持優美風景或因其他目
的而劃定之特定地區，應擬定特定區計畫。」
三、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作業要點第 2 點：
「非都市
土地申請辦理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應以配合區域或都市發展所
必須或依都市計畫法第 10 條至第 12 條規定辦理。」

1.2 政策研提機關
內政部

1.3 主管機關
一、都市計畫
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主管國土資源規劃、利用與管理如都市
計畫、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新市區開發、建築管理等事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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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環境基本法、環境影響
評估、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水質保護、廢棄物管理、環境
衛生及毒物管理、管制考核及糾紛處理、環境監測及資訊等業
務。
三、其他相關主管機關
(一)交通部：主管全國交通行政及交通事業，涵蓋運輸(陸、海、
空)、觀光、氣象、通信4領域，負責交通政策、法令規章之
釐定和業務執行之督導，且為「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機場園區、海軍基地及周邊生活地區)」
之申請、推動機關。
(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全國農、林、漁、牧及糧食行政事
務。其農地政策之研擬及配合事項、林務局之集水區治理及
自然生態保育管理事項、水土保持局之水土保持及集水區相
關調查等，與土地利用息息相關。
(三)國防部：軍事用地。
(四)桃園縣政府：與土地利用及環境保護等行政管理有關之當地
地方政府，且為「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
計畫(產業發展區、捷運車站周邊商業區、住宅區)」之申請、
推動機關。
四、公共事業管線主管機關
經濟部水利署、自來水公司、台電電力公司、電信公司、天
然氣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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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策名稱及其目的
2.1 政策名稱
本計畫政策名稱「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
計畫案」
。
依據環保署 95.04.07、101.10.17 公告實施之「政府政策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辦法」
、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規定，
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面積達 10 公頃以上者，屬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之土地使用政策細項。本計畫面積達 4,791 公頃，爰依相關
作業規定，於報請內政部審議之同時，辦理「新訂桃園國際機場
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並研提政策
環境影響評估說明書，俾徵詢環保署意見，以作為政策擬定參酌
之依據。

2.2 政策緣起
在全球競爭以及機場時代興起的浪潮中，無論是機場城市或
航空城在全球產業佈局中，均扮演著運籌樞紐的重要角色。世界
各國無不傾舉國之力打造具競爭優勢的航空城計畫，期藉全球人
流、物流、金流、資訊流及科技流的匯流基地構築，帶動國家經
濟之整體發展。
行政院 98 年 12 月 2 日院臺經字第 0980073417 號函核定通
過「愛台 12 建設」總體計畫，期透過「經濟發展新藍圖」的全
力推動，再創經濟新奇蹟，以達成「活力經濟、永續台灣」的發
展願景，而「桃園國際航空城」為 12 項優先建設之一。101 年 6
月 7 日行政院第 3301 次會議通過「黃金十年

國家願景」
，提出

八大願景，其中，
「打造臺灣成為東亞海空樞紐」列為 31 項目施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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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軸之一，而以桃園國際機場為中心規劃發展的「桃園航空城」
即為建立海空樞紐施政主軸之首要旗艦計畫，攸關國家競爭力之
提升以及我國產業之升級轉型。
因應桃園航空城之推動與實現，先期重大推動工作亦陸續完
成，包括(1)98 年 01 月 23 日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100 年 07
月 15 日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施行細則之發布；(2)99 年 4 月
30 日桃園縣政府公告實施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3)99 年 11 月 1
日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成立負責機場營運；(4)國防部同
意海軍桃園基地遷移至屏東屏北機場，原有土地騰空納入園區範
圍；(5)100 年 4 月 11 日行政院核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
101 年 6 月 28 日核定園區實施計畫；(6)推動完成第一航廈整建
工程擴增旅運容量；(7)辦理國道二號機場連絡道拓寬工程，擴
增公路運輸容量；(8)賡續推動機場捷運及航空城捷運線興建計
畫，以提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聯外軌道輸運服務。
101 年 9 月 18 日行政院宣布「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正式
啟動，並於同年 10 月 2 日成立「行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
畫專案小組」統籌協調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之規劃、開發及招商
等相關事宜，整合跨部會資源，加速計畫推動。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首要工作即辦理新訂都市計畫及用
地取得，是以，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積極推動新訂「桃園國際機
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
，以因應桃園
國際機場成為東亞樞紐機場與總體產業升級轉型之需求，進而結
合重大交通運輸廊帶建構優質永續都市空間，以兼顧開發建設可
行性、整合土地資源，引導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漸次依
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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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策發展願景及推動必要性
2.3.1 推動桃園機場及周邊地區開發之戰略思考
展望未來，我國經濟之發展與海外(尤其是中國及東南亞等
具高度成長性之周邊各國)合作為勢在必行之趨勢，目前，政府
亦朝強化合作方向採取各項措施；而為了強化與海外各國之合作
關係，加強機場及港灣等串聯海外基礎設施機能應屬先期必要建
設，其中，提高代表我國門戶之桃園國際機場機能尤屬應優先推
動之重點項目。
另為使桃園機場之機能與我國經濟發展得以串聯形成正向
循環發展，除加強作為通往海外門戶之基礎設施外，於機場園區
與航空城推動與國內經濟共同發展之據點整備工作，創出新型產
業，亦可有效帶動並挹注我國產業轉型、經濟再發展動能。因此，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以下簡稱機場園區綱要計
畫)有關桃園國際機場園區之發展定位，建議由「航空機能」及
「非航空機能」兩個面向構成；前者與強化機場本身之機能緊密
相連，而後者意指架構機場周邊地區發展機能。
一、成為 OD 與轉運均衡發展之東亞樞紐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在國際客、貨運量表現上擁有傲人成績。惟在
東亞其他主要機場近年來之國際客、貨運量亦呈大幅成長下，形
成桃園國際機場邁向轉運中心過程中極大之競爭壓力，其主因在
於仰賴我國經濟及人口規模之 OD 需求佔比相對較高。
未來 20 年全球之經濟成長，將由中國、東南亞等新興市場
國家及亞太地區所引導(GDP 成長率預估 4.4%~7.2%)。隨著亞太
各國間自由貿易協定之簽署，亞太地區將整合成一經濟區，為提
升桃園國際機場在亞太地區之樞紐地位，初期將重點放在持續急
速成長之中國及東南亞等周邊各國市場，在區域內建立綿密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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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加強服務中國、東南亞以及印度等南亞地區之中短程客貨
需求，再進一步掌握歐洲與北美地區之長程客貨需求，俾在強化
東亞區域內樞紐地位之際，亦同步提升歐美往來亞太地區間之轉
運樞紐地位。有關桃園國際機場樞紐化之戰略思考參閱圖 2.3-1。

亞太經濟區
歐洲
ACFTA
中國

• 於2002年簽訂
• 於2010年徹底零關税

ECFA

北美

• 已於2010年6月簽訂
台灣
印度等
區
南亞地

東南亞

FTA
• ECFA簽訂後持續推動

中短程( 中國&東南亞&南亞) 航網
長程( 歐洲&北美) 航網

圖 2.3-1 桃園國際機場之東亞樞紐化戰略思考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二、提供優質便捷的客貨流通環境，以協助我國產業發展
除推動與機場直接相關之機能整備外，於自由貿易港區或機
場園區周邊地區政策性地推動以航空客貨為對象之機能整備工
作，創造一個可鏈結轉運及 OD 需求並可充分運用我國產業優勢
且具新型商業模式之新型產業，諸如「國際交流」
、
「附加價值物
流之新事業」
、
「檢查認證」等機能，將是推動桃園機場成為轉運
中心、強化非航空機能競爭力並對我國產經發展能有所貢獻之重
要關鍵。
有鑑於此，桃園國際機場將推動航空相關機能之整備，使機
場機能在 OD 需求以及轉運需求間取得平衡；並以機場為核心於
周邊進行非航空機能之整備，俾協助桃園機場發展成為轉運中心，
進而活化經由桃園機場進出之客貨流通支援環境，帶動我國未來
之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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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恰處亞太經濟高速成長區域，設定遠期發展藍圖
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有關桃園國際機場運量預測之方式，係將
客運與貨運同時區分為起迄需求(兩岸客貨除外)、兩岸客貨需求、
轉機及轉口需求等三類，分別設定其預測模型及樂觀、適度、保
守等情境，進行需求與運量推估，參閱圖 2.3-2。於適度發展情
境下，預測 2030 年桃園國際機場之客、貨運量及起降架次分別
為 5,890 萬人次、448 萬噸及 46.7 萬架次，年均成長率(2009~2030
年)為 4.9%、5.9%及 5.9%，參閱表 2.3-1。

經營目標因素
（潛在需求）

轉機旅客及轉口貨物
未來預測（保守）

轉機旅客及轉口貨物
未來預測（適度）

轉機旅客及轉口貨物
未來預測（樂觀）

政策依存因素
（潛在需求）

兩岸旅客及貨物
（需要顕在化時期：保守）

兩岸旅客及貨物
（需要顕在化時期：適度）

兩岸旅客及貨物
（需要顕在化時期：樂觀）

基本需求

出入境旅客・
進出口貨物
未來預測(OD量)

出入境旅客・
進出口貨物
未來預測（OD量）

出入境旅客・
進出口貨物
未來預測（OD量）

保守發展情境

適度發展情境

樂觀發展情境

圖 2.3-2 航空客貨運量預測之情境設定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表 2.3-1 桃園國際機場運量預測結果整理（適度發展情境）
2020 年
1,337
2,204
999
4,540

2030 年
1,453
2,817
1,620
5,890

貨運量

起迄貨運
兩岸起迄貨運
轉口貨物
合計（萬噸）

124
85
113
322

153
118
177
448

起降架次

客運航班
貨運航班
合計（萬架次）

28.4
5.4
33.8

39.2
7.5
46.7

客運量

預測類別
起迄客運
兩岸起迄客運
轉機旅客
合計（萬人次）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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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桃園機場運量統計資料顯示，1996~2012 年之客運量年
平均成長率為 3.68%，貨運量為 4.36%；而因兩岸直航影響，
2009~2012 年之客、貨運量年平均成長率更高達 8.79%、5.12%
之幅度。再就全球性相關經濟預測觀之 ，未來亞太地區為世界
經濟快速成長之區域，且其航空客貨運量之增長，為全球航空市
場之主要成長動力，因此，波音 2009 年預估，亞洲地區在世界
航空客運市場之佔比由目前之 32%至 2028 年升至 41%、客貨運
成長率達 6.8%，且中國內陸、亞洲區域內和亞太地區之航線，
今後 20 年將以年均 5.4%增長，超過世界平均值；而空巴預測亞
太地區客貨運之成長率亦達 6%；另聯合國世界旅遊組織於 2009
年預估，未來中國與東南亞的出國人次每年平均成長 5～9%。有
關全球性航空運量預測參閱圖 2.3-3 及表 2.3-2。是以，無論是
1990 年代末期興建完成啟用之香港與仁川機場或新加坡樟宜、
上海浦東等機場，均以先進的硬體設備與富彈性之軟體配套措施，
有效招攬區域內與全球客貨需求。有關亞太地區重要機場發展藍
圖參閱圖 2.3-4。
亞太區興北美之間
5.7%

亞太區與中東之間
6.2%

歐州地區内
3.4%

北美地區内
3.5%

亞太區與歐洲之間
5.3%

亞太區内
5.1%

亞太區與非州之間
7.3%

圖 2.3-3 亞太地區航空客運市場預估
資料來源：香港國際機場 2025 年預測報告、波音 09 年市場展望，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
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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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相關機構運量未來成長預測
單位

預測對象

目標年

預測結果

桃園國際機場

臺灣國際線及轉機客貨
(轉機比 30%)

2030 年

客運：4.89%
貨運：5.9%

波音（Current Market
Outlook 2010-2029）

亞太地區

2029 年

客運：6.8%
貨運：6.8%

空中巴士（Global

亞太地區

Market Forecast
2009-2028）

全球

客運：6.0%
2028 年
貨運：5.2%

資料來源：空巴、波音公司市場預測報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整理。

圖 2.3-4 亞太地區重要機場遠期發展藍圖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考量我國於開放兩岸直航及簽訂 ECFA 之後，整體對外具有
更多市場與機會，因此，於亞太地區航空客貨運量之增長，為全
球航空市場之主要成長動力，且桃園機場恰處於亞太經濟高速成
長之區域內，具有極大發展潛力下，乃參酌其他國家機場主計畫
之規劃方式，提出遠期整體發展藍圖，除推動航空機能整備工作
外，並以機場為核心於周邊地區進行非航空機能之配套規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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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每五年定期檢討方式進行計畫進度調控，以作為後續機場
建設推動之依據。有關桃園國際機場 2030 年發展願景與推動發
展策略參閱圖 2.3-5。
桃園國際機場目標年運量

機場園區發展定位

客運：2030年達5,890萬人次
貨運：2030年達448萬噸
起降架次：2030年達46.7萬次

成為東亞樞紐機場；協助我國産業發展，提
供優質便捷的客貨流通環境

推動主軸( 1)

推動主軸( 2)

推動航空事業發展

促進非航空事業成長

新建第三旅客航廈
硬
體
項
目

自由貿易港區開發

增闢客貨停機位
貨運站區與維修區擴建所需之空間規劃

複合式商業用地開發

跑滑道之增擴建

提升園區內部與聯外交通便利度
軟
體
項
目

提高航網(航點+航班)密度

自由貿易港區開發方式與招商機制

招攬航空公司與*)國際物流整合業者進駐
商業相關開發方式與招商機制

提升旅客使用滿意度與便利度
*)國際物流整合業者係指FedEx 、UPS 、DHL等大型Integrator

圖 2.3-5 桃園國際機場 2030 年發展願景與推動策略示意圖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2.3.3 建設機場園區並一次取得用地必要性
跑道容量將因空域限制、航管程序等因素影響而有所不同。
桃園機場目前雙跑道容量為 50 架次/小時，以尖峰小時係數
7%(全球主要樞紐機場之客機尖峰小時係數約為 6%~8%)推估，
其年容量為 26 萬架次/年；若假設雙跑道容量可提升至 70 架次/
小時，則年起降架次可達 37 萬架次/年。若以日後跑道容量可提
升至 70 架次/小時為前提估計，桃園機場於 2030 年方需第三跑
道；惟若既有跑道容量無法有效提升，則桃園機場於 2019 年即
可能面臨尖峰時段容量飽和、無法對應運量需求、航機延滯時間
長、運轉服務水準低落等情況；何況就目前桃園機場雙跑道之營
運而言，當其中一條跑道因道面整建施工而暫停使用，即對機場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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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時段營運產生壓力。
對機場而言，第三條跑道之興建，可提供旅客及航空公司穩
定的營運環境，為維持機場競爭力不可或缺之基礎設施之一，以
鄰近機場為例，仁川機場即有 3 條跑道，而樟宜機場正規劃延建
第 3 跑道、香港機場則正進行填海興建第 3 跑道研究中，參閱圖
2.3-4；而自由貿易港區屬境內關外特區，因應兩岸直航、ECFA
簽署後之產業佈局，以及物流供應鏈變化所帶來之成長契機，擴
大自由貿易港區為桃園機場可否有效發展成為東亞樞紐之重要
配套設施，因此，因應未來運量成長、健全配套發展機能之考量，
桃園機場實有及早因應並著手跑道等機場園區設施興建準備之
必要性。
有鑑於跑道暨自貿港區土地為機場擴建之重要設施用地，於
規劃過程中，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就第三條跑道及相關設施研提多
組規劃方案，經現有機場營運維持、旅客需求、尖峰小時與未來
發展特性、用地取得及各項設施發展時程等因素評估，建議採三
條跑道獨立平行配置方案，機場園區循西客東貨配置原則，往北
側、東側發展，以保留未來發展空間與彈性。
考量機場園區擴建自用地取得以迄跑道規劃、建設、完工使
用，須經相當長的作業時日，建議應避免日後鄰近聚落更形密集，
增加土地取得難度與成本，甚至因鄰近建物林立，影響未來跑道
及其周邊飛航條件；另考量分期分區取得用地，將因土地價格上
漲，增加土地取得成本，且就民眾權益而言，於特定區計畫擬定
過程中，將民眾土地使用類別劃定為機場園區用地卻未取得，可
能又形成土地使用限制，易生民怨，因此，為規範並管制鄰近土
地發展，減輕機場擴建成本，進而維護民眾權益，乃朝一次取得
機場園區擴建用地方式推動開發，以為未來發展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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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機場園區附近地區納入整體規劃並一次開發必要性
在全球競爭以及機場時代興起的浪潮中，無論是機場城市或
航空城在全球產業佈局中，均扮演著運籌樞紐的重要角色，因此，
世界各國無不傾舉國之力打造具競爭優勢的航空城計畫，以韓國
或中國為例，近年來分別在仁川、上海浦東等機場周邊推動面積
廣達 2 萬～12 萬公頃的航空城開發計畫，希望藉全球人流、物
流、金流、資訊流及科技流的匯流基地構築，帶動國家經濟之整
體發展。
參考國外案例及地區社經環境特性與區位條件，配合機場園
區擴建與軌道運輸建設佈局，於機場附近地區佈局機場依賴產業
與新興產業發展腹地，並以整體開發策略併同規劃開發捷運沿線、
車站附近土地，應具下列必要性與效益：
一、為滿足機場園區擴建、產業進駐需求，進而擴大捷運建設效益、
維護地主權益，以新訂特定區計畫、區段徵收方式整體規劃開
發機場園區周邊土地
因應桃園機場樞紐化之發展需要，政府亟需取得第三跑道、
自貿港區等龐大用地；另機場園區附近地區超過 1/3 土地位於機
場 60 分貝噪音區，長期以來受到 60 分貝噪音干擾及航高限制影
響，致地主權益有待保障，然各該用地只能規劃為產業專用區或
公共設施等用地，無法劃設住宅區以配還地主；再就機場捷運配
套建設觀之，機場捷運計畫案除取得路線、場站用地並辦理開發
外，其餘配套建設闕如，因此，因應機場園區擴建、機場捷運 102
年 10 月通車、航空城捷運線佈局以及機場依賴型產業進駐等需
求，除機場園區擴建用地外，捷運車站附近地區與 60 分貝以上
噪音管制區需併同開發，俾藉車站、產業等專用區之整體開發，
健全運轉機能與配套支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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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訂特定區計畫方式透過區段徵收手段取得機場園區擴
建所需用地，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有領取現金補償或申請發給抵價
地之選擇權。整體而言，透過政府之整體規劃整理，原土地所有
權人領回之抵價地面積雖較原有土地少，但土地因經整體工程改
良，於基礎設施健全且容許使用強度提高下，致其土地價值大幅
提升，且未來還可分享航空城整體發展效益，因此，就地主權益
及推動執行性指標觀之，以新訂特定區計畫方式透過區段徵收手
段取得機場園區擴建所需用地推動開發，應較可維護地主權益、
降低土地取得壓力、提升推動開發之可行性。
綜整區段徵收計畫特性以及機場 60 分貝噪音區影響、軌道
運輸建設佈局，將機場 60 分貝噪音區、捷運沿線及其車站附近
土地併同整體規劃開發，引入支援性服務產業及居住人口，除可
滿足機場園區擴建、產業發展需求外，並可支撐捷運運量、擴大
建設效益，進而透過綠色運輸系統的建構，提升整體都市運轉效
率，故本計畫西以天然河川老街溪、南以高速鐵路、東以海山路、
南崁溪等為界，著手辦理 4,800 餘公頃特定區規劃、新訂作業。
二、 因應重大公共建設用地需同步取得與闢建、公共設施系統需連
貫且分期區徵執行困難等議題，採一次開發方式推動整體開發
如前所述，第三跑道暨自貿港區土地為機場擴建之重要設施
用地，擬一次取得機場園區擴建用地，以儘早規範並管制鄰近土
地發展，減輕機場擴建成本並維護民眾權益；而配合機場園區附
近地區的整體開發，未來需妥適考量被拆遷學校安置以及污水處
理廠、聯外幹道、體育場…等重大公共設施建設所需用地並同步
取得、闢建；此外，因應機場園區發展需求並考量縫合都市發展
紋理，未來無論區內或涉外道路以及藍綠帶等公共設施系統均需
連貫整建；何況以區段徵收方式推動開發時，各期抵價地比例、
公共設施配比以及財務計畫應力求相同或相當，若以分期分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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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辦理開發，除開發初期因公共設施不連貫而有系統不健全、支
援能力不足虞慮外，未來執行亦具相當困難度而有面臨後期地主
抗爭的可能議題。
區段徵收為財務自償事業，開發總費用將達數千億元，於扣
除政府取得第三跑道、自貿港區及產專區等土地，並滿足區內地
主 100％配地、公共設施系統連貫、重大設施用地同步取得闢建、
區段徵收財務自償等考量下，擬採一次開發方式推動 3,300 餘公
頃土地之整體開發作業。
三、位處西部創新走廊，透過海空聯運整合，可提升產業競爭力、發
揮串聯帶動效益；透過綠色運輸系統整合，建構綠色永續城市，
得落實環境保護並紓解大台北人口飽和、房價泡沫壓力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以下簡稱本計畫區）
係以機場為核心發展的新訂都市計畫區，東距台北港僅 15 公里，
利用鄰近機場的優越地理區位，規劃可鏈結國內經濟並共同發展
之產業發展新核心，得串聯整合台北、桃園、新竹等西部創新產
業發展帶，透過「資源共享」
、
「分工合作」及「海空聯運」方式，
結合海運經濟性與空運迅速性，發揮最大物流綜效，以提升產業
運轉效率與全球競爭力，發揮帶動產業升級的乘數效應。本計畫
區發展策略參閱圖 2.3-6。
在軌道運輸建設佈局下，將捷運沿線及 A11(G32)、A15、
A16(G18)、G14 等車站附近土地併同整體規劃開發，劃設所需公
共設施系統與住商用地以支撐捷運運量，進而藉軌道系統與公車
系統之結合，建構綠色運輸系統，擴大整體大眾運輸之軸輻與可
及性，可擴大捷運建設效益，降低城市廢棄物與排碳量，進而建
立產業與生態共生發展的城市。
針對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可能產生之產業發展及土地使用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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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性影響，結合既有地方特色資源，以環境承載為前提，透過辦
理都市計畫方式，營塑保育與開發兼容並蓄之土地資源，可引導
並控管周邊地區都市活動有序成長，建構機能完善且具吸引力與
競爭力的國際級航空城；相較於未能集約於機場園區周邊規劃支
援空間衍生之系統運轉不經濟，甚至周邊土地任意蛙躍蔓延可能
之景觀、交通、環境、防災等衍生課題而言，具更全面性的環境
保護及整體開發效益。爾後，進一步透過便捷的機場捷運與生活
機能完善的都市環境營塑，更可引導大台北都會人口移入，並舒
緩大台北人口飽和衍生的房價泡沫居住壓力。

圖 2.3-6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發展策略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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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為使桃園機場之機能整備與我國經濟發展得以串聯形
成正向循環發展，強化整體發展效益，政府除加強機場基礎設施
機能外，另配合軌道運輸建設佈局，整合機場園區附近土地推動
本計畫，期透過整體開發策略併同開發捷運沿線、車站附近土地，
創造一個可鏈結、運用我國產業優勢之新型產業據點並建構綠色
永續城市，以引導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漸次依序發展，
落實提供優質便捷客貨流通環境、協助我國產業發展之目標，進
而紓解大台北人口飽和、房價泡沫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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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政策目的
一、發展成為東亞樞紐機場，提升國家競爭力
因應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發展之需求，訂定長期土地使用發展
計畫，提供機場專用區、自由貿易港區及其周邊產業、生活發展
所需用地，促進區域環境永續發展，俾在亞太甚至全球機場城市
激烈競爭的浪潮中，打造扮演運籌樞紐且具競爭優勢的航空核心
城市，藉全球人流、物流、金流、資訊流及科技流等匯流基地構
築，帶動國家經濟整體發展。
二、建構國家產業發展轉型重鎮，引領經濟啟航
配合機場核心產業帶領關聯產業群聚發展，提供產業發展腹
地，以支應、鏈結傳統產業軸線，進而擘劃產業轉型契機、創造
就業能量、引領經濟啟航。
三、串連活化捷運廊帶，發揮軌道運輸效能，舒緩北臺人口壓力
結合機場捷運線及航空城捷運線佈局，以捷運車站 TOD 發
展核心，提供居住、商業、行政、教育、娛樂、休閒的完善機能，
吸引都會人口移入，以支撐捷運運量、舒緩北臺房產價格泡沫化
之居住壓力。
四、打造綠色健康都市，成為北部區域新都心
因應全球化及全球暖化之趨勢，檢視環境容受力，兼顧開發
方式可行性、地方發展特性與生態系統資源，以生態資源蘊育優
質都市生活空間，創造具吸引力、競爭力及產業與生態並重的北
部區域新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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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策背景及內容
3.1 政策內容
3.1.1 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計畫區範圍劃設原則
(一) 依「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指導，整合既有機場
納入其北側第三跑道範圍，北以第三跑道北界、省道台 15
線改道範圍為界，東以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自由貿易港區範
圍為準；並為配合區段徵收所需配回地主抵價地之土地，併
同納入計畫區南側國防部釋出之海軍機地及其周邊土地。
(二) 依「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城鄉發展優先發展次序之指導，
應優先利用鄰近都市計畫之農業區，故將大園都市計畫、大
園都市計畫(菓林地區)及南崁新市鎮都市計畫區之農業區
納入計畫區範圍；其次，檢視航空城區域計畫內非都市土地，
併同納入檢討整體城市發展之需求。
(三) 整合機場捷運線、航空城捷運線沿線及場站(A11/G32、A15、
A16/G18、G14、G15、G16 、G17)周邊土地，併同納入本
計畫整體規劃發展，透過都市計畫管制捷運車站周邊土地，
佈設都市發展核心節點，並預留未來之發展空間，以引導、
管控成長區域。
(四) 以現有道路、自然界線、行政區界等為計畫區範圍邊界，並
考量合理規模、維持完整、避免畸零等原則，以利未來整體
規劃與開發。
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第 1 條：
「為提升國家競爭力，並促
進國際機場園區及航空城發展，進而帶動區域產業及經濟繁榮，
特制定本條例。」暨同條例第 3 條：
「本條例用詞，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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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場專用區：指主管機關劃定提供航空運輸服務所需之機場
範圍。二、國際機場園區：指機場專用區及其區內或毗鄰之自由
貿易港區（以下簡稱自由港區）。三、航空城：指國際機場園區
周邊因機場活動所衍生發展之各類商業、加工製造、會議展覽、
休閒娛樂及住宅等相關使用之區域。……」。
本計畫範圍包括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所定義的桃園國際
機場園區及航空城，面積合計 4,791 公頃。機場園區包含現有機
場、自由貿易港區及其擴建區(擴充第三跑道用地、機場擴充用
地、自由貿易港區及周邊地區)；航空城(附近地區)包含航空噪音
60 分貝線以北之學校(大園國中、圳頭國小)、中油沙崙油庫，航
空噪音 60 分貝線以南之海軍基地、機場捷運與航空城捷運線之
車站(A11/G32、A15、A16/G18、G14、G15、G16、G17 等車站)
周邊地區以及捷運沿線之非都市土地、都市計畫農業區。
本計畫北界依「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建議之機
場第三跑道所需用地及現有中油沙崙油庫為界；東側以南崁溪、
省道台 15 線及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邊界為界；南側以南崁新市
鎮都市計畫區邊界及其農業區、省道台 31 線為界；西側則以高
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區邊界、老街溪河川中心線、大園都市計畫
邊界及其農業區、文中及文小用地為界（以下簡稱本計畫區或計
畫區）。詳圖 3.1-1、圖 3.1-2。
三、行政區界
本計畫區位於桃園縣西北隅，行政區界橫跨大園鄉及蘆竹鄉，
包括大園鄉之海口村、沙崙村、竹圍村、後厝村、圳頭村、埔新
村、橫峰村、五權村、大海村、三石村、果林村等 11 村，以及
蘆竹鄉之海湖村、坑口村、山腳村、山鼻村、內厝村、長興村、
蘆竹村、宏竹村、新莊村等 9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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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第三章

計畫範圍示意圖(一)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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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位置示意圖(二)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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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政策內容概要
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
交通部研提之「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以下簡稱機
場園區綱要計畫)業經行政院於民國 100 年 4 月 11 日院臺交字第
1000015792 號函核定通過，擘劃桃園國際機場未來 30 年之發展
藍圖，期能「強化桃園國際機場作為東亞樞紐機場之功能，並帶
動國內潛力產業從事創新，以創造更頻繁之客貨運需求」。
(一) 機場園區發展定位與目標
定位：起迄與轉運均衡發展之東亞樞紐機場；提供優質便捷
之客貨流通環境，以協助我國產業發展
目標：2030 年客運量 5,890 萬人次、貨運量 448 萬噸、起降
架次 46.7 萬架次
(二) 設施規劃與土地使用配置
機場園區循西客東貨配置原則，往北側、東側發展，保
留未來發展空間與彈性。機場配置 3 條可獨立起降跑道，其
中，新設之第 3 條跑道規劃設置於 05/23 跑道北側；主客運
區規劃於現有 2 條跑道間地帶，由西向東分別配置複合式商
業設施、第三旅客航廈、地面運輸中心、第二旅客航廈、第
一旅客航廈；05/23 跑道北側新增擴建用地，由西向東配置
航機維護區、客運衛星登機廊廳、貨運區以及支援輔助設施
區；為健全機場支援運轉機能，帶動上下游關聯產業發展，
於機場專用區東側劃設自貿港區用地。機場園區整體配置如
圖 3.1-3 所示。
為滿足機場園區及其附近地區開發衍生交通需求，機場
周邊配套推動包括國道 2 號大園支線西延、桃園航空城北側
聯外高(快)速公路、台 15 線改線、台 4 線路口改善、桃 5
線拓寬延伸、台 31 線北延、客運園區至機場聯絡道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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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捷運橋下道路(A15～A21)、桃 5 線拓寬延伸等 9 項道路建
設計畫(參閱圖 3.1-4 所示)。

圖 3.1-3

機場園區配置圖(繪圖比例 1/25,000)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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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及周邊聯外道路建設計畫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三) 土地取得方式
因應地方政府與民意要求，機場園區新增用地以區段徵
收方式一次取得，後續視實際發展需求分期開發。
(四) 建設計畫
綜整考量既有用地限制與擴建用地取得時程、未來運量
需求與既有設施供給能量、避免資本支出高度集中引發投資
風險、配合使用者需求及早開放投資、優先規劃建設機場園
區獲利核心之非航空設施以挹注財務收益等因素，機場園區
分期分項建設藍圖及建設期程如圖 3.1-5～圖 3.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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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樣貌( 2010年)
尚未取得擴建用地
擴建用地取得
尚未 取
得擴建
用地

遠雄
FTZ

2011～16年：取得北側擴建用
地與FTZ用地

活用既有用地與擴建用地取得

客運站
貨運區

北側擴建用地取得

維修區
支援補助施設區

z 2014～18年：興建客機坪、T3主航廈與候機廊廳( 落
成後可服務1,100萬人次/ 年) 、地面運輸中心 、複合
式商業大樓

遠雄
FTZ

z 2015～18年：興建地面PMS( C型串接T3與既有航廈)

用地取得
FTZ

活用既有用地
z 2012～14年：遷建WC滑行道

客運站
貨運區
維修區

註) 上述期間係指實際建設工程期間，不包含前置作業期

支援補助施設區

開發新用地

開發北側擴建用地
z
z
z
z
z

2017～20：興建貨運站、停機坪、維修區
2017～25：自由貿易港區開發
2019～30：興建衛星廊廳( 落成後可多服務3,200萬人次/ 年)
2019～23：興建地下PMS、支援輔助設施
2026～30：興建第三RWY、TWY

註1) 配合北側擴建用地取得時程，部分停機坪、滑行道、貨運站、維修區可提前施作
註2) 上述期間係指實際建設工程期，不包含前置作業期
遠雄
FTZ

整頓與再開發既有用地
客運站
貨運區
維修區
支援補助施設區

整頓保留開發彈性之既有用地
遠雄
FTZ

z T1及其周邊用地之用途轉換或再開發
z 整頓既有貨運區配置，以提高貨物處理
效率，達到土地最佳使用效能
z EC滑行道雙向擴建

客運站
貨運區
維修區
支援補助施設區

圖 3.1-5

機場園區之分期分項建設藍圖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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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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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包含臺灣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內容)
(一) 計畫年期與人口
計畫年期： 民國 130 年
計畫人口： 20 萬人
(二) 發展定位與目標
發展定位：領航空港‧綠色永續健康城
空間目標：聯繫、支援、適居、完整
(三) 土地使用計畫
特定區總面積 4,791 公頃，預計劃設機場專用區 1,732
公頃、自由貿易港專用區 161 公頃、產業專用區 677 公頃、
商業區及車站專用區 395 公頃、住宅區 700 公頃、公共設施
用地 969 公頃以及河川區 157 公頃。
(四) 開發方式及開發主體
本計畫開發主體為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為因應機場擴
建第三跑道及取得產業專用區所需用地，範圍內土地全部採
區段徵收方式辦理。本案區段徵收係屬自償性開發，將計畫
範圍內之土地全部予以徵收並重新規劃整理，開發完成後由
需地機關直接支配使用第三跑道、自由貿易港區以及其他公
共設施等用地，其他可供建築使用土地，部分供作土地所有
權人領回抵價地之用，部分作為開發目的使用或撥供需地機
關或讓售供公營事業機構使用，剩餘土地再處分以償還開發
總費用。
在區段徵收執行上，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將同時辦理，
並預計於 108 年底完成。依需用土地人之興辦事業目的，分
述開發主體與範圍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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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部(機場園區)
(1) 機場擴建所需用地包括第三跑道、機場擴充用地；支
援機場發展所需產業用地包括自由貿易港區及其周邊
地區等。
(2) 配合機場擴建發展，滿足地主配地所需之生活地區，
包括國防部同意釋出海軍基地及其周邊地區。
2. 桃園縣(附近地區)
(1) 航空噪音 60 分貝線以北之產業發展區。
(2) 捷運車站周邊商業、住宅區(機場捷運線 A11、A15 及
A16 車站及航空城捷運線 G14 車站周邊地區)。
(五) 建設計畫
為加速國家建設儘速取得第三跑道及考量地方民眾殷
切期盼機場捷運車站周遭道路通行開發，預定於民國 102
年完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審查，
同時著手準備區段徵收前置相關作業，於 103 年召開協議價
購及區段徵收公聽會，於 104 年陸續辦理土地及地上物徵收
公告及發價，於 105 年進場施作公共工程施工作業，於 106
年至 107 年辦理安置土地及抵價地抽籤及配地作業，於 108
年完成地籍整理、囑託登記及工程竣工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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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原有政策執行評估
一、現行土地使用管制
(一) 都市土地
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作業要點第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為符合區域計畫所指定城鄉發展優先次
序，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應先檢討利用鄰近或原有都市計
畫整體發展地區、推動都市更新地區及都市計畫農業區。」
本計畫區範圍除既有客貨運園區外，含括周邊都市計畫農業
區，包括大園都市計畫、菓林都市計畫、南崁新市鎮都市計
畫農業區，以及部份乙種工業區、道路用地等。現行都市土
地受各都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範控管。
(二) 非都市土地
其餘地區則為非都市土地，非都市土地依區域計畫法按
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編定管制，茲就本計畫區現況土地使用
分區及用地編定分述如下：
1.使用分區(表 3.1-1 及圖 3.1-7)
使用分區以特定專用區為主，係桃園國際機場及海軍
機場所在區位，面積約 1,654 公頃，佔總面積約 35%；一
般農業區分佈於既有機場北側、南崁溪兩側等地區，面積
約 1,031 公頃，佔總面積比例約 22%；特定農業區分佈於
海軍機場周邊地區以及高速公路西側、高鐵北側地區，約
1,487 公頃。
2.使用地編定(表 3.1-2 及圖 3.1-8)
計畫區現況土地使用編定以農牧用地為主，面積約
1,842 公頃，佔總面積約 38%；其次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包括桃園國際機場及海軍機場以及於海軍基地周邊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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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軍事陣地，面積約 1,701 公頃，佔總面積約 35%；零星
分布之水利用地多為埤塘及河川，面積約 291 公頃，佔總
面積 6%。
表 3.1-1
項目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都市計畫區
未登錄土地
總計

計畫區現況土地使用分區統計表
面積(公頃)
1,487
1,031
59
9
1,654
73
478
4,791

佔總面積比例(%)
31.04
21.52
1.23
0.19
34.52
1.52
9.98
100.00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表 3.1-2
項目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
交通用地
水利用地
墳墓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都市計畫區
未登錄土地
總計

計畫區現況土地使用地編定統計表
面積(公頃)
110
49
58
1,842
8
175
291
6
1,701
73
478
4,791

佔總面積比例(%)
2.30
1.02
1.21
38.45
0.17
3.65
6.07
0.13
35.38
1.52
10.10
100.00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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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現況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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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現況土地使用地編定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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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行管制政策檢討
(一) 都市發展趨勢分析
桃園縣位居北臺科技走廊中心位置，為國家門戶所在地、
近年人口成長迅速，工業區及勞工人口全國最多，在既有優
勢條件，面對全球時代的挑戰、兩岸互動關係發展、與桃園
在地之地理空間特性，桃園縣城鄉發展政策提出了「全球接
軌、在地行動的國家門戶」
、
「北臺區域整合的關鍵角色」
、
「建
構三生平衡的永續家園」等藉由空港關聯產業接軌全球、積
極整合入北臺城市區域人口及產業網絡、與提升生活品質之
發展願景。
1.四大都心空間結構(參閱圖 3.1-9、圖 3.1-10)
桃園縣十三鄉鎮市未來發展，以均衡區域發展治理之
角度，劃分為北、中、南、東四大都心，北都心以桃園市
為領航者；東都心以大溪鎮、龍潭鄉為發展重點；南都心
以中壢市為發展核心；西都心則以航空城為重，四大都心
各有一個發展核心，以確實達成區域治理均衡發展之目
標。
四大都心分別藉由各區之發展策略，達成分區發展願
景，形塑各區之特色，各鄉鎮市發展定位及策略，本計畫
區位屬「西航空物產都心」，其中蘆竹鄉定位為「雙港樞
紐，物流核心」
，大園鄉定位為「國家門戶，航空城市」。
未來本區域應掌握愛台十二項建設推動發展契機，積極建
設桃園航空城，並加強與臺北港之雙港聯運發展。
2.TOD 發展導向，以捷運車站周邊地區為重點發展地區
大眾運輸路網將引導土地使用核心的空間轉移，引發
都市擴張，大眾運輸場站周邊土地宜朝較高密度、多樣性
及適居環境的規劃發展。機場捷運線及航空捷運線為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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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整體空間發展結構轉變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圖 3.1-10

桃園縣十三鄉鎮市發展定位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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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城、桃園市與中壢市的串連動脈，各車站及其周邊地
區為重點發展地區，在空間發展的功能如下：
(1)帶動周邊地區發展，引導都市緊密發展
桃園國際機場周邊地區為桃園縣最具發展潛能之
地區，藉由捷運周邊提高土地使用強度及混合土地使用
機能，重塑都市機能與活力，引導緊密都市發展。
(2)整合沿線都市機能，創造北台區域都會成長核心
利用機場捷運軌道系統，整合沿線不同發展定位之
都市機能，並與鄰近縣市相互結合，提供優質生活空間，
發展都市多核心網絡，創造北台區域都會成長核心。
(二)桃園縣都市計畫發展概況
桃園縣轄區內計有 33 處都市計畫區，包括 11 處市鎮計
畫、14 處鄉街計畫及 8 處特定區計畫，總面積為 32,442.32
公頃，總計畫人口約 187 萬人，現況人口約 155 萬人，現況
人口佔計畫人口之比例為 82.85%，顯示整體都市計畫人口
發展已趨近飽和，當中有 8 處現況人口佔計畫人口之比例超
過 100%，11 處超過 80%。按桃園縣都市發展概況可知，桃
園及中壢雙核心既有發展軸帶之整體都市發展已趨近於飽
和，參閱圖 3.1-11。
(三)周邊都市計畫發展分析
本計畫範圍所在之大園鄉及蘆竹鄉既有都市計畫區，包
括南崁新市鎮都市計畫、大園都市計畫、大園(菓林地區)都
市計畫、桃園航空貨運園區暨客運園區(大園南港地區)特定
區計畫及蘆竹(大竹地區)都市計畫，加上毗連的高速鐵路桃
園車站特定區計畫，共計六處都市計畫區，其都市發展用地
或計畫人口發展及其整體發展地區、推動都市更新地區及都
市計畫農業區與本計畫之關係參閱表 3.1-3 及圖 3.1-12、圖
3.1-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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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1

第三章

桃園縣各都市計畫區發展率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表 3.1-3

周邊都市計畫區發展概況說明表

現況
人口
都市發
人口
發展
發展概況
展用地
(99 年)
率
發展率
南崁新市鎮 15 萬人 24.3 萬 162% 1.發展現況：住宅發展多集中於高速公 78%
都市計畫
路以北地區之發展集中南崁既有市
區，及沿春日路、永安路等道路之兩
側發展，其餘地區多呈零星發展。商
業區集中發展於南崁地區原有之市
街；工業之發展位於南崁交流道附近
及春日路兩側工業區開發較完全，以
中油煉油廠及鋼鐵、機械及紡織等工
廠為主，另沿南崁路、南山路兩側亦
有零星工廠分佈。
2.整體開發地區：無。
3.推動都市更新地區：無。
4.農業區:劃設面積約 1,247 公頃，鄰近
航空城捷運線 G14 車站周邊農業區納
入本計畫範圍；其餘維持原使用分區。
大園都市
2.8 萬人 1.5 萬 53% 1.發展現況：沿縣 113 線、縣 110 線發展， 76%
計畫
沿主要道路部份作住商混合使用，其
餘多作住宅使用；區段徵收地區迄今
尚未開發。
2.整體開發地區：計有三處，開發方式
為區段徵收，尚未開發。刻正辦理第
計畫區

計畫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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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

計畫
人口

現況
人口
(99 年)

人口
發展
率

大園(菓林地 1.8 萬人
區)都市計畫

0.5 萬

17%

桃園航空貨 2.7 萬人
運園區暨客
運園區(大園
南港地區)特
定區計畫
蘆竹(大竹地 3.2 萬人
區)都市計畫

0.5 萬

17%

2.0 萬

63%

高速鐵路桃 6.0 萬人
園車站特定
區計畫

0.8 萬

14%

第三章

發展概況
三次通盤檢討，就其內容予以調整檢
討。
3.推動都市更新地區：無。
4.農業區:劃設面積約 258 公頃，鄰近機
場捷運線 A15 車站周邊之農業區，納
入本計畫範圍；其餘維持原使用分區。
1.發展現況：以省道台 4 線、下崁路、
三合路兩側為主要住宅、商業發展地
區。
2.整體開發地區：計有二處，開發方式
分別為市地重劃及段徵收，尚未開
發。刻正辦理第三次通盤檢討，就市
地重劃地區內容予以調整檢討。另以
採區段徵收開發之倉儲區已納入本計
畫範圍。
3.推動都市更新地區：無。
4.農業區:劃設面積約 158 公頃，已全數
納入本計畫範圍。
1.發展現況：屬貨運及貨物加值專用
區，現況多作倉儲使用。
2.整體開發地區：無。
3.推動都市更新地區：無。
4.農業區:無。
1.發展現況：住宅使用主要分布於大竹
路、大新路、南竹路沿線之內側以及
大竹國小、大竹國中附近，在工業使
用方面原為配合舊有工廠而零星劃設
之工業區目前皆仍為工業使用，至於
位於中興路南側之工業區，商業使用
則分佈於大竹路、南竹路及大新路兩
側。
2.整體開發地區：無。
3.推動都市更新地區：無。
4.農業區:劃設面積約 187 公頃，維持原
使用分區。
1.發展現況：部分住宅區、高鐵車站專
用區及宗教專用區已建築使用，其餘
地區陸續開發建築。
2.整體開發地區：23 公頃產業專業區於
民國 101 年 12 月由國泰人壽取得 50
年地上權，開發折扣名品購物城、商
務辦公大樓及觀光旅館及綜合娛樂商
場。
3.推動都市更新地區：無。
4.農業區:無。

都市發
展用地
發展率

39%

57%

72%

50%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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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都市計畫區

大園(菓林地區)都市計畫區

桃園航空貨運園區暨客運園區(大園南港地區)
特定區計畫

南崁新市鎮都市計畫區

蘆竹(大竹地區)都市計畫區

高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區主要計畫

圖 3.1-12

周邊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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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3

第三章

周邊都市計畫區航空衛星影像分析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本計畫區為以產業發展為主之新興市鎮核心，藉產業機能之
佈局，創造就業機會，再透過機場捷運、航空城捷運之串連與
TOD 理念之運用，引導捷運場站周邊土地適性發展，可有效吸
引人口移入，舒緩桃園市、中壢市甚至大台北都會區發展飽和之
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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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區域計畫管制
1. 城鄉發展優先次序
依「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城鄉發展優先發展次序之
指導，周邊都市計畫農業區為第二優先發展地區，故本計
畫將大園都市計畫、大園都市計畫(菓林地區)及南崁新市
鎮都市計畫區之農業區納入計畫區範圍；其次，優先擬定
計畫地區包括機場園區特定區計畫、捷運車站周邊地區為
第三優先發展地區，因此，併同規劃作整體城鄉發展之空
間，符合航空城區域計畫管制精神。
2. 區域計畫總量管制檢討
(1)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民國 115 年桃園縣人口發展總量為 221 萬人；基於
國家重要建設及產業經濟政策之考量，就個別縣市所分
派之總量額度，准予彈性調高總量。
(2)桃園縣區域計畫(草案)
就全縣各項重大建設、人口自然成長、環境容受力
等相互檢核後，訂定桃園縣民國 130 年(終極年)之計畫
人口為 250 萬(終極人口)，如表 3.1-4 所示。
表 3.1-4

桃園縣人口發展總量彙整表

項目
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桃園縣區域計畫人口(草案)

115 年(萬人)

130 年(萬人)

221

--

--

250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3. 總量管制檢討
綜整桃園縣人口總量管制、重大都市計畫人口移入情
形，如表 3.1-5 所示，依現況人口 201 萬人，檢討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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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程之發展情形，本計畫區各年期之計畫人口研訂，均符
桃園縣發展總量管制之範疇。
表 3.1-5

桃園縣人口總量管制檢討表

項目

115 年(萬人)

130 年(萬人)

221

250

20

49

4.66

11.52

(D)本計畫縣外社會增加人口

6.60

11.00

(E)總量管制檢討(B-C-D)

＋8.74

＋26.48

(A)區域計畫之全縣發展總量上限
(B)全縣尚可容納人口(扣除現況人口
201 萬人)
(C)桃園縣內重大都市計畫縣外社會增
加人口

註：依大園鄉、蘆竹鄉社會遷移率(55%)推估本計畫區之縣外移入人口。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四) 成長管理
藉由機場捷運與航空城捷運等軌道運輸系統之佈局，可
建構產業及運輸路網骨幹與節點，惟其周邊非都市土地應予
合理管控，以避免蛙躍蔓延。
現有中壢及桃園商圈皆以地方生活服務機能為主，本計
畫區透過機場捷運線及航空城捷運線，可串接航空城、中壢、
桃園、八德及大台北地區，吸引大台北及其他地區就業人口
遷入，進而發展成為桃園新都心。因此，本計畫區依循上位
計畫之指導，融合 TOD(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規劃與
綠色運輸理念，透過各捷運站節點周邊土地的規劃與指導，
建構都市成長的引導核心與適居的節點樞紐，並以緊密城市
(Compact city)理念，收納大台北地區與航空城之就業人口，
引領城鄉發展軸帶，可避免都市失序蔓延，進而創造以人為
本、優質適居的低碳生態環境，符合成長管理之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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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環境現況及負荷分析
3.2.1 自然環境分析
一、氣候氣象
桃園縣受東北季風與西南季風影響，1 至 5 月盛行風向為東
北風，6 月起盛行風向轉為西風或西南風，直至 9 月漸漸轉為東
北風。風速約介於 2.1～3.6m/sec 之間，秋冬季之風速大於春夏
二季，如圖 3.2-1。

冬季

夏季

圖 3.2-1

臺灣北部風場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一) 雨量
桃園縣近 15 年平均雨量約 1,768 公厘，如表 3.2-1 所示，
以夏季較多，冬季較少，但降雨日數反以冬季為多。影響桃
園縣降雨量最主要的因素有春季的梅雨鋒，主要月份為 3~4
月；夏季午後對流系統及颱風與其所引進旺盛西南氣流所帶
來的雨量，其中以梅雨鋒面降水為主，月份為 6~7 月；冬季
之東北季風由於受中央山脈阻擋，並未帶來太多之降水，僅
有秋季 9~10 月降雨量較大，因而春季及夏季之降水量遠大
於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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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第三章

桃園縣雨量統計表

單位:公厘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年份
86 年 57.5 162.0 142.0 100.0 219.0 486.0 54.0 240.0 92.0 38.0 61.5 63.5
87 年 155.0 358.0 191.0 151.5 185.5 261.0 52.5 104.5 157.5 241.5 15.5 86.0
88 年 65.5 8.0 204.5 40.0 370.5 132.0 55.0 59.5 13.0 38.0 21.5 85.0
89 年 32.0 157.0 2.0 155.5 12.0 394.5 106.0 184.5 64.0 121.0 94.5 137.0
90 年 157.5 34.0 150.0 156.5 179.0 48.5 162.0 51.0 998.5 10.5 7.0 23.5
91 年 39.0 60.5 170.5 22.5 101.0 32.0 161.0 57.0 104.5 47.0 26.5 87.0
92 年 76.5 19.5 97.5 194.5 98.0 155.0 2.5 7.5 47.5 6.5 24.0 1.0
93 年 124.9 152.5 190.9 168.9 142.4 9.4 212.2 402.6 404.2 302.0 20.5 171.3
94 年 59.5 319.5 297.0 62.5 601.5 166.5 254.0 389.0 81.0 118.5 19.0 62.0
95 年 63.5 98.0 230.0 335.0 293.5 504.0 175.0 64.0 351.5 1.5 109.5 174.0
96 年 117.5 84.5 299.5 234.0 109.5 817.5 12.5 269.0 214.0 209.5 177.0 24.5
97 年 102.0 189.5 146.5 177.5 218.0 274.0 353.5 0.0 694.5 33.5 159.0 37.5
98 年 37.5 37.5 213.0 91.0 26.5 181.5 43.0 3.0 20.5 104.0 96.5 70.0
99 年 139.0 250.0 92.0 149.5 212.0 317.0 58.0 197.5 126.0 153.0 88.0 93.0
100年 117.5 89.0 127.0 26.5 324.0 271.5 190.0 135.5 14.0 90.5 271.0 126.0
平均 89.6 134.6 170.2 137.7 206.2 270.0 126.1 144.3 225.5 101.0 79.4 82.8

總雨量
1,716
1,960
1,093
1,460
1,978
909
730
2,302
2,430
2,400
2,569
2,386
924
1,875
1,783
1,768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以近五年每月降雨量檢視，如圖 3.2-2， 降雨季及與非
降雨季之雨量差距改變，自 200 公厘增加至 375 公厘，而非
降雨期間降雨量降低，顯示本地區氣候型態逐漸改變，降雨
季洪患、枯水期限水等問題應納入後續規劃考量。
(單位:公厘)

300.0
250.0
200.0
150.0

雨量

100.0
50.0
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圖 3.2-2

桃園縣 86～100 年平均每月雨量變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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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溫度
桃園縣四季之氣溫變化較不顯著，只有長夏短冬之差異。
夏季比較酷熱，冬季溫度則屬溫暖宜人。各地溫度，一年之
中以五到十月為高，其中，以七、八兩月氣溫最高，平均在
27℃左右，最低為一至二月，平均在 13℃左右，全年平均
溫度約 23℃，如表 3.2-2 所示。年平均相對溼度則介於 75%
～81%間，上半年(1～6 月)約為 80%～85%，下半年(7 月～
12 月)的 70%～80%。

87 年
88 年
89 年
90 年
91 年
92 年
93 年
94 年
95 年
96 年
97 年
98 年
99 年
100 年
平均

1月
16.1
17.1
17.0
17.5
16.1
16.2
15.4
15.5
17.7
17.3
16.5
15.7
16.9
14.7
16.5

2月
16.6
16.7
16.0
18.1
17.8
17.6
17.8
16.2
17.8
18.7
14.1
20.2
17.6
14.9
17.3

3月
19.0
16.2
18.4
19.1
21.1
18.2
17.6
17.3
18.7
19.7
19.3
18.6
20.0
15.5
18.7

表 3.2-2

桃園縣氣溫統計表

4月
24.2
22.3
21.2
21.9
19.6
23.6
21.9
23.0
23.1
21.2
22.5
21.3
20.7
21.0
22.0

6月
28.0
27.8
27.9
28.5
28.6
27.4
27.2
28.2
28.0
26.4
27.5
28.2
26.2
28.5
27.7

5月
25.9
23.9
25.3
25.4
26.6
25.1
25.8
26.2
25.5
26.4
24.9
25.3
25.5
24.3
25.5

7月
30.2
24.7
29.6
29.5
29.6
30.8
29.7
29.8
30.3
30.4
29.6
30.1
30.3
28.8
29.6

8月
29.6
28.4
28.4
30.1
30.1
30.1
29.4
29.3
29.9
28.7
29.7
29.8
30.0
29.2
29.5

9月
26.7
27.9
27.2
26.5
27.1
28.4
27.3
28.8
27.0
27.5
27.8
29.0
28.8
27.7
27.7

單位:℃

10 月
24.8
25.1
25.7
24.2
25.1
24.4
23.0
25.0
25.6
24.8
25.9
24.3
24.4
24.5
24.8

11 月
22.3
21.1
22.1
20.5
20.8
22.3
22.5
23.2
22.9
20.7
21.6
21.5
21.1
22.7
21.7

12 月
19.3
17.0
19.7
18.4
18.9
17.4
19.5
16.6
18.8
19.3
18.4
17.2
17.5
16.6
18.3

平均
23.6
22.4
23.2
23.3
23.5
23.5
23.1
23.3
23.8
23.4
23.2
23.4
23.3
22.4
23.3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二、水文水系
桃園縣境內河川、埤塘數量甚多，構成特殊景觀。河川方面，
大漢溪發源於東南側高山地帶，經淡水河入海；南崁溪、老街溪
與社子溪等河川發源於西北側台地，水量較少，各流域均呈放射
狀，經沿海平原而緩流入海。
(一) 河川及區域排水
本計畫區內及周邊水文河川主要為東北側之南崁溪及
西側之埔心溪，周邊尚有新街溪、老街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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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縣管河川
(1) 南崁溪
發源於林口臺地公西村附近，向南流經舊路坑(舊
路村)，折向西南而流，於新路坑(嶺頂村)匯合楓樹坑溪，
自此向西流經龜山之南麓，復折向西北經會稽里及青溪
里之間，匯合小檜溪，流經水汴頭(汴州里)、南崁村，
再匯合茄苳溪、大坑溪、坑子溪，至竹圍之南崁港口入
海。
(2) 老街溪
發源於三角村西南，匯合銅鑼圈東側各小溪，向北
流經龍潭坡、烏樹村及山仔頭至南勢村；折向北流，經
北勢村及平鎮村之間，至中壢老街附近，續向北流，於
田心村之北與澮溪相會，再經許厝港匯合雙溪而入海。
2. 縣管區域排水
(1) 新街溪
發源於龍潭臺地南端三角村(三林村)之北，自九龍
村與附近小溪流相會，向西北流，過東勢村後，越過埔
心里及圳股頭之西，至內海漧之北而入海。
(2) 埔心溪
發源於桃園大圳內壢桃圳橋，流域面積約 52.1 平
方公里，範圍涵蓋中福、大竹，流經空軍基地及桃園國
際機場等，全長約 22.85 公里。
(二) 埤塘
桃園縣因地形、地質之特殊，加上移墾者意識到整個環
境之特點，造就了桃園縣成為著名的「千塘之鄉」
。
本計畫區範圍內計有 24 口面積達 1 公頃以上埤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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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總計 132.34 公頃，其中，20 口屬桃園農田水利會目前管
轄之灌溉埤塘，其他 4 口屬私有埤塘。計畫區範圍內之埤塘，
除位於第三跑道上之 3 口(面積 35.54 公頃)將予廢溜填平外，
其餘 21 口全數保留，並擬於保留埤塘周界留設公園綠地，
以擴大可透水面積，達到補償回饋效益。
第三跑道上 3 口埤塘坐落土地皆屬區段徵收範圍，被徵
收土地時，將依規定辦理補償並覓地移設；若區外農田仍有
灌溉需求，將於特定區計畫擬定及工程開發階段規劃所需灌
溉系統或劃設灌溉專用渠道用地，管理維護權責由水利會負
責。有關計畫區內埤塘使用現況及分佈詳表 3.2-3、圖 3.2-3。
表 3.2-3

計畫區內埤塘現況統計表

埤塘
編號

面積
(公頃)

1

5.14

作灌溉使用

2

4.70

作灌溉養殖使用

3
4
5
6

12.13
2.01
4.92
2.41

現況閒置無人使用
現況閒置無人使用
現況閒置無人使用
作灌溉使用

7

4.14

作灌溉使用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總計

5.05
3.54
3.61
5.57
9.21
5.46
10.15
3.74
2.09
1.66
1.14
1.59
4.12
4.42
12.13
15.34
8.07
132.34

使用現況

作灌溉使用
作灌溉使用
作灌溉使用
作養殖使用
現況閒置無人使用
現況閒置無人使用
作灌溉使用
作灌溉使用
作灌溉養殖使用
現況閒置無人使用
現況閒置無人使用
現況閒置無人使用
作灌溉使用
作灌溉養殖使用
作灌溉使用
作灌溉使用
作灌溉使用

土地所有權人
中華民國、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其他私人
共同持分
中華民國、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其他私人
共同持分
中華民國、其他私人共同持分
中華民國、其他私人共同持分
中華民國、其他私人共同持分
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
中華民國、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其他私人
共同持分
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其他私人共同持分
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其他私人共同持分
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其他私人共同持分
私有
中華民國、其他私人共同持分
私有
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
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
中華民國、其他私人共同持分
私有
私有
私有
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
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其他私人共同持分
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
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
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

註：編號 22、23、24 位於第三跑道上需予填埋。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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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第三章

計畫區水系及埤塘分布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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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勢與坡度
桃園地區地形高度由東南側向西北方向降低，以大漢溪為界
將桃園縣劃分為東南及西南兩區，如圖 3.2-4。東南區為標高 300
公尺至 2,000 公尺以上之山地，屬於雪山山脈山系，山勢陡峭、
河谷狹窄；西北地區地勢較為平緩，大多為丘陵與沖積台地。本
計畫區位於西北沿海地區，範圍內高程均在 150 公尺以下，整體
坡度平緩，多屬 5%以下之平緩地區。

圖 3.2-4

計畫區高程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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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質斷層
構成桃園台地之礫石層一般稱為「台地礫層」，亦有學者以
「紅土台地堆積層」稱之。此紅土礫石層常被細分成不同地層，
即店子湖層、中壢層及桃園層。在礫石堆積層以下之地層，主要
為頭嵙山層，區分為楊梅層與大茅埔礫岩。
桃園台地內之主要褶皺構造包括新埔向斜、平鎮背斜、楊梅
向斜、圓山背斜、觀音背斜及「中壢」向斜等。活動斷層則有雙
連斷層、湖口斷層、太平地斷層。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資料，
本計畫區內無斷層帶分佈，詳圖 3.2-5 所示。

圖 3.2-5

桃園縣地層與斷層分布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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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景觀資源
本計畫區自然景觀點主要為埤塘；人文景觀則包括富教育意
義之航空科學館、傳統宗教之福海宮、福元宮、可發展作觀光農
業之育苗場及具歷史保存價值建築之黑貓中隊營舍及機棚等；其
他周邊景觀資源如保安林區及遊憩設施等詳圖 3.2-6 所示，未來
可透過規劃設計，將景觀點串聯成發展軸帶，藉由景觀軸帶之交
織形成全面之觀光面域，帶動整體地區觀光事業發展。

圖 3.2-6

計畫區及周邊景觀資源分布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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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社會經濟環境分析
一、人口
(一) 人口成長
桃園縣於民國 39 年設縣，當年總人口為 343,153 人，
爾後，人口即持續穩定成長，近十年之年平均成長率為
1.66%，依現況統計結果，桃園縣已於民國 99 年 6 月達到
200 萬人口，如表 3.2-4 所示。
計畫區所在之大園鄉、蘆竹鄉等行政區，近十年人口數
皆呈現增加趨勢，如表 3.2-5 所示，惟大園鄉歷年人口成長
率多低於 1%，而蘆竹鄉歷年人口成長率雖較高，然亦呈逐
年漸緩趨勢。
表 3.2-4

桃園縣、大園鄉及蘆竹鄉歷年人口成長概況表

桃園縣
大園鄉
蘆竹鄉
地區
年度
人口數(人) 成長率%) 人口數(人) 成長率%) 人口數(人) 成長率%)
91 年
1,792,603
1.68
78,837
0.86
108,452
5.06
92 年
1,822,075
1.64
78,967
0.16
113,535
4.58
93 年
1,853,029
1.70
79,404
0.55
118,581
4.35
94 年
1,880,316
1.47
79,683
0.35
122,947
3.62
95 年
1,911,161
1.64
79,354
-0.41
127,765
3.84
96 年
1,934,968
1.25
79,624
0.34
131,942
3.22
97 年
1,958,686
1.23
80,269
0.81
135,768
2.86
98 年
1,978,782
1.02
81,309
1.29
138,727
2.17
99 年
2,002,060
1.16
81,966
0.80
142,120
2.39
100 年
2,013,305
0.56
82,136
0.21
143,886
1.24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二)人口結構
桃園縣人口結構如表 3.2-6 所示，於年齡組成及扶養比
方面，大園鄉人口老化指數由民國 91 年底之 33.05%提高至
民國 100 年底之 52.08%，如表 3.2-7 所示，扶養比則由民國
91 年底之 48.28%降低至 36.02%，顯示大園鄉幼年層人口因
出生率之大幅降低而流失；蘆竹鄉人口老化指數由民國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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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底之 21.99%提高至民國 100 年底的 30.66%，如表 3.2-8
所示，扶養比則由 48.08%降低至 37.04%，其人口結構變化
軌跡亦與大園鄉相似。
表 3.2-5

大園鄉及蘆竹鄉歷年人口自然增加率與社會增加率

大園鄉
自然增加率 社會增加
成長率(%)
年度
(%)
率(%)
91 年
0.86
0.86
-0.01
92 年
0.16
0.70
-0.54
93 年
0.55
0.61
-0.06
94 年
0.35
0.59
-0.24
95 年
-0.41
0.49
-0.91
96 年
0.34
0.41
-0.06
97 年
0.81
0.38
0.43
98 年
1.29
0.39
0.87
99 年
0.80
0.20
0.60
100 年
0.21
0.35
-0.27
地區

成長率
(%)
5.06
4.58
4.35
3.62
3.84
3.22
2.86
2.17
2.39
1.24

蘆竹鄉
自然增加
率(%)
1.19
0.96
0.96
0.91
0.89
1.02
0.85
0.82
0.55
0.68

社會增加
率(%)
3.87
3.62
3.39
2.71
2.96
2.20
2.01
1.30
1.84
0.55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表 3.2-6
幼年層
總人口數
年度
0-14 歲
(人)
(人)
91 年 1,792,603 419,807
92 年 1,822,075 415,934
93 年 1,853,029 413,397
94 年 1,880,316 406,916
95 年 1,911,161 401,456
96 年 1,934,968 394,093
97 年 1,958,686 386,146
98 年 1,978,782 375,565
99 年 2,002,060 363,341
100 年 2,013,305 350,658

桃園縣歷年人口結構一覽表
勞動力層
15-64 歲
(人)
1,238,135
1,268,339
1,298,465
1,328,149
1,359,807
1,387,612
1,414,937
1,441,272
1,473,703
1,494,077

老年層
65 歲以
上(人)
134,661
137,802
141,167
145,251
149,898
153,263
157,603
161,945
165,016
168,570

扶養比

老年人口 老化指數
比例(%)
(%)

44.78
43.66
42.71
41.57
40.55
39.45

7.51
7.56
7.62
7.72
7.84
7.92

38.43
37.29
35.85
34.75

8.05
8.18
8.24
8.37

32.08
33.13
34.15
35.70
37.34
38.89
40.81
43.12
45.42
48.07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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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鄉歷年人口結構一覽表

幼年層 勞動力層 老年層
總人口數
年度
0-14 歲 15-64 歲 65 歲以
(人)
(人)
(人)
上(人)
91 年
78,837
19,294
53,167
6,376
92 年
78,967
18,700
53,693
6,574
93 年
79,404
18,304
54,373
6,727
94 年
79,683
17,698
55,044
6,941
95 年
79,354
17,008
55,417
6,929
96 年
79,624
16,457
56,114
7,053
97 年
80,269
15,923
57,150
7,196
98 年
81,309
15,505
58,446
7,385
99 年
81,966
14,939
59,605
7,422
100 年
82,136
14,302
60,385
7,449

扶養比

老年人口 老化指數
比例(%)
(%)

48.28
47.07
46.04
44.76
43.19
41.90
40.45
39.16
37.52
36.02

8.09
8.32
8.47
8.71
8.73
8.86
8.96
9.08
9.05
9.07

33.05
35.16
36.75
39.22
40.74
42.86
45.19
47.62
49.68
52.08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表 3.2-8

蘆竹鄉歷年人口結構一覽表

幼年層 勞動力層 老年層
總人口數
年度
0-14 歲 15-64 歲 65 歲以
(人)
(人)
(人)
上(人)
91 年
108,452 28,867
73,238
6,347
92 年
113,535 29,468
77,494
6,573
93 年
118,581 30,270
81,473
6,838
94 年
122,947 30,694
85,040
7,213
95 年
127,765 31,129
89,192
7,444
96 年
131,942 31,338
92,760
7,844
97 年
135,768 31,452
96,139
8,177
98 年
138,727 31,149
98,997
8,581
99 年
142,120 30,575 102,681
8,864
100 年 143,886 29,769 104,989
9,128

扶養比
48.08
46.51
45.55
44.58
43.25
42.24
41.22
40.13
38.41
37.04

老年人口 老化指數
比例(%)
(%)
5.85
5.79
5.77
5.87
5.83
5.95
6.02
6.18
6.24
6.34

21.99
22.31
22.59
23.50
23.91
25.03
26.00
27.54
28.99
30.66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三)戶量及人口密度
大園鄉近年平均戶量及人口密度分別為每戶 3.46 人及
每平方公里 907 人，如表 3.2-9 所示；蘆竹鄉近年平均戶量
及人口密度分別為每戶 3.2 人及每平方公里 1,581 人；由趨
勢圖可知，兩鄉人口數雖呈增加趨勢，但戶量卻呈減少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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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見地區以小家庭為主要之居住形式。
表 3.2-9

大園鄉及蘆竹鄉戶量及人口密度一覽表
大園鄉

地區

戶量(人/戶)

年度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平均

3.59
3.53
3.45
3.40
3.39
3.36
3.27
3.19
3.13
3.11
3.43

蘆竹鄉

人口密度
(人/平方公里)
902
904
909
912
908
911
919
930
937
940
910

戶量(人/戶)
3.32
3.24
3.18
3.13
3.10
3.06
3.02
2.99
2.95
2.91
3.18

人口密度
(人/平方公里)
1,436
1,504
1,571
1,628
1,692
1,748
1,798
1,837
1,882
1,906
1,606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四)教育程度
大園鄉及蘆竹鄉教育程度以高中以下佔多數，所佔比率
分別超過 70%及 60%，大學以上學歷所佔比率則分別約為
12%及 19%。
二、產業特性
(一) 桃園縣產業結構分析
桃園縣因鄰近大台北都會區，交通便捷、勞動力供給充
裕、腹地寬闊，且政府積極推動重大建設、招商政策以及開
發工業區，使得總體經濟發展頗具成效。由於桃園縣優良的
投資環境，成為國內著名的工商大縣，截至民國 96 年底止，
全縣工業產值突破 2 兆 2 千億元、工廠登記家數達 1 萬 355
家，總稅收由民國 90 年之 912 億元快速成長至民國 96 年之
2,081 億元，增逾 2.3 倍。
就總體產業之家數與員工數結構而言，桃園縣以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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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為主，其中，服務業近 10 年來逐年成長，民國 91
年服務業部門比例首度超越工業部門，顯示桃園縣已逐漸邁
向三級產業導向之經濟發展型態。
民國 95 年底桃園縣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數共計有
85,607 家，與民國 90 年底 65,039 家比較，增加 31.62%；其
中，工業部門場所單位數成長 10.26%(以製造業及營造業為
主要成長)、服務業部門場所單位數成長 33.72%(以專業科學
及技術服務業、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住宿餐飲業要為主
要成長)。依民國 95 年資料顯示，工業部門以製造業、營造
業廠家數所佔比例較高，合計佔工業及服務業部門之
24.15%；服務業部門則以批發及零售業廠家數所佔比例較高，
合計約佔工業及服務業部門之 42.96%。詳見表 3.2-10。
表 3.2-10

桃園縣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統計表

民國 90 年底
民國 95 年底
增減比例(%)
場所單 就業員 場所單 就業員 場所單 就業員
類別
位(家) 工數(人) 位(家) 工數(人) 位(家) 工數(人)
礦業及土石採取
21
204
17
121 -19.05% -40.69%
製造業
12772
335238
14082
397721
10.26% 18.64%
工
36
1435
29
1390 -19.44% -3.14%
業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部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448
3598
--門 營造業
4020
27349
6593
35672 64.00% 30.43%
小計
16849 364226 21169 438502 25.64% 20.39%
批發及零售業
28708 118322 36777 136213 28.11% 15.12%
運輸倉儲及通信
3744
34232
3910
36200 4.43% 5.75%
住宿及餐飲業
4113
16640
6240
20799 51.71% 24.99%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613
5693
--金融及保險業
784
13813
1020
14982 30.10% 8.46%
服 不動產及租賃業
1374
5397
1392
6456 1.31% 19.62%
務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609
7567
2815
11558 74.95% 52.74%
業
支援服務業＊
--1836
17816
--部
強制性社會安全服務業＊
--2
274
--門
教育服務業＊
--1039
5825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359
19698
1866
26829 37.31% 36.20%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838
5598
1355
5070 61.69% -9.43%
其他服務業
5661
21578
5573
11229 -1.55% -47.96%
小計
48190 242845 64438 298944 33.72% 23.10%
總計
65,039 607071 85607 737446 31.62% 21.48%
項目

註：＊表示民國 95 年普查行業別歸類有所調整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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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桃園縣產業經營特性分析
就場所單位數而言，民國 90 年工商業場所單位數達
4,000 家以上鄉鎮市有 6 個，依序為桃園市、中壢市、平鎮
市、八德市、龜山鄉、楊梅市，佔全縣工商業場所單位數
75.41%(詳見表 3.2-11)；民國 95 年工商業場所單位數達 6,000
家以上鄉鎮市有 6 個，依序為桃園市、中壢市、平鎮市、龜
山鄉、八德市、蘆竹鄉，佔全縣工商業場所單位數 75.95%；
以民國 90-95 年成長比例而言，蘆竹鄉及八德市係增加最快
速的鄉鎮市；蘆竹鄉五年間成長 50%，增加兩千餘家，為桃
園縣成長最快速之鄉鎮。
表 3.2-11
行業別
桃園市
中壢市
大溪鎮
楊梅市
蘆竹鄉
大園鄉
龜山鄉
八德市
龍潭鄉
平鎮市
新屋鄉
觀音鄉
復興鄉
總計

桃園縣各鄉鎮市工商業場所單位及員工人數增減情形
年底場所單位數(家)
90 年
95 年
增減比較(%)
16142
21395
32.54
13053
16338
25.17
2645
3553
34.33
4147
5358
29.20
4089
6204
51.72
2702
3551
31.42
4879
7103
45.58
5166
6536
26.52
3428
4266
24.45
5662
7441
31.42
1348
1652
22.55
1528
1879
22.97
250
331
32.40
65039
85607
31.62

年底員工人數(人)
90 年
95 年
增減比較(%)
105141
131787
25.34
106569
120493
13.07
15555
21461
37.97
45343
50863
12.17
78232
93996
20.15
39528
45395
14.84
67657
88944
31.46
33204
41350
24.53
26465
40092
51.49
50969
58228
14.24
10769
14133
31.24
27083
30043
10.93
555
661
19.10
607070
737446
21.48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以就業員工數而言，民國 90 年工商業就業員工數達
50,000 人以上鄉鎮市有 5 個，依序為中壢市、桃園市、蘆竹
鄉、龜山鄉及平鎮市，佔全縣工商業就業員工數 67.30%(詳
見表 3.2-11)；民國 95 年工商業就業員工數達 50,000 人以上
鄉鎮市有 6 個，依序為桃園市、中壢市、平鎮市、蘆竹鄉、
龜山鄉、平鎮市、楊梅市，佔全縣工商業就業員工數 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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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國 95 年成長比例而言，以龍潭鄉及大溪鎮成長最快速；
蘆竹鄉、大園鄉在五年間分別成長 20%及 14%，員工數維
持穩定成長的情況。
綜合分析桃園縣產業與區位之關連，桃園市、中壢市、
平鎮市都市化程度較高，故場所單位數與員工人數較多；龜
山鄉及蘆竹鄉因鄰近台北都會區且具交通便利性，致地區工
商業成長相當快速。未來於航空城帶動發展的契機下，若新
引進產業能與原有產業相輔相成，預期蘆竹、大園將有更進
一步的成長可能。
就桃園縣全年生產總額檢視，可發現民國 95 年前五順
位依次為蘆竹鄉、龜山鄉、中壢市、桃園市、楊梅市；大園
鄉則在整體上排居第九，五年間維持平穩成長。蘆竹鄉之生
產總額最高，亦為民國 90 年至 95 年間成長率最高之鄉鎮，
顯見蘆竹鄉未來發展之潛力，如表 3.2-12 所示。
再就年底實際運用固定資產淨額探討，民國 95 年以蘆
竹鄉、龜山鄉、中壢市、桃園市以及龍潭鄉為前五順位，大
園鄉位居第七；蘆竹鄉民國 95 年固定資產淨額為 291,057
百萬元，整體上亦居首位，在全縣產業發展上扮演重要之角
色，如表 3.2-12 所示。
(三) 桃園縣產業空間分佈特性分析
以桃園縣各鄉鎮市產業就業員工數為基礎資料，綜合分
析各產業區位商數及就業員工數所佔比例之關係，進行核心
產業分析。桃園縣核心產業分析原則係以符合以下兩要件者
為其主要核心產業。
1. 該產業區位商數大於全縣平均值者，如表 3.2-13 所示。
2. 該產業就業員工數比例佔鄉鎮市比例排行前五名，且大於
全縣平均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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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部分，大園鄉及蘆竹鄉為桃園縣航空運輸業及倉
儲業主要服務供應場所，兩者之生產總值約佔全國之三成
(如表 3.2-14)。農業部分(如表 3.2-15)，大園及蘆竹之農民主
要以生產稻作為主，其次為蔬菜作物。
表 3.2-12
年底場
鄉鎮市 年度 所單位
數(家)
桃園市
中壢市
大溪鎮
楊梅市
蘆竹鄉
大園鄉
龜山鄉
八德市
龍潭鄉
平鎮市
新屋鄉
觀音鄉
復興鄉
總計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90 年
95 年

16142
21395
13053
16338
2645
3553
4147
5358
4089
6204
2702
3551
4879
7103
5166
6536
3428
4266
5662
7441
1348
1652
1528
1879
250
331
65039
85607

桃園縣各鄉鎮市工商業經營情形表
年底使 年底使用
全年薪
年底實際
用土地 建築物樓
全年生
資支出
運用固定
總面積 地板面積
產總額
(百萬
資產淨額
(千平方 (千平方
(百萬元)
元)
(百萬元)
公尺)
公尺)
105141
7121
4465 45912
223516
272334
131787
7132
4921 45912
277163
267759
106569
7846
5423 48359
304334
296345
120493
8142
6194 48359
347808
270800
15555
1936
941
6109
37159
33309
21461
3051
1156
6109
65935
39106
45343
9616
3438 20614
118954
138531
50863
8417
3506 20614
201796
171235
78232
8584
4535 38084
257325
271542
93996
10013
4814 38084
419703
291057
39528
14807
2883 20528
119763
133154
45395
16110
3767 20528
148699
149238
67657
7189
3432 31525
257836
198693
88944
13398
5180 31525
407635
312402
33204
2419
2206 13313
69092
98677
41350
3237
2112 13313
108082
70588
26465
11464
1226 11783
54441
71106
40092
12417
2645 11783
180710
265456
50969
2747
2990 21541
118999
118158
58228
3315
2527 21541
197156
123800
10769
1957
958
4227
27094
26846
14133
1753
817
4227
51459
34506
27083
5593
2740 13334
121239
112568
30043
6141
2814 13334
183700
104675
555
1048
40
193
623
1901
661
1096
68
193
1122
1527
607070
82327
35277 275522 1710375 1773164
737446
94221
40521 275522 2590966 2102149

年底員
工人數
(人)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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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鄉鎮市各產業區位商數(LQ)

專業 文化
礦業
電力
運輸
不動
批發
住宿 金融
科學 運動
業別/
及土 製造 及燃 營造
倉儲
產及
及零
及餐 及保
及技 及休
鄉鎮市 石採 業
氣供 業
及通
租賃
售業
飲業 險業
術服 閒服
取
應業
信業
業
務業 務業
桃園市 3.28 0.49 1.29 1.52 1.60 1.11 1.62 2.04 2.64 2.14 1.35
中壢市 0.25 0.82 0.66 1.01 1.31 0.72 1.52 1.81 1.26 1.55 0.74
大溪鎮 4.54 1.05 0.61 1.64 1.02 0.72 1.36 0.64 0.30 0.36 0.59
楊梅市 0.00 1.19 0.95 0.94 0.74 0.99 0.72 0.53 0.34 0.53 0.87
蘆竹鄉 0.45 1.30 0.56 0.55 0.62 1.50 0.46 0.45 0.65 0.39 0.24
大園鄉 0.00 0.98 1.36 0.88 0.77 3.58 0.54 0.34 0.20 0.59 0.35
龜山鄉 0.00 1.22 0.34 0.49 0.63 0.45 0.86 0.34 0.58 0.61 2.49
八德市 0.00 1.00 0.75 1.51 1.23 0.52 0.71 0.92 0.66 0.71 0.76
龍潭鄉 0.91 1.24 2.15 0.93 0.66 0.31 1.19 0.62 0.53 0.29 1.13
平鎮市 0.00 1.03 1.19 1.12 1.05 0.85 0.52 0.75 0.69 0.95 1.02
新屋鄉 2.16 1.38 0.98 0.62 0.66 0.25 0.54 0.60 0.06 0.39 0.60
觀音鄉 2.23 1.50 2.69 0.74 0.39 0.25 0.28 0.22 0.06 0.46 0.24
復興鄉 0.00 0.00 0.00 1.63 2.05 0.96 10.35 0.45 0.00 0.22 2.99
全縣平均 1.06 1.02 1.04 1.04 0.98 0.94 1.59 0.75 0.61 0.71 1.03

其他
服務
業
1.49
1.55
1.59
0.98
0.72
0.26
0.51
0.43
1.94
0.67
0.27
0.13
4.84
1.18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表 3.2-14
產業別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製造業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
業
電力設備製造業
基本金屬製造業
金屬製品製造業
航空運輸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化學材料製造業
紡織業
倉儲業

桃園縣主要製造業類別生產總額表(部分)

全年生產總額
產值(百萬元)
占全國比重(%)

主要生產地

569,251

18.04

蘆竹、龜山、龍潭、平鎮

210,003

15.57

龜山、平鎮

139,555

35.94

中壢、楊梅

138,505
124,873
116,629
108,432
107,464
106,097
102,645
7158

27.12
10.67
12.32
39.21
14.97
8.65
22.16
32.15

楊梅、大溪
楊梅、中壢
龜山、中壢
蘆竹、大園
龜山、蘆竹
觀音、龜山
楊梅、蘆竹
蘆竹、大園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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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5
產業別
水稻作物
普通作物
特用作物
蔬菜作物
果品作物
合 計

面積
841.79
0.45
41.76
336.79
3.65
1,224.44

第三章

大園鄉及蘆竹鄉農業類別從業戶數分配表
蘆竹鄉
占全縣
占該行政區
比例(%)
比例(%)
7.7%
68.75%
0.5%
0.04%
4.7%
3.41%
7%
27.51%
0.6%
0.30%
7.15%
100%

面積
634.00
6.41
1.49
272.49
3.98
918.37

大園鄉
占全縣 占該行政區
比例(%)
比例(%)
5.8%
69.04%
6.9%
0.70%
0.2%
0.16%
5.9%
29.67%
0.7%
0.43%
5.36%
100%

3.2.3 交通運輸現況分析
一、道路系統
就計畫區及鄰近地區交通現況而言，主要之客運旅次產生與
吸引點發生在桃園國際機場、高鐵桃園站及大園市區，周邊則包
括蘆竹(南崁)市區及大桃科地區，主要聯外道路為國道 2 號、省
道台 31 線、台 4 線、台 66 線、縣道 110 線、112 線及 113 線，
如圖 3.2-7。主要之貨運旅次產生與吸引點則發生於桃園國際機
場航空貨運集散站及自由貿易港區，周邊則以大桃科地區貨運旅
次量較大。計畫區及周邊道路幾何特性與服務功能詳表 3.2-16。
就目前計畫區鄰近路網結構而言，台 4 線與國道 2 號承擔了
桃園機場及其周邊地區車流運轉之主要幹道功能。其中，國道 2
號為機場進出要徑，透過國道 2 號銜接國道 1 號公路，可行抵國
內主要都市發展據點，惟國道 1 號目前於桃園地區呈嚴重壅塞現
象；而台 4 線之運轉現況部分，因道路延伸路線於桃園至南崁段
沿線土地住商使用密集、南崁至菓林段鄰近分佈眾多工廠及物流
倉儲設施、菓林至竹圍段兩側又緊鄰機場航空貨運站及自由貿易
港區，致其於同時承擔地區短程市區交通與中長程客貨運往返國
道 1 號等多重運輸功能，然又缺乏理想替代道路分攤運輸功能下，
致道路交通服務水準不佳且不易改善。
本計畫區未來開發、營運後，台 4 線與國道 2 號仍為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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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之聯外道路，為降低可預期之交通衝擊、提升航空城運作效
率，台 4 線與國道 2 號之交通改善為後續運輸系統規劃之重要課
題。
表 3.2-16
道
路
等
級
國
道

快
速
公
路

省
道

道路
編號

計畫區及其周邊道路幾何特性與服務功能彙整表

起迄點
林口 IC～機
場系統 IC
機場系統 IC
～楊梅 IC
機場端～鶯
歌系統 IC

車道 分隔型
路寬 數(雙
(m)
式
向)

中央分
隔
國1
中央分
28
6 隔
國2
21
4 中央分
隔
中央及
台 61 台 15～台 66
38 6～8 快慢分
隔
中央及
61～縣 112 26～ 6～10 快慢分
台 66 台
甲
55
隔
台 15～南崁
22
6 中央分
隔
南崁～經國
中央分
台4
38
8 隔
路
經國路～台 1 24
6 標線分
隔
21～
台 15 台 61～台 66
4 中央分
28
隔
中央及
35～
台 31 台 4～台 66
6 快慢分
50
隔
縣 108 台 15～縣 105 12
2 標線分
隔
縣 110 台 61～台 1

縣 110 縣 110～台 1
縣 甲
道
台 15～高鐵
桃園站
縣 113
高鐵桃園站
～台 1
縣 113 縣 113～台 1
丙
縣 108 線～
桃5
縣 110 線
鄉
道
台
桃 15 線 4～縣 110

35

8

18

4

18

4

18

4

35

8

24

4

8

2

18

4

功能說明

桃園縣境南北向主要幹道
連絡國 1、國 3 與桃園國際機場，
亦為北桃園東西向主要幹道
桃園縣境濱海地區南北向主要幹
道
連絡國 1、國 3 與台 61，亦為南
桃園東西向主要幹道
桃園國際機場、國 1 與桃園市之
東西向主要連絡道路

桃園縣境沿海地區南北向主要道
路，且為大桃科之主要聯外道路
連絡台 4、國 2、高鐵桃園站與台
66，為高鐵站區重要之南北向聯
外道路
竹圍、海湖地區與林口地區之主
要連絡道路
61、國 2 與國 1 交流道，
標線分 銜接台
為大園、桃園、八德、鶯歌之連
隔
絡道路
標線分 大園與中壢之連絡道路，亦為高
隔
鐵桃園站主要之聯外道路
標線或
中央分 大園、中壢、平鎮與龍潭之連絡
道路，亦為高鐵桃園站主要之聯
隔
外道路，高鐵桃園站～台 1 段為
中央分 桃園捷運藍線行經路線
隔
中央分 高鐵桃園站與中壢之另一聯外道
隔
路
標線分 蘆竹與大園之聯絡道路
隔
中央分 桃園市與蘆竹水尾地區之聯絡道
隔
路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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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第三章

本計畫區及周邊地區交通系統現況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二、軌道系統(參閱圖 3.2-7)
軌道運輸系統包含高速鐵路、機場捷運及規劃中之航空城捷
運等，茲針對本計畫區相關軌道運輸系統現況加以說明。
(一)高速鐵路
高鐵自 96 年 1 月 5 日開始營運，為臺灣西部另一重要
軌道運輸系統，沿線共設置 12 處車站，其中台北、板橋、
桃園、新竹、臺中、嘉義、臺南、左營等 8 處車站已通車服
務，其餘南港、苗栗、彰化、雲林等 4 站預計於民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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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陸續完工營運。截至 100 年底為止，高鐵整體客座利用率
大致維持在 40%～50%之間。桃園站部份，自 96 年至 100
年總旅客量成長 168%，如表 3.2-17 所示。
高速鐵路於桃園縣境內橫跨蘆竹、大園兩鄉鎮，並於中
壢青埔設置高鐵桃園站，因鄰近桃園航空站，本計畫區即位
於高鐵桃園站北側。自 96 年至 100 年總旅客量成長 91%。
桃園站於 100 年平均進站旅客量約為 340 萬人次，為大台北
地區次高者。
表 3.2-17
旅客量(千人次)
臺北
板橋
96 年 4,085 1,549
97 年 9,035 1,977
98 年 9,547 2,077
99 年 10,765 2,501
100 年 12,131 2,957
民國

桃園
945
2,075
2,339
2,929
3,402

高鐵車站歷年進站旅客量
新竹
960
2,306
2,527
3,151
3,732

臺中
2,622
5,355
5,589
6,520
7,456

嘉義
866
1,648
1,734
1,889
2,050

臺南
1,236
2,313
2,390
2,660
2,908

左營
3,293
5,873
6,145
6,524
6,993

總計
15,556
30,581
32,349
36,940
41,629

資料來源：交通部高速鐵路局。

(二)捷運系統
1.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
「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建設計畫」（以下簡稱桃園
機場聯外捷運計畫）係行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
點計畫」項下之重點工作，路線自台北車站附近經臺灣桃
園國際機場二期航站、高鐵桃園車站至中壢中豐路與環北
路口，全長約 51.47 公里，共設 22 座車站及 2 處機廠，
其中，15 座車站及 2 處機廠屬桃園縣轄區。三重至中壢
路段（長約 47.4 公里）預定民國 102 年 2 月完工，民國
102 年 10 月商業運轉；三重至臺北車站特定專用區路段
（長約 4.1 公里）預定民國 103 年 8 月完工，民國 103 年
10 月商業運轉。全計畫竣工期限預定為民國 104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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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範圍內，計有 A11、A12、A13、A14、A14a、
A15 及 A16 等 7 站，後續通車後，機場捷運將成為大台
北地區及桃園地區轉乘往桃園機場間重要的機場聯絡軌
道系統。
2.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綠線(航空城捷運線)
航空城捷運線可行性研究報告業於民國 100 年 8 月 8
日經行政院經建會原則同意，其路線規劃北自航空城特定
區，行經桃園縣大園鄉、蘆竹鄉、桃園市與八德市等 4 個
鄉鎮市，提供桃園都會區東側主要廊帶之交通運輸服務。
路線全長約 29.3 公里、設 20 座車站(地下車站 10 座與高
架車站 10 座)。
為能優先與機場捷運線銜接轉乘，經評估建議優先興
建介壽路和平路口（G04）車站至機場捷運線坑口(A11)
站之路線，由八德大湳經桃園車站、桃園中正藝文特區、
蘆竹至航空城自由貿易港區，可分別於桃園站（G07）、
橫山站(G18)、坑口站（G32）與台鐵捷運紅線桃園站及機
場捷運線橫山站(A16)、坑口站(A11)直接銜接轉乘，優先
構成桃園口字型軌道運輸骨幹路網。其中優先路段全長約
17.2 公里，設 13 座車站，預計民國 110 年通車。
航空城捷運線共計有 G14～G18 及 G31、G32 等 7 站
位於本計畫範圍內，其中 G32 站與機場捷運線 A11 站銜
接，G18 站則與機場捷運線 A16 站銜接。
三、空運-桃園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為北臺灣之國際空運門戶，亦為桃園航空城發
展之核心，平面配置如圖 3.2-8。自民國 76 年開始，因開放天空
政策與全球經濟快速成長，國際航空客運量有較顯著之成長，如
圖 3.2-9，於民國 96 年成長至 2,343 萬人次，惟民國 97 年因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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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風暴影響，運量降至 2,187 萬人次。在機場貨運方面，如圖
3.2-10，民國 68 年～民國 83 年年平均成長率為 11%，其後年平
均成長率約為 13%，此外轉口量於民國 90 年起大幅成長；民國
94 年～民國 95 年機場貨運總量約為 168～169 萬公噸，爾後，
微幅下滑並於民國 97 年全球金融風暴時降至 148 萬公噸。惟隨
著國際金融風暴危機之緩解以及兩岸直航帶動之效應，航空客、
貨運量於民國 99 年起迅速回升並達歷年來新高之 2,500 萬人次
與 178 萬公噸。
N

圖 3.2-8

桃園國際機場現況平面圖

資料來源：交通部民航局

四、海運-台北港
台北港位於新北市八里地區淡水河口西南岸，以省道台 15
線及台 64 線為主要聯外道路，距桃園國際機場約 18 公里。台北
港以發展為「基隆港之輔助港」
、
「北部地區主要遠洋貨櫃港」為
定位，期補足基隆港天然條件不足之限制，提供臺灣北部地區貨
物海運之充分服務能力，以因應北部地區進出口貨櫃成長需求，
減少北櫃南運的現象（減輕內陸運輸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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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第三章

桃園國際機場歷年客運成長趨勢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圖 3.2-10

桃園國際機場歷年貨運成長趨勢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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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港陸域面積 1,031 公頃、水域面積 2,071 公頃，總面積
為 3,102 公頃，水深可達 14 公尺，港區用地全以填海造陸方式
取得，共分 3 期工程興建，總計規劃 59 席碼頭(包含營運碼頭 48
席及非營運碼頭 11 席)，如圖 3.2-11。第一期工程已於 87 年完工，
刻正進行第二期工程，預計至 103 年前將有碼頭 28 席(營運碼頭
19 席、港勤公務碼頭 9 席)，屆時每年可裝卸貨櫃約 235 萬 TEU，
將超越基隆港目前貨櫃吞吐量；第三期工程預定於 110 年完工，
屆時將共有碼頭 46 席(營運碼頭 35 席，港勤公務碼頭 11 席)，後
續則視未來海運發展需求、經營環境與民間投資意願等因素，檢
討修訂遠期發展計畫。

圖 3.2-1

台北港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套彙周邊都市計畫與計畫區主要幹道、高速公路、軌道運輸
等系統之關係，綜理計畫區周邊進出動線與系統如圖 3.2-1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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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2

第三章

計畫區周邊運輸動線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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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一、土地使用現況
機場第三跑道預定地之東側現況有方厝、竹圍、海口等較密
集之既有聚落(如圖 3.2-13)、建物分佈，且有后厝國小、沙崙國
小、北區綜合展覽館、第二十公墓等公共設施，其餘土地則為農
業用地、河道、埤塘及零星住宅；桃園國際機場東側有零星住宅
社區及停車場；南崁溪東側為既有自由貿易港區；高鐵以北為軍
機跑道及海軍基地，周邊為具歷史價值之空軍黑貓中隊相關建物
(空軍照相技術營隊、前空軍三十五中隊飛機棚廠)；其餘地區則
多為農業使用，如表 3.2-18 及圖 3.2-14。

圖 3.2-13

計畫區內既有聚落分佈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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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項目
住宅使用
商業使用
農業使用
工業使用
倉儲使用註 1
道路
總計

面積
(公頃)
128
65
1938
182
55
218

第三章

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佔比
(%)
2.67
1.36
40.45
3.80
1.15
4.55

項目
桃園國際機場註 1
海軍桃園基地註 1
學校
埤塘註 1
河川
其他註 2

面積
(公頃)
1128
434
17
140
157
329
4791

佔比
(%)
23.54
9.06
0.35
2.92
3.28
6.87
100.00

註 1：上表分類參考國土空間利用調查之分類方式，惟考量本計畫地區特性，遂新增桃園國際機
場、海軍桃園基地、埤塘、倉儲使用等項目。
註 2：其他包括宗教設施、加油站、墳墓、停車場、養殖場、空地等。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圖 3.2-14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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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使用
茲以民國 99 年實測之地形圖，分析計畫區範圍內之建築物
樓層結構分布情形。
(一)建物結構
建物結構以鋼筋混凝土為主，面積約 226.40 公頃，面
積比例約 65.16%，其次為鐵棚建物，面積約 28.35%，如表
3.2-19。
表 3.2-2
建物結構

建物結構統計表
面積(公頃)

面積比例(%)

22.55
226.40
98.52
347.47

磚造(B)
鋼筋混凝土(R)
鐵棚(T)
合計

6.49
65.16
28.35
100.00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二)建物樓層
計畫區內建物樓層以 1-2 樓為主，佔建物面積之 73%，
其次為 3-4 樓，佔總面積 18%，如表 3.2-20。
表 3.2-3
建物樓層

建物樓層統計表

面積(公頃)

1-2 樓
3-4 樓
4-6 樓
7 樓以上
合計

面積比例(%)

254.71
62.72
21.05
8.99
347.47

73.30
18.05
6.06
2.59
100.00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三、土地權屬及公告現值
本計畫區之土地權屬以私有土地為主，如圖 3.2-15，面積合
計 2,570 公頃，約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54%；公有土地包括桃園國
際機場、海軍桃園基地、道路、高速公路、捷運、鐵路、埤塘、

3-54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3.docx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第三章

水圳、河川等，約佔總面積 46%，如表 3.2-21，公告現值如表
3.2-22 及圖 3.2-15。
表 3.2-4

計畫區土地權屬面積表

項目

公有

面積(公頃)

佔總面積比例(%)

2,044
61
43
73
2,221
2,570
4,791

中華民國
桃園縣
桃園縣大園鄉
未登錄土地
小計
私有
總計

42.67
1.27
0.90
1.52
46.36
53.64
100.00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表 3.2-5
公告現值(元/㎡)

計畫區土地公告現值面積表
面積((公頃)

0 至 10,000
10,000 至 15,000
15,000 以上
總計

3,534
119
1,138
4,791

佔總面積比例(%)
73.77
2.48
23.75
100.00%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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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屬

土地公告現值

圖 3.2-15

計畫區權屬及公告現值分布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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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現況
一、下水道系統
桃園縣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戶共 22,479 戶，公共污水下水
道普及率為 4.49%，內政部營建署與桃園縣政府目前正在積極推
動板新水場保護區及桃園地區污水管線與污水處理廠的設置，目
前共規劃完成 5 座污水處理廠，其中，位於板新水源保護區 3 座、
桃園地區 2 座，規劃管線長度約 189 公里。
距本計畫區最近者為桃園水資源回收中心(BOT 招商中)，未
來其污水管線收集範圍擴大至桃園修訂計畫、縱貫公路桃園內壢
間都市計畫區、南崁新市鎮都市計畫區、龜山都市計畫區、八德
大湳都市計畫區、八德(含八德擴大)等六個都市計畫區之污水，
如圖 3.2-16。
二、用水系統
桃園縣主要水源為石門水庫，其集水面積 763.4 平方公里，
總蓄水量為 30,912 萬噸，有效容量為 20,908 萬噸，是桃園地區
主要公共給水、灌溉用水來源，且為具灌溉、發電、公共給水、
防洪、觀光等多目標功能之水利設施。
桃園縣之自來水系統屬臺灣自來水公司第二區管理處管轄
範圍，而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範圍內之自來水配水設施則分屬大
園服務所、中壢服務所及桃園服務所之轄區。
自來水普及率係以「實際供水人口數/行政區域人口數」為
計算基礎，民國 99 年底桃園縣自來水普及率已提升至 94.69%。
有關桃園縣及本計畫區所在鄉鎮市之自來水普及率如表 3.2-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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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廢水處理廠

大溪水資源回收
中心
石門水資源回收
中心

圖 3.2-16

桃園縣污水系統設施概況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表 3.2-6

桃園縣及計畫區所在鄉鎮自來水普及率一覽表

人口數(人)
普及率(%)
行政區域人口數(A) 供水區域人口數 實際供水人口數(B) B/A×100
蘆竹鄉
142,120
142,120
140,017
98.52
大園鄉
81,966
76,473
71,185
86.85
桃園縣
2,002,060
1,983,082
1,895,703
94.69

鄉鎮市別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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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農業用水
1. 用水供給
桃園地區之農業灌溉水源包括石門水庫、河水堰、地
下水、埤塘等。取自石門水庫者約48%，其中，桃園、光
復灌溉區以北以及石門灌溉區分別由「桃園農田水利會」
及「石門農田水利會」管理經營；其餘52%之農業用水，
於本計畫區範圍內均靠境內之新街溪、老街溪、社子溪、
南崁溪、埔心溪以及各溪支流引水灌溉或利用河水堰攔截
上游地面逕流水和回歸水取水。
按桃園農田水利會及石門農田水利會85年度引用水
源及水量資料估計，桃園縣水圳年平均引水量為14.05億
噸。
2. 用水需求
因農業用水可由河圳、埤塘及地下水汲取，且配合近
年休耕政策之推動，農業用水需求逐年減少；預期航空城
開發後，因部分農業用地釋出，農業用水需求將進一步降
低，因此，未來可視水資源供給狀況，適度調配農業用水
供產業使用。
(二) 自來水系統
1. 自來水供給
依水利署規劃，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106
年底完成後，原供應板新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區
，加上本計畫徵收農業用地約2,518公頃變更為都市用地
後，石門水庫供應農業用水減少量亦為可能之水源，屆時
將由北水局重新調整石門水庫配水量檢討因應需求。
2.自來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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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來水用水包括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兩部份。依經濟
部水利署統計資料顯示，桃園縣98年自來水總用水量
37,181.92萬噸，平均用水量達101.87萬噸/日，其中，民生
用水約71.85萬噸/日，工業用水約30.02萬噸/日。而依「臺
灣北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以中成長預估桃園縣至
目標年110年總用水需求量為136.3萬噸/日。
(1) 民生用水
依經濟部水利署
98 年民生用水統計
資料顯示，桃園縣民
生用水每日 71.85 萬
噸，平均每人每日用
水量 375 公升，已超
過「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訂定之節約用水標準 250
公升，應檢討水源之運用。
(2) 工業用水
因高科技產業及精密工業如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精密/光學/醫療器材及鐘錶製造業發展之影響，桃園縣
工業用水需求增加，依經濟部水利署 98 年桃園縣平均
工業用水量統計資料顯示，平均每日工業用水量高達
30.02 萬噸，約 70.40 噸/日/公頃。
(3) 航空城用水計畫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業經內政部核定並於
99.04.30 公告實施在案。該計畫生活、產業總用水量 4
萬 CMD，建議「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於
民國 110 年新增用水總量 4 萬 CMD 不變之前提下，酌
予調撥生活、產業等用水，以符實際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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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力設施
臺灣電力公司自 91 年啟動第六輸變電新擴建計畫及第六輸
配電路新擴計畫，短、中期目標將解決北部地區用電供需差距過
大的缺口，中、長期目標則推動興建公、民營電廠及輸配電線路
的更新與興建，以達到全省供需電力平衡。
桃園地區主要電力來源為石門發電廠、義興發電廠、國光發
電廠、大潭發電廠及海湖發電廠，因應近年產業發展需求，94
年 11 月配合臺電六輸計畫擴建新配管線工程，並於蘆竹鄉增設
長安變電所，原蘆竹鄉臺日、五惠臨時變電所於 95 年初拆除，
該變電所主要負擔大園菓林地區及南崁地區穩定電源供給，詳圖
3.2-17 所示。

圖 3.2-17

桃園縣電力設施配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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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既有電力設施
目前本計畫區範圍外有二座變電所，範圍內為桃園國際
機場內部電力供應系統；合計主變裝置容量 170MVA，最高
負載容量 117MW，主變平均利用率為 68.8%，主變平均利
用率偏高，惟五權配電變電所於 100.08 加入運轉並陸續取
載後，業可有效舒緩主變負荷，如圖 3.2-18。
1.大園二次變電所：主變裝置容量 25MVA 共計 2 台，97 年
最高負載容量約 42.3MW，主變利用率 84.6%，主要供應
大園工業區內用電需求。
2. 長 發 配 電 變 電 所 ： 配 合 桃 園 航 空 客 運 園 區 用 電 量
20,000KW 需求而興建，主變裝置容量 60MVA 2 台，甫於
97 年 10 月 16 日加入系統運轉，目前陸續取載中，預估完
成取載後主變利用率為 62.3%。
(二) 興建中電力設施
因應桃園航空貨運園區及高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區之
開發，已規劃三處變電所，提供高鐵桃園車站特定區、捷運
沿線及大園(菓林地區)都市計畫區穩定電源；目前五權配電
變電所已加入運轉並陸續取載中，俟 102 年福海、青埔變電
所等 2 所加入系統後，預估主變平均利用率為 52.1%，主變
尚能負荷。
1. 五權配電變電所：配合高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區用電需求
而建，主變裝置容量 120MVA 1 台、60MVA 1 台，甫於
100 年 8 月 25 日加入系統運轉，目前陸續取載中。
2. 福 海 配 電 變 電 所 ： 配 合 桃 園 航 空 貨 運 園 區 用 電 量
35,000KW 需求而興建，預估 102 年加入運轉。
3. 青埔配電變電所：配合高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區用電需求
而興建，工程進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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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周邊電力設施配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四、殯葬設施
(一) 殯葬設施之現況
計畫區內公墓共計 6 處，面積計約 4.6 公頃，如表 3.2-24
及圖 3.2-19，茲就所屬行政區位，分述如下：
1.蘆竹鄉行政轄區範圍內現有第 6、7 號公墓 2 處，為傳統
輪葬區，目前尚無相關遷葬計畫。因應本計畫區未來發展，
待蘆竹鄉第 18 號公墓完成開發，第 6、7 號公墓應評估檢
討禁葬、遷葬相關議題。
2. 大園鄉行政轄區範圍內現有第 7、10、11、20 號等公墓 4
處，因應本計畫區未來發展，建議應將此 4 處公墓遷移他
處公墓或納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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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9 計畫區周邊殯葬設施分布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表 3.2-7
公墓
第 6 公墓
蘆竹 第 7 公墓
小計
第 7 公墓
第 10 公墓
第 11 公墓
大園
第 20 公墓
合計

小計
--

面積(㎡)
3,915
9,364
13,279
9,225
9,326
1,717
12,559
32,827
46,106

計畫區內公墓綜整表
座落土地
蘆竹段 106、105-9、105-2 地號
蘆竹段 84 地號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988,987 地號
埔心段 1273-1.1273.1272 地號
埔心段海豐坡小段 162,170-1 地號
沙崙段沙崙小段 172、竹圍段海方
厝小段 88、90、93 地號
---

備註
禁葬
禁葬
-禁葬
禁葬

---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二) 後續公墓設施處理建議

3-64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3.docx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第三章

因應國人喪葬習慣之改變，目前公墓處數與面積逐年漸
減，而納骨塔設施需求增加；本計畫區內現有殯葬設施散佈，
建議後續應朝遷移或公墓公園化方式處理，搭配環保多元化
自然葬法如樹葬、海葬之推廣，以減少土地及經濟資源之負
擔，達到兼顧環保與經濟節約目的。
五、警政設施
(一) 警察局
目前計畫區之警政屬大園分局管轄，並設有三菓、竹圍、
埔心派出所，相關面積及人數詳如表 3.2-25 所示。
表 3.2-8

計畫區內派出所用地一覽表

使用單位

門牌地址

面積(㎡)

使用人數

竹圍派出所
三菓派出所
埔心派出所

大園鄉竹圍村竹圍街 10 號
大園鄉三石村三和路 25 號
大園鄉埔心路 1 號

1,892.0
1,009.0
1,531.0

16
15
16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二) 航空警察局
隸屬於內政部警政署，在執行民用航空業務時，受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之指揮監督，主要負責機場區域緊急事故或災
害防救、機場區域犯罪偵防、安全秩序維管、機場涉外治安
案件、搭機攜帶物件及貨物安檢等。
六、消防設施
目前桃園縣消防局於每個市鄉鎮視轄區人口密集程度與土
地面積等實際需要，均設有一個以上的消防分隊。計畫區範圍內，
西側為大園消防分隊、北側為竹為消防分隊及航務組消防隊，範
圍外有 1 處山腳消防分隊(東側)，如圖 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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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0

第三章

計畫區周邊警政消防設施分布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七、文教設施
學校部份，計畫區範圍內有 6 處國小及 2 所國中，分別為后
厝、沙崙國小、竹圍國小、陳康國小、埔心國小、圳頭國小、山
腳國中及大園國中，面積共計 9.8 公頃，學生數約四千四百餘人，
相關學生班級數及學生數如圖 3.2-21；展演設施方面，計畫區內
現有 2 處綜合展示館及航空科學館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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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
后厝國小
沙崙國小
竹圍國小
陳康國小
埔心國小
圳頭國小
山腳國中
大園國中
合計

校地面積(公頃)
1.27
0.75
1.09
1.56
2.42
1.85
2.71
4.87
16.52

圖 3.2-21

第三章

班級數
7
6
22
6
18
12
22
68
161

教師數
14
13
37
13
30
19
50
149
325

學生數
169
129
541
58
450
249
701
2,148
4,445

計畫區學校與展演設施分佈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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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環境負荷分析
一、整體環境之負荷壓力
依據國科會永續發展研究推動委員會自民國 87 年推動之
「永續臺灣的願景與策略」研究計畫，分析過去數年間臺灣目前
在永續發展上所面臨的危機，包括了(1)環境持續污染；(2)自然
資源破壞；(3)經濟、產業與社會壓力上升；(4)經濟發展失衡與
瓶頸；(5)制度回應與政策欠積極；(6)國家永續發展整體策略不
明確；(7)環境資料庫現況殘缺不全等。以下摘錄環境白皮書相
關內容，作為評估參考。
(一) 河川水質
以臺灣地區 50 條重要河川為例，未受污染河段占
64.2%，輕度污染河段占 9.9%，中度污染河段占 19.7%，嚴
重污染河段占 6.2%。94 年未受污染河段較 93 年增加 0.7%，
嚴重污染河段較 93 年減少 1.5%。環保署為改善及維護我國
水體環境品質，持續打造宜人樂活之水環境，經規劃完整方
案據以執行，歷「先期污染改善示範計畫(含河川綠美化、
養猪拆除補償及飲用水水質保護)」
、90-93 年執行「臺灣地
區河川流域及海洋經營管理方案」、94-96 年執行「河川及
海洋水質維護改善計畫- 第一期」及 97-100 年執行「河川
及海洋水質維護改善計畫-第二期」等多項計畫，河川污染
嚴重污染長度已見縮短，長度比例由 77 年 11%，經 85 年
14.5%，縮短至 99 年尚餘 5.5%(約 161.4 公里)。惟民眾仍
有高度期望提升河川水質的潔淨和擁有優質的親水環境，相
關環保單位亦需戮力配合，達成民眾需求與期許。
(二) 土地資源
臺灣地區地狹人稠，土地資源有限，94 年平均每平方
公里人口密度高達 612 人。且近幾年來國家建設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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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持續成長，各種產業競用土地資源日益劇烈，因此決定
土地利用類別的條件，往往不是以該土地的生態限制使其最
適用途，而是由最具競爭力的行為者獲得使用權，因此常會
導致不應發生的生態破壞現象；加上土地資源的有限性，促
使各種土地利用之間，沒有緩衝區的存在，互不相容的土地
利用類別比鄰的狀況，致使某些土地利用類別的品質下降。
(三) 環境污染轉嫁
目前全國所面臨的最大環保課題，不僅有環境污染負荷
過重現象，也面臨環境污染的轉嫁問題，包括空間的轉嫁，
例如有害廢棄物的越境處理，或將易污染、風險高的業別移
往偏遠地區，卻未澈底改善污染排放量等；另一種是時間的
轉嫁，也就是人類為了滿足當代享受，濫用地球資源，卻把
污染的後果，轉嫁給下一代的子孫來承受；此外，還有生物
物種的轉嫁，亦即人類以自我為中心，對科學及技術抱持強
烈的信心、利用自然的經濟利益，追求豐盛的物質生活，毫
不考慮其他物種的生存，完全忽略人類僅係地球生態系統的
一環。
(四) 人口密度
由於人口大幅成長，土地面積卻是固定不變，人口密度
無可避免地遽增，由 35 年底每平方公里 169 人，至 94 年
底為 629 人，密度高居世界 1,000 萬人口以上國家之第 2
位，且大半集中於 6,000 餘平方公里之 7 大都會區內。人
口太過密集，活動時產生大量的廢氣、廢水、廢棄物、噪音
等環境污染若未能妥善處理，必定降低生活品質。
(五) 工廠設立
經濟建設之開展，首先工廠必然林立，94 年底計有 8
萬 9,883 家，每平方公里 2.48 家，1971 年底每平方公里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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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 家，短短 30 多年工廠數成長 3.2 倍。工廠運作時會產
生廢氣、廢水、廢棄物等污染，對環境均可能造成嚴重之污
染。其次國內能源消費 94 年為 1 億 809 萬公秉油當量，
較 50 年之 429 萬公秉油當量，成長約 24 倍。自 49 年代後
期開始，能源消費即以「石油產品」及「電力」為主，前者
與高污染之「煉油工業」
、
「石油化學工業」有關；後者大半
來自火力發電，而以燃煤、燃油、燃氣發電時，會產生不少
污染空氣的物質，其中硫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為導致酸雨之主
要排放源。
(六) 機動車輛
社會經濟規模成長，對交通的需求隨之擴大，道路長度
自 50 年底的 16,291 公里增至 94 年底的 38,528 公里，增加
1 倍多；而道路路面面積則於近十年內自 31,976 公頃增至
41,487 公頃，增加近三成。至於在道路上行駛之車輛，94
年底機動車輛登記數達 1,986 萬輛，平均每平方公里 549 輛，
較 50 年底成長逾 300 倍。同時期汽車運輸業的客、貨運量
分別成長約 2 倍及 55 倍，至 94 年為 160.40 億人公里及
205.36 億噸公里。機動車輛的高度成長及頻繁使用，雖帶來
了客貨流通的方便，但其排放的大量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
氮氧化物及行駛產生的揚塵，卻是造成空氣污染的主因之一；
此外，噪音亦影響公路沿線民眾之居住安寧。
(七) 航空運輸
由於經貿發展及國民所得大幅提高，觀光旅遊日興，加
上政府開放天空的政策，航空運輸也蓬勃發展，民航飛機之
起降架次 50 年為 1.1 萬架次，至 94 年達 47.9 萬架次，成長
約 43 倍，客貨量更隨之成長數百倍，頻繁之飛航噪音、振
動對機場周圍之居民生活造成困擾。
(八) 建物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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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成長及工商業繁榮，對住宅、辦公室、工廠等之需
求殷切而開展，94 年領取建築物建造執照之總樓地板面積
計有 4,320 萬平方公尺，拆除執照之總樓地板面積計有 260
萬平方公尺；此外，交通運輸發達，公路、鐵路、港埠、機
場等建設工程必同步擴增。這些營建過程中，因整地、挖打
地基、卸置建材及沙石等導致塵土飛揚，為懸浮微粒排放總
量約四成的來源。另營建工程所產生之振動及噪音等，亦產
生環境環境問題。
二、環境敏感區位查詢
考量本計畫新訂都市計畫對整體環境之影響，且為兼顧都市
發展及自然資源保育，參照「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規定之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核對相關公告
資料圖說，函詢相關主管機關確認敏感區位限制情形。茲將本計
畫區範圍所經位置之敏感區位限制詳列如表 3.2-26 及附錄一所
示，並分項說明如下。
(一)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
區」或「一般保護區」
依內政部營建署 101.11.20 營署綜字第 1010074032 號函，
本計畫區非屬臺灣沿海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
保護區」或「一般保護區」及國家重要濕地(不包含桃園埤
圳濕地)。
(二) 是否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依桃園縣政府 98 年與 100 年調查資料，計畫區範圍內
面積達 1 公頃以上埤塘計有 24 口。內政部 100 年 1 月 18
日公告「國家重要濕地」82 處並同時公告劃定範圍，其中
桃園埤圳濕地因實際範圍尚有疑義，並未公告濕地範圍，刻
由桃園縣政府辦理範圍清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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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6

1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

開 發 區 位
是否位於「臺灣沿海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或「一
般保護區」？

是 未知 否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2

3

4
5

6

7

8

9
10

第三章

是否位於河口、海岸潟
湖、紅樹林沼澤、草澤、
沙丘、沙洲、珊瑚礁或其
他濕地？

是否位於自來水水質水
量保護區？
是否位於飲用水水源水
質水量保護區或飲用水
取水口一定距離？
排放廢（污）水之承受水
體，自放流口以下至出海
口前之整體流域範圍內
是否有取用地面水之自
來水取水口，或事業廢水
預定排入河川，自預定放
流口以下二十公里內是
否有農田水利會之灌溉
用水取水口?
是否位於水庫集水區、蓄
水範圍或興建中水庫計
畫區？

□

□

■

是否位於特定水土保持
區？

□

□

■

是否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

□

□

■

是 否 位 於 獵 捕 區 、 垂釣
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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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依內政部營建署101.11.20營署綜字第
1010074032號函非屬臺灣沿海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或「一般保護區」及國家重要濕地(不
包含桃園園埤圳濕地)。
內政部100年1月18日公告「國家重要
濕地」82處並同時公告劃定範圍，其
中桃園埤圳濕地因實際範圍尚有疑
義，並未公告濕地範圍，刻由桃園縣
政府辦理範圍清查作業。
臺灣海岸地區環境敏感地帶紅樹林分
佈資料
「臺灣省沿海漁業資源保育區與珊瑚
礁分佈圖」資料
環保署「海岸濕地、沙丘、沙洲與潟
湖敏感地區之調查研究─臺灣西部海
岸資源調查與環境影響」報告及經現
地勘查結果判定。
依臺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
理 處 101.11.13 台 水 二 操 字 第
10100141980號函。
依臺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
理 處 101.11.13 台 水 二 操 字 第
10100141980號函。
1.依臺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
管 理 處 101.11.13 台 水 二 操 字 第
10100141980號函，放流口以下至出
海口前無自來水取水口。
2.依農田水利會桃園、大園及大竹工
作站灌區圖分析，鄰近河川有灌溉
用水取水口，未來污水廠預定放流
口位置選取，應先行協商。
依經濟部水利署101.11.23經水工字第
10151274030號函，非位於水庫集水
區、非位於公告之水庫蓄水範圍、非
位於興建中水庫計畫區。
依據桃園縣政府水務局101.11.23桃水
保字第1010028287號函，非屬特定水
土保持區。
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101.11.20林企字第1011622610號函，
非屬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依據土地使用分區相關資料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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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6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

開 發 區 位
是否有保育類野生動物
或珍貴稀有之植物、動
物？
11

是 未知 否

□

□

■

■

□

□

□

□

■

□

□

■

□

□

■

是否位於取得礦業權登
記之礦區(場)或地下礦坑
分布地區﹖

□

□

■

是否位於水產動植物繁
殖保育區、漁業權區、人
工魚礁網具類禁魚區或
其他漁業重要使用區
域？

□

□

■

是否位於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三條所稱之文化資
產（含水下文化資產）所
在地或保存區或鄰接
地？
12

13

14

15

16

17

第三章

是否位於國家公園、國家
風景區或其他風景特定
區？

是否有獨特珍貴之地理
景觀？
是否位於保安林地、國有
林、國有林自然保護區或
森林遊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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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1.參考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
城捷運線環境影響說明書(101.7)調
查結果無稀特有植物及具特殊價值
之植物種類，且於本計畫區範圍內
未發現保育野生動物類。
2.後續開發將依現場生態調查結果判
定。
1.依桃園縣政府文化局101.11.15桃縣
文資字第1011008462號函。經比對
計畫區範圍未位於指定登錄古蹟、
縣定遺址及內政部「臺閩地區考古
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五期)」。
2.計畫區範圍內既有大園鄉大牛稠段
大牛稠小段535、536-1地號之大園
空軍照相技術隊營舍及蘆竹鄉大竹
圍段13-10、13-11、13-13、13-14地
號蘆竹空軍三十五中隊飛機棚廠暨
減壓室附屬設施為登錄歷史建築。
1.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1.11.13觀技字
第1010036393號函，非屬「發展觀
光條例」及「風景特定區管理規則」
公告之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範圍內。
2.依據桃園縣政府101.11.13府觀產字
第1010288213號函，非屬縣級風景
特定區範圍內。
3.依據臺灣地區國家公園分佈資料及
臺灣地區國家風景區分佈資料。
計畫區範圍並無公告珍貴之地理景
觀。
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101.11.20林企字第1011622610號函，
非屬國有林事業區、保安林、自然保
護區、森林遊樂區範圍；惟是否屬國
有林地，應依土地登記謄本所載為準。
依經濟部礦物局101.11.13礦局行一字
第10100137970號函，非位屬礦區(場)
或地下礦坑分布地區或礦業保留區範
圍。
1.計畫區範圍位屬內陸地區，未位經
相關敏感區位。
2.依據「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新訂都市計畫
申請書(101.11)針對限制發展地區
或條件發展地區之初步檢核，計畫
區範圍未位於位於水產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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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6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

開 發 區 位
是否位於河川區域、地下
水管制區、洪水平原管制
區、水道治理計畫用地或
排水設施範圍？
18

是 未知 否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位於地質構造不穩
定區（活動斷層、地質災
害區）或河岸、海岸侵蝕
地帶？
19

20

是否位於空氣污染三級
防制區？

是否位於第一、二類噪音
管制區？
21

22

23

第三章

是否位於水污染管制
區？
是否位於海岸、山地、重
要軍事管制區、要塞堡壘
地帶、軍事飛航管制區或
影響四周之軍事雷達、通
訊、通信或放射電波等設
施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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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1.依經濟部水利署101.11.23經水工字
第10151274030號函，非位於中央管
河川區域內；非位於中央管區域排
水設施內；非位於已公告之中央管
河川水道治理計畫用地或堤防預定
線範圍內；位於地下水管制區。
2.依據桃園縣政府101.11.30桃水河字
第1010029800號函，計畫區範圍多
處位屬老街溪、南崁溪等縣管河川
區域範圍及新街溪、埔心溪等縣管
區域排水範圍內。
1.依據依內政部營建署101.11.20營署
綜字第1010074032號函，屬「變更
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次通盤檢討)」劃設之限制發展地
區(南崁斷層)。
2.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101.11.16經
地資字第10100072090號函，現階段
未劃定地質構造不穩定區。
3.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環境
基本資料網站查詢，本計畫區範圍
未有斷層經過。
4.本計畫區範圍未鄰近海岸線，未位
於海岸侵蝕區。
依據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01.11.21
桃環綜字第1010079375號函，桃園縣
轄各空氣污染物均屬空氣污染二級防
制區。
依據桃園縣政府100.12.14府環空字第
100612386號噪音管制區公告資料，本
計畫區範圍內蘆竹鄉山鼻村、內厝
村、長興村、蘆竹村、新莊村屬一般
地區第二類管制區。
依據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01.11.21
桃環綜字第1010079375號函，桃園縣
境內均屬水污染管制區。
1. 依經濟部水利署101.11.23經水工
字第10151274030號函，非位於海堤
區域範圍。
2.依內政部營建署101.11.20營署綜字
第1010074032號函，屬「變更臺灣
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1次
通盤檢討)」劃設之條件發展地區(重
要軍事設施管制區)範圍。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3.docx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表 3.2-26

24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

開 發 區 位
是否位於已劃設限制發
展地區（不可開發區及條
件發展區）

是 未知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位於飛航管制區﹖

25

是否位於山坡地或原住
民保留地？
26

27

28

29

30

第三章

開發基地面積是否百分
之五十以上位於百分之
四十坡度以上﹖
是否位於森林區或林業
用地？

是否位於特定農業區、山
坡地保育區、古蹟保存用
地、生態保護用地或國土
保安用地？

是否位於特定農業區經
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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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依內政部營建署101.11.20營署綜字
第1010074032號函，屬「變更臺灣
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1次通
盤檢討)」劃設之條件發展地區(重要
軍事設施管制區)範圍。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1.11.15場建
字第1010035521號函，位於「航空站
飛行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
及其他障礙物高度管理辦法」劃定之
桃園航空站禁建區、進場面、水平面
及圓錐面範圍。另亦位於「航空站飛
行場及助航設備四周禁止或限制燈光
照射角度管理辦法」所劃定之桃園航
空站禁止或限制範圍內，將依相關規
定辦理。
1.依據桃園縣政府水務局101.11.23桃
水保字第1010028287號函，非屬依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劃定之山坡地
範圍。
2. 依 據 桃 園 縣 政 府 原 住 民 行 政 局
101.11.19桃原產字第1010010429號
函，計畫區範圍非屬原住民保留地
範圍。
計畫區範圍之地形坡度分析，無百分
之五十以上面積位經百分之四十坡度
以上情形。
1.依據「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新訂都市計畫
申請書(101.11)之檢核，計畫區範圍
非位於山坡地。
依據「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
地區特定區計畫」新訂都市計畫申請
書(101.11)針對限制發展地區或條件
發展地區之初步檢核，計畫區範圍部
分用地位於特定農業區，刻依相關規
定研提重大建設計畫書送主管機關審
查，俟主管機關審查同意、行政院核
定後，變更為非農業使用。
依據「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
地區特定區計畫」新訂都市計畫申請
書(101.11)針對限制發展地區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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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6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

開 發 區 位

31

32
33
34

第三章

是否位於都市計畫之保
護區？
是否位於核子設施周圍
之禁建區及低密度人口
區？
是否位於海拔高度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
是否有其他環境敏感區
或特定區？

是 未知 否

□

□

■

□

□

■

□

□

■

□

□

■

備 註
發展地區之初步檢核，計畫區範圍部
分用地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
劃之農業用地，刻依相關規定研提重
大建設計畫書送主管機關審查，俟主
管機關審查同意、行政院核定後，變
更為非農業使用。
依據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101.11.13
桃城綜字第1010020055號函，本計畫
區範圍非位於都市計畫之保護區。
本計畫區範圍之桃園縣鄰近地區並無
核子設施，故未經過核子設施周圍之
禁建區及低密度人口區。
依計畫相關地形資料研判。
-

註：1.可明顯判定不位於上述區位者，得免附證明文件。但應於備註欄說明理由。
2.位於上述環境敏感區位或特定目的區位，應敘明法規限制並訂定相關對策。

(三) 河口、海岸潟湖、紅樹林沼澤、草澤、沙洲、沙丘、珊瑚礁
或其他濕地
1.河口
計畫區範圍均屬內陸地區，未鄰近河川出海口，故並
未位於河口區域。
2.紅樹林沼澤或珊瑚礁
根據臺灣海岸地區環境敏感地帶紅樹林分佈資料、臺
灣省沿海漁業資源保育區與珊瑚礁分佈圖資料及環保署海
岸濕地、沙丘、沙洲與潟湖敏感地區之調查研究─臺灣西
部海岸資源調查與環境影響報告及經現地勘查結果判定，
本計畫區範圍均屬內陸地區，未位於紅樹林沼澤區或珊瑚
礁區、海岸潟湖、草澤、沙丘、沙洲或其他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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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3.docx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第三章

(四)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依臺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理處 101.11.13 台
水二操字第 10100141980 號函，計畫區範圍未位於自來水水
源水質水量保護區內。
(五)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
依臺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理處 101.11.13 台
水二操字第 10100141980 號函，計畫區範圍未位於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護區及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
(六)排放廢（污）水之承受水體，自放流口以下至出海口前之整
體流域範圍內是否有取用地面水之自來水取水口，或事業廢
水預定排入河川，自預定放流口以下二十公里內是否有農田
水利會之灌溉用水取水口
依臺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理處 101.11.13 台
水二操字第 10100141980 號函，本計畫區放流口以下至出海
口前無自來水取水口。另依農田水利會桃園、大園及大竹工
作站灌區圖分析，鄰近河川有灌溉用水取水口，未來污水廠
預定放流口位置選取，應先行協商規劃避開。
(七)是否位於水庫集水區、蓄水範圍或興建中水庫計畫區
依經濟部水利署 101.11.23 經水工字第 10151274030 號
函，非位於水庫集水區、非位於公告之水庫蓄水範圍、非位
於興建中水庫計畫區。
(八)特定水土保持區
依 據 桃 園 縣 政 府 水 務 局 101.11.23 桃 水 保 字 第
1010028287 號函，計畫區範圍未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九)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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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101.11.20 林企字第
1011622610 號函，計畫區範圍未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十)獵捕區、垂釣區
依據土地使用分區相關資料研判，本計畫區未位於桃園
縣政府經管之獵捕區或垂釣區。
(十一)保育類野生動物或珍貴稀有之動植物
參考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環境影響
說明書(101.7)調查結果，本計畫區內無稀特有植物及具特殊
價值之植物種類，且於本計畫區範圍內亦未發現保育野生動
物類；後續開發階段將依現場生態調查結果進一步判定。
(十二)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所稱之文化資產（含水下文化資產）
所在地或保存區或鄰接地
依 桃 園 縣 政 府 文 化 局 101.11.15 桃 縣 文 資 字 第
1011008462 號函。經比對本計畫區範圍未位於指定登錄古
蹟、縣定遺址及內政部「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
五期)」
。計畫區範圍既有大園鄉大牛稠段大牛稠小段 535、
536-1 地號之大園空軍照相技術隊營舍及蘆竹鄉大竹圍段
13-10、13-11、13-13、13-14 地號蘆竹空軍三十五中隊飛機
棚廠暨減壓室附屬設施則為登錄之歷史建築。
(十三)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或其他風景特定區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1.11.13 觀技字第 1010036393 號函，
本計畫區非屬「發展觀光條例」及「風景特定區管理規則」
公告之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範圍內。另依據桃園縣政府
101.11.13 府觀產字第 1010288213 號函，亦非屬縣級風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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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區範圍內。此外，依據臺灣地區國家公園分佈資料，本計
畫區非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
(十四)獨特珍貴之地理景觀
計畫區範圍內並無公告之獨特珍貴之地理景觀。
(十五)保安林地、國有林、國有林自然保護區或森林遊樂區
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101.11.20 林企字第
1011622610 號函，本計畫區非屬國有林事業區、保安林、
自然保護區、森林遊樂區範圍；惟是否屬國有林地，應依土
地登記謄本所載為準。
(十六)取得礦業權登記之礦區(場)或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依經濟部礦物局 101.11.13 礦局行一字第 10100137970
號函，計畫區範圍內無礦區(場)或地下礦坑分布地區或礦業
保留區範圍。
(十七)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漁業權區、人工魚礁網具類禁魚
區或其他漁業重要使用區域
計畫區範圍位屬內陸地區，未位經相關敏感區位；依據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新訂都市
計畫申請書(101.11)針對限制發展地區或條件發展地區之初
步檢核，本計畫區範圍未位於位於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十八)河川區域、地下水管制區、洪水平原管制區、水道治理計
畫用地或排水設施範圍
依經濟部水利署 101.11.23 經水工字第 10151274030
號函，計畫區範圍非位於中央管河川區域內；非位於中央
管區域排水設施內；非位於已公告之中央管河川水道治理
計畫線或堤防預定線範圍內；僅位於地下水管制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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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據桃園縣政府 101.11.30 桃水河字第 1010029800
號函，計畫區範圍多處位屬老街溪、南崁溪等縣管河川區
域範圍及新街溪、埔心溪等縣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
(十九)地質構造不穩定區（活動斷層、地質災害區）、河岸、海
岸侵蝕地帶
依據依內政部營建署 101.11.20 營署綜字第 1010074032
號函，本計畫區屬「變更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劃設之限制發展地區(南崁斷層)，惟經依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環境基本資料網站查詢，本計畫區
範圍未有斷層經過。
另按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1.11.16 經地資字第
10100072090 號函，現階段未劃定地質構造不穩定區。此外，
本計畫區範圍未鄰近海岸線，未位於海岸侵蝕區。
(二十)空氣污染三級防制區
依據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01.11.21 桃環綜字第
1010079375 號函，桃園縣轄內各行政區之空氣污染物均屬
空氣污染二級防制區。
(二十一)第一、二類噪音管制區
依據桃園縣政府 100.12.14 府環空字第 100612386 號噪
音管制區公告資料，本計畫區範圍內大園鄉範圍均屬第三類
噪音管制區，蘆竹鄉山鼻村、內厝村、長興村、蘆竹村、新
莊村屬一般地區第二類噪音管制區。
(二十二)水污染管制區
依據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01.11.21 桃環綜字第
1010079375 號函，桃園縣境內均屬水污染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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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海岸、山地、重要軍事管制區、要塞堡壘地帶、軍事飛
航管制區或影響四周之軍事雷達、通訊、通信或放射電波等
設施之運作
依經濟部水利署 101.11.23 經水工字第 10151274030 號
函，計畫區範圍非位於海堤區域範圍。另依內政部營建署
101.11.20 營署綜字第 1010074032 號函，計畫區屬「變更臺
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劃設之條
件發展地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範圍。
(二十四)已劃設限制發展地區（不可開發區及條件發展區）
依內政部營建署 101.11.20 營署綜字第 1010074032 號函，
本計畫區屬「變更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
通盤檢討)」劃設之條件發展地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範
圍。
(二十五)飛航管制區
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01.11.15 場建字第 1010035521 號
函，本計畫區位於「航空站飛行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
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度管理辦法」劃定之桃園航空站禁建區、
進場面、水平面及圓錐面範圍；另亦位於「航空站飛行場及
助航設備四周禁止或限制燈光照射角度管理辦法」所劃定之
桃園航空站禁止或限制範圍內，計畫區規劃將依相關規定辦
理。
(二十六)山坡地或原住民保留地
依 據 桃 園 縣 政 府 水 務 局 101.11.23 桃 水 保 字 第
1010028287 號函，計畫區範圍非屬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劃定之山坡地範圍。另依據桃園縣政府原住民行政局
101.11.19 桃原產字第 1010010429 號函，計畫區範圍亦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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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保留地範圍。
(二十七)開發基地面積是否百分之五十以上位於百分之四十坡
度以上
按計畫區範圍內之地形坡度分析結果，區內並無百分之
五十以上面積位經百分之四十坡度以上情形。
(二十八)森林區或林業用地
依據「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新訂都市計畫申請書(101.11)之檢核，本計畫範圍非位於山
坡地。
(二十九)特定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古蹟保存用地、生態保護
用地或國土保安用地
依據「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新訂都市計畫申請書(101.11)針對限制發展地區或條件發展
地區之初步檢核，計畫區範圍部分用地位於特定農業區，刻
依相關規定研提重大建設計畫書送主管機關審查，俟主管機
關審查同意、行政院核定後，變更為非農業使用。
(三十)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依據「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新訂都市計畫申請書(101.11)針對限制發展地區或條件發展
地區之初步檢核，本計畫區範圍部分用地位於特定農業區經
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刻依相關規定研提重大建設計畫
書送主管機關審查，俟主管機關審查同意、行政院核定後，
變更為非農業使用。
(三十一)都市計畫之保護區
依 桃 園 縣 政 府 城 鄉 發 展 局 101.11.13 桃 城 綜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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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20055 號函，本計畫範圍非位於都市計畫之保護區。
(三十二)核子設施周圍之禁建區及低密度人口區
計畫區範圍之桃園縣鄰近地區並無核子設施，故未位經
核子設施周圍之禁建區及低密度人口區。
(三十三)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依計畫區地形資料研判，本計畫區未位於海拔高度一千
五百公尺以上地區。
(三十四)其他環境敏感區或特定區
除上述一～三十三項所述環境敏感區位外，本計畫區未
位經其他環境敏感區或特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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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土地使用相容性
按綱要計畫之指導，考量整合機場周邊土地及財務自償原則，本
計畫區得納入機場周邊之農業用地。計畫區內北側第三跑道預定地周
邊現況為非都市土地一般農業區，另本計畫區尚包含部分特定農業區
及辦竣農地重劃之地區，主要分佈於海軍機場周邊，以及高速公路西
側、高鐵北側地區，面積約 1,487 公頃，其內已有多處聚落，且未來
亦有機場捷運線及航空城捷運線通過，考量空間規劃之完整性，應予
納入整體規劃之範圍。
一、本計畫區範圍內農業土地之利用
本計畫區地理環境位處沿海地區，不宜作物生長，且近年來
因沿海不明公害、水源污染、季節性風害、農村老化、農地休耕
及灌溉渠道廢弛使農地無法耕作，生產價值低。本計畫區含括
1,031 公頃一般農業區及 1,487 公頃特定農業區，合計 2,518 公
頃，其中休耕農地面積約 906 公頃，實際從事農業生產面積約
540 公頃，剩餘土地除少部份廢耕外，其他部份為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用地、水利用地、交通用地、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國土地保安用地、遊憩用地、墳墓用地等非農業用地
及不適合從事農業經營使用之土地。
經調查該區域內農作物，以栽種稻米為主，面積約為 310 公
頃，其他作物如：葉菜類面積約為 67 公頃、牧草類面積約 63 公
頃、瓜果類面積約為 36 公頃、花卉類面積約為 26 公頃、根莖菜
類面積約為 19 公頃、藥用作物面積約 10 公頃、花菜類面積約為
3 公頃、雜糧作物面積約為 3 公頃、果樹類面積約為 3 公頃，合
計約 540 公頃，合計總產值 1 億 8,562 萬元。
桃園縣連續休耕地面積約為 6,998 公頃，102 年農委會休耕
政策改變，全年僅休耕獎勵一期，農地將恢復耕作，以目前可活
化之休耕面積 6,998 公頃，扣除區內休耕農地面積約 906 公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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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尚可活化 6,092 公頃農地可供復耕，足以彌足區域內原有糧
食生產。
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3 之 1 條：
「略以…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除零星夾雜難以避免者外，不得徵收。但國防、交通、水利事業、
公用事業供輸電線路使用者所必須或經行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
所需者，不在此限。」
；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2 之 1 條：
「略
以…本條例第 3 條之 1 第 4 項所稱行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指其
建設計畫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主管機關，針對計畫
之政策方向、總量管制、合理性及使用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無
可替代性等事項進行審查認定為重大建設，並循程序報經行政院
核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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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之同意…」。
本計畫變更開發作業涉及農業用地變更、徵收等相關議題，
因此，刻依上開法令規範，就政策方向、總量管制、合理性及使
用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無可替代性研提重大建設計畫書、農地
變更使用說明書提請主管機關審議中，其中，重大建設計畫書部
分，業於 101.12.12、101.12.25 函送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重大建設計畫予交通部審查，交通部 102.1.11 原則
同意認定本計畫為重大建設計畫，修正之建設計畫書並由交通部
於 102.1.31 交航(一)字第 1028100030 號函陳報行政院核定中；
農地變更使用說明書部分，交通部於 102.1.30 業轉請內政部核轉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審議中。
二、本計畫與周邊土地之相容性
本計畫區範圍邊界除北側第三跑道預定地，均以天然(河川)、
人文(高鐵、既有道路)為邊界，不切割既有農田之紋理，不影響
周邊農業用地之灌溉生產；北側第三跑道預定地係為配合重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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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所需，使用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後續將與農田水利會協商替
代渠道之路線，整地及道路工程將配合原有水圳改道，以提供下
游農田灌溉功能，維持北側農耕之機能；其餘計畫區範圍內之埤
塘均保留為開放空間系統，維護計畫區範圍內、外之埤塘濕地生
態系統。

3.2.8 氣候變遷衝擊及脆弱度分析
全球氣候變遷(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對都市空間結構、災
害風險之影響為新興都市發展之重要課題。本計畫為近來開發規模最
大之都市計畫區，依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領」之指導，因應
全球氣候變遷應提出相對之調適策略，以確保各項公共建設及人民財
產之安全。
一、氣候變遷可能之影響與衝擊
依據計畫區環境特性，綜整分析桃園地區歷史災害，研析本
計畫區於氣候變遷影響下之災害特性如后。
(一) 颱洪災害
臺灣屬海島型態的氣候，每年的颱風警報有 6 到 10 個
左右，颱風所造成的損失又占天然災害總損失的七成以上，
綜整近 50 年（1958～2006）颱風侵台之路徑，大致可劃分
成 9 類，如表 3.2-27。計畫區位處第 2 類侵台颱風路徑上，
此類發生比例約佔歷年颱風之 13.9%；計畫區降雨情況受第
2、3、6 類路徑颱風影響較為明顯，倘入秋（9 月）後東北
季風南下，雨勢增大，常引起水患。近年桃園縣颱洪災害造
成之災損、淹水地區之歷史災害資料如表 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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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7
分
類

颱風路徑

通過臺灣北部海面
向西或西北進行者
通過臺灣北部向西
2 或西北進行者
通過臺灣中部向西
3 或西北進行者
通過臺灣南部向西
4 或西北進行者
通過臺灣南部海面
5 向西或西北進行者
沿臺灣東岸或東部
6 海面北上者
沿臺灣西岸或臺灣
7 海峽北上者
通過臺灣南部海面
8 向東或東北進行者
通過臺灣南部向東
9 或東北進行者
10 特殊路徑
1

第三章

颱風侵台路徑分類表

比例
(%)
11.5
13.9
13.9
7.9
17.0
17.0
4.8
3.0
7.9
3.1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近年颱風如賀伯、象神、納莉、敏督利等，引發之土石
流與水患皆造成許多生命財產的損失，其原因有可能是都市
化及人口的過度集中，加上土地不當開發，導致自身脆弱度
的提升(鄧慰先等人，2005)，加上近年來地球暖化造成之全
球性氣候異常，自然災害將造成人員傷亡和地方基礎設施劇
烈 之 破 壞 。 以 2009 年 莫 拉 克 颱 風 為 例 ， 於 風 災 期 間
(8/5~8/10)6 日所帶來的總雨量，迎風面計約 20 個雨量觀測
站已累積雨量皆超過 2000mm(經濟部水利署)，此跡象為氣
候變遷致使雨量集中與水源流失的例子(張佑慈，2009)。
為降低災害風險、減輕未來氣候變遷對颱洪災害加劇之
可能影響，後續針對行經計畫區內之老街溪、南崁溪等縣管
河川以及新街溪、埔心溪等區域排水，檢視其致災可能性並
研擬相關調適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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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8
日期

颱風

第三章

桃園縣近年受颱風豪雨淹水災情一覽表
降雨量(公厘)

淹水主要區域

淹水原因

76 年 10 月 23 日 琳恩 最大時雨量：84(林口站)
八德鄉
至
颱風 最大日雨量：230(林口站)
10 月 27 日 (中度) 連續 24 小時最大降雨量：230(林口站)
總降雨量：499(林口站)
83 年 8 月 7 日 道格 最大時雨量：23(林口站)
中壢市環中東
至
颱風 最大日雨量：146(林口站)
路、榮民路
8 月 8 日 (中度) 連續 24 小時最大降雨量：171(林口站)
總降雨量：209(林口站)
85 年 7 月 31 日 賀伯 最大時雨量：23(林口站)
中壢市、大園
至
颱風 最大日雨量：143(林口站)
鄉、觀音鄉、平
8 月 1 日 (強烈) 連續 24 小時最大降雨量：153(林口站) 鎮市、楊梅鎭
總降雨量：165(林口站)
87 年 10 月 15 日 瑞伯 最大時雨量：24(桃園站)
桃園市桃鶯路、
至
颱風 最大日雨量：127(桃園站)
龜山鄉迴龍地
10 月 16 日 (中度) 連續 24 小時最大降雨量：153(桃園站) 區、平鎮市
總降雨量：280(桃園站)
90 年 9 月 16 日 納莉颱 最大時雨量：35(桃園站)
桃園市、八德
至
風
最大日雨量：209(桃園站)
市、龜山鄉、平
9 月 18 日 (中度) 連續 24 小時最大降雨量：295(桃園站) 鎮市、龍潭鄉、
總降雨量：767(桃園站)
中壢市、大園
鄉、蘆竹鄉
93 年 6 月 28 日 敏督利 最大時雨量：53(八德站)
桃園市、八德
至
颱風 最大日雨量：138(八德站)
市、平鎮市、龍
7 月 2 日 (中度) 連續 24 小時最大降雨量：138(八德站) 潭鄉
總降雨量：276(八德站)
93 年 8 月 23 日 艾利 最大時雨量：50(大溪站)
桃園市、八德
至
颱風 最大日雨量：327(大溪站)
市、龜山鄉、平
8 月 25 日 (中度) 連續 24 小時最大降雨量：327(大溪站) 鎮市、龍潭鄉、
總降雨量：588(大溪站)
中壢市、大園
鄉、蘆竹鄉
96 年 10 月 04 日 柯羅莎 最大時雨量：63(復興站)
大溪鎮、平鎮
至
颱風 最大日雨量：282(復興站)
市、龍潭鄉、中
10 月 07 日 (強烈) 連續 24 小時最大降雨量：365(復興站) 壢市、
總降雨量：711(復興站)
98 年 8 月 5 日 莫拉克 最大時雨量：26.5 (大溪站)
桃園市、大溪鎮
至
颱風 最大日雨量：76.5 (桃園站)
8 月 10 日 (中度) 連續 24 小時最大降雨量：76.5(桃園站)
總降雨量：238 (桃園站)
101 6 月 11 日至 611 洪 最大時雨量：123 (楊梅站)
桃園市、中壢
年
6 月 12 日 水(西 最大日雨量：350(桃園站)
市、平鎮市、楊
南氣 連續 24 小時最大降雨量： (桃園站) 梅市、八德市、
流)
總降雨量：510.5(桃園站)
龜山鄉、蘆竹
鄉、大園鄉等

排水不良

排水不良

排水不良

排水不良

排水不良
雨量過大

排水不良
雨量過大

排水不良
雨量過大

排水不良
雨量過大

降雨量大
且降雨集
中
降雨量大
且降雨集
中

資料來源：1.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2. 98 年~迄今為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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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資源
台灣屬貧水之地區，降雨時空分布不均，然而氣候變遷
導致小雨日數下降，水資源利用更形困難 (蔡勳雄，2001)，
尤其西南部由於開發早、人口密集、產業發達，對於水資源
的需求更為迫切。氣候改變最直接之影響包括水文與水資源
等，水文或水資源系統分析之水平衡關係中不論河川流量、
農業作物灌溉需水量、地下水補注量均會受到氣候變遷之衝
擊，進一步影響水資源的供需(童慶斌、游保杉、李明旭，
2008)。
就桃園縣乾旱、缺水狀況分析，民國 90 年迄今桃園地
區受石門水庫淤積影響，確有缺水情形，未來應審慎考量相
關節水節能措施。桃園縣近年乾旱、缺水事件彙整如表
3.2-29、表 3.2-30 所示。
表 3.2-29
年度

乾旱事件綜整表
說 明

北部地區因降雨量偏少，約僅歷年同時期平均值之 33%左右，各
河川流量亦同時減少，加上 4、5 月梅雨季節並無有效降雨適時補
90~
91 年 充河川及水庫水源，遂造成 91 年北部地區發生乾旱。民國 91 年初
全國各地旱象頻傳，桃園缺水相當嚴重，又以農業用水為甚。
92 年 92 年進入 7 月後，全台降雨普遍偏低，平均雨量為 53 年來最低。
春季降雨偏少，中央氣象局指出，根據海溫及大氣環流監測資料顯
95 年 示，而桃園地區缺水情形已達旱災一級狀況(公共給水缺水率達
30%以上，農業給水缺水率 50%)。
民國 99 年 10 月 23 日梅姬颱風過後，全臺灣降雨開始減少，100
100 年 年 1~2 月降雨偏少情形更為明顯，少雨導致石門水庫蓄水率快速
下降致使桃園缺水。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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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0
日期

累計雨量

85.07.31
86.08.18
87.10.16

699.7 mm
500.7 mm
515.6 mm

最高濁度
NTU
13,000
6,000
4,850

90.09.08

955.1 mm

7,100

93.08.23

974 mm

70,000

94.07.17
94.08.04
94.08.31

510.8 mm
946.9 mm
387.6 mm

18,000
59,600
42,400

第三章

缺水事件綜整表
影響供水
備註
天數
5天
減量供水
5天
減量供水
4天
減量供水
北桃園分區供水
10 天
南桃園分區供水
北桃園停水 2 天
19 天
南桃園停水 11 天
7天
普設供水站
9天
南北桃園分區供水約 7 天
6天
南北桃園分區供水約 2 天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三) 海平面上升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 2007 年指出，全球溫室
效應導致海平面升高問題，2070 年可能導致全球 136 個沿
海城市，將有受到洪害影響的風險。何明錦、詹士樑(2008)
透過 IPCC 所公佈之情境模擬模式模擬降雨顯示，氣候變遷
將可能衝擊台灣降雨、水資源，還有沿海地帶與海岸線的受
蝕與流失。曾于恆(2008)，於研究台灣周圍海域海平面變化
趨勢，發現台灣海平面上升速率為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速率
的 1.4 倍，尤其西半部因地層下陷關係，其現象更為明顯。
本計畫北側第三跑道範圍距台灣海峽尚有三公里，油庫
範圍尚距 1 公里，高程地勢約 10m~20m，未來應審慎考量
海平面上升可能的影響，規劃相關防洪措施。
二、本計畫災害特性與潛勢區位分析
依據 IPCC 的定義，脆弱度係指某個系統受氣候變遷(包括氣
候的變異性及極端情況）負面影響及無法因應的程度，脆弱度會
受到下列因子的影響：系統暴露在氣候變遷及其變化的特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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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頻率、敏感度及調適能力。
檢視氣候變遷於本計畫之災害特性與風險，本計畫範圍含括
多條河川(南崁溪、埔心溪、新街溪、老街溪)流域，雖非屬洪氾
區一級管制區、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等限制發展地區，但依經濟
部水利署出版「淡水河流域及臺北市、臺北縣、桃園縣與基隆市
淹水潛勢圖更新計畫(臺灣大學，2009)」及其公佈之淹水潛勢資
料檢視，計畫區河川周邊區域屬淹水潛勢範圍，因此，依經濟部
水利署淹水潛勢資料，套繪本計畫區降雨延時 24 小時 200mm、
350mm、450mm、600mm 之淹水情形，發現計畫區於南崁溪、
埔心溪、新街溪、老街溪周邊淹水潛勢範圍，其淹水深度、範圍
隨單日降雨強度增加而提升，其中，又以計畫區東北側南崁溪周
邊地區較為嚴重，如圖 3.2-22 所示。有鑑於氣候變遷對整體環境
之影響，具加劇洪災風險之可能，故後續將審慎思維並研擬颱洪
災害之相對應調適策略。
三、社經脆弱度分析
社經脆弱度係指特定社會族群於特定災害下受衝擊之程度
及其應變處理能力。綜整相關文獻，分析本計畫區社經災害脆弱
度因子如表 3.2-31。
本計畫區因屬新興產業型都市，將創造大量就業機會，吸引
青壯年人口移入，於進駐族群非屬特定低年齡層或老化人口或低
收入等社會弱勢族群下，進駐族群面對災害之吸收、回復能力相
對較高；惟本計畫將投入大量國家社會資本，興闢機場跑道及捷
運系統等重大公共建設並開發產專區及住商用地，因此，後續應
妥適考量氣候變遷之衝擊，針對颱洪災害特性研擬減災措施，以
降低都市發展或建設可能受災之風險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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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雨延時 24 小時，200mm

第三章

降雨延時 24 小時，350mm

降雨延時 24 小時，450mm
降雨延時 24 小時，600mm
圖 3.2-22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淹水潛勢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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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1
社經脆弱
度因子

本計畫區社經脆弱度因子彙整表
本計畫社經脆弱度特性
高脆弱度
低脆弱度

說明

於災害衝擊中吸收損
社會經濟 失與增加回復力之能
狀態(收
力；財富使社區有能
-入、政治權 力於損失中吸收、重
力、名聲) 建(快於保險、社會安
全網絡、津貼)
女性在重建上有更多
性別
的難度，包括職業、 -低收入及家庭責任
文化隔閡影響災害的
人種與
資金與高危害區域的 -種族
住宅區位
年齡

商業與
工業發展

第三章

本計畫區係為產業發展
型新興都市，人口將多
屬外來移入之青壯年人
口，非屬低收入戶等特
定弱勢族群
依桃園縣之性比例檢
視，本計畫區非屬特定
女性族群
本計畫區非屬特定種族
之都市，非本項脆弱度
因子
本計畫區發展為外來移
入人口之新興市鎮，非
屬人口老化或幼年人口
豐富之城市

極端的人口年齡結構
-影響對災害的應變

商業與工業建築的價
值、特性、密度，經
濟發展、蓬勃的工商
業發展，提升災害受
創之災損風險，以及
災後長期重建造成之
經濟損失

職業的潛在損失將在
就業損失
災害後惡化地區失業
(Employm
人數，並嚴重造成緩
ent loss)
慢災後重建
高密度之都市地區將
複雜化災時防災避
鄉村/都市 難、應變處救災等處
置，人口密集度高亦
將提升災時受創之風

1.工業：本計畫產業專用
區、自貿港區地區為高
價值集中地區，後續將
發展高密度、高價值之
機場製造、倉儲、物流、
精密加工等產業。
2.商業：自貿港區、捷運 -車站周邊商業區為金
融、商貿集中地區。
未來蓬勃的產業發展，
使本計畫區受災害後具
商業、工業損失之風
險。
依前述規模分析之推估
就業人口，本計畫區民
130 年將可創造約 12 萬
-之就業人口，倘受災將
有重大就業損失之風
險。
本計畫區將發展為產業
依賴型、人口集中之都
市，後續應妥適規劃防 -災、避難等相關收容、
避難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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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脆弱
度因子

住宅資產

公共建設
與維生設
施

租屋者

本計畫社經脆弱度特性
高脆弱度
低脆弱度

說明
險
住宅建設的價值、特
性、密度影響災後重
建與潛在損失，昂貴
的住家重建將耗資鉅
額。活動式住宅
(mobile homes)是低
回復力且可易摧毀
不完善的汙水處理系
統、橋樑、水系統、
交通設施加重災害的
潛在損失
租屋者不具備足夠的
財富購買居所。他們
亦往往缺乏重建資金
援助的相關資訊
特定的職業(資源開
採)將嚴重地受災害
影響，例如從事農
業、移民工作、重大
工業等
家中有受撫養者、單
親家庭往往僅有有限
的資源，且必須兼顧
職責並照顧家庭成
員，這些都影響回復
力與災後的重建

第三章

本計畫區非屬活動式住
宅，惟後續為引入衍生
之居住人口，將劃設大
規模之住宅，未來新興 -住宅應妥適考量洪災後
創之價值損失，及大規
模地震造成之重建資本
本計畫區為新興市鎮，
公共設施、公共管線非
-老舊窳陋之設備，非屬
本項脆弱度因子
本計畫區係屬新興市
鎮，非舊都市中心租屋
-處集中地區，非本項脆
弱度之因子

--

本計畫區後續衍生就業
人口非左列農業、重大
工業之危險族群，非本
項脆弱度因子

--

本計畫區將衍生大量就
業者移入，多屬青壯年
族群，應非受撫養、單
親之家庭結構，非本項
脆弱度因子

教育

教育連結社會經濟狀
態與高等的教育。較
低的教育將限制理解 -預警、重建資訊的能
力

本計畫區產業類型為機
場加工製造等相關精密
工業及衍生服務業人
口，低教育程度者應為
本計畫區之少數人口，
非本項脆弱度因子

人口成長

地區(縣)迅速的人口
增長將缺乏優質的住
宅，且社會服務網絡
將缺乏時間調整。新
移民對地方之不熟悉
及不適應，將影響獲
得援助或重建的資
訊，這些將增加脆弱
度

職業

家庭結構

本計畫區為人口快速成
長之都市，社區網絡、
鄰里關係將缺乏長期培 -養，為本項脆弱度高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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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脆弱
度因子

醫療服務

特殊依賴

特殊需求
族群

說明

第三章

本計畫社經脆弱度特性
高脆弱度
低脆弱度

醫療救護的提供(包
括醫師、護理院、醫
院)，是事件後降低衝
擊重要的單位。缺乏 -醫療服務將延長援助
救護的時間及長期的
災後重建
完全依賴社會服務
(照護)來生存的人，已
經在經濟和社會處邊 -緣化，並在災後需要
額外的援助

本計畫區周邊具敏盛醫
院、長庚醫院等醫療資
源，非屬左列低醫護品
質地區

本計畫區非屬左列高度
依賴、邊緣化之地區，
非本項脆弱度因子
本計畫區將衍生大量就
業者移入，多屬青壯年
族群，非左列體弱者、
制度化、過境者、無家
可歸者等族群，非屬本
項脆弱度因子

具特殊需求之族群
(體弱者、制度化、過
境者、無家可歸者)難 -以界定和衡量，其需
求通常被忽略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四、都市熱島效應之評估
目前有關都市熱島的評估研究有兩種方式，一者針對土地使
用類別變遷與氣溫差異之變化進行長期而廣泛之統計分析，一者
以數值模式針對個案加以模擬及預測。本計畫政策環評階段，相
關規劃條件仍未明確，故應以前述方式較為可行。
依據營建署 82～84 年度及 95～97 年度兩次調查、統計之結
果 ，桃園縣農、林、水利及遊憩用地面積增加約 1 萬 7 千公頃，
並以農、林用地增加約 1 萬 6 千公頃為主，對抑制都市熱島效應
有所助益。
就建築、工業等可能造成都市熱島效應的土地利用面積觀之，
以各年度總面積為基準，近十年桃園地區由 82～84 年度之 13.4%，
增為 95～97 年度 13.5%，並沒有顯著的增加；合計建築、工業
及交通等三項對都市熱島效應有增進貢獻影響的土地利用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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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增加 5 千公頃，為全縣面積的 4%，尚小於前述農、林、水利、
遊憩等土地使用面積之增加面積(1 萬 7 千公頃)。
由過去土地使用的變化來看，桃園地區都市化的趨勢並不顯
著，都市熱島現象的原因還在控制之中，因此未來開發計畫更應
依循此一趨勢嚴格管控，以防止都市熱島現象的發生或惡化。
未來航空城興建營運之後，除可分攤並紓緩現有桃園市、中
壢市甚至大台北都會區持續成長之趨勢，降低都市集中發展之熱
島效應外，因未來另將應用最新都市規劃綠化手法，提高計畫區
內公園、藍綠帶面積，甚至透過建築綠屋頂、綠牆面以及產業用
地較高比例之綠覆率，降低「建築用地」的熱排放、並提高透水
率及含水率，故對都市熱島及其負面影響應可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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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與國家環境保護政策之相關性分析
3.3.1 現階段國家環境保護政策
環保署研訂我國長程環境保護計畫，以維護生活環境之寧
適和諧、互利共生與資源永續利用，落實環境保護工作，於民
國 87 年 7 月 2 日經行政院第 2585 次院會通過實施，期盼能消
弭公害，加強前瞻性預防措施，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以確保生
物多樣性、保護環境敏感地區及資源永續利用，並配合國際環
保趨勢，因應各項國際環保公約，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一、計畫推動方向與理念
推動方向及理念，依據憲法增修條文中有關「經濟及科學技
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之揭示，以謀求全體國
民之福祉，以「臺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略綱
領」的概念及環境基本法的精神，配合未來之「國土計畫法」；
作為奠定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之基石(圖 3.3-1)。我國環境保護工作
之理念、原則及概念已十分完善，秉承憲法增修條文精神，依據
圖 3.3-2 之定位部分，制定我國國家環境保護計畫，其目的就是
要具體實踐經濟及科技發展，與生態及生活環境保護兼籌並顧的
精髓，配合「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的推動；構築我國追求永續發
展的願景。
「國家環境保護計畫」是我國環境保護工作最上位計畫，各
部會及各地方政府在推動各項措施涉及環境保護之事務時，應遵
循國家環境保護計畫的規範。且各地方環保單位，必須依據各地
區地理及人文社會環境特性提出相應地方環保計畫，協力達成國
家環境保護計畫各項指標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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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圖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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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境保護計畫理念

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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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策略
推動策略基本上可分成維護自然生態策略及推動公害防治
策略(圖 3.3-3)。
四、執行成果
國家環境保護計畫執行迄今已超過 10 年，在環保署及相關
部會與地方政府積極推動下，環保工作已有初步成效，依據該計
畫所定之近程(民國 90 年)及中程(民國 95 年)環境品質目標值，
在環境品質分項目標方面，空氣、水體、廢棄物等都能達成環境
品質目標值；其中河川水質顯著進步，嚴重污染河段至 98 年底
降至 5.9%、淡水河系嚴重污染河段至 98 年底降至 6.8%，二仁
溪降至 43.4%，為歷年水質最佳；空氣品質持續改善，空氣品質
不良比率至 99 年底降至 1.44%(扣除境外沙塵影響)與 98 年 2.87%
相較降低約五成，若和 83 年(空污費開徵前)的 6.74%相比較，則
降低約為七成九，顯示空氣污染防制措施確已發揮效果。
環境基本法已於 91 年 12 月 11 日公布施行，其中第 7 條規定中
央政府應策定國家環境保護計畫，地方政府也可視轄區內自然及
社會條件之需要來訂定地方環境保護計畫。未來重點除重新檢討
計畫中各項環保策略及執行參與機制外，將協助地方政府依據其
自然條件及環境特性，研擬具地方特色之環境保護計畫，作為地
方政府未來推動環保工作之中長程施政藍圖,目前 23 縣市所完成
之地方環境保護計畫，社會各界可至當地環保局查詢相關資料。
另由於各縣市依地方特性所訂之環境保護計畫內容、格式均有所
不同，環保署為了提昇地方環境保護計畫品質，於 92 年 4 月 17
日公告「地方環境保護計畫編審作業要點」，使得地方政府未來
改版修訂地方環境保護計畫時能有所依循，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
為臺灣永續發展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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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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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計畫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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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政府機極推動環境資源部之設置與永續發展相關工
作，整合環境資源保育、公害防制與水土林相關機關(構)，當成
立時，國家環境保護計畫應以前瞻性的理念與思維，參酌國家永
續發展願景、環境基本法以及未來之國土計畫相關法規檢討並酌
予修訂目前之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以做為未來中央部會與地方政
府推動相關環境保護政策與措施之參照。

3.3.2 環境基本法
於民國 91 年 12 月 11 日公佈實施的「環境基本法」
，與本
案相關之條文羅列如下：
一、第 1 條：
基於國家長期利益，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
護。但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不良影響或有危害之
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
二、第 6 條：
事業進行活動時，應自規劃階段納入環境保護理念，以生命
週期為基礎，促進清潔生產，預防及減少污染，節約資源，回收
利用再生資源及其他有益於減低環境負荷之原(材)料及勞務，以
達永續發展之目的。事業應有協助政府實施環境保護相關措施之
責任。
三、第 8 條：
各級政府施政應納入環境保護優先、永續發展理念，並應發
展相關科學及技術，建立環境生命週期管理及綠色消費型態之經
濟效率系統，以處理環境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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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16 條：
各級政府對於土地之開發利用，應以高品質寧適和諧之環境
為目標，並基於環境資源總量管制理念，進行合理規劃並推動實
施。前項規劃，應優先考慮環境保護相關設施。
五、第 32 條：
各級政府應加強環境保護公共建設，提升環境品質，並對受
益者或使用者徵收適度費用。事業應加強興建相關環境保護處理
設施。

3.3.3 相關環境保護政策分析
本計畫係依據「都市計畫法」、「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
大都市計畫執行要點」辦理之土地利用政策，依據前開法令規
定，都市計畫應考量環境容受力及土地使用相容性，合理規劃
土地使用、交通運輸、產業活動、及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之發
展構想。此外，本計畫參考相關上位計畫，包括「愛台 12 建設
總體計畫」、「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國土空間發
展策略計畫」
、
「變更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 」
、
「臺灣北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
「桃園縣區
域計畫」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等之指導內容辦理規劃，為
完善國土規劃管制體系之ㄧ環，而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亦為前
述上位計畫之中心理念，故本計畫係與環保署「環境白皮書」
與「環境基本法」同為提升生活環境品質，朝向環境永續利用、
規範地區合理發展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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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源需求及供給管理
3.4.1 上位計畫及相關計畫
一、上位計畫
(一) 愛台 12 建設總體計畫(行政院經建會，民國 98 年 12 月)
1. 計畫年期：民國 98 年至 105 年。
2. 計畫內容
全球化的知識經濟時代，城市區域競爭已為趨勢，各
地區應強調適性發展，並營造優質、永續的生活環境，經
濟發展則應加速智慧資本的累積，協助產業製造創新走向
研發與品牌創新。因此，該項計畫係優先投資於有利於厚
植國家競爭力的建設，藉由促進區域適性發展、建構產業
創新環境、打造城鄉嶄新風貌、加速智慧資本累積，以及
重視環境永續發展等五大基本理念，選定十二項優先建設
，並整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六大新興產業
、水患治理計畫等當前重要施政計畫，加以落實推動，達
成「活力經濟、永續臺灣」的願景及經濟發展、社會公義
及環境保護並重之目標。
桃園航空城為十二項優先建設之一，其建設目標係以
桃園國際機場為中心，規劃發展「桃園航空城」，透過機
場與周邊的配合，導入企業化經營精神，推展衍生商業、
加工製造及會展活動等，促進機場與周邊地區共榮發展，
帶動區域產業及經濟繁榮。重點項目包括推動「國際機場
園區發展條例」及成立「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
」；推動辦理「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推動桃園國際
航空城相關規劃案；整建桃園國際機場航廈；建構完善的
航空城聯外交通建設；以及推動航空產業─協助推動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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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國內外招商等六大重點項目。
3. 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1) 以桃園國際機場為中心，規劃發展「桃園航空城」
，透
過機場與周邊的配合，導入企業化經營精神，推展衍
生商業、加工製造及會展活動等，促進機場與周邊地
區共榮發展，帶動區域產業及經濟繁榮。
(2) 推動「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及成立「國營國際機
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
；推動辦理「國際機場園區綱要
計畫」
；推動桃園國際航空城相關規劃案；整建桃園國
際機場航廈；建構完善的航空城聯外交通建設；以及
推動航空產業─協助推動航空城國內外招商等六大重
點項目。
(3) 依據計畫指導原則，確立航空城周邊土地利用之發展
定位，擴大園區土地利用週邊經濟效應，帶動區域成
長。
(4) 建構完善的航空城聯外交通建設，配合現有聯外交通
系統及未來大眾運輸建設，提出改善或新增規劃方案
構想，提高土地資源使用效率及地區發展競爭力。
(二)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民國 100 年 4 月
11 日行政院核定)
1. 計畫內容摘要
透過整體產業成長及客貨運發展趨勢分析，桃園國際
機場園區之功能定位為「OD與轉運並重之東亞樞紐機場
」及「提供優質便捷之客貨流通環境，以協助我國產業發
展」，並訂定2030年桃園國際機場客運量達5,8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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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量達440萬噸、起降架次46.7萬次之規模，機場園區
土地使用配置構想如圖3.4-1。而行政院核定之相關重點如
下：

圖 3.4-1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民國 100 年 4 月

(1) 本計畫係愛臺十二建設「桃園航空城」之重要核心建
設項目，包括擴大自由貿易港區、以區段徵收方式取
得土地、辦理活用既有用地與擴建用地取得等，原則
同意。
(2) 為利後續執行及保留未來發展空間與彈性，本案機場
園區(包括機場專用區及自由貿易港區)及區段徵收之
區位、範圍，得視實際作業及財務需求，酌予調整。
相關投資建設項目、規模應配合國內外環境發展，持
續滾動檢討供給與需求。
(3) 為提升桃園國際機場營運競爭力，俾與亞太新興機場
競爭，交通部爰設立國營機場公司負責機場營運建設
與管理，今後仍需階段性增資以推動建設，並建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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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依綱要計畫督促該公司，循階段性資金需求，就
可由民間投資或自行投資部分落實檢討財務狀況，適
時提報增資計畫。
(4) 本案所提機場園區聯外道路建設，包括新闢國 2 大園
支線、桃園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公路、台 15 改道
及台 4 路口改善等，建議交通部應考量道路建設之必
要性、建設時程及道路屬性與財源等，另案報核。
(5) 為兼顧整體財務自償及區段徵收可行性，並考量整合
原機場周邊之都市計畫農業區及機場捷運車站周邊土
地開發，請交通部檢討辦理跨區區段徵收之可行性。
(6) 建議未來應嚴密掌握航空運量變化情形，並依據本案
之各項重要建設啓動門檻，適時啓動投資，使供需間
能夠密切配合，並兼顧財務與經營風險。
2. 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1) 本計畫應整合機場周邊土地，包含周邊都市計畫農業
區及機場捷運車站周邊土地開發，併同檢討跨區辦理
區段徵收之可行性，以促進整體財務自償及區段徵收
之可行性，並提升地方產業及住商整體發展與開發效
益。
(2) 機場園區聯外道路建設，包括新闢國 2 大園支線、桃
園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公路、台 15 改道及台 4 路
口改善等，皆可落實於本計畫。
(三) 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行政院，民國 99 年 2 月)
1. 國土空間結構
考量國土情勢之轉變及國土空間結構之發展，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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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創新環境，建構永續社會」作為國土空間發展的核心總
目標，提出安全自然生態、優質生活健康、知識經濟國際
運籌、節能減碳省水四大國土發展願景，並以一點多心網
絡佈局模式發展，建構中央山脈保育軸、西部創新發展軸
、東部優質生活產業軸、離島生態觀光區及海洋環帶，依
此建立北、中、南部等城市與東部等區域，以及七個區域
生活圈。參閱圖3.4-2及表3.4-1所示。

資料來源：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行政院，民國 99 年 2 月

圖 3.4-2

一點多心網絡佈局示意圖

表 3.4-1 國土空間結構階層
階層

定位

內涵

國際階層

世界網絡關鍵節點

在世界網絡中，臺灣在 ICT 研發製
造、科技創新、農業技術、華人文化、
觀光、亞太運籌門戶區為等領域佔有
重要關鍵節點地位

全國階層

三軸、海環、離島

中央山脈保育軸、西部創新發展軸、
東部優質生活產業軸、海洋環帶、離
島生態觀光區

區域階層

三大城市區域及東部 北部城市區域、中部城市區域、南部
區域
城市區域、東部區域

地方階層

七個區域生活圈

北北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
高屏、花東、澎金馬

縣市合作區域

跨域平台之縣市合作區域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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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依據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之空間結構，本計畫區範
圍位屬西部創新發展軸及北部城市區域範圍，並為國家門
戶。空間發展策略中創新與產業經濟、城鄉永續發展及綠
色與智慧化運輸等面向對本計畫之指導可歸納重點如下：
(1) 計畫區範圍之土地利用應朝向帶動區域產業與自由
貿易發展及運輸系統整體規劃之航空服務生活圈建設，
並提升國際海空港整體運籌能力、加強高速鐵路與國
際機場之連結、加速推動海空港門戶整體開發。
(2) 提升國際海空港整體運籌能力，進而強化門戶地區之
整體開發，並且加強高速鐵路與國際機場之連結。運
輸系統規劃發展藍色運輸、推動綠色人本運輸導向為
主。
(3) 針對機場園區周邊土地發展與利用，應積極結合綠色
運輸與土地使用規劃，並放寬土地使用管制項目，以
因應新興產業活動需求。
(四) 變更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 1 次通盤檢討)－
因應莫拉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內政部，民國 99 年
6 月)
1. 計畫年期：民國 110 年。
2. 計畫內容摘要
基於未來災害發生地點之不確定性，及土地使用管制
應有全國一致性等考量，變更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係以全臺灣地區為適用範圍；另
為加強區域計畫對海岸及海域地區之管理，增列海域區納
入區域計畫管制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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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之土地利用策略應積極指導土地利用型態及
空間結構作有秩序之改變，而土地資源管理策略仍以加強
土地資源保育為前提，嚴格管制山坡地、森林地區及各類
環境敏感地之開發行為，並以該類地區環境容受力，透過
績效管制方式，以為開發管理之依據。其歸納出土地使用
基本方針如下：
(1) 劃設環境敏感地，並建立資源及土地使用績效管制制
度
(2) 全面落實國土使用管制
(3) 保育優良農地資源，兼顧整體經濟發展
(4) 加強水資源保育，並管制水源地區土地使用種類與規
模
(5) 強調公平合理機制，改善土地使用變更許可制度
(6) 落實成長管理措施
(7) 落實離島永續發展，強化土地使用及部門計畫協調整
合
(8) 指定城鄉發展優先順序
以原有都市計畫地區內尚未開發土地，及都市周
邊土地為優先考量範圍；並應加速辦理都市更新，以
促進土地資源再利用。優先順序如下：第一優先：都
市計畫整體發展地區；第二優先：推動都市更新地區；
第三優先：都市計畫農業區；第四優先：新訂或擴大
都市計畫區；第五優先：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案件地
區。惟配合國家重大建設或發展重大產業需要，經檢
討已發展或待發展地區已無適當土地可利用，得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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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城鄉發展優先順序限制，但仍應儘量以都市周邊
土地為優先考量，避免過度蛙躍開發。
3. 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1) 重視並加強森林地區及海域區之管制，各類環境敏感
地間之開發行為，須規範其開發的容許限度，透過土
地使用變更許可方式，配合用途別之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以提升環境品質。
(2) 為避免土地資源浪費與及發展失序，城鄉發展應針對
土地進行整體規劃，並研擬城鄉優先發展順序，避免
蛙躍開發。
(五) 臺灣北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內政部，民國 98
年 4 月)
1. 計畫年期：民國 115 年。
2. 計畫內容摘要
北部區域是臺灣政治金融聚集之都會核心，擁有最重
要海運雙港(臺北港、基隆港)及國際空運門戶(桃園國際機
場)、完備的都會捷運網絡及生態觀光資源，隨著高速鐵
路與北宜高速公路的全線通車，已把整個北部區域整合為
半日生活圈；在未來空間結構的分工上，必需藉由區域合
作廊道的發展與建立，促進臺北市與其他核心產業城市之
間的合作，發展成為多核心的網絡結構。
「臺灣北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係以「永續
的、創新的、效率的領先都會區域帶領臺灣與全球接軌，
避免邊緣化」為宗旨，將北部區域定位為三大空間發展策
略軸，包括都會成長軸、生態保育軸、地景觀光軸三個發
展軸帶，如圖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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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臺灣北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內政部，98 年 4 月

圖 3.4-3

臺灣北部區域空間發展策略示意圖

本計畫區位於西部都會成長軸，其重點發展策略之一
為「建構臺北－基隆及桃園航空城等自由經貿門戶，提升
海空運輸服務，營造亞太樞紐位置」，海運部分朝整合型
港埠運籌管理體系發展，空運部分則需整合開發機場周邊
土地，導入商業與生活機能，提高機場周邊土地開發率，
推動國家門戶升級轉型並提升首都機能及其周邊土地功
能。
3.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1)人口總量與分派
參照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101 年「101 年至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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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臺灣人口推計」
，預估目標年 115 年臺灣地區人口總
量達 2,365 萬人，桃園縣總人口為 221 萬人。
(2)城鄉發展指導原則
A.國內既有都市發展用地供過於求，且未來人口呈零成
長趨勢，未來城鄉發展應優先使用既有都市計畫地區，
透過辦理都市更新、開發都市整體發展地區或政策引
導等方式，將居住、商業及產業等相關活動儘量引導
至都市計畫地區。
B.非都市土地則應以加強保育及永續發展為前提，維持
既有發展量，以維護鄉村地區優美自然景觀，並維持
自然涵養能力，不宜同意個案零星申請住宅社區開發，
但為改善鄉村或農村社區環境，且不增加住宅供給量
者，不在此限。
C.除依都市計畫法第 10 條至第 12 條規定應擬定都市
計畫地區，及經行政院核定之大眾運輸系統場站及其
周邊地區，得採新訂方式擬定都市計畫外，其他地區
原則不得申請新訂都市計畫。
D.倘有新增發展需求之個案特殊情形(如當地都市計畫
之發展率超過 80%者)，且無確實無法將人口引導至
其他都市計畫地區者，應以既有都市計畫農業區(非
屬優良農地者)或周邊可釋出土地為優先考量，並採
擴大都市計畫方式辦理。
(3)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指導原則
A.基於區域整體發展考量，避免零星申請新訂或擴大都
市計畫案，直轄市、縣(市)政府如確有調整新訂或擴
大都市計畫範圍需求者，應依循本計畫之指導，並視
其都市發展程度、人口成長情形、資源供給限制及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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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能力，於各該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併同研擬都
市發展政策，表明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區位、規模、
機能及成長管理措施等事項，以引導空間有秩序發
展。
B.前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所擬之整體發展構想、
都市發展總量及成長管理措施等，經徵得直轄市、縣
(市)與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同意，且於各該直轄
市、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其新訂或擴大都市
計畫申請案件無需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即得
逕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且不得零星提出個案之
申請。
(4)城鄉展優先順序
城鄉發展應以既有都市計畫地區為發展優先考量
範圍，其發展優先次序如下：
A.第一優先：以都市計畫地區之推動都市更新地區及整
體開發地區為優先。
B.第二優先：都市計畫農業區。惟應符合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對於農業區發展定位、構想及管制規定，並
應避免使用農業主管機關界定之優良農業資源生產
區。
C.第三優先：已指定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地區。
D.第四優先：得申請設施型土地使用分區變更地區。
屬興辦國防、由政府興辦且經中央主關機關認定
之重大公共設施、緊急救災安置需要者，得免受上開
城鄉發展優先順序限制。
(六) 桃園縣區域計畫(草案) (桃園縣政府，民國 99 年 8 月)
1. 計畫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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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程：民國 105 年
(2)中程：民國 110 年
(3)長程：民國 120 年
2. 計畫內容摘要
於身兼傳統工業大縣及國家門戶城市角色及面臨全
球城市競爭環境下，訂定全縣區域計畫，並提出「創意、
永續、桃花園」之發展願景，創造出具有全球競爭力的特
色城鄉。
在永續生態、永續生活、永續生產之發展原則下，形
塑「一個都會核心區、雙港聯運共榮圈、三類型生態基底
、四類型產業發展」之城鄉空間發展結構，並落實於區域
治理與十三鄉鎮市發展定位；以區域之均衡發展為理念，
型塑為北、東、西、南四個都心，如圖3.4-4：
(1) 北：政經科教都心(桃園市、八德市、龜山鄉)
(2) 東：生態休閒都心(大溪鎮、龍潭鄉、復興鄉)
(3) 南：政經科教都心(中壢市、平鎮市、楊梅鎮)
(4)西：航空物產都心(航空城及蘆竹鄉、大園鄉、觀音鄉、
新屋鄉)
3. 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1) 本計畫區位於大園鄉與蘆竹鄉，城鄉定位分別為「國
家門戶、航空城市」與「雙港樞紐、物流核心」
，屬於
四大都心之航空物產都心，應掌握愛台十二項建設推
動發展契機，積極建構航空城，並加強與台北港之雙
港聯運發展。
(2) 配合航空城建設，本計畫應優先與周邊運輸系統結合，
並進行都市生態基礎設施建設與建構藍綠網系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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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充足之自然與人為棲地，以達到「海空聯運、人本
交通、生態或低碳城市」等國際觀都市發展計畫目標
願景。

資料來源：桃園縣區域計畫(草案)，桃園縣政府，99 年 8 月

圖 3.4-4

桃園縣四大都心發展定位示意圖

(七)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桃園縣政府，民國 99 年 4 月)
1. 計畫年期：第一階段目標年為民國 110 年。
2. 計畫內容摘要(如圖 3.4-5)
桃園國際機場為臺灣銜接世界連結的重要門戶。透過
整建並擴大桃園國際機場，與自由貿易港區為發展核心，
考量產業群聚及地區特色，納入周邊特定地域，藉以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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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

圖 3.4-5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示意圖

鄰近相關之產業，並以西濱快速道路結合鄰近臺北港，推
動「雙核心」海空聯運，充分運用東北亞、東南亞兩大黃
金航圈中心的優勢，將桃園國際機場及其周邊地區打造成
亞太國際航空城。第一階段目標年為民國110年，總開發
面積達6,150公頃，期以「東亞航空轉運中心」作為國際
之基礎，建構「臺灣航空產業鏈結中心」引領航空產業發
展，並以「綠色優質環境永續生態城」作為因應全球氣候
變遷首要前導示範地區。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主要以桃園國際機場周邊土地
為規劃範圍，規劃八大功能分區，其中，機場園區包括機
場用地及航空客貨運衍生之依賴型產業區（含機場專用區
、自由貿易港區）；航空城包括航空客貨運、都市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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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聯型產業（含機場相容產業園區、經貿展覽園區、生活
機能地區、航空服務生活地區、農產加值展銷地區與濱海
遊憩地區）。另建構六軸三環發展軸帶，以交通建設串聯
各功能分區之機能進而帶動地區發展。
3. 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該計畫係以機場園區為核心，考量周邊土地使用朝向
航太相關產業，並衍生其他支援服務機能所提出的區域計
畫；並指定城鄉發展順序，以都市計畫整體發展地區為第
一優先發展地區，都市計畫農業區為第二優先發展地區，
優先擬定計畫地區(機場園區特定區計畫、A11、A15、A16
周邊地區)為第三優先發展地區，其餘非都市土地為第四
優先發展地區，整體發展策略、分區、次序與範圍，為本
計畫未來發展策略及實質發展計畫之參考依據。
二、相關計畫
(一)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交通部高速鐵路
工程局，民國 93 年)
1. 計畫年期：民國 96 年開工，預計於民國 103 年全線通車。
2. 計畫內容摘要
為改善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聯外交通，建設機場聯外捷
運系統，以連結台北車站、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高鐵桃園
車站等交通運輸樞紐，期使國際航線與國內交通網路得以
緊密結合。「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為政府既定政策及未來重要施政方針，且已報奉行政院核
定納入「愛台12－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本項建設計畫路線由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二期航站
往東經桃園縣蘆竹鄉、新北市林口、泰山、新莊、三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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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中興橋頭後進入地下段至台北車站特定專用區，往南
經高鐵特定區至桃園縣中壢市中豐路與環北路口，全長
51.03公里，共設22個車站(15處高架車站及7處地下車站)
及2處維修機廠，如圖3.4-6。預計102年10月中壢環北站（
A21站）至台北三重（A2站）段先通車，103年可通至台
北車站（A1站）、107年再與中壢火車站（A23站）相連
接。
3. 對本計畫之影響
機場捷運線穿越本計畫區，並於計畫區範圍內設有
A11至16車站，其中A12至14a車站位於機場園區範圍內；
本計畫針對機場捷運沿線與A11、15、16車站之土地，應
進行土地利用檢討，並且合理規劃土地使用及整合土地資
源。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交通部高鐵局，民國 93 年 3 月

圖 3.4-6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路線示意圖

(二) 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綠線(航空城捷運線)暨土地整合
發展可行性研究報告書(桃園縣政府，民國 100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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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內容摘要(如圖 3.4-7)
捷運綠線(航空城捷運線)目前路線規劃方案，北自航
空城特定區，行經大園鄉、蘆竹鄉、桃園市與八德市等4
個鄉鎮市，提供桃園都會區東側主要廊帶之交通運輸服務
。路線全長約29.3公里、設20座車站(含地下車站10座、高
架車站10座)，總建設經費預估約886.29億元，其中，中央
負擔約479.04億元，桃園縣政府負擔(含土地徵收補償費與
自償性經費)約407.25億元，另配合車站周邊土地開發，縣
府需優先籌措326.46億元，總計需投入733.71億元。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綠線(航空城捷運線)暨土地整合發展可行性研究報告書，桃
園縣政府，民國 100 年 8 月。

圖 3.4-7

桃園都會區航空城捷運路線方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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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優先與機場捷運線銜接轉乘，經評估建議優先興
建介壽路和平路口（G04）車站至機場捷運線坑口(A11)
站之路線，由八德大湳經桃園車站、桃園中正藝文特區、
蘆竹至航空城自由貿易港區，可分別在桃園站（G07）、
橫山站(G18)、坑口站（G32）與台鐵捷運紅線桃園站及機
場捷運線橫山站(A16)、坑口站(A11)直接銜接轉乘，優先
構成桃園口字型軌道運輸骨幹路網。其中優先路段全長約
17.2公里，設13座車站，預計民國110年通車。
2. 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航空城捷運線目前之路線規劃方案行經本計畫區之
南側，於民國110年完工通車後，共計G15、G16、G17、
G18(A15)、G32(A11)五車站位於本計畫區內，就軌道系
統之擘劃，鏈結桃園市核心並塑造本計畫區之發展引導節
點，分述如下：
(1)與桃園市核心之串聯
本計畫區可經由 G18 及 G32 與機場捷運交會之轉
運點，聯繫大園至菓林間地區，自北而南聯結至南崁、
桃園市與八德，串聯桃園國際機場之旅運樞紐，至產
業、政治、金融經濟核心，串聯桃園市整體發展之軸
帶，為新市鎮與舊都市核心鍊結之軸帶。
(2) 發展節點之引導
各捷運車站周邊土地係為本計畫區發展之節點，
藉軌道運輸樞紐之佈局，引導新市鎮之發展軸帶，後
續規劃得採 TOD 規劃理念，擘劃產業、生活、轉運、
行政等不同機能，有效引導本計畫之發展。
(3) 綠色運輸之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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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軌道系統與公車系統之結合，擴大整體大眾
運輸之軸輻與可及性，降低桃園縣自小客車旅次的需
求，建構綠色運輸系統，降低城市的廢棄物與排碳量；
併透過綠地、生態公園、南崁溪藍帶、埤塘資源的整
合，延續整體生態軸帶，併同城市的綠軸建立低碳的
生態城市。
(三) 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公路
1.計畫內容概要
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公路係屬桃園航空城交通運
輸計畫之主要聯外道路，由北至南銜接航空城東側自由貿
易港區、客貨運園區及國道1號，北自省道台61線，南至
國道1號林口交流道。路寬60公尺，為快速道路系統，服
務導向以貨運為主，預計完工後可紓緩省道台4線之交通
負荷。未來將由國道新建工程局及民航局開發，其開發期
程係屬航空城交通第1期工程，預計民國110年完工。
2. 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公路完工後，可提供計畫區
以南地區連結至國道1號，以北至省道台61線之區域性快
速交通網絡，串聯自由貿易港區、經國特區、國道高速公
路之聯結，擴大本計畫區整體聯外軸幅，塑造自由貿易港
區便捷之聯絡通道。
(四)108 線（海湖－林口）桃園航空城貨運園區聯外道路配合機
場捷運 A10～A11 站間路線調整
1.計畫內容概要
為服務大量往來台北都會區之航空貨運交通量及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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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至海湖之地區交通量，規劃108新線以疏導頻繁的客貨
運車流；而因應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於桃園縣
蘆竹鄉A10～A11站間之蘆竹機廠路段與縣道108新線平
行且相鄰，重新檢討調整縣道108新線之路線，並以機場
捷運A10～A11站間路段為主，研擬108新線（貨運服務為
主）與機場捷運線（客運服務為主）間客貨分流之規劃，
以提升桃園航空城聯外交通容量，促進區域及整體經濟發
展。
2.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108新線完工後，將改善國際機場至林口特定區之交
通量，有效疏導台四線及108線之車流，提高物流效率；
而調整108新線路線與機場捷運軌道共線，減少道路切割
，提升土地利用效能，故相關土地使用計畫應配合調整。
三、鄰近都市計畫
(一) 大園都市計畫
1.辦理歷程
大園都市計畫於民國65年發布實施，並於民國76年、
民國92年分別發布實施變更大園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第二次通盤檢討在案，依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指導辦理
之第三次通盤檢討作業，目前刻由內政部都委會審議中。
2.計畫內容
為配合桃園航空城計畫及周邊重大建設計畫之發展
，通盤檢討區內之大園都市計畫，以促進相關產業進駐，
帶動土地開發及經濟發展。依據「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
，大園都市計畫區及相鄰大園工業區係規劃為「機場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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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園區」，以發展機場相容相關產業，增加開發投資之
誘因以達成「桃園航空城」之發展目標。
(1) 土地使用分區有住宅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電信
專用區、農業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捷運設施使
用）等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計 439.29 公頃，占計畫總
面積 86.14％。
(2) 公共設施用地方面則劃設機關用地、國小用地、國中
用地、高職用地、公園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零售
市場用地、加油站用地、綠地用地、停車場用地、廣
場用地、公墓用地、捷運設施用地等，面積合計 70.71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13.86％。
3.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大園都市計畫區位於本計畫區西側，應配合本計畫檢
討其計畫區範圍，將現有屬機場使用之土地予以剔除並改
納入本計畫區範圍；依行政院對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提出之
結論，本計畫應考量大園都市計畫之發展情形，將其農業
區併同本計畫檢討跨區辦理區段徵收之可行性，以促進整
體財務自償，並提升土地使用效益。
(二) 大園(菓林地區)都市計畫
1.辦理歷程
大園(菓林地區)都市計畫於民國70年發布實施，並於
民國75年、民國91年分別發布實施變更大園(菓林地區)都
市計畫第一次、第二次通盤檢討在案，依桃園航空城區域
計畫指導，刻辦理第三次通盤檢討作業並由內政部都委會
審議中。
2.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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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桃園航空城計畫及周邊重大建設計畫之發展
，通盤檢討區內之大園都市計畫，以促進相關產業進駐，
帶動土地開發及經濟發展。依據「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
，大園(菓林地區)都市計畫區係規劃為「機場相容產業園
區」，以發展機場相容相關產業，增加開發投資之誘因以
達成「桃園航空城」之發展目標。
(1) 土地使用分區有住宅區、商業區、倉儲區、乙種工業
區、行政區、加油站專用區、產業發展區及河川區等，
面積合計 230.99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83.26%。
(2) 公共設施用地方面則劃設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園
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廣場用地、零售市場
用地、停車場用地、排水渠道用地、綠化步道用地及
道路用地等，面積合計 45.92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16.74%。
3.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大園(菓林地區)都市計畫區位於本計畫區東側，配合
航空城之推動，並依行政院對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提出之結
論，本計畫應考量大園(菓林地區)都市計畫之發展情形，
將其農業區併同本計畫檢討跨區辦理區段徵收之可行性
，以促進整體財務自償，並提升土地使用效益。
(三) 桃園航空貨運園區暨客運園區(大園南港地區)特定區計畫
1.辦理歷程
桃園航空貨運園區暨客運園區(大園南港地區)特定區
於民國87年發布實施，目前刻正辦理第二次通盤檢討作業
並由內政部都委會審議中。
2.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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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積極活絡物流與科技產業之發展，提升居民生活品
質，塑造城鄉新貌及發揮人文特色，且為了推廣亞太營運
中心計畫，有效整合機場之運作以符合國土空間發展計畫
架構，同時針對其周邊土地使用整體規劃並開發，積極達
成發展桃園國際機場成為亞太空運中心計畫，通盤檢討貨
運園區特定區及客運園區(大園南港地區)特定區。貨運園
區特定區檢討後面積45.02公頃，客運園區(大園南港地區)
特定區檢討後面積197.54公頃，合計特定區計畫面積
242.56公頃。
(1) 土地使用分區有貨運及貨物加值專用區、航空客運服
務專用區、住宅區、商業區、宗教專用區、灌溉設施
專用區、電信專用區等，合計 168.27 公頃，佔計畫總
面積 69.37%。
(2) 公共設施用地方面則劃設文中、文小、公園、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廣場兼停車場用地、機關用地、停車場
用地、變電所用地、電力設施用地、自來水事業用地、
天然氣設施用地、圾垃焚化爐用地、污水處理廠用地、
園道用地、道路用地等，合計 74.29 公頃，佔計畫總面
積 30.63%。
3.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指導本計畫區人流、物流系統主要發展軸線，並擴大
考量公共設施對本計畫之影響。後續應參考土地使用管制
及都市設計機制，研擬本計畫區適切之土地使用管制及都
市設計構想，確保區內土地具有客貨運流通集散、商務支
援服務及生活住宿等主題機能。
(四) 南崁新市鎮都市計畫
1.辦理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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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崁新市鎮都市計畫及其第一次通盤檢討分別於民
國64年、民國73年發布實施，目前刻正辦理第二次通盤檢
討作業。
2.計畫內容
(1) 計畫年期：民國 110 年
(2) 計畫面積：3,260 公頃
(3) 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劃設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
園用地、綠帶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停車場用地、
市場用地、加油站用地、變電所用地、污水處理場用
地、省立育幼院用地、藝文展演用地、殯儀館用地、
墓地用地、道路廣場用地、捷運設施用地、捷運車站
用地、鐵路用地、溝渠用地及河川用地等公共設施。
(4) 交通系統：道路系統聯外道路以南北高速公路為主軸，
並劃設六條主要聯外道路通往鄰近之海湖、竹圍、龜
山、桃園等鄰近地區。另配合劃設區內主要道路、次
要道路、出入道路及人行步道等。
3.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南崁新市鎮都市計畫位於本計畫區東南側，依行政院
對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提出之結論，本計畫應考量周邊都市
計畫之發展情形，將其農業區併同本計畫檢討跨區辦理區
段徵收之可行性，以促進整體財務自償，並提升土地使用
效益；本計畫後續規劃應考量高速鐵路以北之農業區，配
合納入本計畫區辦理區段徵收，提高整體財務自償性。
(五)高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區計畫
1.辦理歷程
「高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區計畫」係為配合「臺灣西
部走廊高速鐵路」興建計畫所擬訂之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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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年9月30日公告實施，並於94年完成區段徵收作業。該
計畫發布實施已屆通盤檢討年期，乃依據都市計畫法規定
、配合相關計畫指導，於民國98年12月發布實施第一次通
盤檢討並劃分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翌年，細部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及修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依序公告實施。
2.計畫內容概要
(1)計畫年期：民國 110 年
(2)計畫面積：490 公頃
(3)計畫內容：
臺灣高速鐵路業於民國 96 年 1 月通車營運，車站
周邊住宅區已陸續開發，惟車站專用區之附屬事業用地、
產業專用區、核心商業區等皆尚未開發。行政院經建會
於 96 年 10 月 15 日召開「研商高鐵桃園站發展定位事
宜」會議，將本特定區定位為「國際商務城」
，擬引入
國內外企業設立營運總部及展覽館；桃園縣政府刻正積
極推動之「桃園航空城計畫」，則以「經貿展覽園區」
為其發展目標，並將其列為短期發展重點區域。
第一次通盤檢討將原屬主、細合併擬定之特定區計
畫內容，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15 條、第 22 條規定以及現
行計畫劃設之內容，劃分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配合桃
園縣大園高中設校計畫，變更文中一及停一為文高一用
地外，餘皆維持劃分後主要計畫內容。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除土地使用細分，另配合檢討土地使用管制內
容。而修訂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案則於民國 100
年發布實施。
3.對本計畫之指導或影響
高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區位於本計畫區西南側，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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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城之推動，定位為經貿展覽園區，未來本計畫應考量
高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區之發展情形及發展機能，適度調
整土地使用以配合周邊都市計畫整體發展。

3.4.2 發展需求分析
一、計畫年期
本計畫為「產業為主型」之新訂都市計畫，考量整體產業發
展期程，配合桃園縣區域計畫(草案)之計畫年期，以民國 115 年、
民國 130 年為本計畫發展年期。
二、計畫人口
本計畫係配合桃園國際機場整體發展需求而擬定，故依機場
運轉衍生之產業、居住等需求，進行計畫區人口預測。
(一) 及業人口預測
按「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之桃園國際機場
客運預測量，推估機場及周邊直、間接及業人口數。
1. 及業人口乘數
以國際機場而言，平均每百萬客運量人次創造2,950
個及業機會，其中，950個、2,000個分別為直、間接及業
機會【資料來源：Michel van Wijk(2007)，Airports as
Cityports in the City-region，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centre Utrecht, Faculty of Geosciences, Utrecht University】
。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之計畫人口推估，係參考上述文
獻，以高成長(2,850)、中成長(2,400)及低成長(1,900)等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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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境之及業人口乘數估算。
本計畫依據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之設定，估算機場可
能創造之及業人口數，亦即及業人口乘數按每百萬客運量
人次創造2,850個或2,400個或1,900個就業機會估列之。
2. 客運量預估
依「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預測，桃園國
際機場於基本情境下之客運量，於130年為6,478萬人。
3. 桃園國際機場衍生及業人口
依桃園國際機場之客運量，當機場衍生就業效應朝高
、中、低不同情境成長時，目標年機場創造之及業人口數
如表3.4-2。
表 3.4-2
目標年
130 年

桃園國際機場衍生就業人口推估表
及業人數（萬人）

桃園國際機場
客運量(萬人)

低成長

中成長

高成長

(1,900)

(2,400)

(2,850)

6,478

12.31

15.55

18.46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二)居住人口預測
本計畫採用格林勞利(Garin-Lowry model)依桃園國際機
場目標年之及業人口推估引入之依賴人口及服務人口，進而
推導出目標年之居住人口，如表 3.4-3。
1. 參數說明
(1) 通勤率：45%
按 89 年、99 年人口及住宅普查成果觀之，桃園
縣通勤率於 89 年、99 年分別為 32.74%、41.69%；新
北市於 89 年為 45.84%，惟 99 年捷運路網系統建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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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至 54.65%。
考量機場捷運、航空城捷運線通車後，本計畫區
將與台北市、新北市、桃園市、中壢市串聯形成完整
捷運路網，考量軌道運輸、大眾運輸轉乘等系統之開
發與建設，可有效提升地區交通便利性與可及性，而
有利吸引鄰近都會人口通勤就業下，通勤率採 45%計
之。
(2) 依賴人口係數：2.21(總人口/二、三級產業人口)
以桃園縣 100 年總人口數(約 201 萬人)與第二、
第三級產業人口(約 91 萬人)比例計算而得(本計畫區
未來開發不引入一級產業，故不計算其產業人口數)。
(3) 人口服務比率：0.23(三級就業人口/總人口)
以桃園縣 100 年三級就業人口(約 47 萬人)與總人
口(約 201 萬人)比例計算而得。
2. 居住人口
民國 130 年居住人口介於 20.89~31.33 萬人之間。
表 3.4-3

民國 130 年計畫區居住人口推估表

項目

高成長

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客運量預估(萬人)註 1
衍生
及業乘數註 2(每百萬人次產生之及業數)
及業
人口 及業人口推估(萬人)

中成長

低成長

6,478
2,850

2,400

1,900

18.46

15.55

12.31

45

通勤率(%)
相關
人口乘數
參數
人口服務比率

2.21
0.23

推估
居住人口小計(萬人)
結果

31.33

26.39

20.89

註 1：依「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
，交通部，民國 100.04
註 2：依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之及業乘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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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人口之研訂
依前述人口推估，配合桃園縣區域計畫總量管制及相關
重大都市計畫之開發，考量未來整體發展進駐率、環境容受
力、水資源及環境品質，採低成長推估情境，研訂本計畫區
人口數民國 115 年為 12 萬人、民國 130 年為 20 萬人。
三、引入人口策略(如圖 3.4-8)
本計畫區位於桃園國際機場周邊，屬產業為主型之都市計畫，
配合國際機場擴建將衍生航空相關產業及服務業，透過大眾運輸
系統串連，並可吸引就業及居住人口移入。主要人口引入策略說
明如下。

圖 3.4-8

人口引入策略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一) 佈設產業核心，創造就業機會
佈設自由貿易港區、產業專用區，引入機場依賴產業並
鏈結傳統產業，估計至民國 130 年可創造 12 萬個就業機會，
並衍生 20 萬依賴人口進駐。
(二) 透過軌道運輸佈局，紓解大台北發展壓力
機場聯外捷運線、航空城捷運線聯結台北市、新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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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等重要都市核心，配合行政樞紐核心(A16/G18)、地
區發展核心(G16)、轉運核心(A11/G32)等重要車站節點之規
劃，透過軌道運輸系統之佈局引領大台北地區人口移入。
(三) 營塑適居都市環境，吸引在地人口遷移
透過完善規劃提供生產、生活及生態兼備的適居都市環
境，除可安置計畫區內現有 3.9 萬人口，更可吸引桃園市、
中壢市等現有發展核心飽和人口之遷移。
四、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需求推估
(一) 公用設施需求
本計畫區人口 20 萬人，依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101.01.06)」規定，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面積需求
詳下表 3.4-4。
表 3.4-4
設施
類別
學
校

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面積需求推估綜理表
檢討標準

用地需求
面積(公頃)

文小

都市計畫區內學校每生不得小於 12
㎡(註 1)

11

文中

都市計畫區內學校每生不得小於
14.3 ㎡(註 1)

22

不得低於計畫區內車輛預估數百分
之 20 之停車需求

36

超過 10 萬人口者，以不低於商業區
面積之 12%為準。

25

停車場

公園、綠
地、廣場、
體育場所、
兒童遊樂場

新市區建設地區或舊市區更新地
區，應劃設不低於該等地區總面積
10%之公園、綠地、廣場、體育場
所、兒童遊樂場用地

279

備註

車輛預估數以每
千人擁有 277 輛車
計算，每 1 停車位
以 25 ㎡計算。
總面積扣除機場
用地(1,732 公
頃)、自由貿易港區
(161 公頃)，共
2,793 公頃計算之

註 1：依「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之每生最小校地需求為檢討標準
註 2：依全縣就學學童人數佔全縣人口比例(國小人數約佔總人口之 9%，國中人數約佔總人口之
4%)推估就學學童總人數，再依「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推估學校用地需求面積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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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用設備需求
依計畫區人口 20 萬人及相關參數估算，計畫區每日所
需生活用水、污水處理、電力需求及廢棄物處理之公用需求
推估如下。
1. 計畫用水
依計畫區人口及產業發展需求估算，本計畫區水量終
期(130 年)每日 74,163 立方公尺，最大日需水量 96,412 立
方公尺，最大時需水量 148,326 立方公尺。
本計畫區所在之桃園地區，現況生活及工業用水供水
能力約 100 萬 CMD，執行中之中庄調整池一期工程及板
新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完工後，透過區域水源調度，預
計民國 107 年以後桃園地區生活及工業用水供水能力約
可提升至 135.4 萬 CMD。桃園地區公共及工業用水供需
(不含自行取水)。預估 110、120 年桃園地區趨勢中成長用
水需求分別約為 143.1、147.5 萬 CMD；節水中成長用水
需求分別約為 135.5、133.2 萬 CMD。
桃園地區趨勢中成長與節水中成長之用水需求差異
主要為預估之自來水系統漏水率(趨勢 19.01%，節水
17.35%)、生活用水之每人每日用水量(趨勢 260 公升，節
水 222 公升)。中成長用水除生活用水外， 工業用水含現
有工業區用水成長、開發中工業區用水需求(華映龍潭光
電工業區、桃園煉油廠、航空城第二期建設計畫)、編定
及報編中工業區之用水需求(亞東石化觀音二廠、觀塘工
業區、龍潭工業區、華映八德廠)。
桃園地區現況生活及工業供水主要透過調度農業水
因應。未來於相關水資源計畫完成後，藉由調配新店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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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未完全考量本計畫用水需求之情況下，供水能力可滿
足節水中成長用水需求，趨勢中成長用水需求則仍有不
足。
本計畫用水量，依經濟部水利署 102 年 3 月 1 日召開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用水
計畫書」審查會議，會議結論對本計畫用水計畫獲致共識
(每日 7.42 萬噸，572 公頃產業專用區方案)。
本案計畫用水量終期(130 年)每日 74,163 立方公尺，
最大日需水量 96,412 立方公尺，最大時需水量 148,326 立
方公尺，本計畫水源調度及供應，應依民國 101 年 12 月
18 日水利署召開「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都市計畫及用
地取得』分組－『用水計畫』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決議，
本計畫計畫用水規劃供水來源依本計畫各階段用水需求
及區域水資源開發供應情形，原則如下。
(1) 至 106 年，本計畫民生用水每日 660 立方公尺及產業
用水每日 1,100 立方公尺，經台水公司二區處表示可於
既有系統供水能力下調配供應。
(2) 至 110 年，本計畫及原「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
後水量合計為每日 16,209 立方公尺，仍低於原核定「桃
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終期(110)之額度。另
於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 107 年底完成後，
原供應板新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區(35.4 萬
CMD)，加上本計畫區內徴收農業用地約 1,938 公頃納
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應農業用水需求減少
後亦為可能之水源，屆時請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
配水量檢討因應。
(3) 至 120 年，本計畫及原「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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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水量合計為每日 49,635 立方公尺，可由前述板新地
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
計畫增供其他水源、農業用地縮小後減供水源、其他
多元化水資源開發(如再生水)及降低自來水漏水率等
措施下調度因應。
(4) 長期 120 年後之用水來源，納入水利署未來區域水資
源開發規劃整體供需考量檢討因應。
2. 污水處理廠用地
依計畫區人口估算，配合101.05.28機關協調會會議結
論，本計畫區需於南崁溪、老街溪等地勢低窪處劃設2處
污水處理廠用地。有關污水處理廠劃設選址及規劃設計建
議如下：
(1) 污水處理廠廠址宜選擇於集污區地表高程較低處，以
避免過度揚水或二次揚水。
(2) 污水處理廠應接近放流水體，以避免放流管線過長增
加建造及維修經費，且需考慮放流水承受水體是否有
其他用途，以避免影響原放流水體之功能。若能設置
接近出海口尤佳，可避免日後臭味及民眾抗爭問題。
(3) 廠址選擇時，自集污區流入至放流至放流水體，應以
同一方向減少轉彎為原則，以減少水頭損失。
(4) 污泥處理設備及前處理中心會有臭味溢出之疑慮，故
廠址之選擇應避免接近民宅或上風處。污水處理廠係
屬鄰避設施，其用地若與住宅相鄰接，應有充足綠地
隔離之。
(5) 污水處理廠周邊道路之配置應考慮機具設備、藥品、
污泥餅運搬及垃圾運棄，並需提供大型車可通行之道
路，應有側門供污泥車及垃圾車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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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廠內如設回饋設施，應有區隔之獨立出入口，並有單
獨進出道路供民眾進出。
(7) 污水處理廠之環境規劃與建築設計採綠建築、綠能永
續、景觀化之方式辦理，並考量放流水之回收再利用。
3. 變電所用地及電源供應
為確保本計畫區能有充裕、可靠及品質良好之電力供
應，經用電需求評估結果及台電公司桃園區營業處之建議
，本計畫區於基地內規劃三處變電所用地，供台電公司興
建屋內型一次配電變電所(D/S)，以供本計畫區未來高、
低壓用戶用電。
電力來源部分，本計畫已於101.12.17取得台電公司配
合同意函，核供本計畫開發後用電需求(台灣電力股份有
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D桃園字第10112002091號函，詳附
錄二)。
4. 廢棄物處理
本計畫區所產生之廢棄物可概分為一般廢棄物、一般
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三類，一般廢棄物主要由計
畫區內居住人口活動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之出入境旅客
所產生，估計約為138公噸/日；一般事業廢棄物主要由產
業專用區及自由貿易港專用區之進駐產業所產生，估計約
為147公噸/日；有害事業廢棄物評估主要由進駐產業專用
區之航空維修業及航空製造業者所產生約為9.7公噸/日。
依據八里、苗栗、溪州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營運資
料顯示，各該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目前皆有餘裕容量，
餘裕量合計約290公噸/日，而桃園縣南區焚化廠102年起
每日亦有60公噸/日餘裕量；至於桃園縣合格之公民營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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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處理機構則有8.3萬公噸/月餘裕容量，因此，就廢棄
物處理供需觀之，前述焚化廠、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之
餘裕容量應可完全處理本計畫區每日產生之一般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
故八里、苗栗、桃園縣南區及溪州垃圾資源回收(焚
化)廠可規劃作為本計畫區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之處理設施；而事業單位於有效分類其產生之廢棄物後，
可選擇委託合格之公民營清除處理機構清除處理之。至於
未來本計畫區產生之有害事業廢棄物，除送交合格甲級公
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處理外，亦可利用經濟部工業局輔導
設置於桃園縣觀音工業區之北區特殊性綜合處理中心─
水美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焚化處理設施處理之，以達處
理設施充分利用之目的。
綜上所述，本計畫區未來產生之一般廢棄物、一般事
業廢棄物及有害廢棄物皆可由既有之處理設施予以有效
處理，因此不致對鄰近地區之廢棄物處理負荷產生影響。

3.4.3 計畫構想
一、空間發展策略
(一) 掌握樞紐地位、形成發展核心，強化機場競爭優勢
1. 東向：雙港合一，創造桃園國際機場人流、物流鏈結
利用雙港模式(臺北海港與桃園空港)發揮最大物流
綜效，以西濱快速道路串聯桃園國際機場及臺北港，利用
海運運輸成本低廉優勢，及空運運輸具備時間節省優勢，
未來企業可配合實際生產需求，例如原料半成品透過海港
進口，加工製程之後再利用空港出口，透過專用聯絡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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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減少關稅成本及通關時間成本，提升企業競爭力。

2. 西向：支援大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發展新興科技軸帶
以省道台 15 線連結大桃園科技工業園區，促進發展
新興、高科技產業製造、研發重鎮，相關綠色環保、再生
能源、奈米、生技、光電、半導體等產業配合航空客運園
區發展機場相關產業互補共生，加以周邊自然環境景觀海
濱風貌豐富，未來可建構平衡的產業生態鏈，提供生活、
生態、生產平衡的高品質環境。
3. 北向：連結竹圍漁港，引導觀光人流
竹圍漁港是北桃園唯一的漁港，由於觀光漁市的熱鬧
發展，已成為深具休閒功能的觀光漁港，因應未來兩岸直
航的擴張性，航空城區域計畫將竹圍漁港發展觀光港為基
礎，設置觀光碼頭、遊艇碼頭、水上設施、漁業推廣中心
、引入觀光旅館、會議設施、度假住宅、商店街、特色餐
飲、水療養身設施、主題水陸城市樂園，本計畫區亦應積
極引導觀光人流至竹圍漁港等海濱遊憩區，以造就觀光遊
憩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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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向：推動航太產業及生活支援服務，打造航太新生活
以飛航零件研發製造與服務訓練為主，建立航空工業
維修、設計與實驗中心、航太人才培育中心、航太科技產
業專區等策略支援。捷運車站周邊土地則以TOD發展概念
，整體規劃發展為生活機能地區。
(二) 複合機能的機場城市
參考國外仁川、浦東等重要機場城市案例，莫不從單一
的運輸機能，透過前瞻與永續發展策略，逐漸調整為結合產
業、運輸、消費等複合性機能，接軌全球成為世界級機場並
發展為航空城，故就本計畫區周邊的土地規劃理念而言，亦
應朝向複合機能發展，以維機場城市發展的永續性，是以，
結合前述角色功能分析，本計畫區以產業、轉運、商業及居
住等機能為利基。
1. 轉運機能
桃園國際機場至其他亞洲機場城市之平均航程最短
，並位於東亞交通樞紐位置，以其先天優越的地理環境、
綿密的經貿網路，結合我國深厚的高科技產業基礎與世界
工廠之稱的大陸廣大製造能量腹地，擴大以人物、物流為
基本的進出，並透過與臺北港之聯運的供應鏈營運模式，
增加物流貨運量；增加自由貿易港加值腹地，吸引高附加
價值零組件及IT關聯產業進駐，整合航空貨運、物流、加
值、運籌、倉辦5大功能，發揮東亞樞紐關鍵運籌角色。
2. 產業機能
基於桃園國際機場之東亞航空樞紐定位，以及自由貿
易港區之規劃，本計畫區未來產業發展利基將包括航太產
業群、物流產業群、進出口加工組合業群、貨物承攬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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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機場依賴型產業；其中以物流、航空運輸產業為發展主
軸，以運輸導向功能為整體發展之核心，人流與物流匯集
後帶動後續經濟活動與商機。
持續推動航空工業為帶動產業升級之主軸：航太產業
強調國際分工及技術整合，設立緊鄰桃園國際機場之產業
支援機能，對航空維修、支援服務等航空工業有其必要，
航空工業與航空城結合發展，能使航空工業的推動加大誘
因與市場需求，以飛機為主體之航空工業及以飛機為運用
內容之航空城二者達到相輔相成的產業加成效果。
3. 商業機能
軌道運輸建設之擘劃下，以TOD理念之空間佈局，提
供捷運車站周邊高密度發展，塑造整體發展核心、產業及
轉運之節點，建構金融、商務貿易、娛樂餐飲之機能，服
務計畫區就業及居住人口，創造計畫區就業機會及經濟效
益，透過大眾運輸佈局及TOD理念之規劃，聯結軌道綠色
運輸及地區發展的樞紐核心，健全城市整體機能。
4. 居住機能
透過桃園國際機場、自由貿易港區及產業專用區之佈
局，創造金融、產業、貿易、物流等就業機會並衍生居住
人口，透過本計畫區生活居住空間之供給，容納本計畫區
居住人口，並藉捷運系統及交通建設之聯結適度紓緩大台
北地區飽和之人口，透過特定區居住空間之佈局，塑造大
台北地區轉型契機。
二、發展願景與目標
就國外航空城之發展成功經驗，以全球競爭之角度，從國土、
區域、跨域及桃園地區發展特性，以生態復育、生物多樣性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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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為基礎，以「領航空港‧綠色永續健康城」為發展願景，
建立減量、減碳、綠色導向的低碳城市。參閱圖 3.4-9 所示。

圖 3.4-9

發展定位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以聯繫、支援、適居、完整等四大空間發展目標，作為研擬
整體發展構想之指導依據。參閱圖 3.4-9 所示。
(一) 聯繫
策略 1. 構築完善運輸骨幹
改善地區環狀道路系統，包括既有省道台4線部分下
地、省道台15線改道，並強化道路銜接功能。規劃台15
線及台61線為海空聯運主要動線；另新增南北向貨運聯外
高架道路接往國道一號，提高貨流運輸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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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目標與策略體系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策略 2. 整合大眾運輸系統
在機場聯外捷運線、航空城捷運線之擘劃下，以公路
系統輔助軌道系統，提升大眾運輸之軸幅，並配合公車、
鐵路及高鐵之轉乘規劃，擴大綠色運輸之可及性，建立完
善大眾運輸服務路網。
策略 3. 打造國門之都意象
表現人流、物流、商流、金流與資訊流的匯集意象，
注重城市品牌之建立。
策略 4. 提供生活機能
未來除設置產業專用區外，應配合劃設住宅區、學校
、公園，作為互補共生機能。
(二)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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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 5. 提供航空後勤產業空間
發展地區鄰近國際機場，可朝航太產業發展，並推動
我國航太工業成為亞太地區飛機、發動機、系統件、零組
件之研發、製造、維修及後勤支援中心。
策略 6. 塑造優美地景
透過都市設計手法，使南崁溪、老街溪、新街溪、埔
心溪藍帶重整及埤塘活化保留。
策略 7. 保留飛航文化資產
空軍黑貓中隊(空軍照相技術營隊、前空軍三十五中
隊飛機棚廠)具特殊任務歷史，其歷史記憶應被保存，配
合歷史建築之登錄，轉化利用作為歷史記憶空間或是展演
空間，留下地區發展的歷史足跡。
策略 8. 維護地方特有地景資產
於土地開發利用同時彰顯地方特有地景保存維護之
總體價值及效益，並以進一步轉化為地方經濟資產為目的
。
(三) 適居
策略 9. 整合區域防災體系
整合桃園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桃園國際機場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聯結周邊地區既有防救災資源，提升緊急應
變救災之效能。
策略 10.提供安全生產居住環境
檢視本計畫區之災害特性，以減災(mitigaton)之思維
擘劃，於災害潛勢地區周邊留設緩衝軸帶、降低發展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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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未來大規模、複合性災害發生時造成之損失，減少
城市受災之風險。
策略 11.建立人車分離之人行系統
透過都市設計手法，指定退縮人行通廊，減少人車衝
突。
策略 12.地區景觀轉型重生
改變廢棄眷村聚落之混亂景象，改善都市景觀，建立
舒適環境。
(四) 完整
策略 13.建構低碳城市
以生態復育、生物多樣性之永續發展為基礎，建立減
量、減碳、綠色導向之低碳城市，包括埤圳與河川綠帶、
藍綠網系統、節能減碳概念並鼓勵發展綠建築、再生能源
及工業用水回收再利用，透過生態城鄉之角度建構多元生
態環境。
策略 14.都市藍綠帶串連及親近
藉由串連都市藍綠帶，形成生態循環鏈，提高居民親
綠親水之意願。
策略 15.建構完整都市計畫
縫合周邊都市土地使用機能，落實使用管制，進而活
絡地方經濟，促進都市永續發展。
策略 16.適當建立機能分區避免互擾
住宅區、產業專用區機能應加以區隔，避免其互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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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生活寧適。
三、整體發展構想
(一) 發展機能與土地使用規劃原則
綜整前述本計畫區之發展定位，期許本計畫區在具有交
通便捷區位環境中，成為生態、永續、國際觀的桃園門戶及
航空城核心，未來機場北側及現有機場範圍作為機場發展使
用；機場東側作為自由貿易發展使用；鄰近海軍機場周邊發
展為計畫區核心地區；60 分貝噪音線以北劃設為產業發展
地區(含部分商業)及公園等公共設施用地；60 分貝噪音線以
南規劃作住商發展機能；捷運車站周邊劃設為高強度之商業
中心。本計畫區引入之活動機能如下：
1.機場發展機能：配合桃園國際機場運轉及第三跑道增設等
發展使用。
2.自由貿易機能：配合外國商品進入區內從事倉儲、加工、
配銷、轉運等生產、貿易活動。
3.產業發展及支援服務機能：於 60 分貝噪音線以北發展為
航空產業、商業發展腹地，彈性容許相關支援產業進駐。
4.商業機能：以 TOD 理念於捷運線車站周邊規劃高強度之
商業機能，塑造都市發展之核心節點；部分商業機能佈設
於 60 分貝噪音線以北地區。
5.住宅機能：於 60 分貝噪音線以南及捷運車站周邊地區佈
設居住機能。
6.公共設施：依計畫發展願景提供下列公共設施，後續將依
「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各項需求面積。
(1)全國性公共設施：國際機場乙處。
(2)區域型公共設施：機場捷運及航空城捷運、體育館、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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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園。
(3) 地方型公共設施：桃園第二行政中心、圖書館。
(4)市鎮性公共設施：高中(職)、市鎮公園、活動中心、批
發市場、警察派出所、警局、消防大隊、變電所。
(5)鄰里性公共設施：包括國小、國中、托兒所、幼稚園、
廣場、綠地、兒童遊樂場、鄰里公園、加油站、零售
市場、停車場、道路系統、自來水系統、電力系統、
下水道系統、污水處理設施。
(二) 空間結構
以機場發展為核心，由主要運輸走廊延伸帶動機場園區
周邊地區之發展，分為五大空間元素，參閱圖 3.4-11 所示。
1.一個國際機場
依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提供桃園國際機場使
用土地。
2.二高二捷
二高係指國道二號及航空城北側高快速道路，因應桃
園機場未來西客東貨之運輸需求，於功能上予以區分，向
南皆可連接至國道一號。
二捷為機場捷運線及航空捷運線，前者可連接臺北都
會區及中壢都心、後者可連接桃園都心，兩者在計畫區形
成環狀系統。
3.三環三核
三環係因應機場發展需求形成三大產業環帶。內環為
自由貿易港及相關產業；60 分貝噪音線以北地區為中環，
發展為機場依賴產業；60 分貝噪音線以南地區為外環，發
展為生活及相關支援關聯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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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際機場

二高二捷

三環三核

四縱四橫

五大生態綠系

圖 3.4-11

計畫區五大空間結構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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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則分別為 A16 及 G18 車站周邊為桃園第二行政
中心所在之行政核心；G16 車站周邊地區之地區發展核心；
A11 及 G32 車站周邊為航產轉運核心。
4.四縱四橫
佈設四縱四橫共八條聯外道路，四縱自東向西分別為
縣道 108 新線、省道臺四線、機場捷運橋下道路及縣道 103
線；四橫自北向南，分為省道台 15 線、桃 5 道路、航空
捷運線橋下道路及省道台 31 線，以上八條聯外道串連區
內各個發展重點地區，並對外連接。
5.五大生態綠系
包括南崁溪、埔心溪、新街溪及埔心溪等四條水系以
及保留之埤塘與水圳，由點、線、面，配合佈設綠色開放
空間，形成多樣的生態綠色系統，提供多樣性空間。
(三)土地使用規劃構想(如圖 3.4-12)
1.機場專用區
以綱要計畫內容，將第三跑道土地及所擴充用地以及
現有機場範圍劃設為機場專用區。
2.自由貿易港專用區
依綱要計畫內容，以現有自由貿易港區及後續擴充土
地劃設自由貿易港區。
3.產業專用區
以 60 分貝噪音線以北劃設為產業專用區，佈設產業
發展用地作為航空產業發展、相關支援服務產業及自由貿
易港區擴充儲備用地，包括自由貿易港區南側、大園工業
區、大園(菓林地區)都市計畫區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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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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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業區及車站專用區
以 TOD 規劃理念，於捷運車站周邊地區至少 500 公
尺範圍佈局商業區，其中，於計畫區中央地帶之 G16 車站
(原海軍基地地區)佈局計畫區核心地區；於 A11、A16 等
雙捷運站周邊劃設 10～20 公頃商業區，發展為行政中心
及轉運節點；於 A15 規劃產業轉運節點；另部分商業區規
劃於 60 分貝噪音區，期透過商業核心佈局，提高土地利
用效益，引領地區發展。
配合捷運系統通車營運後，提供高密度發展之商務、
金融、餐飲等機能，於單一捷運車站周邊劃設 1 公頃、雙
捷運車站周邊劃設 2 公頃以上之車站專用區。
5.住宅區
本計畫住宅區需求包括因應產業發展衍生之居住活
動；取得第三跑道、自由貿易港區、產業專用區以及其他
公共建設(如高快速道路、機場捷運路廊、第二行政中心…)
等用地衍生之安置與配地需求；此外，另提供紓解大臺北
都會區之人口壓力。
住宅區佈設以避開噪音防制區為原則，故以 60 分貝
噪音線以南為住宅區劃設區位，延伸連接至高鐵桃園車站
特定區及南崁新市鎮都市計畫區。
6.公共設施
(1)交通系統
A.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道路，劃設寬度 60 公尺。
B.園林道路系統劃設寬度至少 50 公尺。
C.聯外道路劃設寬度至少 40 公尺以上(縣道 113 線維持
30 公尺)。
D.主要道路劃設寬度至少 30 公尺以上。
E.次要道路劃設寬至少度 15 公尺以上。

3-150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3.docx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第三章

F.產業專用區內道路劃設寬度至少 20 公尺以上。
G.住宅區內道路劃設寬度至少 10 公尺以上。
H.依桃林鐵路、機場捷運線及航空城捷運線範圍適度劃
設鐵路用地或捷運系統用地。
(2)開放空間
A.配合大桃園地區體育使用、展演活動需求，劃設乙處
體育場用地約 10 公頃。
B.計畫區歷史建物配合劃設為都會公園用地予以保留，
塑造計畫區人文風貌與都市意象。
C.保留計畫區內 21 口埤塘並於周邊規劃公園，同時沿
既有水圳劃設綠帶串連埤塘及河川，透過藍綠帶串連
提升區內公共設施品質及建構友善之人行道、自行車
道系統。
D.於高速公路兩側、河川兩側劃設 10 公尺以上綠帶；
主要水圳劃設綠地予以保留。
E.鄰近捷運站出口處留設廣(停)用地，除可供建置大眾
運輸系統轉乘設施並提供停車空間。
(3)服務設施
A.於 A16 車站周邊劃設乙處機關用地，供作桃園縣政
府第二行政中心使用。
B. 配合計畫區就學需求，規劃文高、文中、文小用地。
C.於計畫區鄰里周邊劃設機關用地及市場用地各一處，
提供警、政、消防及市場等服務設施使用。
(4)公用設備及鄰蔽設施
A. 於計畫區南崁溪及新街溪下游地勢低窪地區，各劃設
一處污水處理廠用地，服務計畫區生活及產業之污水
處理。
B.配合留設公用設備用地，提供未來發展增設變電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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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設施使用。
(四)土地使用計畫面積需求
依前述規劃構想，推估土地使用計畫需求面積如表
3.4-5 所示。惟特定區實際範圍及面積需俟內政部區域計畫、
都市計畫等委員會審議後方能確定，故最後特定區面積及範
圍，將以內政部核定計畫為準。
四、交通運輸計畫
因應航空城整體發展，本計畫區與航空城間之交通運輸系統
需緊密結合，並加速建設計畫區聯外道路及計畫區內道路系統，
包含 3 環(內、中、外環)及聯外軸輻系統，以建構完整路網；另
應有效整合軌道運輸系統周邊土地開發，以增加運輸效益，創造
綠色運輸系統，並透過土地使用管制及都市設計手段創造舒適路
廊。
(一) 聯外道路
1.台 15 線
台 15 線屬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規劃三環道路系統之
內環道路，兼具客貨運導向，主要服務濱海遊憩區、機場
相容產業區(大園)及生活機能區(大園)，現況路寬約 21~28
公尺；惟台 15 線部分位於本計畫區第三跑道用地範圍內，
故後續配合改道，同時調整路寬為 30 公尺。
2.台 4 線
台 4 線屬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規劃三環道路系統之內
環道路，兼具客/貨運導向，主要服務濱海遊憩區、自由貿
易港區及生活機能區(蘆竹)，現況路寬約 22 公尺；行經本
計畫區內之部分路段調整路寬為 30 公尺，另經機場用地
之部分路段亦將配合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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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
項目

機場專用區

自由貿易港
專用區

產業專用區

都
商業區及車
市
站專用區
發
展
用
地
住宅區

公共設施用
地

小計
河川區
合計

第三章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需求表

預估需 占計畫
要面積 面積百
(公頃) 分比(%)

劃設標準或原則

1,732

1.既有機場範圍
36.15 2.依「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
畫」指導之第三跑道範圍劃設

161

1.既有之客貨運園區
2.依「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
3.36
畫」指導之自由貿易港專用區範
圍劃設

677

1.以現有機場與航空噪音 60 分貝線
所夾地區面積 887 公頃，並依公
14.13 共設施比例 30%~50%推計，推估
得提供 400~600 公頃產業專用區。
2.中油沙崙油庫及其周邊土地

395

1.依 TOD 規劃理念於捷運車站周邊
500 公尺及主要發展軸線佈設商
8.24 業區。
2.配合捷運車站出口劃設車站專用
區。

700

1.本計畫人口 20 萬人，推估戶數 8.47
萬戶(參考區域計畫二通草案 115
年戶量 2.36 人/戶推計)，並依桃園
縣平均每戶建坪 50 坪(165m2)(參
14.94
考內政部營建署住宅資訊統計年
報)，以住宅區容積率 180~200%，
住宅用地需求介於 698~776 公頃。
2.計畫區內原居住人口約 4.6 萬人。

969

1.既有公共設施用地，包括國道二
號、捷運設施用地、道路等。
2.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20.23
法」檢討各項新增公共設施用地
需求面積。
3.配合各主管機關實際需求劃設。

4,634

96.72

157

3.28

4,791

100.00

備註

註：1.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作業要點」第五點第四款「附表五：都市計畫土
地使用計畫面積需求表」核實推估需求面積
2.特定區實際範圍及面積以內政部核定計畫為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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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桃園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道路
桃園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道路為航空城主要聯外
幹道之一，為貨運導向，主要提供機場專用區、自由貿易
港區之貨車與臺北都會區快速連結，規劃路寬為 60 公尺。
(二) 主要道路
1. 50 公尺園道
配合桃園航空城捷運線路線、機場捷運線規劃 50 公
尺寬園道，作為本計畫區主要發展軸線。
2.主要道路
包含貨運園區內道路、中央景觀道路等 30 公尺寬以
上道路，作為本計畫區主要道路系統。
(三) 次要道路
於產業專用區、商業區及住宅區之間，規劃 15 公尺寬
以上道路，作為本計畫區次要道路，健全地區路網系統。
(四) 鄰里道路
配合計畫區內住宅鄰里單元，規劃 10 公尺寬以上道路，
作為社區進出之聯絡道路。
五、公共管線規劃
為滿足計畫區產業運轉及都市生活支援需求，計畫區內將配
合佈設妥適、完善之自來水、電力、電信及瓦斯等公共管線系統，
並以興建共同管道方式，將污水下水道以外之相關管線集中於管
道內。本計畫公共管線協商同意供應文件參閱表 3.4-6 所示。
(一)給水系統
本計畫區自來水目前係由臺灣自來水公司第二區管理
處負責調配供水，屬於石門地區供水系統。未來本計畫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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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短期由臺灣自來水公司第二區管理處既有系統供水能力
下調配供應；長期供水來源依本計畫各階段用水需求由區域
水資源調配供應，包括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板
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增供其他水源、農業用地縮小後
減供水源、其他多元化水資源開發(如再生水)給水策略以及
鼓勵節約用水、產業中水資源再利用措施等。
未來本計畫區自來水系統，可經計畫區西南側與東南側
之管線延伸與區內系統銜接，其中，計畫區西南側管線為既
有管線，主要沿桃 113 丙縣道往北與三環道路銜接；東南側
管線則係利用桃園市區內既有管線系統沿省道台 4 線銜接
至計畫區內。計畫區內自來水管線將沿道路系統配設於道路
下方之共同管道內。
表 3.4-6
項目

公共管線系統主管機關同意函件

主管機關(構)

水資源 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
電力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桃
園營業處

發文日期

文號

101.12.28

台水工字第 1010044801 號函

101.12.17

D 桃園字第 10112002091 號函

電信

中華電信桃園營業處

101.12.10

桃規設字第 1010020052 號函

瓦斯

欣桃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01.12.12

欣桃工字第 1011235 號函

101.12.10

桃水雨字第 1010031667 號函

雨污水 桃園縣政府水務局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二)電力系統
1. 青埔一次配電變電所係配合高鐵桃園車站特定區開發而
興建，預定 105 年 8 月加入系統，未來視實際需求配合供
應用電。
2. 本計畫於計畫區預留之公用設備用地，可供興建變電所使
用，以供給計畫區所需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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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信系統
1. 於全區共同管道中佈設光纖、寬頻管道。
2. 區域內公用及公共設施頂樓預留電信室空間開放建置無
線基地站，以創造全區無線網路系統。
(四)瓦斯系統
沿主要道路佈設瓦斯管線，建構整體瓦斯系統。
(五)雨水下水道系統
1. 配合計畫區道路佈設，於計畫道路兩側施作雨水下水道系
統。
2. 後續規劃及施作將結合生態理念與工法。
(五)污水系統
本計畫地形高度由東南側向西北方像降低，污水收集將
沿計畫區主要道路興闢污水下水道系統，採重力方式收集，
並規劃於南崁溪、老街溪地勢高程相對較低處各劃設乙處污
水處理廠用地，處理計畫區排放之污水，以確保河川環境無
污水污染。
六、開發方式與開發主體
本計畫開發主體為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如圖 3.4-13，為因
應機場擴建第三跑道及取得產業專用區所需用地，範圍內土地全
部採區段徵收方式辦理。本案區段徵收係屬自償性開發，將計畫
範圍內之土地全部予以徵收並重新規劃整理，開發完成後由需地
機關直接支配使用第三跑道用地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其他可供
建築使用土地，部分供作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用，部分作
為開發目的使用或撥供需地機關或讓售供公營事業機構使用，剩
餘土地再處分以償還開發總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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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3

第三章

開發主體及區段徵收範圍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在區段徵收執行上，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A11 站及 A15 站、
A16 站)同時辦理，並預計於 108 年底完成。依需用土地人之興
辦事業目的，分述開發主體與範圍如后：
(一) 交通部(機場園區)
1. 機場擴建所需用地包括第三跑道、機場擴充用地；支援機
場發展所需產業用地包括自由貿易港區及其周邊地區
等。
2. 配合機場擴建發展，滿足地主配地所需之生活地區，包括
國防部同意釋出海軍基地及其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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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桃園縣(附近地區)
1. 航空噪音 60 分貝線以北之產業發展區。
2. 捷運車站周邊商業、住宅區(機場捷運線 A11、A15 及 A16
車站及航空城捷運線 G14 車站周邊地區)。
七、建設計畫
(一) 聯外道路建設時程
1. 桃園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道路：預計於民 110 年完
工。
2. 省道台 15 線改道：預計於民 110 年完工。
(二) 軌道運輸建設時程
1. 機場聯外捷運線(捷運藍線)：三重至中壢段預計 102 年 10
月通車，三重至台北段預計 103 年 10 月通車。
2. 航空城捷運線(捷運綠線)：預計於 110 年完工通車。
(三) 計畫區公共建設時程
本計畫預定於民國 102 年完成新訂都市計畫法定程序，
採區段徵收開發，於民國 103 年起辦理區段徵收前置作業，
預定於民國 108 年底完成區段徵收。本計畫公共建設期程參
閱圖 3.4-14；特定區計畫擬定、區段徵收作業時程參閱表
3.4-7 所示。
八、預期效益
(一)建立國際航運樞紐地位
配合機場第三跑道之建設，擴大整體航班運量，並因應
亞太地區發展趨勢，北臺區域之地位勢必在未來三通政策執
行下，可望與上海經濟圈、香港珠江經濟圈形成亞太「新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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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4

第三章

公共建設時程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表 3.4-7

特定區計畫及區段徵收作業預定時程明細表
工作項目

工作時程

特定區計畫
區段徵收作業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

102.01~102.06

區段徵收公益性必要性報告

102.01~102.06

政策環評審查

102.01~102.06

都市計畫委員會審查

102.7~102.12

區段徵收範圍及抵價地比例報核

103.01~103.10

召開公聽會及協議價購

103.11~104.04

徵收計畫書報核、土地及地上物公告及發價

103.03~106.01

辦理安置土地及抵價地抽籤配地作業

106.02~108.08

公共設計工程規劃設計

102.11~105.04

公共設施工程施工

105.05~108.12

地籍整理及囑託登記

108.09~108.12

3-159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3.docx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第三章

金三角」經濟合作區，成為亞太地區之發展中樞，桃園國際
機場成為「臺灣與世界連結的重要門戶」
。
此外，桃園國際機場為桃園縣航運的樞紐，為桃園縣創
造旅運商務、產業物流的能量，透過本計畫整合周邊地域，
鏈結傳統與科技產業，帶動航空物流產業發展，建立國際航
運之關鍵樞紐。
(二)提供產業經濟發展契機
本計畫以桃園國際機場之相關產業鏈結，引入行政院
「六大新興產業」發展策略，並結合桃園縣五大優勢產業群，
引導航空城產業活動，未來應以航空城物流系統結合臺灣市
場與技術之優勢，促進航空科技發展與產品加值運銷。
奠基於深厚的產業基礎，未來產業發展在本計畫產業空
間發展佈局架構下，將朝低污染高科技產業、高品質服務業
之發展方向轉型；整合大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的發展，傳統工
業、航太產業、科技產業的鏈結，並結合國際機場樞紐的優
勢，發揮產品生產的乘數效應，使桃園縣產業發展更具業競
爭力，預期將可帶動 2 兆 3,000 億之經濟效益、840 億稅收，
未來產業發展區之開發營運，將為航空城帶來更為鉅大之經
濟效益。
(三)促進傳統產業轉型與鏈結
本計畫區開發可創造大量產業供給之機會，有助於促進
桃園縣既有產業之轉型，並透過交通系統軸幅之串連，整合
傳統產業及新興產業，促進機場依賴型產業的發展，包括航
太產業群、物流產業群、進出口加工組合業群、貨物承攬產
業群等，創造大量就業機會，創造產業轉型的契機；其次，
伴隨大量進駐的就業人口，將衍生居住、休憩、金融、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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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需求，創造更豐富多元的商業機會，促使整體產業的改變
與革新。
(四)營塑嶄新都市品牌：全球門戶與特色
本計畫銜建立國際機場嶄新門戶之任務，透過生態城市、
TOD 理念與規劃手法，引入休憩、娛樂、產業等多元活動，
塑造國家對接全球之門戶意象；並透過土地使用調整、都市
設計管制等手段，建立地方自明性與品牌形象，營造桃園縣
「北桃都會核心」之門戶意象與城鄉風貌特色。
(五)供給大量就業機會
本計畫區佈設自由貿易港區(161 公頃)、產業專用區(共
450 公頃)，估計可於計畫區創造約 12 萬個就業機會，於臺
灣地區創造約 26 萬個工作機會；透過產業發展空間之佈局、
機場樞紐地位的建立，創造更豐富的就業機會與條件，提升
整體環境之經濟動能。
(六)舒緩大台北地區發展壓力
本計畫區規劃有 900 公頃之住宅空間，可容納約 20 萬
之計畫人口，透過機場捷運、航空城捷運線之串連，舒緩大
台北都會區、桃園市中心發展飽和之人口壓力，供給公共設
施，提升環境品質，降低北臺泡沫化之房產價格，創造更庶
民之經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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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政策設定之環境保護目標
3.5.1 環境保護發展願景
保護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是世界潮流，也是為後代子
孫留下淨土的良心工作，我國環境保護政策摘錄自「環境白皮
書(100 年版)」，環保署據此以追求「前瞻且正義的環境政策」、
「循環且多樣的自然生態」
、「再生且節能的低碳家園」、「潔淨
且健康的生活環境」及「優質且幸福的社會氛圍」五大遠景目
標，並以「藍天綠地、青山淨水、健康永續」作為環保施政願
景，進而訂出「組織建制倡永續」、
「節能減碳酷地球」
、「資源
循環零廢棄」
、
「去污保育護生態」及「清淨家園樂活化」
，做為
五項施政主軸。
99 年度積極推動環境資源部及永續發展相關工作，在產業、
交通、建築、社區與學校等全面規劃節能減碳措施；其實施成
效包括垃圾清運量目標值較民國 87 年減少 53%、資源回收再利
用率目標值達 49%、空氣品質對人體健康無不良影響目標值達
96.2%、不缺氧、不發臭的河段達 83%、「環境衛生永續指標」
之村里數目標值達 800 個、提升臺灣公廁整潔品質達優等級以
上比率目標值達 77%。為推動各項施政重點工作，其策略目標
及工作要項如下：
一、組織建制倡永續
推動永續發展工作，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追求當代國人及後
代子孫具有高品質的生活環境內涵，從實質環境改善，進而建立
高環境品質寧適和諧之環境，讓全體國民與所有政府單位均成為
環境教育者；並輔導社區參與生活環境改造，全面提昇社會的環
境友善與環境自律氛圍，鼓勵產業界環保科技創新研發，提升研
究發展品質，拓展國際環保合作，健全環境影響評估法制作業及
審查機制，一起為我國環境保護把關。尤有進者，為整合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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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公害防治與水土林相關機構，以期達成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環保署目前正積極推動成立環境資源部，期政府在環境保育主管
領域之組織更為完備及有效率；為達此目標，推動 8 個工作要項
如下：
(一)推動永續發展
(二)紮根環境教育
(三)改進環境影響評估機制
(四)強化環保科技研究
(五)精進環境品質監測
(六)提升環境檢測技術
(七)加強環保專業訓練
(八)加強國際參與及國際合作
二、節能減碳酷地球
地球暖化已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環境議題，而臺灣的溫室氣體
排放量年增率全球名列前茅，從 1990 年到 2006 年的排放量至少
增加了 140%(以燃料燃燒計)，成為我國不能承受之重，亦不利
國家經濟發展與轉型。溫室氣體減量已是全世界所有國家應共同
面對的責任，各國已採取各種行動以減少溫室氣體帶來的衝擊；
高耗能高污染之產業結構轉型與多元化，以及再生能源之發展利
用改變現有之能源結構，為我國未來國家發展之重點，為此，環
保署會同相關部會，參酌國外經驗與做法，已開始規劃及推動我
國因應氣候變遷的行動，從奠定法制基礎及健全溫室氣體減量管
理體系做起，期能促使產業與國民及早投入減碳行列，加速我國
邁向「低碳社會」。為達此目標，推動下列 6 個工作要項如下：
(一)響應全球減碳行動
(二)建構溫室氣體減量法制
(三)健全溫室氣體減量管理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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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導推動節能減碳新生活運動
(五)推廣綠色路網低碳運輸
(六)促進氣候變遷國際合作
三、資源循環零廢棄
國際間逐漸提倡「零廢棄」觀念，以綠色生產、綠色消費、
源頭減量、資源回收、再利用及再生利用等方式，將資源有效循
環利用。目前我國正積極推動「垃圾零廢棄」工作，逐步落實馬
總統政見：「未來 8 年臺灣垃圾量較歷史最高減 70%、資源回收
再利用率達 60%為目標」。另外，鑒於先進國家的廢棄物處理方
式已逐步朝向減少資源消耗、抑制源頭廢棄物產出及強調產品環
境化設計與資源回收再利用等方式辦理，我國「事業廢棄物資源
循環零廢棄」工作，亦應加強規劃執行。再者，在目前水資源珍
貴的情況下，水資源循環再利用更顯得重要。為達到上述各項之
目標，推動下列 6 個工作要項：
(一)強化一般廢棄物源頭管理
(二)加強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及清理
(三)推動事業廢棄物源頭減量及再利用
(四)強化事業廢棄物管理
(五)加強廢棄物輸出入管理
(六)推動水資源循環再利用
四、去污保育護生態
過去公害防治常侷限於管線末端的污染防制及消極的公害
案件處理，未來勢將朝向從污染預防、源頭減量的全方位管理及
主動積極的污染稽查等方向進行，而且任何一項環境規劃均應嚴
格遵守人類與自然生態環境間互利共生之原則，如果為經濟發展
而需要改變自然，必須循著適當方式與控制機制，以預防或減輕
對環境的傷害，並且進行自然保育及生態復育，讓環境資源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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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息；另配合「資源循環零廢棄」及「節能減碳酷地球」政策，
推動「生態工業區」及「低碳工業區」。為達此目標，並因應環
境資源部之成立及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相關工作，推動下列 10 個
工作要項：
(一)改善空氣品質
(二)加強水體水質淨化
(三)推動環境毒物減量
(四)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復育
(五)提升環保簽證品質
(六)執行環境污染督察
(七)強化工業區污染管制
(八)鼓勵在地民眾參與，加強國家公園及自然保護區設置與管理
(九)尊重原住民族基本法之精神，積極推動水土林整體流域管理
(十)推動國土環境資源永續發展規劃與管理，劃設環境與生態敏
感保護區
五、清淨家園樂活化
「環境保育」已逐漸落實於民眾生活中，在此既有成就下，
希望逐步呈現出無毒的家園、乾淨的社區、整潔的市容、優質的
國家公園及保護區、臺灣永續環境、國際環保優良形象等具體面
向。環保署研訂環境衛生及美質促進相關法規，推動全國各村里
達成公廁管理潔淨化、寵物管理制度化及清溝除污暢通化等環境
衛生項目，並推動「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計畫」及「營造永續優質
環境衛生計畫」，以建構複式動員系統、全面提升城鄉環境、營
造優質環保示範區及重塑清淨海岸風貌等四項工作之推動，建置
清淨家園顧厝邊綠色生活網系統，作為全民運動的 e 化溝通平台，
導入公共空間之環境管理觀念，推行清淨家園 5S 社區村里；為
達此目標，推動 5 個工作要項如下：

3-165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3.docx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第三章

(一)推動清淨家園全民運動
(二)推動全民綠色消費
(三)強化噪音管制及非游離輻射預警及管制
(四)建構健康永續無毒家園
(五)強化毒災應變及災害預防
(六)推動海岸地區環境資源管理法制化

3.5.2 環境保護發展定位
環境保護為一具體完整的施政計畫，也是我國環境保護工作重要
的里程碑，其性質可歸類如下：
一、綱要性：
屬綱要性全國環境保護基本指導性計畫，著重計畫理念的宣
示及目標的制定，依據我國整體環境施政現況檢討、負荷分析、
改善目標設定及各階段改善策略之指導原則，構築各級政府施政
藍圖。
二、兼顧定性或定量方法：
以大區域的國土開發利用尺度及短、中、長期環境調查監測
資訊數據為分析之基礎；輔以未來我國自然及社經環境之預測技
術與模式推估，加以整合運用以定性或定量方法訂定計畫目標，
提出生活環境改造之構想。
三、實體及程序面：
在環境實體面上以硬體建設方式或環境因子管理科技，逐步
建立環境背景資料庫，環境負荷之總量推估、預測模式應用、環
境敏感地帶之劃設分析等過程，就空氣、水質、土壤、廢棄物、
噪音及振動、毒性化學物質及環境衛生等 7 大課題，結合法制
建制、教育宣導、經濟工具等各種執行機制，擴大全民參與，形
成政策行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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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環境保護規劃策略
依「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領」之定義，
「調適」
（adaptation）
係指為了因應實際或預期的氣候衝擊或其影響，而在自然或人
類系統所做的調整，以減輕危害或發展有利的機會。調適的目
的在於降低人類與自然系統處於氣候變遷影響與效應下的脆弱
度（vulnerability）
，使得人類與自然系統在極端天氣事件與暖化
效應下的負面衝擊最小。
茲綜合 3.2.8 節有關本計畫區之災害特性及脆弱度，就災害
管理(disaster management)角度，研擬因應之減災調適策略及災
時應變計畫，茲分述如下：
一、減災策略
以 非 結 構 式 減 災 (non-structural mitigation) 措 施 及 結 構 式
(structural mitigation)減災工程，降低整體都市受災之風險。
(一) 非結構式減災(non-structural mitigation)
1. 緩衝空間之留設、綠(藍)帶環境建構規劃
於颱洪災害潛勢地區劃設緩衝之藍、綠軸帶，降低暴
雨侵襲可能造成之災損，分述如下：
(1) 依河川區域線，劃設為河川區，避免災害潛式地區之
不當開發
(2) 於河川兩側劃設至少 10 公尺寬綠帶或公園，作低密度
開放空間使用，並得作為暴雨風災時河川上漲之緩
衝。
2. 沿部分高潛勢河川兩側，劃設計畫道路作為緩衝帶
3.既有埤塘劃設為公園
(1) 保留既有埤塘為公園用地，留設透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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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埤塘周界劃設為公園用地，擴大透水面積，降低洪
災風險。
4. 指定建築退縮空間
本計畫於綠帶、計畫道路分別指定留設退縮空間，使
建築物與洪患地區增加緩衝寬間，茲分述如下：
(1) 沿綠帶指定建築退縮 6 公尺。
(2) 沿道路指定退縮至少 4 公尺留設開放空間。
(二) 結構式減災(structural mitigation)
1. 配合南崁溪水系治理規劃報告(98)及老街溪整治計畫(99)
興闢本計畫區相關堤防工程，降低洪災衝擊之強度。
2. 以「最大入滲、最小逕流及最長遲滯」之原則，規劃雨水
排放系統，不僅可提供日常利用並可調節當地微氣候，且
可減少水災產生：
(1) 增加雨水貯留滲透率：開發面積達 1 公頃以上之土地，
於法定空地規劃「景觀貯留滲透水池」
，增加基地保水
能力。
(2) 面積達 1 公頃以上之公園綠地，規劃留設滯洪池，提
供雨水回收、景觀休憩及滯洪等多元功能。
(3) 新開發地區之排水設計儘量減少混凝土的使用，優先
以具透水功能之草溝替代之。
(4)既有之灌排水路配合整體規劃予以保留或改道，採用生
態水利工法塑造地區環境水景，且不影響生產中農地
之灌溉需求及上、下游灌溉排水效能。
二、綠色永續願景實踐策略
(一) 實踐綠色機場理念之執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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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綜觀國際間主要航空組織，並未針對「綠色機場」有一
明確定義，惟可綜整歸納為「機場推行各項環保工作以達到
永續發展之目標」，而涵括噪音、空氣品質、水資源、廢棄
物、生態保護與社區關係等環保 6 大面向，結合近來全球關
注的溫室效應（Greenhouse Gas Effect）所導致之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進而著重溫室氣體之排放管理。
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排放管理趨勢，交通部民用航空局參
考國外綠色機場執行措施，研擬國內可行之綠色執行措施，
包含：(1)綠色運輸；(2)航空器具；(3)能源使用；(4)綠色建
築；(5)環境保護；(6)環境管理及(7)行政管理等 7 大類，並
依執行期程規劃短程（3 年內）及中長程（4～10 年）措施，
其中，短程係以管理面改善為優先，中長程則將相關基礎建
設納入考量。本計畫依桃園國際機場運轉、開發特性，彙整
未來落實綠色機場發展願景之短中長程執行措施如表
3.5-1。
(二) 實踐「領航空港‧綠色永續健康城」之執行策略
參考國外仁川、浦東等重要機場城市案例，莫不從單一
的運輸機能，透過前瞻與永續發展策略，逐漸調整結合產業、
運輸、消費等機能，以接軌全球成為世界級機場並發展為航
空城。
為支援並輔助桃園國際機場落實發展成為「OD 與轉運
均衡之東亞樞紐機場」之定位與目標，本計畫區引進產業、
轉運、商業及居住等複合性機能，以「領航空港‧綠色永續
健康城」為定位，以聯繫、支援、適居、完整為空間發展目
標，俾維機場城市發展的永續性，並作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首要前導示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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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序
號

類別

A0

-

A1 交通指引

A2 通勤管理

A3 交通工具

B0

-

B1 滑行時間

B2 飛行時間

B3 地面電源
B4 環保引擎
B5 車輛燃料
B6 作業車輛
B7 機具使用
C0

-

C1 電力系統

第三章

桃園國際機場落實綠色機場願景之短中長程執行措施
執行措施

涉及
中
短
其他
長
程
機關
程

綠色運輸類
1.提供旅客完整及明確的交通指引，並配合機場環
境整體規劃，安排停車車輛動線。
2.宣導旅客利用大眾交通工具，作為機場抵達或離
開工具。
1.推動車輛共乘制度，針對旅客、員工等使用車輛
或其它替代方案。
2.機場員工採彈性上下班制，避開尖峰塞車時刻。
1.機場內外之接駁巴士使用環保替代油料，並於汰
換時採購油電混合車或電動巴士。
2.鼓勵機場計程車採用環保車輛及使用替代或再
生燃料者，給予較佳候客區停車。
地方
3.規劃電動機車租借措施，並設置充電站或電瓶更 政府
換等輔助方案
4.鼓勵機場員工短程距離使用自行車，並規劃自行
車道及自行車路網。
航空器具類
1.改善地面班機管理以及實施(Gate Hold)，縮短航
空器等待與滑行時間。
2.有效分配時間帶，減少延遲時間。
1.設置空中交通管理電腦導航系統，並檢討改善起
降航線，減少航空器於空中滯留。
2.調整離到場航路和程序，並於航空器降落時，採
用連續降落進場。
使用地勤公司之移動式電源(GPU)或航空站既有
之電源取代 APU。
鼓勵航空公司使用環保引擎，可考量政策誘導方
式改善，如採用徵收空污費等經濟誘因。
機場內專業車輛使用替代油料或環保燃料。
機場作業車輛採購油電混合車或電動車等。
1.宣導機場工作人員減少不必要的車輛的怠轉。
2.宣導車輛時速保持在最有效率的區間、避免反覆 加減速度，並定期清理機具。
能源使用類
1.定期依用電需量資料，檢討最佳契約容量以及電
力系統功率因數。
2.設置電能資料收集系統 SCADA，蒐集耗能狀態
及使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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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類別

C2 電氣設備

C3 空調系統

C4 照明系統

C5 再生能源
D0
D1

綠建築

D2 建築外觀
D3 環境綠化
E0

-

E1 噪音監測
E2

衡量空氣
品質標準

E3

水資源

執行措施

第三章

涉及
中
短
其他
長
程
機關
程

1.電梯可於運輸離峰時設定隔層停靠。
2.電動手扶梯可選用變頻型式，並設置無人時之減
速機制或停止運轉。
3.飲水機採購時選用節能標章。
4.長時間不使用之電氣（器）設備，可切斷電源。
1.汰換老舊空調系統時，選用高 EER 之空調設備，
並將溫度設定範圍以 26-28℃為宜。
2.冰水主機於設計或汰換時，採用有變頻之功能或
多段式壓縮機組之設備，可於非全載時節約空調
耗電。
3.空調箱（機）之空氣過濾網應固定清洗。
1.燈具換時可採用節能燈具，並以區域迴路控制光
源啟閉。
2.非經常性使用照明場所，如廁所、茶水間等，可
配合安裝紅外線或移動式感知裝置。
3.依 CNS 國家照度標準，將照度偏高的地方調整
燈管或燈具數量之措施，降低用電。
4.室內臨窗空間，可配合自然採光利用晝光感知
器，自動調整燈具照度。
在無飛安之前提下，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綠色建築類
1.設計符合綠建築九大指標之建築物。
2.改（擴）建時，原地利用工地之廢棄水泥及廢土
且暫時性建築設施，應在安全之前提下減少建築
設施產生的廢棄物。
建築物屋頂上設置植被屋頂或採綠牆植被綠化，
降低熱幅射與建築外殼耗能。
推動航廈周邊植樹綠美化，優先辦理種樹、綠籬、 地方
花園綠美化等項目。
政府
環境保護類
1.實施噪音監測，並針對航空噪音民眾陳情列信箱
及專線。
地方
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並進行相關監測作業。
政府
1.基地內之排水系統以雨、污水分流方式設計，並
將雨水回收使用。
2.各種衛生器具之採購，以有省水標章之器具為選 地方
擇目標。
政府
3.設置過濾處理裝置，將生活污水回收再利用，提
供噴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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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E4
F0
F1
F2
F3

F4

G0
G1
G2

G3

G4

類別

第三章

涉及
中
短
其他
長
程
機關
程

執行措施

1.推動資源回收再利用，落實垃圾源頭減量、垃圾
廢棄物
分類與回收。
2.化糞池須定期水肥清理，並妥善回收堆肥處理。
環境管理類
環境管理 執行環境管理系統以符合嚴格之環境政策目標；
系統 並通過 ISO 14001 標準。
溫室氣體
執行航空站之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盤查
1.執行航空站之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並購買對應之
排放抵換 額度，以達到碳中和之目標。
2.鼓勵航空公司推動之旅客自願碳抵換計畫。
1.於機場設置電子看板提供有關排碳量訊息及機
場減量訊息。
排放資訊 2.提供旅客碳足跡計算器，用以瞭解飛航旅程中所
產生之碳足跡。
3.定期出版報告，發表最新機場環境績效與作法。
行政管理類
低碳宣導 推動相關綠色宣導措施、促進民眾參與。
建立節約能源專責組織、管理制度、管理章程及
建立制度
計畫，並定期開會檢討。
1.訂定航站節能之量化目標與期程。
2.規範各單位組織應配合的執行事項。
作業模式
3.實施人員訓練與宣導並且明列監督與考核之規
範。
建立機場與航空公司合作，進行整體評估溫室室
相關機制
氣體碳排量減量機制。

-

9
-

-

9

-

9

-

9

-

9

-

9

-

9

-

9

-

9

資料來源：建構我國綠色機場評估規劃書(修正 2 版)，交通部民航局，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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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為減緩未來氣候變遷之影響及對都市之衝擊，並配合行
政院經建會「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領」政策之指導，本
計畫區針對生態環境及綠地建構、水岸藍帶機能之調節規劃
等層面，採生態補

發展目標

發展理念

償、5OD 等生
態城市(eco city)

服務城市

發展理念與策
略進行規劃，期
發展為生態、

POD（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
以人行徒步為導向

活力城市

支援

文化城市
GOD（Green Oriented Development）
以綠網建構為導向

安全城市

延伸

舒適城市

永續、產業發
展均得兼具之

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以大眾運輸為導向

便捷城市

接合

COD（Culture Oriented Development）
以歷史文化扎根為導向

無縫城市

完整

永續城市

WOD（Water Oriented Development）
以健全水環境為導向

新興市鎮。
1.生態補償（Eco-compensation）措施

配合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跑道擴建，其預定地所在三口
埤塘將予填平，合計面積約 36 公頃；本計畫將以異地補
償理念，於計畫區內其餘保留埤塘周界留設公園綠地擴大
可透水面積或增設濕地等生態補償方式，降低北側第三跑
道興闢對環境之衝擊並達補償回饋之效益。
2.以大眾運輸為導向(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藉連續、完善之綠色運輸系統，串聯產業、生活居住機能，
降低城市排碳量，提高都市運轉效益
本計畫區以機場聯外、航空城等捷運系統為中心，於
捷運車站周邊整合住宅、零售、辦公、綠地公園與公共使
用等多樣性混合使用模式，以利居民搭乘公共運輸系統；
搭配計畫區內綠色運具系統規劃如電動公車、BRT 路線規
劃，減少區內活動對汽機車之依賴，降低環境污染，提高
都市整體運轉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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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自行車系統

租賃站

第三章

社區自行車系統

親水自行車道

3. 以 人 行 徒 步 為 導 向 (POD ， 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透過安全、舒適、便捷之人行空間規劃，
落實節能減碳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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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於捷運車站 500 公尺服務範圍內及主次要幹道、藍綠
帶生態網上，建構友善人行通廊串聯活動、休憩場所，期
藉優質都市人行動線與空間之營塑，增加人與人之接觸，
提升社區凝聚力與城市活力；此外，在環境上，透過安全、
舒適、便捷之人行空間規劃，增加綠色運具之使用與公共
運輸之搭乘，落實節能減碳之生態城市規劃理念。
4.以文化扎根為導向(COD，Culture Oriented Development），
凝聚社區居民認同感及歸屬感
本計畫區內分布有空軍黑貓中隊(空軍照相技術營隊、
前空軍三十五中隊飛機棚廠)相關歷史建物以及可充分體
現桃園縣地景特色之埤塘，為塑造人文風貌與特色，除分
佈於機場第三跑道範圍之 3 口埤塘需廢溜填埋外，本計畫
擬保留黑貓中隊等歷史建物及埤塘地景，期藉地方文化特
色之營塑、歷史資產之活化再利用以及公共藝術計畫之推
動，突顯城市文化生命力及多元活動特性，凝聚社區居民
認同感及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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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5.以綠地建構為導向(GOD, Green Oriented Development），
塑造生態綠網空間，緩和都市熱島效應
為了提升與補強區域內之景觀生態與綠色基盤品質，
將藉下列整體綠網建構、生態網絡串聯等策略，緩和都市
熱島效應，減輕氣候變遷之影響。

(1)增加藍綠網絡之串連
藉由綠廊道之建構串聯面狀之公園綠地，形成一
個生態綠網，透過生態棲地保全及藍綠網絡的串連，
建構具生物多樣性之生態網絡系統。
(2)營造都市綠地空間
綠地於都市環境中具有降溫、涵養水分等效果，
藉大型綠地與園林道路系統，緩和都市熱島效應，形
成都市熱島中之冷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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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3)加強其他綠地空間之生態效益
加強都市公園綠地、校園、機關、大型公共設施
等都市嵌塊體之修復與開發，提高綠覆面積並藉建築
屋頂花園及垂直綠化等規劃手法，加強生態效益。

廣場綠化

開放空間綠化

公園綠帶規劃

屋頂綠化

垂直綠化

複層植栽系統

6.以健全水環境為導向(WOD, Water Oriented Development），
藉水岸藍帶之形塑，調節城市微氣候
配合河川、水圳劃設公園綠地，維持既有河水道生態
系統，建構生態水岸藍帶，再藉水岸廊帶之串聯、埤塘與
水撲滿之建構，降低水資源消耗與能源使用，進而調節整
體城市之微氣候。
(1)圳道與周邊綠地之銜接改造，提升基地保水
現有圳道盡量加以保全避免加蓋；圳道周邊盡可
能增加溼地形式之滯洪池，以過濾地表逕流污染源，
提升基地雨水回補地下水層能力，降低河川與地下水
系統之負荷。
(2)設置水撲滿、雨水及中水回收系統，增加都市用水水源
提高大型機構、學校、機關、賣場等示範設置水
資源回收系統與省水裝置，以減少水資源之浪費，並
以點之方式將節水觀念逐漸擴散至社區與住家。
(3)設置景觀池與水景，調節區域微氣候
都市中之水體將影響局部環境微氣候；於公園或
校園增加景觀生態池或水景，以調節微氣候溫、濕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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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4)結合人行道建構綠意街區（Green Street）
以人行道寬度 2.5 公尺以上之綠意街道（Green
Street）建構都市保水綠帶，透過植栽綠化提升綠蔽面
積、減少水分蒸發，並利用透水性鋪面，使雨水回流
地表；至於建築物等無法透水設施，儘可能利用雨水
回收系統以達保水目的。

雨水滯洪池

景觀池

雨水回收系統

水岸親水設計

生態水岸規劃

7. 透過綠建築之佈局，減緩城市排碳
於開發建築階段，透過下列整體綠建築配置之原則，
減少電力、自來水、冷氣之消耗，引導城市風場氣流，減
低城市排碳。
(1)公共及大型建築物開發時，應符合之綠建築指標項目
- 建築開發時，設置雨水貯留及中水回收系統等設施，
以減少自來水的使用
- 建築屋頂或牆面綠化，降低整體排碳
(2)建築配置須考量地區風場流動，引導氣流進入都市內部，
淨化地區空氣品質
- 建築量體採南北向及北高南低之原則配置，順應風廊
方向規劃建築高度、量體與座向。
- 強化平行夏季風向的空氣流速，基地西側角隅留設建
築群缺口或集中法定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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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節約措施
1.節能減碳相關措施
(1)捷運周邊土地發展核心低碳生活圈，推廣低污染運具、
大眾運輸(捷運、電動公車)、非機動綠色運具(自行車
道、徒步路網)及交通工具共乘制度。
(2)鼓勵使用生質燃料及再生能源，加強資源回收再利用。
2.水資源使用
(1)民生用水
A.集合住宅及公共建築使用省水衛浴裝置
配合省水政策，本計畫未來開發興建之大型建築
物如集合住宅、公共建築等，應採用符合國家省水標
章認證之省水器材。
B.公共設施貯水規劃
於本計畫區內開放性公共設施應留設供具雨水
貯留功能之生態池使用為原則；大型之公共建物皆要
求設置雨水貯留設施，供植栽澆灌、洗車、沖廁、景
觀池及建物沖洗使用。
(2)產業用水回收再利用
鼓勵工廠內直接處理工業廢水回收利用於製程及
次級用途(冷卻水塔、澆灌及非接觸用水)；推動工業區
廢水處理廠之放流水回收再利用。
三、都市防災應變計畫
綜整上述相關減災措施，研擬整體都市防救災計畫，以作為
災害管理應變階段之因應措施，未來開發後，將由相關權責機關
進行監測通報及應變演練作業，以降低災害發生時之可能災損。
(一)區域防災資源(如圖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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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桃園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桃園縣政府，民國 97
年)，本計畫區周邊區域性之防災資源綜整如下：
1.緊急應變中心
依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所載，本計畫區周邊鄉鎮層級之
緊急應變中心包括大園鄉公所及蘆竹鄉公所，針對災時應
變救災統籌發號施令，調度整體防救災人力、物力資源。
2.消防救災據點
桃園縣共設置四大救災救護大隊，其中本計畫區係屬
於第三大隊責任範圍。計畫區東側之山腳消防分隊及東南
側蘆竹消防分隊，可於災時應變支援本計畫區。
3.警政支援據點
計畫區周邊警政支援系統，包括計畫區南側大竹、南
竹派出所以及南崁派出所蘆竹分局，災時緊急調度支援計
畫區南側之住商居住空間；計畫區西北側大園分局、潮音
派出所可支援計畫區西北側產業、商業空間。
4.醫療服務據點
本計畫區南側約 8 公里處有桃園市敏盛綜合醫院(區
域醫院)，西北側大園都市計畫區內敏盛醫院(大園分院)可
做緊急醫療救護之支援，及重大傷患中長期照護；距計畫
區東南側約 2 公里處之蘆竹鄉衛生所可作為計畫區醫療資
源整合調派之據點。
5.中長期收容據點
計畫區周邊文教設施，包括北側竹圍國中、西北側大
園國小及菓林都市計畫區內菓林國小，可作計畫區外支援
之中長期收容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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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第三章

區域防災資源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二)災害防救計畫
1.防災生活圈
以中長期收容據點為防災生活圈核心，以民眾步行半
徑一公里為範圍，作為相互支援的最小單元。
2.災害防救據點
(1)緊急應變中心
本計畫擬劃設於 A16 車站之機關用地(第二行政中
心)，將作為人力、物資調派、避難救災指揮之中心。
(2)避難收容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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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臨時避難場所
指定計畫區鄰里公園、綠帶為臨時避難場所，以
服務半徑 500 公尺內之居民，供震災當下臨時避難之
開放空間。
B.短期收容據點
指訂廣場、廣(停)、停車場等公共開放空間為短
期收容據點，於災害(震災、重大火災)發生時衍生之
避難人口，搭設短期收容之設備場所，供居民 1~4 週
生活之基本空間。
C.中長期收容據點
指定學校、機關、防災公園、體育館劃設為中長
期收容之據點，提供大規模、複合性災害(洪災、大規
模震災、重大火災等)發生後，復原重建期間受災居民
生活所需空間，可作 1 個月以上之長期收容居住、庇
護、物資發放、醫療救護之機能。
(3)物資支援據點
指定本計畫中長期收容據點(學校、機關、防災公
園、體育館)，作本計畫區災時物資發放中心，提供災
時物資儲備發放之機能。
3.避難運輸系統
本計畫區之救災路線係於住宅單元設置防災區，並結
合防災避難場所，同時利用道路交通系統串聯住宅單元與
避難場所。依據火災及震災之規劃設計，避免計畫區內未
來出現因建築物倒塌與落下物的阻隔造成道路寬度不足，
致使消防急救難車輛無法通過之現象，本計畫區之道路系
統將依據服務功能及寬度加以區分為緊急避難道路、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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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道路及避難輔助道路三類，分述說明如下：
(1)緊急避難道路
指定路寬 40 公尺以上之聯外道路為第一層級之緊
急道路，其必須可延續通達至全縣各區域。區內以東西
向 50 公尺捷運園道、40 公尺桃 5 線及計畫區東側航空
城北側聯外高(快)速公路等計畫道路為緊急避難道路，
作區域性支援救災之路徑。
(2)救援輸送道路
指定本計畫區寬度 30 公尺以上之道路為救援輸送
道路，以聯結至周邊緊急避難道路系統，另配合計畫區
周邊主要防災道路建構成完整救災路網。此層級道路主
要作為消防及擔負便利車輛運送物資至各防災據點之
機能為主，同時亦為避難人員通往避難地區路徑之用。
(3)避難輔助道路
指定區內街廓間寬度 15 公尺以下之道路為避難輔
助道路，其主要功能乃作為各指定避難場所、防災據點
之設施無法臨主要、次要防救災道路之路網時，必須藉
由輔助性質的道路連結其他避難空間、據點或連通緊急
道路、救援輸送道路之路網。
4.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因應本計畫區北側(60 分貝噪音線以北)產業專用區之
規劃，為避免人為災害(重大火災)及天然災害(震災)造成複
合性災害之影響，於計畫區劃設火災延燒防止帶，透過計
畫道路、開放空間、河川及各隔離綠帶之劃設，並配合於
土地使用管制中規定建築物綠化與退縮，作整體火災延燒
防止帶之規劃，降低重大火災、震災等火災熱輻射蔓延造
成擴大之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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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替代方案分析
4.1 推動方案暨替代方案內涵
本計畫係配合機場園區包括機場專用區及自由貿易港區等
擴建用地取得、滿足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配地需求、合理管控周
邊發展環境等考量因素而辦理之新訂特定區計畫案；計畫區範圍
內含括機場園區及其周邊需一併整體開發之地區。
整體而言，於機場園區擴建用地中，機場專用區內新建設施
多屬第三跑道等機場專用的必要附屬設施，具高度公益及管制性；
而自由貿易港區屬境內關外特區，為因應兩岸直航、ECFA 簽署
後之產業佈局，以及物流供應鏈變化所帶來之成長契機，擴大自
由貿易港區為桃園機場可有效發展為東亞樞紐之重要配套設施，
因此，於機場園區建設將帶動航空產業群聚、促進機場依賴型產
業成長，進而引領整體產業轉型並挹注經濟發展動能下，機場園
區擴建計畫為政府提升國家發展競爭力之既定政策，無替代方案
可言。
至於因應機場園區擴建而於周邊配套推動之土地變更開發
作業，係為排除機場園區擴建用地取得壓力、提高地主配合意願，
透過新訂特定區計畫、區段徵收等開發策略之搭配與運用，以達
成取得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配地所需土地，進而控管並引導周邊
都市活動有序成長之目的。若機場周邊土地變更開發作業朝替代
方案-零方案推動，機場園區擴建所需用地將循一般徵收方式取
得，至於機場周邊地區則保留海軍基地(含軍機場跑道)並維持既
有都市計畫農業區、非都市土地等使用型態，後續開發與使用則
依個別土地屬性循都市計畫或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管制。有
關推動執行方案與替代方案內涵彙整如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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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案彙整表

方案

方案內涵
• 採區段徵收方式取得機場園區擴建用地及相關產業專用

本計畫推動案

區土地
• 配合區段徵收配地需求，於機場園區周邊地區新訂特定區

計畫，以建構具機場門戶意象且機能複合自足之生態城鄉
• 循一般徵收方式取得機場園區擴建用地

替代方案-零方案

• 機場周邊地區保留海軍基地(含軍機場跑道) 並維持既有

都市計畫農業區、非都市土地等使用型態，相關使用依個
別土地屬性循都市計畫或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管制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4.2 方案評定與分析
按計畫環境特性，綜整本計畫推動案與替代方案之優劣比較
如表 4.2-1 所示。
一、地主權益與計畫推動可行性
機場園區及其附近地區居民一直以來受到 60 分貝噪音干擾
及航高限制影響，致其發展權益受限；此外，因應未來桃園機場
跑道之擴建，位於第三跑道用地範圍內之聚落及學校將面臨拆遷
安置問題，本計畫若採取一般徵收方式取得機場園區擴建用地，
除噪音、航高限制等問題仍無法解決外，因第三跑道用地徵收範
圍之拆遷戶僅可獲得價金補償，且被拆遷學校亦無學校用地可供
遷建，致當地居民及多數師生無法獲得實質保障。
然當本計畫循新訂特定區計畫程序透過區段徵收方式徵收
機場園區擴建所需用地及其附近地區土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除
可選擇領取現金補償方式外，亦可選擇分配土地，此外，全區土
地經整體規劃、開發後，公共設施健全、捷運車站進出道路完備、
土地容許使用活動多元，而有益周邊土地利用效益之提升；而被
拆遷學校之安置，亦得透過都市計畫規劃之文中小用地一併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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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案評估比較彙整表

本計畫推動案

替代方案-零方案

方案 • 採區段徵收方式取得機場園區擴建 • 循一般徵收方式取得機場園區擴建
用地及相關產業專用區土地
用地
指標
• 機場園區周邊地區新訂特定區計畫 • 機場園區周邊保留原使用型態與管
制
• 區段徵收面積達 3,211 公頃，拆遷影 • 一般徵收面積 720 公頃，拆遷影響人

地主
權益

響人口約 3.5 萬人、戶數約 1.2 萬戶， 口約 1.5 萬人、戶數約 0.5 萬戶，拆
拆遷影響性相對較大，惟地主可選擇 遷影響性相對較小
領取現金或抵價地，其權益不因徵收 • 區內大部分為私有地，地主領取徵收
而消失，地主配合意願較高
補償後，可能無法於周邊購回土地以
• 地主領回之抵價地面積雖較原土地

分享航空城發展效益

少，但經整體改良後，土地價值大幅 • 拆遷戶僅得領取現金補償，無法回歸
提升，具分享航空城發展效益機會
原地區生活，享有開發後優質生活環
境
• 地主具分享航空城發展效益機會，較 • 地 主 無 法 分 享 航 空 城 發 展 效 益 機

可降低土地取得壓力
• 鄰近機場園區及其附近長期受到噪

推動
執行性

會，致計畫推動有面臨強大抗爭與阻
力之可能性

音干擾及航高限制之土地，可透過本 • 大面積居民聚落拆遷，可能引起拆遷
計畫規劃開發，使周邊土地開發限制 戶嚴重抗爭
獲得解除，大大提升計畫推動可行性 • 學校拆遷將面臨後續興設校舍及師
• 雖涉及 1,500 公頃特定農業區轉變使 生安置困難
用議題，惟得利用區徵開發後土地，
安置被迫拆遷住戶及學校，可提升執
行開發可行性
• 機 場 園 區 運 作 可 帶 動 相 關 產 業 發 • 未集約於機場園區周邊規劃支援發

整體
開發
效益

展、創造約 12 萬個就業機會，於周 展空間，將衍生運轉不經濟以及不必
邊地區（含機場園區）建構完善產業 要交通衝擊課題
發展空間以及便捷、多元之交通運輸 • 周邊土地任意蛙躍蔓延且缺乏健全
網絡，可提升產業運轉效率
公共設施支援，不利環境敏感地區之
• 計畫區可容納約 20 萬之計畫人口， 維護並將衍生景觀、交通、環境、防
透過機場捷運、航空城捷運線之串 災上之課題
連，可舒緩大台北都會區、桃園市中 • 未能利用機場建設配合整建周邊發
心發展飽和之人口壓力，降低北臺泡 展環境，有錯失地方與區域整合發展
沫化之房產價格，創造更庶民之經濟 契機之虞
效益
• 於周邊地區（含機場園區）辦理整體

開發作業，具加速周邊公共建設、促
進土地利用效率、均衡地方發展、創
造財稅收益之整體效益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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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土地所有權人領取土地不僅有機會可回歸原有生活環境、
解決附近地區居民長期因航高、噪音衍生之發展受限及干擾問題，
並可共享航空城整體發展效益及優質生活空間，故相較於一般徵
收方式，以區段徵收進行開發建設，較能保障地主及當地居民權
益並得妥適安置拆遷戶，減少未來執行可能面臨之阻力及抗爭，
提升計畫推動之可行性。
因此，為顧及地主權益並考量後續居民、學校拆遷安置妥適
性，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採區段徵收方
式取得機場園區擴建用地、產業專用區用地及其附近地區土地，
較能維護地主權益，降低因徵收造成民眾之損失，而有助於計畫
更順利推動，提升整體開發之可行性。
二、整體開發效益
航空城之健全發展，除機場園區計畫外，亦有賴周邊區域之
整體開發與建設。本計畫以新訂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方式透過區段徵收手段取得機場園區擴建所需用地，得以環境承
載為前提，建構完善的交通及公共設施，引導並控管周邊地區都
市活動有序成長，進而達成提升產業運轉效率、舒緩北臺都會人
口壓力、均衡地方發展等目標，因此，相較於零方案之未能集約
於機場園區周邊規劃支援空間致衍生之系統運轉不經濟，甚至周
邊土地任意蛙躍蔓延可能產生之景觀、交通、環境、防災課題而
言，本計畫推動案具更全面之環境保護功效以及整體開發效益。
綜上，為確保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權益，提升計畫推動執行
可行性，搭配機場園區運作建構完整支援體系，進而達成引導並
控管周邊地區有序成長之目標，本計畫宜以新訂機場園區及附近
地區特定區計畫方式推動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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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可能造成環境影響之評定

5.1 評估程序
5.1.1 本計畫辦理依據
一、「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第7條規定：「政策研提機關
作成之評估說明書，應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見，並得徵詢相關機
關或團體意見，予以參酌修正」
。
二、「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第8條規定：「政策研提機關
於政策報請行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時，應檢附評估
說明書」
。
三、「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之「四、土地使用政策」包
含「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僅適用面積10公頃以上者)」
。
四、本案係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之土地使用政策，
於報請內政部核定前，應執行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並徵詢環
保署意見，俾進行政策之參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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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範疇界定及意見徵詢
一、政策內容及範疇界定研商會議
依據「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第 7 條規定：
「政
策研提機關作成之評估說明書，應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見，並得
徵詢相關機關或團體意見，予以參酌修正。」，為使本計畫政策
環評更趨完整，已於 101 年 11 月 8 日、101 年 12 月 28 日及 102
年 2 月 20 日分別召開政策內容、範疇界定及重要環境評估課題
因應研商會議，邀集環評委員、專家學者及中央地方政府機關就
評估說明書內容進行研商，相關研商會議專家學者意見及答覆說
明除多已參採納入評估書修正外，並檢附於報告書附錄四、附錄
五及附錄八。另交通部亦於 102 年 1 月 22 日，邀集中央各相關
機關進行本計畫評估書研商會議，聽取各機關對本計畫評估書的
建議，以期使報告能更趨完整，相關機關意見及答覆說明除多已
參採納入評估書修正外，並檢附於報告書附錄六，此外，環保署
亦於 102 年 2 月 6 日召開本案公聽會，希望本案能在資訊充足且
透明之情況下，讓更多相關權益者能參與及表達意見，公聽會意
見及答覆說明除多已參採納入評估書修正外，並檢附於報告書附
錄七。
二、公眾意見蒐集
本計畫針對民眾參與辦理方式，已規劃執行包括公告徵詢意
見、召開地方說明會及設立駐地工作站等方式來擴大民眾參與，
並蒐集民眾意見，以下說明各項工作辦理情形：
(一)公告徵詢意見
係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作業要
點第五點（五）「民眾參與：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擬
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意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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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公告徵詢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見，並作成
紀錄，作為擬訂或審議之參考。」規定辦理。
辦理方式：（1）公告刊登報紙（2）公告徵詢意見
（3）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4）公告印製成傳單請
公所及村長協助發送住戶。
桃園縣政府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以府城綜字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徵求民眾意見公告及計畫範
圍示意圖，請大園鄉公所及蘆竹鄉公所張貼公告周知。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見，得於公告期間
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桃園縣政府提出意
見，以供規劃參考。迄今桃園縣政府已接獲有關本案意
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安置、配地、補償等
作業及都市計畫限高、道路規劃等問題，已函轉交通部、
內政部、桃園縣政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區段徵收作業參
考，並已研提編印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小冊，解
答民眾欲了解之相關權益問題，詳政策評估說明書附錄
三。
(二)召開地方說明會
已於 101.12.08～102.01.12 於大園鄉、蘆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徵詢民眾對本案規劃發展之意見以及
民眾參與之意願，並針對民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俾
利民眾了解本案之發展架構。而上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
民眾出席相當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現
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多樂見本案推動並具
配合意願，而民眾關注議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
段徵收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外另購
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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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有房屋無合法執照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
利後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價計算；5.
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
6.原農民之農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段
徵收而喪失 7.本計畫與其他周邊計畫之競合與因應方式
等。除已納入規劃及區段徵收作業參考，並已同公告徵
詢意見研提編印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小冊，解答
民眾欲了解之相關權益問題，詳政策評估說明書附錄
三。
(三)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溝通意見，
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於特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駐
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埔心村，每周駐地
接受民眾諮詢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工作人員將由民航局、城鄉分署及桃園縣政府城鄉
局、地政局派員進駐。期透過近距離、面對面之溝通方
式，答覆、解決民眾關心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四)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
內政部營建署已於 102 年 1 月 31 日，依內政部
100.4.20 頒布「都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
應行注意事項」規定，辦理區內 2 萬 1 千位土地所有權
人區段徵收意願調查，回收後，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將
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見加以分析，並研提後續因應處
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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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評估方法
本案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評估方法，主要依據政策內容及評
估項目特性進行選定，現階段由於國內相關環保法規並無環境因
子「不可回復」或「不可取代」的標準，亦無研究文獻有相關指
標的絕對環境容許值或不可回復的環境閥值，因此，本案評估結
果僅能代表相對於現況變化程度的評估結果，提供未來個案環評
辦理時評估重點之參考依據。本案評估結論中，有標示顯著負面
影響者非代表政策對環境會產生絕對嚴重影響，甚或達到所謂不
可回復或不可取代之影響。本計畫後續應依土地使用分區劃分，
選擇以分區辦理環評，估算分區污染涵容總量方式開發，避免逐
項個案辦理環評開發影響廠商投資進駐意願，未來分區開發影響
仍須視分區環評對所謂「顯著負面影響」指標進一步評估，並採
行明確因應對策，再由各領域專家學者審視評估因應對策執行成
效，以決定在環境面是否容許進行是項開發。
本案「環境影響」評估指標，依循政策評估作業規範界定之
八大評估範疇，採質化與量化並重方式，希望能多採系統化環境
評估方法量化工具，搭配質化工具定性分析，使各評估項目能客
觀評定，並於報告納入公眾參與之意見，爾後，再依據相對性及
絕對性評估準則，進行客觀之綜合分析評定。當環境衝擊為間接
性或較廣泛而無法明確量化時，將使用策略評估工具進行定性評
估，包括(1)文字敘述法，以直觀的文字描述及說明可能造成之環
境影響，以及(2)文獻回顧法，蒐集國內外可能相關之研究調查或
案例，參考並予以評估佐證。參照前述方法，各評估範疇評估指
標之評估結果，詳第 5.3 節。對於評定有負面影響之指標，則個
別擬定減輕或避免環境影響之因應對策，詳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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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影響結果之評定
5.3.1 環境之涵容能力
一、空氣
有關空氣環境之涵容能力方面，環保署將臺灣地區分作七大
空氣品質區(下簡稱「空品區」)，本計畫區所在地屬「北部空品
區」
。目前尚未按照空氣汙染防制法(以下簡稱空污法)第八條公告
指定為「總量管制區」
。另環保署依據空污法第 5 條，視地區土
地利用對於空氣品質之需求或空氣品質現況，劃定直轄市、縣（市）
各級防制區，並訂定污染防制計畫。「空氣涵容量」包括容許增
量限值及指定削減量等，此為該計畫要項之一。
除傳統污染物之外，環保署於民國 101 年 5 月 14 日修正發
布我國空氣品質標準，正式將 PM2.5 納入空氣品質標準中，由目
前桃園縣測站結果顯示，此項空氣品質並不符合標準，因此預期
桃園縣應屬不符空氣品質標準的三級防制區，並不存在「空氣涵
容量」，對於新污染源的設置將採 BACT 的管制。
(一) 空品區空氣品質現況及趨勢
由圖 5.3-1 北部空品區近十年之懸浮微粒、二氧化硫等
空氣品質屬於略為劣化的狀況，而二氧化氮則略為改善；整
體而言，這三項的年平均值尚能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a)懸浮微粒(μg/m3)

(b)二氧化硫(ppb)

(c)二氧化氮(ppb)

資料來源：民國 100 年空氣污染防制總檢討

圖 5.3-1

北部空品區 2002～2011 年平均空氣品質之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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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縣空氣品質現況(PM10、O3、SO2、NO2、CO)
經主管機關的統計結果顯示，民國 98-100 年桃園縣 PM10
日平均第八大值為 118.7μg/m3 、O3 小時平均第八大值為
104.2 ppb、SO2 年平均為 4.2 ppb、NO2 年平均為 18.7 ppb、
CO 八小時平均第八大值為 1.2 ppm，此五項目尚符合空氣品
質標準，且環保署已於 101 年 5 月 4 日預公告桃園縣各污染
物皆列為二級防制區，並於 102 年 1 月 1 日生效1。
(三) PM2.5 空氣品質現況
北部空品區及全國各空品區之間的 PM2.5 年平均濃度如
圖 5.3-2。由圖中顯示北部空品區 PM2.5 濃度在臺灣西半部地
區而言屬於較低，且自民國 96 年以來，呈現出下降的趨勢，
然而近兩年來之年均值顯示約為 25μg/m3，不符合空氣品質
標準 15μg/m3 的規定。
PM2.5/PM10(%)

PM2.5、PM2.5-10(μg/m3)

90%

90

PM2.5‐10
PM2.5-10

PM2.5
PM2.5

PM2.5/PM10
PM2.5/PM10

30%

20

20%

10

10%

0

0%

萬里站

北部

圖 5.3-2

竹苗

三義站

中部

雲嘉南

橋頭站

高屏

恆春站

宜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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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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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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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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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95
96
97
98
99
100

70

95
96
97
98
99
100

80%

95
96
97
98
99
100

80

金馬

95～100 年全國各空品年平均 PM2.5 之變化趨勢

1

桃園縣環保局最新消息：環保署預公告本縣 102-104 年空氣品質防制區劃分結果
http://www.tyepb.gov.tw/tyepbne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179&article_id=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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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 PM2.5 年平均濃度的比較如圖 5.3-3 所示，桃園
縣之平均值為北部空品區中第二高者，約與鄰近的新竹縣相
當，其值約為 29μg/m3，約為空氣品質標準的 2 倍。
圖 5.3-3 中進一步區分冬、夏半季平均濃度的差異，冬
半季台中以南地區的濃度較高，具有顯著北低南高的趨勢，
桃園縣及北部空品區濃度較佳，惟大多超過 30μg/m3 以上。
夏半季新竹及以南地區各縣市濃度均顯著降低，南北差異較
不明顯。
另就時間的變化趨勢而言，北部空品區中各縣市於 95 ~
100 年間之 PM2.5 年平均濃度約在 20 ~ 32μg/m3 左右，以 96
年臺北市最高，年平均濃度接近 30μg/m3。桃園縣約 28μ
g/m3 次之、新北市約 25μg/m3 又次之，而基隆市最低，年平
均濃度約 22μg/m3。96 年之後的空氣品質逐步改善，然而仍
然不符空氣品質標準。
PM2.5(μg/m3)

年平均

夏半季(4-9月)

冬半季(10-3月)

70
60
50
40
30
20
10
馬公

馬祖

宜蘭縣

金門

台東縣

花蓮縣

恆春站

高雄市

屏東縣

橋頭站

台南市

嘉義市

嘉義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彰化縣

臺中市

苗栗縣

三義站

新竹市

新竹縣

桃園縣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萬里站

0

資料來源：環保署監測站。

圖 5.3-3

全國各縣市民國 95～100 年 PM2.5 平均濃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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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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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96 97 98 99100

新北市

臺北市

95 96 97 98 99100

桃園縣

北部空品區民國 95～100 年懸浮微粒年平均濃度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桃園縣 PM2.5/PM10 比值低於臺北都會區
及基隆市，究其原因有二，一為桃園縣粗顆粒(PM2.5-10)濃度
確實較高，其次臺北都會區及基隆市機動車輛等細粒污染排
放量大，亦是可能原因，顯示粗顆粒的排放管制工作，確實
不容忽視。
其次，分析北部地區各測站粒狀物年平均變化如圖 5.3-5
所示。由圖中顯示，北部地區都會區內測站(中山、萬華、古
亭、松山、土城、板橋、新莊)之 PM2.5 濃度相對較高，其中
以中山站最高。桃園地區則以桃園站最高，龍潭站最低，再
次證明機動車輛的可能影響。然近年各測站 PM10 及 PM2.5 皆
有改善趨勢，其中以臺北都會區外圍之林口、淡水與桃園站
改善較多；桃園地區測站又以桃園測站 PM2.5 的改善幅度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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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臺北市/桃園縣測站粒狀物年平均濃度分析

(四) PM2.5 空氣品質標準認定原則及初步成果說明
環保署 PM2.5 空氣品質標準，24 小時值為 35μg/m3，年
平均值為 15μg/m3，本計畫乃以 FRM 手動檢測結果判斷是
否符合法規標準。其第四條規定，空氣污染防制區及總量管
制區細懸浮微粒濃度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判定原則如下：
1. 區內一般空氣品質監測站，各站每年二十四小時值有效監
測值，由低到高依序排列，取第九十八累計百分比對應值，
計算連續三年之平均值，再就區內各站該平均值平均後，
須小於細懸浮微粒空氣品質標準之二十四小時值。
2. 區內一般空氣品質監測站，各站年平均值計算連續三年之
平均值，再就區內各站該平均值平均後，須小於細懸浮微
粒空氣品質標準之年平均值。
前項作為判定基礎之一般空氣品質監測站，指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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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設置或認可者；監測站細懸浮微粒全年有效監測值比率
未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者不予採計。
前述標準中第五條規定：
「細懸浮微粒(PM2.5)濃度監測之
標準方法，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中細懸浮微粒(PM2.5)
手動檢測方法為之。前項監測中央主管機關得經評估，以自
動監測數據經由與手動監測數據轉換計算後替代之。」
由目前環檢所公告資料顯示，應使用之採樣方法為民國
101 年 4 月 24 日公布之「空氣中懸浮微粒(PM2.5)檢測方法－
手動採樣法」(NIEA A205.11C)。採樣器所使用之 PM2.5 微粒
分徑器(Particle size separator)，可由兩種微粒分徑器擇一使
用，包括：1. WINS 衝擊器(Well Impactor Ninety-Six, WINS
Impactor)；2.精準型旋風式微粒分徑器：BGI 公司之 Very
Sharp Cut Cyclone(VSCCTM)或其他具相同功能之商品。目前
已有經環檢所認可之檢測機構，可進行 NIEA A205.11C 檢測
方法之檢測作業。
由於目前我國 PM2.5 監測站大多由自動監測儀器進行，
未來是否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判別將以手動檢測結果判定。
環保署於 100 年 3 月至 12 月間，在 8 個測站同步以手動採
樣與自動監測儀器進行比對，以瞭解其間可能的差異。
比對結果顯示，自動儀器與手動採樣濃度變化趨勢非常
一致，惟自動儀器測值高於手動採樣測值，二者比值各站略
有差異，範圍在 57~79%間，平均約為 68% 。自動儀器監測
結果多用在規劃及預警，較高之測值將有利污染防制之完整
性，故環保署目前仍保留自動儀器之監測結果，但不作為是
否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判別之數據。
以 101 年度空氣品質維護考評會議所提國內 8 個監測站
之 PM2.5 自動監測結果和 FRM 手動檢測結果，以差異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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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為基準，初步判定台灣全島僅東部縣市符合年平均標準，
西半部縣市及外島則均超過年平均標準。
另分析北部空品區一般測站民國 95 ~ 100 年日平均濃度
區間比例如圖 5.3-6，北部空品區測站平均有 7%日數超過 24
小時標準(超過法規要求第九十八累計百分比對應值濃度低
於 35μg/m3 之規定)。各測站中以萬里站最低，有 2.6%日數
超過 24 小時標準，而土城站、中山站及桃園縣之桃園及大
園站皆有超過 10%日數超過 24 小時標準。
(五) PM2.5 之排放現況
依據環保署公告 TEDS7.1 排放量資料庫，桃園縣 PM2.5
排放量總計 9,648 噸/年，主要來自於車輛行駛揚塵佔 17.67%，
其次為車輛排放 13.38%，個別產業則以電子器材製造業最高，
佔 8.37%。這些都是排放的大宗，也是未來可能的減量抵換
的對象。
>45μg/m3 35μg/m3≦&<45μg/m3 25μg/m3≦&<35μg/m3 15μg/m3≦&<25μg/m3 <15μg/m3
100%
90%
80%
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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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0%
20%
10%

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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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

桃園

松山

古亭

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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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

淡水

林口

菜寮

新莊

板橋

土城

新店

萬里

汐止

基隆

0%

圖 5.3-6 北部空品區監測站 PM2.5 日平均濃度區間統計
(六) 本計畫排放量推估
1.飛機起降之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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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美國國家排放清冊的推估係數2(如表 5.3-1)每次
起降的粒狀物排放量為 0.23lb/LTO (Landing/Taking Off)，
其中 92%為 PM2.5，此為原生性之 PM2.5。另依據環保署審
查開發行為空氣污染物排放量增量抵換處理原則估算衍
生性之 PM2.5，NOx 與 SO2 對 PM2.5 的轉換率分別為 200
比 1 及 40 比 1，NOx 與 SO2 的排放係數，則可以由 IPCC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之參考手冊3 (如表 5.3-2)。由此為
基準，現況及目標年的排放量分別合計為 115 及 533 噸/
年，推估結果如表 5.3-3。
表 5.3-1

飛航器粒狀物之排放係數

資料來源：美國環保署網站

表 5.3-2

飛航器 SO2 等之排放係數

資料來源：IPCC 網站

依據 IPCC 之排放係數，國際航線(平均機隊)每次起
降 (Land/Take-Off, LTO) 循 環 的 CO2 排 放 量 為

2
3

http://www.epa.gov/eogapti1/course419b/studentmanual/sm_chapter_4.pdf
http://www.ipcc-nggip.iges.or.jp/public/gp/bgp/2_5_Aircraf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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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0Kg/LTO，CH4 及 N2O 排放量忽略不計，因此以現況
100 年統計航空起降架次共計 16 萬 3,199 架次(LTO) (老
機隊)計算，CO2 排放量為 1,233,784 噸 CO2/年。
估計 2030 年起降 46.7 萬架次(LTO)。排放量為
3,689,300 噸 CO2/年，為現況的 3.0 倍。增加排放量
2,455,514 CO2 噸 CO2/年。
就氮氧化物的排放量而言，IPCC 估計舊機隊的排放
係數遠較新機為少，因此目標年排放增量更大，由現況的
3,851 噸/年，增加為 19,141 噸/年，為現況的 5.0 倍，增加
15,296 噸/年之多。
表 5.3-3
條件

飛機起降之污染排放量推估

起降次

排放量(噸/年)

(LTO)

CO 2

NOx

SO 2

PM 2.5

2011年現況

16.3萬

1,233,784

3,851

391

115

2030年目標

46.7萬

3,689,300

19,147

1,168

533

資料來源：本計畫推估

2.地面客、貨運交通之排放量
參考「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所推估的車
種交通量，推估旅客及機場周邊衍生之車輛排放量如表
5.3-4 所示，該計畫已經充分考量了捷運等軌道運輸之方
式，然而該部分的用電二氧化碳排放量並不在此處估算。
表中機場客運及貨運旅運長度系考慮機場到全台各主要
城市的人口加權距離計算，衍生員工及其他周邊人口之通
勤，則以一般通勤長度估算。尖峰係數參考亞洲主要機場
之尖峰日係數，本計畫採 0.33%(即年運量×0.33%=日運量)，
尖峰小時內出入境旅客數約占全日 7.5%估計。車輛排放
係數參考環保署 TEDS7.1，短距離車速取 40Km/hr，長距
離取 60Km/hr。PM2.5 已經考慮衍生性部分，計算方式同
上。CO2 以 SO2 排放量及油品含硫份比例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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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中可以得知，因機場旅客大幅增加，機場及周邊
員工通勤所產生的小汽車流量高達近 8,000 輛/hr，其排放
量佔最大宗。主要污染項目以氮氧化物為主。PM2.5 已經
考量了原生及衍生性部分，其總量合計為 539 噸/年。
表 5.3-4

機場特定區計畫及衍生交通量之污染排放量推估

類別

車輛

小汽車
公車
小貨車
二、貨運衍生交通量
大貨車
(一)進出口貨運交通量
聯結車
小貨車
(二)貨運轉運交通量
大貨車
小汽車
三、員工衍生交通量
機車
(一) 機場專用區
公車
小汽車
(二)自由貿易港區
機車
公車
小汽車
四、華航園區與商業大樓
機車
衍生交通量
公車
合計
一、機場旅客

輛/hr
3,484
124
452
243
6
15
8
4,412
1,503
165
4,765
1,623
178.7
154
53
6

旅運長
度(km)
153.1
153.1
10
30
5
10
30
5
10
30
5
10

PM2.5
162
53
88
135
3
0
0
40
1
5
43
1
5
1
0
0
539

排放量(噸/年)
SOx NOx
CO2
11 1,077
774,280
2
689
266,578
3
327
430,508
4 1,596
559,878
0
39
13,824
0
1
933
0
3
1,204
3
267
192,167
0
9
4,232
0
60
23,220
3
289
207,542
0
9
4,569
0
65
25,093
0
9
6,708
0
0
150
0
2
843
25 4,444 2,511,729

資料來源：本計畫推估

3.產業專區排放量
本計畫可能會在產業專區中引進：(1)航空維修業(發
動機、機體結構、航電設備)、金屬製造業、機械業、電機
及電子機械器材業；(2)航空製造業(發動機零組件、機體
結構零組件、航電設備、內裝)：金屬製造業、機械業、電
機及電子機械器材業、航空器及其零件製造業、航空器及
其零件零售業、機電工程業、電信工程業等。其中環保署
TEDS7.1 統計表顯示桃園縣之電子器材製造業排放量確實
較為顯著，金屬製品製造業則以 VOCs 排放為主，必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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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量，而其餘業別經資料庫進一步統計，其平均單位面
積排放量分析結果如表 5.3-5 所示。
表 5.3-5

桃園縣各類工廠平均單位面積污染排放量

行業別排放係數
(噸/年/公頃)

家數

面積
( 公頃)

粒狀物

PM2.5 硫氧化 氮氧化 揮發性
(TEDS)

物

物

有機物

金屬製造業

98

1.92

3.21

0.84

1.84

1.42

5.29

機械業

10

2.88

6.91

0.41

0.01

0.26

10.44

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業

74

1.75

1.54

0.87

0.81

0.71

8.34

運輸工具及零件製造業

6

1.10

0.91

0.11

0.17

0.14

1.80

倉儲業

1

6.00

0.00

0.00

0.00

0.00

0.21

189

1.90

2.66

0.80

1.28

1.03

6.62

總數與總平均

資料來源：清查資料庫與 TEDS 資料庫桃園縣數據分析結果

由表中數值可以得知，各項污染物中以 VOCs 排放量
強度較為顯著，其次為粒狀物。由於目前尚無法規劃產業
專區業別詳細之用地面積，在此以園區面積的 15~25%估
計這些具排放工廠之用地面積，以桃園縣既有產業家數與
面積乘積之比例分配工廠用地，推估產業排放量如表 5.3-6
所示。
表 5.3-6
產業專
公頃
用區

第一種

50

第二種

400

污染
比例

本計畫產業專區面積及排放量推估
行業別

面積
推估
11.05
0.07
0.35
0.21
0.81
53.06
0.35
1.69
1.03
3.87

金屬製造業
倉儲業
25% 運輸工具及零件製造業
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業
機械業
金屬製造業
倉儲業
15% 運輸工具及零件製造業
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業
機械業

合計

粒狀 硫氧
物
化物
15.8 13.5
0.0
0.0
0.3
0.1
0.3
0.2
1.6
0.0
75.7 64.7
0.0
0.0
1.5
0.3
1.2
0.9
7.5
0.0
103.9 79.7

噸/年
氮氧 揮發性
PM2.5
化物 有機物 ( TEDS)
16.2
16.6
5.5
0.0
0.0
0.0
0.0
0.6
0.0
0.2
0.6
0.2
0.0
2.8
0.4
77.6
79.9
26.2
0.0
0.1
0.0
0.2
3.0
0.2
0.8
2.8
0.7
0.2
13.3
2.0
95.2
119.8
35.1

資料來源：本計畫推估。本表數據不代表特定區面積與排放上限，區內各計畫仍應按照實際計算其排
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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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專區 CO2 排放量以第一~二種產業專區總面積估
算，桃園縣 2010 年溫室氣體排放量4估計為 2,959.34 萬噸
/年，其中工業排放量 1912.88 萬噸/年，以桃園縣所有工
業 用 地 5 均 化 ， 本 計 畫 產 業 專 區 CO2 排 放 量 推 估 為
2,588,662 噸/年。
4.排放總量分析比較
表 5.3-7 為本計畫區排放量與桃園縣 TEDS7.1 排放量
之比較，由表中顯示，本計畫區 SO2、NOx 之排放相較桃
園地區的排放量都在 10%以下，並不顯著，然而 PM2.5 部
分約為 11%，CO2 排放則為 31%，需於後續開發階段研擬
對策因應。
表 5.3-7

機場特定區計畫污染排放總量推估及比較

噸/年

PM2.5

SOx

NOx

CO2

teds7.1

9,648

13,007

48,608

29,593,400

飛機起降

533

3

41

3,689,300

車輛

539

25

4,444

2,511,729

產業

35

80

95

2,588,662

住商

-

-

-

367,432

本計畫合計

1,107

107

4,580

9,157,123

11%

0%

9%

31%

本計畫佔
桃園縣比例
資料來源：本計畫推估

(七) 涵容量評估
依據桃園縣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102 年初稿)的內容，
桃園縣按照環保署「空氣涵容總量管制計畫」之涵容總量目
標，訂有各污染物的減量目標，每年須減少排放 PM10193.8

4

http://163.29.143.94/lowcarbon/hmanager/hmanager_c/files/deta.pdf
經濟部工業局統計資料
http://idbpark.moeaidb.gov.tw/chinese/Research/Annals_Journal/year/097/download/4-1.pd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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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年，SOx 673 噸/年，NOx 1,686.5 噸/年。
雖然該涵容總量管制計畫並不是由 PM2.5 空氣品質為考
量，然而按照 TEDS7.1 桃園縣 PM2.5 與 PM10 排放總量的比
例 0.45 估算，PM2.5 將會因 PM10 的減少而同步減少 78.2 噸/
年。然比較前述之排放量推估，此一減量尚不足本計畫區增
加之排放量。此外，NOx 的減量亦不足夠本計畫區增加之排
放量。
另依據該污染防制計畫書的評估，PM2.5 的主要來源為
機動車輛與揚塵，分別約佔 49%與 32%，此一情形與排放量
資料庫所顯示的順序類似。由資料庫顯示，此兩類污染源合
計排放量達 2,997.5 噸/年，應可由此進行抵減。未來開發環
評應依照環保署開發行為空氣污染物排放量增量抵換處理
原則辦理。
另目前桃園縣政府業與縣內客運業者、電動巴士製造商
共同合作推動電動巴士示範路線，於 101 年度新闢航空城捷
運先導公車路線。未來本計畫區透過大眾捷運系統的建置、
智慧型運輸系統技術(ITS)的運用、低污染運具(電動巴士、
自行車系統)的推廣以及暢行的步道網路等策略的執行，進行
污染物減量。
二、衍生污水量及處理設施
(一) 污水特性分析
本計畫區擬引進之產業，於第一種及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主要為航空維修業、航空製造業、運輸及倉儲業及其支援性
產業或設施，於此二專用區所產生之廢污水除員工生活污水
外，主要為清洗機體、去漆、電鍍及維護機體等廢水，其廢
水水質含有清潔劑、重金屬及油脂等；至於自由貿易港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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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主要引進貨物加值工廠及關聯產業管理辦公室，其產生之
廢污水亦以員工生活污水為主，另包含部分之維修清洗廢水。
其餘之住宅區(含再發展區)、商業區及車站專用區則均以生
活污水為主。
(二) 污水量推估
本計畫區所產生之污水可概分為生活污水(包含家庭污
水、通勤員工生活污水及旅客生活污水)及事業廢水兩大類，
另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之｢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及「污水下水
道管線設計手冊」
，尚須包括滲水量(由埋設於地下之管渠接
頭裂隙或人孔等處滲入管之水量)，茲推估各類污水量如下：
1.家庭污水量
依內政部營建署「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冊」
（100.12）之推估原則，家庭污水量 = 目標年計畫人口
數 × 每人每日污水量。
每人每日污水量係以計畫區內每人每日用水量為基
準乘以一適當轉換係數推估而得，每人每日污水量 = 每
人每日用水量 × 轉換係數；每人每日用水量配合節水政
策以 250 公升推估，轉換係數一般約在 0.80～0.90 之間，
國內污水下水道規劃多採用 0.9。
本計畫區目標年人口約為 205,000 人，依此推估之
目標年(民國 130 年)污水量為 46,125CMD(立方公尺/日，
=250 公升/人/日 × 0.9 × 205,000 人 × 1 立方公尺/1,000
公升) (詳表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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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水

來

源

家庭污水
生活污水 非住宿人口污水
小

計畫區平均日污水量推估
面積或
人口

單位污水量

回收水量 平均日污水
(CMD)
量(CMD)

205,000 人

225 lpcd

-

46,125

245,000 人

27 lpcd

-

6,615
52,740

計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事業廢水 自由貿易港專區
乙種工業區
小

第五章

300

700

400 公頃 60CMD/公頃 12,000

12,000

116 公頃 16CMD/公頃

-

1,856

2 公頃 10CMD/公頃

-

20

50 公頃 20CMD/公頃

14,576

計

地 下 滲 入 水

生活污水量 x 15 %

7,911
75,227
以 76,000 計

註：1.第三種產業專區主要為員工生活污水，已包含於家庭污水量與通勤員工生活污水量。
2.機場專用區廢水均納入機場廢水處理廠處理，不列入計算。

2. 非住宿人口生活污水量
考量商業區除就業人口外，透過大眾運輸串連，將
吸引鄰近地區大量人口前往進行洽公、購物等各項活動，
商業區面積約 230 公頃，容積率為 320%，假設 50%樓
地板實際供商業活動使用，推估商業使用樓地板面積約
為 368 萬㎡，參考相關研究推估商業區產生旅次以 10
人/100 ㎡.日計算，每日總活動人口約 36.8 萬人。
非就業之活動人口＝總活動人口－就業人口
＝36.8 萬人－12.3 萬人
＝24.5 萬人
故本計畫區非就業活動人口所產生之每人每日生活
污水量以用水量 30 公升之 0.9 推估，採 27 公升進行估
算，依此推估之目標年(民國 130 年) 非就業活動人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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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污水量為 6,615CMD(立方公尺/日，=27 公升/人/日
x245,000 人 x 1 立方公尺/1000 公升) (詳表 5.3-8)。
3. 事業廢水量
本計畫區之產業專用區、機場專用區、自由貿易港
專用區及乙種工業區面積合計 2,345 公頃，均會產生事
業廢水，其中機場專用區 1,732 公頃為目前營運中之桃
園國際機場(包含擴建區域)，產生廢水量均已納入機場
之廢水處理廠處理，目前之處理量可達平均日
11,000CMD，若水量持續成長，可再予以擴建，此部分
廢水不會接入計畫區新設之污水處理廠，故不納入計
算。
其餘之產業專用區及自由貿易港區單位污水量面積
均以用水量之 0.8 倍計算，乙種工業區單位面積污水量
參採營建署「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冊」零星工業用地
之單位面積污水量 10 CMD/公頃，推估之事業廢水量為
14,576CMD (詳表 5.3-8)。
4.地下滲水量
依營建署「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冊」滲水量採不
含工業用地事業廢水之其它各類污水平均日污水量之
12 %~21 %估算，本計畫以平均日生活污水量之 15 %進
行估算約為 7,911CMD(詳表 5.3-8)。
依前述，污水量合計為 75,227CMD，以 76,000CMD
計。
(三) 污水收集處理規劃
1.附近污水下水道系統及處理設施
本計畫區附近之污水下水道系統及處理設施如圖
5.3-7 所示，距本計畫區最近為桃園水資源回收中心(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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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廢水處理廠

大溪水資源回收
中心
石門水資源回收
中心

圖 5.3-7

計畫區附近污水系統設施概況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及本計畫
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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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完成招商)，其服務範圍包括桃園擴大修訂計畫區、
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區、南崁新市鎮都市計畫
區、龜山都市計畫區、八德大湳都市計畫區、八德(含八
德擴大)都市計畫區等六個都市計畫區，並未包含本計畫
區，故本計畫區必須自行設置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水處理
廠)。
2.污水處理系統規劃
(1)機場專用區內：本計畫區機場專用區內現有已建設開發
區域之污水均已納入現有之桃園國際機場污水處理廠
處理後排放，未來擴建區域之污水亦將納入該處理場進
行處理。目前污水處理廠進流污水設計水量為
11,000CMD，設計水質為 BOD5 為 280mg/l，COD 為 900
mg/l，SS 為 460 mg/l，污水經處理後需符合 BOD5≦30
mg/l，COD≦100 mg/l，SS≦30 mg/l 之放流水質目標，
將來仍有 5,300CMD 之第三期擴建容量。
(2)機場專用區外：除機場專用區外之污水，將配合地形及
天然溪流排水，以埔心溪為界畫分為兩大集污區(污水
收集區)，東側集污區產生之污水經由污水下水道管線
匯入位於南崁溪下游之污水處理廠用地(一)，經由二級
生物處理至符合放流水標準後排入南崁溪；西側集污區
產生之污水經由污水下水道管線匯入位於新街溪下游
之污水處理廠用地(二)，經由二級生物處理至符合放流
水標準後排入新街溪。
(四) 影響分析
本計畫未來應視計畫區引進人口及產業進駐情況，適時
規劃污水處理設施之建置，人口活動產生的生活污水及產業
進駐產生的污水經接入下水道系統後，全部納入污水處理廠
經二級處理至符合放流水標準後，始予排放至承受水體。由
於將引進人口及產業進駐，對地區河川水體仍將增加污染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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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負荷，屬負面影響。
將參採本評估書徵詢意見，本計畫區位於南崁溪及新街
溪流域之下游，鄰近河口海岸，應推動下水道建設，並按河
川涵容能力，檢討提升廢（污）水處理等級，且提高回收利
用比率，以降低承受水體污染負荷。並參照建議於場址規劃
階段，引入「低衝擊開發技術」
（LID）及「最佳管理實務」
（BMPs）之觀念及做法，以減低暴雨逕流之衝擊。
三、土壤
根據行政院環保署土污基管會網頁公開訊息，截至 101 年
12 月，桃園縣農地污染共計公告 318 個地號，包括蘆竹鄉、大
園鄉、中壢等八個鄉鎮市，其中蘆竹鄉及大園鄉位於本計畫區範
圍內，其污染現況及未來整治方案規劃說明如下：
(一) 桃園縣農地污染背景說明
環保署於民國 91 年度進行「農地土壤重金屬調查與廠
址列管計畫」
，完成全國 319 公頃農地污染調查，結果發現
已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之農地共計 1,755 筆(約 408.78 公頃)，
其中桃園縣占 291 筆(66.92 公頃)，列管場址數比率最高，
其中大部分位於蘆竹鄉中福及大潭地區。
桃園縣蘆竹鄉中福地區及大潭地區之農地污染，主要
因基力化工及高銀化工排放未妥善處理之高濃度鎘及鉛重
金屬廢水，透過引用灌溉渠道系統之灌溉水而造成大片良
田受到銅、鎘、鉛等重金屬污染。
環保機關於 96 年至 100 年間針對桃園農地污染事情，
曾分別執行「桃園縣蘆竹鄉中福地區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污
染改善計畫」
、
「桃園縣蘆竹鄉中福地區(中山高速公路北側)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改善計畫」、
「桃園農地污染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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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蒐集與污染關聯性分析計畫」及「桃園縣農地土壤污
染控制場址現況調查暨後續管理方式評估計畫」
。其整治方
法以土壤翻轉稀釋工法為主，並配合排土客土法進行污染
改善後，於 100 年完成約 14 公頃農地之污染改善工作並解
除列管。
(二) 本計畫區範圍內之污染場址
桃園縣農地雖然曾進行部分區域之整治，但迄今仍列
管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共計 318 筆地號，總面積約 69.2
公頃，其中位於本計畫區範圍內之地號位置如圖 5.3-8 所示，
主要位於桃園海軍基地西南側與國道 2 號之間，以及國道 2
號及機場捷運 A16 之間，彙整如表 5.3-9，總計有 66 筆地
號，面積 15.41 公頃，約佔本計畫區面積千分之三。污染物
主要以銅為主，最高值為 2,540mg/kg，為食用作物農地管
制標準(200mg/kg)之 12.7 倍；其次為鎘及鋅，為局部農地
污染，鎘污染值最高為 11.4mg/kg，為食用作物農地管制標
準(5mg/kg)之 2.3 倍；鋅污染值最高為 946mg/kg，為食用作
物農地管制標準(600mg/kg)之 1.6 倍。
(三) 農地污染調查
除上述列管之污染農地外，環保署為確認國內農地污
染情形，目前正進行「全國重金屬高污染潛勢農地之管制
及調查計畫(第 2 期)」與「桃園地區污染農地調查計畫」兩
個專案計畫，調查區域位於大園鄉及部分蘆竹鄉，主要調
查區域如圖 5.3-9 所示，調查面積超過 600 公頃，大部分位
於本計畫區範圍內。此兩專案計畫預計於 102 年年中完成
土壤調查，根據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大約 40%農地仍達管
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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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計畫區農地污染範圍(甲、乙案場址為桃園縣 102 年辦
理整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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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範圍內農地污染地號及面積

項目

地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蘆竹鄉內興段 350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360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610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632 地號
蘆竹鄉大竹圍段 140-39 地號
蘆竹鄉大竹圍段 156-97 地號
蘆竹鄉新庄子段 695 地號
蘆竹鄉新庄子段 699 地號
蘆竹鄉坑子口段頭前小段 626-5 地號
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324 地號
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709 地號
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03 地號
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06 地號
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11 地號
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16 地號
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27 地號
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40 地號
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43 地號
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56 地號
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962 地號
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981-4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267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段小段 323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11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212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235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254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295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02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16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19-1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29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31 地號(原大園鄉埔
心段三塊厝小段 283-3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66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84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88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438 地號

33
34
35
36
37

場址面積(公頃)

污染物

0.2700 銅、鋅
0.0360 銅、鋅
0.0558 銅
0.4370 銅
0.3220 銅
0.2712 銅
0.2137 銅
0.1427 鎘、銅
0.2619 銅
0.1887 鎘、銅
0.2388 銅
0.1970 銅
0.1659 銅
0.2157 銅
0.1933 銅
0.1556 銅
0.2875 銅
0.1959 銅
0.3320 銅
0.2160 銅
0.2867 銅
0.1729 銅
0.1995 銅
1.0953 銅
0.1640 銅
0.1034 銅
0.1486 銅
0.2355 銅
0.2543 銅
0.1000 銅
0.1623 銅
0.2321 銅
0.0805 銅
0.1864 銅
0.2252 銅
0.1676 銅
0.1467 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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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第五章

本計畫區範圍內農地污染地號及面積
地籍

場址面積(公頃)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460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517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三塊厝小塊 248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埔心小段 491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埔心小段 493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埔心小段 505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埔心小段 514-1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埔心小段 600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埔心小段 614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埔心小段 647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埔心小段 651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埔心小段 714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埔心小段 960 地號
大園鄉埔心段埔心小段 1088-1 地號
蘆竹鄉八股段 1071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123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124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128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131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132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179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302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303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308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311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312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332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340 地號
蘆竹鄉內興段 344 地號

污染物

0.1582 銅
0.0905 銅、鋅
0.2315 銅
0.2672 鉻、銅、鎳
0.2046 銅
0.1870 銅
0.0820 銅
0.2634 銅
0.2145 銅
0.1119 銅
0.2469 銅
0.1443 銅
0.1411 銅
0.0928 銅
0.5609 銅
0.3033 銅、鋅
0.3047 銅、鋅
0.1448 銅
0.1392 銅、鋅
0.3157 銅
0.3272 銅
0.3057 銅
0.2277 銅、鋅
0.1309 銅、鋅
0.2501 銅
0.4093 銅
0.5877 銅、鋅
0.3711 銅
0.2385 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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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9 本計畫區範圍內農地污染範圍及環保署目前調查區域(圖
中甲、乙案場址為桃園縣 102 年辦理整治範圍，黃色區塊為目前調查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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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區內農地污染整治規劃辦理情形
桃園縣環保局於 101 年辦理「桃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
制場址現況調查暨後續管理方式評估計畫」
，規劃桃園縣農
地整治方案，其中包括本計畫區用地，並獲環保署經費補
助，將於 102 年進行「桃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
計畫(甲)、(乙)案」
，使用翻轉稀釋工法進行整治，初期整治
範圍如圖 5.3-8 甲、乙兩案範圍所示，預計於 102 年底完成
18 公頃整治。因應目前持續進行的調查計畫，環保局正持
續爭取經費進行污染整治，並且針對濃度較高或技術及經
費不可行區域，進行綠色及永續型導向整治方案評估。
(五) 本計畫區範圍內污染農地管理之政策規劃
1.土壤污染整治
目前桃園縣環保局正分階段進行桃園農地土壤污染
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工作，於 101 年 12 月發包委辦之執行
計畫中，將針對本計畫區範圍內部份農地，以翻轉稀釋方
式進行污染整治，其他區域則可能採排客土與植生復育方
式辦理。
針對本計畫區範圍內之污染農地，後續整治將配合環
保局計畫，先進行污染調查範圍查證，再進行農地污染細
密調查，並根據農地土壤受重金屬污染種類、濃度及分布
範圍，研擬污染整治策略，並參採本評估書徵詢意見，於
辦理計畫區域內污染農地 15.41 公頃之整治計畫時，整治
方法建議優先朝綠色整治、植生綠化方式執行。
2.變更土地用途以降低風險
由於現行農地污染場址的管制標準，係依據「土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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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有關食用作用農地污染管制標準值，
標準較為嚴格，以金屬鎘為例，一般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為
20mg/kg，但考量農地因種植食用作物，為避免作物吸收
過量重金屬，造成鎘米等事件，其標準降至 5mg/kg。然
一但計畫區內原農地進行區段徵收後，變更用途為非農地
使用時，因為已避免種植食用作用的可能性，其污染管制
標準將可提 高，屆時部分區域內土地將可解除列管，惟
開發前仍應進行審慎評估及管控。
四、廢棄物增量處理
(一) 廢棄物特性分析
本計畫區擬引進之產業設定，於第一種及第二種產業專
用區主要為航空維修業、航空製造業及運輸及倉儲業，於此
二專用區所產生之廢棄物主要屬一般性事業廢棄物，包括廢
木材棧板、廢紙、廢塑膠、廢木材、廢鐵、鋁容器等可回收
物及廢油混合物、廢油漆、漆渣、廢潤滑油、廢塑膠混合物
等不具回收價值者；此外尚有部分含有毒重金屬且超過溶出
標準之混合廢棄物、pH 值大於 12.5 或小於 2.0 之廢液等。
至於自由貿易港專用區主要引進貨物加值工廠及關聯產業
管理辦公室，其產生之廢棄物亦屬一般性事業廢棄物。
(二)廢棄物產量推估
本計畫區所產生之廢棄物可概分為一般廢棄物、一般事
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三類。一般廢棄物主要由計畫區
內居住人口活動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之出入境旅客所產生，
依本計畫於目標年民國 130 年之計畫人口為 20 萬及 2030 年
客運量 5,890 萬人次估算，一般廢棄物量估計為 138 公噸/日；
一般事業廢棄物主要由三個產業專用區及自由貿易港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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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產業所產生，依各專用區之面積估計產生之一般事業廢
棄物量為 143.5 公噸/日；至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主要由第一種
及第二種產業專用區之航空維修業及航空製造業者所產生，
其產生之量以其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量之 10%估計，約為
12.15 公噸/日。針對上述各類廢棄物之推估計算如表 5.3-10
所示。
表 5.3-10
廢棄物類別

計畫區廢棄物產生量推估
規模

1.計畫區居住人口
2.客運量
合計
1.第一種產業專用區
一般事業廢棄物 2.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3.自由貿易港專用區
合計
1.第一種產業專用區
有害事業廢棄物
2.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合計
一般廢棄物

廢棄物單位產量
200,000 人 0.61kg/人-日(註 1)
160,000 人
0.1kg/人-日
50 公頃
400 公頃
161 公頃

0.27ton/公頃-日
0.27ton/公頃-日
0.135ton/公頃-日

50 公頃
400 公頃

---

廢棄物產量
(公噸/日)
122
16
138
13.5(註 2)
108(註 2)
22(註 3)
143.5
1.35(註 4)
10.8(註 4)
12.15

註:1.廢棄物單位產量為以 100.06~101.05 期間進入桃園縣焚化廠之進廠量 448,974 公噸，換算為平均每
日廢棄物產量再除以 100 年底桃園縣人口 201 萬後計得(448,974 公噸÷365 日÷2,010,000 人=0.61kg/
人-日)。
2.一般事業廢棄物量參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機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設施列管計畫(一)～臺
灣地區事業廢棄物量調查推估處理處置規劃及採樣分析」資料，金屬製品及表面處理業之廢棄物
單位產量為 270 公斤/公頃-日。
3.自由貿易港專用區其廢棄物單位產量以第一種產業專用區產業之產量 0.5 估計。
4.有害事業廢棄物量參考環保署調查推估臺灣地區事業廢棄物量所得比例，約為一般事業廢棄物總
量之 10%估算。

(三) 計畫區廢棄物清理規劃
按環保署統計國內事業廢棄物再利用比例達 70%以上，
本計畫區事業單位應於廠內確實自行做好廢棄物分類回收
作業，將可回收物回收再利用，減少待處理之廢棄物數量，
故實際須處理之廢棄物量應較上述推估量少。
依據目前八里、苗栗、溪州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營運
資料顯示，皆有餘裕容量(3 座餘裕容量合計約 290 公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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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1
序號

機構別

級別

1

處理機構

甲

2

處理機構

乙

3

處理機構

甲

4

清理機構

5

第五章

桃園縣公民營廢棄物處(清)理機構許可資料
機構名稱

縣市別

總量(公噸/月)

處理方法

福泰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1650

物理處理

清淨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昶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含銅廢液
處理廠

桃園縣

5100

物理處理

桃園縣

5952

化學處理

甲

宇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處理機構

乙

廣倫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6

處理機構

甲

東泰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7

清理機構

甲

台灣瑞曼迪斯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8

清理機構

甲

順倉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9

處理機構

甲

永源化工原料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915
清除：1800
處理：1800
清除：2350
處理：2350
2475

熱處理

清除：780
處理：3450
2400

熱處理
物理處理
化學處理
固化處理
物理處理
熱處理

10

處理機構

甲

嘉德技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320

11

處理機構

甲

萬順顧問開發有限公司

桃園縣

1450

物理處理

12

處理機構

乙

營豐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桃園縣

7500

物理處理

13

處理機構

甲

樺欣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桃園縣

物理處理

14

清理機構

甲

易增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物理處理

15

處理機構

乙

常盛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1616
清除：6350
處理：6350
4992

16

處理機構

乙

鼎立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5700

物理處理

17

處理機構

乙

轅碩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18

清理機構

甲

佳龍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19

處理機構

甲

侑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20

處理機構

甲

佶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21

清理機構

甲

勁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建廠

桃園縣

22

處理機構

甲

桃園縣

23

清理機構

甲

24

處理機構

甲

揚堡實業有限公司
全亞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
公司
勁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廠

桃園縣

25

處理機構

甲

東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

桃園縣

26

處理機構

乙

堡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27

清理機構

甲

弘馳股份有限公司環科廠

桃園縣

28

清理機構

甲

明鴻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
分公司

桃園縣

29

清理機構

甲

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30

處理機構

甲

嘉德創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

桃園縣

物理處理

3000
掩埋法
清除：3200 物理處理、化
處理：3200
學處理
2184
熱處理
2700
化學處理
清除：561
熱處理
處理：561
2350
化學處理
清除：1900 物理處理、化
處理：1900
學處理
2880
物理處理
2470

物理處理

2880
物理處理
清除：220 化學、焚化、
處理：220
物理處理
清除：160
物理處理
處理：160
清除：49
物理處理
處理：612
3864
熱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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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桃園政府環境保護局 98 年之「桃園縣垃圾焚化廠合約
保證交付量不足之避險策略計畫」報告顯示，桃園縣南區焚
化廠自 102 年起每日約有 60 公噸/日之餘裕量。由前述各焚
化廠之總餘裕量應可完全處理本計畫區每日產生之一般廢
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另桃園縣合格之公民營廢棄物處理
機構(詳如表 5.3-11 所示)亦有餘裕容量 8.3 萬公噸/月，可處
理本計畫區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
故八里、苗栗、桃園縣南區及溪州垃圾資源回收(焚化)
廠可規劃作為本計畫區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處
理設施；另事業單位可有效將廢棄物分類，亦可選擇將其產
生之廢棄物委託合格之公民營清除處理機構清除處理之。至
於未來本計畫區產生之有害事業廢棄物，除送交合格甲級公
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處理外，亦可利用經濟部工業局輔導設
置於桃園縣觀音工業區之北區特殊性綜合處理中心─水美
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焚化處理設施處理之，以達處理設施
充分利用之目的。
依目前本計畫區鄰近地區之廢棄物處理設施處理能力
現況來看，本計畫區未來產生之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
物及有害廢棄物皆可由既有之處理設施予以有效處理。
至於未來可能有大型焚化廠除役情形，就主管機關政策
實務面，據悉環保署垃圾處理政策評估將朝「焚化廠轉型生
質能源中心」及「垃圾掩埋場挖除活化」方向辦理，一般廢
棄物仍可於產源強制分類後送往生質能源中心，透過其相關
機械與生物處理技術(MBT)或機械熱處理技術(MHT)來有效
處理，而查現行國內廢棄物公民營處理及再利用機構之餘裕
處理容量遠大於本計畫區所產出之事業廢棄物，且近年處理
/再利用機構家數皆有成長情形，故評估未來應不致發生廢棄
物無處可去之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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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未來將參採評估書徵詢意見，廢棄物應採行「資
源循環零廢棄」為優先推動方案，並以環境教育等方式推動
「源頭減量及回收」。規劃時應將現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設施
之未來情境變化（如處理設施使用壽命等）納入考量，倘未
來營運階段有處理容量不足之情形，建議朝廢棄物區內處理、
回收利用進行規劃。
(四) 計畫區餘土處理規劃
本案細部規劃時將考量自然地形方向及水文紋理脈落
進行規劃。開發過程將朝區內土石方挖填平衡方向規劃，以
挖填數量最小及維持原有自然地形、地貌為原則，另其用途
應考慮開發地區土石方具鐵、錳結核之特性。
五、噪音增量處理
依據「政府政策評估說明書作業規範」，噪音環境涵容能力
係指噪音是否符合環境音量標準或致使環境音量普遍惡化。根據
「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與「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及海
軍桃園基地指揮部航空噪音防制區檢討草案」，在噪音管制區方
面，目前本計畫區範圍內主要位於桃園縣大園鄉與蘆竹鄉，噪音
管制區大多為第二或第三類噪音管制區，惟有少部分地區為第四
類管制區，如圖 5.3-10、圖 5.3-11 所示。而在航空噪音管制區部
分主要共有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範圍包含了桃園縣的大園鄉、
蘆竹鄉、觀音鄉以及中壢市甚至到新北市林口區的下福里，如圖
5.3-12、圖 5.3-13 所示，航空噪音管制區的規定如下：
(一) 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主要為航空噪音日夜達 60 分貝之地
區，涵蓋範圍包含新北市林口區和桃園縣大園鄉、蘆竹鄉、
觀音鄉及中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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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縣環保局網站，101.11。

圖 5.3-10

桃園縣大園鄉噪音管制區分類範圍圖

資料來源：桃園縣環保局網站，101.11。

圖 5.3-11

桃園縣蘆竹鄉噪音管制區分類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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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範圍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圖 5.3-12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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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縣環保局網站，101.11。

圖 5.3-13

臺灣海軍桃園基地指揮部航空噪音防制區圖

(二) 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主要為航空噪音日夜達 65 分貝以上
與未達 75 分貝間之範圍，涵蓋的範圍包含桃園縣大園鄉及
蘆竹鄉。
(三)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主要為航空噪音達日夜音量 75 分貝
以上之範圍，主要在桃園縣大園鄉境內。
根據前述本案開發內容主要在本計畫區範圍的北側將新增
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跑道、於南側之海軍桃園基地將一併遷移，及
整合計畫區範圍內地都市計畫與相關建設，並依現有道路進行整
合規劃以利都市發展。預估於 2030 年可達到客運量 5,890 萬人
次、航班起降架次 46.7 萬的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發展目標。
為確認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周遭受航空噪音影響程度，根據桃
園縣於桃園機場周遭地區進行民國 100 年整年度航空噪音監測，
監測資料如圖 5.3-14 及表 5.3-12 所示，普遍符合各級航空噪音
區範圍。根據本計畫調查，目前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兩條跑道於
2011 年度共約有 16.3 萬架航班起降，平均每條跑道約起降 8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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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架航班，預估增建第三跑道後，於 2030 年三條跑道將合計達
到 46.7 萬架航班起降，除了航班增加導致噪音量增加外，航空
噪音影響範圍亦向北側擴大。而在聯外道路環境音量部分，因本
計畫將依現有道路進行整合規劃以利都市發展，未來部分道路將
進行拓寬且新闢道路進行區域整合發展，因此於一般道路旁地區
的噪音量亦隨交通量與人口的增長隨之增加。
根據「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分析報告」及「桃園
國際航空城交通運輸計系統整合規劃」以及本計畫調查推估資料，
本計畫區範圍多數道路將由原本雙向兩線道拓寬成雙向四線道，
並將部分道路新建延伸至國道 2 號或濱海台 61 號等主要交通要
道。因此本計畫區範圍周遭交通量於 2030 年時成長後，環境噪
音量亦將隨之增加。

資料來源：桃園縣環保局網站，101.11。

圖 5.3-14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測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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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航空噪音監測站民國 100 年月 DNL 平均值

編號
測站名稱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平均
標準
TPE01
R/W 05
71.3
72
71.2
74.9
74.4
75.1
73.5
>75
TPE02
R/W 06
65.8
65.1
66.2
68.3
71.1
71.7
68.8 65~75
TPE03
R/W 23
72.8
71.7
72.3
76.6
76.7
74.6
74.6
>75
坑口活動中心
63
58.8
63
59.9
63.4
61.5
61.9 60~65
TPE04
菓林國小
58.4
56.3
58.5
56.9
58.2
57.5
57.7 60~65
TPE05
大園鄉公所
56.9
60.3
58.7
61.3
60.9
63.3
60.7 65~75
TPE07
<60
藍埔村長
TPE08
62.3
62
61.7
61
62.7
60.8
61.8
山東活動中心
61.7
59.6
61.5
59.9
60.6
60.8
60.8 60~65
TPE09
<60
上大國小
TPE10
43.7
42.6
46
51.9
55.2
60.3
54.4
海湖國小
TPE12
67.2
65.6
67
64.6
65.2
62.6
65.6 60~65
TPE13
R/W24
68.1
66.2
67.3
67.9
69.3
69.2
68.1
>75
大園國小
73.1
72.4
72.9
73.5
72.7
72.0
72.8 65~75
TPE14
溪海村民宅
65.1
63.1
64.7
63.1
63.9
64.3
64.1 65~75
TPE15
新坡國小
63.9
62.5
63.4
62.5
62.2
60.8
62.7 60~65
TPE16
廣福活動中心
62.0
61.1
61.7
61
60.6
61.9
61.4 60~65
TPE17
竹圍國小
65.4
64.6
64.7
65.1
64.5
61.1
64.4 65~75
TPE18
註：上表資料紅色為大於等於 75 分貝(第三級)，藍色為小於 75 或大於等於 65 分貝(第二級)，綠
色為小於 65 或大於等於 60 分貝(第一級)。
資料來源：桃園縣環保局網站，101.11。

就前述本計畫開發後將造成之航空噪音與環境交通噪音的
影響，目前於本計劃南側之海軍基地將進行遷移，預估將造成本
計劃南側區域航空噪音量下降；而以目前機場內每條跑道約 8 萬
架起降航班的現況，未來 2030 年於機場內三條跑道約 46.7 萬架
起降航班的估計量，初步評估每條跑道將成長至約 16 萬架起降
航班，起降量約增量一倍，故於原有第一及第二跑道的航空噪音
管制區內將普遍增加 3 分貝左右的噪音量，而依據噪音影響等級
評估圖，如圖 5.3-15 所示，於噪音量增量 5 分貝以下皆屬於輕微
影響或無影響。
若納入考量 ICA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於 2001 年 10 月全
體會議，針對飛行器噪音標準附件 16 有關次音速噴射客機
(semisonic jet airplanes)訂定的噪音標準，除最初規範舊機型飛機
噪音量的第 2 章標準和第 3 章標準外，又增訂了一項更新更嚴格
的“第 4 章標準＂，未來新推出機型噪音量，將朝向符合更嚴格
的第 4 章標準發展，而目前飛航國內機場飛機仍多屬符合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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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機型，未來隨著航空公司客機汰換，將會有更多符合第 4 章
標準機型投入營運，亦即可預見於本計畫目標年實際飛航機型，
產生噪音量將會有更高比例符合第 4 章標準，預估實際航空噪音
影響程度將再較目前預估 3 分貝降低。
另於計畫區範圍北側新增第三跑道後，雖將造成航空噪音影
響範圍擴大，影響範圍預估增加約 1,800 公頃，但根據「航空站
飛行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度管理辦
法」(98.09.09 版)，未來於計畫區範圍北側將於限建區域進行拆
遷，故受影響之敏感區域將大幅減少。除了上述限建範圍管理辦
法外，規劃時將噪音累加延時暴露影響納入考量，並設置航空噪
音監測網，公開監測資訊，且於都市計畫中將各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相容性使用對策納入考量，據以擬定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其
中，應優先考量避免新設學校、圖書館、醫療機構及住宅區等敏
感受體至 60 分貝線以上地區。即根據「噪音管制法」內容：於
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應檢討現有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於第
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不得新建學校、圖書館及醫療機構，於第
三地航空噪音防制區內不得新建學校、圖書館、醫療機構及不得
劃定為住宅區。前項學校、圖書館及醫療機構採用之防音建材，
於新建完成後可使室內航空噪音日夜音量低於五十五分貝，並經
當地主管機關許可者，不受前項不得新建規定之限制。
因此根據前述法條，未來於本計畫區範圍可能受到航空噪音
影響之建物，以及本計畫區內原有之五所小學、一所國中將考量
進行合併並遷移外，位於計畫區外西側的圳頭國小及大園國中，
北側計畫區鄰近的竹圍國中，雖在本計畫區範圍外，但因未來新
增第三跑道後，航空噪音影響範圍預估將涵蓋在第三級航空噪音
防制區或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因此應考量是否一併規劃合
併或遷移，或評估採用防音建材以及進行相關噪音防制補助費用，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5.docx

5-42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第五章

降低航空噪音產生之影響。而原於計畫區內未搬遷的學校，未來
將依據「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與前述法條，視噪
音影響情況重新考量在航空噪音管制區內敏感建物，並評估採用
防音建材以及進行相關噪音防制補助費用，降低航空噪音產生之
影響。
而就環境交通噪音方面，根據調查目前現況計畫區範圍周遭
交通總量尖峰小時可達約 10 萬 pcu，預估至 2030 年時尖峰小時
將成長為約 19 萬 pcu，交通量增量一倍噪音量約增加 3 分貝，
依據噪音影響等級評估圖，於噪音量增量 5 分貝以下皆屬於輕微
影響或無影響。且目前本計畫區範圍已有多條大眾運輸系統建設
中，未來將可促進附近交通之便捷性，降低私人車流量影響，亦
已開始規劃 BRT 系統與規劃自行車道，以增加騎乘自行車上下
班再轉乘大眾運輸系統的民眾意願，進而降低自行行駛交通工具
的車流量。
此外，將於都市計畫中將達降低噪音效果之建物設計強度納
入規範。並參考國內外於道路的相關減音措施，主要除了設置隔
音牆外，於周邊人行道路旁亦可設置景觀圍籬避免噪音直接傳遞
至人行道旁，如圖 5.3-17 所示，而路面亦可採用相關低噪音鋪面
與限制行車速率進而降低行車噪音，可視未來營運狀況再增設以
降低噪音影響。

資料來源：日本減音措施(本計畫蒐集)

圖 5.3-16

隔音圍籬及景觀式隔音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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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衍生交通衝擊
(一)交通資料取得與評估依據
1.交通量
交通現況分析以 2010 年高速公路局的國道交通流量
(偵測器資料)與公路總局的公路交通量調查為依據，惟
2010 年開始縣道養護權責即由公路局移交給桃園縣政府，
因此自該年開始即未持續進行縣道交通量調查工作，爰此
縣道部分以 2009 年調查資料分析之。
2.服務水準
有關服務水準之分析係參考 2011 年公路容量手冊之
評估準則，如表 5.3-13~表 5.3-15 所示。
表 5.3-13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服務水準等級劃分標準

服務水準

V/C 值

A

V/C≦0.35

B

0.35＜V/C≦0.60

C

0.60＜V/C≦0.85

D

0.85＜V/C≦0.95

E

0.95＜V/C≦1

F

V/C＞1

高速公路速限與平均速率差距之服務水準等級劃分標準
服務水準

平均速率與速限差距(公里/小時)

1

≦5

2

6~10

3

11~15

4

16~25

5

26~35
＞35

6

資料來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1 年臺灣地區公路容量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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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車道郊區公路非阻斷性車流路段之服務水準劃分標準
需求流率/容量比，

服務水準

V/C

A

0.00 ~ 0.37

B

0.38 ~ 0.62

C

0.63 ~ 0.79

D

0.80 ~ 0.91

E

0.92 ~ 1.00

F

>1.00

資料來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1 年臺灣地區公路容量手冊」。

表 5.3-15

雙車道郊區公路汽車道服務水準等級劃分之標準

資料來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1 年臺灣地區公路容量手冊」。

表 5.3-16
道路

路段
林口~桃園

國1

機場周邊尖峰小時國道服務水準(2010 年)

流量
容量
LOS 速率 速限 速差 LOS
V/C
(PCU/小時) (PCU/小時)
(V/C) (km/h) (km/h) (km/h) (speed)
往北/東 9,350
8,399
0.90 D
66
100 34
D5
方向

往南/西 9,350

8,934

0.96 E

68

100

32

E5

桃園~機場 往北/東 9,350
系統
往南/西 9,350

7,175

0.77 C

53

100

47

C6

8,115

0.87 D

71

100

29

D5

機場系統~ 往北/東 6,800
內壢
往南/西 6,800

6,877

1.01 F

82

100

18

F4

6,438

0.95 D

81

100

19

D4

往北/東 6,800

6,096

0.90 D

81

100

19

D4

往南/西 6,800

4,982

0.73 C

83

100

17

C4

往北/東 4,400

1,372

0.31 A

80

100

20

A4

往南/西 4,400

1,718

0.39 B

90

100

10

B2

往北/東 9,350

3,201

0.34 A

85

100

15

A3

往南/西 9,350

3,400

0.36 B

96

100

4

B1

3,690
大竹~機場 往北/東 9,350
系統
往南/西 9,350
3,613
資料來源：1.國道高速公路局車輛偵測器資料
2.本計畫推估。

0.39 B

69

100

31

B5

0.39 B

53

100

47

B6

內壢~中壢
機場~大園
國 2 大園~大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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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交通服務水準
1.國道
國道 1 號為台北桃園間的主要幹道，交通量負荷大，
於桃園縣內多數路段之 V/C 值多在 0.77 以上，單以 V/C
值觀察服務水準為 D 級以下，詳表 5.3-16；其中機場系統
至內壢間的路段甚至出現 F 級的服務水準。國道 2 號主要
服務桃園機場與縣境西側地區，交通負荷相對較小，因此
V/C 值均在 0.39 以下，單以 V/C 值觀察服務水準為 B 級
以上。
以尖峰平均速率來看，國道 1 號車流較多，平均速度
介於 66~81 公里/時之間，國道 2 號平均速率則介於 80~96
公里/時不等。兩道路皆有出現 53 公里/時的速率，惟該兩
路段 V/C 值皆在 0.77 以下，尚不到容易產生壅塞的狀況，
推測若非當時有事故發生就是車輛偵測器有異常狀況。
2.快速道路
計畫區周邊的快速道路僅有台 61，道路 V/C 值皆在
0.11 以下，道路服務水準皆為 A 級，詳表 5.3-17。
3.省道
計畫區周邊的省道包含台 4、台 15、台 31 等。除台 4
南崁-桃園市間路段外，其餘路段 V/C 值皆在 0.56 以下，
服務水準為 B 級以上，詳表 5.3-18。台 4 在國道 1 號以西
路段(竹圍-南崁與南崁-經國路口)V/C 值尚能維持在 0.8 以
下，服務水準也有 D 級以上，但匯入國道 1 號車流之後，
V/C 值就惡化為 0.92，服務水準降為 E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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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縣道
計畫區周邊之主要縣道包含縣 110、縣 110 甲、縣 112
及縣 113，現況 V/C 值皆在 0.71 以下，服務水準均在 C 級
以上，詳表 5.3-19，顯示目前縣道容量尚有餘裕。
表 5.3-17
道路

機場周邊尖峰小時快速道路服務水準(2010 年)

路段

方向

容量
(PCU/小時)

流量
(PCU/小時)

V/C LOS(V/C)

往北/東 4,200
往南/西 4,200

392

0.09

A

420

0.10

A

台 61 竹圍-北港村

往北/東 4,200
往南/西 4,200

448

0.11

A

467

0.11

A

北港村~觀音

往北/東 4,200
往南/西 4,200

316

0.08

A

388

0.09

A

縣界-竹圍

資料來源：1.公路總局 2010 年公路交通量調查資料。
2.本計畫推估。

表 5.3-18
道路

路段

機場周邊尖峰小時省道服務水準(2010 年)

方向
往北/東
竹圍~南崁
往南/西
南崁~經國路 往北/東
台4
口
往南/西
經國路口~桃 往北/東
園
往南/西
往北/東
縣界~竹圍
往南/西
往北/東
台 15 竹圍~大園
往南/西
往北/東
大園~觀音
往南/西
往北/東
蘆竹~下埔
往南/西
台 31
往北/東
下埔~大圳頭
往南/西

容量(PCU/小時)
2,450
2,450
2,650
2,650
2,350
2,350
2,450
2,450
3,750
3,750
3,750
3,750
4,600
4,600
4,600
4,600

流量(PCU/小時)
1,347
1,383
2,107
1,861
2,160
2,160
653
658
341
367
1,210
1,218
1,207
1,138
566
614

V/C
0.55
0.56
0.80
0.70
0.92
0.92
0.27
0.27
0.09
0.10
0.32
0.32
0.26
0.25
0.12
0.13

LOS(V/C)
B
B
D
C
E
E
A
A
A
A
A
A
A
A
A
A

資料來源：1.公路總局 2010 年公路交通量調查資料。
2.本計畫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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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9

機場周邊尖峰小時縣道服務水準(2009 年)

路段

容量(PCU/小時)
2,450
2,450
2,450
2,450
1,150
1,150
3,500
3,500
2,650
2,650
3,750
3,750
2,300
2,300

方向
往北/東
大園-大竹
往南/西
縣 110
往北/東
大竹-桃園
往南/西
往北/東
縣 110 甲 五權~高速公路
往南/西
往北/東
縣 112
新坡~中壢
往南/西
往北/東
大園~高鐵站區
往南/西
縣 113
往北/東
高鐵站區~中壢
往南/西
往北/東
縣 113 丙
大園~中壢
往南/西

流量(PCU/小時)
389
282
1,074
1,071
820
722
1,077
892
537
495
784
427
1,074
1,227

V/C
0.16
0.12
0.44
0.44
0.71
0.63
0.31
0.25
0.20
0.19
0.21
0.11
0.47
0.53

LOS(V/C)
A
A
B
B
C
C
A
A
A
A
A
A
B
B

註：2010 年開始桃園地區不進行縣道交通量調查，爰此以 2009 年資料取代之。
資料來源：1.公路總局 2009 年公路交通量調查資料。
2.本計畫推估。

(三)運輸需求預測與路網假設
有關運輸需求預測方面，除了機場園區之外，尚需考量
周邊航空城計畫及桃園都會區的發展需求，才能反應整體路
網之交通量需求。因此，本計畫對於分析機場園區聯外道路
交通量之運輸需求模式，係以民國 98 年「桃園國際航空城
交通運輸暨系統整合規劃」使用之分析模式(以下簡稱航空城
模式)為基礎，並依據桃園機場綱要計畫中推估之目標年
(2030 年)客、貨運量及道路建設構想進行模式修正，再進行
道路交通量的預測分析。
有關目標年期交通系統路網假設，係納入(1)行政院已核
定道路計畫；(2)桃園機場綱要計畫建議由中央政府推動的聯
外道路計畫；(3)桃園機場綱要計畫建議由桃園縣府優先推動
的機場與航空城聯繫計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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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桃園機場捷運
9 國道 1 號五股至楊梅段拓寬
9 國道 2 號大園支線西延(大園交流道~台 61)
9 桃園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公路
9 台 15 改道
9 桃 5 拓寬延伸
9 台 31 北延
9 客運園區至機場聯絡道路
9 機場捷運橋下道路(A15~A21)
9 桃 15 拓寬延伸
(四)運輸需求分析結果
1.客運起迄分布
客運起迄分布如表 5.3-20 及圖 5.3-17~圖 5.3-18 所示。
機場專用區與自貿港區尖峰時間主要客運起迄分布以台
北都會區、新竹以南地區為主，尖峰時間旅次需求約達
8,000PCU/小時、2,000PCU/小時以上，在桃園縣界內則以
桃園地區為主要客運起迄點，中壢地區、西桃園次之。計
畫區範圍內之客運需求則主要集中在往來機場園區、自貿
港區與周邊區域之相容產業區間。
2.貨運起迄分布
貨運起迄分布如表 5.3-21 及圖 5.3-19~圖 5.3-20 所示。
機場專用區及自貿港區主要聯外貨運需求以往來新竹以
南地區、台北都會區為主，尖峰時間約可產生 1,307PCU/
小時、1,121PCU/小時交通量；在桃園縣界內仍以桃園地
區為主要貨運起迄點，中壢地區、西桃園次之。計畫區範
圍內之貨運交通需求則主要集中在往來機場專用區與機
場園區周邊之相容產業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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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0

第五章

尖峰時間客運起迄分布(2030 年)
單位：PCU/小時

地區

機場主計 自由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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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城

桃園地區 中壢地區 西桃園

東桃園

台北以北 新竹以南

總計

234

189

813

362

253

93

2,095

391

4,590

60

1,339

161

616

301

196

67

313

260

3,314

航空城

313

864

1,395

3,030

2,421

1,131

566

1,226

632

11,578

桃園地區

932

1,198

2,174

28,346

18,916

5,140

4,423

4,708

2,534

68,370

中壢地區

330

298

1,460

10,476

50,950

3,500

8,600

5,874

2,660

84,147

西桃園

322

441

929

4,091

3,815

5,490

1,142

1,955

1,269

19,455

東桃園

76

138

309

2,858

8,259

1,587

9,674

2,015

756

25,672

台北以北

5,627

917

1,194

4,139

4,852

1,442

1,443

33

3,338

22,985

新竹以南

1,336

243

566

1,540

2,300

910

681

2,366

-

9,941

總計

9,156

5,672

8,377

55,909

92,176

19,648

26,689

20,585

11,839

250,052

畫區

港區

機場主計畫區

160

自由貿易港區

資料來源：桃園機場綱要計畫分析報告，民國 1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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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1

第五章

尖峰時間貨運起迄分布(2030 年)
單位：PCU/小時

地區

機場主計 自由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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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城

桃園地區 中壢地區 西桃園

東桃園

台北以北 新竹以南 總計

4

40

75

72

56

17

259

287

846

6

1

10

42

41

28

7

135

179

450

航空城

93

11

116

164

125

158

24

484

501

1,674

桃園地區

176

42

163

582

80

129

18

869

302

2,361

中壢地區

138

39

109

68

737

65

16

770

704

2,645

西桃園

108

27

136

126

87

357

4

340

289

1,476

東桃園

24

7

17

16

16

5

145

133

127

489

台北以北

589

138

516

964

976

457

230

-

3,481

7,350

新竹以南

664

177

492

282

841

188

107

4,331

-

7,083

總計

1,832

445

1,599

2,319

2,975

1,444

568

7,320

5,870

24,372

畫區

港區

機場主計畫區

35

自由貿易港區

資料來源：桃園機場綱要計畫分析報告，民國 1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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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機場綱要計畫分析報告，民國 100 年。

圖 5.3-17

機場專用區及自貿港區聯外客運需求(2030 年)

資料來源：桃園機場綱要計畫分析報告，民國 100 年。

圖 5.3-18

機場園區周邊區域區內客運需求(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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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資料來源：桃園機場綱要計畫分析報告，民國 100 年。

圖 5.3-19

機場專用區及自貿港區聯外貨運需求(2030 年)

資料來源：桃園機場綱要計畫分析報告，民國 100 年。

圖 5.3-20

機場園區周邊區域區內貨運需求(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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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五)目標年交通服務水準
1.國道
以 V/C 來看，國道 1 號高架段的 V/C 值皆在 0.7 以下，
服務水準皆在 C 級以上較主線為佳。較為壅塞的路段包括
國道 1 號主線的機場系統至中壢路段及國道 2 號大竹至機
場系統往北路段，V/C 最高達 0.9，整體而言服務水準皆在
D 級以上。以旅行速率來看，多數路段速率在每小時 70~90
公里之間，較壅塞的路段包括國道 1 號的機場系統至中壢
路段及國道 2 號大竹至機場系統北上路段，時速約 60 公
里左右。
2.快速道路
包含台 61 及航空城北側高(快)速道路(新闢)，以 V/C
值來看，2030 年尖峰時間道路服務狀況均佳，多數路段服
務水準均達 B 級以上，僅台 61 於國道 2 號~觀音路段北行
方向為 D 級。
3.省道
周邊省道包含台 4、台 15、台 31 等道路。由道路 V/C
比來看，2030 年道路容量均可達 D 級以上服務水準，可
以滿足交通運輸需求。
4.縣道
周邊主要縣道包含縣 110、縣 110 甲、縣 112 及縣 113。
以 2030 年分析結果觀之，縣 110 道路服務狀況較差，V/C
值為 0.73，服務水準為 D 級，成為機場地區往來桃園市區
之主要道路瓶頸；縣 113 為機場地區往來中壢市區之主要
交通孔道，服務水準在 C 級以上，惟縣 113 丙因部分路段
道路寬較為不足，V/C 值達 0.9，服務水準 D 級。
5.市區幹道
以 2030 年分析結果，桃 5 與桃 15 拓寬後道路容量寬
裕，服務水準皆達 A 級，青埔計畫道路亦達到 B 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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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2
道路

路段

方向

林口~桃園
桃園~機場系統
主線
機場系統~內壢
國1
內壢~中壢

5-55

林口~機場系統
高架
機場系統~中壢
機場~大園
國2

大園~大竹
大竹~機場系統

主線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第五章

機場周邊尖峰小時國道服務水準 (2030 年)

容量
(PCU/小時)
9,350
9,350
9,350
9,350
6,800
6,800
6,800
6,800
6,800
6,800
6,800
6,800
4,400
4,400
9,350
9,350
9,350
9,350

流量
(PCU/小時)
7,081
7,290
6,139
6,871
5,631
6,135
4,989
5,845
5,039
5,233
3,088
2,857
2,755
1,904
6,619
4,266
8,428
6,327

V/C
0.76
0.78
0.66
0.73
0.83
0.90
0.73
0.86
0.74
0.77
0.45
0.42
0.63
0.43
0.71
0.46
0.90
0.68

LOS
(V/C)
C
C
C
C
D
D
C
D
C
C
B
B
C
B
C
B
D
C

速率
(km/h)
73.50
71.47
81.08
75.44
66.65
58.54
75.54
63.29
74.92
72.40
88.45
88.94
82.81
88.78
77.57
88.42
58.63
79.79

速限
速差
(km/h)
(km/h)
100 26.50
100 28.53
100 18.92
100 24.56
100 33.35
100 41.46
100 24.46
100 36.71
100 25.08
100 27.60
100 11.55
100 11.06
100 17.19
100 11.22
100 22.43
100 11.58
100 41.37
100 20.21

LOS
(speed)
C5
C5
C4
C4
C5
D6
C4
D6
C4
C5
B3
B3
C4
B3
C4
B3
D6
C4

資料來源：本計畫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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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3
道路

容量(PCU/小時)

流量(PCU/小時)

V/C

LOS(V/C)

往北/東

4,200

662

0.16

A

往南/西

4,200

1,796

0.43

B

往北/東

4,200

1,852

0.44

B

往南/西

4,200

2,224

0.53

B

往北/東

4,200

3,355

0.80

D

往南/西

4,200

2,127

0.51

B

往北/東

4,200

1,328

0.32

A

往南/西

4,200

2,089

0.50

B

貨運園區北匝道~貨運

往北/東

4,200

316

0.08

A

園區南匝道

往南/西

4,200

428

0.10

A

往北/東

4,200

2,306

0.55

B

往南/西

4,200

1,285

0.31

A

往北/東

4,200

2,482

0.59

B

往南/西

4,200

1,942

0.46

B

竹圍-北港村
北港村~觀音
台 61~貨運園區北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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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城北
側高(快)

機場周邊尖峰小時快速道路服務水準(2030 年)

方向

路段
縣界-竹圍

台 61

第五章

速道路 貨運園區南匝道~台 31
台 31~國 1
資料來源：本計畫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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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4
道路

路段
竹圍~南崁

台4

南崁~經國路口
經國路口~桃園
機場~台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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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4 平行
線延伸

台 31~國 1
國 1~桃園市
縣界~竹圍

台 15

竹圍~大園
大園~觀音
蘆竹~下埔

台 31
下埔~大圳頭

第五章

機場周邊尖峰小時省道服務水準(2030 年)

方向

容量(PCU/小時)

流量(PCU/小時)

V/C

LOS(V/C)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2,450
2,450
2,650
2,650
2,350
2,350
2,300
2,300
3,500
3,500
2,300
2,300
2,450
2,450
3,750
3,750
3,750
3,750
3,500
3,500
4,600
4,600

2,106
2,001
970
1,078
1,743
651
2,530
2,075
1,983
1,705
317
1,178
1,026
890
928
1,858
1,657
1,975
3,127
3,420

0.86
0.82
0.37
0.41
0.74
0.28
0.72
0.59
0.86
0.74
0.13
0.48
0.27
0.24
0.25
0.50
0.47
0.56
0.68
0.74

D
D
A
B
C
A
C
B
D
C
A
B
A
A
A
B
B
B
C
C

資料來源：本計畫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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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5
道路

路段
大園-大竹(三塊厝)

縣 110
大竹-桃園(埔子)
縣 110 甲

五權~高速公路(萬能
技術學院)

縣 112

新坡~中壢(上大崙橋)
大園~高鐵站區(大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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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113

縣 113 丙
青埔計畫
道路

高鐵站區~中壢(高速
公路橋下)
大園~中壢(中壢)
機場~台 31
台 31~桃 42

桃5

縣 110~台 4

桃 15

台 31~國 1

第五章

機場周邊尖峰小時縣道與地方道路服務水準(2030 年)
方向

容量(PCU/小時)

流量(PCU/小時)

V/C

LOS(V/C)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往北/東
往南/西

2,450
2,450
2,450
2,450
1,150
1,150
3,500
3,500
2,650
2,650
3,750
3,750
2,300
2,300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2,150
1,799
2,186
2,007
822
784
1,701
1,152
811
991
2,600
2,405
1,392
2,081
1,190
924
1,292
1,993
842
815
304
510

0.88
0.73
0.89
0.82
0.71
0.68
0.49
0.33
0.31
0.37
0.69
0.64
0.61
0.90
0.34
0.26
0.37
0.57
0.24
0.23
0.09
0.15

D
C
D
D
C
C
B
A
A
B
C
C
B
D
A
A
A
B
A
A
A
A

資料來源：本計畫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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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5.3.2 自然生態及景觀
一、陸域植物
由於航空城捷運線規劃 G14 至 G18 與 G31、G32 車站皆位
於本計畫區內，該計畫於上述車站路段調查範圍涵蓋本計畫範圍
大部分，因此，參考「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
響說明書」之相關植物生態調查文獻，說明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
之陸域植物生態資源及本計畫區可能造成之影響程度如后。
(一)環境現況說明
1. 氣候
本計畫區位於桃園台地以及其西側的海濱地，夏季高
溫少雨，冬季則受東北季風及台地邊緣地形的影響，為強
風、多雨高溼的環境，但此對植被的生長較為有利。
2. 地質土壤
計畫區地表土壤多為農耕地或人為建設所覆蓋，其原
有地質係屬沉積的地質，砂質土壤和礫石地是主要的地質
組成。
3. 土地利用
計畫區內有稻田、菜園、竹林、草地、埤塘、庭園、
道路等植被景觀，而區域內多已為農耕用地或是建築物的
環境。植被以農作物及人工植栽的防風林為主，原生樹林
的生育區主要仍為相思樹人工林所形成的次生林；土地利
用以農耕地為主，主要作物為水稻，自然植被分佈較為零
散，多為次生演替初期的陽性樹種為組成份子。
4. 與生態相關之特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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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並未位於國家公園、自然保護（留）區、野生
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範圍內。
(二)植物生態資源
1. 植物種類
(1)植物名錄及種類統計
101 年 5 月之調查文獻顯示，計畫區及鄰近地區之
植物名錄詳如表 5.3-26 所示，植物種類統計表則詳表
5.3-27 所示。計有維管束植物 200 種，其中特有植物 5
種，原生植物 116 種，歸化植物 35 種，栽培植物 44
種；依其生長型式則有喬木 87 種，灌木 25 種，藤本
14 種，草本 74 種。
(2)稀特有植物及具特殊價值之植物種類
依據行政院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中之
「臺灣地區植物稀特有植物名錄」及相關調查文獻之植
物名錄，本計畫區並未發現稀特有植物及具特殊價值之
植物種類。
2. 植物自然度
有關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植物社會之自然度，參考「植
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之標準，詳表 5.3-28，自然度的表
示可依植被覆蓋度的比率分為五個等級，級數愈高覆蓋度
愈大。依文獻顯示在計畫區及鄰近地區主要為農耕地以及
荒廢的草生地，其自然度介於 1~2。
(三)可能影響之評定
由於計畫區之自然度初步分析介於 1~2 之間，不具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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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第五章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植物名錄

中文科名

中文屬名

生長習性

屬性

蕨類植物

鐵線蕨科

鐵線蕨屬

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L.

鐵線蕨

草本

原生

蕨類植物

蓧蕨科

腎蕨屬

Nephrolepis auriculata (L.) Trimen

腎蕨

草本

原生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鳳尾蕨屬

Pteris ensiformis Burm.

箭葉鳳尾蕨

草本

原生

蕨類植物

鳳尾蕨科

鳳尾蕨屬

Pteris vittata L.

鱗蓋鳳尾蕨

草本

原生

蕨類植物

莎草蕨科

海金沙屬

Lygodium japonicum (Thunb.) Sw.

海金沙

草本

原生

蕨類植物

金星蕨科

小毛蕨屬

Christella parasitica (L.) Lev.

密毛小毛蕨

草本

原生

裸子植物

南洋杉科

南洋杉屬

Araucaria cunninghamii Sweet

肯氏南洋杉

喬木

栽培

裸子植物

南洋杉科

南洋杉屬

Araucaria excelsa (Lamb.) R. Br.

小葉南洋杉

喬木

栽培

裸子植物

柏科

圓柏屬

龍柏

喬木

栽培

裸子植物

蘇鐵科

蘇鐵屬

Cycas revoluta Thunb.

蘇鐵

灌木

栽培

裸子植物

松科

松屬

Pinus thunbergii Parl.

黑松

喬木

栽培

裸子植物

羅漢松科

羅漢松屬

Podocarpus costalis Presl

蘭嶼羅漢松

喬木

原生

裸子植物

羅漢松科

羅漢松屬

大葉羅漢松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莧科

牛膝屬

Achyranthes aspera L. var. indica L.

印度牛膝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莧科

蓮子草屬

Alternanthera sessilis (L.) R. Br.

蓮子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莧科

蓮子草屬

Alternanthera nodiflora R. Br.

節節花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莧科

莧屬

Amaranthus spinosus L.

刺莧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莧科

莧屬

Amaranthus viridis L.

野莧菜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莧科

青葙屬

Celosia argentea L.

青葙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芒果屬

Mangifera indica L.

檬果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漆樹科

黃連木屬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黃連木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黑板樹屬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

黑板樹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夾竹桃科

緬梔屬

緬梔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鳳仙花科

鳳仙花屬

Impatiens walleriana Hook. f.

非洲鳳仙花

草本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落葵科

落葵屬

Basella alba L.

落葵

草質藤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紫葳科

火燄木屬

Spathodea campanulata Beauv.

火燄木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木棉科

木棉屬

Bombax malabarica DC.

木棉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木棉科

美人櫻屬

Chorisia speciosa St. Hil.

美人櫻

喬木

栽培

馬拉巴栗
雙子葉植物

木棉科

Pachira macrocarpa (Cham. & Schl.)
Schl.

馬拉巴栗

喬木

栽培

屬
破布子屬

Cordia dichotoma G. Forst.

破布子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紫草科

學名

中文名

Juniperus chinensis L. var. kaizuka
Hort. ex Endl.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Thunb.)
Sweet

Plumeria rubra L. var. acutifolia
(Poir.) ex Lam.) Ba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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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中文科名

中文屬名

雙子葉植物

番木瓜科

番木瓜屬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荷蓮豆草
屬

第五章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植物名錄
學名

中文名

生長習性

屬性

Carica papaya L.

木瓜

喬木

栽培

Drymaria diandra Blume

伊蓮豆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石竹科

繁縷屬

Stellaria aquatica (L.) Scop.

鵝兒腸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木麻黃科

木麻黃屬

Casuarina equisetfolia L.

木麻黃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木麻黃科

木麻黃屬

Casuarina nana Sieber ex Spreng.

千頭木麻黃

雙子葉植物

藜科

藜屬

Chenopodium serotinum L.

喬木

栽培

小藜(小葉
草本

原生

藜)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欖仁屬

Terminalia catappa L.

欖仁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欖仁屬

Terminalia chebula Retz.

訶梨勒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使君子科

欖仁屬

Terminalia mantalyi H. Perrier.

小葉欖仁樹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藿香薊屬

Ageratum conyzoides L.

藿香薊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藿香薊屬

Ageratum houstonianum Mill.

紫花藿香薊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鬼針屬

Bidens bipinnata L.

鬼針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鬼針屬

Bidens pilosa L.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鬼針屬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大花咸豐草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假蓬屬

Conyza canadensis (L.) Cronq.

加拿大蓬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假蓬屬

Conyza sumatrensis (Retz.) Walker

野茼蒿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昭和草屬

昭和草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菊屬

茼蒿

草本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菊科

紫背草屬

紫背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萵苣屬

Lactuca sativa L.

萵苣

草本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菊科

蔓澤蘭屬

Mikania micrantha H. B. K.

小花蔓澤蘭

草質藤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金腰箭屬

Synedrella nodiflora (L.) Gaert.

金腰箭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長柄菊屬

Tridax procumbens L.

長柄菊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菊科

斑鳩菊屬

Vernonia cinerea (L.) Less.

一枝香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菊科

黃鵪菜屬

Youngia japonica (L.) DC.

黃鵪菜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batatas (L.) Lam.

番薯

草質藤本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牽牛屬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草質藤本

歸化

草質藤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牽牛屬

白花鬼針
(三葉鬼針)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Dendranthema coronarium L.
Emilia sonchifolia (L.) DC. var.
javanica (Burm. f.) Mattfeld

番仔藤(槭
葉牽牛)

Ipomoea obscura (L.) Ker-Ga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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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中文科名

中文屬名

雙子葉植物

旋花科

牽牛屬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雙子葉植物

第五章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植物名錄
學名

中文名

生長習性

屬性

Ipomoea triloba L.

紅花野牽牛

草質藤本

原生

蕓苔屬

Brassica pekinensis Rupr.

大白菜

草本

栽培

十字花科

蕓苔屬

Brassica oleracea L. var. capitata DC.

高麗菜

草本

栽培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薺屬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Medic.

薺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十字花科

萊菔屬

Raphanus sativus L.

蘿蔔

草本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絲瓜屬

Luffa cylindrica (L.) M. Roem.

絲瓜

草質藤本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葫蘆科

苦瓜屬

短角苦瓜

草質藤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柿樹科

柿樹屬

Diospyros ferrea (Willd.) Bakhuizen

象牙樹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柿樹科

柿樹屬

Diospyros japonica Sieb. & Zucc.

山柿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柿樹科

柿樹屬

Diospyros vaccinioides Lindly

楓港柿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杜鵑花科

杜鵑花屬

Rhododendron pulchrum Sweet

豔紫杜鵑

灌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重陽木屬

Bischofia javanica Blume

茄苳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地錦草屬

Chamaesyce hirta (L.) Millsp.

飛揚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地錦草屬

Chamaesyce thymifolia (L.) Millsp.

千根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大戟屬

聖誕紅

灌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白飯樹屬

Flueggea suffruticosa (Pallas) Baillon

白飯樹

灌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血桐屬

Macaranga tanarius (L.) Muell.-Arg.

血桐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蟲屎屬

蟲屎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葉下珠屬

Phyllanthus multiflorus Willd.

多花油柑

灌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大戟科

烏臼屬

Sapium sebiferum (L.) Roxb.

烏臼

喬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相思樹屬

耳莢相思樹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相思樹屬

Acacia confusa Merr.

相思樹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合歡屬

Albizzia lebbeck (L.) Benth.

大葉合歡

喬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羊蹄甲屬

Bauhinia x blakeana Dunn.

豔紫荊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羊蹄甲屬

Bauhinia purpurea L.

羊蹄甲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羊蹄甲屬

Bauhinia purpurea L.

洋紫荊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決明屬

Cassia fistula L.

阿勃勒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山珠豆屬

Centrosema pubescens Benth.

山珠豆

草質藤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鳳凰木屬

Delonix regia (Boj.) Raf.

鳳凰木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山螞蝗屬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蠅翼草

草本

原生

Momordica charantia L. var.
abbreviata Ser.

Euphorbia pulcherrima Willd. ex
Klotzsch

Melanolepis multiglandulosa
(Reinw.) Reich. f. & Zoll.

Acacia auriculiformis A. Cunn. ex
Be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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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第五章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植物名錄

中文科名

中文屬名

學名

中文名

生長習性

屬性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刺桐屬

Erythrina corallodendron Linn.

珊瑚刺桐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刺桐屬

Erythrina crista-galli L.

雞冠刺桐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刺桐屬

Erythrina variegata L.

刺桐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銀合歡屬

銀合歡

灌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含羞草屬

匍匐灌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含羞草屬

含羞草

灌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盾柱木屬

盾柱木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水黃皮屬

Pongamia pinnata (L.) Pierre

水黃皮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紫檀屬

Pterocarpus indicus Willd.

印度紫檀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葛藤屬

Pueraria montana (Lour.) Merr.

山葛

木質藤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豆科

決明屬

鐵刀木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決明屬

黃槐

灌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田菁屬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田菁

草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豆科

羅望子屬

Tamarindus indica L.

羅望子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殼斗科

椆屬

青剛櫟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金絲桃科

胡桐屬

喬木

原生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Mimosa diplotricha C. Wright ex
Sauvalle
Mimosa pudica L.
Peltophorum pterocarpum (DC.)
Backer ex K. Heyne

Senna siamea (Lamarck) Irwin &
Barneby
Senna surattensis (Burm. f.) Irwin &
Barneby

Cyclobalanopsis glauca (Thunb. ex
Murray) Oerst.

美洲含羞草

胡桐(瓊崖

Calophyllum inophyllum L.

海棠)

雙子葉植物

金絲桃科

福木屬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

福木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金縷梅科

楓香屬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楓香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樟科

樟屬

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樟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樟科

樟屬

Cinnamomum cassia Presl.

肉桂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樟科

樟屬

臺灣肉桂

喬木

特有

雙子葉植物

樟科

樟屬

Cinnamomum osmophloeum Kanehira

土肉桂

喬木

特有

雙子葉植物

樟科

楠屬

Machilus zuihoensis Hayata

香楠

喬木

特有

雙子葉植物

千屈菜科

紫薇屬

Lagerstroemia speciosa (L.) Pers.

大花紫薇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木蘭科

木蘭屬

Magnolia grandiflora L.

洋玉蘭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木蘭科

烏心石屬

Michelia alba DC.

白玉蘭

喬木

栽培

Cinnamomum insulari-montanum
Hay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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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6
種類

中文科名

中文屬名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木槿屬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賽葵屬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金午時花
屬
金午時花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屬

第五章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植物名錄
學名

中文名

Hibiscus tiliaceus L.
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 (L.)
Garcke

生長習性

屬性

黃槿

喬木

原生

賽葵

草本

歸化

小灌木

原生

小灌木

原生

細葉金午時

Sida acuta Burm. f.

花

Sida rhombifolia L.

金午時花

雙子葉植物

錦葵科

野棉花屬

Urena lobata L.

野棉花

灌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楝科

樹蘭屬

Aglaia odorata Lour.

樹蘭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楝科

楝屬

Melia azedarach L.

楝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楝科

喬木

栽培

桃花心木
屬
桃花心木
雙子葉植物

楝科
屬

大葉桃花心

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

木

Swietenia mahogoni (L.) Jacq.

桃花心木

喬木

栽培

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

波羅蜜

喬木

栽培

構樹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波羅蜜屬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構樹屬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benjamina L.

垂榕(白榕)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microcarpa L. f.

榕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religiosa L.

菩提樹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microcarpa 'Golden Leaves'

黃金榕

灌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elastica Roxb.

印度橡膠樹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榕屬

Ficus septica Burm. f.

喬木

原生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L.) L'Herit.
ex Vent.

大冇榕(稜
果榕)

雙子葉植物

桑科

葎草屬

Humulus scandens (Lour.) Merr.

葎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桑科

桑屬

Morus australis Poir.

小桑樹

灌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喬木

栽培

瓶刷子樹
屬

紅花瓶刷子

Callistemon rigidus R. Br.

樹

雙子葉植物

桃金孃科

番石榴屬

Psidium guajava L.

番石榴

灌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五斂子屬

Averrhoa carambola L.

楊桃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酢醬草屬

Oxalis corymbosa DC.

紫花酢醬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酢醬草科

酢醬草屬

Oxalis corniculata L.

酢醬草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西番蓮屬

草質藤本

歸化

Passiflora foetida L. var. hispida
(DC. ex Triana & Planch.) Ki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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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6
種類

中文科名

中文屬名

雙子葉植物

西番蓮科

西番蓮屬

第五章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植物名錄
學名

中文名

海桐科

海桐屬

Pittosporum tobira Ait.

雙子葉植物

蓼科

蓼屬

Polygonum plebeium R. Br.

屬性

草質藤本

歸化

灌木

原生

草本

原生

羊蹄

草本

原生

銀樺

喬木

栽培

草質藤本

原生

三角葉西番

Passiflora suberosa L.

雙子葉植物

生長習性

蓮
海桐
假扁蓄(節
花路蓼)

Rumex crispus L. var. japonicus

雙子葉植物

蓼科

酸模屬

雙子葉植物

山龍眼科

銀樺屬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耳草屬

雙子葉植物

茜草科

雞屎藤屬

Paederia foetida L.

雞屎藤

雙子葉植物

芸香科

月橘屬

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

月橘

灌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楊柳科

柳屬

Salix babylonica L.

垂柳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倒地鈴屬

Cardiospermum halicacabum L.

倒地鈴

草質藤本

歸化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龍眼屬

Euphoria longana Lam.

龍眼

喬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欒樹屬

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

臺灣欒樹

喬木

特有

雙子葉植物

無患子科

無患子屬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無患子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山欖科

膠木屬

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

大葉山欖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茄科

番茄屬

Lycopersicon esculeutum Mill.

小番茄

草本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茄科

茄屬

Solanum nigrum L.

龍葵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茄科

茄屬

Solanum diphyllum L.

瑪瑙珠

灌木

歸化

雙子葉植物

茶科

紅淡比屬

Cleyera japonica Thunb.

紅淡比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田麻科

垂桉草屬

Triumfetta bartramia L.

垂桉草

灌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榆科

榆屬

Ulmus parvifolia Jacq.

榔榆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榆科

櫸屬

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

櫸

喬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繖形花科

芹菜屬

Apium graveolens L.

芹菜

草本

栽培

雙子葉植物

蕁麻科

苧麻屬

青苧麻

草本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紫珠屬

Callicarpa formosana Rolfe

杜虹花

灌木

原生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金露花屬

Duranta repens L.

金露花

灌木

栽培

雙子葉植物

馬鞭草科

馬纓丹屬

Lantana camara L.

馬纓丹

灌木

歸化

單子葉植物

龍舌蘭科

龍血樹屬

Dracaena fragrans (L.) Ker-Gawl.

灌木

栽培

單子葉植物

天南星科

芋屬

Colocasia escutenta (L.) Schott

草本

栽培

(Houtt.) Makino
Grevillea robusta A. Cunn.
Hedyotis brachypoda （DC）Sivar. &
Biju

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 var.
tenacissima (Gaudich.) M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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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6
種類

第五章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植物名錄

中文科名

中文屬名

生長習性

屬性

單子葉植物

莎草科

莎草屬

Cyperus rotundus L.

香附子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蔥屬

Allium fistulosum L.

蔥

草本

栽培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蔥屬

Allium sativum L.

大蒜

草本

栽培

單子葉植物

百合科

桔梗蘭屬

Dianella ensifolia (L.) DC.

桔梗蘭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芭蕉科

芭蕉屬

Musa sapientum L.

香蕉

喬木

栽培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檳榔屬

Areca catechu L.

檳榔

喬木

栽培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黃椰子屬

黃椰子

喬木

栽培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椰子

喬木

栽培

酒瓶椰子

喬木

栽培

蒲葵

喬木

原生

大王椰子

喬木

栽培

看麥娘

草本

原生

可可椰子
屬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單子葉植物

棕櫚科

中文名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Bory.)
H. A. Wendl.
Cocos nucifera L.

酒瓶椰子

Hyophorbe lagenicaulis (L. H.

屬

Bailey) H. E. Moore

棕櫚科

單子葉植物

學名

蒲葵屬

Livistona chinensis (Jacq.) R. Br. var.
subglobosa (Hassk.) Beccari

大王椰子

Roystonea regia (H. B. & K.) O. F.

屬

Cook
Alopecurus aequalis Sobol. var.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看麥娘屬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蓬萊竹屬

Bambusa oldhamii Munro

綠竹

喬木

栽培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臂形草屬

Brachiaria mutica (Forsk.) Stapf

巴拉草

草本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蒺藜草屬

Cenchrus echinatus L.

蒺藜草

草本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虎尾草屬

Chloris barbata Sw.

孟仁草

草本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虎尾草屬

Chloris virgata Sw.

虎尾草

草本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狗牙根屬

Cynodon dactylon (L.) Pers.

狗牙根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龍爪茅屬

龍爪茅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穇屬

牛筋草

草本

原生

白茅

草本

原生

五節芒

草本

原生

草本

原生

amurensis (Kom.) Ohwi

Dactyloctenium aegyptium (L.) P.
Beauv.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var.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白茅屬

major (Nees) Hubb. ex Hubb. &
Vaughan
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芒屬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雀稗屬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

兩耳草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蘆葦屬

Phragmites australlis (Cav.) Trin. ex

蘆葦

ex Schum. & La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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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中文科名

第五章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植物名錄

中文屬名

學名

中文名

生長習性

屬性

Steud.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蘆葦屬

Arundo donax var. versicolor

斑葉蘆葦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狼尾草屬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灌木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狼尾草屬

Pennisetum polystachion (L.) Schult.

牧地狼尾草

草本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狼尾草屬

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

象草

灌木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孟宗竹屬

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ata

桂竹

喬木

特有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紅毛草屬

紅毛草

草本

歸化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甘蔗屬

Saccharum spontaneum L.

甜根子草

草本

原生

單子葉植物

禾本科

玉蜀黍屬

Zea mays L.

玉蜀黍

草本

栽培

單子葉植物

竹芋科

竹芋屬

Calathea makoyana E. Morr.

孔雀竹芋

草本

栽培

單子葉植物

石蒜科

螫蟹花屬

螫蟹花

草本

栽培

Rhynchelytrum repens (Willd.) C. E.
Hubb.

Hymenocallis speciosa (L. f. ex
Salisb.) Salisb.

草本

栽培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表 5.3-27
歸隸特性
類
別
生
長
習
性
屬
性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植物資源(101 年 5 月)

蕨類植物

裸子植物

雙子葉植物 單子葉植物

總計

科數

5

5

48

9

67

屬數

5

5

115

31

156

種數

6

7

152

35

200

喬木

0

6

72

9

87

灌木

0

1

22

2

25

藤本

0

0

14

0

14

草本

6

0

44

24

74

特有

0

0

4

1

5

原生

6

2

91

17

116

歸化

0

0

28

7

35

栽培

0

5

29

10

44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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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8
自然度
自然度5

自然度4

自然度3
自然度2
自然度1
自然度0

第五章

植物自然度分級標準

植物社會狀況

說明

包括未經破壞之樹林，以及曾受破壞，然已演替成天然狀
天然林地區 態之森林；即植物景觀、植物社會之組成，結構均頗穩定，
如不受幹擾其組成及結構在未來改變不大。
在當地大氣條件下，應可發育為森林，但受立地因數如土
原始草生地 壤、水分、養分及重複幹擾等因數之限制，使其演替終止
於草生地階段，長期維持草生地之形相。
包含伐木跡地之造林地、草生地及火災跡地之造林地，以
造林地
及竹林地。其植被雖為人工種植，但其收穫期長，恒定性
較高，不似農耕地經常翻耕、改變作物種類。
植被為人工種植之農作物，包括果樹、稻田、雜糧、特用
農耕地
作物等，以及暫時廢耕之草生地等，其地被可能隨時更換。
由於天然因素造成之無植被區，如河川水域、礁岩、天然
裸露地及植生
崩塌所造成之裸地等；以及人工栽種之綠帶，如綠籬、庭
綠帶
園木、行道樹等。
由於人類活動所造成之無植被區，如都市、房舍、道路、
無植被區
機場等。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

始植被社會生態體系之價值。雖然部分現有植被仍不免要遭
到剷除，但開發區內的原生植被環境，早已隨早期農業開發
或人口居住及交通之需要而遭到改變，目前所存植物亦多為
綠化植物、行道樹或平地及低海拔環境常見植物種類，區內
並無稀有或瀕臨絕種植物品種，亦無重要而需保護之植被族
群，主要植被均屬次生演替初期的植被種類，初判未來開發
對植物生態的影響雖屬負面，但影響有限。減輕對策可對於
原有現存植被面積予以最大保留或預留可補回之再綠化空
間。對植物的保護工作，在工程中如需移除行道樹的移植必
須提早準備，提高移植後的存活率。
二、陸域動物
參考「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之相關動物生態調查文獻，說明本計畫區(以桃園捷運綠線北段
代表)及鄰近地區(以桃園捷運綠線中段與南段代表)之陸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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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資源及本計畫區可能造成之影響程度如后。
(一) 動物生態資源
1.鳥類
101 年 5 月 22~23 日於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文獻調查資
料顯示，共記錄 17 科 28 種（表 5.3-29），種類有鷺科黃
頭(牛背)鷺、小白鷺與夜鷺；鴴科的東方環頸鴴；秧雞科
的白腹秧雞、紅冠水雞與緋秧雞；夜鷹科的臺灣夜鷹；鳩
鴿科的野鴿、斑頸鳩及紅鳩；翡翠科的翠鳥；燕科的洋燕
與家燕；彩鷸科的彩鷸；鵯科的紅嘴黑鵯與白頭翁；伯勞
科的棕背伯勞；鸚嘴科的粉紅鸚嘴；鶯科的灰頭鷦鶯與褐
頭鷦鶯；繡眼科的綠繡眼；文鳥科的斑文鳥與麻雀；八哥
科的八哥與白尾(泰國)八哥；卷尾科的大卷尾；鴉科的樹
鵲等 17 科 28 種 290 隻等。其中計畫區內以黃頭(牛背)鷺
及麻雀有成群之族群出現，為最明顯的優勢種類；其次如
紅鳩、白頭翁與家燕等亦較容易見到。鄰近地區以麻雀最
為豐富，黃頭(牛背)鷺、白頭翁與紅鳩出現數量亦頗多。
計畫區所發現之鳥種與數量為 21 種 112 隻；而鳥類的
歧異度值顯然與其出現鳥種數以及優勢種分布情況相關，
為 2.51。紀錄鳥種中為農委會所列入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共
計八哥與彩鷸等 2 種，等級則皆屬於第 II 級之珍貴稀有之
保育野生動物類，都在鄰近地區發現，其他發現種類則均
屬一般普遍常見之鳥類。
2. 蝴蝶
101 年 5 月 22~23 日於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文獻調查資
料顯示，共記錄有鳳蝶科中的無尾鳳蝶、青帶鳳蝶與大鳳
蝶；粉蝶科的臺灣黃蝶、淡黃蝶、臺灣紋白蝶及日本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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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陸域動物生態資源(鳥類)

(101年5月)
項目

附註

桃園捷運綠線

單位:隻
棲息地

合計 相對數量
種類
區段
一 、Family Ardeidae
鷺科
1. Bubulcus ibis
黃頭(牛背)鷺
2. Egretta garzetta
小白鷺
3. Nycticorax nycticorax
夜鷺
二 、Family Chardriidae
鴴科
1.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東方環頸鴴
三 、Family Caprimulgidae
秧雞科
1. Amaurornis phoenicurus
白腹秧雞
2. Gallinula chloropus
紅冠水雞
3. Porzana fusca
緋秧雞
四 、Family Chardriidae
夜鷹科
1. Caprimulgus affinis
台灣夜鷹
五 、Family Columbidae
鳩鴿科
1. Columba livia
野鴿
2. Streptopelia chinensis
斑頸鳩
3.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紅鳩
六 、Family Alcedinidae
翡翠科
1. Alecedo atthis
翠鳥
七 、Family Hirundidae
燕科
1. Hirundo tahitica
洋燕
2. Hirundo rustica
家燕
八 、Family Rostratulidae
彩鷸科
II
1.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彩鷸
九 、Family Pycnonotidae
鵯科
1. Hypsipetes madagascaiensis 紅嘴黑鵯
2. Pycnontus sinensis
白頭翁
十 、Family Laniidae
伯勞科
1. Lanius schach
棕背伯勞
十一 、Family Paradoxrnithidae
鸚嘴科
1. Paradoxornis webbianus
粉紅鸚嘴
十二 、Family Sylviinae
鶯科
1. Prinia flaviventris
灰頭鷦鶯
2. Prinia subflava
褐頭鷦鶯
十三 、Family Zosteropidae
繡眼科
1. Zosterops japonica
綠繡眼
十四 、Family Ploceidae
文鳥科
1. Lonchura punctulata
斑文鳥
2. Passer montanus
麻雀
十五 、Family Sturnidae
八哥科
II
1.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
八哥
2. Acridotheres javanicus
白尾八哥
十六 、Family Dicruridae
卷尾科
1. Dicrurus macroceru
大卷尾
十七 、Family Corvidae
鴉科
1. Dendrocitta formosae
樹鵲
合計
C（優勢度）
Shannon Index（H'）歧異度
Pielou's evenness index（J'）均衡度
SR1（豐度）
Number of Species 種數
"++++" 表示"相當普遍"
"+++" 表示"普遍"
"++" 表示"少"
"+" 表示"稀少"

北段 中段 南段
23
3
3

6
5
6

17
2
1

46
10
10

++++
++
++

夏/普
留/普
留.過/普

沼澤
沼澤
河口

1

+

過.留/普

河口

3
6
1

+
++
+

留/普
留/普
特亞/普

3

+

留/普

5
7
28

+
++
+++

1

+

留/普

2
3

9
16

++
+++

留/普
夏/普

2

2

+

留/不普

3
9

3
26

+
+++

特亞/普
特亞/普

樹叢
樹叢

1

+

特亞/普

樹叢

2

5

+

特亞/普

灌叢

1
2
4

1
2

1
2

1
2

5
12

10

3
2
6

1
3
8

10

4
5

7

1
3

特亞/普
特亞/普
留/普

樹叢
樹叢

河口
河口

4
2

3
2

2
1

9
5

++
+

特亞/普
特亞/普

灌叢
灌叢

1

3

4

8

++

留/普

樹叢

23

3
11

34

3
68

+
++++

留/普
留/普

樹叢,建物

2

1
3

2

1
7

+
++

特亞/不普
外來/普

1

3

+

特亞/普

2
1
112
78
100
0.117 0.078 0.164
2.51 2.70 2.35
0.82 0.93 0.77

3
290

+

留/不普

2

樹叢

20.79 17.77 20.78
21
（30隻以上）
（11隻～30隻）
（6隻～10隻）
（6隻以下）

18
21
28
"Ⅰ" 表示 "瀕臨絕種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Ⅱ" 表示 "珍貴稀有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Ⅲ" 表示 "其他應予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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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蛺蝶科中的小紫斑蝶、雌紅紫蛺蝶、眼紋擬蛺蝶、小
青斑蝶與豹紋蝶；小灰蝶科的沖繩小灰蝶；以及弄蝶科的
臺灣單帶弄蝶，共計有 5 科 14 種（詳表 5.3-30）。由於調
查季節屬於夏季期間，因此蝴蝶在出現之種類數目方面並
不豐富，計畫區計有 10 種 24 隻，以日本紋白蝶較容易發
現，歧異度為 2.17，各種類中並無發現珍貴稀有的保育類
蝴蝶品種。
表 5.3-30

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陸域動物生態資源(蝴蝶)
(101年5月)
項目

種類
區段
一 、Papilinidae
鳳蝶科
1. Papilio demoleus libanius
無尾鳳蝶
2.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青帶鳳蝶
3. Papilio memnon heronus
大鳳蝶
二 、Pieridae
粉蝶科
1. Eurema blanda arsakia
台灣黃蝶
2. Catopsilia pomona
淡黃蝶
3. Pieris canidia canidia
台灣紋白蝶
4. Pieris rapae crucivora
(日本)紋白蝶
三 、Nymphalidae
蛺蝶科
1.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小紫斑蝶
2. Hypolimnas misippus
雌紅紫蛺蝶
3. Junonia lemonias aenaria
眼紋擬蛺蝶
4. Parantica melaneus swinhoei 小青斑蝶
5. Timelaea albescens formosana 豹紋蝶
四 、Lycaenidae
小灰蝶科
1.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沖繩小灰蝶
五 、Hesperiidae
弄蝶科
1. Borbo cinnara
臺灣單帶弄蝶
合計
C（優勢度）
Shannon Index（H'）歧異度
Pielou's evenness index（J'）均衡度
SR1（豐度）
Number of Species 種數
"++++" 表示"相當普遍"
（30隻以上）
"+++" 表示"普遍"
（11隻～30隻）
"++" 表示"少"
（6隻～10隻）
"+" 表示"稀少"
（6隻以下）

桃園捷運綠線
北段

中段

南段

計

2
1

1
2
3

1
3
3
6

2
1
2
5
1
3
4

1

2

2

1
3

3
4
4

+
+
+

3
6
8
15

+
++
++
+++

3

2
5
4
2
4

+
+
+
+
+

6

11

+++

2
3
4

2

2
2
24
0.13
2.17
0.94
9.69
10

單位:隻
附
相對數量
註

合

1
1
4
+
29
22
75
0.10
0.17
2.41
1.92
0.94
0.93
12.70
7.68
13
8
14
"Ⅰ" 表示 "瀕臨絕種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Ⅱ" 表示 "珍貴稀有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Ⅲ" 表示 "其他應予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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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爬蟲類及兩棲類
101 年 5 月 22~23 日於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文獻調查資
料顯示，共記錄有兩棲類 3 科 4 種及爬蟲類 3 科 3 種（詳
表 5.3-31）。所紀錄種類中兩棲類有蟾蜍科的黑眶蟾蜍、
樹蛙科的白頷樹蛙以及赤蛙科的貢德氏蛙與澤蛙，主要分
佈在溪流及一些水塘附近。其中，計畫區計有 3 種 10 隻，
歧異度為 1.03。
爬蟲類受到開發以及性較隱匿影響，所紀錄種類中有
飛蜥科的斯文豪氏攀蜥、守宮科的無疣蝎虎以及石龍子科
的麗紋石龍子，所發現種類不多。其中，計畫區計有 1 種
1 隻斯文豪氏攀蜥，歧異度為 0。
4.哺乳類
101 年 5 月 22~23 日於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文獻調查資
料顯示，紀錄之哺乳類動物不多，共計有 3 科 4 種（詳表
5.3-32）。包括有蝙蝠科的家蝠、尖鼠科的香鼠、鼠科的
家鼠與鬼鼠，整體而言，以家蝠可觀察到之數量相對較多。
其中，計畫區計有 3 種 6 隻，歧異度為 1.01。
(二)保育類動物
參考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
書(101.7)調查結果，鄰近地區 101 年 5 月合計於調查區內共
調查到 29 科 54 種陸域動物，詳表 5.3-33 所示。其中包括 2
種保育類物種八哥與彩鷸，分別是屬第 II 級之珍貴稀有之
保育野生動物類，於本計畫區範圍內雖未發現保育野生動物
類，惟後續開發仍應依現場生態調查結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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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陸域動物生態資源(兩棲爬蟲類)
(101年5月)
項目

單位:隻
桃園捷運綠線

合
相對數量

種類
AMPHIBIA
一 、Bufonidae
1. Bufo melanostictus

區段

北段

中段

兩生綱
蟾蜍科
黑眶蟾蜍

3

南段

2

二 、Rhacophoridae
樹蛙科
1. Polypededates megacephalus 白頷樹蛙
三 、Ranidae
赤蛙科
1. Rana guntheri
貢德氏蛙
2. Rana limnocharis limnocharis 澤蛙
合計
C（優勢度）
Shannon Index（H'）歧異度
Pielou's evenness index（J'）均衡度
SR1（豐度）
Number of Species 種數
REPTILIA
爬蟲綱
一 、Agamidae
飛蜥科
1. Japalura swinhonis
斯文豪氏攀蜥
二 、Gekkonidae
守宮科
1. Hemidactylus bowringii
無疣蝎虎
三 、Scincidae
石龍子科
1. Eumeces elegans
合計

SR1（豐度）
Number of Species 種數
"++++" 表示"相當普遍"
"+++" 表示"普遍"
"++" 表示"少"
"+" 表示"稀少"

6

11

+++

1

1

+
+
+++

2
5
10

2
4

4
11

2
11
25

0.38
1.03
0.94
2.57
3

0.50
0.69
1.00
1.28
2

0.44
0.92
0.83
2.58
3

4

1

3

4

+

3

2

5

+

6

1
3

1
10

+

1
1.00
0.00
#DIV/0!

0.50
0.69
1.00

0.56
0.64
0.92

麗紋石龍子

C（優勢度）
Shannon Index（H'）歧異度
Pielou's evenness index（J'）均衡度

計

#DIV/0!

1.44
1.09
1
2
2
3
"Ⅰ" 表示 "瀕臨絕種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Ⅱ" 表示 "珍貴稀有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Ⅲ" 表示 "其他應予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30隻以上）
（11隻～30隻）
（6隻～10隻）
（6隻以下）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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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陸域動物生態資源(哺乳類)
(101年5月)

單位:隻

項目

合

桃園捷運綠線

附
相對數量

種類
區段
INSECTIVORA
食蟲目
一 、Sorcidae
尖鼠科
1. Suncus murinus
香(臭,錢)鼠
CHIROPTERA
翼手目
二 、Vespertilionidae
蝙蝠科
1. Pipistrellus abramus abramus 家蝠
RODENTIA
嚙齒目
三 、Muridae
鼠科
1. Bandicota nemorivaga
鬼鼠
2. Rattus rattus
家(玄)鼠
合計
C（優勢度）
Shannon Index（H'）歧異度
Pielou's evenness index（J'）均衡度
SR1（豐度）
Number of Species 種數
"++++" 表示"相當普遍"
（30隻以上）
"+++" 表示"普遍"
（11隻～30隻）
"++" 表示"少"
（6隻～10隻）
"+" 表示"稀少"
（6隻以下）
"Ⅰ" 表示"瀕臨絕種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Ⅱ" 表示"珍貴稀有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Ⅲ" 表示"其他應予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北段

中段

南段

2

3

計

1

3

+

6

4

13

+

△

2
8
0.83
0.56
0.81
1.52
2

1
6
0.15
0.87
0.79
2.44
3

1
3
20

+
+

◇
△

1
6
0.29
1.01
0.92
2.44
3
♁:特有亞種
☉:特有種
△:廣佈性種
◇:外來種

註

4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表 5.3-33 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陸域動物生態資源統計表
種類

科數

種數

鳥類

17

蝶類

保育種數
瀕臨絕種

珍貴稀有

應予保育

28

0

2

0

5

14

0

0

0

兩棲類

3

4

0

0

0

爬蟲類

3

3

0

0

0

哺乳類

3

4

0

0

0

合計

31

53

0

2

0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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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能影響之評定
由於計畫區多屬已經人為開發之範圍，較缺乏自然原始
環境，所觀察記錄到之動物亦大多為一般市區城鎮附近或農
墾地常見種類。然計畫區鄰近地區仍有農委會所列入之保育
鳥類(八哥與彩鷸等)，等級則皆屬於第 II 級之珍貴稀有之保
育野生動物，後續開發仍需加強注意。
彩鷸棲於低原之潮濕地區，尤以台中、彰化、及恒春半
鳥之濕作田為最常見，為不普遍之留鳥與夏候鳥，夏候鳥大
約於 4 月份到達，棲習於水田、草澤及廢耕地，尤好芋頭田。
通常是小群的晨、昏出現，性隱密，受驚時常於原地不動，
除非干擾持續，否則不會起飛；繁殖期的夜間雌鳥發出低沈，
似吹空瓶的聲音，可持續甚久；非繁殖期及遷移時常成小群
活動。八哥為一般耳熟能詳的鳥類，平時喜好成群在開闊的
農地、旱田、草地或垃圾場等環境活動。
由於本計畫區非上述保育類動物唯一或主要之棲地環
境， 因此，依據本計畫之工程特性所造成之環境改變雖屬
負面影響，但尚不致於導致野生動物之滅絕。
減輕之對策可透過營運期間利用空間進行生態綠化以
創造生態面積。在保育類生物方面，本計畫應避免砍伐可供
鳥類築巢的大樹，另外亦可創造一些小水池環境供蛙類族群
作為繁衍棲地，避免因本計畫區之開發而減少其生存的機
會。
植生綠化之規劃，朝不植種外來種植物（尤其溼地埤塘
鄰近範圍）進行規劃；另以立體綠廊規劃建構生態網絡空間，
提升整體綠覆比率。並規劃一定比例之綠地，以減緩熱島效
應之發生，並以地方降尺度之氣候變遷模式，評估本案熱島

5-76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5.docx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第五章

效應對區域大環境降雨型態之可能影響 。
三、水域生態
參考「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之相關水域生態調查文獻，說明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之新街溪
(測站 1：N25 02.121；E121 12.866)、埔心溪(測站 2：N25 02.914；
E121 13.736)、油車溪(測站 3：N25 04.469；E121 15.601)、南崁
溪(測站 4：N25 03.337；E121 16.857)與茄冬溪(測站 5：N25 02.587；
E121 16.706 以及測站 6：N24 56.366；E121 16.835)水域生態現
況及本計畫區開發可能造成之影響程度如后。
(一)水域生態現況
1.浮游植物
民國 101 年 5 月底於計畫區附近河川或溪流進行浮游
植物採樣，其結果詳表 5.3-34。共計發現有藍綠藻門
（Cyanophyta）3 種；矽藻門(Bacillariophyta)29 種；綠藻
門（Chlorophyta）13 種以及裸藻門（Euglenophyta）1 種
等，共計四大門 46 種藻類。所有種類中又明顯以藍綠藻門
之銅銹微囊藻（Microcystis aeruginosa）密度較高，平均密
度達 6.54x105Cells/L 並可占總量 50.773%，而本種尤其在
茄苳溪上下游測站 6 與測站 5 有頗高密度存在；藍綠藻中
之顫藻（Oscillatoria sp.）雖僅在南崁溪的測站 4 出現但亦
有 不 低 密 度 。 矽 藻 門 中 以 梅 尼 小 環 藻 （ Cyclotella
meneghiniana）密度最豐，平均密度有 7.81x104Cells/L 並
佔總量 6.06%，其次之細條羽紋藻(Pinnularia microstauron)
與谷皮菱形藻(Nitzschia palea)兩者亦分別可佔總量 3%以
上；其他矽藻藻種中之顆粒溝鏈藻（Aulacoseira granulata）
平均亦可佔總量 2.53%之外，都僅在總量 2%以下。 綠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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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中 則 以 連 營 ( 柵 ) 藻 (Scenedesmus sp.) 與 空 星 藻
(Coelastrum sp.)出現較為明顯，分別有 8.63x104Cells/L 與
7.67x104Cells/L 並可佔總量 6.7%與 5.95%，其次十字藻
(Crucigenia sp.)與膠網藻（Dictyosphaericum sp.）也佔總量
2%以上。
在優勢度方面，六個測站中測站 1 明顯以綠藻中的連
營(柵)藻以及矽藻中的梅尼小環藻、顆粒溝鏈藻為相對優
勢種類，其他藻類相對不多。測站 2 則以銅銹微囊藻與空
球藻(Eudorina sp.)較豐。測站 3 僅有銅銹微囊藻密度出現
較明顯。測站 4 有數種藻類密度甚高，包括藍綠藻中的銅
銹微囊藻、矽藻中的梅尼小環藻以及綠藻中的十字藻與連
營(柵)藻相對較多。測站 5 則以藍綠藻中的銅銹微囊藻較
豐；矽藻中的梅尼小環藻、谷皮菱形藻與細條羽紋藻亦有
相對較高值存在。測站 6 之銅銹微囊藻與空星藻密度則相
對明顯較豐。
於六個測站所調查之總細胞密度差異甚大，介於
1.70x105Cells/L 至 2.78x106Cells/L，其中以測站 5 密度最
高；而以測站 3 最低。種數於各測站分別計有 12 至 29 種，
以測站 1 種類最多；而測站 3 明顯較少。在種歧異度方面，
六個測站的種歧異度亦以種數較多的測站 1 最高為 2.63，
而以種數居中但優勢種十分明顯之測站 6 最低僅有 0.75。
2.附著性藻類
101 年 5 月底於六個測站進行附著性藻類採樣，其結
果詳表 5.3-35，共計有矽藻門(Bacillariophyta)22 種等。六
個測站矽藻門藻屬種類共計有：曲殼藻屬(Achnanthes) 1
種、溝鏈藻屬(Aulacoseira) 1 種、矽藻屬(Bacillaria) 1 種、
卵形藻屬(Cocconeis) 1 種、小環藻屬(Cyclotella) 屬 1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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桅杆藻屬(Fragilaria) 1 種、異極藻屬(Gomphonema) 4 種、
直鏈藻屬(Melosira) 1 種、舟形藻屬(Navicula) 4 種、菱形藻
屬(Nitzschia) 3 種、羽紋藻屬(Pinnularia) 3 種與針杆藻屬
(Synedra) 1 種等。由於受各測站不同底質環境與水質、水
文影響，各測站附著型藻種亦有相當差異，其中以位於新
街溪之測站 1 有 17 種較多；而位於埔心溪之測站 2 最少僅
有 6 種。 本次於各測站大致有相對較高密度之細條羽紋藻
(Pinnularia microstauron) 出 現 ； 其 次 為 間 斷 羽 紋 藻
(Pinnularia interrupta)亦有顯著存在之情形。各測站藻屬指
數值介於 0 至 0.49，其中以測站 1 最高；其次為測站 6 為
0.22；而以測站 2、3 最低，若單純以指數來看各測站皆都
屬於嚴重污染狀態。
3.浮游動物
於 101 年 5 月底於六個測站進行浮游動物採樣，其結
果詳表 5.3-36。共計發現有原生動物（Protozoa）4 種、輪
形動物（Trochelminthes）6 種與節肢動物（Arthropoda）4
種。所採獲各種類中明顯以劍水蚤（Cyclops sp.）個體量
最高，可佔總量 52.05%；其次為冠衣沙蟲（Difflugia corona），
也在總量的 11%左右。六個測站所調查之總個體密度介於
160 ind./ m3 至 960 ind./ m3 之間，明顯又以測站 3 個體量最
高，主要是因為本站有較明顯的優勢種類劍水蚤存在高密
度之故；其次為有較多劍水蚤與冠衣沙蟲出現之測站 1，
其也有 780 ind./m3 之個體量；最低個體量則在測站 2 與測
站 4 出現僅有 160 ind./ m3。
在優勢度方面，由於各測站環境條件不同導致測站間
優勢種相對亦有所不同，其中劍水蚤（Cyclops sp.）於測
站 1、3 與 5；冠衣沙蟲（Difflugia corona）於測站 1；吊
鐘(鐘形)蟲（Vorticella sp.）於測站 4；輪蟲(Rotaria sp.)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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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 1 分別都成為該測站之相對優勢種。在種歧異度方面，
六個測站的種歧異度受種數以及優勢種影響亦有相當差異，
而介於 0.65 至 1.88，以種數最多且分配較均勻的測站 5 最
高；其次為種數次多分配亦均勻的測站 1 亦有 1.37；而測
站 3 因為優勢種類出現明顯使得其歧異度最低。
4.水生昆蟲
由於各測站水域環境多非自然環境且受到相當程度之
都市廢水污染，底質環境較不適宜多數水生昆蟲種類發展。
於民國 101 年 5 月底進行採樣，其結果詳表 5.3-37。共計
發 現 有 蜉 蝣 目 (Ephemeroptera)1 科 1 種 ； 蜻 蛉 ( 蜓 ) 目
(Odonata)1 科 1 種；半翅目(Hemiptera)2 科 2 種；以及雙翅
目（Diptera）2 科 3 種等 4 目 6 科 7 種。其中測站 2 與測
站 4 發現易生存於污水環境之雙翅目(Diptera)中的紅搖蚊
(Chironomus kiiensis)，而小搖蚊(Chironomus sp.)亦可發現
於測站 1、測站 2、測站 4 及測站 6 四個測站中；家蚊孑孓
（Culex sp.）可於測站 2 與測站 5 發現。其他如蜻蛉(蜓)
目中的青紋細蟌（Ischnura senegalensis）於測站 4 亦容易
發現；至於可在稍佳水質環境發現之蜉蝣目的小蜉蝣
(Baetis sp.)，僅在新街溪測站 1 發現。 在種歧異度方面，
六個測站採獲之水生昆蟲種類有 0 至 5 種不等。受種數偏
少影響，各測站的歧異度值多偏低，其中則以種數最多的
測站 4 最高。
5.魚類與無脊椎動物
由於調查水域皆已受到嚴重污染，101 年 5 月底進行
魚類及無脊椎動物調查，其結果詳表 5.3-38。僅捕獲有魚
類（Fish）3 科 5 種、甲殼動物(Crustacea)2 科 2 種、軟體
動物（Mollusca）4 科 4 種以及環節動物（Annelida）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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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魚 類 之 種 類 有 慈 鯛 科 的 巴 西 珠 母 麗 鯛 (Geophagus
brasiliensis)與尼羅口孵魚（Sarotherodon niloticus）；蝦虎
科的明潭吻蝦虎(Rhinogobius candidianus)；胎生鱂魚科的
孔雀魚(Poecilia reticulatus)以及食蚊魚(大肚魚)(Gambusia
affinis)等，整體而言魚類種數以南崁溪測站 4 發現種類與
數量最多；而有嚴重污染的測站 2 與測站 3 則未發現魚類。
甲殼動物分別僅於測站 6 發現日本沼蝦(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以 及 測 站 4 與 測 站 5 發 現 克 氏 原 蝲 蛄
（Procambarus clarkii）等 2 種。 軟體動物除測站 3 因為
環境因素未發現任何種類外；福壽螺(Ampullarius insularus)
可於所有測站發現；石田螺（Sinotaia quadrata）可於測站
6 發現高密度存在；小椎實螺（Austropeplea ollula）、囊
螺（Physa acuta）皆僅在測站 4 發現。 在環節動物方面，
於多數測站亦可發現不低水蛭（Erpobdella lineata）存在，
而測站 1 可發現長鬚單葉沙蠺(Namalycastis

longicirris)。

(二)可能影響之評定
依據上述調查文獻分析結果，本計畫區域之大小溪流皆
已遭受相當程度之人為污染，但部份環境仍保有相當程度的
生態價值與水生物的生存空間。另本計畫區之相關河段並未
發現任何稀有或重要之水生物種類，對於物種的珍貴稀有需
保護程度而言，水域生態之敏感度並不高，影響雖屬負面但
不明顯。而一但本計畫區工程結束後，各區段河川亦應當可
恢復原來類似之環境狀況。
減輕之對策，建議於鄰近河段附近施工時，除非必要，
應避免直接於河床施以破壞或改變性之工程動作，而造成棲
息地之永久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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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水域生態資源(浮游植物)
(101年5月)
河川 新街溪 埔心溪 油車溪 南崁溪
1
2
3
4
測站

種類
一 、Cyanophyta
藍綠藻門
1. Anabaena sp.
念珠藻
2. Microcystis aeruginosa
銅銹微囊藻
3. Oscillatoria sp.
顫藻
二 、Bacillariophyta
矽藻門
1. Achnanthes linearis
線形曲殼藻
2. Amphora laevis
平滑雙眉藻
3. Aulacoseira distans
遠距溝鏈藻
4. Aulacoseira granulata
顆粒溝鏈藻
5. Cocconeis placentula
扁圓卵形藻
6. Cyclotella meneghiniana
梅尼小環藻
7. Diploneis bombus
蜂腰雙壁藻
8. Fragilaria sp.
桅杆藻
9. Gomphonema gracile
纖細異極藻
10. Gomphonema olivaceum
橄欖綠異極藻
11. Gomphonema parvulum
微小異極藻
12. Gomphonema sphaerophorum
球異極藻
13. Gyrosigma acuminata
尖旋形藻
14. Hantzschia amphioxys
菱板藻
15. Navicula cryptocephala
隱頭舟形藻
16. Navicula lanceolata
披針舟形藻
17. Navicula mutica
端舟形藻
18. Navicula placentula
小胎座舟形藻
19. Navicula pupula
瞳孔舟形藻
20. Navicula radiosa var. parva
放射舟形藻
21. Navicula rhyncocephala
喙頭舟形藻
22. Nitzschia fonticola
泉生菱形藻
23. Nitzschia linearis
線形菱形藻
24. Nitzschia palea
谷皮菱形藻
25. Pinnularia interrupta
間斷羽紋藻
26. Pinnularia major
大羽紋藻
27. Pinnularia microstauron
細條羽紋藻
28. Pinnularia viridula
微綠羽紋藻
29. Synedra ulna
肘狀針杆藻
三
綠藻門
1. Chlorella sp.
綠球藻
2. Coelastrum sp.
空星藻
3. Crucigenia sp.
十字藻
4. Dictyosphaerium sp.
膠網藻
5. Eudorina sp.
空球藻
6. Gloeocystis sp.
膠囊藻
7. Golenkinia sp.
多芒藻
8. Micractinium sp.
微芒藻
9. Oocystis sp.
卵囊藻
10. Pediastrum sp.
勳章藻(角板藻)
11. Scenedesmus sp.
連營(柵)藻
12. Selenastrum sp.
月芽藻
13. Tetraedron sp.
四角藻
四 、Euglenophyta
裸藻門
1. Euglena sp.
裸藻
密 度
C（優勢度）
Shannon Index（H'）歧異度
Pielou's evenness index（J'）均衡度
SR1（豐度）
Number of Species 種數

960

105
1920

1280

235

茄冬溪
5
6

540 19200 15360
1835
25

120
1625
1680
10

30
55

30

10
25

115

65

5

5

30
65
20
1255

20
465
125

260
85

1485

90

35
170

95

200
30
60
35
25
5

15
20

25

195
5

175
5
60
50

20

10
45
840
115
10
985

20

15
885
85
925
20

1040
360
15
1075

30
50
10
210

720
120
960

1920

30

5

80

200

100
800
20

40
5

240

480
50
240

40

150
480
1200

20
90
720
240
600
480
600
240
480
3000
240

120
40
80
100

75
960
2400
480

840
480

13725
0.10
2.63
0.78
28.90
29

3565
0.35
1.57
0.58
14.88
15

單位:×100 cell/L
平
比
均
例

合
計

60

5
1700 11935 27785 18625
0.58
0.11
0.49
0.69
0.98
2.46
1.38
0.75
0.39
0.77
0.46
0.26
11.87 23.89 19.90 16.90
12
24
20
17

105
39260
1835

17.5
6543.3
305.8

0.14%
50.77%
2.37%

260
20
885
1955
20
4690
10
200
30
125
365
25
5
15
240
5
195
5
60
50
10
45
15
2815
610
35
3230
20
20

43.3
3.3
147.5
325.8
3.3
781.7
1.7
33.3
5.0
20.8
60.8
4.2
0.8
2.5
40.0
0.8
32.5
0.8
10.0
8.3
1.7
7.5
2.5
469.2
101.7
5.8
538.3
3.3
3.3

0.34%
0.03%
1.14%
2.53%
0.03%
6.06%
0.01%
0.26%
0.04%
0.16%
0.47%
0.03%
0.01%
0.02%
0.31%
0.01%
0.25%
0.01%
0.08%
0.06%
0.01%
0.06%
0.02%
3.64%
0.79%
0.05%
4.18%
0.03%
0.03%

165
4600
2760
2140
840
1225
50
720
670
1040
5180
240
540

27.5
766.7
460.0
356.7
140.0
204.2
8.3
120.0
111.7
173.3
863.3
40.0
90.0

0.21%
5.95%
3.57%
2.77%
1.09%
1.58%
0.06%
0.93%
0.87%
1.34%
6.70%
0.31%
0.70%

5
0.8
77335 12889.2

0.01%
100%

46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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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5

第五章

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水域生態資源(附著性藻類)
(101年5月)
河川 新街溪 埔心溪 南崁溪
測站
1
2
4

茄冬溪
5
6

種類
二 、Bacillariophyta
矽藻門
1. Achnanthes linearis
53
18
5
線形曲殼藻
2. Aulacoseira granulata
82
顆粒溝鏈藻
3. Bacillaria paradoxa
5
奇異矽藻
4. Cocconeis placentula
5
扁圓卵形藻
5. Cyclotella meneghiniana
60
6
17
112
梅尼小環藻
6. Fragilaria sp.
41
桅杆藻
7. Gomphonema olivaceum
6
18
7
134
橄欖綠異極藻
8. Gomphonema parvulum
41
28
6
25
37
微小異極藻
9. Gomphonema sphaerophorum
5
106
球異極藻
10. Gomphonema sp.
17
異極藻
11. Melosira varians
10
變異直鏈藻
12. Navicula cryptocephala
24
5
16
4
隱頭舟形藻
13. Navicula mutica
23
端舟形藻
14. Navicula placentula
小胎座舟形藻
15. Navicula pupula
5
142
6
瞳孔舟形藻
16. Nitzschia frustulum
3
碎片菱形藻
17. Nitzschia linearis
3
線形菱形藻
18. Nitzschia palea
35
7
198
23
谷皮菱形藻
19. Pinnularia interrupta
123
825
102
33
5
間斷羽紋藻
20. Pinnularia microstauron
437 6225
623
220
24
細條羽紋藻
21. Pinnularia viridula
34
10
微綠羽紋藻
22. Synedra ulna
22
4
肘狀針杆藻
合計
929 7260
829
643
338
17
6
9
11
9
種數
藻屬指數
0.49
0.00
0.00
0.07
0.22
註：矽藻藻屬指數（GI）
矽藻藻屬指數係以矽藻中之Achnanthes、Cocconeis、Cymbella、Cyclotella、Melosira和Nitzschia等各藻屬
所出現之頻度和之比值作為水質之指標。公式如下:
GI=(Achnanthes+Cocconeis+Cymbella)/(Cyclotella+Melosira+Nitzschia)
GI值與水質之關係：
GI>30 極輕微污染， 11<GI<30 微污染，
1.5<GI<12 輕度污染，0.5<GI<1.5 中度污染，
GI<0.5 嚴重污染

合
計
76
82
5
5
195
41
165
137
111
17
10
49
23
0
153
3
3
263
1088
7529
44
26
9999
22

相對數量
比
例
0.8%
0.8%
0.1%
0.1%
2.0%
0.4%
1.7%
1.4%
1.1%
0.2%
0.1%
0.5%
0.2%
0.0%
1.5%
0.0%
0.0%
2.6%
10.9%
75.3%
0.4%
0.3%
100%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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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6

第五章

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水域生態資源(浮游動物)
(101年5月)
河川 新街溪 埔心溪 油車溪 南崁溪
1
2
3
4
測站

種類
一 、Protozoa
原生動物門
1. Arecella vulgaris
帶殼變形(覃頂)蟲
2. Difflugia corona
冠衣沙蟲
3. Paramecium sp.
草履蟲
4. Vorticella sp.
吊鐘(鐘形)蟲
二 、Trochelminthes 輪形動物門
1. Brachionus sp.
臂尾輪蟲
2. Brachionus calycifloru萼花臂尾輪蟲
3. Brachionus forficula 剪形臂尾輪蟲
4. Monostyla sinuata 單趾輪蟲
5. Mytilina sp.
棘管輪蟲
6. Rotaria sp.
輪蟲
三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1. Alona sp.
尖額蚤
2. Bosmina sp.
象鼻蚤
3. Cyclops sp.
劍水蚤
4. Cyclops (Nauplius) 劍水蚤
個體量
C（優勢度）
Shannon Index（H'）歧異度
Pielou's evenness index（J'）均衡度
SR1（豐度）
Number of Species 種數

60
180

60

20
20

60

60

80

茄冬溪
5
6
60
20
40
20

40
40

20
20
20
20

20

20
60

40

20

160
0.34
1.08
0.99
2.80
3

20
80
800
40
960
0.70
0.65
0.41
4.85
5

400
780
0.33
1.37
0.76
5.85
6

40

160
0.34
1.21
0.88
3.80
4

單位:× ind./m3
平
比
均
例

合
計

20

200
200

120

640
0.21
1.88
0.78
10.85
11

220
0.37
1.17
0.84
3.81
4

180
320
40
220

30.0 6.16%
53.3 10.96%
6.7 1.37%
36.7 7.53%

20
20
20
40
20
180

3.3
3.3
3.3
6.7
3.3
30.0

20
280
1520
40
2920

0.68%
0.68%
0.68%
1.37%
0.68%
6.16%

3.3 0.68%
46.7 9.59%
253.3 52.05%
6.7 1.37%
486.7
100%

14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表 5.3-37

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水域生態資源(水生昆蟲)

種類
Order Ephemeroptera
一 、Baetidae(Pseudcloeon)
1. Baetis(Tenuibaetis) sp.
Order Odonata
一 、Coenagrionidae(Agrionidae)
1. Ischnura senegalensis
Order Hemiptera
一 、Gerridae
1. Aquarius elongatus
二 、Corixidae
1. Sigara substiariata
Order Diptera
一 、Chironomidae
1. Chironomus kiiensis
2. Chironomus sp.
二 、Culicidae
1. Culex sp.
合計
種數
歧異度

(101年5月)
河川 新街溪 埔心溪 油車溪 南崁溪
1
2
3
4
測站

單位:隻
合
計

茄冬溪
5
6

蜉蝣目
四節蜉蝣科(泥蜉科小蜉蝣科豆蜉蝣科)
5
小蜉蝣
蜻蛉(蜓)目
細蟌科(蟌科)
3
青紋細蟌
半翅目
水黽科
2
1
2
大水黽
水椿象科(划 科、水 科、水[虫羲]科、水蟲科)
2
2
小水蟲
雙翅目
搖蚊科
3
2
紅搖蚊
2
1
4
小搖蚊
蚊科
1
1
家蚊孑孓
11
6
0
13
1
4
4
0
5
1
1.29
1.24
0.00
1.56
0.00

5

3

5
4

2

2
1
0.00

5
9
2
33
7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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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8

第五章

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水域生態資源(魚類與無脊椎動物)
(101年5月)
河川 新街溪 埔心溪 油車溪 南崁溪
1
2
3
4
測站

種類
壹 Pisces
魚類
Cichlidae
慈鯛科
1. Geophagus brasiliensis
巴西珠母麗鯛
2. Sarotherodon niloticus
尼羅口孵魚
Gobiidae
蝦虎科
1. Rhinogobius candidianus 明潭吻蝦虎
Poeciliidae
胎生鱂魚科
1. Poecilia reticulatus var.
孔雀魚
2. Gambusia affinis
食蚊魚(大肚魚)
3科5種
小計
貳 Class Crustacea
甲殼綱
Order Decapoda
十足目
Family Atyidae
匙指蝦科
1. Procambarus clarkii
克氏原蝲蛄
Family Palaemonidae
長臂蝦科
1.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日本沼蝦
2科2種
小計
參 Mollusca
軟體動物類
Ampullariidae
蘋果螺科
1. Ampullarius insularus
福壽螺
Viviparidae
田螺科
1. Sinotaia quadrata
石田螺
Lymnaeidae
椎實螺科
1. Austropeplea ollula
小椎實螺
Physidae
囊螺科
1. Physa acuta
囊螺
4科4種
小計
肆 Annelida
環節(形)動物門
Hirudinea
蛭綱
1. Erpobdella lineata
水蛭
Polychaeta
多毛綱
1. Namalycastis longicirris
長鬚單葉沙蠺
2科2種
小計
註： "Ⅰ" 表示"瀕臨絕種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Ⅱ" 表示"珍貴稀有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Ⅲ" 表示"其他應予保育類之野生動物"

25

3

茄冬溪
5
6

1

單位:隻
合
計

2
4

2
33

1

26

1

0

0

0

6

2

0

0

10
12
25

3
4

1

2

1

2

3
3

3
6

4

9

3

24

20

20

10
16

10
25
71

3

1

6

2

20

3

2
28

5

0

0

1

4
9

9

23

4
49

5

4

2

34

19

13

25

2
90

資料來源：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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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四、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桃園台地區內河流短促，雨水貯留時間甚短，可引用之水源
有限，一向為看天種植之常旱田地，僅靠台地傾斜起伏處鑿地築
池，利用天然雨水貯存以供灌溉。因此在二十世紀初葉，台地上
可耕地面積約有 27,000 公頃，而貯水埤塘占地卻廣達 8,000 餘公
頃，數量達 10,000 餘處，尤其大小不一，處處可見，可謂埤塘
星羅棋布，形成本地區之地景特色。然因受氣候、雨量之影響，
灌溉用水仍然不足，無法達到二期稻作之目標，如逢久旱，水源
枯竭，稻禾枯萎，池底龜裂，農民苦不堪言，部分耕地因而轉種
甘藷、茶樹，甚至任其荒蕪。為徹底改善此一困境，日據時代在
大漢溪上游石門地方取水，並組合了 132 座河水堰、231 個貯水
埤塘、846.5 公里之給水路，形成總面積 2,218 公頃，總蓄水量
6,600 萬立方公尺的桃園大圳灌溉總工程。該工程在民國 17 年全
部完成，為桃園農田水利會中的最重要的灌溉系統。
桃園農田水利會灌溉面積於民國 59 年時，廣達 34,568 公頃，
以後由於都市及工業發展，農田灌溉面積逐年減少，在民國 73
年灌溉面積為 28,241 公頃，民國 78 年灌溉面積為 26,235 公頃，
民國 88 年灌溉面積為 25,967 公頃。經 40 年之時代演變，地景
變化甚為劇烈，生態棲地亦隨之破壞與轉變。
參考「桃園臺地埤塘景觀生態設計初探(方偉達、張尊國，
2004)」之相關埤塘生態調查文獻，說明本計畫區及鄰近地區之
埤塘生態鳥類資源及本計畫可能造成之影響程度如后。
(一) 埤塘鳥類生態資源
該文獻於蘆竹鄉及大園鄉共調查 6 口池塘進行分析，分
別為大竹二支 18 號池（蘆竹鄉，距計畫區邊界約 2 公里）
、
橫山大埤（大園鄉，計畫區內西南側）、湖底埤（大園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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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西側邊界外）、大竹二支 2-1 號池（蘆竹鄉，距計畫
區 2 公里）、沙崙大池（大園鄉，計畫區北側第三跑道預定
位置）、大竹二支 1-2 號池（蘆竹鄉，據計畫區邊界 500 公
尺，高鐵路廊另一側）
，分布區域遠離桃園、中壢市區，並
且環繞中正國際機場取樣（圖 5.3-21）
，調查時間為 92 年 11
月 15 日，調查每一池塘約 30 分鐘。採用穿越線法及定點圓
圈法兩種互用，穿越線以車程（汽車）代步，定點圓圈法假
設以埤塘幾何中心點為圓心，半徑 564.19 公尺的定點圓圈
範圍（100 公頃）進行調查，調查池內及池外的鳥類種類及
數量。調查區以地理資訊系統(GIS)Arc View3.2 處理並計算
定點圓圈 100 公頃內之 4 種土地（建成地、道路、水域、農
地及開闊地）面積及比例。

資料來源：桃園臺地埤塘景觀生態設計初探(方偉達、張尊國，2004)。

圖 5.3-21 調查埤塘空間位置分佈圖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 6 口埤塘大竹二支 18 號池
（蘆竹鄉）
、
橫山大埤（大園鄉）
、湖底埤（大園鄉）
、大竹二支 2-1 號池
（蘆竹鄉）
、沙崙大池（大園鄉）
、大竹二支 1-2 號池（蘆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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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之鳥類相及空間地理資訊系統分析詳見表 5.3-39、表
5.3-40 及圖 5.3-22、圖 5.3-23，顯示以埤塘幾何中心為圓心，
向外劃 100 公頃圓形以內的建成地及道路面積與埤塘內鳥
類總數量呈負相關（R2=0.70）；而以埤塘幾何中心為圓心，
向外劃 100 公頃圓形以內的農地及開闊地面積與埤塘內鳥
類總數量呈正相關。另在 6 口埤塘水質差異不大的狀況下，
人為干擾成為鳥類棲息影響之環境重要因子。
(二) 可能影響之評定
在過去之調查文獻中發現 40 年來因為都市重劃及農地
重劃結果，導致座落於重劃區的埤塘生態不復往日（方偉達
等，2004）
。以小規模尺度的單一埤塘來說，因為人為修飾，
導致砌石、水泥、瓷磚及單調植栽用於埤塘邊岸，亦影響單
一埤塘生態環境。埤塘邊岸種類、數量及單位生物質量最高，
與島嶼生態學者主張的面積效應（Area effect）無關，與水
域及陸域重疊的邊緣效應(Edge effect)有關。McAlpine and
Eyre(2002)指出小區域棲地變異程度，比地景指標影響鳥類
來得大，他們認為景觀生態面積指標無法顯示區域鳥類多寡，
面積大不一定鳥類多，二者無因果關係。
由此可知，埤塘邊岸寬度雖然僅為 2-3m，圍繞堤塘環
狀邊岸面積亦不大，但是介於水面、灘地及多層林相之間。
Ashkenazi and Dimentman (1998) 曾研究以色列北部濕地池
岸，認為池岸蘆葦係為鳥類群聚的原因。棲地多樣化的環境，
鳥類的種數也越多。以鳥類的敏感度來說，鴨科因為長途遷
徙的關係，經常保持警戒狀態，其他冬季候鳥（鷸科、鴴科）
則沒有類似鴨科容係受到驚嚇的警戒行為 ，又例如夜鷺、
蒼鷺較不畏懼人類干擾(Brown et al. 2001; Skagen et al.
2000)，故依據水鳥及水岸鳥對人類趨避性關係，由「埤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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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灘地／邊岸」，可列出「鴨科／鷸行鳥科／鷺科」的
微棲地生態梯度(ecological gradient)(Fang 2005a)。
因此，本計畫未來堤岸周邊的開發工程，初步評定將有
可能會壓縮埤塘邊緣，另鋪設水泥、瓷磚路面，將造成鳥類
多樣性負面之影響。為強化本計畫區內埤塘生態功能，埤塘
生態營造部分，後續實質規劃時，為強化本計畫區內埤塘生
態功能，朝儘可能保留埤塘邊岸最適生態微棲地空間，以增
加鳥類生態環境系統多樣性。另考量埤塘原有之蓄水、養殖
或其他水利應用等使用方式，將儘量維持其既有功能，以減
少人為干擾既有之生態運行，或以勿改變原生態功能為前題，
規劃成各具特色之生態公園，以塑造區域之景觀意象。
此外，將參採本計畫評估書徵詢意見，落實生態資源調
查作業，將生態功能調查結果納入計畫研擬考量，其中，所
規劃之區內生態網絡及區外連結性中，應研擬降低飛航鳥擊
事件發生機率之對策，必要時，各單位應合作考量於區外補
償之可行性。
表 5.3-39 埤塘鳥類數量及種類比較(2003.11.15)
編號

鳥類生態評比

☆☆☆☆☆

1

鳥類調查資
鳥類別
料
（由多至少）
小白鷺
小環頸行鳥
大白鷺
麻雀
洋燕
斑文鳥
白腰文鳥
大竹二支 18 號池 580 隻/20 種 黑臉巫鳥
灰頭鷦鶯
中白鷺
褐頭鷦鶯
蒼鷺
白鶺鴒
黃鶺鴒
磯鷸
埤塘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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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9 埤塘鳥類數量及種類比較(2003.11.15)
編號

鳥類生態評比

鳥類調查資
鳥類別
料
（由多至少）
翠鳥
野鴝
黃尾鴝
斑點鶇
紅尾伯勞
鳳頭潛鴨
小鷿虒鳥
青足鷸
小水鴨
小白鷺
花嘴鴨
紅冠水雞
83 隻/15 種
蒼鷺
灰頭鷦鶯
灰鶺鴒
斑背潛鴨
磯鷸
大白鷺
黃頭鷺
斑文鳥

埤塘名稱

☆☆☆☆

2

橫山大埤

☆☆

3

4

湖底埤

☆☆

大竹二支 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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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隻/11 種

夜鷺
八哥
白頭翁
小白鷺
樹鵲
蒼鷺
大白鷺
灰鶺鴒
小鷿鷈
翠鳥
台灣小鶯

48 隻/13 種

小鷿鷈
綠繡眼
小白鷺
斑文鳥
夜鷺
蒼鷺
黃尾鴝
樹鵲
翠鳥
紅鳩
紅尾伯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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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9 埤塘鳥類數量及種類比較(2003.11.15)
編號

鳥類生態評比

鳥類調查資
鳥類別
料
（由多至少）
大捲尾
磯鷸

埤塘名稱

☆☆

5

沙崙大池

42 隻/7 種

白頭翁
綠繡眼
粉紅鸚嘴
小鷿鷈
磯鷸
大捲尾
紅尾伯勞

35 隻/7 種

夜鷺
綠繡眼
斑文鳥
白頭翁
小鷿虒鳥
灰頭鷦鶯
黃頭鷺

☆

大竹二支 1-2 號

6

☆☆☆☆☆：極優

☆☆☆☆：豐富

☆☆☆：普通

☆☆：尚可

☆：不佳

資料來源：桃園臺地埤塘景觀生態設計初探(方偉達、張尊國，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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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0
埤塘
名稱

水利
會工
作站

第五章

埤塘周邊 100 公頃範圍內土地利用狀況統計表
1

建成地

面積
2

百分
比％

2

道路

面積 百分比
2
％
m

3

面積
2

4

水域
百分
比％

農地

面積
2

百分比 備
％

註

m
m
m
大竹二支 大竹
47320
4.73 13100 1.31 129040 12.90 810540 81.05 非重劃區
線 18 號池 站
大園
横山大埤
42810
4.28 20890 2.09 157230 15.72 779070 77.91 非重劃區
站
大園
重劃區
湖底埤
92750
9.28 47340 4.73
92970
9.30 766940 76.69
站
大竹二支 大竹
非重劃區
69390
6.94 23180 2.32 124270 12.43 783160 78.32
線 2-1 號池 站
附近施工中
大竹
沙崙大池
重劃區
139740 13.97 47240 4.72 181010 18.10 632010 63.20
站
大竹二支 大園
附近有高鐵
178180 17.82 25830 2.58 171010 17.10 624980 62.50
線 1-2 號池 站
工地
1
建成地：以埤塘幾何中心點為圓心，向外劃 100 公頃圓周內之住宅、工廠、學校等建成物面積。
2
道路：以埤塘幾何中心點為圓心，向外劃 100 公頃圓周內之國道、省道、縣道、鐵路等面積。
3
水域：以埤塘幾何中心點為圓心，向外劃 100 公頃圓周內之埤塘、圳路、河川等水域面積。
4
農地：以埤塘幾何中心點為圓心，向外劃 100 公頃圓周內之農地及開闊地面積。

資料來源：桃園臺地埤塘景觀生態設計初探(方偉達、張尊國，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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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y = -0.0003x + 82.721
R² = 0.7158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建成地面積(平方公尺)
資料來源：桃園臺地埤塘景觀生態設計初探(方偉達、張尊國，2004)

觀測鳥類隻數

圖 5.3-22 埤塘周圍建成地面積與鳥類隻數呈負相關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y = -0.0003x + 88.306
R² = 0.7047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建成地加道路面積(平方公尺)

資料來源：桃園臺地埤塘景觀生態設計初探(方偉達、張尊國，2004)

圖 5.3-23

埤塘周圍人為干擾與鳥類隻數呈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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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國民健康及安全
一、噪音對國民健康影響
一般而言，噪音的定義主要為覺得聽到時感覺不舒服，即為
噪音。而根據噪音管制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噪音，指超過
管制標準之聲音。」但在一般噪音管制標準中，所訂定的噪音標
準值針對一般民眾仍屬於音量較高，因此即使於符合噪音管制相
關標準下，仍有許多民眾仍感覺受到噪音的困擾。而在一般人可
感覺到的噪音大小稱為聲壓，而聲壓的單位即為分貝。但噪音除
了有大小的分別外，另有噪音的頻率所在，稱之為響度，一般人
可聽到的頻率範圍為 20~20000Hz 之間，而根據 1993 年貝爾實
驗室的 Fletcher 及 Munson 提出的等響度曲線圖，如圖 5.3-24 所
示，於圖中每一條曲線聽起來聲音都一樣大聲，因此可看出人耳
對低頻的感應較差，需要達到一定程度的音量才可聽到。

資料來源：台大營建知識網。

圖 5.3-24

等響度曲線圖

5-94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5.docx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第五章

目前國內針對噪音對一般國民的健康影響並未有正式法律
規範，主要於噪音對人體的影響於勞工安全衛生設施細則提到，
勞工工作場所因機械設備所發生之聲音超過九十分貝時，雇主應
採取工程控制、減少勞工噪音暴露時間，使勞工噪音暴露工作日
八小時日時量平均不超過。而聽力主要受到噪音損害有兩種，一
種為暫時性的聽力損失，另一種為永久性的聽力損失。暫時性的
聽力損失主要是當人短時間暴露在高位準的噪音環境中，會造成
小部份的聽力損失，之後聽力會恢復正常，稱之為暫時性聽力損
失；而永久性的聽力損失為當人長時間暴露於高位準的噪音環境
中，初期在 4kHz 的感度最為嚴重，當暴露時間增加後，會逐漸
擴展到較低頻的部分，稱之為永久性的聽力損失。此外，短暫性
的衝擊聲音也會造成聽力的損傷，如使用鉚釘、釘槍、鑽孔機等。
除了聽力損傷的部分外，一般人受到突如其來的噪音，如飛
機突然的起飛，可以引起驚嚇、肌肉收縮、眨眼、頭部反射急動
以及周邊血管收縮，造成發白現象或心博率少量改變。但若長期
在航空噪音之下，會先從生理上產生不快感、焦慮，進而對讀書
產生妨害，工作上亦無法專心集中判斷思考。
根據「臺灣地區噪音污染評量指標之建立」提到，噪音於睡
眠的影響會直接影響健康，因人於睡眠時有分成淺睡與熟睡，其
中分成四度睡眠，主要於一至三度睡眠時可對體力與肌肉的修復
有幫助，而四度睡眠時可對神經的休息有幫助。而根據睡眠與相
對應的噪音進行實驗與統計，如表 5.3-41 所示，人於淺睡時較小
之噪音即會影響睡眠，但若熟睡被吵醒時噪音值較高，則受到的
體力與精神影響更大。
表 5.3-41
1 度睡眠
2 度睡眠
3 度睡眠

噪音大小與睡眠深度關係
60dB
64dB
60dB
70dB
75dB
75dB

71%會醒
100%會醒
24%會醒
74%會醒
100%會醒
不到 50%會醒

資料來源：臺灣地區噪音污染評量指標之建立，環保署，民國 92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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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除了妨害睡眠的部分外，根據美國太空總署的研究，噪
音量大時人體會依序產生血管收縮、血壓上升、唾液減少、胃功
能減低甚至內分必產生變化等症狀；而當噪音強度越大，作用的
時間越長，則人體健康與聽力受到的危害就越大，如表 5.3-42
與圖 5.3-25 所示。一般受到短時間的噪音大多可以在一段時間後
可恢復，但如果長期受到噪音的作用下，可能會導致生理的病變，
使人產生頭痛、腦脹、耳鳴、失眠、心慌、記憶力衰退和全身乏
力，如果噪音作用在中樞神經系統，則會影響胎兒發育，導致胎
兒畸形或妨礙幼兒智力發展。而除了強度之外，高頻的悅耳聲與
低頻的嗡嗡聲都可能造成人體特殊的影響，如表 5.3-43 所示。
本計畫區範圍內主要噪音之來源為航空噪音與環境交通噪
音，未來於區內較為敏感的區域(學校、聚落)皆應離航道有一定
的距離。噪音防制預先規劃部分，已於都計規劃時以機場 60 分
貝噪音管制線作為規劃之主要區隔界線。因 60 分貝噪音管制線
以北噪音大於 60 分貝，不適合做為住宅區，將規劃為產業專用
區、商業區及公園等公共設施用地。60 分貝噪音管制線以南噪
音小於 60 分貝，適當規劃住宅區、商業區、機關用地、學校用
地等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已考量避免多數民眾生活受航空噪音影
響，同時未來於綠帶、計畫道路規劃將分別指定建築留設退縮空
間，目前規劃沿綠帶指定建築退縮 6 公尺，沿道路指定退縮至少
4 公尺留設開放空間，應可確保民眾居住生活品質，並使未來居
住環境噪音符合各分區環境音量標準。評估即使道路邊噪音量在
60 分貝～70 分貝，而傳遞至室內的人體後預估音量可再降低 10
～20 分貝，預計於室內環境音量降至 60 分貝以下時，應不致造
成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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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聲壓位準對人體生理影響表

dB
聲源環境
140
130 100 公尺遠噴射機起飛
120
修馬路
110 0.3 公尺處叫聲、警笛
100 地下鐵、橋下柴油列車
90
柴油列車

影響
耳膜破裂
耳朵痛
肌電圖改變

85
80
馬路上
70 一般電車、電視、收音機
60
普通對話
50
安靜的辦公室
40
30
郊外晚上
20
樹葉聲、耳語

心電圖改變、內分泌改變、影響自律神經、錯誤
增加
重聽
血管收縮、血流量減少、高血壓、注意力減少
計算能力減低
腦波會改變

資料來源：NASA，1989。

資料來源：新北市環保局網站，民國 101 年 11 月。

圖 5.3-25

人體健康影響之噪音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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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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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頻率之聲壓位準對人體生理影響表

頻率(Hz)

175
低頻
167
2000
161
2000
160
3
155
2000
150
1~100
120~150
120~150
1.6~4.4
135
20~2000
120
120
300~9600
110
20000~31500
106
4000
100
4000
94
4000
75
8000~16000
65
寬頻
資料來源：NASA，1989。

時間
瞬間
5 分鐘
45 分鐘
連續
2 分鐘
連續
2秒
4 分鐘
7 分鐘
15 分鐘
60 天

影響
耳膜破裂
致命
致命
耳痛
耳膜破裂
視銳度降低、胸壁振動、呼吸律動改變
身體感到震動
眩暈、有嘔吐感
耳痛
容易發怒疲勞
耳朵不舒服
聽力閾值上升
聽力閾值上升 10dB
聽力閾值上升 10dB
聽力閾值上升 10dB
聽力閾值上升
聽力閾值上升

二、航道下方居住安全
目前機場界外土地，有部分聚落沿既有道路零散分佈，其中
以東北隅外之竹圍村、海口村聚落密度較高。因應跑道獨立起降
之規劃構想，機場擴建案擬於距離 05-23 跑道西北側外 1,295 公
尺處規劃長 4,000 公尺之第三跑道。綜整機場配置構想及飛航安
全規範、營運作業需求等考量，機場北側擴建所需用地面積約 546
公頃（如圖 5.3-26 所示），其中，目前密集發展之竹圍聚落將劃
岀機場專用區用地範圍外。惟 99.04.08 桃園縣政府召開之「臺灣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機場園區配置初步構想研商會議」
中，縣府考量竹圍聚落位處兩跑道（北跑道與第三跑道）及自由
貿易港區間之未來發展受限特性，對各該聚落衍生程度不等之衝
擊，建議本計畫依「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之規劃，將竹圍聚落
所在 29 公頃用地納入機場園區範圍。是以，因應竹圍聚落易受
機場運轉衝擊，綜整維護生活環境品質、確保居民權益、提升土
地利用效率、營塑整體園區意象等考量，已調整機場北側擴建所
需用地面積為 575 公頃(如圖 5.3-27 所示)，將竹圍聚落所在 29
公頃用地納入機場園區範圍，對維護居民居住安全影響屬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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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5.3-26

機場北側擴建用地範圍意圖(不含竹圍聚落)

圖 5.3-27

機場擴建用地範圍圖(包含竹圍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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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土地資源之利用
一、土地資源特性
本計畫區土地之現行使用管制體系含括都市土地及非都市
土地兩大範疇。其中，受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控管之
都市土地約 468 公頃，包括既有客運園區以及緊鄰計畫區發展之
大園、菓林、南崁新市鎮等周邊都市計畫農業區、部份乙種工業
區、道路用地等。至於依區域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編定管
制之非都市土地約 4,172 公頃，係以桃園國際機場、海軍機場所
在之特定專用區(約 1,654 公頃)；分佈於既有機場北側、南崁溪
兩側之一般農業區(約 1,031 公頃)；分佈於海軍機場周邊以及高
速公路西側、高鐵北側地區之特定農業區(約 1,487 公頃)為主。
有關計畫區新訂特定區計畫前、後之土地資源特性參閱表 5.3-44
及圖 5.3-28 所示。
表 5.3-44

新訂特定區計畫前、後之計畫區土地資源特性彙整表

新訂特定區計畫前
面積 佔比
土地屬性
(公頃) (%)
特定農業區
1,487 31.04
非
一般農業區
1,031 21.52
都
鄉村區
59
1.23
市
土 河川區
9
0.19
地
特定專用區
1,654 34.52
都市土地
478
9.98
未登錄土地
73
1.52
總計

都
市
土
地

4,791 100.00

新訂特定區計畫後
面積 佔比
土地屬性
(公頃) (%)
機場專用區
1,732 36.15
自由貿易港專用區
161
3.36
產業專用區
677 14.13
商業區及車站專用
395
8.24
區
住宅區
700 14.94
公共設施用地
969 20.23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400
8.54
河川區
157
3.28
總計
4,791 100.00

註：表中所列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資料來源：1.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2.02。
2.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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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特定區計畫前

新訂特定區計畫後

圖 5.3-28

新訂特定區計畫前、後之計畫區土地使用特性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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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環境敏感區位查詢，本計畫區範圍除涵括 157 公頃之河川
區域(南崁溪、老街溪)及區域排水設施(埔心溪、新街溪)外，其
餘用地未涉及限制發展地區範疇；惟計畫區範圍內分佈有桃園機
場、空軍桃園基地、國道 2 號高速公路、高速鐵路、機場捷運以
及埤塘等條件發展地區，因此，本計畫配合機場第三跑道興建、
航空城發展需求新定特定區計畫時，即針對河川、區域排水設施、
埤塘以及相關設施衍生之禁限建、噪音防制範圍等限制或條件發
展因子予以特別考量與規劃。
二、土地使用型態轉變之影響
本計畫區引進使用型態可概分機場園區、機場園區周邊地區
兩大範疇，茲就各該使用型態之轉變述明影響性以及採取之因應
對策如后。
(一) 機場園區周邊土地轉變衍生之影響
目前本計畫區內之土地使用情形，除桃園國際機場、既
有貨運園區、軍機跑道、海軍基地以及零星分佈之多處聚落
外，其餘地區多屬農業使用型態。就農業區屬性及其分佈觀
之，計畫區北側第三跑道預定地周邊為非都市土地一般農業
區；計畫區南側海軍機場周邊以及高速公路西側、高鐵北側
地區則屬特定農業區。
因應機場園區運轉以及航空城發展之需求，未來計畫區
進出旅次，於道路系統部份有國道 2 號、台 61 線、航空城
北側聯外高(快)速公路等高快速路網；於軌道運輸系統部份
有機場捷運、航空城捷運系統提供服務。因此，本計畫區依
實質環境特性，順應機場園區以及機場捷運、航空城捷運等
運輸骨幹與活動節點佈局，於機場周邊規劃有住宅區、商業
區、車站專用區、產業專用區、機場專用區、自由貿易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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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區等使用分區以及相關公共設施用地，期透過轉運、產
業、商業、生活等多元複合機能之引進、健全完備公共設施
之提供以及周邊土地之合理控管，支援機場發展成為東亞運
籌樞紐。為降低土地使用型態轉變之負面影響，提升土地使
用型態轉型之正面效益，本計畫於範圍劃定、土地使用規劃、
工程開發等階段將充分運用下列手法予以因應：
1. 計畫區周邊農業生產機能之維護
(1) 計畫區周邊既有農田、農路分佈於計畫區北側、縣 108
線東北側、高鐵南側及縣 110 線、縣 113 線北側，本
計畫除計畫區北側第三跑道擴建範圍，均採天然(河川)、
人為界線(鐵路、道路)為界，不切割既有農田之紋理，
不影響周邊農業用地之灌溉生產。計畫區內則規劃透
過藍、綠帶及公共設施保留既有水圳，使農水路灌溉
系統得予銜接，降低本計畫開發對下游農田之影響。
(2) 納入中油油庫及其南側農地，以及北側第三跑道預定
地係為配合重大建設所需，使用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本計畫將協商農田水利會，未來配合第三跑道整地及
省道台 15 線之改道規劃，將既有道路、農路、水圳予
以改道銜接，以提供下游農田灌溉功能，維持北側農
耕之機能。
(3) 計畫區外、圳路末端之農田灌溉需求，如農民有意願
繼續從事農耕，桃園縣農田水利會已承諾供水無虞。
2. 計畫區限制發展區、條件發展區之因應
(1) 計畫區內之限制發展區包括河川區域及區域排水設施
等，已依相關法令劃設為河川區及溝渠用地；並保留
屬條件發展區之 97 公頃埤塘劃設為公園等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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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其開發使用。
(2) 因應洪災之可能衝擊，規劃階段另採取：A.河川兩側
劃設至少 10 公尺綠帶或公園；B.沿部分高潛勢河川兩
側，劃設計畫道路；C.沿綠帶指定建築退縮 6 公尺，
沿道路指定退縮至少 4 公尺作為開放空間等規劃策略，
預期透過藍、綠軸帶等低密度開放空間之留設，應可
適度緩衝並降低洪災風險。
(3) 未來開發階段，除配合南崁溪水系治理、老街溪整治
等計畫興闢堤防工程外，並將以「最大入滲、最小逕
流及最長遲滯」原則，透過：A.開發面積達 1 公頃以
上之土地，於法定空地規劃「景觀貯留滲透水池」
；B.
面積達 1 公頃以上之公園綠地，規劃留設滯洪池；C.
新開發地區之排水設計，優先以具透水功能之草溝替
代；D.既有之灌排水路配合整體規劃予以保留或改道，
並採生態水利工法塑造地區環境水景等規範，規劃計
畫區雨水排放系統，以增加基地保水能力，並有效提
供雨水回收、景觀休憩及滯洪等多元功能。
(4) 至於計畫區內涉及航空/高鐵/高速公路/大眾捷運系統
禁限建範圍之條件發展地區，本計畫於新訂特定區計
畫過程中，依環境特性規劃相容使用地(如建築高度受
跑道進場面、轉接面等限制較嚴格之地區或位於 60 分
貝噪音線影響範圍內之地區，劃設為開發強度較低或
使用相容之產業專用區、商業區及公園等公共設施用
地)、留設必要之退縮帶(如高速公路兩側劃設 10 公尺
綠帶；沿航空城捷運劃設 50 公尺園林道路，兩側建築
退縮留設 10 公尺帶狀式開放空間…等)，進而依循相
關法令指導管制發展強度及規模，並落實於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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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規範中，預期已可避免後續開發對相關設施運轉
安全之危害。
3. 引進機能及土地使用之配置
於現有機場臨海側地帶配置第三跑道，可減輕機場擴
建衍生之禁限建影響，賦予周邊都市較優質之未來發展條
件與環境(參閱(二)機場擴建衍生禁限建影響之相關說明)；
於緊鄰機場擴建後之貨運站區東側、既有貨運園區周邊配
置自由貿易港區等產業發展用地，可有效提升機場貨運相
關設施之整合運轉效率；於 60 分貝噪音線以北地區劃設
產業專用區、公園等公共設施用地以及部分商業區，可解
決土地所有權人因長期使用受限衍生之權益受損、抗爭抵
制等議題外，透過近便機場之區位特性，引進如航機維修、
航太科技、空廚、倉儲物流、高科技產品加值再製造甚至
企業運籌總部等機場相容性產業，可進一步健全機場運轉
所需支援並提供國際性企業便捷之國際連結性與全球運
籌效率；至於 60 分貝噪音線以南地區規劃住商發展機能，
並於原海軍機場周邊發展計畫核心地區、於捷運車站周邊
劃設高強度商業中心，除可維護生活環境品質外，並可落
實 TOD 綠色運輸規劃理念，建構都市成長引導核心，創
造優質適居之發展環境。
4.確保成功且健全發展之開發策略
第三跑道暨自貿港區土地為機場擴建之重要設施用
地，應避免日後鄰近聚落更形密集，增加土地取得難度與
成本，甚至因鄰近建物林立，影響未來跑道及其周邊飛航
條件；惟特定區計畫擬定過程中，若將民眾土地使用類別
劃定為機場園區用地卻未取得，可能形成土地使用限制，
易生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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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機場園區附近地區超過 1/3 土地位於機場 60
分貝噪音區，長期以來受到 60 分貝噪音干擾及航高限制
影響，致地主權益有待保障，然各該用地只能規劃為產業
專用區或公共設施等用地，無法劃設為住宅區以配還地主。
是以，因應機場捷運 102 年 10 月通車、航空城捷運線佈
局以及機場依賴型產業進駐需求，捷運車站附近地區與
60 分貝以上噪音管制區需併同開發，俾健全整體運轉機
能與配套支援設施。
何況因應機場園區用地之取得及附近地區之整體開
發，本計畫需妥適考量被拆遷學校安置以及汙水處理廠、
聯外幹道、體育場…等重大公共設施建設所需用地並同步
取得、闢建，以滿足未來運轉需求，於未來無論區內或涉
外道路以及藍綠帶等公共設施系統均需連貫整建下，若以
分期分區方式推動，除開發初期將因公共設施不連貫而有
系統不健全、支援能力不足虞慮外，另為達區徵之公平性，
各期抵價地比例、公共設施配比以及財務計畫應力求相同
或相當，致未來執行具相當困難性且有面臨後期地主抗爭
的可能議題。
因此，為取得第三跑道暨自貿港區等政府建設所需土
地，儘早規範並管制鄰近土地發展，進而維護民眾權益、
健全都市運轉所需支援服務設施，本計畫依循機場園區綱
要計畫之指導，綜整軌道運輸建設的佈局，西以天然河川
老街溪、南以高速鐵路、東以海山路、南崁溪等為界，將
捷運沿線及其車站附近土地併同整體規劃，並採區段徵收
以一次開發策略推動建設，期於民眾權益合理確保原則下，
達成計畫成功開發並營塑綠色永續發展環境之目標。
5. 土地土用型態轉變之影響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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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中壢及桃園商圈皆以地方生活服務機能為主，本
計畫區透過機場捷運線及航空城捷運線，可串接航空城、
中壢、桃園、八德及大台北地區，吸引大台北及其他地區
就業人口遷入，進而發展成為桃園新都心。因此，本計畫
依循上位計畫之指導，融合 TOD (transit – oriented –
development )規劃與綠色運輸理念，於兼顧政策推動需求、
民眾權益確保以及開發可行性等原則，透過各捷運站節點
周邊土地的規劃與指導，建構都市成長的引導核心與適居
的節點樞紐，並以緊密城市(Compact city)理念，收納大台
北地區與航空城之就業人口，引領城鄉發展軸帶，可避免
都市失序蔓延，進而創造以人為本、優質適居的低碳生態
環境，符合成長管理之精神。
(二) 機場擴建衍生之禁限建影響
本計畫區範圍內目前存在桃園機場、海軍基地等設施，
依各設施之跑道擴建或廢除衍生之禁限建影響說明如下。
1. 桃園機場新闢第三跑道之影響
依航空站飛行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
他障礙物高度管理辦法（98.09.09 版）劃設，機場園區禁
限建範圍參閱圖 5.3-29 所示。
目前桃園機場相關跑道之基準高程，於 05/23 跑道為
32.5 公尺、06/24 跑道為 32.5 公尺、軍用機場為 44.8 公尺；
而第三跑道所在區位之現地高程約 7.2 公尺～15.5 公尺。
本計畫若依現地地形，假設第三跑道之基準高程為 16 公
尺，再比較機場擴建後之禁限建範圍與目前機場管制現況，
則未來機場周邊地區因第三跑道新闢而受 45 公尺水平面
限建高度影響之限制增加面積約 1,884 公頃，其中，原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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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 跑道北側水平面影響範圍土地，因第三跑道之跑道
地帶、進場面及轉接面等限制而影響可建築高度之面積約
1,663 公頃；至於原屬 05/23 跑道圓錐面影響範圍之土地，
因受第三跑道水平面劃設而受影響之面積為 221 公頃。有
關機場園區第三跑道新建之禁限建管制變化參閱圖 5.3-30、
圖 5.3-31 及表 5.3-45 所示。
基本上，前述第三跑道新闢之禁限建管制變動，係初
步依跑道基準高層 16 公尺之假設估算，未來實際影響情
形，仍須俟後續實施計畫檢討確認。
2. 海軍基地軍機場跑道廢除之影響
因應機場園區擴建之需求，位於桃園機場南側之海軍
基地將配合遷移。於軍機場跑道廢除將解除相關禁限建管
制下，本計畫比較 06/24 跑道與軍機場跑道之禁限建影響
範圍，則未來周邊地區因軍機場跑道廢除而放寬限制之面
積約 1,632 公頃，其中，因跑道廢除而回歸 06/24 跑道水
平面及圓錐面管制之限制放寬面積分別約為 489 公頃及
1,143 公頃。有關軍機場跑道廢除之周邊地區禁限建變化
參閱圖 5.3-29～5.3-31 及表 5.3-46 所示。
3. 禁限建實質影響小結
綜上分析，機場園區擴建之禁限建影響，於機場南北
兩側地區互有增減與調整，其中，因第三跑道水平面限建
高度影響而增加限制之地區達 1,884 公頃；然配合土地取
得需求，海軍基地設施遷移及其跑道廢除，亦使周邊禁限
建管制放寬面積達 1,63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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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9

第五章

機場周邊禁限建範圍示意圖-機場擴建前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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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禁限建影響範圍係初步按第三跑道基準高程 16 公尺估算，實際影響須俟實施計畫檢討
確

圖 5.3-30

機場周邊禁限建範圍示意圖-機場擴建且軍機場遷移後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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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禁限建影響範圍係初步按第三跑道基準高程 16 公尺估算，實際影響須俟實施計畫檢討
確認。

圖 5.3-31

機場園區周邊因跑道新增或廢除之禁限建管制變化圖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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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5

機場園區周邊土地因第三跑道新闢而增加限制面積表
第三跑道

跑道
建限建管制

跑道地帶
(禁建)

跑道

05/23
跑道

第五章

進場面
(限高
16~376m)

轉接面
(限高
16~61m)

水平面
(限高 61m)

369 ha

159 ha

1,135 ha

跑道地帶
(禁建)
進場面
(限高 32.5~392.5m)
水平面
(限高 77.5m)
轉接面
(限高 32.5~77.5m)
圓錐面
(限高 77.5~177.5m)

221 ha

合計
1,884 ha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表 5.3-46

機場園區周邊土地因軍機場跑道廢除而放寬限制面積表

跑道
建限建管制
跑道

06/24
跑道

跑道地帶
(禁建)
進場面
(限高 32.5~392.5m)
水平面
(限高 77.5m)
轉接面
(限高 32.5~77.5m)
圓錐面
(限高 77.5~177.5m)
合計

跑道地帶
(禁建)

軍機場跑道
進場面
轉接面
水平面
(限高
(限高
(限高 104.8m)
44.8~404.8m) 44.8~104.8m)

95 ha

178 ha

216 ha

1,143 ha

1,632 ha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惟就禁限建影響地區之分佈觀之，於第三跑道新增管
制地區位處臨海一帶，而軍機場跑道廢除放寬限制地區為
高鐵站區等都市發展帶之情況下，本案實已儘可能減輕機
場擴建衍生之禁限建影響，進而賦予周邊都市發展空間較
優質之未來發展條件與環境。有關周邊都市發展區因機場
跑道新增或廢除之禁限建影響如圖 5.3-32、5.3-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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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2

第五章

機場禁限建管制對周邊都市發展影響示意圖-機場擴建前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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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3

第五章

機場禁限建管制對周邊都市發展影響示意圖-機場擴建且
軍機場遷移後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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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拆遷影響
(一)農民就業
本計畫區含括 1,031 公頃一般農業區及 1,487 公頃特定
農業區。未來區段徵收後，區內農民之就業配套措施將分規
劃、區段徵收等階段辦理。
1.規劃階段
考量徵收耕地可能影響農民生計，依土地徵收條例相
關規定，需用土地人擬於都市計畫階段先行調查區內農民
繼續從事耕作之意願，並將調查情形納入都市計畫規劃考
量及後續配售作業，以安置農民生活。
(1)農民意願調查
調查瞭解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後繼續從事
耕作之意願，作為未來農業專用區劃設面積及位置規模
之參考。
(2)訂定配售辦法及召開說明會
依耕作意願調查情形，主管機關配合訂定配售辦法，
邀集原土地所有權人舉行土地配售說明會，說明將來申
請配售之資格條件、面積及申請過程各階段應注意事
項。
2.區段徵收階段
針對區段徵收後之農民提供輔導就業資訊平台，因應
農民未來就業需求，提供不同就業輔導方向。
(1)仍具耕作意願農民之輔導
協助具有耕作意願之農民，輔導獲得所需資本支出
及週轉金之資訊，讓農民得透過專案農業貸款方式，充
分得到農民所需營農資金，此外，配合各地農會相關政
策，輔導提供農地利用改善獎勵金、產銷設備補助、轉
(契)作獎勵、租金無息及經營資金低利貸款以及天然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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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專案救助等措施，提高整體農業競爭力。並納入都市
計畫規劃農業專用區劃設面積及位置規模考量。
(2)不具耕作意願農民之輔導
考量區段徵收後區內農民之就業問題，將協助提供
農委會為儲備農民轉業能力規劃辦理之第二專長訓練
資訊，鼓勵農民參加職業訓練局辦理之技能養成訓練，
讓農民能掌握轉業或兼業成功之契機。
(二)居民安置計畫
本計畫區內現有居民約 3.5 萬人，戶數約 1.2 萬戶。為
降低區段徵收衍生之拆遷影響性，紓解區段徵收範圍內被拆
遷之建物所有權人因徵收造成之居住及營運上的衝擊，研提
下列五項安置措施：
1.劃設再發展區
為顧及開發範圍區內現住居民之權益，在都市計畫階
段將區內合法密集之聚落不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劃設再發
展區。
2.原位置保留
區段徵收範圍內在不妨礙都市計畫使用分區及區段
徵收計畫之合法建物或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立學校
等，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得申請按原位置保留分配。
3.地上物補償費
針對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拆遷戶提供地上物拆遷補償，
包括建築改良物補償費、合法營業損失補償費、工廠動力
機具搬遷費及人口遷移費，補償拆遷戶因徵收產生之各項
損失，供居民作為遷徙安置費用。
4.房租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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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拆遷之建築改良物所有權人或其直系血親、兄弟姊
妹，及前開對象之配偶於區段徵收公告前六個月有設籍該
處，且至區段徵收公告時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住事實者，
每一建築改良物得發給一份房租補助費，每月發放金額及
期間依個案情形討論研訂。
5.優先選配安置街廓
依全區合法建物數量規劃適量之住宅區土地，供合法
建物所有權人優先選配原拆遷建物鄰近地區土地作為安
置街廓。
(三)學校拆遷安置計畫
本計畫機場之擴建，將使位處第三跑道及 60 分貝線之
沙崙、后厝、竹圍及陳康等 4 所國小面臨學校拆遷、師生遷
徙問題，此外，大園國中、圳頭國小毗鄰第三跑道圍牆，未
來飛航起降班次增加之噪音亦將影響教學環境及就學品質，
因此，綜整考量居民遷徙、學區分配及飛航噪音等因素，擬
於範圍內地上物拆遷作業完竣前之學校安置計畫如表
5.3-47 所示。
表 5.3-47

學校拆遷安置計畫表

影響學校

安置規劃內容

竹圍國小

規劃安置至竹圍國中或其他依學區自願就讀學校

沙崙國小

規劃安置至竹圍國中、內海國小或其他依學區自願就讀學校

后厝國小

規劃安置至內海國小、大園國小或其他依學區自願就讀學校

陳康國小

規劃安置至埔心國小或其他依學區自願就讀學校

圳頭國小

規劃安置至內海國小、大園國小或其他依學區自願就讀學校

大園國中

遷校至南港客運園區文中小用地

竹圍國中
(計畫區外)

爭取同意遷校至菓林計畫區之文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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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學生安全並便於教學管理，安置期間規劃安置學校，
將提供交通車接送受影響區域之就學學童，確保學童上下課
安全。區段徵收完成後，將規劃永久性之國中、小學，提供
該地區學童就讀。
四、特定農業區面積減少影響
(一)計畫區內「特定農業區」使用現況及重要性
桃園縣特定農業區面積約 28,191 公頃，本計畫區範圍將
劃入部分特定農業區及辦竣農地重劃之地區，面積約 1,487
公頃，佔全縣特定農業區面積總 5.2%，佔計畫區總面積
31.73%，位置分佈於海軍機場周邊地區，以及高速公路西側、
高鐵北側地區。
1.使用現況
本計畫區含括 1,031 公頃一般農業區及 1,487 公頃
特定農業區，合計 2,518 公頃，其中休耕農地面積約 906
公頃，實際從事農業生產面積約 540 公頃，剩餘土地除少
部份廢耕外，其他部份為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水利用地、交通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土地保安用地、遊憩用地、墳墓用地等非農業用地及不
適合從事農業經營使用之土地。
2.重要性
經調查該區域內農作物，以栽種稻米為主，面積約為
310 公頃，其他作物如：葉菜類面積約為 67 公頃、牧草類
面積約 63 公頃、瓜果類面積約為 36 公頃、花卉類面積約
為 26 公頃、根莖菜類面積約為 19 公頃、藥用作物面積約
10 公頃、花菜類面積約為 3 公頃、雜糧作物面積約為 3
公頃、果樹類面積約為 3 公頃，合計約 540 公頃，合計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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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 1 億 8,562 萬元。本特定農業區地理環境位處沿海地
區，較不適作物生長，且近年來因沿海不明公害、水源污
染、季節性風害、農村老化、農地休耕、設備破舊及灌溉
渠道廢弛使農地生產低落，基此對本縣農業生產重要性不
高，受影響程度低。
而根據環保署土污基管會網頁公開訊息，截至 101 年
12 月桃園縣農地污染共計公告 318 筆地號，包括蘆竹鄉、
大園鄉、中壢等八個鄉鎮市，其中蘆竹鄉及大園鄉位於本
計畫區之特定農業區範圍內，總計約有 66 筆地號，面積
約 15.41 公頃，約佔本計畫區面積千分之三。
(二)影響因應對策
1.屆時無法耕作特定農業區之農民，將藉由小地主大佃農政
策媒合該區農民至縣轄內連續休耕農地租地(購地)種植，
無影響糧食安全。
2. 桃園縣連續休耕地面積約為 6,998 公頃，102 年農委會休
耕政策改變，全年僅休耕獎勵一期，農地將恢復耕作，以
目前可活化之休耕面積 6,998 公頃，扣除區內休耕農地面
積約 906 公頃公頃，尚可活化 6,092 公頃農地可供復耕，
足以彌足該域區內原有糧食生產。
3.桃園縣政府為降低或減輕農業生產環境影響，已規劃推廣
計畫區外耕地活化措施，本計畫開發造成農產之影響得於
桃園縣內其他鄉鎮補足，降低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推廣
區位包括大園鄉、觀音鄉、中壢市等地推廣牧草栽培 700
公頃、洋香瓜 400 公頃、西瓜 600 公頃、茭白筍 50 公頃、
雜糧作物(落花生、地瓜、馬鈴薯)200 公頃、特用作物(葛
鬱金、樹薯)20 公頃，其他非大宗蔬菜約 1,00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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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桃園縣政府環保局規劃，開發區域內之農地土壤污染控
制場址，已規劃於 102 年度污染改善計畫中，規劃以翻轉
稀釋法或排客土法進行整治，整治時會考量土壤具不均質
性特性，進行詳細調查及評估，以決定適宜之整治方法，
預定於 104 年完成污染改善並解除列管。計畫區範圍內部
分農地屬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納入本計畫區開發後，將不
再作為農業用途，亦可避免有受污染之虞的農漁產品產出，
間接保障民眾食用安全。
5.桃園縣政府應配合其縣內休耕農地活化復耕之政策推動，
維持本計畫變更特定農業區 1,487 公頃所影響之農作物產
量，以減輕對糧食安全之影響。倘有區內或鄰近農地灌溉
系統及灌溉水質受本案影響之情形，應保障受影響之農民
權益。

五、埤塘面積減少影響
桃園地區早期因地形氣候等種種限制，加上移墾者意識到整
個環境的特點，使得早期住民為了灌溉用水需求，便挖掘了許多
埤塘用來儲存雨水、溪水等地表水，造就了桃園縣成為著名的「千
塘之鄉」
。目前桃園縣 0.3 公頃以上之埤塘僅餘三千餘口，在兩
大水利會管轄範圍內僅六百多口，為灌溉使用，許多已轉為養魚
池或休閒池、風水池、休閒觀光地及畜養家禽及家畜用池等用途。
而埤塘多為私有土地，若要保留則必須先透過徵收。桃園縣政府
為積極取得埤塘，唯有透過都市計畫以徵收或區段徵收之方式取
得埤塘土地，方可進行後續保留工作，現已有如公 12 之埤塘示
範公園、八德埤塘生態公園、龍潭大池等成功示範案例。桃園縣
政府已每年編列預算，希冀可將一公頃以上之埤塘全數保留，進
而朝規劃營造為埤塘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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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統計，100 年度向桃園縣政府水務局按「蓄水建造物建
造、改造或拆除作業程序」
，提出申請廢溜的埤塘案件數計 29 件，
其中有 1 件(大園鄉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1099-3 地號)位於本計畫區
範圍內。
埤塘並非自然環境形成，乃因應過去農業社會環境所需要人
工築堤而成，並非自然遺產，但為桃園縣特色，惟因多屬私人土
地，需先取得土地所有權方可進一步保留。依桃園縣政府目前的
清查作業資料，本計畫區 4,686 公頃範圍內面積達 1 公頃以上埤
塘，共計有 24 口，面積 132.34 公頃，佔 2.82%，相關權屬、現
況用途資料及分布位置詳表 3.2-3 及圖 3.2-3 所示。其中 3 口位
於第三跑道預定地上需予填埋，目前具灌溉用途，面積共 35.54
公頃，產權均隸屬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其餘 21 口規劃保留。
因應或減輕影響對策部分，第三跑道上 3 口埤塘坐落土地皆
屬區段徵收範圍，被徵收土地時，將依規定辦理補償並覓地移設；
若區外農田仍有灌溉需求，將於特定區計畫擬定及工程開發階段
規劃所需灌溉系統或劃設灌溉專用渠道用地，管理維護權責由水
利會負責。依目前初步規劃，為取得埤塘產權，擬配合區段徵收
規劃為公園用地，未來朝有益生態與防災方式規劃，並強化提供
灌溉、景觀、文化、休閒遊憩、生態保育及防災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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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水資源體系及用途
一、用水標的及分配
本計畫區位於桃園縣西北隅，用水分區屬於北部水資源分區
桃園地區。依水利署「水資源開發利用總量管制策略推動規劃」
(101.12)，北部地區現況生活及工業用水(不含自行取水)約 520.0
萬 CMD，預估民國 120 年生活及工業(不含自行取水)趨勢中成
長用水需求約 550.8 萬 CMD，節水中成長用水需求約 461.3 萬
CMD，供水能力約 580 萬 CMD(含中庄調整池一期工程、不含雙
溪水庫)，整體而言北部地區之水資源供給可滿足需求。
桃園用水分區現況生活及工業用水(不含自行取水)約 114.2
萬 CMD，民國 120 年生活及工業(含已核定之 4 萬 CMD 用水，
不含自行取水)趨勢中成長用水需求約 147.5 萬 CMD，節水中成
長用水需求約 133.2 萬 CMD。區內水源主要取自大漢溪石門水
庫，供水能力約 135.4 萬 CMD(含中庄調整池一期工程、板新供
水改善計畫二期)，顯示於趨勢中成長之情境下水源供給能力不
足，於節水中成長之情境下水源供給能力方能滿足需求。
本計畫區用水需求，依「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
特定區計畫」用水計畫書，推估計畫區扣除節約用水措施後之用
水需求約 7.3 萬 CMD(不含計畫區內現況用水)，用水需求推估如
表 5.3-48 所示。
現況計畫區內農業區面積達 2,512 公頃(特定農業區 1,244 公
頃，一般農業區 1,268 公頃)，農業灌溉主要屬桃園水利會灌區，
水源主要來源與生活用水同樣取自大漢溪石門水庫。農業灌溉用
水量依近年實際用水紀錄，桃園地區水稻灌溉用水每公頃平均約
1.9 萬立方公尺/期作，即本計畫區內農業灌溉用水約 9,500 萬立
方公尺/年(未含雜作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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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衍生計畫用水量推估表

住宿人口用水

34,000

--

節約用水計畫
計畫用
節省水量(CMD)
水量
雨水
省水
CMD
貯留
器材
-3,000
2,000 29,000

非住宿人口用水

11,800

--

--

1,000

2,800

8,080

9,400

--

--

350

--

9,050

55,280

--

--

4,350

4,800

46,130

8,400

--

--

100

--

8,300

2,320

--

--

700

--

1,620

1,000

30%

300

200

--

500

30,000

40%

12,000

1,000

--

16,000

41,720

--

12,300

2,800

--

26,420

97,000

--

12,300

7,350

4,800

72,550

項目

民
生
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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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水
小計

機場專用區
產
自貿港區
業
第一種產業區
用
第二種產業區
水
小計
合計

平均日
用水量
CMD

回收率
%

回收
水量
CMD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用水計畫書。

二、用水排擠效應
依水利署「水資源開發利用總量管制策略推動規劃」(101.12)，
就大區域而言，北部地區現況生活及工業用水供水能力約 571.7
萬 CMD，未來(民國 110 年)生活及工業用水供水能力約 580.0 萬
CMD，現況用水需求約 520.0 萬 CMD；預估民國 110、120 年趨
勢中成長用水需求分別約為 547.9、550.8 萬 CMD，水源供給能
力之餘裕主要為新店溪水源(翡翠水庫、南勢溪川流水)。
桃園地區現況生活及工業用水供水能力約 100 萬 CMD，執
行中之中庄調整池一期工程及板新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完工
後，透過區域水源調度，預計民國 107 年以後桃園地區生活及工
業用水供水能力約可提升至 135.4 萬 CMD。桃園地區公共及工
業用水供需(不含自行取水)如圖 5.3-34 所示。預估 110、120 年
桃園地區趨勢中成長用水需求分別約為 143.1、147.5 萬 CMD；
節水中成長用水需求分別約為 135.5、133.2 萬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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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水利署「水資源開發利用總量管制策略推動規劃」(101.12)。

圖 5.3-34

桃園地區公共及工業用水供需圖(不含自行取水)

桃園地區趨勢中成長與節水中成長之用水需求差異主要為
預估之自來水系統漏水率(趨勢 19.01%，節水 17.35%)、生活用
水之每人每日用水量(趨勢 260 公升，節水 222 公升)。中成長用
水除生活用水外， 工業用水含現有工業區用水成長、開發中工
業區用水需求(華映龍潭光電工業區、桃園煉油廠、航空城第二
期建設計畫)、編定及報編中工業區之用水需求(亞東石化觀音二
廠、觀塘工業區、龍潭工業區、華映八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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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地區現況生活及工業供水主要透過調度農業水因應。未
來於相關水資源計畫完成後，藉由調配新店溪水源於未完全考量
本計畫用水需求之情況下，供水能力可滿足節水中成長用水需求，
趨勢中成長用水需求則仍有不足。
本計畫用水來源，依經濟部水利署 102 年 3 月 1 日召開「
『新
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用水計畫書」審查
會議，會議結論對本計畫用水計畫獲致共識(每日 7.42 萬噸，572
公頃產業專用區方案)。
本案計畫用水量終期(130 年)每日 74,163 立方公尺，最大日
需水量 96,412 立方公尺，最大時需水量 148,326 立方公尺，本計
畫水源調度及供應，應依民國 101 年 12 月 18 日水利署召開「桃
園航空城核心計畫『都市計畫及用地取得』分組－『用水計畫』
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決議，本計畫計畫用水規劃供水來源依本
計畫各階段用水需求及區域水資源開發供應情形，原則如下。
1.至 106 年，本計畫民生用水每日 660 立方公尺及產業用水
每日 1,100 立方公尺，經台水公司二區處表示可於既有系統供水
能力下調配供應。
2.至 110 年，本計畫及原「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
量合計為每日 16,209 立方公尺，仍低於原核定「桃園航空城區
域計畫」用水計畫書終期(110)之額度。另於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
畫二期工程 107 年底完成後，原供應板新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
桃園地區(35.4 萬 CMD)，加上本計畫區內徴收農業用地約 1,938
公頃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應農業用水需求減少後亦
為可能之水源，屆時請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配水量檢討因
應。
3.至 120 年，本計畫及原「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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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合計為每日 49,635 立方公尺，可由前述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
畫二期工程、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增供其他水源、農業
用地縮小後減供水源、其他多元化水資源開發(如再生水)及降低
自來水漏水率等措施下調度因應。
4.長期 120 年後之用水來源，納入本署未來區域水資源開發
規劃整體供需考量檢討因應。
三、水資源
水為有限資源，臺灣地區水資源運用策略已由過去之以需定
供，轉為以供定需，透過節約用水、有效管理、彈性調度及多元
開發等四大措施，進行水資源之經營管理。現況桃園地區之水資
源運用以大漢溪之地面水為最主要水源，並由石門水庫進行調控，
地下水用量不高。表 5.3-49 為石門水庫近年水庫運用狀況，水庫
年平均進水量約 17.5 億立方公尺，灌溉用水量每年約 3.2 億立方
公尺，公共(生活及工業) 用水量每年約 4.5 億立方公尺，水資源
平均利用率達 57%，水庫平均運用次數約 3.5 次/年，屬水資源利
用率較高之地區。
表 5.3-49
年度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平均

進水量
823.44
558.44
2,114.45
2,732.26
1,510.45
2,191.58
1,983.10
2,854.77
969.75
1,748.69

石門水庫水源運用狀況

放水量
1,316.54
921.67
1,709.27
1,315.84
871.81
1,651.88
1,474.75
1,357.23
1,408.60
1,336.40

溢流量
1,244.63
231.32
163.99

發電
544.94
279.33
250.10
369.76
91.99
854.43
677.74
569.54
493.40
459.03

單位：百萬立方公尺

各標的用水
灌溉
314.63
176.23
219.06
488.40
328.46
402.73
396.69
385.93
153.69
318.42

公共
456.97
466.11
371.91
445.10
449.20
294.71
402.38
401.83
750.84
448.78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蓄水設施營運統計年報(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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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地區水資源在主管機關，節約用水、有效管理、彈性調
度及多元開發等經理原則下，預期將持續推動節約用水、自來水
減漏、水庫集水區保育及新店溪水源調配等措施。惟依前述分析，
各項措施推動後，仍不足以滿足本計畫之用水需求，尚需有效管
理、彈性調度計畫區內因土地使用分區變更，可釋出之原農業灌
溉用水，方能滿足本計畫之用水需求。
本計畫屬土地重劃，區內主要土地使用規劃含住宅區、商業
區、產業專區、車站專用區、機場專用區、自由貿易港專用區，
故水資源之供給擬由自來水公司供應區內生活及產業用水。未來
區內土地使用計畫雖無農業區，然流經區內之圳路及埤塘等灌排
系統，需配合區外灌溉、排水需求進行調整。因應桃園地區現況
供水能力已不足。
本計畫應具體落實自來水管檢漏、節約用水、雨水貯留（應
於都市計畫規範一定比例）及廢（污）水回收再利用等對策，或
規劃其他再生性水資源，並健全水資源導向（WOD）
，以具體策
略整合區域內各廢（污）水處理系統（WWTPs）
、埤塘等水源，
另引進低碳節能產業，盡量避免調度農業用水。
桃園縣政府水務局(2013.1.30)提出桃園航空城用水計畫構
想(詳如附件)，有關桃園航空城之產業用水之供應，縣府擬定下
列策略作為因應配合:
(一)縣內大型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水處理廠)之放流水再生利用
桃園縣目前推動中規模較大之二個水資中心為桃園地
區與中壢地區系統，其可供再生利用之放流水量分別為每日
200,000 立方公尺與每日 156,800 立方公尺。
(二)落實縣內工業區廢污水回收利用比例
1.目前環保署已規範新開發工業區之廢污水處理後回收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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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以桃科工業區為例其回收比例為 70%。
2.將透過環評承諾之方式加強規範提高全縣新闢工業區之廢
污水處理後回收利用比例，並同步管制放流水之排放，以
降低供水壓力。
3.有關應規範之回收比例將另由縣府環保局及工商發展局開
會訂定之。
(三)埤塘水資源活化再利用:
1.桃園縣有諸多埤塘在目前農業灌溉用水需求降低後，正規
劃逐步轉型朝供產業甚至民生用水之水資源再利用。
2.桃園農田水利會本年度正推動串連桃園大圳十支線三口面
積十公頃以上之埤塘，預計埋設三十公分口徑的管路。待
完成埋管後，可售水供應鄰近的桃科、觀音兩大工業區，
埋管初估費用約二千多萬元，目標是售供三．八萬噸工業
用水給鄰近的工業區廠商，讓工業用水不虞匱乏，帶動工
業發展。
3.本計畫範圍內保留面積 1 公頃以上埤塘約 21 口，總面積近
100 公頃，蓄水量約為 100 萬噸(以水深 1 公尺估算) ，將
規劃利用該埤塘水資源轉型為供產業用水之使用。

5.3.6 文化資產
一、文化資產維護
(一)古蹟遺址
計畫區位於桃園縣蘆竹鄉及大園鄉境內，經環境敏感查
詢結果，計畫區及鄰近區域之古蹟遺址，包括桃園縣縣定古
蹟(2 處)、歷史建築(2 處) 、縣定遺址(1 處)及文獻資料記載
之遺址(5 處)詳如表 5.3-50 所示。未來開發前將依文資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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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條第 2 項「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時，…應先
調查工程地區有無遺址或疑似遺址」，調查區內各項文化資
產。
前述 2 處縣定古蹟位於計畫區外約 1~2 公里，而計畫區
內 2 處空軍黑貓中隊(空軍照相技術營隊、前空軍 3 中隊飛
機棚廠)等歷史建物予以保留，並於開發階段規劃活化對策，
以維護既有之歷史文化價值。另針對計畫區西側邊界外「縣
定大園尖山遺址」，其指定公告範圍為大園國小校地全區，
鄰近本計畫範圍，將依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 7、8 條規定辦
理，未來開發鄰近地區前，將評估其可能受開發之影響，鄰
近地區施工整地期間，則將委託專業人員進行監看作業，並
依文資法相關規定辦理。
表 5.3-50
行政區

登 錄

大園鄉 歷史建築
蘆竹鄉 歷史建築
大園鄉
大園鄉
大園鄉
大園鄉
大園鄉
大園鄉
蘆竹鄉
蘆竹鄉

縣定遺址
文獻資料
文獻資料
文獻資料
文獻資料
文獻資料
縣定古蹟
縣定古蹟

計畫區及鄰近區域之古蹟遺址

名稱
大園空軍照相技術隊營
舍
蘆竹空軍三十五中隊飛
機棚廠暨減壓室附屬設
施
大園尖山遺址
內海國小遺址
海墘遺址
潮音國小遺址
蔀崙遺址
下厝遺址
德馨堂
五福宮

類別
位置
建築
計畫區內
物類
建築
計畫區內
物類
遺址
遺址
遺址
遺址
遺址
遺址
祠堂
寺廟

鄰計畫區西側邊界
距計畫區西北側約1.5公里
距計畫區西北側約3~4公里
距計畫區西側約3公里
距計畫區西側約4公里
距計畫區西北側約2公里
距計畫區西側約1公里
距計畫區西南側約2公里

策略
原地保留，爭取原地
規劃設置航空博物館
園區，以活化再利用

鄰近遺址周邊施工整
地期間，將委託專業
人員進行監看，並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遺
址監管保護辦法等相
關規定辦理

(二)埤塘文化
桃園台地為桃園縣轄桃園、中壢一帶平坦之高台地，地
形由沿海向內陸逐漸升高，海拔約在二百公尺以下，東南部
較高處約 250 公尺，向北與西成緩斜至海岸，整個台地上
的溪流均發源於東側或東南側高地，唯區域內的溪流不僅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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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水量少，地勢稍高之處即無法得到給水。
桃園地區早期因地形氣候等種種限制，使得早期住民為
了灌溉用水需求，便挖掘了許多埤塘用來儲存雨水、溪水等
地表水。內政部 100 年 1 月 18 日公告「桃園埤圳濕地」為
「國家重要濕地」
，目前經清查除了灌溉功能外，許多埤塘
已轉為養魚池或休閒池、風水池、休閒觀光地及畜養家禽及
家畜用池等用途。
蒐集桃園大圳及光復圳系統埤塘調查研究(行政院客家
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92 年 12 月)所載，依據陳培桂《淡水
廳志》的記載，桃園地區埤塘之形成，始於西元 1741 年（乾
隆 6）
，由業戶薛奇龍及平埔族道卡斯族霄裡社通事知母六
招佃築成霄裡大圳，這個灌溉系統包括大小四口埤塘及圳道，
以供導水至現今八德一帶的六個庄的農田，完成後的水權分
配，原住民的佃戶擁有六成，漢人佃戶擁有四成。西元 1748
年（乾隆 13）
，通事知母六再度招佃挖掘靈潭埤（即現今所
稱的「龍潭」）
，用以灌溉五小莊及黃泥塘一帶的農田。臺灣
的平埔族人原多採旱地游耕，知母六是霄裡社人，築陂引水
從事水稻耕作似乎是受到漢人農耕文化的影響，即使如此，
這項事實也說明了平埔族人在開鑿桃園埤塘的工程中佔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力。目前知母六的後代仍生活於龍潭一帶，
居住於漢式三合院中，改採漢姓姓蕭。
隨著漢墾民的湧入，桃園台地上的埤塘的數量也急遽增
加，各埤塘分別供應其所屬範圍內的農田之水源，其範圍涵
蓋了現今桃園縣及新竹縣的湖口、竹北等地，將這片原本貧
瘠而乾旱的地理區域轉變成魚米之鄉。西元 1913 年（大正
2）因本地大旱，日本政府決定於石門開鑿取水口，築圳引
導大嵙崁溪上游的水源進入桃園台地中，以及挖掘 20 公里
長的明溝與暗渠及 166 公里長的幹渠與分渠，並整修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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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埤塘用以調整灌溉水量。此項工程於 1928 年（昭和 3）
完成，隨後稱之為桃園大圳，其總灌溉面積達 22,000 公頃
（陳正祥 1993）
，將海拔 100 公尺以下的地區全數轉變為水
稻耕作區。對於埤塘而言，則由原本的「看天池」
，變成了
灌溉用水的調節池。
在桃園大圳築設完成後，於 1947 年（民國 36）及 1963
年（民國 52）政府又先後在桃園台地上興建光復圳及石門
大圳，透過水圳將埤塘串聯在一起，最終使得桃園台地成為
一個整體性的水利溉溉區域，其水圳及埤塘則分屬桃園農田
水利會及石門農田水利會管理維護（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
編 1984，臺灣省石門農田水利會編 1995）
。
回顧埤塘開發歷史，歷經清領時期—日治時期—光復後
三個時期，各歷史階段中對於桃園台地上埤圳的開發，各有
其不同的開發歷程，藉由水利開發的過程中呈現桃園大圳、
石門水庫和石門大圳相異的開發內容與空間組織。綜合以上
國內外文獻之說明，可發現水利對人類生活的影響，有關社
會文化意義層次方面，至少包含了地域組織、社會組織、產
業組織、人群關係等。挖池堆堤蓄水，在水稻耕作的社會中
不並難見，但是如同桃園台地般擁有數量如此多、面積如此
大、密度如此高的埤塘，在世界上其它地區則尚未見過。因
此，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於 2009 年將桃園臺地埤塘列入臺灣
世界遺產潛力點名單，惟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本縣埤塘並
無文化資產法定身份。除了其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及發揮經
濟效益之外，桃園的埤塘也對桃園台地的社會文化造成了深
遠的影響：除了空間的美學外，根據胡寶林（2003）之看法，
他認為埤塘可視為一種文化地景的公共藝術，同時也是一種
具世界觀的文化產物。
依桃園縣政府清查最新結果，目前桃園縣 0.3 公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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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埤塘僅餘三千餘口，在兩大水利會管轄範圍內僅六百多口，
為灌溉使用，而其餘埤塘多為私有土地，若要保留則必須先
透過徵收。桃園縣政府為積極取得埤塘，唯有透過都市計畫
以徵收或區段徵收之方式取得埤塘土地，方可進行後續保留
工作，現已有如公 12 之埤塘示範公園、八德埤塘生態公園、
龍潭大池等成功示範案例。桃園縣政府已每年編列預算，希
冀可將一公頃以上之埤塘全數保留，進而規劃為埤塘公園。
埤塘並非自然環境造成，乃因應過去農業社會環境所需要人
工築堤而成，並非自然遺產，但為桃園縣之特色，但因多為
私人土地，仍先取得土地所有權方可進一步保留。計畫區內
具地景特色之埤塘，除第三跑道範圍內 3 口需廢溜外，其餘
21 口規劃保留。
(三)地方信仰中心
計畫區內東北側現有福海宮、福元宮二座寺廟係地方信
仰中心，但因位於航道下方，有安全疑慮，存留問題持續與
廟方溝通中，於規畫開發階段，將尊重保存地方信仰並列入
規劃考量。

5.3.7 國際環境規範
一、溫室氣體排放量增減
本計畫溫室氣體排放以飛機起降的排放量最大，其次為車輛
與產業專區之排放。排放量增減分析評估如表 5.3-51，說明如
下：
(一) 排放量增加部分
飛機起降部分的增加量，似乎沒有抑制的可能，而且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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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機型的更新與擴大，IPCC 預測其排放係數會因此而增
加。
旅客運輸之交通量部分，雖然規劃方案已經考慮了軌道
運輸，然而就機場捷運的運量規劃，單站尖峰小時可以運輸
超過 1 萬人次，可以充分支應未來的旅運人次(平均 6 千人
次/hr)，未來可以藉由小客車的抑制措施，如高乘載管制、
高額停車費、通行費等方式，引導至大眾運輸系統，以抑低
CO2 的排放量。
貨運車輛的排放量與旅客車輛排放量相當，由於空運物
資一般以高單價的貨物為考量，並沒有鐵道運輸做為替代之
規劃，此部分的排放目前沒有適當的減量對策。
員工通勤交通車輛增加部分，亦以小客車為主，此部分
亦可由前述小客車抑制措施予以引導。
產業專區的排放來自於工業用電，在節能減碳的趨勢之
下，如果配合國家提高電價的政策，對新設置的工廠而言，
其碳排放增加量應可以有效抑制。
(二) 排放量減少部分
首先將參採本評估書徵詢意見，依我國「永續能源政策
綱領」所訂溫室氣體減量目標（2020 年回到 2005 年排放量、
2025 年回到 2000 年排放量；2050 年回到 2000 年排放量 50%），
以本計畫推估之每年 9,157 千噸 CO2 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基線，
擬訂溫室氣體管理具體減量目標及查核規劃。其中除已規劃
之綠色交通措施外，建議於都市計畫中規範一定規模以上建
築物應取得銅級以上綠建築標章；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
發行為及公有建築物應取得銀級以上綠建築標章，以達國家
門面低碳永續示範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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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土地利用方式的改變，本計畫對溫室氣體排
放也存在著減少的原因，整理如表 5.3-52 所示。雖然其中很
多項目前尚無法進一步量化，然而其機制確實存在，留待未
來個別計畫進一步規劃評估。說明如下
農業用地面積的減少：一般認為農田與農業生產為重要
的溫室氣體排放源，尤其以外銷之農產更甚，來源包括農田
灌溉淹沒所造成的沼氣排放、肥料轉化為 N2O 之排放、灌溉
排水造成水體優養化之溫室氣體排放等。因此農地轉成其他
土地使用類型，對於減少此類型之排放，具有一定程度的貢
獻。依據柯光瑞(2005)量測，臺灣北部水田排放約為 21.8 噸
CO2e/ha/yr，按表 3.1-1 區內農地面積估算，本計畫排放量減
少約 50 千噸/年，變化值有限。
表 5.3-51

本計畫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與抑制之分析

飛機起降

CO2 排放量
千噸/年
3,689.3

旅客小客車

774.3

貨運交通量

1,006.3

衍生交通量小客
車排放

406.4

項目

324.7

其他車輛
產業專區
及住商
合計

2,956.1

抑制措施
(無)
如高乘載管制、高額停
車費、通行費等，以抑
制 20%估算
(無)
如高乘載管制、高額停
車費、通行費等大眾系
統或鼓勵使用自行車
措施，可抑制小汽車使
用，以抑制 20%估算
(無)
節能設備與措施，抑制
20%

9,157.1

抑制後排放
千噸/年
3,689.3
619.4
1,006.3

325.1

324.7
2,364.9
8,329.70

資料來源：本計畫分析。

特定區之植樹綠化：包括在產業專區、自由貿易港區、
航空站區、跑道外之隔離帶、高速公路之路權隔離等綠地之
植樹綠化，可以貫徹平地造林政策，吸收部分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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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鎮之通勤改善：本計畫將吸引 20 萬人口，對於紓
解鄰近如台北、新北、新竹等都會區擁擠人口，減少運具使
用，加速既有都會區的車流速度，乃至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都具有正面效益。
自由貿易港之客貨運改善：由於一般零售貿易需將原料
送至工業區，完成製造之後再將產品貨物運載至市場，交易
點收之後又必須載運至另一處所，即使批發貿易之模式，由
工業區至空、海港的貨運旅次也不能減省。自由貿易港的設
置，主要的用意就在於便捷人員、貨物、金融及技術之流通，
減少工業區至空、海港的客貨運旅次，因此對溫室氣體排放
的減量，必然有其貢獻。
表 5.3-52
項目
農業用地面積
的減少
特定區之植樹
綠化
新市鎮之通勤
改善

自由貿易港之
客貨運改善

本計畫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之分析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機制

推估所需之資料數據

水淹地面積的減少
過量肥料之 N2O 排放
灌排廢水造成水體優養化
外銷農業運送製造之排放洩漏

水田面積
肥料使用量
水體水質數據

平地植林吸收二氧化碳

植林面積、密度、樹種

紓解鄰近都會區擁擠人口，減少運具使
用，加速既有都會區的車流速度
自由港區內因從事貿易、倉儲、物流、
貨櫃與貨物之集散、轉口、轉運、承攬
運送、報關服務、組裝、重整、包裝、
修理、裝配、加工、製造、檢驗、測試、
展覽或技術服務，以便捷人員、貨物、
金融及技術之流通，達到減量的效果

吸引人口的來源、組成、既
有都會區的交通評估
就近設置自由貿易港區可
減少以往工業區往返空、海
港的客貨運旅次及距離

資料來源：本計畫分析。

二、排碳密集度
(一) 全國排放量基準之密集度
雖然本計畫溫室氣體排放量相較桃園縣而言，達到
28~31%，然而因本計畫之客、貨運並不只是地方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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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運長度為全國性的距離，對國內 GDP 的貢獻也屬國家層
次，因此必須以全國角度來討論。
依據臺灣地區溫室氣體排放總量而言，約為 240 百萬噸
/年(2009 年)，本計畫排放量約為全國的 3.5~3.9%，影響應屬
有限。由於近年來臺灣地區總量自 2007 年的 260 百萬噸/年
逐年下降，其變化量達 8.3%，已經超過本計畫增加的幅度。
(二) 單位人均排放量基準之密集度
依據統計6，2009 年臺灣地區的人均排放量為 10.3 噸/
年/人，全球排名第 27，此值自 2007 年 12.1 噸/年/人逐年下
降，加上本計畫之後，此值將為 10.7 噸/年/人，將使我國排
名在南韓之前，成為第 25 名。
(三) 單位 GDP 排放量基準之密集度
吳志揚縣長指出，桃園航空城的開發將創造 1.7 兆元的
經濟效應，此值為 101 年全國7名目國內生產毛額(GDP)14
兆的 12%。
目前我國單位溫室氣體排放量的 GDP 為 2,011 美元/噸8，
略高於南韓，低於澳洲，本計畫營運後，此值將增加為 2,168
美元/噸，略低於美國 2,291 美元/噸，進步 7 名。
若以 PPP-GDP 估計，臺灣約為 2,990 美元/噸9，本計畫
營運後，此值將增加為 3,223 美元/噸，超過日本 3,154 美元
/噸，進步 13 名。
三、有害廢棄物越境轉移
(一)出席國際會議聯合國

6
7
8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carbon_dioxide_emissions_per_capita
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Indicator/wFrmIndicator.aspx
14 兆/29/240 百萬噸/年=2011 USD/噸
717,700 百萬美元/240 百萬噸=2,990 美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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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塞爾公約於 1989 年 3 月開放簽署，並於 1992 年 5
月 5 日正式生效，截至 99 年 12 月，共有 176 個締約國簽
署公約，包括 175 個國家及歐盟 1 個區域組織。99 年 5 月
我國參與瑞士日內瓦召開之第 7 次開放式工作組會議，該
會議主要係針對巴塞爾公約 10 年策略計畫草案(2012 至
2021)、巴塞爾公約夥伴關係、含汞廢棄物、非法運輸防範、
廢棄物分類及有害特性等議題進行討論，並預計 2011 年 10
月於哥倫比亞召開第 10 次締約國大會。99 年 10 月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比利時舉行「全球環境論壇」我方
獲邀出席，並安排於會中報告我國廢棄物管理、減量、再利
用及資源回收方面的管理及成就。
(二)因應措施
環保署歷年均委託專案計畫，辦理廢棄物越境轉移國際
因應及國內管理相關事宜，廣泛蒐集巴塞爾公約相關資訊，
透過專家小組及國際會議參與，使我國廢棄物越境轉移之管
理與巴塞爾公約目標接軌，並積極爭取實質參與國際事務之
機會。此外透過區域參與方式，加強與鄰近國家於廢棄物管
理之資訊交流，以提升廢棄物管理成效；另外委請海關實施
邊境查核，對於違法輸出或輸入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案件均通
報環保機關，由環保機關處分違法業者，以遏止非法輸出入
之發生。
依政策評估作業規範之規範，指涉及有害事業廢棄物之
輸出、輸入。有關本計畫區未來工業生產活動所產生之有害
廢棄物，將依法清運、處理及最終處置，將不涉及有害廢棄
物跨國運送之情事。
四、華盛頓公約(稀有或瀕臨絕種野生動植物保育)
依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之規範，指涉及稀有或瀕臨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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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動植物之保育、或瀕臨絕種動植物及其產製品之輸出、輸入。
經環境敏感區位查詢結果，本計畫非屬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或
保護區，且本計畫屬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使用，將不涉及
稀有或瀕臨絕種野生動植物保育輸出、輸入之情事。
五、生物多樣性公約(物種多樣性保育)
生物多樣性公約主要內容係為確保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永
續利用以及恢復與重建瀕臨絕滅的物種，採行措施以保護區域內
的多樣性生物資源。本計畫未來將以土地使用管制手法規範，例
如設置公園綠地、河川地保留區，以維護自然生態景觀，將不違
背生物多樣性公約內容。
六、世界濕地公約
濕地具有涵養水源、凈化水質、調蓄洪水、控制土壤侵蝕、
補充地下水、美化環境、調節氣候、維持碳迴圈和保護海岸等極
為重要的生態功能，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全球濕地
伴隨著全球化過度發展而不斷遭到破壞。世界濕地公約的宗旨是
通過各成員國之間的合作加強對世界濕地資源的保護及合理利
用，以實現生態系統的持續發展。
內政部 100 年 1 月 18 日公告「國家重要濕地」82 處並同時
公告劃定範圍，其中「桃園埤圳濕地」因實際範圍尚有疑義，並
未公告濕地範圍，目前委由桃園縣政府進行範圍清查，依 98 年
及 100 年的清查作業資料，本計畫區 4,686 公頃範圍內面積達 1
公頃以上埤塘，共計有 24 口，面積 132.24 公頃佔 2.82%。其中
北側第三跑道預定地係為配合機場重大建設所需，因此，第三跑
道預定區位範圍內編號 22、23、24 等 3 口埤塘，面積分別 12.13
公頃、15.34 公頃及 8.07 公頃，均作灌溉使用，產權均隸屬臺灣
省桃園農田水利會，無法迴避或保留需予廢溜填平，其餘 21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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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塘將予原狀保留。
廢溜填平 3 口埤塘則除應規劃等面積水域進行補償。係作為
灌溉用途，後續第三跑道辦理工程開發前，應與農田水利會協商
替代渠道之路線，整地及道路工程規劃應配合原有水圳改道，以
提供下游農田灌溉功能，維持北側農耕之機能，保留的 21 口埤
塘則應以有益生態與防災方式規劃，強化提供灌溉、景觀、文化、
休閒遊憩、生態保育及防災等功能。

5.3.8 社會經濟
一、人口及產業
(一) 發展現況
依桃園縣統計要覽統計資料知，近十年來，計畫區所在
之大園鄉、蘆竹鄉人口數皆呈增加趨勢，於民國 100 年人口
總數達 8.2 萬人、14.4 萬人，惟大園鄉歷年人口成長率多低
於 1%，呈人口外移現象，而蘆竹鄉歷年人口成長率雖較高，
然亦逐年漸緩(由 91 年之 5.06%逐年降至 100 年之 1.24%)。
有關大園鄉、蘆竹鄉歷年人口成長概況參閱表 3.2-4 所示。
就產業發展概況觀察(參閱表 3.2-11～表 3.2-14)，無論
係全年生產總額或年底實際運用固定資產淨額之表現，民國
95 年蘆竹鄉均為桃園各鄉鎮市排名之首，在全縣產業發展
上扮演重要之角色；此外，近五年來，蘆竹鄉、大園鄉就業
員工數均呈穩定成長趨勢，成長率達 20%及 14%。
綜上，於大園鄉及蘆竹鄉為桃園縣航空運輸業及倉儲業
主要服務供應場所，且兩者生產總值約佔全國三成之情況下，
善用鄰近機場特性，引進機場依賴型以及支援互補型產業，
並適時滿足就業人口定住需求，將可健全產業發展機能，進
而強化地區發展帶動整體產業成長之量能。

5-139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5.docx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第五章

(二) 開發影響
如第 3.4.2 節所述，本計畫依國外機場運轉經驗及桃園
國際機場發展特性，按機場目標年客運量(110 年 4,675 萬人；
120 年 5,934 萬人；130 年 6,478 萬人)估計，未來機場運轉
可創造就業人口於 110 年為 8.9 萬人；120 年為 11.3 萬人；
130 年為 12.3 萬人。為降低龐大就業旅次及貨運交通往返可
能衍生之環境衝擊，吸引我國具全球或區域優勢、政府政策
性輔導、直接或間接服務機場之產業及其就業人口就近生產
或定住，本計畫於機場周邊地區規劃產業專用區、住宅區、
商業區，搭配機場捷運、航空城捷運之佈局以及完善公共服
務設施之建置，則 130 年預計可吸引 6.7 萬直接就業人口、
2.3 萬衍生服務業人口、11 萬人依賴人口，總計 20 萬人定
住於本計畫區中。計畫區人口推估摘要如表 5.3-53 所示。
表 5.3-53

計畫區人口推估摘要表

110 年
4,675 萬

120 年
5,934 萬

89,000

113,000

區外
40,050
計畫區
48,950
合計
89,000
基礎就業人口
48,950
衍生服務業人口
0
計畫區
依賴人口
59,229
人口
合計
108,179

50,850
62,150
113,000
62,150
19,508
98,805

項目
客運量
機場

衍生就業人口

就業
人口
分派

180,463

130 年
備註
6,478 萬 依機場客運量按低成
長情境以每百萬人次
123,000
產生 1,900 就業數估算
55,350
67,650 以通勤率 45%分派\
123,000
67,650 依計畫區基礎就業人
24,768 口，按桃園縣依賴人口
111,826 係數 2.21、服務人口比
率 0.22 扣除通勤人口
204,244
估算

註：詳細估算原則及說明參閱 3.4.2 節。

若假設大園鄉、蘆竹鄉之現住人口及就業人口依 1%成
長率保守成長，再加計本計畫引進人口數，則大園鄉、蘆竹
鄉於民國 130 年之總人口數將達 50.9 萬人，而其工商及服
務業人口可由 13.9 萬人(民國 95 年)至少增加為 34.5 萬人(民
國 130 年)。大園鄉、蘆竹鄉人口推估彙整如表 5.3-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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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因屬新興產業型都市，將創造大量就業機會，
吸引青壯年人口移入，而非以特定低年齡層或老化人口或低
收入等社會弱勢者為進駐族群。
然本計畫區土地原屬農村發展型態，於大面積農地徵收、
集居聚落遷移可能影響有意願耕作地主生計及其社群網絡
之鏈結情況下，就社經發展面而言，本計畫開發係可能衍生
不利影響。惟為降低農民安置、居民遷移衝擊，本計畫針對
農民安置於都市計畫、區段徵收等階段分別研提配套規劃、
輔導作業，其中，藉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媒合計畫區內無法耕
作之農民至縣轄內連續休耕農地租地或購地種植，即在滿足
農民繼續耕作需求；居民遷移部分，本計畫將透過劃設再發
展區、原位置保留、地上物補償費、房租補助費及優先選配
安置街廓等配套措施予以安置，其中，劃設再發展區、原位
置保留、優先選配安置街廓等措施之採行，即在因應居民社
群網絡鏈結需求，爾後透過區內大規模生態公園、藍綠帶等
戶外休憩場所之留設與規劃以及優游其間步道、自行車道之
佈設與串連，預期將可提供居民更優質之交流空間與環境，
而更有助益於社區意識與活力之凝聚。
整體而言，蘆竹鄉因鄰近台北都會區且具交通便利性，
致地區工商業成長相當快速，未來透過本計畫區近便機場之
國際連結優勢與機場捷運、航空城捷運等綠色運輸走廊之
TOD 佈局，預期於「領航空港‧綠色健康城」之整體環境
營塑下，不僅可帶動大量就業、定住人口移入，改善大園鄉、
蘆竹鄉人口老化、外移或成長遲緩現象，並可強化地方產業
轉型動能，帶動臺灣整體經濟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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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年大園鄉、蘆竹鄉相關人口估算表

項目

發展現況

居住人口(人)
工商業人口(人)

130 年
自然成長

本計畫帶動

合計

226,022(100 年)

304,644

204,244

508,888

139,391(95 年)

197,462

147,768

345,230

註：大園鄉、蘆竹鄉 91 年～100 年之人口成長率 2.1%、90 年～95 年之工商業就業人口成
長率 3.4%，本計畫以 1%成長率保守估計自然成長值。

二、經濟效益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型態可概分為機場園區、機場園區周邊地
區兩大範疇，茲就各該土地開發效益分別說明之。後續應參考將
聯合國 Rio+20「我們想要的未來」中所列永續發展、消弭貧窮
等願景列入規劃。
(一) 機場園區擴建效益
依行政院民國 100 年 4 月 11 日核定之機場園區綱要計
畫估列，至 2030 年為止，機場園區資金需求約 2,940 億元，
直接效益淨現值(NPV)為 641 億元、經濟益本比(B/C)為 1.3
倍、內部投資報酬率(IRR)為 6.7%；此外，可波及帶動 1 兆
6,000 億元之外部效益、820 億中央直接稅收、創造 18 萬個
工作機會，經濟效益相當可觀。機場園區開發預期效益參閱
機場園區綱要計畫第 16 章所述；茲摘述其評估成果如表
5.3-55、5.3-56 及圖 5.3-35 所示。
(二) 機場園區周邊地區開發效益
1. 建立國際航運樞紐之角色定位
配合機場第三跑道建設擴大之整體航班運量，於亞太
地區發展趨勢與三通政策執行下，北臺區域可期與上海經
濟圈、香港珠江經濟圈形成亞太「新黃金三角」經濟合作
區，桃園國際機場將成為「臺灣與世界連結的重要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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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5 機場園區擴建經濟效益彙整表
單位：千元台幣（當年幣值）
期

年

節省旅客時間效益 節省貨運時間效益

增加機場園區營運
者之收益

效益合計

投資金額合計

1

2011

0

0

0

0

2,719,004

2

2012

0

0

0

0

36,258,596

3

2013

0

0

0

0

15,098,452

4

2014

0

0

0

0

21,244,913

5

2015

0

0

0

0

30,275,114

6

2016

626,602

0

115,204

741,806

27,904,004

7

2017

2,510,249

0

362,906

2,873,155

23,816,912

8

2018

4,716,274

0

606,892

5,323,166

29,669,844

9

2019

7,339,605

0

1,078,591

8,418,196

11,923,264

10

2020

10,472,533

0

1,649,584

12,122,117

17,557,235

11

2021

11,631,751

1,139,970

1,856,685

14,628,405

11,252,756

12

2022

12,860,104

1,569,745

2,163,269

16,593,118

13,672,102

13

2023

14,113,470

2,011,383

2,229,062

18,353,914

12,549,949

14

2024

15,443,436

2,485,596

2,451,619

20,380,652

3,554,207

15

2025

16,852,759

2,979,437

2,780,398

22,612,594

3,567,473

16

2026

18,038,386

3,423,697

3,003,567

24,465,650

2,997,705

17

2027

19,282,878

3,894,134

3,428,999

26,606,010

6,008,971

18

2028

20,524,242

4,366,530

3,400,760

28,291,533

6,496,693

19

2029

21,829,500

4,855,163

3,520,914

30,205,576

8,561,500

20

2030

23,201,940

5,374,877

3,759,329

32,336,146

8,647,115

21

2031

23,947,088

6,249,142

3,870,669

34,066,899

0

22

2032

24,710,002

7,181,792

4,061,935

35,953,729

0

23

2033

25,491,065

8,176,412

3,980,391

37,647,869

0

24

2034

26,290,672

9,236,809

4,107,983

39,635,464

0

25

2035

27,109,224

10,367,016

4,101,936

41,578,176

0

26

2036

27,947,129

11,571,315

4,279,196

43,797,641

0

27

2037

28,804,807

12,854,245

4,641,780

46,300,831

0

28

2038

29,682,683

14,220,621

4,376,486

48,279,790

0

29

2039

30,581,193

15,675,549

4,536,849

50,793,592

0

30

2040

31,500,783

17,224,447

4,634,230

53,359,460

0

NPV（單位：千元台幣）
總效益
總投資額
差額

274,745,104
210,668,571
64,076,533

B/C

1.30

EIRR

6.7%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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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6 機場園區開發波及效益彙整表
3,398 億新臺幣

直接效益

機場園區
波及效益

間接效益

第一次波及效益

4,043 億新臺幣

第二次波及效益

1,656 億新臺幣

小計

5,698 億新臺幣

波及效益合計

9,097 億新臺幣

中央稅收增加

435 億新臺幣
11 萬人

就業機會效益(直接效益部分)

第二次波及效益

2,081 億新臺幣
4,597 億新臺幣
773 億新臺幣

合計

5,371 億新臺幣

直接效益
第一次波及效益
機場建設工
程波及效益

間接效益

波及效益合計

7,451 億新臺幣

中央稅收增加

385 億新臺幣
7 萬人

就業機會效益(直接效益部分)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總投資金額
2,940億元

以提升航空與非航空
機能作為發展策略

z定位：東亞樞紐機場、
支援産業創新，提供
優質客貨流通環境
z目標：客運量5,890萬
人、貨運量448萬噸

z帶動約1兆6,000億元
之經濟效益
z增加820億中央税收
z創造18萬個就業機會

資料來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交通部，100.08。

圖 5.3-35

機場園區目標定位與總體經濟效益

桃園國際機場為桃園縣航運的樞紐，為桃園縣創造旅
運商務、產業物流之能量，透過本計畫整合周邊地域提供
所需發展空間，將可帶動航空物流產業發展，建立國際航
運之關鍵樞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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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產業經濟發展之重要契機
本計畫以桃園國際機場為核心，於周邊規劃 450 公頃
產業專用區、161 公頃自由貿易港區，引入我國具全球或
區域優勢、政府政策性輔導、直接或間接服務機場之相關
產業，可藉國際機場樞紐功能之發揮以及航空城物流系統
與臺灣市場、技術優勢之結合，促進航空科技發展與產品
加值運銷，強化整體產業之全球競爭力。
3. 帶動地方傳統產業之鏈結轉型
藉本計畫之開發以及交通系統軸幅之串連，可鏈結桃
園縣五大優勢產業群，帶動產業朝低污染高科技產業、高
品質服務業之方向發展；其次，伴隨大量的就業與居住人
口，將衍生生活、休憩、金融、文教等服務需求，創造更
豐富且多元之商業發展契機，促使地方產業轉型與革新。
4. 塑造全球門戶與特色之都市品牌
本計畫以生態永續、TOD 之理念，挹注轉運、產業、
商業、居住、休憩、娛樂等多元服務機能，透過土地使用
調整、都市設計管制、區段徵收等手段，將有效建立國家
門戶之嶄新意象，並塑造具自明性與品牌形象之「北桃都
會核心」風貌與特色。
5. 供給豐富且多元之就業機會
本計畫佈設自由貿易港區(161 公頃)、產業專用區(共
450 公頃)，估計透過產業發展空間之佈局、機場樞紐之建
立，可於計畫區、臺灣地區分別創造 12 萬個及 26 萬個就
業機會，不僅提供更豐富且多元之就業機會與條件，並將
提升整體經濟發展動能。
6. 舒緩大台北地區之發展壓力
本計畫規劃 900 公頃之住宅空間，可容納約 20 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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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人口，透過機場捷運、航空城捷運線之串連，以及計畫
區健全公共服務設施之供給，可有效舒緩大台北都會區以
及桃園市中心發展飽和之人口壓力，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降低北臺房產價格，創造更庶民之經濟效益。
至於環境面衍生之外部成本估算部分，目前尚缺乏可供依循
信賴之法定計算方式，惟國內主管機關已委託辦理環境政策與開
發計畫成本效益分析作業的研究，未來或有可供依循之規範以供
評估參據，因此，後續本計畫區內相關計畫辦理分區開發總量環
評或個別計畫個案環評時，將依法令規定列入考量。惟為使污染
總量能控制於一定之總量下，後續辦理分區總量環評及核發相關
許可時，皆會要求以最低污染產生量之工法及操作方式作業，以
最小化環境衝擊，減低環境污染物產生之外部成本。
三、用電需求
(一) 土地使用計畫之平均用電密度
本計畫園區用地性質包含住宅區、商業區、產業專用區、
機場專用區、自由貿易港專用區及公共設施用地等使用分區，
各區需用電量之推估係採用土地使用目的面積乘以其平均
用電密度計算。各土地使用計畫之平均用電密度推估如下：
1. 住宅區用地：用電密度平均以 300 kVA/公頃 推估。
2. 商業區區用地：用電密度平均以 400 kVA /公頃 推估。
3. 產業專用區用地：用電密度平均以 300 kVA /公頃 推估。
4. 機場專用區用地：用電密度平均以 60 kVA /公頃（包含機
場跑道區域） 推估。
5. 自由貿易港專用區用地：用電密度平均以 300 kVA /公頃
推估。
6. 公共設施用地
(1) 污水處理廠及機關用地：用電密度以 200 kVA /公頃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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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2) 廣場兼停車場、文中小用地：用電密度以 40 kVA /公
頃 推估。
(3) 其他設施用地：用電密度以 20 kVA /公頃 推估（包含
公園、綠地及道路等）
。
(二)需用電量推估
根據上述各相關土地使用目的之需用電量推估計算，本
特定區之需用電量推估如下：
1. 機場專用區用地(第一、二航站及跑道)，採特高壓 161kV
供電（已自設變電所）
，其需用電量推估約為 60 MVA。
2. 機場專用區用地(第三航站及跑道)，採特高壓 161kV 供電
（需自設變電所）
，其需用電量推估約為 35 MVA。
3. 扣除機場專用區用地之其他特定區用地，擬請台電公司以
22.8kV 供電，其需用電量推估約為 565 MVA。
四、電力來源及用電排擠效應影響
(一)本特定區附近既有變電所現況
本計畫所在之計畫區範圍位於桃園機場週邊，配電系統
主要由大園 S/S、長發 D/S、五權 D/S、福海 D/S 及蘆竹 D/S
等變電所供應用電。各變電所供電現況如下所示：
1. 大園二次變電所(S/S)：主變裝置容量 25 MVA x 2 臺，100
年最高負載容量約 31.9 MVA，主變利用率 63.8 %，目前
主要供應大園工業區內用電需求。
2. 長發一次配電變電所(D/S)：主變裝置容量 60 MVA x 2 臺，
100 年最高負載容量約 48.68 MVA，主變利用率 40.5 %，
主要供應長發工業區內用電需求。
3. 五權一次配電變電所(D/S)：配合高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
區用電需求而興建，主變裝置容量 60 MVA x 3 臺，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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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 8 月 25 日加入系統運轉，陸續取載中。
4. 福海一次配電變電所(D/S)：配合桃園航空城貨運區用電
需求而興建，主變裝置容量 60 MVA x2 臺，甫於 101 年
11 月加入系統運轉。
5. 蘆竹一次配電變電所(D/S)：供應現有桃園機場第一及第
二航站 161kV 用電，未來桃園機場第三航站亦將由蘆竹
D/S 供電。
6. 青埔一次配電變電所(D/S)（已預留用地，尚未興建）
：配
合高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區用電需求而興建。
(二)用電排擠效應影響
本計畫區完成開發後，用電負載需求明顯成長，而經洽
詢台電公司桃園區營業處，各投入運轉中之既設變電所均有
其供電分配區域，實不足以完全供應本計畫園區（扣除機場
專用區用地）之用電需求。
為確保本計畫園區能有充裕、可靠及品質良好之電力供
應，經用電需求評估結果及台電公司桃園區營業處之建議，
本計畫應於基地內規劃預留三處變電所用地，供台電公司興
建屋內型一次配電變電所(D/S)，以供本計畫園區未來高、
低壓用戶用電。
電力來源部分，本計畫已於 101.12.17 取得台電公司配
合同意函，核供本計畫開發後用電需求(台灣電力股份有限
公司桃園區營業處 D 桃園字第 10112002091 號函，詳附錄
二)。
(三)鄰近地區相關電磁場影響防護規劃
若計畫區內有規劃設置變電所，將考量與相關敏感點區
有適當之緩衝區，另設置高壓輸電線路或地下電纜輸電線路，
將與鄰近住宅區保持適當之緩衝區距離，後續規劃時將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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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1 年 11 月 30 日訂定「限制時變電場、
磁場及電磁場曝露指引」相關規定辦理。
五、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一) 發展現況
目前本計畫區範圍內零星散佈之聚落，均屬農村集居型
態，於既有房舍沿農路於農牧用地間隨機擴展下，無論生活
服務機能或公共設施均不甚健全。
(二) 開發影響
配合機場擴建用地取得以及計畫區開發衍生之公共服
務需求，本計畫透過區段徵收之整體開發手段，將取得大面
積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用地，除產業專用區所需公共設施或
公用設備由各專責開發單位規劃興建外，其餘公共設施於特
定區開發過程中，將依相關規定興建，可提供計畫區居民健
全而完備之集居聚落與公共服務支援。
六、民眾意見與社會接受度
本計畫區內現有居民約 3.5 萬人，戶數約 1.2 萬戶；為降低
區段徵收可能之拆遷影響性，本計畫透過再發展區劃設之方式，
將區內合法密集聚落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因此，初步估計未來
參與區段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約僅 1.8 萬人。茲針對民眾參與相
關事項，說明本計畫辦理方式：
(一) 公告徵詢意見
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作業要點第五
點（五）「民眾參與：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擬訂，應邀集
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意調查、公告徵詢
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見，並作成紀錄，作為擬訂或審
議之參考。」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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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1）公告刊登報紙（2）公告徵詢意見（3）
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4）公告印製成傳單請公所及村
長協助發送住戶。
桃 園 縣 政 府 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 以 府 城 綜 字 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徵求民眾意見公告及計畫區範圍
示意圖，請大園鄉公所及蘆竹鄉公所張貼公告周知。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見，得於公告期間
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桃園縣政府提出意見，
以供規劃參考。
截至 102 年 01 月上旬為止，交通部、桃園縣政府接獲
有關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安置、配地、
補償等作業及都市計畫限高、道路規劃等問題，已函轉交通
部、內政部、桃園縣政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區段徵收作業參
考，並已研提編印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小冊，解答民
眾欲了解之相關權益問題，詳政策評估說明書附錄三。
(二) 召開地方說明會
已於 101.12.08~102.01.05 於大園鄉、蘆竹鄉召開 8 場
地方說明會，徵詢民眾對本案規劃發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
與之意願，並針對民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俾利民眾了
解本案之發展架構。有關說明會地點及通知範圍參閱圖
5.3-36 所示。
此外，除透過密集、小型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會議，
掌握地方民意趨向，以作為後續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據外，
桃園縣政府於地方說明會召開前，邀集計畫區範圍相關之
縣籍議員、大園、蘆竹鄉公所、村長、民航局及府內相關
單位召開說明會議，充分說明地方說明會辦理方式及場次
安排等，以利說明會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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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方說明會舉辦地點及通知範圍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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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已完成原定 8 場之地方說明會，
後因應地方要求，於 12.01.12 並另加開完成 2 場大型說明
會。依地方說明會辦理情形觀之，民眾出席踴躍，每場約
400~600 人甚至上千人，民眾關注議題包括：1.應儘量提高
區段徵收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外另購
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3.
既有房屋無合法執照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後
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價計算；5.何時公布
都市計畫內容？哪些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
農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段徵收而喪失 7.
本計畫與其他周邊計畫之競合與因應方式等。除已納入規
劃及區段徵收作業參考，並已同公告徵詢意見研提編印都
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小冊，解答民眾欲了解之相關權
益問題，詳政策評估說明書附錄三。
(三) 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溝通意見，已於
特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距離、面對面之溝通方
式，答覆、解決民眾關心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駐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埔心村。駐地工
作站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成立，每周駐地接受民眾諮詢時
間為星期二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工作人員將由
民航局、城鄉分署及桃園縣政府城鄉局、地政局派員進駐。
(四) 地主意願調查作業
內政部營建署已於 102 年 1 月 31 日，依內政部 100.4.20
頒布「都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項」
規定，辦理區內 2 萬 1 千位土地所有權人區段徵收意願調查，
回收後，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將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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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並研提後續因應處理方式。
(五) 都市計畫公展階段說明會
後續將於都市計畫公開展覽階段，再擴大辦理公展說明
會，以供民眾充分瞭解計畫內容。
本項工作除已召開公開說明會及設立駐地工作站外，將持續
提升本計畫資訊公開及公眾參與之程度，其中，對於本計畫衝擊
當地宗教信仰中心（福元宮、福海宮等）所涉民眾情感之民意處
理，將落實溝通且尊重其意見，且於整體都市規劃中延續當地民
俗文化特色，以提升社會接受度。

5.3.9 其他(限制發展地區及條件發展地區)
考量本計畫新訂都市計畫對整體環境之影響，且為兼顧都市發展
及自然資源保育，依「變更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
通盤檢討）」
，將土地資源劃分為限制發展地區、條件發展地區，茲說
明如下。
一、限制發展地區
限制發展地區係為以加強土地資源保育為前提，限制各類環
境敏感地之開發行為，包括天然災害敏感地區、生態敏感地區、
文化景觀敏感地區、資源生態敏感地區等，除國防與國家重大建
設外不允許相關開發行為。經初步檢視本計畫除部份河川區域、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外，其餘非屬限制發展地區之範疇，有關限制
發展區檢核彙整如表 5.3-57 所示。
(一)天然災害敏感地區
本計畫區除含括部份河川區域(南崁溪、老街溪)、區域
排水設施(埔心溪、新街溪)範圍，其餘地區非屬天然災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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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天然
災害
敏感

第五章

限制發展地區項目檢核表

限制發展地區項目

相關法令及劃設依據

檢核

1.土石流潛勢溪流、嚴重崩塌或其 災害防救法
他高危險地區

無

2.山坡地查定為加強保育地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無

3.活動斷層兩側一定範圍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理辦法
(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告資
料為準)

無

水土保持法

無

4.特定水土保持區

5.河川區域、洪氾區一級管制區、 水利法、河川管理辦法、排水管
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區域排水設 理辦法
施範圍

是

6.國家公園區內特別景觀區、生態 國家公園法
保護區

無

7.自然保留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無

野生動物保育法

無

野生動物保育法

無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理辦法(森林
法)

無

區域計畫法、依行政院核定「臺
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無

文化資產保存法

無

文化資產保存法

無

國家公園法

無

8.野生動物保護區
生態
9.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敏感
10.自然保護區
11.沿海自然保護區
文化 12.古蹟保存區
景觀 13.遺址
敏感 14.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15.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 飲用水管理條例
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之地區
16.重要水庫集水區
區域計畫法
資源
17.水庫蓄水範圍
水利法
生態
18.國有林地、保安林地、大專院校 森林法、區域計畫法
敏感
實驗林地及林業試驗林地等森林
地區及區域計畫劃設之森林區
19.溫泉露頭及其一定範圍

溫泉法

無
無
無
無
無

註：實際情形應以函詢相關主管機關為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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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地區。
(二)生態敏感地區
生態敏感地區包括自然保留區、野生動物保護區、沿海
自然保護區等。桃園縣境內生態敏感區包括：棲蘭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插天山自然保留區、拉拉山自然保護區等 3
處。本計畫區範圍非屬上述生態敏感地區。
(三)文化景觀敏感地區
本計畫區範圍非屬位於古蹟保存區、遺址及國家公園內
之史蹟保存區，此外，計畫區範圍內有具歷史價值之空軍黑
貓中隊相關建物，桃園縣政府已於 99 年 6 月 21 日，將「空
軍三十五中隊飛機棚廠」及「空軍照相技術隊營舍」指定為
歷史建築，可供後人瞻仰，讓國軍英雄的精神永遠流傳。
(四) 資源生態敏感地區
資源生態敏感地區包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
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之地區、重要水庫集水區、水庫蓄水範
圍、國有林地、保安林地、大專院校實驗林地及林業試驗林
地等森林地區及區域計畫劃設之森林區、溫泉露頭及其一定
範圍等，經查詢計畫區範圍非屬資源生態敏感地區。
二、條件發展地區
條件發展地區係為兼顧保育與開發，提供有條件之開發彈性，
限制地區土地使用類別及強度，以達開發與保育土地資源有效利
用。經初步檢核，計畫區範圍之條件發展限制整如表 5.3-58。
(一) 優良農地（經辦竣農地重劃或政府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
改良設施之農業用地）
依「土地徵收條例」
、
「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
計畫作業要點」
、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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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8
分類

第五章

條件發展地區項目檢核表

查詢項目

相關法令及劃設依據

地下水管制辦法、嚴重地層下陷
天然 1.是否位屬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地區劃設作業規範
災害
2.是否位屬洪氾區二級管制區、洪水
敏感
水利法、海堤管理辦法
平原二級管制區、海堤區域？
生態
區域計畫法、行政院核定之「臺
3.是否位屬沿海一般保護區？
敏感
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文化 4.是否位屬歷史建築？
文化資產保存法
5.是否位屬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自來水法
6.是否位屬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漁業法
7.是否位屬優良農地（經辦竣農地重 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農業主管
資源 劃或政府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良 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
生產 設施之農業用地）？
作業要點
敏感 8.是否位屬礦區（場）、礦業保留區、
礦業法
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水土保持
9.是否位屬山坡地？
法
氣象法、觀測坪探空儀追蹤器氣
10.是否位屬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
象雷達天線及繞極軌道氣象衛星
築地區？
追蹤天線周圍土地限制建築辦法
11.是否位屬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
電信法
築地區？
民用航空法、航空站飛行場助航
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
12.是否位屬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
障礙物高度管理辦法、航空站飛
制建築地區或高度管制範圍？
行場及助航設備四周禁止或限制
燈光照射角度管理辦法
噪音管制法、機場周圍地區航空
13.是否位屬航空噪音防制區？
噪音防制辦法
其他
14.是否位屬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禁制區及低密度人口區？
15.是否位屬公路兩側禁建限建地
公路法、公路兩側公私有建築物
區？
與廣告物禁建限建辦法
16.是否位屬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 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兩側
限建地區？
禁建限建辦法
17.是否位屬高速鐵路兩側限建地
獎勵民間參與交通建設毗鄰地區
區？
禁限建辦法
18.是否位屬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
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 國家安全法
建地區？
19.是否位屬要塞堡壘地帶？
要塞堡壘地帶法

檢核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是
無
無
無
無

是

是
無
是
是
是
是
無

註：實際情形應以函詢相關主管機關為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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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要點」等相關法令規定，並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應避免
使用曾經辦農地重劃及農業專業生產區之地區。
惟本計畫區範圍內涉及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者，依行政
院農委會 98.11.6 農企字第 0980166521 號函所示得配合釋出
農業用地，並於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內載明將該範圍內之特
定農業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其餘非屬航空城區域計畫之都
市計畫農業區(南崁新市鎮)、特定農業區(區域計畫以南、高
速鐵路以北地區)，仍應取得中央及地方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交通部業依相關規定與要求，針對區內農業用地變更之必要
性、合理性、無可替代性及相關影響性，研提農地變更使用
說明書並已於 102 年 01 月份函送審查在案。
(二) 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或高度管制範圍
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航機起降及誤失進場重新降落所需
空域高度，依「民用航空法」
、
「航空站飛行場助航設備四周
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度管理辦法」及「航空站飛
行場及助航設備四周禁止或限制燈光照射角度管理辦法劃
定之禁限建高度管制，相關限制依「航空站飛行場助航設備
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度管理辦法」第四條規
定。計畫區範圍內屬轉接面者航高限制約 32 公尺左右，屬
水平面者限高約 15~55 公尺左右，屬圓錐面者限高約 73 公
尺(圖 5.3-37)。後續開發應依規定辦理，不得逾其航高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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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飛航高度管制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三) 航空噪音防制區
1.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說明
現行之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詳前圖 5.3-12)，
係依據「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所規定，於桃
園國際航空站 98 年 1 月至 98 年 12 月航空噪音日夜音量
等噪音線圖及其周圍地區航空噪音日夜音量監測紀錄劃
設之，其防制區範圍包括大園鄉、蘆竹鄉、觀音鄉及中壢
市等地區。航空噪音防制區按航空噪音之日夜音量區分為
3 級，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劃定範圍係以村里鄰行政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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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
涉及噪音防制區之地區應依「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
防制辦法」予以補助，後續土地使用規劃，應審慎考量補
助成本，及居民生活環境品質，避免劃設居住、就學等機
能於 60 分貝噪音線範圍內；有關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跑道
之噪音防制範疇，俟第三跑道範圍確定後，再予納入條件
發展地區，並受相關噪音防制及航高限制之規定限制。
2. 海軍桃園基地指揮部航空噪音防制區
海軍桃園基地指揮部航空噪音防制區係依據 98 年 1
月至 98 年 12 月航空噪音日夜音量等噪音線圖劃訂，其範
圍包括大園鄉、蘆竹鄉及中壢市等地區。本計畫區係屬上
開航空噪音防制區範圍，惟海軍桃園基地土地後續將釋出
供本計畫區發展，俟海軍基地遷址後本計畫將非屬上開噪
音防制範圍。
(四)公路兩側禁建限建地區
國道 2 號高速公路自南而北行經本計畫區至桃園機場，
高速公路周邊地區後續規劃應依「公路兩側公私有建築物與
廣告物禁建限建辦法」辦理。
(五)大眾捷運系統兩側限建地區
本計畫區範圍內機場聯外捷運線、航空城捷運線周邊地
區之建築工程行為，需依「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限建辦法」
規定辦理。
(六)高速鐵路兩側禁限建地區
本計畫區南側臨高速鐵路範圍，應依「獎勵民間參與交
通建設毗鄰地區禁限建辦法」規定辦理，避免危及高速鐵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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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安全。
(七)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地區
本計畫區內之海軍基地係屬「國家安全法」之重要軍事
設施，惟海軍桃園基地土地後續將釋出供本計畫區發展，俟
海軍基地遷址後即非屬上開法令限制之地區。
(八)其他依法劃定應予限制開發或建築之地區：埤塘
本計畫區範圍內面積達 1 公頃以上埤塘共計 24 口，除
位於機場第三跑道範圍內 3 口埤塘，因重要公共建設需予填
平外，其餘規劃予以保留。
本計畫內限制發展區包括河川區域、區域排水設施，已依相
關法令劃設為河川區及溝渠用地，限制其開發使用；其餘條件發
展地區包括農地、埤塘、航空/高鐵禁限建範圍等，後續開發將
依循相關法令指導，管制發展強度及規模，避免危害建物結構安
全，並留設必要之藍綠帶系統，促進城鄉永續發展。整體限制發
展區及條件發展區與計畫區範圍套疊之情形如圖 5.3-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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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8

第五章

本計畫區內限制及條件發展區分佈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申請書，內政部，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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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減輕或避免環境影響之因應對策

依據前述評估，本案對於環境之涵容能力(空氣、污水處理、土
壤、廢棄物、噪音及交通衝擊)、國民健康及安全(噪音對國民健康影
響、航道下方居住安全)、土地資源之利用(土地資源特性之面積數量、
土地使用型態轉變影響、拆遷影響、特定農業區面積減少影響、埤塘
面積減少影響)、文化資產、國際環境規範、社會經濟(人口及產業影
響、經濟效益、用電來源及使用分配影響、用電排擠效應影響、公共
設施與社區發展、民眾意見與社會接受度)等項目之減輕對策及管理
措施分別說明如后：

6.1 環境之涵容能力
一、空氣
本計畫未規劃分期分區推動，將採一次整體開發，依推動期
程可概分為施工及營運階段，除推估可能影響，並分別擬訂相關
管制及因應措施，分項說明如下:
(一) 施工階段
1.施工初期
(1)拆除整地階段：拆除工區內建築物，進行工地內開挖及壓
實等整地行為，此時容易產生粉塵等粒狀污染物，本計畫
將依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規定，加
強灑水、鋪設鋼板、瀝青混凝土、防塵網等污染防制設施，
抑制逸散污染物排放，減輕對周界環境衝擊。
(2)挖運階段：清除工區內不必要之土石方或廢棄物，運送工
程物料等行為，此時除了開挖行為產生粉塵外，進出工區
車輛也會產生揚塵，此階段則需加強灑水或鋪設鋼板、瀝
青混凝土等，離開工區車輛均必須經過沖洗才能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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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中期(基礎與建造階段)
搭建基樁、連續壁等，抵擋土壤並將建物撐起，完成建
物主體結，營建工程期間使用具有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
砂石、土方或廢棄物堆置於營建工地內，本計畫規劃採行覆
蓋防塵布、防塵網或噴灑化學穩定劑等有效抑制粉塵防制設
施。
3.施工末期(裝修階段)
使建築物美觀、使用便利、綠化工程，此階段建築物主
體結構已完成，以內部裝修為主，本計畫規劃使用具環保建
材，降低揮發性有機物等污染物逸散，對於附近環境衝擊較
小。
4.空氣污染防制對策
施工期間將採行營建工程逸散粉塵合成防制效率達 80
％以上之空氣污染防制措施。本計畫開發過程將朝區內土石
方挖填平衡方向規劃，以挖填數量最小及維持原有自然地形、
地貌為原則，另其用途將考慮開發地區土石方具鐵、錳結核
之特性。
(1)於施工階段將遵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
辦理空污費申報及污染防制設施，粒狀污染物方面，營建
工地周界設置圍籬及防溢座，施工進行期間，工地裸露地
表、具粉塵逸散性材料或廢棄物堆置處，採行定期灑水或
使用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如防塵網、防塵布、植生
綠化等)，營建工地內車行路徑採鋪設鋼板、混凝土或粗
級配等方式降低車行揚塵，工地出入口設置洗車台或加壓
沖洗設備，清洗車體及輪胎，避免車輛夾帶污泥，造成道
路髒亂，營建工程運輸車輛均需具備密閉車斗或防塵布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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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覆蓋等防制措施。氣狀污染物方面，將定期進行車輛機
具油品檢驗，施工機具引擎使用之氣柴油成分必須符合營
建工程管理辦法限值，確保承包商妥善進行保養維修並使
用合法油品。
(2)本計畫未來將列為桃園縣大型公共工程專區管制之一，環
保局將先約談及輔導承包廠商遵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
制設施管理辦法」辦理，並定期執行現場查核，依據現場
缺失提出改善建議，要求承包廠商限期改善，如未改善，
則可依照空氣污染防制法處罰鍰，屆期仍未遵行者，按日
連罰，情節重大者或必要時，可令其停工處分。
(3)於施工及營運期間將認養工區周界道路進行洗掃，道路洗
掃作業參數及洗掃街車性能，將遵照環保署「街道揚塵洗
掃作業執行手冊」內容辦理。
(4)將依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相關規定，
於工地出入口設置洗車台或加壓沖洗設備，清洗車體及輪
胎，避免車輛夾帶污泥，造成道路髒亂。營建工程運輸車
輛均需具備密閉車斗或防塵布緊密覆蓋等防制措施，防止
土石方或廢棄物等掉落，影響道路安全與清潔。
(二) 營運階段
1.減量規劃
本計畫空氣污染物推估排放量每年 PM2.5 1,107 噸、SOX
107 噸及 NOX 4,580 噸，將規劃採行排放量增量抵換方式，
以具有同等之空氣品質維護效益。其中，應實施環境影響之
開發行為相關抵換措施應符合「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
行為空氣污染物排放量增量抵換處理原則」
。另 PM2.5 及 NOX
之區外減量應及早整合規劃。新增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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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量達一定規模者，應採用最佳可行控制技術。
另將於區內劃定適當範圍為空氣品質淨區(clean zone)，
「限制區」內僅得使用符合當期最新排放管制標準法規車輛，
或替代燃料、複合燃料及電動車輛，規劃增置充電站，並推
動車輛零怠速等環境友善措施，另擬訂具體配套措施，鼓勵
或要求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令規劃建議增訂既有生煤鍋
爐之空氣污染物加嚴排放標準，並禁止新設生煤鍋爐。
(1)訂定總量管制
除依空氣污染防制法針對粒狀污染物、硫氧化物、
氮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物訂定總量管制外，並將二氧化
碳納為管制項目，研擬管制措施如下：本計畫將依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 8 條至 10 條規定訂定總量管制區，並訂定
總量管制計畫，公告實施總量管制。同法第 12 條，總量
管制之規定應於建立污染源排放量查核系統及排放交易
制度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即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經
濟部分期分區公告實施。本開發區之總量管制計畫實施
方式規劃採分階段訂定目標及管制策略，以抑制此開發
案之排放增量，達到分期削減排放總量之目標。
A.第一期程目標：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量為零，新設或
變更固定污染源須取得增量抵換，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
排放總量不增加。
B.下一期程目標：原則係於前一期程結束前半年，依國家空
氣品質標準達成程度、空氣品質改善情形及前一期程實施
成效，檢討評估訂定下一期程目標。且於下一期程實施前
半年辦理下列事宜：
a.評估前一期程計畫目標執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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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檢討並增修訂空氣污染管制措施。
c.訂定污染源等排放量目標，並分配目標年排放量。
d.訂定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對象及削減原則。
e.依前述訂定事項，修正本計畫並重新公告，地方主管機關
訂(修)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北部空品區 110 年污染排放目標，
桃園縣尚須減量 PM10 2,101 公噸、NOX 為 12,511 公噸。由
於 PM2.5 目前僅定有空氣品質標準尚無排放量目標之訂定，
故桃園縣針對 PM2.5 減量部分將先朝整體粒狀物之改善，
並持續進行 PM2.5 之監測及來源分析，以找出最有效之管
制方法。以目前研究結果，PM2.5 主要成分為硫酸鹽及硝酸
鹽，工業及交通源之改善應為首要工作，未來縣府將對工
業以高科技儀器進行有效之查核及稽查，落實法規之符合
度。
(2)針對進駐之廠商，初期若使用柴油車輛，將要求採取自主
管理，以符合最新環保標準，抑制 NOX 黑煙及 PM2.5 排放。
同時可禁止新設低效率之塊煤鍋爐、污染源採用 BACT 防
制水準。長期於必要時可考量將整個航空城規劃為空氣品
質總量管制區，要求新設排放源必須取得抵減之排放量。
(3)交通源部分則規劃區內限使用低污染或電動車輛，鼓勵客
運業使用電動巴士，搭配共乘及大眾運輸巴士專用路線或
車道，並提供免費或優惠搭乘，以提高民眾搭乘意願，抑
制私人運具數量。冀以減少交通源之污染物排放量。充電
設施部分，除協調電池統一規格化外，區內將設置充電站
及電池交換站，打造便利使用環境。另一方面，規劃低污
染運具專用停車區域，除鼓勵使用低污染運具，亦可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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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私有運具之使用意願。
(4)NOX 減量方面，短期透過地方自治條例修訂，包括大型電
力設施及中小型生煤鍋爐排放標準加嚴，提昇 NOX 減量效
益。中長程規劃部份，檢視透過排放標準加嚴後之成效，
進階修訂地方自治條例，公告桃園縣境內中小型生煤鍋爐
全面禁用煙煤、石油焦或其他易致空氣污染物之燃料，蒸
氣來源統一轉由具有高效能處理 NOX 防制設備之汽電共
生公私場所提供，統一管理 NOX 實際排放總量及掌握全縣
污染減量。
二、水體
(一)本計畫污水量合計約76,000CMD。生活廢污水處理及污染之
減輕，將規劃沿主要道路興闢污水下水道系統，辦理污水下
水道建設，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提升用戶接管普及率，並
規劃以埔心溪為界畫分為兩大集污區，並各劃設一處污水處
理廠用地，處理計畫區污水，東側集污區產生之污水經由管
線匯集於南崁溪下游之處理廠，經二級處理至後排入南崁溪。
西側集污區產生之污水經由管線匯集於新街溪下游之處理
廠，經二級處理後排入新街溪，避免污水放流造成下游環境
之影響。
(二)本計畫區內發展規劃主要以物流及商業發展為主，與傳統工
業區有別，產業污水則將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產業
專用區開發作工業使用，須設置污水處理設施，降低產業污
水對下游之影響。
(三)計畫區內之機場專用區現有已建設開發區域之污水均已納
入桃園國際機場污水處理廠處理後排放，未來擴建區域之污
水亦將納入該處理場進行處理。目前污水處理廠進流污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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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水量為11,000CMD，設計水質為BOD5為280mg/l，COD為
900 mg/l，SS為460 mg/l，污水經處理後需符合BOD5≦30 mg/l，
COD≦100 mg/l，SS≦30 mg/l之放流水質目標，將來仍有
5,300CMD之第三期擴建容量。污水處理依規劃採三級處理，
進流污水經初級處理(攔污柵、沉砂設備、調和池及初步沉澱
池)，之後採活性污泥法進行二級生物處理，之後採快濾池進
行污水三級處理，去除水中SS。
(四)本計畫位於南崁溪及新街溪流域之下游，鄰近河口海岸，應
推動下水道建設，並按河川涵容能力，檢討提升廢（污）水
處理等級，且提高回收利用比率，以降低承受水體污染負荷。
並參照建議於場址規劃階段，引入「低衝擊開發技術」
（LID）
及「最佳管理實務」（BMPs）之觀念及做法，以減低暴雨
逕流之衝擊。
(五) 為降低施工中及開發後的暴雨逕流水文衝擊及非點源的污
染，於場址規劃階段(Site plan)將考量下列事項：
1.保存、使用既有開發場址的自然特徵。例如避開影響或衝
擊與防止暴雨功能有關地區；規劃自然河道為逕流系統
中。
2.儘可能保留設計，如分區、集中開發，增加未受擾動區。
3.減少開發面積之不透水面積。包括道路規劃、人行道規劃、
建築物規劃等，採行不透水工法或收集逕流處理等。
4.場址規劃階段，分析並考量逕流量的增量或變化，儘量減
少增量。
5.道路及人行道控制逕流量及污染量方法可參考減低道路
面積、改變鋪面材質以透水鋪面鋪設、收集道路及人行道
逕流以雨水鋪滿、水質過濾器、入滲床(溝)、Biosw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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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留池等方法收集處理。
6.建築物控制逕流量及污染量可參考方法有設置綠屋頂、雨
水鋪滿、入滲池、滯留池或溼地等。
三、廢棄物
本計畫應採行「資源循環零廢棄」為優先推動方案，並以環
境教育等方式推動「源頭減量及回收」。規劃時應將現有廢棄物
清除處理設施之未來情境變化（如處理設施使用壽命等）納入考
量，倘未來營運階段有處理容量不足之情形，建議朝廢棄物區內
處理、回收利用進行規劃。
桃園縣政府因應目前國際間朝向永續物質管理方向同時兼
顧溫室氣體減量之發展趨勢，在推動資源永續循環利用、資源利
用效率極大化、環境衝擊影響極小化等願景下，在2030年有以下
因應政策：
(一)因應新興消費性產品種類繁多，需規劃推動延伸生產者責任
制度，並加強推動產品環境友善化工作。
(二)都市礦山技術之推廣發展。
(三)持續提升環境友善化再利用。
(四)驗證建構一般廢棄物生質能源中心。
(五)不可燃一般廢棄物填海造島。
四、土壤
依桃園縣政府環保局規劃，開發區域內之農地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已規劃於102年度污染改善計畫中，預定於104年完成污染
改善並解除列管。於辦理計畫區域內污染農地15.41公頃之整治
計畫時，整治方法建議優先朝綠色整治、植生綠化方式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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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現行農地污染場址的管制標準，係依據「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法」有關食用作用農地污染管制標準值，標準較嚴
格，然計畫區內原農地進行區段徵收後，變更用途為非農地使用
時，因為已避免種植食用作用的可能性，其污染管制標準將可提
高，屆時部分區域內土地將可解除列管，惟開發前仍應進行審慎
評估及管控。
四、噪音
(一)應將噪音累加延時暴露影響納入考量，並設置航空噪音監測
網，公開監測資訊，且於都市計畫中將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相容性使用對策納入考量，據以擬定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其中，應優先考量避免新設學校、圖書館、醫療機構及住宅
區等敏感受體至60分貝線以上地區。另於都市計畫中將達降
低噪音效果之建物設計強度納入規範。
(二)根據「航空站飛行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
礙物高度管理辦法」(98.09.09版)，未來於計畫區範圍北側將
於限建區域進行拆遷，故受影響之敏感區域將大幅減少。若
營運後有航空噪音影響範圍擴大情形，則可視實際情況於航
空噪音管制區內針對敏感建物採用防音建材以降低航空噪
音之影響。
(三)除上述限建範圍管理辦法外，未來將根據「噪音管制法」內
容：於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應檢討現有土地使用及開發
計畫，於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不得新建學校、圖書館及
醫療機構，於第三地航空噪音防制區內不得新建學校、圖書
館、醫療機構及不得劃定為住宅區。前項學校、圖書館及醫
療機構採用之防音建材，於新建完成後可使室內航空噪音日
夜音量低於五十五分貝，並經當地主管機關許可者，不受前
項不得新建規定之限制。因此根據前述法條，未來於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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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範圍可能受到航空噪音影響之建物，以及本計畫區內原有
之五所小學、一所國中將考量進行合併並遷移外，位於計畫
區外北側的竹圍國中，雖在本計畫區範圍外，但因未來新增
第三跑道後，航空噪音影響範圍預估將涵蓋在第三級航空噪
音防制區或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因此應考量是否一併
規劃合併或遷移，或評估採用防音建材以及進行相關噪音防
制補助費用，降低航空噪音產生之影響。
(四)本計畫目前屬初擬新訂都市計畫階段，未來噪音源分佈與影
響程度和都市計畫的開發範圍與程度皆是未定數，故現階段
僅能以大致定性之評估做為未來噪音量參考。且未來經都市
計畫與依據相關限建與噪音管制法令後，因未來機場擴建第
三跑道需依據「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九條辦理環境影響評估，故於機場擴建之環境影
響評估階段，將根據較貼近實際之規劃內容，進行噪音模擬
與噪音影響程度評估分析。屆時可考量根據評估結果訂定較
為合適的音量環境與相關噪音防制措施。且未來若噪音監測
結果尚有超過航空噪音防制區標準，依現行法令規定，應依
據噪音管制法第十五條規定提報噪音改善計畫，其無法改善
者得訂定補助計畫，以改善民眾生活環境安寧。
(五)交通部於101年6月28日第1515次部務會報指示民航局廣泛
蒐集綠色機場相關資料，目前民航局已依據指裁示事項，提
出「建構我國綠色機場評估規劃書」初稿，包括：緒論、機
場環保及溫室氣體管理現況、建構綠色機場資料蒐集、及建
構綠色機場執行期程與績效指標等章節內容，並已廣泛蒐集
國際間有關機場所執行之相關綠色措施訊息，於綠色機場環
境面向有關工作上，則已蒐集包括國際機場理事會（ACI）
所出版之機場與環境保護政策報告，其中環境保護面向有包
括噪音防制措施之政策建議，如表6.1-1所示，已列入未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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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相關機場航空噪音防制參考。後續將於政策原則及方向確
定後，與航空站進行研商討論修正訂定具體執行措施，以利
後續落實推動與執行。
表 6.1-1

國際機場理事會所出版之機場與環境保護政策報告

項目

措施
• 減輕或降低有關飛機噪音對人體的影響。
• 支持 ICAO 的噪音平衡方法。
• 減少噪音源。
• 土地的利用與規劃。
• 加強易受噪音影響的建築隔音。
• 透過噪音減量操作方式降低航空器的噪音水平。

噪音

• 限制營運可以在敏感時間降低噪音。
• 機場的噪音監測。
• 與受到噪音影響的社區居民互動。
• 噪音指標。
• 徵收噪音相關費用，鼓勵營運者經營較安靜的機隊。
• 由地面產生的噪音源也必須納入減排措施中。

(六)計畫範圍已有多條大眾運輸系統建設中，未來可促進附近交
通之便捷性，降低私人車流量影響，亦已開始規劃BRT系統
與規劃自行車道，以增加騎乘自行車上下班再轉乘大眾運輸
系統的民眾意願，進而降低自行行駛交通工具的車流量。
(七)道路的相關減音措施，主要除了設置隔音牆外，於周邊人行
道路旁亦可設置景觀圍籬避免噪音直接傳遞至人行道旁，而
路面亦可採用相關低噪音鋪面與限制行車速率進而降低行
車噪音，可視未來營運狀況再增設以降低噪音影響。
五、交通
桃園縣府針對桃園航空城的整體發展，提出多項配套措施，
歸納說明如下。
(一) 公共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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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捷運系統
桃園都會區整體路網圖如圖 6.1-1 所示，與本計畫最
相關的包括桃園捷運藍線、綠線，分述如下。
桃園捷運藍線(機場捷運線)起自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第二航廈，往東經第一航廈，沿線經過桃園縣、新北市進
入臺北市臺北車站特定專用區；往南則經高鐵桃園車站至
中壢火車站。本路線串聯機場園區及桃園縣、新北市及台
北市，預期 15 分鐘內可自機場到達高鐵桃園站、中壢市
中心商業區等；40 分鐘內可自機場到達台北火車站。
桃園捷運綠線北自航空城特定區，行經桃園縣大園鄉、
蘆竹鄉、桃園市與八德市等 4 個鄉鎮市，提供桃園都會區
東側主要廊帶之交通運輸服務，是航空城機場產業園區及
周邊住宅區之重要聯外運輸系統。

圖 6.1-1

桃園都會區捷運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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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RT
為串連各計畫生活區及輔助計畫區內捷運系統，並作
為最後一哩之延伸運具，特定區內規劃 BRT 系統，以達
到 TOD 的發展理念。BRT 路線循桃園航空城東側、南側
及西側發展帶之「H」型分佈方式構建，形成一 BRT 環
型車道及三條 BRT 延伸車道，全長約 40.7 公里，路線
圖詳圖 6.1-2，其行經之道路系統多為內環及中環等主要
道路，期能達到乘載率與運輸效益的最大化。

圖 6.1-2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 BRT 路線圖

(二) 設置物流中心
桃園縣因設有桃園國際機場且工業區發達，為臺灣物流
產業發展重鎮，擁有全臺最完整的物流型態，包括:製造商
型物流中，如統一捷盟物流中心、臺灣聯合物流物流等;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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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商型物流中心，如誠品物流等;進口商型物流中心，如安
麗物流中心;專業商型物流中心，如大榮汽車貨運中心等;快
遞型態物流，如 IJPS、Fedex 等，可看出桃園縣內具有龐
大物流產業聚落，適合發展物流中心。
配合桃園航空城計畫將基地發展為亞太區域運籌中心，
全球化產業加值基地(包括自由貿易港區、機場相容產業區、
航空產業區與精緻農業區等)，預計將衍生大量境內與境外
貨運需求，在通盤考量全桃園縣物流倉儲產業之發展趨勢及
加速產業發展，於航空城或鄰近地區設置物流中心，或物流
專區進行整合管理為本計畫發展之重點政策。其中物流中心
依服務市場與對象而言，可分為(1)國際物流轉運中心(如現
有之華儲、榮儲、遠雄自貿港貨運站與永儲或香港機場之商
貿港(TRADE)物流中心等)；(2)國內物流轉運中心(供國內物
流業者自航空貨運集散站提領貨物後可理貨、配送之處理空
間。)
(三) 智慧運輸系統
桃園縣為提升交通服務水準及配合中央政府大眾運輸
導向及發展智慧型運輸系統，已建置多項 ITS 硬體與軟體，
如表 6.1-2 所示。已辦理項目包括號誌時制重整、交控中心
更新提升、路側設備建置、大眾運輸 IC 智慧卡應用、公車
動態資訊系統設置及智慧型站牌之建置等。所涉及之服務領
域包括先進交通管理服務(ATMS)、先進用路人資訊服務
(ATIS)、先進大眾運輸服務(APTS)、電子收付費服務(EPS)
及緊急救援管理服務(EMS)，其中以先進交通管理服務
(ATMS)與先進用路人資訊服務(ATIS)建置範圍較廣、設施型
態較多、服務功能亦較完善。大致可分為道路交通、停車導
引、聰明公車及電子票證等四類。針對發展航空城，ITS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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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桃園縣 ITS 建置內容及交控策略彙整表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交通局。

續發展重點包括：
1.強化智慧交控系統建置範圍與服務功能：持續辦理既有
ITS 路側設備佈建及交控中心系統更新與提升、針對易壅
塞路段、路口持續進行號誌重整與智慧號誌控制策略、針
對易肇事路段、路口加強道路交通監控與警示資訊發布功
能並配合新興發展地區及道路建設計畫建置路側設備。
2.增加公共運輸場站資訊，提供偏遠地區大眾運輸智慧服務：
未來桃園機場捷運線、桃園捷運藍線、臺鐵桃園段高架化
陸續完工通車，以及南崁客運轉運中心、中壢 A21 轉運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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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等規劃計畫、在沿線廊帶的土地使用上有機會形成以大
眾運輸為導向的都市發展(TOD)規劃，而高鐵、臺鐵、捷
運、國道客運與市區公車的轉乘接駁旅次亦會大幅增加，
透過公車路線重整以落實場站無縫運輸，包括空間(轉乘
距離)、時間(運具班次)及資訊(即時、正確與易讀)三方面，
ITS 落實在大眾運輸服務上即在提供轉乘資訊無縫的即
時性與正確性，同時應配合強化的包括場站周邊道路交通
資訊及停車資訊等。另外，針對郊區或偏遠地區大眾運輸
旅運需求，亦可應用 ITS 技術提供較高服務水準的需求
反應式(DRT)服務。
3.納入貨運商車監控管理，提升貨運道路使用效率及交通安
全：針對桃園航空城自由貿易港區、大桃科工業區及其他
工業區所衍生龐大貨運車流，除訂定路線管制或時段管制
等交通管理策略，另於貨運道路加強布設交通資料蒐集、
監控設備。
4.配合交通部「多卡通」方向，擴大電子票證使用領域：電
子票證對於使用者而言，可整合多種運具收費系統，簡化
票證種類及免於攜帶零錢，節省購票與上下車付費時間；
對於政府管理者而言，可提高大眾運輸服務品質，增加使
用率，並可建立運輸系統資料庫，作為票價核算及補貼依
據，有助於整體交通運輸政策的推展；對業者而言，則有
助於帳務及經營管理，提高車輛營運效率，減少營運成本。
交通部在電子票證的推動策略已由原先系統端的「一卡通」
調整為設備端的「多卡通」，並陸續協助各客運業者更新
設備。「多卡通」的實施可提升桃園縣與外縣市在客運、
捷運、臺鐵等不同運具間跨區運輸轉乘的便利性，以及在
異業領域使用上的彈性；另外，隨著桃園捷運藍線及臺鐵
桃園段高架化(桃園捷運紅線)完工通車，桃園地區大眾運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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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使用人口可望提升，並與臺北捷運系統串聯，可預期未
來電子票證的使用需求將日趨增加，同時改善目前臺灣智
慧卡電子票證因發行規模不足，以致除公車系統外，其他
異業(如計程車、停車場、機關通行證、圖書館、電子錢
包等)在應用整合上尚不普及的情形。
(四) 人本運輸
為達成永續性、低耗能之特質，本計畫範圍已規劃建設
多項大眾運輸系統，未來可促進附近交通之便捷性，降低私
人車流量影響，另考量整體交通運輸系統規劃應配合不同產
業區位，透過主、次要道路系統規劃綠色運輸動線，本計畫
規劃具連續性、安全性及舒適性的自行車道空間以作為最後
一哩之綠色接駁運具，並串聯各計畫區旅次產生與吸引點，
以催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活動，減少短程車行旅次的發生，
期達到降低噪音量的目標及真正以人為本的交通思維。自行
車道依使用需求特性分為：休閒型、通勤型、通學型及園道
型自行車道等(如圖 6.1-3)，期望提供不同目的使用者適合之
自行車道，以提高利用率。
(五) 施工交通處理
施工時土方處置方式以各工程區內平衡為原則，若有剩
餘土石方以土石方資源利用之原則運送至合格土資場所交
換利用，剩餘土方運送路線以避免運經住宅區、文物保護區，
並避免經過狹小道路以避免產生車輛會車等交通安全問題，
運送進出路線主要利用高快速路網及航空城主要聯外道路
為主(台 61、台 31、國 1、台 4、國 2、台 66、桃 113、桃
15 及中正北路)。

6-17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6.docx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圖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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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自行車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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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自然生態及景觀
一、陸域生態(含動、植物)
(一)區內無稀有或瀕臨絕種植物品種，主要植被均屬次生演替初
期的植被種類，初判開發對植物生態的影響雖屬負面，但影
響有限。減輕對策可對於原有現存植被面積予以最大保留或
預留可補回之再綠化空間。對植物的保護工作，在工程中如
需移植必須提早準備，提高移植後的存活率。
(二)區內調查未發現保育野生動物類，惟鄰近地區仍有保育鳥類
(八哥與彩鷸等)調查記錄，等級屬於第II級之珍貴稀有之保育
野生動物，減輕對策可透過利用空間進行生態綠化以創造生
態面積，避免砍伐可供鳥類築巢的大樹，另外亦可創造一些
小水池環境供蛙類族群作為繁衍棲地，避免因本計畫而減少
它們生存的機會。
二、水域生態(含動、植物、底棲生物)
(一)區內相關河段未發現任何稀有或重要之水生物種類，對於物
種的珍貴稀有需保護程度而言，水域生態之敏感度並不高，
影響雖屬負面將不明顯。
(二)對策上於鄰近河段施工時，除非必要應避免直接於河床施以
破壞或改變性之工程動作，而造成棲息地之永久損害。
三、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一)區內面積達1公頃以上埤塘共計24座，除配合第三跑道興建，
3座埤塘需予廢溜填平外，其餘21座規劃為公園用地，未來
堤岸周邊的規劃設計應審慎評估，以避免造成鳥類多樣性負
面之影響。
(二)為強化區內埤塘生態功能，建議應儘可能保留埤塘邊岸最適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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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微棲地空間，以增加鳥類生態環境系統多樣性。
(三)落實生態資源調查作業，將生態功能調查結果納入計畫研擬
考量，其中，所規劃之區內生態網絡及區外連結性中，應研
擬降低飛航鳥擊事件發生機率之對策，必要時，各單位應合
作考量於區外補償之可行性。
(四)植生綠化之規劃，朝不植種外來種植物（尤其溼地埤塘鄰近
範圍）進行規劃；另以立體綠廊規劃建構生態網絡空間，提
升整體綠覆比率。
(五)規劃一定比例之綠地，以減緩熱島效應之發生，並以地方降
尺度之氣候變遷模式，評估本計畫熱島效應對區域大環境降
雨型態之可能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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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土地資源之利用
一、土地資源特性之面積數量
本計畫區範圍除涵括157公頃之河川區域(南崁溪、老街溪)
及區域排水設施(埔心溪、新街溪)外，其餘用地未涉及限制發展
地區範疇。本計畫配合機場第三跑道興建、航空城發展需求新
定特定區計畫時，針對河川、區域排水設施、埤塘以及相關設
施衍生之禁限建、噪音防制範圍等限制或條件發展因子予以特
別考量與規劃。
二、土地使用型態轉變影響
(一)納入中油油庫及其南側農地，以及北側第三跑道預定地係為
配合重大建設所需，使用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將協商農田
水利會，未來配合第三跑道整地及省道台15線之改道規劃，
將既有道路、農路、水圳予以改道銜接，以提供下游農田灌
溉功能，維持北側農耕之機能。計畫區外、圳路末端之農田
灌溉需求，如農民有意願繼續從事農耕，桃園縣農田水利會
已承諾供水無虞。
(二)區內之限制發展區包括河川區域及區域排水設施等，已依相
關法令劃設為河川區及溝渠用地；特定區範圍內未來規劃將
保留屬條件發展區之21座面積1公頃以上之埤塘，並劃設為
公園，透過區段徵收取得公園用地。
(三)因應洪災之可能衝擊，規劃透過藍、綠軸帶等低密度開放空
間之留設，應可適度緩衝並降低洪災風險。
(四)規劃計畫區雨水排放系統，以增加基地保水能力，並有效提
供雨水回收、景觀休憩及滯洪等多元功能。
(五)依循相關法令指導管制發展強度及規模，並落實於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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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規範中，預期已可避免後續開發對相關設施運轉安全之
危害。
三、拆遷影響
區內拆遷影響居民約3.5萬人，戶數約1.2萬戶。為降低區段
徵收衍生之拆遷影響，居民安置計畫研提包括劃設再發展區、
原位置保留、地上物補償費、房租補助費及優先選配安置街廓
等五項安置措施。
(一)劃設再發展區
為顧及開發範圍區內現住居民之權益，在都市計畫階段
將區內合法密集之聚落不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劃設再發展
區。
(二)原位置保留
區段徵收範圍內在不妨礙都市計畫使用分區及區段徵
收計畫之合法建物或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立學校等，合
法建物所有權人得申請按原位置保留分配。
(三)地上物補償費
針對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拆遷戶提供地上物拆遷補償，包
括建築改良物補償費、合法營業損失補償費、工廠動力機具
搬遷費及人口遷移費，補償拆遷戶因徵收產生之各項損失，
供居民作為遷徙安置費用。
(四)房租補助費
被拆遷之建築改良物所有權人或其直系血親、兄弟姊妹，
及前開對象之配偶於區段徵收公告前六個月有設籍該處，且
至區段徵收公告時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住事實者，每一建築
改良物得發給一份房租補助費，每月發放金額及期間依個案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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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討論研訂。
(五)優先選配安置街廓
依全區合法建物數量規劃適量之住宅區土地，供合法建
物所有權人優先選配原拆遷建物鄰近地區土地作為安置街
廓。
本計畫區含括1,031公頃一般農業區及1,487公頃特定農業
區。未來區段徵收後，區內農民之就業配套措施將分規劃、區
段徵收等階段辦理。
(一)規劃階段
考量徵收耕地可能影響農民生計，依土地徵收條例相關
規定，需用土地人擬於都市計畫階段先行調查區內農民繼續
從事耕作之意願，並將調查情形納入都市計畫規劃考量及後
續配售作業，以安置農民生活。
1.農民意願調查
調查瞭解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後繼續從
事耕作之意願，作為未來農業專用區劃設面積及位置
規模之參考。
2.訂定配售辦法及召開說明會
依耕作意願調查情形，主管機關配合訂定配售辦
法，邀集原土地所有權人舉行土地配售說明會，說明
將來申請配售之資格條件、面積及申請過程各階段應
注意事項。
(二)區段徵收階段
針對區段徵收後之農民提供輔導就業資訊平台，因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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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未來就業需求，提供不同就業輔導方向。
1.仍具耕作意願農民之輔導
協助具有耕作意願之農民，輔導獲得所需資本支
出及週轉金之資訊，讓農民得透過專案農業貸款方式，
充分得到農民所需營農資金，協助農民於區外覓得適
宜耕作之農地，此外，配合各地農會相關政策，輔導
提供農地利用改善獎勵金、產銷設備補助、轉(契)作
獎勵、租金無息及經營資金低利貸款以及天然災害專
案救助等措施，提高整體農業競爭力。
2.不具耕作意願農民之輔導
考量區段徵收後區內農民之就業問題，將協助提
供農委會為儲備農民轉業能力規劃辦理之第二專長
訓練資訊，鼓勵農民參加職業訓練局辦理之技能養成
訓練，讓農民能掌握轉業或兼業成功之契機。
四、特定農業區面積減少影響
計畫區含括1,031公頃一般農業區及1,487公頃特定農業區。
未來區段徵收後，區內農民之就業配套措施將分規劃、區段徵
收等階段辦理。
(一)無法耕作特定農業區之農民，將藉由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媒合
該區農民至本縣轄內連續休耕農地租地(購地)種植，無影響
糧食安全。
(二)桃園縣連續休耕地面積約為6,998公頃，102年農委會休耕政
策改變，全年僅休耕獎勵一期，農地將恢復耕作，以目前可
活化之休耕面積6,998公頃，扣除區內休耕農地面積約906公
頃公頃，尚可活化6,092公頃農地可供復耕，足以彌足該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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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原有糧食生產。
(三)稻田設有田埂，具短期儲水及充裕地下水功能，開發階段應
盡量保留原水圳自然景緻，並規劃增加景觀池或滯洪設施，
提升基地雨水回補地下水層。
(四)部分農地屬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納入本計畫開發不再作為農
業用途，亦可避免農地土壤污染致可能有受污染之虞之農漁
產品產出，間接可保障民眾食用的安全。
(五)縣府配合縣內休耕農地活化復耕之政策推動，將維持本計畫
變更特定農業區1,487公頃所影響之農作物產量，以減輕對糧
食安全之影響。倘有區內或鄰近農地灌溉系統及灌溉水質受
本計畫影響之情形，應保障受影響之農民權益。
五、埤塘面積減少影響
(一)若區外農田仍有灌溉需求，將於特定區計畫擬定及工程開發
階段規劃所需灌溉系統或劃設灌溉專用渠道用地，以提供下
游農田灌溉功能，維持北側農耕之機能，管理維護權責由水
利會負責。
(二)計畫區內既有埤塘，應以現況保存為優先考量，並以維持自
然型態為原則，減少人為設施，且增加埤塘周邊整體景觀風
貌及維護規劃；無法迴避而須廢溜者（僅第三跑道之3座埤
塘），應於計畫區內覓地移設，以確保維持同等水覆蓋、綠
覆蓋之保水環境及其地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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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水資源體系及用途
一、用水標的及分配
(一)桃園用水分區現況生活及工業用水約114.2萬CMD，民國120
年生活及工業趨勢中成長用水需求約147.5萬CMD，節水中
成長用水需求約133.2萬CMD。
(二)區內水源主要取自大漢溪石門水庫，供水能力約135.4萬
CMD，顯示於趨勢中成長之情境下水源供給能力不足，於節
水中成長之情境下水源供給能力方能滿足需求，未來開發應
規劃相關節水規範。
二、用水排擠效應
(一) 桃園地區現況生活及工業供水主要透過調度農業水因應。未
來於相關水資源計畫完成後，藉由調配新店溪水源於未完全
考量本計畫用水需求之情況下，供水能力可滿足節水中成長
用水需求，趨勢中成長用水需求則仍有不足。
(二) 本計畫用水來源，依經濟部水利署102年3月1日召開「『新
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用水計畫書」
審查會議，會議結論對本計畫用水計畫獲致共識(每日7.42萬
噸，572公頃產業專用區方案)。
本案計畫用水量終期(130 年)每日 74,163 立方公尺，最大
日需水量 96,412 立方公尺，最大時需水量 148,326 立方公尺，
本計畫水源調度及供應，應依民國 101 年 12 月 18 日水利署
召開「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都市計畫及用地取得』分組－
『用水計畫』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決議，本計畫計畫用水
規劃供水來源依本計畫各階段用水需求及區域水資源開發
供應情形，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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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 106 年，本計畫民生用水每日 660 立方公尺及產業用
水每日 1,100 立方公尺，經台水公司二區處表示可於既
有系統供水能力下調配供應。
2. 至 110 年，本計畫及原「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
水量合計為每日 16,209 立方公尺，仍低於原核定「桃園
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終期(110)之額度。另於板
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 107 年底完成後，原供應
板新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區(35.4 萬 CMD)，加
上本計畫區內徴收農業用地約 1,938 公頃納入都市計畫
範圍後，石門水庫供應農業用水需求減少後亦為可能之
水源，屆時請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配水量檢討因
應。
3. 至 120 年，本計畫及原「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
水量合計為每日 49,635 立方公尺，可由前述板新地區供
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增
供其他水源、農業用地縮小後減供水源、其他多元化水
資源開發(如再生水)及降低自來水漏水率等措施下調度
因應。
4.長期 120 年後之用水來源，納入本署未來區域水資源開
發規劃整體供需考量檢討因應。
三、水資源
(一)桃園地區水資源在主管機關，節約用水、有效管理、彈性調
度及多元開發等經理原則下，預期將持續推動節約用水、自
來水減漏、水庫集水區保育及新店溪水源調配等措施。
(二)本計畫推動後，仍不足以滿足用水需求，尚需有效管理、彈
性調度計畫區內因土地使用分區變更，釋出之原農業灌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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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方能滿足計畫用水需求。
(三)因應桃園地區現況供水能力已不足，本計畫尚需新增用水量
74,163CMD，將具體落實自來水管檢漏、節約用水、雨水貯
留（應於都市計畫規範一定比例）及廢（污）水回收再利用
等對策，或規劃其他再生性水資源，並健全水資源導向
（WOD），以具體策略整合區域內各廢（污）水處理系統
（WWTPs）、埤塘等水源，另引進低碳節能產業，盡量避
免調度農業用水。
(四)細部規劃時應考量自然地形方向及水文紋理脈落進行規
劃。

6.5 文化資產
一、開發前將依文資法第51條第2項「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
畫時，…應先調查工程地區有無遺址或疑似遺址」，調查區內各
項文化資產。
二、區內2處空軍黑貓中隊(空軍照相技術營隊、前空軍3中隊飛機棚
廠)等歷史建物予以保留，並於開發階段規劃活化對策，以維護
既有之歷史文化價值。
三、計畫區西側邊界外「縣定大園尖山遺址」，其指定公告範圍為大
園國小校地全區，鄰近本計畫範圍，將依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7、
8條規定辦理，未來開發鄰近地區前，將評估其可能受開發之影
響，鄰近地區施工整地期間，則將委託專業人員進行監看作業，
並依文資法相關規定辦理。
四、區內東北側現有福海宮、福元宮二座寺廟係地方信仰中心，但因
位於航道下方，有安全疑慮，建議應協調二座寺廟於區內以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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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補償方式辦理遷建，目前存留問題持續與廟方溝通中。
五、計畫範圍內面積達1公頃以上之埤塘共計24口，計畫區內具地景
特色之埤塘，除第三跑道範圍內3口需廢溜外，其餘21口規劃保
留。
六、將參採本計畫評估書徵詢意見，埤塘系統為文化部所提「世界文
化遺產潛力點」，其重要性在於人類利用與自然環境間，所創造
形成之新且穩定的環境體系，故於本計畫推動之同時，除計畫區
內24座埤塘外，宜就桃園台地群之埤塘系統，進行整體評估，規
劃建置並活化溼地埤塘生態景觀，以充分結合且落實世界文化遺
產保存維護，生態溼地保護、水資源運用及維持微氣候系統等面
向。
七、除區內已指定登錄之古蹟、歷史建築、遺址應予保留外，應就2
處航空相關歷史建築制訂活化對策，並考量信仰中心之無形資產，
另針對大園尖山遺址鄰接之列冊範圍，除執行監看外，應增加評
估其受未來發展之影響。
八、應就計畫範圍內之古蹟、歷史建築、聚落、文化景觀、民俗及其
文化等文化資產，進行專業調查並研擬保存計畫，其中，應優先
進行埤塘文化資產、具文化資產價值特色之農村聚落、遺址之調
查保護，以利實質建設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相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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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國際環境規範
一、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
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六氟化硫﹙SF6﹚
等﹚
應依我國「永續能源政策綱領」所訂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2020年回到2005年排放量、2025年回到2000年排放量；2050
年回到2000年排放量50%），以本計畫推估之每年9,157千噸CO2
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基線，擬訂溫室氣體管理具體減量目標及查
核規劃。其中除已規劃之綠色交通措施外，建議於都市計畫中
規範一定規模以上建築物應取得銅級以上綠建築標章；屬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行為及公有建築物應取得銀級以上綠建築
標章，以達國家門面低碳永續示範之效。
(一) 具體減量規劃
1.本計畫以綠色永續原則為開發宗旨，區內進駐之工業多為
相關航空產業及貿易出口加工，另開發區內之固定污染源
將鼓勵多使用電力或乾淨燃料作為熱能來源。
2.針對總量管制部份，桃園縣政府除依空氣污染防制法針對
粒狀污染物、硫氧化物、氮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物訂定總
量管制外，並將二氧化碳納為管制項目，研擬管制措施如
下：本開發案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8 條至 10 條規定訂
定總量管制區，並訂定總量管制計畫，公告實施總量管制。
同法第 12 條，總量管制之規定應於建立污染源排放量查
核系統及排放交易制度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即行政院環
境保護署)，會同經濟部分期分區公告實施。本開發區之
總量管制計畫實施方式規劃採分階段訂定目標及管制策
略，以抑制此開發案之排放增量，達到分期削減排放總量
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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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期程目標：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量為零，新設
或變更固定污染源須取得增量抵換，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
物排放總量不增加。
(2)下一期程目標：原則係於前一期程結束前半年，依國家
空氣品質標準達成程度、空氣品質改善情形及前一期程實
施成效，檢討評估訂定下一期程目標。且於下一期程實施
前半年辦理下列事宜：
A.評估前一期程計畫目標執行成效。
B.檢討並增修訂空氣污染管制措施。
C.訂定污染源等排放量目標，並分配目標年排放量。
D.訂定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對象及指定削減原則。
E.依前述訂定事項，修正本計畫並重新公告，地方主管機關
訂(修)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二) 桃園縣減碳策略規劃
1.溫室氣體排放基線估算：桃園縣多年來積極委託學術單位
辦理縣內排放基線推估。基線成長預測及減量措施如下
圖。
2.桃園縣減碳策略白皮書規劃減碳對策包括：(1)潔淨能源潔
淨生產、低碳工商與低碳航空城；(2)低碳住家與社區；(3)
大眾運輸及低碳運具；(4)擴大回收與資源整合。本計畫
增量(833 萬噸/年)尚在該減碳策略長程減量 2,962 萬噸/年
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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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之措施，桃園縣政府擬規劃低碳
運輸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相關措施及減量目標分述如
下：
(1)提倡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
縣府為達成桃園航空城特定區內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之特質，計畫範圍內已規劃建設多項大眾運輸系統，未來
可促進附近交通之便捷性，降低私人車流量影響。已於特
定區內規劃兩條捷運系統，其中機場聯外系統捷運線路線
起自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往東經第一航廈，沿線經過
桃園縣蘆竹鄉、新北市林口區、後轉入臺北車站特定專用
區，往南經高鐵桃園車站至中壢市，全長約 51.03 公里，
期能舒緩台北市、新北市密集人口壓力，另一條航空城捷
運線，路線起自八德擴大都市計畫區，沿線經過桃園火車
站、蘆竹鄉、大園鄉菓林路與機場捷運 A11 站銜接，航空
城特定區內設置 G14 站至 G18 站，與機場捷運 A16 站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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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全長約 27.8 公里，串接桃園市南北交通及擔負航空城
聯外運輸之責。
另根據「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
說明書」，捷運營運通車後，由於採用電力作為動力，因
此捷運通車後所帶動之旅次轉移而使交通流量降低，對空
氣品質有正面之影響，其中因鄰近道路交通減量之影響，
CO2 最大小時減量濃度介於 0.1～0.8ppm。
(2) 發 展 人 本 運 輸 環 境 (Humanity - Oriented Traffic
Environment)
即為「以人為本」來發展交通系統；可將之界定為以
行人或腳踏車等「人力」且低污染、不會破壞環境的非機
動運具為主的一種交通系統。考量整體交通運輸系統規劃
應配合不同產業區位，透過主、次要道路系統規劃綠色運
輸動線，本計畫規劃具連續性、安全性及舒適性的自行車
道空間以作為最後一哩之綠色接駁運具，並串聯各計畫區
旅次產生與吸引點，尤在生活機能區、精緻農業區及濱海
遊憩等發展區，以催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活動，減少短
程車行旅次的發生，期達到降低噪音量的目標及真正以人
為本的交通思維。自行車道依使用需求特性分為：休閒型、
通勤型、通學型及園道型自行車道等，期望提供不同目的
使用者適合之自行車道，以提高利用率。
(3)無縫公共運輸接駁服務
為串連各計畫生活區及輔助計畫區內捷運系統，並作
為最後一哩之無縫公共運輸運具，航空城特定區內將規劃
BRT 系統，結合智慧型運輸系統技術(ITS)，以低污染與低
噪音之大眾運輸導向及土地使用發展政策提升綠色運輸
路網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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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縣府亦規劃捷運綠線先導公車以作為捷運系統之
接駁運具，係採電動公車行駛桃園火車站至機場捷運坑口
站間。相較於一般使用柴油引擎之公車，以柴油引擎燃燒
每一公升所產生的二氧化碳量（CO2）2.7 公斤計算，預估
每月可以節省 21,119.4 公噸 CO2。
(4)道路系統改善措施
在配合交通部過去歷年推動「e 化交通-智慧型運輸系
統」政策下，縣府近年來陸陸續續有系統進行市區幹道與
高速公路周邊聯絡道路之交通改善工作，成效相當卓越，
並針對桃園縣境內易壅塞路段或路口迫切改善地點持續
進行重要幹道之號誌時制重整改善、智慧化號誌控制、幹
道旅行時間顯示、相關軟硬體更新擴充及交通績效分析等
工作，期能提升市區幹道之交通運轉效率，改善道路交通
壅塞狀況。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部分，預計減少 CO2 排放量
3,848 公噸/年。
(三)本計畫引進產業專用區產業類別，係規劃主要作為航空相關
產業支援服務用地，後續需再考量行政院核心計畫專案小組
「產業規劃及招商」
分組評估意見，再行檢討實質規劃內容，
區域供冷供熱系統可行性需待後續引進產業內容較為明確，
並衡量用戶端需求後再行評估。
(四)未來將依環保署研擬之「低碳永續家園推動策略及架構」及
補助桃園縣辦理之「循環型生態城鄉建設計畫」相關內容納
入本案低碳發展原則，並參考本署「區域能源供應技術參考
手冊」，所建議區域能源供應規劃程序圖(圖 6.6-1)，及早規
劃設置區域能源系統，以熱、電、冷三聯供系統(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 System)建立區域能源供應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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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建機場將參考國際綠色機場經驗，加強再生能源（如太陽
能、風能等）之運用，採用高能源效率或低溫室氣體排放設
備，並改善整合桃園機場之能源管理系統，就大眾運輸事業
尖、離峰特性，以智慧型動態系統管控能源輸出量，以達節
能減碳之效。

資料參考來源:區域能源供應技術參考手冊專案工作計畫(期末報告)

圖 6.6-1 區域能源供應規劃程序圖
二、世界濕地公約
(一)廢溜填平 3 口埤塘坐落土地皆屬區段徵收範圍，被徵收土地
時，將依規定辦理補償並覓地移設。
(二)廢溜埤塘具灌溉用途，後續第三跑道辦理工程開發前，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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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利會協商替代渠道之路線，整地及道路工程規劃應配
合原有水圳改道，以提供下游農田灌溉功能，維持北側農耕
之機能。
(三)保留的 21 口埤塘則應規劃強化提供灌溉、景觀、文化、休
閒遊憩、生態保育及防災等功能。

6.7 社會經濟
一、用電排擠效應影響
完成開發後，用電負載需求明顯成長，運轉中之既設變電所
均有其供電分配區域，不足以完全供應本計畫（扣除機場專用區
用地）之用電需求，依開發單位用電需求評估結果及台電公司桃
園區營業處之建議，本計畫應於基地內規劃預留三處變電所用地，
供台電公司興建屋內型一次配電變電所(D/S)，以供未來高、低
壓用戶用電使用。電力來源部分，本計畫已於101.12.17取得台電
公司配合同意函，核供本計畫開發後用電需求(台灣電力股份有
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D桃園字第10112002091號函，詳附錄二)。
二、民眾意見與社會接受度
本計畫民眾意見溝通，已辦理公告徵詢意見、召開10場地方
說明會、設立駐地工作站、地主意願調查作業。茲針對民眾參與
相關事項，說明本計畫後續因應對策：
(一) 公告徵詢意見
截至 102 年 1 月上旬為止，交通部、桃園縣政府接獲有
關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安置、配地、補
償等作業及都市計畫限高、道路規劃等問題，已函轉交通部、
內政部、桃園縣政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區段徵收作業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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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研提編印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小冊，解答民眾欲
了解之相關權益問題，詳政策評估說明書附錄三。
(二) 召開地方說明會
民眾關注議題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地主分回土
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外另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
不受既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執照者，如
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後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
是否以市價計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聚落可以
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
不可因區段徵收而喪失 7.本計畫與其他周邊計畫之競合與
因應方式等。除已納入規劃及區段徵收作業參考，並已同公
告徵詢意見研提編印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小冊，解答
民眾欲了解之相關權益問題，詳政策評估說明書附錄三。
(三) 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溝通意見，已於
特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距離、面對面之溝通方
式，答覆、解決民眾關心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駐地工作站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成立，北區設於竹圍
村，南區設於埔心村。每周駐地接受民眾諮詢時間為星期二
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工作人員由民航局、城鄉
分署及桃園縣政府城鄉局、地政局派員進駐。
(四) 地主意願調查作業
內政部營建署已於 102 年 1 月 31 日，依內政部 100.4.20
頒布「都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項」
規定，辦理區內 2 萬 1 千位土地所有權人區段徵收意願調查，
回收後，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將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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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並研提後續因應處理方式。
除已召開公開說明會及設立駐地工作站外，將持續提升本計
畫資訊公開及公眾 參與之程度，其中，對於本計畫衝擊當地宗
教信仰中心（福元宮、福海宮等）所涉民眾情感之民意處理，將
落實溝通且尊重其意見，且於整體都市規劃中延續當地民俗文化
特色，以提升社會接受度。
三、經濟效益
後續將參考聯合國Rio+20「我們想要的未來」中所列永續發
展、消弭貧窮等願景列入評估規劃時參考。

6.8 其他(限制發展地區及條件發展地區)
一、區內限制發展區包括河川區域、區域排水設施，已依相關法令劃
設為河川區及溝渠用地，限制其開發使用；其餘條件發展地區包
括農地、埤塘、航空/高鐵禁限建範圍等。
二、開發將依循相關法令指導，管制發展強度及規模，避免危害建物
結構安全，並留設必要之藍綠帶系統，促進城鄉永續發展。
三、本計畫規劃時程至2030年，建議應就本計畫及環境影響評估相關
內容，建立定期檢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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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7.1 結論
依據前述第五章政策可能造成環境影響之評定結果及第六章所
研擬之減輕或避免環境影響因應對策，依政策評估說明書作業規範之
規定，評估對環境可能造成之影響及本案提出對策，透過後續實質都
市規劃程序，落實本案研提出之對策、規劃，以提升桃園地區之生活
品質、保障生態環境。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從都市與區域
規劃的整合性觀點，針對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可能產生之產業發展及土
地使用結構性等區域性及地區性之影響，及結合桃園縣既有地方特色
資源，透過辦理都市計畫方式，保育與開發兼容並蓄地整合土地資源，
引導及控管周邊地區都市活動有序地成長，完善交通及公共設施，避
免在地資源過度開發，以因應機場園區因未來客運及貨運之成長及所
衍生相關支援需求與符合地方發展所需。
非都市土地管理體系較都市計畫管制為鬆散及不具整體規劃，若
能藉由適宜之規劃，管制現有非都市地區之建築行為，是地方發展及
環境管理之良機。經由各項環境評估，雖然新訂都市發展可能造成部
分環境影響，但只要落實預先規劃及土地合宜利用，不僅可提升生活
品質、保護生態環境，並促進都市之發展。

7.2 建議
本計畫將進一步針對政策執行所造成重要環境因子之影響，考量
其影響區域範圍之界定（例如，是全國性或地區性之影響），依評估
結果若有負面影響程度，提出減輕及因應對策，並據以評定其影響，
依政策特性研判，是否進行政策統合開發對整體環境影響，若有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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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將建議調整政策內容，修訂減輕對策及考量替代政策方案後，
再重新進行評估，至環境影響減至最低及可接受之程度，同時減輕對
策(第六章)研擬時已將環保署對於本案之徵詢會議建議意見。初步彙
整本案政策評估結果如表 7.2-1 政策評估矩陣表所示，期藉由政策制
定及環境評估結果之反饋作用，達到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之理念，提
升政策之實際可行性。除彙總評估結果，併納入環保署對於本案之徵
詢會議對於本計畫後續開發關鍵課題之建議條列如下:
一、規劃遠景行銷建議
認同本計畫所擬「領航空港，綠色健康永續城」之發展定位，
除「大眾運輸」
、
「人行徒步」
、
「綠網建置」
、
「歷史文化扎根」
、
「健
全水環境」等 5 項發展理念外，建議將「低碳永續家園」
、
「階段
性污染減量」等綠色健康永續理念一併納入。
二、污染總量預估與管制
（一）空氣污染防制
1.本案空氣污染物推估排放量每年 PM2.5 1,107 噸、SOx 107
噸及 NOx 4,580 噸，開發單位或桃園縣政府應採行排放量
增量抵換方式，以具有同等之空氣品質維護效益。其中，
應實施環境影響之開發行為相關抵換措施應符合「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行為空氣污染物排放量增量抵換處
理原則」。另 PM2.5 及 NOx 之區外減量應及早整合規劃。
2.新增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量達一定規模者，應
採用最佳可行控制技術；施工期間應採行營建工程逸散粉
塵合成防制效率達 80％以上之空氣污染防制措施。
3.建議將計畫區劃定適當範圍為空氣品質淨區(clean zone)，
「限制區」內僅得使用符合當期最新排放管制標準法規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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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或替代燃料、複合燃料及電動車輛，規劃增置充電站，
並推動車輛零怠速等環境友善措施，另應擬訂具體配套措
施，鼓勵或要求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
4.建議桃園縣政府增訂既有生煤鍋爐之空氣污染物加嚴排
放標準，並禁止新設生煤鍋爐。
5.本案開發過程應朝區內土石方挖填平衡方向規劃，以挖填
數量最小及維持原有自然地形、地貌為原則，另其用途應
考慮開發地區土石方具鐵、錳結核之特性。
（二）水污染防治
1.本計畫區位於南崁溪及新街溪流域之下游，鄰近河口海岸，
應推動下水道建設，並按河川涵容能力，檢討提升廢（污）
水處理等級，且提高回收利用比率，以降低承受水體污染
負荷。
2.建議於場址規劃階段，引入「低衝擊開發技術」（LID）
及「最佳管理實務」
（BMPs）之觀念及做法，以減低暴雨
逕流之衝擊。
（三）廢棄物清理
1.廢棄物應採行「資源循環零廢棄」為優先推動方案，並以
環境教育等方式推動「源頭減量及回收」
。
2.應將現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設施之未來情境變化（如處理設
施使用壽命等）納入考量，倘未來營運階段有處理容量不
足之情形，建議朝廢棄物區內處理、回收利用進行規劃。
（四）土壤污染整治
計畫區域內污染農地 15.41 公頃之整治計畫，整治方法
建議朝綠色整治、植生綠化方式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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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溫室氣體減量
應依我國「永續能源政策綱領」所訂溫室氣體減量目標
（2020 年回到 2005 年排放量、2025 年回到 2000 年排放量；
2050 年回到 2000 年排放量 50%）
，以本計畫推估之每年 9,157
千噸 CO2 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基線，擬訂溫室氣體管理具體減
量目標及查核規劃。其中除已規劃之綠色交通措施外，建議
於都市計畫中規範一定規模以上建築物應取得銅級以上綠
建築標章；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行為及公有建築物應
取得銀級以上綠建築標章，以達國家門面低碳永續示範之
效。
三、交通（含航空）噪音影響
（一）將噪音累加延時暴露影響納入考量，並設置航空噪音監測
網，公開監測資訊，且於都市計畫中將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相容性使用對策納入考量，據以擬定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其中，應優先考量避免新設學校、圖書館、醫療機構及住宅
區等敏感受體至 60 分貝線以上地區。
（二）於都市計畫中將達降低噪音效果之建物設計強度納入規
範。
四、生態景觀及棲地維持（含溼地埤塘）
（一）計畫區內既有埤塘，應以現況保存為優先考量，並以維持
自然型態為原則，減少人為設施，且增加埤塘周邊整體景觀
風貌及維護規劃；無法迴避而須廢溜者（僅第三跑道之 3 座
埤塘），應於計畫區內覓地移設，以確保維持同等水覆蓋、
綠覆蓋之保水環境及其地景特色。
（二）埤塘系統為文化部所提「世界文化遺產潛力點」
，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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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人類利用與自然環境間，所創造形成之新且穩定的環境
體系，故桃園縣政府於本計畫推動之同時，除計畫區內 24
座埤塘外，宜就桃園台地群之埤塘系統，進行整體評估，規
劃建置並活化溼地埤塘生態景觀，以充分結合且落實世界文
化遺產保存維護，生態溼地保護、水資源運用及維持微氣候
系統等面向。
（三）應落實生態資源調查作業，將生態功能調查結果納入計畫
研擬考量，其中，所規劃之區內生態網絡及區外連結性中，
應研擬降低飛航鳥擊事件發生機率之對策，必要時，各單位
應合作考量於區外補償之可行性。
（四）植生綠化之規劃，建議朝不植種外來種植物（尤其溼地埤
塘鄰近範圍）進行規劃；另以立體綠廊規劃建構生態網絡空
間，提升整體綠覆比率。
（五）應規劃一定比例之綠地，以減緩熱島效應之發生，並建議
以地方降尺度之氣候變遷模式，評估本案熱島效應對區域大
環境降雨型態之可能影響 。
五、農地用途改變（含糧食安全）
桃園縣政府應配合其縣內休耕農地活化復耕之政策推動，維
持本計畫變更特定農業區 1,487 公頃所影響之農作物產量，以減
輕對糧食安全之影響。倘有區內或鄰近農地灌溉系統及灌溉水質
受本案影響之情形，應保障受影響之農民權益。
六、文化資產保存
（一）除計畫區內已指定登錄之古蹟、歷史建築、遺址應予保留
外，應就 2 處航空相關歷史建築制訂活化對策，並考量信仰
中心之無形資產，另針對大園尖山遺址鄰接之列冊範圍，除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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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監看外，應增加評估其受未來發展之影響。
（二）開發單位及桃園縣政府應就計畫範圍內之古蹟、歷史建築、
聚落、文化景觀、民俗及其文化等文化資產，進行專業調查
並研擬保存計畫，其中，應優先進行埤塘文化資產、具文化
資產價值特色之農村聚落、遺址之調查保護，以利實質建設
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相融配合。
七、民眾意見及社會接受度
除已召開公開說明會及設立駐地工作站外，應持續提升本計
畫資訊公開及公眾參與之程度，其中，對於本計畫衝擊當地宗教
信仰中心（福元宮、福海宮等）所涉民眾情感之民意處理，應落
實溝通且尊重其意見，且於整體都市規劃中延續當地民俗文化特
色，以提升社會接受度。
八、綠色永續（含能、資源使用）
（一）建議將本署研擬之「低碳永續家園推動策略及架構」及補
助桃園縣辦理之「循環型生態城鄉建設計畫」相關內容納入
本案低碳發展原則，並參考本署「區域能源供應技術參考手
冊」
，及早規劃設置區域能源系統，以熱、電、冷三聯供系
統(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 System)建立區域能
源供應系統。
（二）新建機場應參考國際綠色機場經驗，加強再生能源（如太
陽能、風能等）之運用，採用高能源效率或低溫室氣體排放
設備，並改善整合桃園機場之能源管理系統，就大眾運輸事
業尖、離峰特性，以智慧型動態系統管控能源輸出量，以達
節能減碳之效。
（三）因應桃園地區現況供水能力已不足，本計畫尚需新增用水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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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7 萬 4,163CMD，應具體落實自來水管檢漏、節約用水、
雨水貯留（應於都市計畫規範一定比例）及廢（污）水回收
再利用等對策，或規劃其他再生性水資源，並健全水資源導
向（WOD），以具體策略整合區域內各廢（污）水處理系統
（WWTPs）
、埤塘等水源，另引進低碳節能產業，盡量避免
調度農業用水。
（四）細部規劃時應考量自然地形方向及水文紋理脈落進行規
劃。
九、氣候變遷調適
經評估本區域涉及南崁溪、埔心溪、新街溪及老街溪周邊淹
水潛勢範圍，除減災規劃措施及策略外，宜就所擬應變計畫，增
加監測通報及應變演練作業。另於脆弱度分析加強回復力之考量，
並據以進行風險評估分析，與氣候變遷調適整合。
十、經濟效益評估
建議參考聯合國 Rio+20「我們想要的未來」中所列永續發
展、消弭貧窮等願景列入參考。
十一、其他
本案規劃時程至 2030 年，建議就本案及環境影響評估相關
內容，建立定期檢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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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評估項目、內容
一
、
環
境
之
涵
容
能
力

政策評估矩陣表

地域性 全國性 全球性
評 定

(一)空氣
■懸浮微粒
(TSP,PM10,PM2.5)
■ 二氧化硫(SO2)
■ 二氧化氮(NO2)
■ 臭氧(O3)
■ 鉛(Pb)
■ 一氧化碳﹙CO﹚
■ 二氧化碳﹙CO2﹚

(二)水體
(pH 值、溶氧量、導電
度、大腸桿菌群、生化需
氧量、懸浮固體、氰化
物、酚類、陰離子界面活
性劑、氨氮、硝酸鹽氮、
總磷、總氮(T-N)、重金
屬及農藥)
＊以下各水體應就上述水
質項目選項填入
■ 河川
水庫
湖泊
海洋
地下水

第七章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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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說明

評定 備註

1.依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
制設施管理辦法」規定，加
強污染防制設施。
2.施工期間應採行營建工程逸
散粉塵合成防制效率達 80％
以上之空氣污染防制措施。
3. 開發過程應朝區內土石方
挖填平衡方向規劃，以挖填
數量最小及維持原有自然地
形、地貌為原則，另其用途
應考慮開發地區土石方具
鐵、錳結核之特性。
4.應實施環境影響之開發行為
相關抵換措施應符合「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行為
空氣污染物排放量增量抵換
處理原則」。
5.PM2.5 及 NOx 之區外減量應
－
及早整合規劃。新增或變更
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量
達一定規模者，應採用最佳
可行控制技術。
6.建議將計畫區劃定適當範圍
為空氣品質淨區(clean
zone)，「限制區」內僅得使
用符合當期最新排放管制標
準法規車輛，或替代燃料、
複合燃料及電動車輛，規劃
增置充電站，並推動車輛零
怠速等環境友善措施。
7.應訂具體配套措施，鼓勵民
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
8.建議桃園縣政府增訂既有生
煤鍋爐之空氣污染物加嚴排
放標準，並禁止新設生煤鍋
爐。
1.污水量合計約 76,000CMD。
本計畫區必須自行設置水資
源回收中心(污水處理廠)。
2.機場專用區內現有已建設開
發區域之污水均已納入現有
之桃園國際機場污水處理廠
處理後排放，未來擴建區域
之污水亦均納入該處理場進
○
行處理。
3.機場專用區外之部分，將以
埔心溪為界畫分為兩大集污
區，設置污水處理廠，經二
級處理後排放。
4.將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產業專用區開發作工業
使用，須設置污水處理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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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壤
■ 重金屬(銅、鎘、鉛)
有毒化學物質
農 藥
化學肥料

地域性 全國性 全球性
評 定

－

○

○

○

○

○

－－

○

○

(四)廢棄物處理
■ 一般廢棄物
■ 事業廢棄物
(■一般 、 ■有害)

(五)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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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 備註

施，降低污水對下游之影響。
5.應推動下水道建設，並按河
川涵容能力，檢討提升廢
（污）水處理等級，且提高
回收利用比率，以降低承受
水體污染負荷。
6.參照建議於場址規劃階段，
引入「低衝擊開發技術」
（LID）及「最佳管理實務」
（BMPs）之觀念及做法，以
減低暴雨逕流之衝擊。
7.應降低施工中及開發後的暴
雨逕流水文衝擊及非點源的
污染，並於場址規劃階段
(Site plan)即列入考量。
1.區域內之農地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已規劃於 102 年度污
染改善計畫中，預定 104 年
完成污染改善並解除列管。 ○
2.辦理區內污染農地整治計畫
時，整治方法建議優先朝綠
色整治、植生綠化方式執行。
1.應採行「資源循環零廢棄」
為優先推動方案，並以環境
教育等方式推動「源頭減量
及回收」。
2.規劃時應將現有廢棄物清除
處理設施之未來情境變化 ○
（如處理設施使用壽命等）
納入考量，倘未來營運階段
有處理容量不足之情形，建
議朝廢棄物區內處理、回收
利用進行規劃。
1.將噪音累加延時暴露影響納
入考量，並設置航空噪音監
測網，公開監測資訊。
2.於都市計畫中將各級航空噪
音防制區相容性使用對策納
入考量，據以擬定土地使用
及開發計畫，其中，應優先
考量避免新設學校、圖書
館、醫療機構及住宅區等敏
感受體至 60 分貝線以上地
區。
－
3.營運後有航空噪音影響範圍
擴大情形，則可視實際情況
於航空噪音管制區內針對敏
感建物採用防音建材以降低
航空噪音之影響。
4.於機場擴建環境影響評估階
段，根據較貼近實際之規劃
內容，進行噪音模擬與噪音
影響程度評估分析。屆時可
考量根據評估結果訂定較為
合適的音量環境與相關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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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 全國性 全球性
評 定

(六)交通

二 (一)陸域生態(含動、植物)
、
自
然
生
態
及
景
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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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措施。
5.區內有多條大眾運輸系統建
設中，未來可促進附近交通
之便捷性，降低私人車流量
影響，開始規劃 BRT 系統與
規劃自行車道，可增加騎乘
自行車上下班再轉乘大眾運
輸系統的民眾意願，降低自
行行駛交通工具的車流量。
6.道路相關減音措施，除設置
隔音牆，於周邊人行道路旁
亦可設置景觀圍籬避免噪音
直接傳遞至人行道旁，而路
面亦可採用相關低噪音鋪面
與限制行車速率進而降低行
車噪音，可視未來營運狀況
再增設以降低噪音影響。
1.經納入建設配套之(1)經建會
已核定道路計畫；(2)桃園機
場綱要計畫建議由中央政府
推動的聯外道路計畫；(3)桃
園機場綱要計畫建議由桃園
縣府優先推動的機場與航空
城聯繫計畫等十項交通建設
後，目標年交通服務水準周
邊各級道路服務水準皆在 D
級以上。
2.桃園縣府針對桃園航空城的
整體發展，提出多項配套措
＋
施，包括規劃公共運輸系統
(捷運系統、BRT、)、設置物
流中心、規劃智慧運輸系
統、規劃人本運輸等。
3.施工時土方處置方式以各工
程區內平衡為原則，若有剩
餘土石方將運送至合格土資
場所交換利用，剩餘土方運
送路線以避免運經住宅區、
文物保護區，運送進出路線
以利用高快速路網及航空城
主要聯外道路為主。
1.區內無稀有或瀕臨絕種植物
品種，開發對植物生態的影
響雖屬負面，但影響有限。
減輕對策可於原有現存植被
面積予以最大保留或預留可
補回之再綠化空間。
2.鄰近地區有保育鳥類(八哥與
－
彩鷸等)，屬於第 II 級之珍貴
稀有之保育野生動物，可透
過利用空間進行生態綠化以
創造生態面積，強化本計畫
區內埤塘生態功能，儘可能
保留埤塘邊岸最適生態微棲
地空間，以增加鳥類生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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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 全國性 全球性
評 定

(二)水域生態(含動、植物、
底棲生物)

－

○

○

－－

○

○

－

○

○

－

○

○

－

○

○

(三)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三 (一)噪音對國民健康影響
、
國
民 (二)航道下方居住安全
健
康
及
安
全
四 (一)土地資源特性之面積數
、
量
土
地
資
源
之
利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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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系統多樣性。
1.對策上於鄰近河段施工時，
除非必要應避免直接於河床
施以破壞或改變性之工程動
作，而造成棲息地之永久損
害。
2.植生綠化之規劃，朝不植種
外來種植物（尤其溼地埤塘
鄰近範圍）進行規劃；另以
立體綠廊規劃建構生態網絡
空間，提升整體綠覆比率。
1.區內面積達 1 公頃以上埤塘
共計 24 口，其中 21 口保留
規劃為公園用地，未來堤岸
周邊的規劃設計應審慎評
估，以避免造成鳥類多樣性
負面之影響。
2.為強化本計畫區內埤塘生態
功能，建議應儘可能保留埤
塘邊岸最適生態微棲地空
間，以增加鳥類生態環境系
統多樣性。
3.落實生態資源調查作業，將
生態功能調查結果納入計畫
研擬考量，所規劃之區內生
態網絡及區外連結性中，應
研擬降低飛航鳥擊事件發生
機率之對策，必要時，各單
位應合作考量於區外補償之
可行性。
4.規劃一定比例之綠地，以減
緩熱島效應之發生，並以地
方降尺度之氣候變遷模式，
評估本案熱島效應對區域大
環境降雨型態之可能影響 。
1.於都市計畫中將達降低噪音
效果之建物設計強度納入規
範。
1.確保居民權益之考量，已調
整機場北側擴建所需用地面
積為 575 公頃，將竹圍聚落
所在 29 公頃用地納入機場園
區範圍，對維護居民居住安
全影響是正面。
1.本計畫區範圍除涵括 157 公
頃之河川區域(南崁溪、老街
溪)及區域排水設施(埔心
溪、新街溪)外，其餘用地未
涉及限制發展地區範疇。
2.本計畫配合機場第三跑道興
建、航空城發展需求新定特
定區計畫時，針對河川、區
域排水設施、埤塘以及相關
設施衍生之禁限建、噪音防
制範圍等限制或條件發展因

評定 備註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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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 全國性 全球性
評 定

(二)土地使用型態轉變影響

－

○

○

－－

○

○

－

○

○

(三)拆遷影響

(四)特定農業區面積減少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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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予以特別考量與規劃。
1.納入中油油庫及其南側農
地，以及北側第三跑道預定
地，使用一般農業區農牧用
地，將協商農田水利會，未
來配合第三跑道整地及省道
台 15 線之改道規劃，將既有
道路、農路、水圳予以改道
銜接，以提供下游農田灌溉
功能，維持北側農耕之機能。
2.計畫區外、圳路末端之農田
灌溉需求，如農民有意願繼
續從事農耕，桃園縣農田水
利會已承諾供水無虞。
3.計畫區內之限制發展區包括
河川區域及區域排水設施
等，已依相關法令劃設為河
川區及溝渠用地。
○
4.區內規劃將保留屬條件發展
區之 21 座面積 1 公頃以上之
埤塘，並劃設為公園，透過
區段徵收取得公園用地。
5.因應洪災可能衝擊，規劃透
過藍、綠軸帶等低密度開放
空間之留設，應可適度緩衝
並降低洪災風險。
6.規劃計畫區雨水排放系統，
以增加基地保水能力，並有
效提供雨水回收、景觀休憩
及滯洪等多元功能。
7.依循相關法令指導管制發展
強度及規模，落實於土地使
用管制規範中，預期可避免
開發對相關設施運轉安全之
危害。
1.區內拆遷影響居民約 3.5 萬
人，戶數約 1.2 萬戶。為降低
區段徵收衍生之拆遷影響，
研提包括劃設再發展區、原
位置保留、地上物補償費、
房租補助費及優先選配安置
－
街廓等五項安置措施。
2.計畫區含括 1,031 公頃一般
農業區及 1,487 公頃特定農
業區。未來區段徵收後，區
內農民之就業配套措施將分
規劃、區段徵收等階段辦理。
1.無法耕作特定農業區之農
民，將藉由小地主大佃農政
策媒合該區農民至縣轄內連
續休耕農地租地(購地)種
○
植，無影響糧食安全。
2. 102 年農委會休耕政策改
變，全年僅休耕獎勵一期，
農地將恢復耕作，以目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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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 全國性 全球性
評 定

(五)埤塘面積減少影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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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因應對策說明

評定 備註

活化之休耕面積 6,998 公
頃，扣除區內休耕農地面積
約 906 公頃公頃，尚可活化
6,092 公頃農地可供復耕，足
以彌足區內原有糧食生產。
3.開發階段應盡量保留原水圳
自然景緻，並規劃增加景觀
池或滯洪設施，提升基地雨
水回補地下水層。
4.部分農地屬土壤污染控制場
址，納入本計畫開發不再作
為農業用途，亦可避免農地
土壤污染致可能有受污染之
虞之農漁產品產出，間接可
保障民眾食用的安全。
5.桃園縣政府配合其縣內休耕
農地活化復耕之政策推動，
維持本計畫變更特定農業區
1,487 公頃所影響之農作物
產量，以減輕對糧食安全之
影響。
6.倘有區內或鄰近農地灌溉系
統及灌溉水質受本案影響之
情形，將保障受影響之農民
權益。
1.若區外農田仍有灌溉需求，
將於特定區計畫擬定及工程
開發階段規劃所需灌溉系統
或劃設灌溉專用渠道用地，
以提供下游農田灌溉功能，
維持北側農耕之機能，管理
維護權責由水利會負責。
2.計畫區內既有埤塘，應以現
況保存為優先考量，並以維 －
持自然型態為原則，減少人
為設施，且增加埤塘周邊整
體景觀風貌及維護規劃。
3.無法迴避而須廢溜者（僅第
三跑道之 3 座埤塘），應於
計畫區內覓地移設，以確保
維持同等水覆蓋、綠覆蓋之
保水環境及其地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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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 用水標的及分配
、
水
資
源
體
系
及
用
途

地域性 全國性 全球性
評 定

－

○

○

－－

○

○

(二)用水排擠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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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桃園用水分區現況生活及工
業用水約 114.2 萬 CMD，民
國 120 年生活及工業趨勢中
成長用水需求約 147.5 萬
CMD，節水中成長用水需求
約 133.2 萬 CMD。
2.區內水源主要取自大漢溪石
○
門水庫，供水能力約 135.4
萬 CMD，顯示於趨勢中成長
之情境下水源供給能力不
足，於節水中成長之情境下
水源供給能力方能滿足需
求，未來開發應規劃相關節
水規範。
1.桃園地區現況生活及工業供水
主要透過調度農業水因應。未
來於相關水資源計畫完成後，
藉由調配新店溪水源於未完全
考量本計畫用水需求之情況
下，供水能力可滿足節水中成
長用水需求，趨勢中成長用水
需求則仍有不足。
2. 本計畫用水來源，依經濟部水
利署 102 年 3 月 1 日召開「『新
－
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
區特定區計畫』用水計畫書」
審查會議，會議結論對本計畫
用水計畫獲致共識(每日 7.42
萬噸，572 公頃產業專用區方
案)。本案計畫用水量終期(130
年)每日 74,163 立方公尺，其
中最大日需水量 96,412 立方公
尺，最大時需水量 148,326 立
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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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 全國性 全球性
評 定

(三)水資源

－

○

○

－

○

○

六 文化資產
、
文
化
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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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 備註

1.桃園地區水資源在主管機關，
節約用水、有效管理、彈性調
度及多元開發等經理原則下，
預期將持續推動節約用水、自
來水減漏、水庫集水區保育及
新店溪水源調配等措施。
2.本計畫推動後，仍不足以滿足
用水需求，尚需有效管理、彈
性調度計畫區內因土地使用分
區變更，釋出之原農業灌溉用
水，方能滿足計畫用水需求。
3.因應桃園地區現況供水能力已
不足，本計畫尚需新增用水量
○
74,163CMD，應具體落實自來
水管檢漏、節約用水、雨水貯
留（應於都市計畫規範一定比
例）及廢（污）水回收再利用
等對策，或規劃其他再生性水
資源，並健全水資源導向
（WOD），以具體策略整合區
域內各廢（污）水處理系統
（WWTPs）、埤塘等水源，另
引進低碳節能產業，盡量避免
調度農業用水。
4.細部規劃時應考量自然地形方
向及水文紋理脈落進行規劃。
1.開發前將依文資法第 51 條第 2
項「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
程計畫時，…應先調查工程地
區有無遺址或疑似遺址」，調
查區內各項文化資產。
2.計畫區內 2 處空軍黑貓中隊(空
軍照相技術營隊、前空軍 3 中
隊飛機棚廠)等歷史建物予以
保留，並於開發階段規劃活化
對策，以維護既有之歷史文化
價值。
3.計畫區西側邊界外「縣定大園
尖山遺址」，其指定公告範圍
為大園國小校地全區，鄰近本
計畫範圍，將依遺址監管保護 ○
辦法第 7、8 條規定辦理，開發
鄰近地區前，將評估其可能受
開發之影響，鄰近地區施工整
地期間，將委託專業人員進行
監看作業，並依文資法相關規
定辦理。
4.計畫區內東北側現有福海宮、
福元宮二座寺廟係地方信仰中
心，但因位於航道下方，有安
全疑慮，目前存留問題持續與
廟方溝通中。
5.計畫範圍內面積達 1 公頃以上
之埤塘共計 24 口，計畫區內具
地景特色之埤塘，除第三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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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蒙特婁議定書
、 ﹙ 包 括 氟 氯 碳 化 物
國 （ CFCs ） 、 氟 氯 烴
際 （ HCFCs ） 、 海 龍
環 （Halons）、溴化甲烷、
境 四氯化碳（CCl4）等﹚
規 (二)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範 ﹙二氧化碳(CO )、甲烷
2

地域性 全國性 全球性
評 定

○

○

○

第七章

因應對策說明

評定 備註

範圍內 3 口需廢溜外，其餘 21
口規劃保留。
6.埤塘系統為文化部所提「世界
文化遺產潛力點」，其重要性
在於人類利用與自然環境間，
所創造形成之新且穩定的環境
體系，故於本計畫推動之同
時，除計畫區內 24 座埤塘外，
宜就桃園台地群之埤塘系統，
進行整體評估，規劃建置並活
化溼地埤塘生態景觀，以充分
結合且落實世界文化遺產保存
維護，生態溼地保護、水資源
運用及維持微氣候系統等面
向。
7.除計畫區內已指定登錄之古
蹟、歷史建築、遺址應予保留
外，應就 2 處航空相關歷史建
築制訂活化對策，並考量信仰
中心之無形資產。
8.開發單位及桃園縣政府應就計
畫範圍內之古蹟、歷史建築、
聚落、文化景觀、民俗及其文
化等文化資產，進行專業調查
並研擬保存計畫，其中，應優
先進行埤塘文化資產、具文化
資產價值特色之農村聚落、遺
址之調查保護，以利實質建設
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相融配
合。
－

○

(CH4)、氧化亞氮(N2O)、
氫氟碳化物﹙HFCs﹚、全
氟碳化物﹙PFCs﹚、六氟
化硫﹙SF6﹚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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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將依我國「永續能源政策綱領」
所訂溫室氣體減量目標（2020
年回到 2005 年排放量、2025
年回到 2000 年排放量；2050
年回到 2000 年排放量 50%），
以本計畫推估之每年 9,157 千
噸 CO2 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基
線，擬訂溫室氣體管理具體減
量目標及查核規劃。
2.除已規劃之綠色交通措施外， ○
建議於都市計畫中規範一定規
模以上建築物應取得銅級以上
綠建築標章；屬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開發行為及公有建築物
應取得銀級以上綠建築標章，
以達國家門面低碳永續示範之
效。
3.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8 條至
10 條規定訂定總量管制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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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塞爾公約
(四)華盛頓公約
物種保育
物種及產製品輸出輸入
(五)生物多樣性公約
(六)世界濕地公約

地域性 全國性 全球性
評 定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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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總量管制計畫，公告實施
總量管制。同法第 12 條，總量
管制之規定應於建立污染源排
放量查核系統及排放交易制度
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即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會同經濟部分期
分區公告實施。
4.有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之措
施，桃園縣政府擬規劃低碳運
輸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包括
提倡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TOD)、發展人本運輸環境、
無縫公共運輸接駁服務及道路
系統改善措施。
5.依環保署研擬之「低碳永續家
園推動策略及架構」及補助桃
園縣辦理之「循環型生態城鄉
建設計畫」相關內容納入本案
低碳發展原則，並參考「區域
能源供應技術參考手冊」，所
建議區域能源供應規劃程序圖
(圖 6.6-1)，及早規劃設置區域
能源系統，以熱、電、冷三聯
供系統(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 System)建
立區域能源供應系統。
6.新建機場將參考國際綠色機場
經驗，加強再生能源（如太陽
能、風能等）之運用，採用高
能源效率或低溫室氣體排放設
備，並改善整合桃園機場之能
源管理系統，就大眾運輸事業
尖、離峰特性，以智慧型動態
系統管控能源輸出量，以達節
能減碳之效。
－
○

－

○

－
○
1.廢溜填平 3 座埤塘均屬區段徵
收範圍，徵收土地時將依規定
辦理補償並覓地移設。
2.由於廢溜填埋埤塘具灌溉用
途，後續第三跑道辦理工程開
發前，若區外農田仍有灌溉需
求，將於特定區計畫擬定及工
－
程開發階段規劃所需灌溉系統
或劃設灌溉專用道用地，以提
供下游農田灌溉功能，維持北
側農耕之機能。
3.保留的 21 座埤塘應規劃提供
灌溉、景觀、文化、休閒遊憩、
生態保育及防災等功能。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ch7.docx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政策評估項目、內容
八 (一)人口及產業
、 (二) 經濟效益
社
會
經
濟 (三) 用電來源及使用分配影
響
(四) 用電排擠效應影響

(五) 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六) 民眾意見與社會接受度

地域性 全國性 全球性
評 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 限制發展地區及條件發展
、 地區
其
他

評定方式： 對環境有正面影響者，其符號為＋
對環境有負面影響者，其符號為－
對環境無影響者，其符號為○

第七章

因應對策說明

評定 備註

－
＋
1.參考聯合國 Rio+20「我們想要
的未來」中所列永續發展、消
＋
弭貧窮等願景列入評估規劃時
參考。
－
1.依用電需求評估結果及台電公
司桃園區營業處之建議，本計
畫應於基地內規劃預留三處變
電所用地，供台電公司興建屋
內型一次配電變電所(D/S)，以
供本計畫園區未來高、低壓用
戶用電。
2.電力來源部分，本計畫已於
101.12.17 取得台電公司配合
同意函，核供本計畫開發後用
電需求(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
司桃園區營業處 D 桃園字第
10112002091 號函，詳附錄二)。
－
1.本計畫已辦理公告徵詢意見、
地方說明會、設立駐地工作站
及土地所有權人意見調查，透
過近距離、面對面之溝通方
式，答覆、解決民眾關心之議
題，以利計畫推動。
2.除已召開公開說明會及設立駐
地工作站外，將持續提升本計
畫資訊公開及公眾 參與之程
度，其中，對於本計畫衝擊當
地宗教信仰中心（福元宮、福
海宮等）所涉民眾情感之民意
處理，將落實溝通且尊重其意
見，且於整體都市規劃中延續
當地民俗文化特色，以提升社
會接受度。
1.本計畫內限制發展區包括河川
區域、區域排水設施，已依相
關法令劃設為河川區及溝渠用
地，限制其開發使用；其餘條
件發展地區包括農地、埤塘、
航空/高鐵禁限建範圍等。
2.開發將依循相關法令指導，管
制發展強度及規模，避免危害
建物結構安全，並留設必要之
藍綠帶系統，促進城鄉永續發
展。
3.本案規劃時程至 2030 年，建議
應就本案及環境影響評估相關
內容，建立定期檢核機制。

○

○

＋

－

－

有顯著正面影響者，其符號為＋＋
有顯著負面影響者，其符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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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
目的區位限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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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相關機關函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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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相關機關函文資料

1.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

附 2-1

2. 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

附 2-2

附 2-3

3. 桃園縣政府水務局

附 2-4

附 2-5

4.經濟部水利署

附 2-6

附 2-7

附 2-8

附 2-9

附 2-10

5.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附 2-11

附 2-12

6.中華電信桃園營運處

附 2-13

7.欣桃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附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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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地方說明會辦理情形暨都市
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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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地方說明會辦理情形暨都市
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

附 3-1

附 3-2

附 3-3

附 3-4

附 3-5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

交通部
桃園縣政府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分署
102 年 1 月編印

附 3-6

目錄
編輯說明
壹、 開發目的類
貳、 機場限制類
參、 都市計畫類
肆、 區段徵收類
一、 一般性問題
二、 各項補償標準
三、 補償費領取
四、 抵價地申領
五、 拆遷安置措施
六、 土地分配
七、 稅賦優惠措施

伍、 農民權益類

附 3-7

編輯說明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係由交通部及
桃園縣政府為因應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發展需求，興設第三
跑道、擴大自由貿易港區以及規劃大規模產業專用區供給相關產業進
駐，健全產業發展機能，並創造就業能量，引領經濟啟航。
桃園縣政府及交通部為能確實了解民眾需求，深入地方傾聽民
意，已於 101 年 12 月 8 日、15 日、29 日及 102 年 1 月 5 日上、下午
各一場在本特定區計畫範圍內村落召開八場地方說明會，並因應民眾
要求，業於 102 年 1 月 12 日加開二場說明會。由於當地居民及地主
仍有許多疑問無法於地方說明會上即時了解計畫內容，故本次針對
10 場地方說明會所提問題及現場回應內容，將各類型問題整理成「本
特定區計畫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以便讓民眾能夠更清楚瞭
解自身權益以及未來可能面臨的問題，以建立政府與民眾良好溝通管
道。
除上述 10 場說明會民眾所提問題外，就過去辦理區段徵收開發
案經驗，民眾可能欲了解相關問題及內容，一併於本次「問與答」內
收錄。

附 3-8

壹、開發目的類
Q1：機場擴建用地之必要性。
A1：1、政策方向
桃園航空城計畫係因應近年來亞太地區航空客貨運成長之趨
勢，提升國家競爭力，期以桃園國際機場做為航空城成長引擎，並
以機場之外溢效益帶動周邊產業發展，並帶動廿一世紀臺灣的產業
轉型，因此，推動桃園航空城建設確有必要，且為政府既定的政策
方向。
2、規劃成果
(1)功能定位
1 發展成為起迄與轉運並重之東亞樞紐機場。
○
2 提供優質便捷之客貨流通環境以協助我國產業發展。
○

(2)設施需求
規劃設置第三跑道、第三航廈等相關設施，拓增自由貿易港
區範圍，以確保機場未來增加運轉能量、發揮帶動成長之效能。
至於未來第三跑道之配置，經綜合評估各項配置方案，並考量地
方民意所提海軍桃園基地遷移、軍用跑道廢除並解除禁限建管
制，及桃園機場往北側發展之建議，爰規劃桃園機場所需新建第
三跑道之新增用地，將往桃園機場北側靠海處發展，全案於 100
年 4 月報奉行政院核定。
Q2：機場園區擴建用地採用區段徵收之適宜性。
A2：1、整體政策規劃
桃園基地遷移至屏東基地，及屏東航空站終止營運，並釋出供軍
方使用，係為配合發展桃園航空城之整體政策規劃，其主要目的
即是促進國家資源有效利用，並創造國防、民航與地方發展三贏
的局面。
2、民意傾向
地方民眾傾向希望政府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機場北側之擴建用
地，民眾可選擇領取現金補償方式，或選擇領回可供建築使用之
抵價地，以共享開發後之利益。
附 3-9

3、地方發展
地方民眾長期希望遷建桃園基地，並解除軍用機場之禁限建管
制，主要係為地方發展之需要，惟軍用機場遷建後，若可納入特
定區計畫範圍，並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則不僅政府可取得 745
公頃之機場園區擴建用地，且桃園基地經規劃開發後，將可帶動
地方整體發展，爰建議採用區段徵收方式辦理。
4、法令依據說明如下：
(1)依據行政院 79 年 8 月 10 日台內字第 23088 號函所示「凡都市計
畫擴大、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更為建築用地時，一律採區段
徵收方式開發。」
(2)依據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第十一條（略以）「主管機關核定園
區實施計畫所需新增之土地…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指定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依法辦理撥用、徵收或區段徵收。」
(3)依據行政院核定之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內容，本案係
愛台十二建設「桃園航空城」重要核心建設項目，包括擴大自由
貿易港區、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土地、辦理活用既有用地與擴建
用地取得等。
Q3：許厝港濕地將吸引鳥類聚集，其劃設範圍與機場擴建用地有衝突，且
勢必增加未來第三跑道之鳥擊事件。
A3：1、有關許厝港濕地範圍已考量機場擴建用地範圍，因此，目前公告
之許厝港濕地範圍並未與「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
定區計畫」之規劃範圍相衝突。
2、另有關許厝港濕地吸引水鳥棲息，影響第三跑道之飛安乙節，有
鑒於鳥擊事件為全球各機場必須持續面對之嚴肅課題，因此，針
對鳥擊防制措施，係採取國際間一致性的做法，亦即在鳥擊防制
同時，仍注重生態保育及維護自然環境，以求取其間最適當之平
衡點

附 3-10

貳、機場限制類
Q1：本計畫預計拆遷 1 萬 2,000 戶，影響大約 4 萬餘人，而大園鄉僅約 8.2
萬人，本計畫影響大園鄉一半以上的人口，而且桃園機場未來擴建完
成後，勢必影響大園鄉經濟發展，包括禁限建、噪音等。
A1：有關機場擴建場址之勘選原則，係以北側靠海處為主，機場南側則留
供地方發展，將來噪音的影響會較為北偏，而海軍桃園基地之軍用跑
道解除禁限建管制，再配合進行各項公共設施工程建設、道路系統重
整及聯外交通改善，反而會提升大園鄉整體經濟發展，提升居民生活
品質。
Q2：未來第三跑道建設完成後，將造成客運園區之限制更加嚴格，勢必影
響客運園區之土地價格。
A2：機場禁限建管制難免影響周邊土地，但是桃園航空城計畫是整體性規
劃，配合聯外交通改善，亦會帶動客運園區的發展，整體看來應是利
多於弊，客運園區仍具發展潛力，其土地價格易有上漲空間。

參、都市計畫類
Q1:如何劃設計畫範圍？
A1：本計畫以天然界線及主要道路為範圍，西以天然河川老街溪、南以高
速鐵路橋下北側道路、東以南崁舊溪、海湖坑口工業區界及海山路
(108 縣道)、北以第三跑道需地範圍等為界，計畫範圍完整。
Q2: 何時可確定都市計畫內容？
A2：本計畫須先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新訂都市計畫範圍
(預定 102 年 6 月)，再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都市計
畫(預定 102 年 12 月)，始可確定計畫內容。
Q3: 何時完成區段徵收？
A3：新訂都市計畫預定 102 年 12 月審議通過，接續即辦理區段徵收相關
作業，預定於 108 年完成區段徵收。
Q4: 何時開始禁建？
A4：俟「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新訂都市計畫範圍後(預定 102
附 3-11

年 6 月前)，內政部始得依程序辦理公告禁建。
Q5:民眾何時可看到都市計畫草案內容？
A5：本計畫俟「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新訂都市計畫範圍後，
預定 102 年 8 月辦理都市計畫公開展覽，屆時將有都市計畫草案內
容，可供民眾閱覽。
Q6：大園、大園（菓林）及南崁新市鎮都市計畫農業區有無納入區段徵收
開發範圍？
A6：1、大園都市計畫區：大園國小南側、中正東路及中山南路所包圍農
業區，因鄰近機場捷運 A15 站，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2、大園（菓林）都市計畫區：計畫區內農業區均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3、南崁新市鎮都市計畫區：計畫區內高速鐵路及長興路北側農業區
均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Q7:既有社區是否可原地保留？
A7：分從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各別辦理區段徵收地區，說明如下：
1、交通部辦理區段徵收地區：
(1)位於第三跑道用地及擴大自由貿易港區之社區：須配合第三跑道
及自由貿易港區建設拆遷。
(2)位於高速鐵路北側社區：原則上，社區面積規模達 0.2 公頃以
上，且無供重大公共設施使用，都市計畫將朝原地保留社區方
向規劃。
2、桃園縣政府辦理區段徵收地區：原則上，社區面積規模達 0.2 公
頃以上，且無供重大公共設施使用，都市計畫將朝原地保留社
區方向規劃。
Q8:桃園縣政府、交通部民航局及城鄉分署如何分工？
A8：1、交通部民航局：
(1)辦理「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2)辦理特定區計畫屬「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地區」之區段徵收部分相
關作業。
2、城鄉發展分署：受交通部民航局委託辦理「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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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都市計畫相關作業。
3、桃園縣政府：
(1)參與「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規劃及
協助都市計畫相關作業。
(2)辦理特定區計畫屬「附近地區」之區段徵收，及特定區計畫屬「桃
園國際機場園區地區」之公告發價、土地分配及地籍整理等區段
徵收作業。
Q9:何時會再召開說明會？
A9：本計畫預定102年8月辦理都市計畫公開展覽30日，公開展覽期間，將
召開都市計畫法定公開展覽說明會。
Q10:如何取得去年12月及今年1月說明會簡報內容？
A10：說明會簡報內容，可至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首頁，點選最新消息「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地方說明會相關檔案下載簡報內容。
Q11: 駐地工作站設在那裡？何時設立？聯絡電話？
A11：駐地工作站共兩處，分為北區及南區駐地工作站，均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成立，說明如下：
1、南區駐地工作站：
地址：大園鄉埔心村埔心街 1 之 1 號。
(位於埔心派出所旁)
電話：03-3819237、03-3819238。
2、北區駐地工作站：
地址：大園鄉竹圍村 11 鄰海方厝 33-11 號。
(位於竹圍村辦公室旁)
電話：03-3936750。
Q12：駐地工作站每週開放供民眾洽詢時間?
A12：駐地工作站每週二~週六的早上 9 點至下午 5 點，開放供民眾洽詢。
(年假期間及國定假日未開放；週六暫定 102 年 2 月至 4 月開放，並
將視民眾洽詢情形，3 個月後再檢討工作時間及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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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機場捷運線何時通車？
A13：預定 102 年 10 月三重站至中壢環北站通車；103 年 10 月通車至台北
車站；107 年通車至中壢火車站。
Q14:海軍桃園基地何時遷移？何時解除其禁限建？
A14：海軍桃園基地預定 102 年 6 月遷移，並同時解除禁限建。

肆、區段徵收類
一、 一般性問題
Q1：什麼是區段徵收？
A1：區段徵收係政府基於新都市開發建設、舊都市更新、農村社區更新或
其他開發目的需要，依法將一定區域內之土地全部予以徵收，並重新
加以整理規劃開發後，除公共設施用地由政府直接支配使用外，其餘
可建築之土地，部分由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部分供作開發目
的或撥供需地機關使用，剩餘土地則辦理公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
權，並以處分土地之收入抵付開發總費用，不僅可促進該地區土地利
用，並可達到地利共享之目標，為促進都市建設發展有效措施之一。
Q2：辦理區段徵收有哪些好處？
A2：區段徵收是一種自償性開發事業，也是公私互蒙其利，政府與民眾雙
贏之措施。辦理區段徵收，就社會整體層面而言，可以促進土地整體
開發利用，帶動地方均衡發展，節省政府龐大公共設施用地徵收及公
共工程建設經費支出；就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土地所有權人可享有土
地價值增漲，完善的公共設施及居家環境品質提昇等多重效益。
Q3：何時辦理建築改良物公告禁止建築？
A3：區段徵收範圍勘定後，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
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後，同時辦理公告禁止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其禁止期間不得超過一年六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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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何時禁止辦理土地移轉？
A4：按照土地徵收條例的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良物自公告日起，
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行或法院之判決已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
利，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不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
擔。
Q5：區段徵收的作業流程如何？
A5：1、準備作業：
(1) 範圍勘選。
(2) 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
(3) 評估公益性及必要性。
(4) 召開事業計畫公聽會。
(5) 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6) 辦理變更、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作業。
(7) 範圍邊界分割測量。
(8) 建築改良物禁止事項之報核及公告。
(9) 地籍資料整理、調查及繕造清冊。
(10)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資料之提送及評定。
(11) 徵收補償費查估及繕造清冊。
2、正式作業：
(1) 先行區段徵收地區開發範圍報核。
(2) 抵價地比例報核。
(3) 召開協議價購會議。
(4) 召開區段徵收公聽會。
(5) 區段徵收計畫書之報核、審議及核准。
(6) 區段徵收公告及通知。
(7) 異議處理及通知。
(8) 發給抵價地案件之申請、審查及核定。
(9) 徵收補償費之發放或存入保管專戶。
(10) 公有土地及未登記土地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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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囑託辦理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公有土地所有權移轉
或管理機關變更登記、他項權利塗銷或變更登記、建物滅失或
標示變更登記。
(12) 工程施工。
(13) 辦理抵價地分配及農業專用區配售。
(14) 地籍整理。
(15) 囑託辦理開發完成後土地所有權登記或管理機關變更登記。
(16) 辦理抵押權或典權登記。
(17) 土地之處分。
(18) 財務結算。
Q6：區段徵收應公告期間多久？在何處公告？
A6：區段徵收公告期間為三十日。公告地點為該管縣(市)主管機關及被徵
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Q7：區段徵收範圍內的既成建物如何處理？
A7：在都市計畫階段，區內既有合法密集之建物聚落，且開發面積
達一定規模者，得劃設再發展區，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在區段
徵收階段，於不妨礙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情形下，針對合
法建物，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得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惟位於第三
跑道等相關用地範圍之建物，則無法劃設再發展區及申請建物原
位置保留)。於區內無法劃設再發展區及辦理原位置保留而須拆
遷之建物，則發給建築改良物補償費，若符合規定之設籍條件及
其他應具備要件者，得發給房租補助費及人口遷移費，作為房屋
拆遷安置遷移費用。
Q8：區段徵收範圍內被劃為公共設施用地的土地所有權人，與被劃為住宅
區、商業區的土地所有權人，兩者權利有何差別？
A8：未來區段徵收範圍內的土地雖經過都市計畫規劃，惟都市計畫於區段
徵收前並不會發布實施，故區內之私有土地仍維持原使用類別，原有
土地之地價將不會因劃為住宅區、商業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而有所不
同，兩者權利原則並沒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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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原從事農業耕作之土地所有權人，可否於徵收後繼續從事耕作？
A9：需用土地人應於都市計畫規劃時，調查原土地所有權人區段徵收後繼
續從事耕作之意願，作為劃設農業專用區面積及位置之參考，各級主
管機關依規定訂定配售辦法時，應舉行配售說明會，說明配售資格及
面積。

二、各項補償標準
Q10：區段徵收土地的補償地價如何計算？
A10：被徵收之土地，不論是否曾辦理過農地重劃，均應按徵收當期之市
價補償其地價。所謂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易且排除各項特殊交易
情況下之非單一偏高或偏低的買賣交易價格。該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作業係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
估辦法」規定辦理，並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確定。
Q11：上述所稱之市價，應排除哪些特殊交易情形之非單一偏高或偏低的
買賣交易價格？
A11：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規定，指市場正常交易價格，也就是
需排除「1.急買急賣。2.期待因素影響之交易。3.受債權債務關係
影響之交易。4.親友關係人間之交易。5.畸零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
易。6.地上物處理有糾紛之交易。7.拍賣。8.公有土地標售、讓售。
9.受迷信影響之交易。10.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易。11.人為哄抬
之交易。12.與法定用途不符之交易。13.其他特殊交易。」情況下
之非單一偏高或偏低的買賣交易價格。
Q12：區段徵收之地價補償方式為何？如補償價格未達當地市價是否影響
權益？
A12：1、依土地徵收條例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區段徵收土地時，應
依第三十條規定補償其地價。除地價補償得經土地所有權人申
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抵付外，其餘各項補償費依
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規定補償之。」是以區段徵收之地價補
償，土地所有權人可依地政機關查估並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徵收市價進行補償，亦可選擇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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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2、因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交易常含有預期未來開發後價值之情形，
實際交易價格常高於同地段、使用性質相同土地之一般市場正常
交易價格，徵收所查估之市價為係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
查估之一般市場正常交易價格，在區內土地地價查估基準一致之
情形下，若土地所有權人選擇領取抵價地，並不會因補償價格未
達實際交易價格，而對民眾領取抵價地之比例有所影響。
Q13:既然已改採市價徵收，可以告訴我目前的市價行情嗎？
A13：依土地徵收條例第三十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
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
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是以“徵收市價“是由需地機關申請徵
收時提交地政機關或委託不動產估價師辦理徵收當期之市價查估，
並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市價，並非由地政機關隨時進行市價
查估。
Q14：公告現值還有參考的意義嗎？
A14：101 年 9 月 1 日實施市價徵收後，公告土地現值依照平均地權條例第
四十六條規定，僅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
參考，以及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之依據。簡單的說，土地買賣
過戶時，買賣雙方仍可以依政府公告之土地現值作為移轉參考，並作
為「計算土地增值稅之基礎」。另外，依據社福法令規定，公告土地
現值亦作為社會福利，如國民年金、老人年金等之計價依據。
Q15：補償地價以什麼方式發放？
A15：土地所有權人可領取現金補償地價，或於徵收公告期間內以書面申
請發給抵價地等二種方式擇一作為補償，另亦可選擇一部分領取現
金及一部分領取抵價地。
Q16：補償地價於什麼時候發放？
A16：1、土地所有權人選擇領取現金補償地價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應在區段徵收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完畢。
2、土地所有權人若於公告期間內申請領回抵價地，主管機關應即審
查，經核定發給抵價地者，視為地價補償完竣；如經核定不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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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價地者，應在核定之次日起十五日內發給現金補償地價。
3、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領回抵價地，經核定發給抵價地後，因其得
領回面積未達最小建築單位面積，經通知限期提出申請合併，但
未於規定期間內申請者，應於規定期間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按
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金補償。
Q17：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房屋可獲得哪些補償？
A17：建物經徵收者，可領取建築改良物補償費，若符合設籍條件及其他
應具備要件者，發給人口遷移費及房租補助費，上開補償費用依「桃
園縣興辦公共設施拆遷建築改良物補償自治條例」規定辦理查估補
償。
Q18：建築改良物補償費發放標準如何認定？
A18：合法建築改良物補償費，按徵收當時建築改良物之重建價格估定之。
區內建築改良物無法提出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者，按合法建築物補
償標準之一定比例發給建物補償費。
Q19：房屋是否為合法建物應如何認定？
A19：若符合下列情形之一，得認定為合法建物。
1、實施建築管理後建造之建物，應附使用執照或建物所有權狀。
2、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
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理前有關該建物之下列文件之
一：
(1) 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2) 門牌編釘證明。
(3) 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 繳納水費憑證。
(5) 繳納電費憑證。
(6) 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7) 地形圖、都市計畫現況圖、都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
關測繪地圖。
(8) 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記載面積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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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
市、區）公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參考航照圖等有關資料實地
會勘作成紀錄以為合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
Q20：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建築改良物自動於規定期限內拆遷有無其他補
償獎勵金？
A20：合法建築改良物在規定期限內自動拆除者，經派員勘查屬實後，按
建築改良物查估補償金額加發百分之五十自動拆遷獎勵金。無法提
出合法證明文件之建築改良物在本府規定期限內自行拆遷者，經派
員勘查屬實後，按拆遷救濟金額加發百分之三十自動拆遷獎勵金。
自動拆除期限視實際需要另行定之。
Q21：人口遷移費發放標準如何認定？
A21：1、有關領取人口遷移費應具備之要件如下：
(1) 區段徵收範圍內應拆除之建築改良物。
1 建築改良物全部拆除者，發給全部人口遷移費。
○
2 建築改良物部分拆除者，發給人口遷移費金額百分之八十。
○

(2) 於限期內自行搬遷。
(3) 徵收公告六個月前設有戶籍之現住戶人口必須遷移者。但因結
婚或出生而設籍者，不受六個月期限之限制。
符合上述要件者，每戶得領取人口遷移費。
2、若有涉及分戶情形，其分戶認定標準如下：
當一建築改良物門牌分設多戶時，須視現場勘查實際居住戶數
情形，不單以戶籍謄本之分戶數為發放標準。然發放標準係按該
建物現況實際上可供居住之戶數而定，其每戶應有獨立出入口、
廚房及衛浴，並依建物可居住面積評估每戶是否擁有合理且獨立
生活居住空間。符合上述情形之戶數者，則依實際分戶情形發放
遷移費。
3、原則上人口遷移費由戶長代為領取，但數戶同時設籍時，其領取
遷移費對象則由該建物各戶戶長會同領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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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房租補助費發放標準如何認定？
A22：被拆遷之建築改良物所有權人或其直系血親、兄弟姊妹，及前開對
象之配偶於區段徵收公告前六個月有設籍該處，且至區段徵收公告
時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住事實者，每一建築改良物得發給一份房租
補助費，每月發放金額及期間依個案情形討論研訂。
Q23：房租補助費是按月發放還是一次發給全部補助費？
A23：房租補助費係依個案情形研訂每月發給之房租津貼及發放期間，經
審查得核發房租補助費者，原則上係一次發給並由該建物戶長代為
領取，但數戶同時設籍時，其領取補助費對象則由於該建物各戶戶
長會同領取。
Q24：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建物有營業情形可否辦理補償？
A24：區內之合法建築改良物且原供合法營業用，因徵收而致營業停止或
營業規模縮小之損失，得發給營業損失補償費。其補償費由該營業
事業之負責人代表領取。
Q25：區段徵收範圍內建築改良物、農作改良物及土地徵收遷移費如何查
估補償？
A25：前開各項補償費皆按各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制定之辦理公共
工程拆遷土地改良物補償自治條例相關規定查估補償。（本縣依「桃
園縣興辦公共設施拆遷建築改良物補償自治條例」及「桃園縣辦理
徵收土地農林作物補償、水產養殖、畜禽遷移費查估基準 」等相關
規定查估補償）
Q26：區段徵收範圍內墳墓如何處理？
A26：墳墓認領人應在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公告期間內辦理認領，倘
於規定遷移公告期限內，自行遷移之墳墓，依各縣(市)政府所訂之
補償基準，發給相關遷移費用；另未認領也未在規定期間內自行遷
移者，則由政府機關代為遷移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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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補償費領取
Q27：被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其徵收補償費之核發對象？
A27：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其徵收補償費由徵收公告時登記簿記
載之權利人領取。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1、未辦竣繼承登記之土地，得由部分繼承人按其應繼分領取；其已
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亦同。繼承人間如有涉及私權爭執時，
應由繼承人訴請法院判決後，依確定判決辦理。
2、繼承人之有無不明，經依法選定或選任遺產管理人者，由遺產管
理人領取。
3、所有權人為未成年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由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
代為領取。
4、所有權人行蹤不明未受死亡宣告者，由財產管理人領取。
5、經法院拍賣者，為徵收公告前領有執行法院發給權利移轉證書之
買受人。
6、經法院形成判決確定取得權利者。
7、經法院確定判決所有權人應讓與其補償費或讓與其領取補償費之
權利與債權人，除有待於對待給付者外，由債權人領取。
8、祭祀公業所有者，如規約有明確規定者，從其規約；規約無明確
規定者，依下列方式辦理：
(1) 祭祀公業已選定管理人，且經備查有案者，得由管理人切結由
其領取補償費未受規約或派下決議限制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查證其管理人備查文件無誤後，
由管理人領取。但如有派下員提出異議者，應由管理人就領取
被徵收土地補償費事宜召開派下員大會，以多數決授權由管理
人領取。
(2) 祭祀公業管理人之權限如有爭議，且已繫屬法院者，應俟法院
判決確定後，再行處理。
(3) 祭祀公業未選定管理人者，應經派下員全體（即公同共有人全
體）之同意，始得領取補償費。
9、神明會所有者，準用前款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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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涉及三七五租約，原承租人死亡者，由繼承人共同領取。但現耕
繼承人如能證明耕地承租權分歸其繼承時，則由現耕繼承人領
取。
Q28：農作改良物補償費及土地改良物費用之核發對象？
A28：1、農作改良物補償費之核發對象如下：
(1)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由承租人領取。
(2) 非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由實際使用人或耕作人領取。但實
際使用人或耕作人非土地所有權人時，應於徵收公告時一併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
(3) 未能查明實際使用人或耕作人者，由土地所有權人領取。
2、土地改良費用由土地所有權人領取。但土地使用人持憑改良土地
費用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文件者，得由土地使用人領取。
Q29：營業損失補償費及土地改良物遷移費、人口遷移費核發對象？
A29：營業損失補償費由該營業事業之負責人代表領取；地上物遷移費由
該遷移物之所有權人領取；人口遷移費，由戶長代為領取。
Q30：已有耕地租約的土地，地價補償費核發對象？
A30：1、依法應補償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之地價補償費，由耕地承租人
領取；承租人有二人以上時，由承租人會同領取，惟承租人並不
得申請領回抵價地。
2、被徵收之土地上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及抵押權登記時，地價補償
費發給順序，應按其權利訂定或設定之先後為之，並依下列原則
處理：
(1)先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後設定抵押權者，應將地價補償費三分
之一，補償耕地承租人。
(2)先設定抵押權，後訂立耕地三七五租約者，應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三十六條規定辦理後(即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行
協議，再依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不成，其補償費依第二十
六條規定辦理)，如有餘額，以餘額之三分之一地價為限，補償
耕地承租人，如仍有餘額，交付與被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
前項規定，於設定有農育權(永佃權)耕地，準用之。
附 3-23

Q31：農地重劃時，農民負擔部分農路、水路用地，嗣後該地區經區段徵
收，當初負擔之農水路土地可否獲得地價補償？
A31：依目前法令規定，土地地價補償費之核發對象為徵收公告當時土地
登記簿記載之權利人，若重劃區內農田水利會管理之水路及有關水
利設施，其用地登記為農田水利會所有，或重劃區農路及非農田水
利會管理之水路，其用地登記為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所有，仍依
規定按徵收公告當時土地登記簿所載之所有權人為補償費發放對
象。惟曾經辦理過農地重劃之土地，參加區段徵收時，依規定其抵
價地比例不得少於百分之四十五，可充分達到保障農民之權益。

四、 抵價地申領
Q32：什麼是抵價地？
A32：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徵收土地應發給之地價補償
費，可以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土地
折算抵付，這種折算抵付地價補償費的土地就是抵價地。
Q33：什麼人可以申請領回土地？
A33：政府辦理區段徵收時，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公有土地（除了原為道
路、溝渠、公園、綠地、兒童遊樂場、廣場、停車場、體育場所及國
民學校用地使用者外）之管理機關可以申請領回土地，其他的他項權
利人、建築基地承租人、耕地承租人(佃農)、房屋所有權人(係指土
地建物不同人)等依現行法令不可申請領回土地。
Q34：如何申請發給抵價地？
A34：土地所有權人如想申請發給抵價地，須在徵收公告期間內提出抵價
地申請書(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供空白申請書)、土地所有權
狀、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親自至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指定地點辦理，土地所有權人不方便親自到場時，可以
掛號郵寄方式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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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5：區段徵收範圍內供地主領回抵價地的面積是多少？
A35：抵價地總面積由需用土地人考量公共設施用地比例、開發總費
用、土地所有權人受益程度等因素來決定。依據現行法令規定，
抵價地最低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曾經辦過農地重劃之土地，
最低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五）。抵價地總面積最低雖為徵收總面
積百分之四十，但是每一位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面
積，須按他應領地價補償費金額及領回抵價地位置之地價計
算，計算結果每位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面積，可能高
於他被徵收土地面積百分之四十，也可能低於他被徵收土地面
積百分之四十，並不是每一位都剛好是百分之四十。
Q36：已訂有耕地租約的土地，土地所有權人如何申領抵價地？
A36：土地所有權人應按徵收補償地價之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並持已補
償承租人之證明文件，在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若耕地承租人受領遲延、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無
法提出證明文件者，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將其應領數額(徵收補償地價
三分之一)提存於法院，並以提存書作為補償證明文件申領抵價地。
Q37：已設定他項權利的土地，土地所有權人如何申領抵價地？
A37：1、已設定抵押權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應該檢具抵押權清償證明文
件或抵押權人同意塗銷原抵押權登記的文件，在公告期間內以書
面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另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他
項權利人亦得申請於發給之抵價地重新設定抵押權，申請時應同
時提出同意塗銷原有土地抵押權之證明文件。
2、已設定不動產役權（地役權）、永佃權或農育權的土地，土地所
有權人應檢附同意塗銷之證明文件，在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3、若他項權利人死亡或其他原因致本人或其繼承人受領遲延、拒絕
受領或不能受領者，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將其債權全額以他項權利
人或其全體繼承人為對象，提存於法院，並以提存書作為證明文
件申領抵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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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8：有限制登記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如何申領抵價地？
A38：土地所有權人應該檢附法院塗銷限制登記之囑託書或預告登記權利
人同意塗銷之文件，在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
Q39：祭祀公業土地所有權人，如何申領抵價地？
A39：祭祀公業土地除規約另特別約定者外，得由管理人為祭祀公業利益
提出申請，如有派下員在受理申請期限內提出異議時，應由管理人
就被徵收土地召開派下員大會，決議申領抵價地或領取現金補償；
未選定管理人者，如規約或派下員大會決議未有特別約定，應經全
體派下員全體同意。
Q40：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合法繼承人如何申領抵價地？
A40：1、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未辦竣繼承登記，其繼承人或遺產管理人得
於徵收公告期間內，以書面申請按其應繼分領取抵價地。若部分
繼承人未會同申請，則按其應繼分發給現金補償。
2、原土地所有權人已經申領抵價地，且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才死亡者，合法繼承人應該各按其應繼分計算應領的抵價地。

五、拆遷安置措施
Q41：建物經區段徵收公告後將面臨拆遷問題，有無規劃拆遷戶安置措施？
A41：為降低區段徵收衍生之拆遷影響性，紓解區段徵收範圍內被拆遷之
建物所有權人因徵收造成之居住及生活上的衝擊，針對區內居民研
提劃設再發展區、原位置保留、地上物補償費、房租補助費以及優
先選配安置街廓共五項安置措施。安置措施說明如下表：
安置措施

內容說明
在都市計畫階段，針對區內合法密集之建物聚落，且

劃設再發展區 其面積達一定規模，不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劃設再發
展區。
區段徵收範圍內在不妨礙都市計畫及區段徵收計畫之
原位置保留

合法建物，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得申請按原位置保留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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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拆遷戶提供地上物拆遷補償，
地上物補償費

包括建築改良物補償費、合法營業損失補償費、工廠
動力機具搬遷費及人口遷移費，補償拆遷戶因徵收產
生之各項損失，供居民作為遷徙安置費用。
被拆遷之建築改良物所有權人或其直系血親、兄弟姊
妹，及前開對象之配偶於區段徵收公告前六個月有設

房租補助費

籍該處，且至區段徵收公告時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住
事實者，每一建築改良物得發給一份房租補助費，每
月發放金額及期間依個案情形討論研訂。

優先選配

依全區合法建物數量規劃適量之住宅區土地，供其合

安置街廓

法建物所有權人優先選配安置街廓。

附註：位於第三跑道等相關用地範圍之建物，無法劃設再發展區及申請
建物原位置保留。
Q42：合法建物可否原地保留？
A42：依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不妨礙都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
合法建物基地，得申請原位置保留，惟申請保留之建物所有權人，
應為經核定領回抵價地者。所謂不妨礙都市計畫及區段徵收計畫，
即建物使用情形符合未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及建物未坐落於
道路、公園、文中小等公共設施用地上，且保留面積已達都市計畫
規定之該街廓最小開發面積等。

六、 土地分配
Q43：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土地分配作業為何？
A43：抵價地分配以公開抽籤並由土地所有權人自行選擇分配街廓為原則。
Q44：抵價地位置及最小分配面積如何劃定？
A44：由主管機關依開發目的及實際作業需要劃定，而最小分配面積不得
小於畸零地使用規則及都市計畫規定地最小建築基地之寬度、深度
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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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5：土地所有權人有二筆以上土地位於區段徵收範圍，可否集中分配土
地？
A45：1、土地所有權人如申領抵價地，其應領之權利價值，是以其所有位、
於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之徵收補償地價總和計算，土地所有權人
以總和的權利價值可以選擇分配在同一街廓，也可以選擇分配在
不同街廓，前提是每筆土地都要達到該街廓最小分配面積之權利
價值。
2、惟土地所有權人土地若分別坐落於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各自辦理
範圍，因其分屬不同區段徵收計畫，故僅可就各開發主體辦理之
區段徵收範圍內分配土地。
Q46：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權利價值，沒有達到各分配街廓最小分配面積之
權利價值時應如何處理？
A46：土地所有權人應在規定期間內申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
如果沒有在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會在規定期
間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金補償。
Q47：抵價地應在何時點交予土地所有權人？
A47：抵價地經地主自行選配並公告確定後，將進行地籍整理與土地登記
作業，土地則俟公共工程完工後，再排定時間點交予土地所有權人。

七、 稅賦優惠措施
Q48：區段徵收範圍內被徵收之土地是否需課徵土地增值稅？
A48：區段徵收之土地以現金補償其地價者，或以抵價地補償其地價者，
免徵土地增值稅；因領回抵價地不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而領取現金補
償者亦免徵土地增值稅。
Q49：領回抵價地後第一次移轉時，是否享有土地增值稅減免的優惠？
A49：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後第一次買賣移轉時，可以減徵土地增值
稅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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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0：區段徵收辦理完成後，是否享有地價稅減免的優惠？
A50：區段徵收辦理完成後，自完成之日（為區段徵收之地籍測量、土地
登記、工程驗收、土地點交等各項工作均完成之日）起可以減半徵
收地價稅二年。

伍、農民權益類
Q1：農地被徵收後，農民可否繼續辦理農保？
A1：有鑒於農民因土地被徵收影響其農保資格，故內政部訂定農民健康保
險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作業要點，其中農保續保期間規定如
下:
(1)屬農地被徵收者(領取補償金)，農保續保期間可自徵收公告期滿第
十六日起算，至屆滿三年止。
(2)屬行政院核定為重大公共建設之區段徵收，且被徵收農地所有權人
經核定領回抵價地者(領地者)，其續保期間則至抵價地辦竣所有權
登記後止。
（詳細內容可洽行政院勞工保險局或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
Q2：農地被徵收後老農津貼領取是否受影響？
A2：老農津貼領取資格如下:
1、年滿六十五歲且未領取其他社會保險老年給付。
2、申領時參加農保年資滿六個月以上。
3、自 102 年起，新申領老農津貼者新増排富條款。
(1)最近一年度農業所得以外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合計
不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2)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不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扣
除農業用地、農舍、無農舍者，其個人所有實際居住之唯一房屋，
該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及其土地公告現值合計未超過新臺幣四百
萬元者；超過者，以扣除新臺幣四百萬元為限)。
4、依老年農民福利津貼暫行條例規定，符合領取資格之老年農民，
得申請發給七千元老年農民福利津貼，發放至本人死亡當月止。
故已領取老農津貼之農民，農地被徵收後仍可繼續領取至終身。
附 3-29

Q3：農會會員農地被徵收者後資格是否受影響？
A3：農會會員因農地被徵收，致無法維持農會會員資格，得依農會法第十
三條規定，申請加入農會為個人贊助會員，除其得當選監事，無選舉
權及其他被選舉權外，其他應享權利與會員相同，得繼續參與農會事
務，享受農會服務。
Q4：農舍被拆除後，容積可保留移轉至別地方興建？
A4：依照「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三條規定「於 89 年 1 月 28 日修正
生效前取得之農業用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準用前條規定申請興
建農舍」：
1、 依法被徵收。
2、 依法為得徵收之土地，經土地所有權人自願以協議價購方式讓售
與需地機關。
前項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興建農舍，以自公告徵收或完成讓售移轉
登記之日起一年內，於同一直轄市、縣(市)內重新購置農業用地者
為限，其申請面積並不得超過原被徵收或讓售土地之面積。惟所稱
「徵收」限於一般徵收，不含區段徵收，因區段徵收已有領回抵價
地之機制，供其興建住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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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於封底
問題類型
開發目的類

服務單位

服務電話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02-87701214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分署

02-29319699
轉 204、205、206、211

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03-3322101
轉 5221、5222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02-87701214

桃園縣政府地政局

03-3322101
轉 5315、5316、5317、5318

機場限制類

都市計畫類

區段徵收類

行政院勞工保險局
受託業務處
農民權益類
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

駐地工作站

福利津貼組 02-23961266 轉 3511(老農津貼)
承保科 02-23961266 轉 2317(農保資格)
03-3382999
03-3340625
03-3329182
03-3324718
03-3361243

輔導科(農會會員、農保、老農津貼)
農務科(農作物查估)
植物保護科(花木查估)
農地管理科(農地)
漁牧科(養殖漁業、畜牧業查估)

服務單位

北區工作站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分署
桃園縣政府地政局

南區工作站

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桃園縣政府地政局

服務電話及地址

03-3936750
大園鄉竹圍村 11 鄰海方厝 33-11 號
(位於竹圍村辦公室旁)

03-3819237、03-3819238
大園鄉埔心村埔心街 1 之 1 號
(位於埔心派出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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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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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政策環評研商會
意見回覆(10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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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壹、結論
(一)本日委員及專家學者所提意見 遵照辦理。
涉及「遠景」、「策略」及「技
術」等 3 面向，其中，「遠景」
呈現內容須讓民眾立即接受且
感動，「策略」上應注意土地徵
收、民意溝通等操作之有效性，
「技術」上則提出範疇界定及方
法論等意見，提供交通部作為本
案政策環評調整及行銷推動之
參考。

(二)請交通部參酌有關委員及專家 遵照辦理。有關委員及專家學者所提意見詳
學者所提意見（詳附件）進行修 參見貳、綜合討論之回覆說明。
正，必要時得再召開研商會議諮
詢委員意見。

附 4-1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貳、綜合討論（請開發單位於後續資料列表說明）
一、劉委員益昌
(一) 請在評估方法上考慮蛋白蛋黃理論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的說明。

蛋白蛋黃理論係指發展航空城之際，以機

場為中心並將周邊地區一納入規劃範圍。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其中蛋黃部分係指機場園區，包含機場專
三章 3.4 節內容】
用區及自由貿易港區，由國營國際機場園
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開發、營運及管理，
其中自由貿易港區亦可由地方政府提案經
審定後納入範圍，共享園區優惠。蛋白部
分係指機場園區範圍以外之周邊區域，依
「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第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所述，係指因機場活動所衍生發展
之各類商業、加工製造、會議展覽、休閒
娛樂及住宅等相關產業使用之區域。
(二)桃園台地群埤塘(濕地)對環境的涵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桃園地區早期因地形氣候等種種限制，加

容能力須仔細評估。

上移墾者意識到整個環境的特點，使得早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期住民為了灌溉用水需求，便挖掘了許多

五章 5.3.4 節、第六章 6.2 節及 6.3 節內

埤塘用來儲存雨水、溪水等地表水。內政

容】

部 100 年 1 月 18 日公告「國家重要濕地」
82 處並同時公告劃定範圍，其中「桃園
埤圳濕地」因實際範圍尚有疑義，並未公
告濕地範圍，目前委由桃園縣政府進行範
圍清查，依桃園縣政府 100 年度統計，目
前經清查列冊埤塘 2,851 座，除了灌溉功
能外，許多已轉為養魚池或休閒池、風水
池、休閒觀光地及畜養家禽及家畜用池等
用途。而依統計 100 年度向桃園縣政府水
附 4-2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務局，按「蓄水建造物建造、改造或拆除
作業程序」
，提出申請廢溜的埤塘案件數
計 29 件。
2.本計畫區 4,686 公頃範圍內面積達 1 公頃
以上埤塘計有 24 座，面積 132.34 公頃佔
2.82%。其中北側第三跑道預定地係為配
合機場重大建設所需，三座埤塘隸屬臺灣
省桃園農田水利會，無法迴避或保留需予
廢溜填平，其餘 21 座埤塘將予原狀保留
為開放空間系統，維護計畫範圍內、外之
埤塘濕地生態系統，雖然廢溜填埋面積占
整體桃園縣埤塘總面積影響比例有限，惟
由於埤塘周邊仍將進行開發，對於國家重
要濕地整體保育影響評估應屬負面影響。
3.因應或減輕影響對策部分，廢溜填平 3
座埤塘則將以覓地移設方式規劃補償；若
區外農田仍有灌溉需求，將於特定區計畫
擬定及工程開發階段規劃所需灌溉系統
或劃設灌溉專用渠道用地，管理維護權責
由水利會負責。保留的 21 座埤塘則應規
劃維持特殊人文地景，強化提供灌溉、景
觀、文化、休閒遊憩、生態保育及防災等
功能。

(三)道路(公路)系統大規模改變的影響。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因應目標年機場園區及其周邊地區運轉需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求，政府辦理中或擬推動之交通建設計畫
有：
五章 5.3.1 節內容】
1.桃園機場捷運線與航空城捷運線等軌道
運輸系統。
2.國 2 大園支線西延(大園交流道~台 61)、
桃園航空城北側聯外高(快)速公路新
附 4-3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建、台 15 改道、桃 5 拓寬延伸、台 31
北延、桃 15 拓寬延伸、客運園區至機場
聯絡道路、機場捷運橋下道路(A15~A21)
等公路建設計畫，其中，國 2 大園支線
西延(大園交流道~台 61)、桃園航空城北
側聯外高(快)速公路新建、台 31 北延以
及客運園區至機場聯絡道路等屬計畫區
外道路，將由相關權責單位興建外，其
餘道路均將配合本計畫開發一併興建完
成。
3.整體而言，本計畫透過軌道運輸走廊之佈
局，搭配自行車道、人行步道等綠色運
輸網絡之建構，可大幅提升運輸服務效
率；而透過聯外道路網絡之整建，則具
改善交通運轉瓶頸之實質效益。

(四)特定農業區改變、徵收，宜和行政院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農業委員會的農地保護政策評估互 1.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
審查作業要點」第 6 點暨第 7 點規定，

參。

經行政院核定之公共建設所需用地，在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不影響農地重劃區完整性及農業生產環

三章】

境之原則下，得同意申請變更使用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
而屬國家重大建設計畫者，得同意申請
變更使用非經辦竣農地重劃之非都市土
地特定農業區。
2.另查「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
第 2 項規定，土地徵收條例所稱行政院
核定之重大建設，指其建設計畫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主管機關，
針對計畫之政策方向、總量管制、合理
性及使用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無可替
附 4-4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代性等事項進行審查認定為重大建設，
並循程序報經行政院核定者。
3.本案計畫涵括機場園區及其周邊地區等
開發計畫，於計畫推動攸關國家經濟發
展動能而為「愛台 12 建設」之旗艦計畫
下，有關本計畫變更使用特定農業區乙
節，已由交通部民航局、桃園縣政府準
備重大建設認定申請文件，後續於相關
主管機關審查後，將循程序報請行政院
核定。另交通部業依相關法規規定，針
對區內農業用地變更之必要性及影響
性，研提農地變更使用說明書予農委會
審查。

(五)農地徵收所造成的土地問題，如何因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為避免影響計畫區周邊農業用地之灌溉

應？

生產，本計畫於範圍劃定階段，除北側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第三跑道預定地外，計畫範圍均以天然

五章 5.3.8 節內容】

(河川)、人文(高鐵、既有道路)為邊界，
不切割既有農田之紋理；而配合計畫區
北側第三跑道建設需求而使用之一般農
業區農牧用地，後續將與農田水利會協
商替代渠道之路線，整地及道路工程並
將配合原有水圳改道，以提供下游農田
灌溉功能，維持北側農耕之機能。
2.考量徵收耕地可能影響農民生計，於新訂
特定區計畫階段，將依土地徵收條例規
定，先行調查農民耕作意願，依據土地
所有權人問卷調查結果，納入農業專用
區之規劃並據以訂定配售辦法。爾後，
區段徵收階段，對於仍具耕作意願之農
民，協助提供資金貸款及購置農地等資
附 4-5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訊，並予從事農業耕作之輔導；對於不
具耕作意願之農民，則協助參與農會第
二專長教育訓練、農業產銷班等農民就
業輔導，或透過勞動及人力資源局之就
業媒合，提供農民轉業至二、三級產業
之相關就業協助。

(六)文化資產評估應涵括所有文化資產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項目，並特別注意桃園埤塘群（文 1.計畫區位於桃園縣蘆竹鄉及大園鄉境
化景觀）。

內，計畫區及鄰近區域業經環境敏感查
詢，包括縣定古蹟 2 處、歷史建築 2 處、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縣定遺址 1 處及調查報告記載遺址 5 處，

五章 5.3.4 節、第六章 6.2 節及 6.3 節內

有關歷史建築部份，將予原地保留方式保

容】

存，縣定遺址則建議於鄰近地區施工整地
期間委託專業人員進行監看，並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之相關規定辦理。
2.桃園地區早期因地形氣候等種種限制，使
得早期住民為了灌溉用水需求，便挖掘了
許多埤塘用來儲存雨水、溪水等地表水。
內政部 100 年 1 月 18 日公告「國家重要
濕地」82 處並同時公告劃定範圍，其中
「桃園埤圳濕地」因實際範圍尚有疑義，
並未公告濕地範圍，目前委由桃園縣政府
進行範圍清查，依桃園縣政府 100 年度統
計，目前經清查列冊埤塘 2,851 座，除了
灌溉功能外，許多已轉為養魚池或休閒
池、風水池、休閒觀光地及畜養家禽及家
畜用池等用途。
3.回顧埤塘開發歷史，歷經清領時期—日治
時期—光復後三個時期，各歷史階段中對
於桃園台地上埤圳的開發，各有其不同的
開發歷程，藉由水利開發的過程中呈現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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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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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大圳、石門水庫和石門大圳相異的開發
內容與空間組織。綜合國內外文獻，可發
現水利對人類生活的影響，有關社會文化
意義層次方面，至少包含了地域組織、社
會組織、產業組織、人群關係等。挖池堆
堤蓄水，在水稻耕作的社會中不並難見，
但是如同桃園台地般擁有數量如此多、面
積如此大、密度如此高的埤塘，在世界上
其它地區則尚未見過。因此，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於 2009 年將桃園臺地埤塘列入臺
灣世界遺產潛力點名單，惟依據文化資產
保存法，本縣埤塘並無文化資產法定身
份。除了其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及發揮經
濟效益之外，桃園的埤塘也對桃園台地的
社會文化造成了深遠的影響：除了空間的
美學外，根據胡寶林（2003）之看法，他
認為埤塘可視為一種文化地景的公共藝
術，同時也是一種具世界觀的文化產物，
本案除將盡量規劃保留，亦將透過景觀規
劃，營造優美埤塘水岸環境。

【主席提示：「各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委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託具相關專長資格者擔任，尤其文化資 各影響項目撰寫者均由具相關專長資格及
產項目」。】

多年評估經驗者擔任。

二、李委員俊璋
(一)本案必然牽涉土地徵收問題，土地徵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收衍生之抗爭及安置計畫、就業安 有關土地取得衍生之溝通協商與安置議
頓計畫為何？建議本計畫評估前應 題，已詳述於政策評估說明書第五章 5.3.4
先有溝通程序、安置及就業計畫之 節，並說明如下。
說明，利用意見領袖之溝通擬訂可 1.居民安置計畫
有關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
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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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行之對策。

特定區計畫區段徵收作業之安置計畫擬
採下列五項安置措施：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5.3.4 節及 5.3.8 節】

(1)劃設再發展區
為顧及開發範圍區內現住居民之權
益，在都市計畫階段將區內合法密集
之聚落不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劃設再
發展區。
(2)原位置保留
在不妨礙都市計畫使用分區及區段徵
收計畫下，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得申請
按原位置保留分配。
(3)地上物補償費
針對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拆遷戶提供地
上物拆遷補償，包括建築改良物補償
費、合法營業損失補償費、工廠動力
機具搬遷費及人口遷移費，補償拆遷
戶因徵收產生之各項損失，供居民作
為遷徙安置費用。
(4)房租補助費
建物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血親、
兄弟姊妹於區段徵收公告前六個月有
設籍該處並有居住事實者，每戶每月
得發放補助費，發放金額及期間依個
案情形討論研訂。
(5)優先選配安置街廓
依全區合法建物數量規劃適量住宅區
土地做為安置街廓供其合法建物所有
權人優先選配。
2.農民就業輔導計畫
於新訂特定區計畫階段，將依土地徵收條
例規定，先行調查農民耕作意願，若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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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農民具繼續從事耕作意願，將依據土地所
有權人問卷調查結果，納入農業專用區之
規劃參考並供後續配售作業考量。
區段徵收階段，對於仍具耕作意願之農
民，協助提供銀行資金貸款及購置農地等
資訊，並予從事農業耕作之輔導；對於不
具耕作意願之農民，則協助參與農會第二
專長教育訓練、農業產銷班等農民就業輔
導，或透過勞動及人力資源局之就業媒
合，提供農民轉業至二、三級產業之相關
就業協助。
3.民眾參與計畫
本計畫針對民眾參與辦理方式，已規劃執
行包括公告徵詢意見、召開地方說明會及
設立助地工作站等方式來擴大民眾參
與，並蒐集民眾意見，以下說明各項工作
辦理情形：
(1)公告徵詢意見
係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
計畫作業要點第五點（五）「民眾參
與：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擬訂，應
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
談會、民意調查、公告徵詢意見或其
他適當方法廣詢意見，並作成紀錄，
作為擬訂或審議之參考。」規定辦理。
辦理方式：
（1）公告刊登報紙（2）公
告徵詢意見（3）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
網頁（4）公告印製成傳單請公所及村
長協助發送住戶。
桃園縣政府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以府
城綜字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
徵求民眾意見公告及計畫範圍示意
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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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圖，請大園鄉公所及蘆竹鄉公所張貼
公告周知。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
畫案如有意見，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
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桃園縣
政府提出意見，以供規劃參考。迄今
桃園縣政府已接獲有關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安置、配
地、補償等作業及都市計畫限高、道
路規劃等問題，已函轉交通部、內政
部、桃園縣政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區
段徵收作業參考，並將研提處理方式。
(2)召開地方說明會
已於 101.12.8～102.1.12 於大園鄉、蘆
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徵詢民眾
對本案規劃發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
之意願，並針對民眾問題詳加答覆與
溝通，俾利民眾了解本案之發展架
構。此外，另透過密集、小型之地方
意見領袖諮詢會議，掌握地方民意趨
向，以作為後續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
據。目前桃園縣政府於地方說明會召
開前，均預先邀集計畫範圍相關之縣
籍議員、大園、蘆竹鄉公所、村長、
民航局及府內相關單位召開說明會
議，充分說明地方說明會辦理方式及
場次安排等，以利說明會進行。而上
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民眾出席相當踴
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
現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
多樂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
眾關注議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
區段徵收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
許於計畫範圍外另購買農地，直接興
建農舍，不受既有農舍興建規定限
附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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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執照者，如何
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後續補償；
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價計
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
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
農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
因區段徵收而喪失等。後續交通部及
桃園縣政府將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
見加以分析並研提處理方式。
(3)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
眾溝通意見，本案將於完成地方說明
會後於特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
透過近距離、面對面之溝通方式，答
覆、解決民眾關心之議題，以利計畫
推動。
駐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
於埔心村。駐地工作站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成立。由交通部民航局、營建
分署、桃園縣政府城鄉局、地政局派
員進駐，每周工作時間為星期二至星
期六(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4)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
於 102 年 1 月召開完 10 場說明會後，
已針對區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問
卷調查作業。

(二)在污染預測及減量對策上對於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NOx、O3、VOCs、PM10、PM2.5 之 1.本計畫排放量與桃園縣 TEDS 7.1 排放量
評估及減量上之對策為何？噪音污

之比較本計畫 SO2、NOx 之排放相較桃

染之處理對策為何？

園地區的排放量都在 10%以下，並不顯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5.3.1 節及第六章 6.1 節】

著，然而 PM2.5 部分約為 11%，CO2 排放
則為 31%。未來開發環評時應依照環保
署開發行為空氣污染物排放量增量抵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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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原則辦理。相關評估內容詳報告第五
章。
2.航空噪音影響範圍擴大，未來可視情況於
航空噪音管制區內針對敏感建物採用防
音建材進而大量降低航空噪音之影響。
3.計畫範圍已有多條大眾運輸系統建設
中，未來可促進附近交通之便捷性，降低
私人車流量影響，亦已開始規劃 BRT 系
統與規劃自行車道，以增加騎乘自行車上
下班再轉乘大眾運輸系統的民眾意願，進
而降低自行行駛交通工具的車流量。
4.道路的相關減音措施，主要除了設置隔音
牆外，於周邊人行道路旁亦可設置景觀圍
籬避免噪音直接傳遞至人行道旁，而路面
亦可採用相關低噪音鋪面與限制行車速
率進而降低行車噪音，可視未來營運狀況
再增設以降低噪音影響。相關評估內容詳
報告第五章。

(三)都市化人口集中後，未來中央與地方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之配合如何？利用污水下水道、污 1.本計畫區開發後土地可概分為機場專用
水處理廠、廢棄物清運、交通運輸

區、自由貿易港區、產業專用區以及生活

規劃內容為何？

區等四大類。未來機場專用區、自由貿易
港區、產業專用區設置、運轉衍生污水處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5.3.1 節】

理、廢棄物清運…等成本與營運處理需
求，由各該用地開發、營管單位支應與處
理。
2.生活區所需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之建
置，依土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納入區段徵
收開發成本支應，再移交相關權責單位營
運。
3.有關交通運輸規劃內容(如附表 1)，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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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所需經費，軌道系統及聯外道路
部份，依中央、地方經費分攤原則辦理；
區內道路部份，納入區段徵收開發成本支
應。

(四)施工時大量土方如何處理，附近可供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計畫範圍內之一般建築工程及交通建設

利用之處所容量如何？

等重大公共工程之土石方處理，視各工程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 6.1 節】

施工產出剩餘土石方數量，土石方儘量以
各工程區內平衡為原則。若有剩餘土石方
將依據「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規定
辦理，以土石方資源利用之原則，由「營
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進行土石方
交換利用，需、餘土優先以公共工程之
需、填土處理，或另至合格土資場所交換
利用，並依規定按運送剩餘土石方流向證
明文件申報剩餘土石方種類、數量及去
處，以維護環境衛生與公共安全，確實妥
善處理。
2.為有效管理利用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及
營建廢棄物，內政部訂有「營建剩餘土石
方處理方案」（行政院 96 年 3 月 15 日准
予修正備查），以避免施工過程造成環境
破壞與災害，以維護公共交通、環境衛
生、市容觀瞻、水利及安全，計畫區所在
之桃園縣則於 95 年 12 月 28 日公告有
「桃
園縣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
土石方交換利用作業要點」。此外，桃園
縣另於 95 年 1 月 18 日公告「桃園縣營建
剩餘土石方管理自治條例」，並於 100 年
7 月 4 日修正，以進行相關管理。
3.本計畫餘土處理方式，未來應於執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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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計畫區附近工程餘土處理現況，評析
計畫區附近可行之填棄場所，以作為規劃
工程餘土最適宜處理方案。依據營建署營
建棄填土資訊系統資料顯示，計畫區附近
地區至民國 101 年 7 月止，營運中土石方
資源堆置處理場計有 58 處，其中台北市
10 處、新北市 17 處、基隆市 0 處、桃園
縣 13 處、新竹市 6 處及新竹縣 12 處，總
剩餘容量約 4,258 萬立方公尺，均可供本
計畫未來進行餘土處理時考量，餘土處理
問題應可透過適當規劃加以解決。

(五)區域供冷供熱系統在本區域內建置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之可行性如何？綠色航空城之內容 1.本計畫引進產業專用區產業類別，係規劃
內涵如何？

主要作為航空相關產業支援服務用地，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後續需再考量行政院核心計畫專案小組

六章 6.1 節及 6.6 節】

「產業規劃及招商」分組評估意見，再
行檢討實質規劃內容，區域供冷供熱系
統可行性需待後續引進產業內容較為明
確，並衡量用戶端需求後，再行依評估
說明書圖 6.6-1 區域能源供應規劃程序
圖，評估設置可行性。
2.航空城捷運線目前之路線規劃方案行經
本計畫區之南側，於民國 110 年完工通
車後，共計 G15、G16、G17、G18(A15)、
G32(A11)五車站位於本計畫區內，就軌
道系統之擘劃，鏈結桃園市核心並塑造
本計畫區之發展引導節點，分述如下：
(1)與桃園市核心之串聯
本計畫區可經由 G18 及 G32 與機場捷
運交會之轉運點，聯繫大園至菓林間
地區，自北而南聯結至南崁、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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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與八德，串聯桃園國際機場之旅運樞
紐，至產業、政治、金融經濟核心，
串聯桃園市整體發展之軸帶，為新市
鎮與舊都市核心鍊結之軸帶。
(2)發展節點之引導
各捷運車站周邊土地係為本計畫區發
展之節點，藉軌道運輸樞紐之佈局，
引導新市鎮之發展軸帶，後續規劃得
採 TOD 規劃理念，擘劃產業、生活、
轉運、行政等不同機能，有效引導本
計畫之發展。
3.綠色運輸之佈局
藉由軌道系統與公車系統之結合，擴大
整體大眾運輸之軸輻與可及性，降低桃
園縣自小客車旅次的需求，建構綠色運
輸系統，降低城市的廢棄物與排碳量；
併透過綠地、生態公園、南崁溪藍帶、
埤塘資源的整合，延續整體生態軸帶，
併同城市的綠軸建立低碳的生態城市。
此外，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公路完工
後，可提供計畫區以南地區連結至國道 1
號，以北至省道台 61 線之區域性快速交
通網絡，串聯自由貿易港區、經國特區、
國道高速公路之聯結，擴大本計畫區整
體聯外軸幅，塑造自由貿易港區便捷之
聯絡通道。

【主席提示：「國民健康可能成為本案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重要議題，建議參考荷蘭阿姆斯特丹機 1.有關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可茲借鏡之環
場政策環評資料」、「民意溝通處理策

境影響減輕對策說明如下：

略上，目前規劃之地方說明會場次及其

–荷蘭政府於 1995 年同意阿姆斯特丹機

他法令規範作業顯然不足，地方說明會

場第 5 條跑道之擴建計畫，但於環保團

場次有必要提升至 3 位數以上，且建議

體與當地居民反對下，阿姆斯特丹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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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由部長、縣長、局長等層級首長親自參

經不斷協商並承諾跑道營運後噪音問

與，俾讓民眾感受到政府推動之誠意」
。】

題不再惡化下，始得興建。
–在推動阿姆斯特丹機場新建第 5 跑道
計畫歷程中，因環境議題，其環境影響
評估從 EIA 轉向導入 SEA 制度，且 SEA
報告關注之重點，在於減少噪音與空氣
污染物質排放以及外部風險之控管(墜
機、掉落物)。
–為落實承諾，阿姆斯特丹機場之第 5 跑
道設計，使飛機飛行方向經由居住人口
較少地區，故 2003 年 11 月啟用後，飛
經阿姆斯特丹市上空的航班減少
50%，有效降低機場營運所造成的環境
影響。
–針對周邊居民影響最鉅之噪音與空氣
污染議題，阿姆斯特丹機場採取之措
施，包括：(1)與當地利益相關者就跑
道使用及航線開闢達成協議；(2)削減
噪音量相對較大機型之營運數量，並針
對起降時刻制定全新之優先計畫；(3)
引進監督機制；(4)建立獨立之意見資
訊中心；(5)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因
此，新跑道營運後，機場開始適用新的
噪音標準及噪音管理系統，並由政府委
員會負責監控，且於 18:00~8:00 限制
高噪音機型之起降數量。
–綜上分析可知，機場跑道配置攸關未來
營運可能造成之環境衝擊影響性，而本
新訂作業依據之機場園區綱要計畫跑
道配置案，即是靠海側且最遠離聚落之
方案，已盡最大可能地降低跑道新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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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響性；後續本計畫研擬減輕環境影響之
因應對策時，將參照阿姆斯特丹機場營
運案例，建議機場公司納入機場營運管
理方針中整體考量。
2.有關公眾參與議題，將依非都市土地申請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五點
（五）
「民眾參與：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
等舉辦座談會、民意調查、公告徵詢意
見或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並作成紀
錄，作為擬訂或審議之參考。」規定辦
理公告徵詢意見。辦理方式：（1）公告
刊登報紙（2）公告徵詢意見（3）公告
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4）公告印製成傳
單請公所及村長協助發送住戶。
3.另已於 101.12.8～102.1.12 於大園鄉、蘆
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徵詢民眾對
本案規劃發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之意
願，並針對民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
俾利民眾了解本案之發展架構。此外，
另透過密集、小型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
會議，掌握地方民意趨向，以作為後續
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據。目前桃園縣政
府於地方說明會召開前，均預先邀集計
畫範圍相關之縣籍議員、大園、蘆竹鄉
公所、村長、民航局及府內相關單位召
開說明會議，充分說明地方說明會辦理
方式及場次安排等，以利說明會進行。
而上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民眾出席相當
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
現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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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樂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關
注議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
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
外另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
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
執照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
後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
價計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
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
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
段徵收而喪失等。後續交通部及桃園縣
政府將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見加以分
析並研提處理方式。
4.為便於民眾就近了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
溝通意見，本案將於完成地方說明會後
於特定區內成立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
距離、面對面之溝通方式，答覆、解決
民眾關心之議題，以利計畫推動。駐地
工作站北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埔心
村。駐地工作站已於 102 年 1 月成立。
由民航局、城鄉分署及桃園縣政府城鄉
局、地政局派員進駐。
5.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於 102 年 1 月召
開完 10 場說明會後，已針對區內所有土
地所有權人辦理問卷調查作業。

三、凌委員永健
(一) 亞洲地區、香港、新加坡、仁川之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成功航空城經驗，納入參考。蛋白是 1.本案相關計畫於推動過程中，已將國外機
主要經濟收益來源，蛋白（附近地區） 場園區規劃案例及航空城發展經驗納入
參考，其中，機場園區綱要計畫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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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的多樣化應特別注意。

除參考香港機場、新加坡樟宜機場及韓
國仁川機場外，另包含德國法蘭克福、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三章 3.4.3 節】

美國底特律都會韋恩縣、中東杜拜、荷
蘭阿姆斯特丹、美國達拉斯沃斯堡、日
本成田及羽田等機場案例之研究，詳細
分析請參閱綱要計畫核定稿第 19 章；至
於新訂特定區計畫作業階段，則參訪韓
國仁川、日本成田、香港赤鱲角、新加
坡樟宜等機場，以掌握航空城開發之配
套經驗。
2.以仁川機場 Airport City 計畫為例，其蛋
白部分(機場周邊區域)由 3 個主要區域組
成：
(1)永宗地區(自由經濟區域，FEZ)
A.引進航空物流、航空開發產業、機場
支援機能、國際業務、旅館、展場、
休閒、時尚等機能。
B.規劃面積：13,832 公頃。
C.開發管理單位：仁川國際機場公社
D.規劃人口：15 萬人。
(2)松島地區
A.引進國際商務、先端產業(IT 及生物
科技)、R&D、大學、旅館、外國人
學校、國際商務、住宅區等機能。
B.規劃面積：5,326 公頃。
C.開發管理單位：仁川市。
D.規劃人口：23 萬人。
(3)青蘿地區
A.引進觀光、金融等機能。
B.規劃面積：1,789 公頃。
C.開發管理單位：仁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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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D.規劃人口：9 萬人。
3.參考國外案例，本計畫運用地理區位優越
特性，配合機場與自由貿易港區擴建，
於機場附近地區佈局機場依賴產業與新
興產業發展之腹地，以支應、鏈結西部
創新發展軸線；另配合軌道運輸建設之
佈局，於 TOD 規劃理念下併同規劃開發
捷運沿線、車站附近土地，提供商業、
行政、居住、醫 療 、教育、娛 樂 、休閒
機能，期透過整體規劃開發策略，建構
機能完善、具吸引力與競爭力之航空
城，發揮建設乘數效應。

(二) 永續發展低碳機場，開發區位之自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然生態、埤塘文化，與水資源管理； 已依作業準則八大範疇分別依所訂指標進
環境涵容能力中 SOx、NOx、VOCs 行相關評估，評估結果詳報告第五章。
與溫室氣體排放評估、減量碳中和，
噪音除隔音牆工程外之設計減低，尤
其是航空載具（如用環保燃料），尤
其是低碳建築，綠色運輸，能源效
率，工業類別。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5.3 節】
(三) 土地資源之利用，民眾配合之意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願，綠地面積、植栽特性，配套措施 相關政策內涵及影響評定請參閱第 3 章、
之原則，增值利益的分配原則（社會 第 5 章所述。
經濟）。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三章及第五章】
(四) 不平衡土方之處理，朝區內平衡，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土壤宜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1.參考「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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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符合使用目的。

設計畫」地質鑽探結果，將礫石層視為可
再利用，紅土層與風化岩層視為不可再利
用，評估土方再利用率為 60%。未來本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計畫之剩餘土石方處理，應優先規劃區內

六章 6.1 節】

平衡，有剩餘土石方再以相關需借土工
程，做為優先考量。
2.故未來計畫範圍內之一般建築工程及交
通建設等重大公共工程之土石方處理，視
各工程施工產出剩餘土石方數量，土石方
儘量以各工程區內平衡為原則。若有剩餘
土石方將依據「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方
案」規定辦理，以土石方資源利用之原
則，由「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進行土石方交換利用，需、餘土優先以公
共工程之需、填土處理，或另至合格土資
場所交換利用，並依規定按運送剩餘土石
方流向證明文件申報剩餘土石方種類、數
量及去處，以維護環境衛生與公共安全，
確實妥善處理。
3.由於計畫區範圍內有部分農地屬污染控
制場址，桃園縣政府環保局於 100～101
年度執行「桃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現況調查暨後續管理方式評估計畫」，已
將 66 筆地號面積 15.41 公頃納入辦理規
畫整治。並已於 101 年 12 月 8 日委託辦
理「桃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計
畫監督及驗證工作」
，另於 101 年 12 月
18 委託辦理「桃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改善計畫(甲、乙)」執行污染改善工
作。66 筆 15.4 公頃之污染土地，預計於
2 年內可完成污染改善工作並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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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眾參與，宜在更小區域範圍說

意見回覆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計畫歡迎民眾能積極參與，民意反映及
溝通辦理方式已規劃執行包括公告徵詢意
見、召開地方說明會及設立助地工作站等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方式來擴大民眾參與，並蒐集民眾意見，
五章 5.3.8 節】
以下說明各項工作辦理情形：
1.公告徵詢意見
係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
畫作業要點第五點（五）
「民眾參與：新
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
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
意調查、公告徵詢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詢意見，並作成紀錄，作為擬訂或審
議之參考。」規定辦理。
辦理方式：
（1）公告刊登報紙（2）公告
徵詢意見（3）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
（4）公告印製成傳單請公所及村長協助
發送住戶。
桃園縣政府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以府城
綜字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徵求民
眾意見公告及計畫範圍示意圖，請大園
鄉公所及蘆竹鄉公所張貼公告周知。任
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見，
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
及地址，向桃園縣政府提出意見，以供
規劃參考。迄今桃園縣政府已接獲有關
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
安置、配地、補償等作業及都市計畫限
高、道路規劃等問題，已函轉交通部、
內政部、桃園縣政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
區段徵收作業參考，並將研提處理方式。
2.召開地方說明會
已於 101.12.08～102.01.12 於大園鄉、蘆
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徵詢民眾對
明，提出社區營建之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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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規劃發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之意
願，並針對民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
俾利民眾了解本案之發展架構。此外，
另透過密集、小型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
會議，掌握地方民意趨向，以作為後續
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據。目前桃園縣政
府於地方說明會召開前，均預先邀集計
畫範圍相關之縣籍議員、大園、蘆竹鄉
公所、村長、民航局及府內相關單位召
開說明會議，充分說明地方說明會辦理
方式及場次安排等，以利說明會進行。
而上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民眾出席相當
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
現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多
樂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關
注議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
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
外另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
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
執照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
後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
價計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
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
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
段徵收而喪失等。後續交通部及桃園縣
政府將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見加以分
析並研提處理方式。
3.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
溝通意見，本案將於完成地方說明會後
於特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
距離、面對面之溝通方式，答覆、解決
民眾關心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駐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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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心村。駐地工作站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成立。由民航局、營建分署及桃園縣
政府城鄉局、地政局派員進駐，每周工
作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
午 5 點)。
4.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
於 102 年 1 月召開完 10 場說明會後，已
針對區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問卷調
查作業。
5.居民安置計畫
針對居民遷移部分並已研擬劃設再發展
區、原位置保留、地上物補償費、房租
補助費及優先選配安置街廓五項安置措
施，供居民安置以減緩區段徵收範圍內
被拆遷之建物所有權人因徵收造成之居
住及營運上的衝擊。

【主席提示：「建議參考日本成田機場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擴建案之綠色永續機場概念，規劃包裝 1.日本成田機場針對「Eco-Airport」綠色永
本航空城，作為論述方向」、「本案開

續機場之基本計畫，係訂定：(1)地球暖

發規模足夠，具建構區域能源中心之經

化（減少二氧化碳、減少能源之使用、

濟潛力，採能資源整合方式，提升整體

活用再生能源）；(2)周邊環境（噪音對

能源效率，配合捷運綠色交通，以符合

策、氮氧化物對策、水質保護）
；(3)資源

綠色永續概念」。】

循環利用（水循環、垃圾 3R-reduce、
reuse、recycle)；(4)自然環境保護；(5)
環境管理等五大類對策，並分別設定達
成目標，以展開因應作業。
(1)地球暖化
A.推動使用 GPU(Ground Power Unit)
取 代 傳 統 輔 助 動 力 系 統 (Auxiliary
Power Unit,APU)
B.引進低公害車輛
C.太陽能發電
D.dling stop 供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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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旅客航廈省能對策
F.引進廢熱發電系統
G.採用 LED 照明
(2)周邊環境
A.噪音對策
–航空器低噪音化
–飛行航程設定與監視
–航空器噪音量測
–機場內地上噪音量測
–檢修後航空器引擎試運轉對策
–隔音牆、隔音林等之建置
–隔音工程
–噪音補償費及對策委員會設置
B.掉落物對策
C.空氣品質監測
D.水質監測
–水質監視
–除冰對策
(3)資源循環利用
A.節水、水循環對策
–餐廳廚房排水再利用
–雨水有效利用
B.廢棄物 3R
–廢棄物分類
–廚餘堆肥
–營建廢棄物之減少與有效利用
–購置環保事務用品
(4)自然環境保護
A.機場周邊綠化基本計畫
B.自然公園建設- Greenport 生態農園
C.區域農業再生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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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環境管理
A.成田國際機場 Eco-Airport 推動協會
活動
B.情報發送
C.環境溝通
2.整體而言，相關對策並非僅由機場主管單
位執行，而需將機場相關利害關係人納
入規範；此外，此計畫並非僅檢討新建
設施，亦設立機場與 eco airport 相關之管
理營運基本方針。因此，建議未來桃園
機場應以機場公司為主體，針對既有與
未來新建設施之相關綠色永續政策一併
檢討。

四、簡委員連貴
(一)請說明本案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近地區特定區與航空城區域計畫範 1.有關本計畫與航空城區域計畫範圍關聯
圍及關聯性，以政策環評角度桃園

性議題

國際機場園區屬交通政策應無疑

航空城區域計畫總開發面積達 6,150 公

義，惟附近地區納入是否合適應加

頃，含括機場專用區、自由貿易港區、機

強評估論述其必要性，以符合政策

場相容產業園區、經貿展覽園區、生活機

環評之目標。

能地區、航空服務生活地區、農產加值展
銷地區與濱海遊憩地區等八大功能分區。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三章 3.4.3 節內容】

本計畫於新訂特定區計畫時，係依機場園
區綱要計畫之指導，以航空城區域計畫之
機場專用區周邊非都市土地為主，再以自
然、人文邊界以及縫合都市紋理之考量，
納入航空城區域計畫之部分都市計畫農
業區或非屬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之部分
非都市土地，總計面積 4,686 公頃。
有關本計畫範圍與航空城區域計畫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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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參閱附圖 1。
2.有關機場園區附近地區納入開發是否有
其必要性之議題，茲說明如下：
(1)符合總統愛台十二建設之指示
本計畫以「打造臺灣成為東亞海空樞
紐 」為目標，配合機場園區之擴建，

透過產業發展空間之擘劃及捷運車站
附近地區之佈局，創造產業、商貿、
居住、生態等複合機能之「桃園航空
城」
，符合總統「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
之指示。
(2)符合上位相關計畫之指導
A.本計畫配合機場擴建，透過產業區佈
局帶動區域產業之發展，連結西部
科技走廊、經貿中心、物流中心，
輔助北臺產業轉型與升級，並透過
交通路網軸幅之擴大，建設整體航
空服務生活圈，提升國際海空港整
體運籌能 力 ，符合「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計畫」及「臺灣北部區域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草案)」建構桃園航
空城自由經貿門戶之指導原則。
B.本計畫兼顧整體財務自償及區段徵
收可行性，考量機場附近都市計畫
農業區及機場捷運車站附近土地併
同納入計畫範圍，以提升地方產業
及住商整體發展與開發效益，符合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
畫」就附近地區發展之指導原則。
C.本計畫納入附近都市計畫農業區及
捷運車站附近地區，以產業發展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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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創造機場附近地區發展就業機
會，並透過上位計畫發展總量管制
之配合，輔以埤塘溼地與綠地生態
補償等措施，形塑產業與生態兼具
之新發展區，符合「桃園縣區域計
畫」(草案)對桃園縣四都心發展，以
及「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就城鄉
發展優先次序之指導原則。
(3)符合「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之立
法意旨
按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 1 條：
「為
提升國家競爭力，並促進國際機場園
區及航空城發展，進而帶動區域產業
及經濟繁榮，特制定本條例。」暨其
第 3 條：
「航空城：指國際機場園區周
邊因機場活動所衍生發展之各類商
業、加工製造、會議展覽、休閒娛樂
及住宅等相關使用之區域。」之開宗
明義述明，本計畫符合「國際機場園
區發展條例」之立法意旨。
(4)加速產業升級與國際競爭
依「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
指出，第三跑道與自由貿易港區之擴
建，將衍生 9,100 億元波及效益，並帶
動機場依賴產業、新興產業之發展契
機。
本計畫以優越的地理區位，於機場附
近地區佈局機場依賴產業與新興產業
發展之腹地，促成產業發展之新核
心，藉未來「東亞國際機場樞紐」催
生之產業優勢，結合科技、傳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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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軸帶，配合西部創新走廊之發展佈
局，鏈結傳統產業、新興產業與機場
產業，將可發揮乘數發展效應，而符
合「愛台十二建設計畫」於產業創新
走廊之指導，以及「桃園航空城區域
計畫」有關機場相容產業之規劃原
則，配合桃園國際機場進出口之優
勢，將成為引領產業發展之火車頭，
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
(5)擴大捷運建設效益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
設計畫」、「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綠線(航空城捷運線)暨土地整合發展
可行性研究報告書」規劃本計畫整體
軌道運輸建設之骨幹。
在軌道運輸建設之佈局下，本計畫將
捷 運 沿 線 及 A11(G32) 、 A15 、
A16(G18)、G14 等車站附近土地併同
整體規劃開發，劃設所需公共設施系
統與住商用地以支撐捷運運量，並藉
軌道系統與公車系統之結合，擴大整
體大眾運輸之軸輻與可及性，建構綠
色運輸系統，進而降低城市廢棄物與
排碳量，建立產業與生態發展共生之
城市。
(6)建構機能完整之國際級航空城
本計畫循發展政策、上位計畫、相關
建設指導，配合機場與自由貿易港區
擴建，開發機場附近地區，催生機場
依賴產業，以支應、鏈結西部創新發
展軸線，並以 TOD 規劃理念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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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行政、居住、醫療 、教育、娛樂 、
休閒機能，期透過本計畫之佈局，建
構機能完善、具吸引力與競爭力之航
空城。
(7)促進雙港整合發展
本計畫將促進桃園國際機場(空港)及
台北港(海港)整合發展，透過「資源共
享」、「分工合作」及「海空聯運」等
方式，在產業部份可利用廣闊腹地及
快速通關之利基，吸引產業群聚發
展；在交通部份可結合海運經濟性與
空運迅速性，發展最佳化運輸體係，
以整合北台各縣市競爭優勢，併以北
臺作為發展後盾，與大台北都會區緊
密連結，發展桃園航空與台北港，提
升國際競爭力。

(二)本案為國家重大經建計畫，對臺灣永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續發展極其重要，發展定位為領航 相關總量環境承載及溫室氣體排放與減量
空港、綠色健康城，原則應支持， 策略評估內容詳報告第五章。
建議以永續發展為原則推動綠色經
濟，特別淨化環境風險，建立引進
不同產業類別之總量環境承載及溫
室氣體排放與減量及調適策略。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5.3 節】
(三)本次私有土地占 52.77％，特定農業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區約 1,487ha 占 32％，徵收拆遷戶 本計畫歡迎民眾能積極參與，民意反映及
溝通辦理方式已規劃執行包括公告徵詢意
達 13 多戶，應是臺灣有史以來最大
見、召開地方說明會及設立駐地工作站等
規模拆遷，影響人民權利相當鉅，
方式來擴大民眾參與，並蒐集民眾意見，
建議應主動積極與利害關係人之溝
附 4-30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通說明及意見收集研析，加強社會 以下說明各項工作辦理情形：
公益性、必要性，並妥辦規劃適當 1.公告徵詢意見
係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
安置計畫。
畫作業要點第五點（五）
「民眾參與：新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
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
五章 5.3.8 節】
意調查、公告徵詢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詢意見，並作成紀錄，作為擬訂或審
議之參考。」規定辦理。
辦理方式：
（1）公告刊登報紙（2）公告
徵詢意見（3）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
（4）公告印製成傳單請公所及村長協助
發送住戶。
桃園縣政府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以府城
綜字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徵求民
眾意見公告及計畫範圍示意圖，請大園
鄉公所及蘆竹鄉公所張貼公告周知。任
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見，
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
及地址，向桃園縣政府提出意見，以供
規劃參考。迄今桃園縣政府已接獲有關
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
安置、配地、補償等作業及都市計畫限
高、道路規劃等問題，已函轉交通部、
內政部、桃園縣政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
區段徵收作業參考，並將研提處理方式。
2.召開地方說明會
已於 101.12.08～102.01.12 於大園鄉、蘆
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徵詢民眾對
本案規劃發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之意
願，並針對民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
俾利民眾了解本案之發展架構。此外，
另透過密集、小型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
會議，掌握地方民意趨向，以作為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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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據。目前桃園縣政
府於地方說明會召開前，均預先邀集計
畫範圍相關之縣籍議員、大園、蘆竹鄉
公所、村長、民航局及府內相關單位召
開說明會議，充分說明地方說明會辦理
方式及場次安排等，以利說明會進行。
而上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民眾出席相當
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
現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多
樂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關
注議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
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
外另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
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
執照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
後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
價計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
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
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
段徵收而喪失等。後續交通部及桃園縣
政府將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見加以分
析並研提處理方式。
3.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
溝通意見，本案將於完成地方說明會後
於特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
距離、面對面之溝通方式，答覆、解決
民眾關心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駐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
埔心村。駐地工作站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成立。由民航局、營建分署及桃園縣
政府城鄉局、地政局派員進駐，每周工
作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
午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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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
於 102 年 1 月召開完 10 場說明會後，已
針對區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問卷調
查作業。
5.居民安置計畫
針對居民遷移部分並已研擬劃設再發展
區、原位置保留、地上物補償費、房租
補助費及優先選配安置街廓五項安置措
施，供居民安置以減緩區段徵收範圍內
被拆遷之建物所有權人因徵收造成之居
住及營運上的衝擊。

(四)二次區域計畫正進行中，預計年底會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完成，建議應將環境敏感區分布， 敬悉；惟考量區域計畫擬定作業之無法及
尤其埤塘、濕地生態資源整合，若 時配合，本計畫刻循報請行政院核定重大
屬區域性環境敏感區，建議應先變 建設途徑排除相關使用限制。
更，避免重踏中科四期案例。
(五)請說明本案開發方式與環境衝擊評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估之具體作法及配合發展定位（領 1.本計畫由交通部、桃園縣等開發主體依相
航空港、綠色健康城）資源需求推

關規定採區段徵收開發，預定於民國 102

估，以落實計畫目標。尤其朝低碳

年底辦理完成都市計畫作業、民國 108

生態空港規劃。

年完成區段徵收作業。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2.相關資源需求推估及影響評定已分八大
五章】

範疇進行分析，詳報告第五章，低碳生
態空港規劃，將由民航局納入後續規劃。

(六) 建議應加氣候變遷引發極端降雨對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案環境衝擊及減災與因應調適策

1.已於報告第 3.2.8 節針對有關本計畫之災

略，並應有具體緊急防救災計畫及基

害特性及脆弱度(vulnerability)進行分析

地滯洪調節，保水措施。

其中即包括氣候變遷引發極端降雨對本
案環境衝擊及減災與因應調適策略，並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就 災 害 管 理 (disaster management) 之 角

三章】

度，研擬相關因應之減災(mitigation)措施
及災時應變(response)計畫，內容詳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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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3 節。
2.此外，計畫區內之河川區域及區域排水設
施，已依相關法令劃設為河川區及溝渠
用地；並保留屬條件發展區之 97 公頃埤
塘劃設為公園，限制其開發使用。
3.因應洪災之可能衝擊，規劃階段另採取：
A.河川兩側劃設至少 10 公尺綠帶或公
園；B.沿部分高潛勢河川兩側，劃設計畫
道路；C.沿綠帶指定建築退縮 6 公尺，沿
計畫道路指定退縮至少 4 公尺作為開放
空間等規劃策略，預期透過藍、綠軸帶
等低密度開放空間之留設，應可適度緩
衝並降低洪災風險。
4.未來開發階段，除配合南崁溪水系治理 、
老街溪整治等計畫興闢堤防工程外，並
將以「最大入滲、最小逕流及最長遲滯」
原則，透過：A.開發面積達 1 公頃以上
之土地，於法定空地規劃「景觀貯留滲
透水池」；B.面積達 1 公頃以上之公園綠
地，規劃留設滯洪池；C.新開發地區之排
水設計，優先以具透水功能之草溝替
代；D.既有之灌排水路配合整體規劃予
以保留或改道，並採生態水利工法塑造
地區環境水景等規範，規劃計畫區雨水
排放系統，以增加基地保水能力，並有
效提供雨水回收、景觀休憩及滯洪等多
元功能。

(七) 本案 SOD 規劃與引進產業結合，建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議將主要建物應採綠建築理念規劃

本計畫規劃以生態復育、生物多樣性之永

與國民健康與安全評估，以符合綠色 續發展為基礎，建立減量、減碳、綠色導
健康城。

向之低碳城市，包括埤圳與河川綠帶、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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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網系統、節能減碳概念並鼓勵發展綠建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築、再生能源及工業用水回收再利用，透
三章 3.5.3 節】

過生態城鄉之角度建構多元生態環境。

五、李委員培芬
(一)請確認計畫範圍內和其鄰地區位是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否有國家重要濕地？請檢討本案開 1.內政部 100 年 1 月 18 日公告「國家重要
發可能對於這些濕地之衝擊，並提

濕地」82 處並同時公告劃定範圍，其中

出可能之減輕對策，如生態綠網的

「桃園埤圳濕地」因實際範圍尚有疑

規劃，可考慮儘可能維持其棲地之

義，並未公告濕地範圍，目前委由桃園

異質性，加強生態系之維護。

縣政府進行範圍清查，依桃園縣政府 100
年度統計，目前經清查列冊埤塘 2,851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5.3.4 節、第六章 6.2 節及 6.3 節內
容】

座，除了灌溉功能外，許多已轉為養魚
池或休閒池、風水池、休閒觀光地及畜
養家禽及家畜用池等用途。而依統計 100
年度向桃園縣政府水務局，按「蓄水建
造物建造、改造或拆除作業程序」
，提出
申請廢溜的埤塘案件數計 29 件。
2.本計畫區 4,686 公頃範圍內面積達 1 公頃
以上埤塘計有 24 座，面積 132.34 公頃佔
2.82%。其中北側第三跑道預定地係為配
合機場重大建設所需，三座埤塘隸屬臺
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無法迴避或保留
需予廢溜填平，其餘 21 座埤塘將予原狀
保留為開放空間系統，維護計畫範圍
內、外之埤塘濕地生態系統，雖然廢溜
填埋面積占整體桃園縣埤塘總面積影響
比例有限，惟由於埤塘周邊仍將進行開
發，對於國家重要濕地整體保育影響評
估應屬負面影響。
3.因應或減輕影響對策部分，廢溜填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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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埤塘則除將依規定辦理補償並覓地移
設；若區外農田仍有灌溉需求，將於特
定區計畫擬定及工程開發階段規劃所需
灌溉系統或劃設灌溉專用渠道用地，管
理維護權責由水利會負責。保留的 21 座
埤塘則應規劃維持特殊人文地景，強化
提供灌溉、景觀、文化、休閒遊憩、生
態保育及防災等功能。

(二)本案鄰近地區有私人開發之風力發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電之個案環評正在審查，是否應及 經查該風力發電之個案環評為環保署審查
早溝通，請注意。

中之「桃園縣大園鄉及蘆竹鄉設置風力發
電廠興建計畫」
，其計畫範圍位於桃園縣大
園鄉及蘆竹鄉濱海地區，未位於本案開發
範圍，應無相關土地使用限制，若有涉及
相關限制將及早溝通。

(三)評估時建議多方收集目前已有的空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間資訊，並以 GIS 之技術分析，呈 遵照辦理，已收集計畫區及鄰近地區 6 座
現可能之結果。另請注意臺灣的自 埤塘大竹二支 18 號池（蘆竹鄉）
、橫山大
然保護區系統中，似乎沒有生態保 埤（大園鄉）、湖底埤（大園鄉）、大竹二
留地的項目。同時，相關的 GIS 資 支 2-1 號池（蘆竹鄉）
、沙崙大池（大園鄉）
、
料其空間精度應至少達 1:5,000 之水 大竹二支 1-2 號池（蘆竹鄉）之鳥類相及
準。

空間地理資訊系統分析(詳見附表 2~附表
5)，顯示以埤塘幾何中心為圓心，向外劃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100 公頃圓形以內的建成地及道路面積與
五章 5.3 節內容】
埤塘內鳥類總數量呈負相關（R2=0.70）；
而以埤塘幾何中心為圓心，向外劃 100 公
頃圓形以內的農地及開闊地面積與埤塘內
鳥類總數量呈正相關。另在 6 座埤塘水質
差異不大的狀況下，人為干擾成為鳥類棲
息影響之環境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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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以土地使用計畫方式，確認本區內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桃園地區早期因地形氣候等種種限制，加

埤塘的可能改變情形。

上移墾者意識到整個環境的特點，使得早
期住民為了灌溉用水需求，便挖掘了許多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5.3.4 節、第六章 6.2 節及 6.3 節內
容】

埤塘用來儲存雨水、溪水等地表水，造就
了桃園縣成為著名的「千塘之鄉」
。內政
部 100 年 1 月 18 日公告「國家重要濕地」
82 處並同時公告劃定範圍，其中「桃園
埤圳濕地」因實際範圍尚有疑義，並未公
告濕地範圍，目前委由桃園縣政府進行範
圍清查，依桃園縣政府城鄉局 100 年度統
計，目前經清查列冊埤塘 2,851 座，除了
灌溉功能外，許多已轉為養魚池或休閒
池、風水池、休閒觀光地及畜養家禽及家
畜用池等用途。而依統計 100 年度向桃園
縣政府水務局，按「蓄水建造物建造、改
造或拆除作業程序」
，提出申請廢溜的埤
塘案件數計 29 件。
2.本計畫區 4,686 公頃範圍內面積達 1 公頃
以上埤塘計有 24 座，面積 132.34 公頃佔
2.82%。其中北側第三跑道預定地係為配
合機場重大建設所需，因此，第三跑道預
定區位範圍內編號 22、23、24 三座埤
塘，產權均隸屬臺灣省桃園農田水利會，
無法迴避或保留需予廢溜填平，其餘 21
座埤塘將予原狀保留為開放空間系統，維
護計畫範圍內、外之埤塘濕地生態系統，
雖然廢溜填埋面積占整體桃園縣埤塘總
面積影響比例有限，惟由於埤塘周邊仍將
進行開發，對於國家重要濕地整體保育影
響評估應屬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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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應或減輕影響對策部分，廢溜填平 3
座埤塘則將依規定辦理補償並覓地移
設；若區外農田仍有灌溉需求，將於特定
區計畫擬定及工程開發階段規劃所需灌
溉系統或劃設灌溉專用渠道用地，管理維
護權責由水利會負責。保留的 21 座埤塘
則應規劃維持特殊人文地景，強化提供灌
溉、景觀、文化、休閒遊憩、生態保育及
防災等功能。

(五)請考慮氣候變遷之未來變化和可能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已於第三章第 3.2.8 節針對氣候變遷衝擊及

之衝擊。

脆弱度進行分析，並於第 3.5.3 節撰述環境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保護規劃策略以作為因應，詳請參閱第三
三章】
章。
【主席提示：「報告內文不應有明顯未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符規範之名詞，如生態保留地，宜增加 敬 悉。有關綠色經濟之議題，2011 年 2 月
專業度，以避免延宕審查時程」、「本 21 日聯合國環境規劃署發表的「邁向綠色
案屬未來航空城，應將氣候變遷調適問 經濟：邁向永續發展和消除貧困的途徑
題納入考量」、「建議將聯合國 Rio+20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Pathways to
『我們共同的未來』中有關綠色經濟之 Sustainable
論述納入，將具高度邊際效益」。】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將「綠色經濟」定義為「可
提昇人類福祉和社會公平，同時降低環境
風險與生態匱乏的經濟」，亦即指綠色經
濟是一種實現低碳排放、資源效益與社會
發展同時兼顧的環境經濟。後續本計畫於
新訂特定區計畫階段或推動開發階段，將
納入環保、永續之概念(如環境保育、節能
減碳、綠建築等構想)，並適度加以宣傳與
推廣，俾透過「綠色政策」之擬定與落實，
傳達推動綠色航空城之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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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陳委員尊賢
(一)計畫內農地有 2,500 公頃（說法不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一），是桃園縣糧倉之一，請評估 以下茲分就土地開發替代性、整體糧食安
土地徵收及其生活影響。

全、農民就業輔導等分別說明。
1.土地開發之不可替代性
(1)機場第三跑道及自由貿易港區之擴建
無可替代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為藉東亞運輸樞紐核心之建構，帶動

三章及第五章】

航空產業群聚與機場依賴型產業成
長，進而引領整體產業轉型並挹注經
濟發展動能，機場園區擴建計畫為政
府提升國家發展競爭力之既定政策，
無替代方案可言。
(2)捷運站附近地區需整體開發
機場捷運車站用地皆已取得並辦理施
工作業中，惟 A11、A15、A16 等車站
附近土地均尚未開闢，形成民國 102
年底捷運通車後有站無路之情形。
為提高大眾運輸使用效能，以達緊密
城市(compact city)之發展目標，將捷
運車站周邊土地納入開發，依 TOD 規
劃理念，以高強度發展佈局建立完整
之公共設施系統，有其必要性。
(3)改善大台北發展飽和問題
隨桃園航空城樞紐核心之發展及桃園
機場聯外捷運等交通建設之完工，將
吸引大台北及其他地區就業人口遷
入，本計畫透過捷運站周邊土地之規
劃與指導，建構適居之節點樞紐，可
紓解大台北地區發展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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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4)促進航空相關產業之群聚發展
機場擴建預期得激發機場依賴產業成
長並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契機，而機場
附近地區即是產業發展最為優勢之腹
地。本計畫於機場周邊噪音 60 分貝以
上地區劃設產業專用區，在區位上實
屬恰當而無可替代。
2.不影響整體糧食安全
依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98.11.6 農 企 字 第
0980166521 號函所示：
「基於桃園航空城
計畫係屬國家建設之重要計畫，且政府為
計畫之施行，特訂定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
例，因此，該航空城區域計畫範圍內之土
地，既係為配合該航空城發展所需之相關
產業用地，不宜再考量於該地區發展農業
生產；…(略以)」，桃園航空城範圍內土
地得予釋出作都市發展用地。
再就鄰近地區農業生產現況觀之，大園、
蘆竹鄉整體休耕情形已達 42%，且農作
面積逐年遞減、農作量產出下降，因此，
本計畫開發應不影響整體糧食安全。
3.農民就業之輔導
於新訂特定區計畫階段，將依土地徵收條
例規定，先行調查農民耕作意願，依據土
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結果，納入農業專用
區之規劃並據以訂定配售辦法。
區段徵收階段，對於仍具耕作意願之農
民，協助提供銀行之資金貸款及購置農地
等資訊，並予從事農業耕作之輔導；對於
不具耕作意願之農民，則協助參與農會第
二專長教育訓練、農業產銷班等農民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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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或透過勞動及人力資源局之就業媒
合，提供農民轉業至二、三級產業之相關
就業協助。

(二)內有許多埤塘，將來填平後對附近農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業生態與農業服務影響，尤其是水 1. 內政部 100 年 1 月 18 日公告「國家重要
系及水量對區域環境涵容能力之影

濕地」82 處並同時公告劃定範圍，其中

響。

「桃園埤圳濕地」因實際範圍尚有疑義，
並未公告濕地範圍，目前委由桃園縣政府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5.3.4 節、第六章 6.2 節及 6.3 節內
容】

進行範圍清查，本計畫區 4,686 公頃範圍
內面積達 1 公頃以上埤塘計有 24 座，面
積 132.34 公頃佔 2.82%，相關權屬、現
況用途資料及分布位置詳政策評估書表
5.3.4-1 及圖 5.3.4-1 所示。其中北側第三
跑道預定地係為配合機場重大建設所
需，因此，第三跑道預定區位範圍內編號
22、23、24 三座埤塘，產權均隸屬臺灣
省桃園農田水利會，無法迴避或保留需予
廢溜填平，其餘 21 座埤塘將予原狀保留
為開放空間系統，維護計畫範圍內、外之
埤塘濕地生態系統。
2.廢溜填平 3 座埤塘則除將依規定辦理補
償並覓地移設；若區外農田仍有灌溉需
求，將於特定區計畫擬定及工程開發階段
規劃所需灌溉系統或劃設灌溉專用渠道
用地，管理維護權責由水利會負責。保留
的 21 座埤塘則應規劃維持特殊人文地
景，強化提供灌溉、景觀、文化、休閒遊
憩、生態保育及防災等功能。

(三)投資大要之目標要明確，有可能為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東亞樞紐機場”之目標？（綠色航空 1.東亞樞紐機場之發展目標
城）？說服力不夠，可否達到？至

依據 IMF 世界經濟展望，未來 20 年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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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要讓土地徵收戶「感動」，對未

經濟成長將由中國、東南亞等亞太地區新

來溝通有幫助。（綠色航空城）。

興 市 場 引 導 (GDP 成 長 率 預 估
4.4%~7.2%)。而由航空發展史可知，機場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三章 3.4.3 節】

與航空公司為互利雙贏之合作夥伴；目前
在國際航空運輸業中頗具競爭力之中華
航空及長榮航空，皆以桃園機場為基地。
桃園機場園區之發展策略，係積極吸納中
國與東南亞之中短程客貨建立區域內綿
密航網，提升桃園機場在區域內之樞紐地
位；掌握歐洲與北美地區的長程客貨需
求，發展桃園機場為歐美往來亞太地區之
轉運重鎮，進而帶動周邊因樞紐機場衍生
之就業、商務、貿易、休閒等都市型服務
產業需求並形成都市發展聚落，促進整體
經濟成長。
為提升民眾接受度，未來溝通上將以國家
發展需要為論述，以增加說服力。在東亞
樞紐機場之目標上，將具體傳達我國於亞
洲所面臨之競爭及桃園機場在我國推動
經濟發展佈局中之重要角色，以讓民眾更
為瞭解推動航空城各項建設之必要性。
2.綠色航空城之訴求
在綠色航空城之訴求上，建議由位於航空
城核心之機場專用區做起，由機場公司先
行擬定完整之「綠色政策」，無論在既有
設施之維運管理或新建設施之規劃中，均
納入環保及永續之概念(如節能減碳措
施、綠建築等構想)，並適度加以宣傳與
推廣，俾有效傳達推動綠色航空城之訴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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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機場之土地利用為住、商、工業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區為混雜現象，將來開發後對區域 1.「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
內“健康風險評估”如何區隔？因此

區計畫」從都市與區域規劃的整合性觀

土地利用規劃管理很重要。

點，針對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可能產生之產
業發展及土地使用結構性等區域性及地
區性之影響，及結合桃園縣既有地方特色
資源，透過辦理都市計畫方式，保育與開
發兼容並蓄地整合土地資源，引導及控管
周邊地區都市活動有序地成長，完善交通
及公共設施，避免在地資源過度開發，以
因應機場園區因未來客運及貨運之成長
及所衍生相關支援需求與符合地方發展
所需。
2.非都市土地管理體系較都市計畫管制為
鬆散及不具整體規劃，若能藉由適宜之規
劃，管制現有非都市地區之建築行為，是
地方發展及環境管理之良機。經由各項環
境評估，雖然新訂都市發展可能造成部分
環境影響，但只要落實預先規劃及土地合
宜利用，不僅可提升生活品質、保護生態
環境，並促進都市之發展。

(五)外圍大竹都市計畫區有鎘、鉛污染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區，如有擴充開發區時宜先考量處 根據環保署土污基管會網頁公開訊息，截
理，以免影響航空城未來發展，如 至 101 年 12 月桃園縣農地污染共計公告
無法完成，宜朝“綠色永續整治”方向 318 地號，包括蘆竹鄉、大園鄉、中壢等八
規劃。

個鄉鎮市，其中蘆竹鄉及大園鄉位於本計
畫範圍內。主要位於桃園海軍基地西南側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與國道 2 號之間，以及國道 2 號及機場捷
五章 5.3.1 節及第六章 6.1 節內容】
運 A16 之間，總計約有 66 筆地號，面積約
15.41 公頃，約佔本計畫區面積約千分之
三。桃園縣政府環保局於 100～101 年度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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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行「桃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現況調
查暨後續管理方式評估計畫」
，已將 66 筆
地號面積 15.41 公頃納入辦理規畫整治。並
已於 101 年 12 月 8 日委託辦理「桃園縣農
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計畫監督及驗證
工作」
，另於 101 年 12 月 18 委託辦理「桃
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計畫
(甲、乙)」執行污染改善工作。66 筆 15.4
公頃之污染土地，預計於 2 年內可完成污
染改善工作並解除列管。

(六)開發區土壤為林口台地上層被沖積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至開發區，因此上下土層很亂，有 1.參考「臺灣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建
許多鐵、錳結核，因此土方挖填平

設計畫」地質鑽探結果，將礫石層視為可

衡時宜考慮土方特性。

再利用，紅土層與風化岩層視為不可再利
用，評估土方再利用率為 60%。未來本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5.3.1 節及第六章 6.1 節內容】

計畫之剩餘土石方處理，應優先規劃區內
平衡，有剩餘土石方再以相關需借土工
程，做為優先考量。
2.故未來計畫範圍內之一般建築工程及交
通建設等重大公共工程之土石方處理，視
各工程施工產出剩餘土石方數量，土石方
儘量以各工程區內平衡為原則。若有剩餘
土石方將依據「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方
案」規定辦理，以土石方資源利用之原
則，由「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進行土石方交換利用，需、餘土優先以公
共工程之需、填土處理，或另至合格土資
場所交換利用，並依規定按運送剩餘土石
方流向證明文件申報剩餘土石方種類、數
量及去處，以維護環境衛生與公共安全，
確實妥善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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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於計畫區範圍內有部分農地屬污染控
制場址，控制場址挖除土壤再利用前，將
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確定符合使
用目的，才能進行挖填使用。桃園縣政府
環保局於 100～101 年度執行「桃園縣農
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現況調查暨後續管
理方式評估計畫」
，已將 66 筆地號面積
15.41 公頃納入辦理規畫整治。並已於 101
年 12 月 8 日委託辦理「桃園縣農地土壤
污染控制場址改善計畫監督及驗證工
作」，另於 101 年 12 月 18 委託辦理「桃
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計畫
(甲、乙)」執行污染改善工作。66 筆 15.4
公頃之污染土地，預計於 2 年內可完成污
染改善工作並解除列管。

(七)目前與民眾溝通的說明會太少，民眾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計畫歡迎民眾能積極參與，民意反映及
認知與政府之溝通之想法差異極
溝通辦理方式已規劃並執行包括公告徵詢
大，此案要作不一樣的規劃。例如
意見、召開地方說明會及設立助地工作站
污染區內的民眾與其他區域的民眾
等方式來擴大民眾參與，並蒐集民眾意
意見是不一樣的。
見，以下說明各項工作辦理情形：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1.公告徵詢意見
五章 5.3.8 節內容】
係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
畫作業要點第五點（五）
「民眾參與：新
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
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
意調查、公告徵詢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詢意見，並作成紀錄，作為擬訂或審
議之參考。」規定辦理。
辦理方式：
（1）公告刊登報紙（2）公告
徵詢意見（3）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
（4）公告印製成傳單請公所及村長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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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住戶。
桃園縣政府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以府城
綜字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徵求民
眾意見公告及計畫範圍示意圖，請大園
鄉公所及蘆竹鄉公所張貼公告周知。任
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見，
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
及地址，向桃園縣政府提出意見，以供
規劃參考。迄今桃園縣政府已接獲有關
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
安置、配地、補償等作業及都市計畫限
高、道路規劃等問題，已函轉交通部、
內政部、桃園縣政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
區段徵收作業參考，並將研提處理方式。
2.召開地方說明會
已於 101.12.08～102.01.12 於大園鄉、蘆
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徵詢民眾對
本案規劃發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之意
願，並針對民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
俾利民眾了解本案之發展架構。此外，
另透過密集、小型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
會議，掌握地方民意趨向，以作為後續
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據。目前桃園縣政
府於地方說明會召開前，均預先邀集計
畫範圍相關之縣籍議員、大園、蘆竹鄉
公所、村長、民航局及府內相關單位召
開說明會議，充分說明地方說明會辦理
方式及場次安排等，以利說明會進行。
而上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民眾出席相當
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
現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多
樂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關
注議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
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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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另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
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
執照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
後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
價計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
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
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
段徵收而喪失等。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
已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見加以分析並
研提處理方式，詳評估說明書附錄六。
3.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
溝通意見，本案將於完成地方說明會後
於特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
距離、面對面之溝通方式，答覆、解決
民眾關心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駐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
埔心村。駐地工作站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成立。由民航局、營建分署及桃園縣
政府城鄉局、地政局派員進駐，每周工
作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
午 5 點)。
4.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
於 102 年 1 月召開完 10 場說明會後，已
針對區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問卷調
查作業。

【主席提示：「建議以未來希望強化開
發訴求，以國家發展需要作為拆遷論
述，以提升接受度，目前東亞航空樞紐
之遠景，需轉化為民眾可接受之直接相
關語言，以行銷宣傳取代宣導，配合策
略打動人心」、「有必要補充土壤污染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為提升民眾接受度，未來溝通上將以國家
發展需要為論述，以增加說服力。在東亞
樞紐機場之目標上，將具體傳達我國於亞
洲所面臨之競爭及桃園機場在我國推動經
濟發展佈局中之重要角色，以讓民眾更為
瞭解推動航空城各項建設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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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之科學證據」。】
七、李教授育明
(一)有關需用土地之公益性與必要性，由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於須先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敬悉。
報告，本政策之「必要性」與社會
公平性議題，建議先行於公益性與
必要性說明內容中完整論述。
(二)有關政策環評作業程序，建議於送行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政院環境保護署徵詢意見前，先由 本計畫歡迎民眾能積極參與，民意反映及
溝通辦理方式已規劃執行包括公告徵詢意
政策研提機關召開公開說明會，以
見、召開地方說明會及設立助地工作站等
廣泛收集民眾意見，並考量召開公
方式來擴大民眾參與，並蒐集民眾意見，
聽會以彙集各利害相關者之意見。
以下說明各項工作辦理情形：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1.公告徵詢意見
五章 5.3.8 節】
係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
畫作業要點第五點（五）
「民眾參與：新
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
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
意調查、公告徵詢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詢意見，並作成紀錄，作為擬訂或審
議之參考。」規定辦理。
辦理方式：
（1）公告刊登報紙（2）公告
徵詢意見（3）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
（4）公告印製成傳單請公所及村長協助
發送住戶。
桃園縣政府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以府城
綜字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徵求民
眾意見公告及計畫範圍示意圖，請大園
鄉公所及蘆竹鄉公所張貼公告周知。任
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見，
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
及地址，向桃園縣政府提出意見，以供

附 4-48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規劃參考。迄今桃園縣政府已接獲有關
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
安置、配地、補償等作業及都市計畫限
高、道路規劃等問題，已函轉交通部、
內政部、桃園縣政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
區段徵收作業參考，並將研提處理方式。
2.召開地方說明會
已於 101.12.08～102.01.12 於大園鄉、蘆
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徵詢民眾對
本案規劃發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之意
願，並針對民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
俾利民眾了解本案之發展架構。此外，
另透過密集、小型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
會議，掌握地方民意趨向，以作為後續
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據。目前桃園縣政
府於地方說明會召開前，均預先邀集計
畫範圍相關之縣籍議員、大園、蘆竹鄉
公所、村長、民航局及府內相關單位召
開說明會議，充分說明地方說明會辦理
方式及場次安排等，以利說明會進行。
而上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民眾出席相當
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
現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多
樂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關
注議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
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
外另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
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
執照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
後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
價計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
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
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
段徵收而喪失等。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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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見加以分析並
研提處理方式，詳評估說明書附錄六。
3.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
溝通意見，本案將於完成地方說明會後
於特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
距離、面對面之溝通方式，答覆、解決
民眾關心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駐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
埔心村。駐地工作站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成立。由民航局、營建分署及桃園縣
政府城鄉局、地政局派員進駐，每周工
作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
午 5 點)。
4.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
於 102 年 1 月召開完 10 場說明會後，已
針對區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問卷調
查作業。

(三)後續開發行為（個案）環評可能涉及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環境涵容能力與污染總量之評估議 已就政策可能造成之環境影響，依循政策
題，建議考量於政策環評階段即著 評估作業規範界定之八大評估範疇，分項
手分析環境影響累積性與總量管制 進行評估，評估結果詳報告第五章第 5.3
議題，並於政策評估說明書中概要 節，本案屬政策評估階段，評估結果係代
描述後續規劃之開發行為項目。

表相對於現況變化程度初步評估，將提供
後續個案環評辦理時擬定評估重點之參考
依據。後續規劃之開發行為項目詳政策評
估書第三章第 3.1 節政策內容及第 3.4 節相
關計畫。

(四)計畫內容之綜述，建議強化「蛋黃－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蛋白」概念之說明，並以系統性但 敬悉。
用語淺顯方式，綜述計畫內容與可
能之環境影響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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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政策與「北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檢討」，以及「桃園縣區域計畫」 1.北部區域計畫係以基隆、台北、桃園、
之關係宜再釐清，並行系統性之比

新竹、宜蘭等生活圈為計畫範圍，於第

較說明。

二次通盤檢討時，以「永續的、創新的、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效率的領先都會區域帶領臺灣與全球接

三章 3.4 節】

軌，避免邊緣化」為宗旨，將北部區域
定位為都會成長軸、生態保育軸、地景
觀光軸等三大空間發展策略軸。空間發
展策略參閱附圖 2。
本計畫範圍屬西部都會成長軸，其重點發
展策略之一為「建構臺北－基隆及桃園航
空城等自由經貿門戶，提升海空運輸服
務，營造亞太樞紐位置」
；海運部分，朝
整合型港埠運籌管理體系發展；空運部
分，則整合開發機場周邊土地，導入商業
與生活機能，提高機場周邊土地開發率，
推動國家門戶升級轉型並提升首都機能
及其周邊土地功能。
2.桃園縣區域計畫係以桃園全縣 13 鄉鎮市
為計畫範圍，在永續生態、永續生活、
永續生產之發展原則下，形塑「一個都
會核心區、雙港聯運共榮圈、三類型生
態基底、四類型產業發展」之城鄉空間
發展結構，並落實於區域治理與十三鄉
鎮市發展定位；以區域之均衡發展為理
念，型塑北：政經科教都心(桃園市、八
德市、龜山鄉)、東：生態休閒都心(大
溪鎮、龍潭鄉、復興鄉)、西：航空物產
都心(航空城及蘆竹鄉、大園鄉、觀音
鄉、新屋鄉)、南：政經科教都心(中壢
市、平鎮市、楊梅鎮)等四大都心。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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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心發展定位參閱附圖 3。
本計畫區位於大園鄉與蘆竹鄉，城鄉定
位分別為「國家門戶、航空城市」與「雙
港樞紐、物流核心」
，屬於四大都心之航
空物產都心。

八、洪委員振發
(一) 以桃園航空園區為核心之發展及特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區開發之連結需有具體而簡要的說

1.機場園區作為連通北臺灣各都會區之重

明，如機場、臺北港、自由港區及特

要經貿節點，亦期望其未來可作為核心構

定區之整合規劃。

建高效率之臺北－桃園－新竹科技走
廊，進而利用機場園區與臺北港之陸海空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三章 3.4.3 節】

轉運機制，讓各類人員、貨品能透過最符
合效益需求之運輸模式聯通全世界。
2.綱要計畫中以時間可及性指標來檢視蛋
黃核心區與蛋白發展區之運輸目標，並提
出「15-30-60」，即機場園區到周邊區域
不超過 15 分鐘；機場園區到桃園都會區
主要城市(中壢、桃園)不超過 30 分鐘；
機場園區到北部科技走廊重鎮(如臺北
港、內湖科技園區)不超過 60 分鐘之原則
規劃交通運輸系統。故有關機場與周邊重
要區域之連結均已納入綱要計畫之整體
考量中，詳細內容可參考綱要計畫核定稿
第 13 章。

(二)對於桃園機場空運與臺北港海運，運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量之統計及未來運輸能量的預估
等，均應有簡要具體的說明。

1.桃園機場客貨運量預測
依據綱要計畫之預測結果，未來桃園機
場運量將逐年成長，於適度發展情境下，
至 2030 年客運量可達 5,890 萬人次、貨
運量達 448 萬噸，總起降架次可達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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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架次。
2.臺北港貨運量預測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0 年 9 月「臺灣
地區商港整體發展規劃(101~105 年)」之
預測，民國 120 年(2031 年)臺北港貨運量
於散雜貨可達 1,491 萬噸、貨櫃貨(含空
櫃)可達 434～502 萬 TEU。

(三)臺北港與桃園航空園區之整合，並非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聯運關係，依運輸要求只要在海空 1.臺北港與桃園航空城係北部雙港運籌模
運場所之陸運（含公路與軌道運輸） 式之重要核心，來自大陸或東亞之原物料
在可接受時間內可到達，其容量是

/半成品可藉由臺北港輸入國內，並運往

順利處理運輸能量，則均可考慮為

航空城中進行深層加值成高附加價值貨

本文所謂的蛋白區。以桃園航空園

品，最終由桃園機場輸往海外。

區為中心，或為輸出入終端之開發 2.原物料/半成品進口加值再出口之過程
理念有所不同。

中，各種從事加值之場所(如產業專用
區、倉儲物流中心等)以及支援航空之相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三章 3.4.3 節】

關產業(如航機維修、航太科技、空廚等)
等用地，均需緊鄰機場專用區周邊，方能
有效提升整體運籌效率，因此，因應產業
整合支援需求及其活動屬性，於機場園區
周邊有劃定各項產業專區且定位於蛋白
區域之必要性。

(四)航空園區之擴充所需土地取得所面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臨土地資源利用與土地徵收及大地 敬悉。
環境所衍生的問題，需投入較多的
努力，如農業區、生態、民生現況
及民俗文化等衝擊問題，以及相關
之政策問題。
(五)航空園區之擴充（如第三跑道）所衍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生的環境直接影響（如噪音、空污 已就政策可能造成之環境影響，依循政策
問題）及間接影響（如因特區與自 評估作業規範界定之八大評估範疇，分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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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由港區或其他之開發所衍生之產業 進行評估，評估結果詳報告第五章第 5.3
增加、人口移入、交通量之劇增等 節，本案屬政策評估階段，評估結果係代
所衍生的環境衝擊及其配套發展） 表相對於現況變化程度初步評估，將提供
及其可能之個案環評之議題等。

後續個案環評辦理時擬定評估重點之參考
依據。個案開發影響仍須視個案環評對所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謂「顯著負面影響」指標進一步評估，並
五章 5.3 節及第六章 6.1 節】
擬定明確因應或減輕對策，並由各領域專
家學者綜合審視評估結果、因應對策執行
成效及可行性，以決定個案是否環境面容
許進行開發。
(六) 因應區域發展及鄰近產業區的發展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所需之水、電等資源需求問題，應 1.相關資源需求推估及影響評定已分八大
有具體說明，因應區域開發之能源

範疇進行分析，詳報告第五章，目前產專

整合與污染降低等綠色永續議題應

區引進產業需求尚不明確，未來規劃階段

有著墨。

會配合納入社區規劃，評估建置可行性。
2.本計畫規劃以生態復育、生物多樣性之永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續發展為基礎，建立減量、減碳、綠色導

五章及第六章內容】

向之低碳城市，包括埤圳與河川綠帶、藍
綠網系統、節能減碳概念並鼓勵發展綠建
築、再生能源及工業用水回收再利用，透
過生態城鄉之角度建構多元生態環境。

九、本署綜合計畫處
(一)本特定區計畫面積達 4,686 公頃，屬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

敬悉。

項」。
(二)桃園縣政府前擬訂「新訂或擴大機場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捷運 A15、A16 及 A11 車站計畫區」新訂或擴大機場捷運 A15、A16 及 A11 車
政策環評案件，本署 99 年召開公聽 站計畫區範圍，已納入本計畫特定區範
會及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結論略

圍，是否申請撤案已轉知桃園縣政府，99

以：「補正後再審」，有必要請桃 年審查會議委員所提意見已納入本特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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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園縣政府釐清該案是否納入本特定 計畫辦理參考。
區計畫辦理？以及是否申請撤案？
建議將 99 年審查會議委員所提意見
納入本特定區計畫擬訂參考。
(三)建請交通部將本日研商會議討論意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見、預計 101 年底召開之地方說明 敬悉。
會及問卷調查意見及相關回應，一
併納入政策評估說明書。
(四)藉本政策環評之進行，將得作為未來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開發行為（如第三跑道等）之環評 敬悉。
上位參考，有助於縮短開發行為環
評審查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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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

附圖 1 本計畫區與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之關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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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灣北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內政部，98 年 4 月。

附圖 2 臺灣北部區域北部區域空間發展策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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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縣區域計畫(草案)，桃園縣政府，99 年 8 月

附圖 3 桃園縣四大都心發展定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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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本計畫交通運輸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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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埤塘鳥類數量及種類比較
(資料來源：方偉達、張尊國，2004。桃園臺地埤塘景觀生態設計初探)

編
號

鳥類生態評比

埤塘名稱

鳥類調查資料

鳥類別
（由多至少）
小白鷺
小環頸行鳥
大白鷺
麻雀
洋燕
斑文鳥

☆☆☆☆☆

白腰文鳥
黑臉巫鳥
灰頭鷦鶯
大竹二支 18 號池

1

580 隻/20 種

中白鷺
褐頭鷦鶯
蒼鷺
白鶺鴒
黃鶺鴒
磯鷸
翠鳥
野鴝
黃尾鴝
斑點鶇
紅尾伯勞
鳳頭潛鴨
小鷿虒鳥
青足鷸

☆☆☆☆

小水鴨
小白鷺
2

橫山大埤

83 隻/15 種

花嘴鴨
紅冠水雞
蒼鷺
灰頭鷦鶯
灰鶺鴒
斑背潛鴨
磯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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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鳥類生態評比

埤塘名稱

鳥類調查資料

鳥類別
（由多至少）
大白鷺
黃頭鷺
斑文鳥
夜鷺

☆☆

八哥
白頭翁
小白鷺
樹鵲
3

湖底埤

55 隻/11 種

蒼鷺
大白鷺
灰鶺鴒
小鷿虒鳥
翠鳥
台灣小鶯
小鷿虒鳥
綠繡眼
小白鷺

☆☆

斑文鳥
夜鷺
蒼鷺
大竹二支 2-1 號

4

48 隻/13 種

黃尾鴝
樹鵲
翠鳥
紅鳩
紅尾伯勞
大捲尾
磯鷸

☆☆

白頭翁
綠繡眼
粉紅鸚嘴

5

沙崙大池

42 隻/7 種

小鷿虒鳥
磯鷸
大捲尾
紅尾伯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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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鳥類生態評比

埤塘名稱

鳥類調查資料

鳥類別
（由多至少）
夜鷺
綠繡眼
斑文鳥

大竹二支 1-2 號

6

35 隻/7 種

白頭翁
小鷿虒鳥

☆

灰頭鷦鶯
黃頭鷺

☆☆☆☆☆：極優

☆☆☆☆：豐富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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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

☆：不佳

附表 3 計畫區及鄰近地區埤塘周邊 100 公頃範圍內土地利用狀況統計表
(資料來源：方偉達、張尊國，2004。桃園臺地埤塘景觀生態設計初探)

埤
名

水利 1 建 成 地 2 道 路
塘 會
面積 百分 面積 百分
稱 工作
比％ m 2 比％
m2
站

大竹二支線
18 號池

大竹站 47320

3

水

面積
m2

域
百分
比％

4

農

面積
m2

地
百分 備
比％

註

4.73 13100 1.31 129040 12.90 810540 81.05 非重劃區

横山大埤 大園站 42810

4.28 20890 2.09 157230 15.72 779070 77.91 非重劃區
湖底埤 大園站 92750 9.28 47340 4.73 92970 9.30 766940 76.69
重劃區

大竹二支線
2-1 號池

大竹站 69390

6.94 23180 2.32 124270 12.43 783160 78.32

沙崙大池 大竹站 139740 13.97 47240
大竹二支線
1-2 號池

大園站 178180 17.82 25830

非重劃區
附近施工中

4.72 181010 18.10 632010 63.20

重劃區

2.58 171010 17.10 624980 62.50

附近有高
鐵工地

1

建成地：以埤塘幾何中心點為圓心，向外劃 100 公頃圓周內之住宅、工廠、學校等建成物面積。
道路：以埤塘幾何中心點為圓心，向外劃 100 公頃圓周內之國道、省道、縣道、鐵路等面積。
3
水域：以埤塘幾何中心點為圓心，向外劃 100 公頃圓周內之埤塘、圳路、河川等水域面積。
4
農地：以埤塘幾何中心點為圓心，向外劃 100 公頃圓周內之農地及開闊地面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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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埤塘周圍建成地面積與鳥類隻數呈負相關

觀測鳥類隻數

(資料來源：方偉達、張尊國，2004。桃園臺地埤塘景觀生態設計初探)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y = -0.0003x + 82.721
R² = 0.7158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建成地面積(平方公尺)

附表 5 埤塘周圍人為干擾與鳥類隻數呈負相關

觀測鳥類隻數

(資料來源：方偉達、張尊國，2004。桃園臺地埤塘景觀生態設計初探)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y = -0.0003x + 88.306
R² = 0.7047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建成地加道路面積(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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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附錄五

環保署政策環評研商會
意見回覆(10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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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第 2 次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貳、綜合討論（請開發單位於後續資料列表說明）
一、林委員慶偉
(一) 海域地質資料如有的話，應予以納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國內有部分學者有進行調查研究，唯調查
入。
結果並未公開，故目前無法蒐集取得。
(二) 開發後之淹水潛勢與目前是否會有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案目前之土地使用規劃構想已劃設河川
所差異，應加以說明評估。
區及公園綠帶等公共設施用地，未來於實
質開發時，亦將依據相關規定分區檢討檢
討各區之排水系統設置，同時配合於公園
綠帶等用地留設滯洪設施以滯留土地使用
改變後的地表逕流，不造成區外原有排水
系統之負荷。
(三) 民意調查應加強，並對所得資料加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計畫針對民眾參與辦理方式，已規劃執
以分析。
行包括公告徵詢意見、召開地方說明會及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設立助地工作站等方式來擴大民眾參與，
並蒐集民眾意見，以下說明各項工作辦理
五章第 5.3.8 節(民意溝通)】
情形：
1.公告徵詢意見
係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
畫作業要點第五點（五）
「民眾參與：新
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
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
意調查、公告徵詢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詢意見，並作成紀錄，作為擬訂或審
議之參考。」規定辦理。
辦理方式：
（1）公告刊登報紙（2）公告
徵詢意見（3）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
（4）公告印製成傳單請公所及村長協助
發送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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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第 2 次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桃園縣政府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以府城
綜字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徵求民
眾意見公告及計畫範圍示意圖，請大園
鄉公所及蘆竹鄉公所張貼公告周知。任
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見，
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
及地址，向桃園縣政府提出意見，以供
規劃參考。迄今桃園縣政府已接獲有關
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
安置、配地、補償等作業及都市計畫限
高、道路規劃等問題，已函轉交通部、
內政部、桃園縣政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
區段徵收作業參考，並將研提處理方式。
2.召開地方說明會
已於 101.12.08～102.01.12 於大園鄉、蘆
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徵詢民眾對
本案規劃發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之意
願，並針對民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
俾利民眾了解本案之發展架構。此外，
另透過密集、小型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
會議，掌握地方民意趨向，以作為後續
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據。目前桃園縣政
府於地方說明會召開前，均預先邀集計
畫範圍相關之縣籍議員、大園、蘆竹鄉
公所、村長、民航局及府內相關單位召
開說明會議，充分說明地方說明會辦理
方式及場次安排等，以利說明會進行。
而上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民眾出席相當
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
現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多
樂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關
注議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
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
外另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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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第 2 次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
執照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
後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
價計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
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
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
段徵收而喪失等。後續交通部及桃園縣
政府將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見加以分
析並研提處理方式。
3.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
溝通意見，本案將於完成地方說明會後
於特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
距離、面對面之溝通方式，答覆、解決
民眾關心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駐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
埔心村。駐地工作站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成立。由民航局、營建分署及桃園縣
政府城鄉局、地政局派員進駐，每周工
作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
午 5 點)。
4.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
於 102 年 1 月召開完 10 場說明會後，已
針對區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問卷調
查作業。

(四) 現有人口 155 萬人，120 年預估人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口 250 萬人，其評估合理性宜說明。P3-17 有關現況人口 155 萬之敘述，係指居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住於桃園縣轄區內 33 處都市計畫區之都市
人口；截至 101 年底，桃園縣人口已達 203
三章】
萬人。依縣府刻正辦理之桃園縣區域計畫
案有關人口總量之推估，於趨勢推計下，
加上重大建設引入人口，再輔以環境容受
力之檢核，桃園縣人口總量 110 年為 210
萬人，120 年為 230 萬人，終極年為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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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另查內政部營建署刻正辦理之「北
部區域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案」
，推估
本縣 115 年人口為 221 萬人，與上開推估
相近。

(五) 宜再評估農民安置與遷移相關措施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本案新訂特定區計畫自 101 年 12 月 1 日
之合宜與合理性。
起公告徵求意見、101 年 12 月 8 日～102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年 1 月 12 日召開完成 10 場地方說明會，
並於 102 年 1 月起針對區內土地所有權
五章第 5.3.4 節(安置計畫)及第 5.3.8 節
人辦理問卷調查作業在案。
(民意溝通)】
2.考量耕地被徵收可能影響農民生計及其
權益，於新訂特定區計畫階段，若區內
農民具繼續從事耕作意願，將依據土地
所有權人問卷調查結果，納入農業專用
區之規劃參考並供後續配售作業考量；
區段徵收階段，配合各地農會相關政
策，提供農民輔導就業資訊平台以及各
項補助措施與專長訓練資訊，儲備農民
轉業能力，依農民未來就業需求，提供
不同就業輔導方向。
3.再者，為維護農民既有權益，協助提供相
關權利疑義諮詢管道，將農民因徵收造
成傷害降至最低，針對居民遷移部分並
已研擬劃設再發展區、原位置保留、地
上物補償費、房租補助費及優先選配安
置街廓五項安置措施，供居民安置以減
緩區段徵收範圍內被拆遷之建物所有權
人因徵收造成之居住及營運上的衝擊。
二、李委員培芬
(一) 報告內所附之地圖請附比例尺。
【已補充修正評估說明書內容】
(二) P.3-34~38 有關工商及服務普查統
計資料，請更新至 100 年。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依囑修訂本計畫製作圖資。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截至目前為止，政府統計完成並公告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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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新資料為 95 年普查結果，本計畫相關
分析係依政府公告資料辦理。

(三) P.5-103 中有關禁限建範圍效果不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依囑修訂相關圖資如 P5-103～P5-109。
明顯，請放大之。
【已補充修正評估說明書內容】
(四) P.130 有關社會經濟之評估，請加強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其效益說明，並補充相關之民意調 1.有關社會經濟面之影響評估，補充說明如
P5-134～P5-146。
查資料。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2.有關民意調查部分，本案新訂特定區計畫
自 101 年 12 月 1 日起公告徵求意見、101
五章第 5.3.8 節(民意溝通)】
年 12 月 8 日～102 年 1 月 12 日召開完成
10 場地方說明會，並於 102 年 1 月起針
對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問卷調查作業
在案；按現階段民眾意見觀察，多數民
眾樂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
關注議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
收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
圍外另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
既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
法執照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
利後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
市價計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
些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
農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
區段徵收而喪失等。後續交通部及桃園
縣政府將依據土地所有權人之問卷調查
結果，於特定區擬定、區段徵收計畫中，
落實考量並配合辦理相關規劃。有關地
方說明會民眾意見彙整詳附錄五所示。
(五) 有關區域內濕地之處理，請以專圖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呈現，並說明未來之規劃情形。 特定區範圍內將保留 21 座面積 1 以上之埤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塘並劃設為公園，其初步規劃構想圖參閱
P3-169、P3-170，後續實質規劃將於擬定特
五章】
定區計畫、工程規劃設計等階段予以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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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建議補充本區位未來有關綠化(如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公園、綠美化、行道樹)營造生態城 目前縣府已委託英商奧亞納(ARUP)公司
作為航空城規劃顧問，特定區範圍內未來
市之規劃。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規劃將保留 21 座面積 1 公頃以上之埤塘，
並劃設為公園，透過區段徵收取得公園用
六章】
地。未來埤塘公園開闢時將以生態埤塘的
方法設計施工，並保留埤塘的水源。未來
道路規劃設計時將廣植原生樹種之行道
樹，同時透過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方式，規定私人建築基地留設退縮建築開
放空間，將戮力營造成為生態城市。
(七) P.5-55 有關自然生態及景觀說明，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建議補充現況及規劃後之綠資源和 1.為減緩未來氣候變遷之影響及對都市之
濕地資源分布，以展現改變後之可 衝擊，並配合行政院經建會「國家氣候
能效益。現有報告書內引用「桃園 變遷調適政策綱領」政策之指導，本計
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線環境 畫區就氣候變遷下城市與區域之規劃及
影響說明書」，請說明此資料之適 調適，針對生態環境及綠地建構、水岸
藍帶機能之調節規劃等層面，採生態城
合性。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市(eco city) 及生態補償
（Eco-compensation）規劃理念與 5OD 發
三章】
展策略進行整體規劃，期發展為生態、
永續、產業發展均得兼具之新興市鎮，
其中將以綠地建構為導向(GOD, Green
Oriented Development），規劃示意如下

圖(報告書 P3-169)。提升與補強區域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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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生態與綠色基盤品質，建構良好的
公園綠地與綠廊道網絡，提升整體環境
空間的綠覆率，以創造永續的生活環
境，將藉增加藍綠網絡的串連、營造都
市綠地空間及加強其他綠地空間的生態
效益等策略打通串連區域外的生態資
源，建構一個趨生態環境的都市。
2.另將規劃以健全水環境為導向(WOD,
Water Oriented Development），規劃示意
如下圖(報告書 P3-170)。仿效美國波特蘭

市的綠意街道（Green Street）的設計概
念，透過策略與設計準則將都市的基礎
設施、不透水鋪面，從人工化的排水系
統逐步修復成為一個符合自然過程水循
環系統，並增加都市透水鋪面，增加都
市的水涵養，提供生物棲息地，並藉以
提升良好的水覆蓋（藍帶）創造綠覆蓋
（綠帶）的環境。策略上將以恢復水圳
（道）自然景緻、圳道與周邊綠地的銜
接改造以提升基地保水、設置水撲滿、
雨水及中水回收系統以增加都市用水水
源，以及設置景觀池與水景提升都市景
觀與調節區域微氣候。
3.另經查由於航空城捷運線 G14 至 G18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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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1、G32 皆於特定區內，該計畫於上述
車站路段調查範圍涵蓋本計畫範圍大部
分，本報告引用期調查資料作為現況說
明應具適合性。

(八) 請注意 P.5-86~89 資料之正確性。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1. P5-86~89 資料係參考「桃園臺地埤塘景
觀生態設計初探(方偉達、張尊國，2004)」
五章】
之相關埤塘生態調查文獻，說明本計畫
區及鄰近地區之埤塘生態鳥類資源及本
計畫可能造成之影響程度。
2. 該文獻於蘆竹鄉及大園鄉共調查 6 座池
塘進行分析，分別為大竹二支 18 號池（蘆
竹鄉，距計畫區邊界約 2 公里）、橫山
大埤（大園鄉，計畫區內西南側）、湖
底埤（大園鄉，計畫區西側邊界外）、
大竹二支 2-1 號池（蘆竹鄉，距計畫區 2
公里）、沙崙大池（大園鄉，計畫區北
側第三跑道預定位置）、大竹二支 1-2
號池（蘆竹鄉，據計畫區邊界 500 公尺，
高鐵路廊另一側），分布區域遠離桃園、
中壢市區，並且環繞中正國際機場取
樣，調查時每一池塘調查約 30 分鐘。採
用穿越線法及定點圓圈法兩種互用，穿
越線以車程（汽車）代步，定點圓圈法
假設以埤塘幾何中心點為圓心，半徑
564.19 公尺的定點圓圈範圍（100 公頃）
進行調查，調查池內及池外的鳥類種類
及數量，如報告表 5.3-39 所示。調查區
以地理資訊系統(GIS)Arc View3.2 處理
並計算定點圓圈 100 公頃內之 4 種土地
（建成地、道路、水域、農地及開闊地）
面積及比例。
3. 調查分析顯示以埤塘幾何中心為圓心，
向外劃 100 公頃圓形以內的建成地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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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請注意航線範圍內鳥擊之問題。

意見回覆
路面積與埤塘池內鳥類總數量呈負相關
（R2=0.70）；而以埤塘幾何中心為圓
心，向外劃 100 公頃圓形以內的農地及
開闊地面積與埤塘池內鳥類總數量呈正
相關。另在 6 座埤塘水質差異不大的狀
況下，人為干擾成為鳥類棲息影響之環
境重要因子。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 感謝委員提醒，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台灣飛行安全基金會之「101 年 4 月份
鳥擊防制活動狀況通告」顯示：桃園國
際機場於民國 100 年鳥擊事件明顯成
長，研判環境因素佔有很大比率。因桃
園國際機場與桃園海軍機場相鄰，軍用
機場的備用跑道因為沒有使用，再加上
國際機場內恰有工程堆積土方，都適合
夜鷹的生態，引來許多夜鷹。另軍用機
場跑道頭，剛好分布有大池塘，所以春
秋季節是魚鷹固定造訪的季節。魚鷹的
特性是在鄰近空曠區域的埤塘覓食。機
場周邊的漁塭及溼地成為棲息地，也是
許多候鳥初抵台的停憩地點，機場由於
腹地廣大，所以鳥類會侵入航空器活動
範圍，尤其是冬候猛禽。
2. 為降低航機運轉之鳥擊風險，未來會將
航線範圍內鳥擊問題納入規劃考量，目
前機場防制對策除可使用音爆彈聲驚
嚇，使其離開飛機起降區域，可降低發
生鳥擊的機率外，後續營運時，將由機
場公司視實際運轉情形採取必要防護措
施。長期規劃則可考量距跑道一定範圍
內，盡量清除鳥類地面食物來源，並引
導鳥類棲地往距跑道更遠的外圍區域去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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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李委員俊璋
(一) 遠景如期達成之可能性或確定性如
何?未來遠景變更之可能性？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參採

(二) 關於農地休耕活化，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目前正規劃
中，本計畫是否與農委會協商取得
一致之作法?
(三) 66 筆 15.41 公頃之污染土地，未來
桃園縣政府如何推動加速其整治?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為取得第三跑道暨自貿港區等政府建設所
需土地，儘早規範並管制鄰近土地發展，
進而維護民眾權益、健全都市運轉所需支
援服務設施，本計畫依循機場園區綱要計
畫之指導，綜整軌道運輸建設的佈局，西
以天然河川老街溪、南以高速鐵路、東以
海山路、南崁溪等為界，將捷運沿線及其
車站附近土地併同整體規劃，並採區段徵
收以一次開發策略推動建設，期於民眾權
益合理確保原則下，達成計畫成功開發並
營塑綠色永續發展環境之目標。相關說明
參閱 P5-101～P5-102。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有關休耕農地活化乙節，桃園縣政府均係
參照農委會相關辦法辦理，作法上是一致
的。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桃園縣政府環保局於 100～101 年度執行
「桃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現況調查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暨後續管理方式評估計畫」，已將 66 筆地
號面積 15.41 公頃納入辦理規畫整治。並已
五章】
於 101 年 12 月 8 日委託辦理「桃園縣農地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計畫監督及驗證工
作」
，另於 101 年 12 月 18 委託辦理「桃園
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計畫(甲、
乙)」執行污染改善工作。66 筆 15.4 公頃
之污染土地，預計於 2 年內可完成污染改
善工作並解除列管。
(四) 未來噪音增加 3 分貝，而其延時有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謝謝指教，根據行政院環保署「航空噪音
無增加？增加多少？
評估模式技術規範」資料，DNL 計算已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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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噪音持續時間，故已將其延時效應納
入考量，相關計算式如下：
Ldni
⎛⎛ 1 ⎞
⎜
計算式： DNL = 10 l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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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當日 7 時至 22 時前各航空噪音
事件均能音量。
Di：當日 7 時至 22 時前各航空噪音
事件持續時間。
Lj：當日 22 時至翌日 7 時前各航空
噪音事件均能音量。
Dj：當日 22 時至翌日 7 時前各航空
噪音事件持續時間。
(五) PM2.5 排放佔桃園縣 11%，CO2 佔
32%，其中一半由車輛排放，未來
有無透過交通管理，運具規劃，降
低 PM2.5 及 CO2 之排放?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1 節】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目前桃園縣政府業與縣內客運業者、電動
巴士製造商共同合作推動電動巴士示範路
線，並於 101 年度新闢航空城捷運先導公
車路線。未來本計畫區透過大眾捷運系統
的建置、智慧型運輸系統技術(ITS)的運
用、低污染運具(電動巴士、自行車系統)
的推廣以及暢行的步道網路等策略的執
行，達成污染物減量目標。

(六) 區域供冷供熱系統建議及早規劃。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1.區域能源供應系統主要目的為進一步提
升整體能源使用效率，其包含汽電共生
六章第 6.6 節】
或汽冷熱共生設備、區域供冷供熱等系
統整合而成之冷熱電共生系統。
2.汽電共生或汽冷熱共生設備、區域供冷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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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系統統合稱為冷熱電三聯產(以下簡稱
CCHP; 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方式，除發電外，同時在廠區內或
鄰近區域成立區域能源中心，擔負區域
供熱及供冷任務。在加熱需求較低區域
以供冷為主時，除可有效降低夏季尖峰
用電負載，亦有助於國家整體能源使用
效率提升。CCHP 有別於傳統大電網的供
電方式，指的是用戶端的能源綜合利
用。一次能源以天然氣燃料為主，再生
能源為輔；二次能源利用汽輪機排出之
餘熱，供應用戶端的冷熱需求。
3.本計畫引進產業專用區產業類別，係規劃
主要作為航空相關產業支援服務用地，
後續需再考量行政院核心計畫專案小組
「產業規劃及招商」分組評估意見，再
行檢討實質規劃內容，區域供冷供熱系
統可行性需待後續引進產業內容較為明
確，並衡量用戶端需求後，再行依評估
說明書第六章圖 6.6-1 區域能源供應規劃
程序圖，評估設置可行性。

四、李委員載鳴
(一)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開發，土地
利用型態與產業結構均為大幅度改
變，其中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以供
水和用電之規劃，為必要與不可避
免之重要項目。目前就電力設施之
規劃，除既有電力設施外，興建中
之電力設施為 2 座變電所，並非新
增電力來源，未來電力需求勢必增
加，電力來源請於規劃階段即應進
行整體評估。
【已補充修正評估說明書附錄二】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因應計畫開發需求，為確保未來能有充
裕、可靠及品質良好之電力供應，經用電
需求評估及台電公司桃園區營業處之檢討
建議，本計畫區內已規劃預留 3 處變電所
用地，以供台電公司興建相關電力設施，
並於 101.12.17 取得台電公司配合同意函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 D 桃
園字第 10112002091 號函，詳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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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桃園地區埤塘公布為特殊景觀，具
集水灌溉之實質功能，而區域之水
資源規劃未來是否足以提供民生用
水、農業用水外增加之產業用水，
而水資源現僅依賴石門水庫供水，
現階段已偶有供水限水之疑慮，未
來特定區計畫仍應考量遠程之用水
規劃與整體調配計畫。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意見回覆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依經濟部水利署 101 年 12 月 18 日召開桃
園航空城核心計畫「都市計畫及用地取得」
分組-「用水計畫」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會
議記錄決議二，本案計畫用水量終期(130
年)每日 72,550 立方公尺，其中民生用水
46,130 立方公尺，產業用水 16,420 立方公
尺，規劃供水來源依本計畫各階段用水需
求及區域水資源開發供應情形，原則如下:
1.至 106 年，本計畫民生用水每日 660 立方
公尺及產業用水每日 1,100 立方公尺，經
台水公司二區處表示可於既有系統供水
能力下調配供應。
2.至 11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園
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每
日 19,599 立方公尺，仍低於原核定「桃
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終期(110
年)之額度。另於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二期工程 106 年底完成後，原供應板新
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區，加上
本計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約 2,512 公頃
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應農
業用水需求減少後亦為可能之水源，屆
時將請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配水量
檢討因應。
3.至 12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園
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每
日 58,365 立方公尺，屆時仍有每日 18,365
立方公尺供水缺口，預估可由前述板新
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板新大漢
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增供其他水源、農
業用地縮小後減供水源、其他多元化水
資源開發(如再生水)及降低自來水漏水
率等措施下調度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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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長期 120 年後之用水來源，納入本署未來
區域水資源開發規劃整體供需考量檢討
因應。
另有關報告書 P3-54 內容所提「民間
參與桃園興建海水淡化廠計畫」案，已由
經濟部函院陳報廢止，報告書 P3-54 內容將
修正。

(三) 計畫區內埤塘之保留，對保存自然
生態環境與特色景觀具正面效益，
建議規劃保留後之利用方式應考量
其原本生態功能為蓄水、養殖或其
他水利用應用之使用方式，儘量維
持其既有功能，無需均規劃為公
園，以減少人為干擾既有之生態運
行，或請以勿改變原生態功能為前
題，規劃成各具特色之生態公園，
以塑造區域之景觀意象。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及第六章】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感謝委員建議，依目前規劃計畫區內 24 座
埤塘除跑道上 3 座埤塘外均予以保留，而
為了配合區段徵收時取得埤塘產權，初步
規劃作為公園用地，未來擬朝有益於生態
與防災方式規劃，並強化提供灌溉、景觀、
文化、休閒遊憩、生態保育及防災等功能，
委員建議應考量其原本生態功能為蓄水、
養殖或其他水利用應用之使用方式，儘量
維持其既有功能，無需均規劃為公園，以
減少人為干擾既有之生態運行，或請以勿
改變原生態功能為前題，規劃成各具特色
之生態公園，以塑造區域之景觀意象，將
納入後續實質規劃階段來參考辦理。

五、洪委員振發
(一) 本案土地分配與調整與利害，應有
具體評估與說明（包括社會經濟、
民生問題與民眾接受度）。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第 5.3.4 節(安置計畫)及第 5.3.8 節
(民意溝通)】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有關社會經濟面之影響評估，敘述說明如
P5-134～P5-146。
1.有關土地分配與調整部分，未來辦理區段
徵收作業時，地主領回抵價地比例，將
依法按開發總費用、公設用地比例、土
地使用強度以及土地所有權人受益程
度…等訂定；整體而言，未來地主領回
土地將因選配土地價值而有不同，如選
擇商業區等較高價值土地，其實際領回
土地比例即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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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民意調查部分，本案新訂特定區計畫
自 101 年 12 月 1 日起公告徵求意見、101
年 12 月 8 日～102 年 1 月 12 日辦理完成
10 場地方說明會，並於 102 年 1 月起針
對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問卷調查作業
在案；按現階段民眾意見觀察，民眾多
樂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關
注議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
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
外另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
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
執照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
後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
價計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
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
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
段徵收而喪失等。後續交通部及桃園縣
政府將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見加以分
析並研提處理方式。有關地方說明會民
眾意見彙整詳附錄五所示。

(二) 本案開發所需水資源問題應有詳細
評估。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依經濟部水利署 101 年 12 月 18 日召開桃
園航空城核心計畫「都市計畫及用地取得」
分組-「用水計畫」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會
議記錄決議二，本案計畫用水量終期(130
年)每日 72,550 立方公尺，其中民生用水
46,130 立方公尺，產業用水 16,420 立方公
尺，規劃供水來源依本計畫各階段用水需
求及區域水資源開發供應情形，原則如下:
1.至 106 年，本計畫民生用水每日 660 立方
公尺及產業用水每日 1,100 立方公尺，經
台水公司二區處表示可於既有系統供水
能力下調配供應。
2.至 11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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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每
日 19,599 立方公尺，仍低於原核定「桃
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終期(110
年)之額度。另於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二期工程 106 年底完成後，原供應板新
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區，加上
本計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約 2,512 公頃
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應農
業用水需求減少後亦為可能之水源，屆
時將請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配水量
檢討因應。
3.至 12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園
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每
日 58,365 立方公尺，屆時仍有每日 18,365
立方公尺供水缺口，預估可由前述板新
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板新大漢
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增供其他水源、農
業用地縮小後減供水源、其他多元化水
資源開發(如再生水)及降低自來水漏水
率等措施下調度因應。
4.長期 120 年後之用水來源，納入本署未來
區域水資源開發規劃整體供需考量檢討
因應。
另有關報告書 P3-54 內容所提「民間
參與桃園興建海水淡化廠計畫」案，已由
經濟部函院陳報廢止，報告書 P3-54 內容
將修正。

(三) 本案電力資源與需求應有評估與說
明。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及附錄二】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計畫區開發衍生之用電供需分析參閱
P5-137～5-139；為確保未來能有充裕、可
靠及品質良好之電力供應，計畫區內已規
劃預留 3 處變電所用地，並於 101.12.17 取
得台電公司配合同意函(台灣電力股份有
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 D 桃園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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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002091 號函，詳附錄四)。

(四) 本案鄰接海岸，海岸與海域的防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災、景觀，以及海域特點的景觀與 依經濟部水利署網頁資訊，桃園海岸防護
設施大體而言已臻於完備，惟少數現有防
生態應有具體說明。
護設施老舊，需要予以改善，因應大環境
需求，未來五年計畫以親水海岸做為整建
及新建的目標，如能順利推行，將對桃園
海岸之生態復育、環境景觀有相當程度之
改善，期望能達成人與自然合而為一的目
標，使桃園海岸生態及景觀獲得最大的改
善，回復到最接近原始的風貌，留給下一
代最美麗的海岸及休憩活動空間。本案未
直接鄰接海岸，離海岸尚有一段距離，不
會直接影響海岸景觀。
(五) 本案為全新開發，宜就綠色環境如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綠色運具與綠色生活空間等應有明 1.本計畫區將結合發展節點、生活區以及河
川、公園、綠地等用地之佈設，規劃具
確的規劃與說明。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連續性、安全性及舒適性的自行車道、
人行步道以及 BRT 系統作為最後一哩之
六章第 6.1 節】
綠色接駁延伸運具，結合智慧型運輸系
統技術(ITS)，以低污染、低噪音之大眾
運輸導向策略整合土地使用發展政策，
提升綠色運輸路網之完整。
2.另桃園縣政府目前刻與縣內客運業者、電
動巴士製造商共同合作推動電動巴士示
範路線，並於 101 年度新闢航空城捷運
先導公車路線，由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
補助業者採購 10 輛電動公車行駛及補助
汰換 12 輛老舊公車改為電動巴士。未來
桃園縣政府將配合交通部相關計畫爭取
經費補助業者進一步採購電動公車，以
減少交通空污排放對環境之影響。
(六) 本案為全新的開發，宜就未來人口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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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及交通狀況所形成之噪音地圖
分布進行預估，據以規劃住宅空間
及道路配置，以避免住宅受交通噪
音之干擾。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第 5.3.1 節】

意見回覆
區內主要噪音為機場噪音，將以機場 60 分
貝噪音管制線作為規劃之主要區隔界線。
因 60 分貝噪音管制線以北噪音大於 60 分
貝，不適合做為住宅區，將規劃為產業專
用區、商業區及公園等公共設施用地。60
分貝噪音管制線以南噪音小於 60 分貝，適
當規劃住宅區、商業區、機關用地、學校
用地等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已考量避免多
數民眾生活受航空噪音影響，同時未來於
綠帶、計畫道路規劃將分別指定建築留設
退縮空間，目前規劃沿綠帶指定建築退縮 6
公尺，沿道路指定退縮至少 4 公尺留設開
放空間，應可確保民眾居住生活品質，並
使未來居住環境噪音符合各分區環境音量
標準。至於捷運站四周人潮多、交通繁忙，
將規劃為捷運車站專用區、特定專用區、
商業區等噪音容受力較大之分區。

(七) 本案之願景與國內外的大環境動向
應有相對的檢討（如，經濟發展條
件，國際競爭力及生活空間品質的
提升等）。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桃園縣政府業已委託香港奧雅納（ARUP）
公司辦理桃園航空城發展總顧問計畫在
案，將引進國際性先進之規劃理念並落實
於桃園航空城計畫中，委員相關建議均會
納入後續規劃參考。

(八) 地區開發直接衝擊環境狀況，本案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為全新開發，應對於生活空間的噪 1.有關交通空污排放之調控及減緩措施，桃
音與空氣品質、建設及交通之空污 園縣政府規劃電動巴士示範路線，透過
排放及噪音的干擾等之調控應有開 示範推廣計畫，由縣政府擔任領頭羊的
角色，與縣內之客運業者及電動巴士製
發順序或時程的規劃。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造商共同合作，推動電動巴士上路，逐
步教育民眾節能減碳觀念。縣府並於 101
五章第 5.3.1 節及第六章第 6.1 節】
年度新闢航空城捷運先導公車路線，由
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補助業者採購 10 輛
電動公車行駛及補助汰換 12 輛老舊公車
改為電動巴士。未來桃園縣政府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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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交通部相關計畫爭取經費補助業者汰換
電動公車，以減少交通空污排放對環境
之影響。
2.噪音防制預先規劃部分，已於都計規劃時
以機場 60 分貝噪音管制線作為規劃之主
要區隔界線。因 60 分貝噪音管制線以北
噪音大於 60 分貝，不適合做為住宅區，
將規劃為產業專用區、商業區及公園等
公共設施用地。60 分貝噪音管制線以南
噪音小於 60 分貝，適當規劃住宅區、商
業區、機關用地、學校用地等其他公共
設施用地，已考量避免多數民眾生活受
航空噪音影響，同時未來於綠帶、計畫
道路規劃將分別指定建築留設退縮空
間，目前規劃沿綠帶指定建築退縮 6 公
尺，沿道路指定退縮至少 4 公尺留設開
放空間，應可確保民眾居住生活品質，
並使未來居住環境噪音符合各分區環境
音量標準。
3.另依據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
規定，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
區劃設後應每 2 年檢討一次。若於每 2
年檢討結果中，有重新被劃定為航空噪
音防制區，則桃園縣政府將依桃園國際
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使用辦法及桃園國
際機場航空噪音回饋金使用辦進行相關
噪音防制設施之補助及回饋，減輕對民
眾生活影響。

【主席提示：「桃園縣黃副縣長宏斌本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身為國立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 納入細部設計規劃參考。
系之資深教授，提供專家型回答，並提
出本署有關受污染土地復育措施改採植
物工廠之政策指導建議，本署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基金管理會可納入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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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電動巴士之規劃，本署刻正與交通部路
政司共同推動其補助措施，計劃由空氣
污染防制基金提供部分補助，另本署推
動電動巴士及機車之電池交換系統，一
併提供桃園縣政府參考；委員所提建置
區域能源系統之建議，雖然未來產業引
進以物流、航空運相關概念產業為主，
其規模達一定程度後，使當地能源供應
方式同時考慮熱及電，將具提升整體能
源效率之可能性，建議於基礎建設前及
早納入規劃參考，其可行性將更高；倘
禁限建尚未公告，是否有搶建之情
形？」、「顯見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之
搭配默契已日趨成熟，使本案更可能達
成目標」。】

意見回覆

六、馮委員秋霞
(一) 本計畫為桃園航空城之擴大？原計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計畫係依機場園區綱要計畫之指導，以
畫是否已為本計畫之一部分?
航空城區域計畫之機場專用區周邊非都市
土地為主，再以自然、人文邊界以及縫合
都市紋理之考量，納入航空城區域計畫之
部分都市計畫農業區或非屬桃園航空城區
域計畫之部分非都市土地，總計面積 4,686
公頃；為帶動 6,770 公頃桃園航空城發展、
健全機場支援機能的核心發展區。有關本
計畫範圍與航空城區域計畫之關聯性參閱
附圖 1。
(二) 自由貿易港區與台北港的關係，如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何連結？本區是否有船舶停泊地 1.依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規定，自由
貿易港區指經行政院核定於國際航空
區？
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內；或毗鄰地區
劃設管制範圍；或與國際航空站、國際
港口管制區域間，能運用科技設施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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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之貨況追蹤系統，並經行政院核定
設置管制區域進行國內外商務活動之區
域。本計畫區劃設之自由貿易港區，屬
位處國際航空站管制區域內或毗鄰地區
劃設管制範圍等類型，未來將運用境內
關外之快速通關利基，吸引產業進駐進
行半成品深層加工、商品檢測認證與維
修、區域物流配銷、業務流程委外接單
(BPO)等作業，以強化國內產業之全球競
爭、整合效率。
2.有鑑於本計畫區東距台北港僅 13 公里，
考量來自大陸或東亞之原物料/半成品可
藉由臺北港輸入國內，運往航空城深層
加工為高附加價值產品後，再經桃園機
場輸往海外，因此，因應產業整合發展
需求及其活動屬性，於機場園區周邊進
一步劃設產業專用區，期結合海運經濟
性與空運迅速性，透過「資源共享」、
「分工合作」及「海空聯運」等方式，
促進桃園國際機場(空港)及台北港(海港)
整合發展，以提升產業競爭力。

(三) 私有地占 53%，區段繳收 3,211 公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頃，影響拆遷人口多。本區可否朝 1.有關地主配地議題部份，未來地主領回抵
住商不混合、分區規劃，而地主抽 價地比例，將依法按開發總費用、公設
籤分配補償地區，與原地面積之比 用地比例、土地使用強度以及土地所有
權人受益程度…等訂定。整體而言，未
例原則是否已有規劃?此牽涉到精
華區、住商區不同分配土地的選擇 來地主領回土地將因選配土地價值而有
標準，另外除公共建築外，住宅區 不同，如選擇商業區等較高價值土地，
如何規範建商建物標準、綠建築等? 其實際領回土地比例即相對較少。
2.有關建築管制議題部份，本計畫於擬定都
才能符合生態城市的要求。
市計畫時，將依據特定區規劃目標與綠
色城市理念，參考桃園縣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相關法令等規定，研擬本特定區
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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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設計準則。未來計畫區內之相關建築物
開發，悉依循各該規範指導，以落實生
態城市規劃理念。

(四) 特定、一般農業區範圍很大，是否
先考慮保留優良農地，並依照其區
位保留周邊環境，不受未來產、商
之干擾?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第 5.3.4 節(安置計畫)】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按地方說明會之民眾意見觀察，民眾關注
議題之一，係要求允許得於計畫範圍外另
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有農舍
興建規定限制；考量耕地被徵收可能影響
農民生計及其權益，於新訂特定區計畫階
段，若區內農民具繼續從事耕作意願，將
依據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結果，納入農
業專用區之規劃參考並供後續配售作業考
量。

(五) 填平 3 座（35.54 公頃）埤塘，此原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僅為灌溉；或有其他滯洪、保水（補 於新訂特定區計畫階段，因應跑道興建需
充地下水）之功能，是否可在本區 求填平之埤塘，本計畫將以覓地移設方式
外（開發區內）之低窪區具體再規 規劃補償；而因應洪災之可能衝擊，本計
劃其他滯洪池，而河川周圍之淹水 畫將透過沿河川兩側劃設至少 10 公尺綠帶
潛勢區，預留空間滯洪及對填平埤 或公園；沿部分高潛勢河川兩側，劃設計
塘之生態補償作為，應具體規劃。 畫道路；沿綠帶指定建築退縮 6 公尺、沿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計畫道路指定退縮至少 4 公尺作為開放空
間等規劃策略，期透過藍、綠軸帶等低密
五章】
度開放空間之留設，適度緩衝並降低洪災
風險。
(六) 未來用水，石門水庫負荷加大，未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來規劃之增加用水，由大漢溪取 依經濟部水利署 101 年 12 月 18 日召開桃
得，其目前之環境評估與取水可能 園航空城核心計畫「都市計畫及用地取得」
性已確定嗎？P.3-54 經濟部水利署 分組-「用水計畫」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會
資料太舊（85 年），P.3-54 海水淡 議記錄決議二，本案計畫用水量終期(130
年)每日 72,550 立方公尺，其中民生用水
化工程是否在進行?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46,130 立方公尺，產業用水 16,420 立方公
尺，規劃供水來源依本計畫各階段用水需
五章】
求及區域水資源開發供應情形，原則如下:
1.至 106 年，本計畫民生用水每日 660 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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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公尺及產業用水每日 1,100 立方公尺，經
台水公司二區處表示可於既有系統供水
能力下調配供應。
2.至 11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園
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每
日 19,599 立方公尺，仍低於原核定「桃
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終期(110
年)之額度。另於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二期工程 106 年底完成後，原供應板新
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區，加上
本計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約 2,512 公頃
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應農
業用水需求減少後亦為可能之水源，屆
時將請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配水量
檢討因應。
3.至 12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園
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每
日 58,365 立方公尺，屆時仍有每日 18,365
立方公尺供水缺口，預估可由前述板新
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板新大漢
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增供其他水源、農
業用地縮小後減供水源、其他多元化水
資源開發(如再生水)及降低自來水漏水
率等措施下調度因應。
4.長期 120 年後之用水來源，納入本署未來
區域水資源開發規劃整體供需考量檢討
因應。
另有關報告書 P3-54 內容所提「民間
參與桃園興建海水淡化廠計畫」案，已由
經濟部函院陳報廢止，報告書 P3-54 內容將
修正。

(七) P.3-147，本區規劃污水處理廠在低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漥區，即占用原蓄洪區，故仍應有 1.本計畫地形高度由東南側向西北方像降
其他土地蓄洪區的規劃，未來本區 低，污水收集將以污水下水道管線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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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之污水如包括有機溶劑、重金 力方式收集，並規劃地勢高程相對較低
屬之處理，機場附近之產業的污
處設置污水場，非位於低窪區或蓄洪
水，應與生活住宅區污水分別處理。 區，感謝委員指正，報告文字將予以修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正，避免誤解。
三章】
2.本計畫污水處理系統規劃說明如下:
(1)機場專用區內：本計畫區機場專用區
內現有已建設開發區域之污水均已納
入現有之桃園國際機場污水處理廠處
理後排放，未來擴建區域之污水亦將
納入該處理場進行處理。
(2)機場專用區外：除機場專用區外之污
水，將配合地形及天然溪流排水，以
埔心溪為界畫分為兩大集污區(污水
收集區)，集污區產生之污水經由污水
下水道管線匯入污水處理廠，經由二
級生物處理至符合放流水標準後排
放。
3.未來污水系統設計時將納入回收再利用
規劃，並將產業污水與生活住宅區污水
分別收集處理。
(八) 第三跑道近海地區是否有住民噪音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謝謝指教，根據歐洲議會在 2002 年 6 月通
的影響?非僅竹圍區。
過「有關評估及管理環境噪音(2002/49/EC)
指令」(Directive 2002/49/EC, relating to th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noise)，定義策略性噪聲圖是
指結合 GIS 系統、傳統噪聲圖及噪音人口
暴露量系統，藉以將噪音對環境的影響予
以量化，故欲完整進行一個噪音地圖之模
擬，並以其訊息來進行噪音管理，除了需
建立完整現有的噪音源監測資料庫外(含
現有各道路、鐵路、航空交通量及量測值)
亦必須擁有詳細之實際地理資訊系統。而
本案目前處於政策環評階段，噪音源分佈
附 5-24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第 2 次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與影響和都市計劃的開發範圍與程度皆是
未知數，故現階段僅能以大致定性之評估
做為未來噪音量參考。而本案亦已針對目
前現有及未來可能之交通量進行定性、定
量的評估分析，即未來擴建第三跑道後，
影響範圍約增加 1,800 公頃，而範圍內約增
加 3 分貝的噪音量，屬影響輕微，且本計
畫南側之海軍基地遷移後將再降低噪音對
周遭的影響。

七、凌委員永健
(一) 美國聯邦航空署推出之「永續機場
發展」，重點有三：減少對環境的
影響、協助維持高度和穩定的經濟
成長水準、協助「社會進步」訂定
符合當地社區的需求與價值觀的廣
泛行動以確保達到目標。提供「永
續的總體規劃」及「永續的管理規
劃」包括減少環境衝擊、達到經濟
效益、增加與當地社區的結合。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敬悉。為藉機場園區之擴建達成建立國際
航運樞紐、帶動經濟轉型成長之目標，政
府於機場園區周邊結合重大交通運輸廊帶
勘選用地積極推動特定區計畫擬定作業，
期透過機場周邊環境之整建與複合發展機
能之挹注，建構優質都市發展空間，以因
應桃園國際機場發展成為東亞樞紐機場以
及總體產業升級轉型之需求，進而賦予機
場城市發展之永續性。後續於新訂特定區
計畫階段或推動開發階段，本計畫將納入
環保、永續之概念(如環境保育、節能減
碳、綠建築等構想)並落實溝通協調機制，
加以適度之宣傳與推廣，以謀求社會認同
與共識並傳達政府推動綠色航空城之訴
求。

(二) P.5-122 頁中(三)提及….未來二座寺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廟應協調廟方於計畫區內以地易 蘆竹五福宮業於 74 年 8 月 19 日公告指定
地、拆遷補償方式…，P.6-17 頁中 為縣定古蹟，惟該廟位於蘆竹鄉南崁地
因應對策 6.5 一提及…由於位於航 區，未位於本計畫區範圍；至於大園福海
道下方，安全顧慮應..應協調廟方於 宮與福元宮之易地遷建議題，縣府仍持續
計畫區內以地易地、拆遷補償方 與廟方溝通協調中。
式…，並非因應對策。建請桃園縣
附 5-25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第 2 次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政府文化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評
估蘆竹五福宮納入縣(市)定古蹟寺
廟及歷史建築之可能性，以及用安
全顧慮拆廟之適法性。
(三) P.5-123 頁溫室氣體排放量增減不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完全且有誤，如農地用地面積減 1.本計畫有大量農地變更用途，針對土地本
少，可以減少排放。建議從政策面， 身排碳而言，農地主要排放源為二氧化
重新估算碳排，及能源使用效率， 碳、甲烷及氧化亞氮，其中又以水田造
宜提出減碳目標值以及因應方案。 成的甲烷排放及施肥產生的氧化亞氮排
減少飛機的污染物排放，尤其是來 放最大，而桃園縣為北台灣主要的稻米
自飛機的 PM2.5，是國際間關注的課 生產地區，又以水田耕作為主，跟據柯
題，管理起、降及使用替代性綠色 光瑞(2005)對台灣北部農地之實際量測
燃油為有效之降低方式。從政策
結果，顯示水田耕作之二氧化碳、甲烷
面，宜提出 PM2.5 目標值以及因應方 及氧化亞氮的逸散排放分別為 7,738、540
案。
及 1.83 kg/ha/yr，再以 IPCC(2007)第四次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評估報告之全球暖化潛勢值換算二氧化
五章】
碳排放當量，約為 21,783 kgCO2e/ha/yr；
此外在歐盟 CarboEuro 的整合計畫(2011)
中，以生態系統碳排放預算淨值(net
ecosystem carbon budget, NECBs)評估農
地淨碳排放，NECBs 考量(1)生態系統生
產淨量(NEP)、(2)有機肥、種子或根莖等
碳輸入及(3)收割、燃燒等碳輸出，研究
結果顯示，歐洲有 70%以上的農地
NECBs 值為負(即代表農地為正排放)，
且稻米的負值為最大，故以農產品外銷
產業的角度來看，將農地轉變為其他用
地，確實可減少土地直接排放，產生減
碳的效果。
2.溫室氣體減量係國際趨勢，委員建議從政
策面及能源使用效率進行估算，將納入
政策環評建議，將待未來個別計畫有詳
細規劃資料時進一步評估，並屆時就評
估結果請規劃單位研提因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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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國有關運輸載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之制訂權責係屬環保署，經查目前尚未
制訂標準；另查國際民航組織（ICAO）
相關規範，亦無管制空氣污染物 PM2.5 之
規定。未來民航局將持續注意 ICAO 等國
際組織之規範，並配合環保署辦理相關
管制措施。
(四) 開發區位有飛機、三鐵、及各種客、□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貨車長時通過，建議噪音政策，採 本計畫目前處於都市計畫初擬階段，噪音
總噪音(各種來源)、分時段、分地區 源分佈與影響和都市計劃的開發範圍與程
度皆是未定數，故現階段僅能以大致定性
管制，建議如下：
1. 相關土地使用及開發行為，應確 之評估做為未來噪音防制規劃參考。且未
認其土地所在地區位所屬航空噪 來經都市計畫與依據相關限建與噪音管制
法令後，因未來機場擴建第三跑道需依據
音防制區級別。
2. 若位屬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不得新建學校、圖書館、醫療機 圍認定標準」第九條辦理環境影響評估，
故於機場擴建之環境影響評估階段，將根
構及不得劃定為住宅區。
3. 若位屬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據較貼近實際之規劃內容，進行噪音模擬
不得新建學校、圖書館及醫療機 與噪音影響程度評估分析。並考量根據現
地情況，訂定較為合適的音量環境與相關
構。
噪音防制措施。而本計畫已針對目前現有
4. 規劃相關土地使用及開發行為
時，應先就土地所在區位，綜整 及未來可能之交通量進行定性、定量的評
環境、交通及特定噪音源，以噪 估分析，未來擴建第三跑道後，影響範圍
音模擬軟體進行噪音影響程度評 約增加 1,800 公頃，而範圍內約增加 3 分貝
估，確保土地使用相容性與噪音 的噪音量，屬影響輕微，且本計畫南側之
影響程度相當。(1)依前述模擬結 海軍基地遷移後將再降低噪音對周遭的影
果，若超過土地所在區位之一般 響。未來若有無法符合相關環境音量標準
地區環境音量標準者（各時段）
， 者，受航空噪音影響者，可依據桃園國際
應採取適當之防制措施或設施， 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使用辦法補助住戶設
並使該土地使用及開發行為符合 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項目包含防音
下述規範，始得開發；屬開放空 門、防音窗及吸音天花板等，並限制該防
間使用者，其室外空間應符合環 音設備須具有一定減音值之證明文件，可
境音量標準(各時段)。(2)室內空間 有效降低室內噪音值。
應低於環境音量標準 10 分貝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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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陳委員莉
(一) 埤塘具有緩和”都市熱島效應”之功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能，桃園航空城將引進大量人口， 1.於新訂特定區計畫階段，因應跑道興建需
使熱島效應加劇，而位於第三跑道 求填平之埤塘，本計畫將以覓地移設方式
上之 3 座埤塘將廢溜填平。請提具 規劃補償。
體補償措施並考量熱島效應與水源 2.目前對都市熱島的評估研究有兩種方
式，一者以土地使用類別之變遷與氣溫差
運用。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異的變化進行長期及廣泛統計分析，一者
則為數值模式針對個案的模擬及預測。本
五章及第六章】
計畫政策環評之規劃條件較為粗略，應以
前述方式較為可行。
3.依據營建署 82～84 年度及 95～97 年度兩
次調查與統計的結果 ，桃園縣農、林、
水利及遊憩用地面積的增加合計約 1 萬 7
千公頃，以農、林用地增加約 1 萬 6 千公
頃為主，對抑制都市熱島效應有所助益。
而近十年桃園地區建築、工業等可能造成
都市熱島效應的土地利用方式，以各年度
總面積為基準，由 82～84 年度之 13.4%，
增為 95～97 年度 13.5%，並沒有顯著的
增加。合計對都市熱島效應有增進貢獻的
土地利用方式，建築、工業及交通使用三
項約增加 5 千公頃，約為全縣面積的
4%，尚小於前述農、林、水利、遊憩等
土地使用面積增加之 1 萬 7 千公頃。
4.由過去土地使用的變化來看，桃園地區都
市化的趨勢並不顯著，都市熱島現象的原
因還在控制之中，因此未來開發計畫更應
依循此一趨勢嚴格管控，以防止都市熱島
現象的發生或惡化。
5.未來航空城興建營運之後，除可分攤並紓
緩現有桃園市及中壢市都會區持續成長
附 5-28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第 2 次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的趨勢，降低可能的都市熱島效應。也將
應用最新的都市規劃綠化手法，提高區內
新闢的公園、綠地、藍帶、與建築用地綠
屋頂、綠牆面、產業用地高比例綠化等，
降低「建築用地」的熱排放、提高透水率
及含水率，對都市熱島及其負面效應將會
有效的控制。
6.至民國 110 年，本計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
約 2,512 公頃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埤塘
原提供灌溉功能水源及石門水庫供應農
業用水需求減少後亦為可能之水源，屆時
可由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配水量檢
討因應地區水源供應。

(二) 對於水資源影響評估各項用水之排
擠效，應請再深入量化評估，例如
以缺水指標表示，尤其在氣候變遷
用水日趨吃緊的情境下，如何有效
調配水源?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水源權責上係由經濟部水利署負責調配供
應，依經濟部水利署 101 年 12 月 18 日召
開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都市計畫及用地
取得」分組-「用水計畫」工作小組第 2 次
會議會議記錄決議二，本案計畫用水量終
期(130 年)每日 72,550 立方公尺，其中民生
用水 46,130 立方公尺，產業用水 16,420 立
方公尺，規劃供水來源依本計畫各階段用
水需求及區域水資源開發供應情形，原則
如下:
1.至 106 年，本計畫民生用水每日 660 立方
公尺及產業用水每日 1,100 立方公尺，經
台水公司二區處表示可於既有系統供水
能力下調配供應。
2.至 11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園
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每
日 19,599 立方公尺，仍低於原核定「桃
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終期(110
年)之額度。另於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二期工程 106 年底完成後，原供應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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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區，加上
本計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約 2,512 公頃
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應農
業用水需求減少後亦為可能之水源，屆
時將請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配水量
檢討因應。
3.至 12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園
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每
日 58,365 立方公尺，屆時仍有每日 18,365
立方公尺供水缺口，預估可由前述板新
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板新大漢
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增供其他水源、農
業用地縮小後減供水源、其他多元化水
資源開發(如再生水)及降低自來水漏水
率等措施下調度因應。
4.長期 120 年後之用水來源，納入本署未來
區域水資源開發規劃整體供需考量檢討
因應。

九、陳委員尊賢
(一) 開發區域有大面積的鎘、鉛、銅、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鋅的污染區，包括在規劃區內及區 1.桃園縣政府於 100～101 年度執行「桃園
域外（5-26 頁），說明時宜納入資 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現況調查暨後
料，再針對區域內污染區域整治及 續管理方式評估計畫」在案，將 66 筆地
處理之策略。建議計畫區域內及外 號面積 15.41 公頃土地納入規畫整治，並
之污染區處理之政策與規劃，以免 於 101 年 12 月 8 日委託辦理「桃園縣農
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計畫監督及驗
將來法規修改時造成困擾。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證工作」、「桃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改善計畫(甲、乙)」等案，執行污染
五章】
改善工作。
2.依上開計畫進度，計畫區內 66 筆 15.4 公
頃之污染土地，預計於 2 年內完成污染
改善工作並解除列管。
(二) 如何在時程中完成目標，在縣府與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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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似乎不一樣，（3-7 頁）縣府 1.目前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預計於 2019 年
附近地區是 2020 年，交通部（機場 底完成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
園區）是 2030 年，希望能說明清 定區之區段徵收開發案，並於 2020 年辦
楚，尤其是機場以外的區域。另外 理土地點交作業，至於 2030 年係交通部
在污染區整治時程如何配合，宜及 完成機場園區第三跑道等之各項設施完
早規劃。
竣期程。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2.至於計畫區內 66 筆 15.4 公頃之污染土地
五章】
整治作業，預計於 2 年內完成污染改善
工作並解除列管。
(三) 第三跑道旁有 15 個大油庫，將來是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查 ICAO Annex14 並無油庫與跑道安全間
否絕對安全?如何預防?
距之相關規定，惟若油庫高度符合禁限
建規定，即可控制航空器與障礙物之碰
撞風險，符合安全要求。行政院核定之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案(以下
簡稱機場綱要計畫)，於辦理機場園區規
劃時，係綜整考量 ICAO 有關機場規劃準
則，再按機場維護管理作業需求，依航
空站飛行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
物及其他障礙物高度管理辦法（98.09.09
版）、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97.01.01
版)等規定，檢視機場專用區周邊土地納
入計畫範圍之必要性，並作成機場擴建
所需用地之建議。
2.按機場綱要計畫規劃，第 3 跑道配置與
05L-23R 兩跑道中心點距離 1,295 公尺且
油庫現有高度未超過未來第 3 跑道之轉
接面限高，於機場擴建用地周邊既存設
施無礙未來運轉下，符合相關規範之安
全要求。後續機場公司推動第三跑道建
設時，將進一步規劃考量相關防護機制
與措施，以避免航機衝撞油庫之可能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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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前基力化工廠造成嚴重汙染區尚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未整治，在 P.5-26 頁甲案之南方， 依桃園縣政府環保局規劃，開發區域內之
將來在區域規劃時宜同時納入考 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已規劃於 102 年
量，當初”大竹計畫”失敗之主因？ 度污染改善計畫中，規劃以翻轉稀釋法或
排客土法進行整治，預定於 104 年完成污
染改善並解除列管。
(五) 農委會 102 年起對農地休耕政策已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作改變，因此在農民(尤其污染區農 1.考量耕地被徵收可能影響農民生計及其
民)就業因應對策與開發時程規劃 他權益問題，於都市計畫階段，透過調
查瞭解區內農民繼續從事耕作之意願，
如何配合?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並將調查情形納入都市計畫規劃農業專
用區參考及後續配售作業之考量。並在
五章第 5.3.4 節(安置計畫)】
區段徵收階段，配合各地農會相關政
策，提供農民輔導就業資訊平台以及各
項補助措施與專長訓練資訊，儲備農民
轉業能力，依農民未來就業需求，提供
不同就業輔導方向。再者，為維護農民
既有權益，協助提供相關權利疑義諮詢
管道，將農民因徵收造成傷害降至最
低，並針對居民遷移部分已研擬劃設再
發展區、原位置保留、地上物補償費、
房租補助費及優先選配安置街廓五項安
置措施，供居民安置以減緩區段徵收範
圍內被拆遷之建物所有權人因徵收造成
之居住及營運上的衝擊。
2.配合農委會 102 年休耕政策之改變，於全
年僅休耕獎勵一期下，預期農地將恢復
耕作；以目前桃園縣可活化之休耕面積
6,998 公頃扣除大園鄉 1,380 公頃、蘆竹
鄉 561 公頃，尚可活化 5,057 公頃農地供
復耕。屆時因本計畫區土地變更無法耕
作之農民，將藉由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媒
合至本縣轄內連續休耕農地租地(購地)
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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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污染區農民，依據環保署訂定「農地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停耕補償補助原則」
辦理補償，農民配合停止耕作者，自當
期作起至解除列管期間，給予每年每公
頃 9 萬元之補償。
4.開發區域內之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已
規劃於 102 年度開始執行污染改善，預
計可於 2 年內完成污染改善工作並解除
列管，可配合上本計畫開發期程。

(六) 目前計畫區域內有不同污染等級的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分布，宜考量住宅區、商業區之規 本計畫區域內之 66 筆 15.4 公頃污染土地，
目前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已規劃於 102
劃。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年度開始執行污染改善，預計可於 2 年內
完成污染改善工作並解除列管，對住宅及
五章】
商業區之規畫並無影響。
十、簡委員連貴
(一) 第三次區域計畫通盤檢討已取消條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件發展區及限制發展區，以環境敏 本案相關上位空間計畫指導摘要如下：
感區作為土地利用與管理原則，同 1. 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將北部城市區
時為利用與國土計畫銜接已無北、 域定位為「國家首要門戶、經貿核心、
中、南、東區域計及七大生活圈規
創研與文化國際都會及高科技產業
劃，建議應將相關 2 通檢討及原
帶」
，其中，桃園國際機場做為臺灣重要
則，尤其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調適策
對外聯繫之國際門戶與交通樞紐。
略，能納入本次特定區計畫。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2. 台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指出桃園國際機場發
三章】
展定位如下：
(1) 國家門戶：為全國與全球接軌最重要
的連結樞紐，是國際物流、資訊流與
人流匯集的中心。
(2) 國家形象：充分展現國家之特色意
象，深具吸引力且深刻難忘。
(3) 服務全方位的機場：滿足旅客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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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需求（兼具購物、娛樂中心、觀
光飯店、國際會議中心、展覽場、金
融中心…），一個完善的國際機場兼
國際商務快捷效率處理中心。
(4) 產業發展的觸媒：為發展為國際產業
經貿運籌中心的觸發與輔助角色。
3. 桃園縣區域計畫（草案）
：全縣空間發展
架構-四大都心
(1) 西都心：航空物產都心（以桃園航空
城為發展主軸，包含大園、蘆竹、觀
音及新屋）
。
(2) 北都心：政經科教中心（桃園、八德、
龜山）
。
(3) 東都心：生態休閒都心（大溪、龍潭、
復興）
。
(4) 南都心：政經科教都心（中壢、平鎮、
楊梅）
。
4.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
(1) 發展指導：載明「機場專用區」及「自
由貿易港區」，依行政院核定之機場
園區綱要計畫辦理。「航空服務生活
地區」依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及本特定
區計畫辦理。
(2) 檢討變更計畫：未納入本特定區計畫
之「濱海遊憩地區」及部分「機場相
容產業區」，將納入「桃園縣區域計
畫」檢討變更計畫內容。

(二) 本次特定區計畫與桃園縣區域國土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計畫在空間之縫合應有適當整合規 「桃園航空城」計畫為「愛台 12 建設」之
劃，尤其中央各部門都應有平台來 首要旗艦計畫，攸關國家競爭力之提升及
產業之升級轉型。
協助方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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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鑑於「桃園航空城」計畫推動涉及跨部會
三章】
權責，經建會於 101 年 8 月 29 日依行政院
函示邀集相關部會召開「加速推動桃園國
際航空城計畫第 1 次會議」，決議除交通
部、桃園縣政府積極辦理本案都市計畫、
土地取得規劃作業外，請內政部、經濟部、
國科會、衛生署、農委會、桃園縣政府及
交通部就權管業務，研提住宅、產業布局
及招商規劃等構想。
為加速桃園航空城之規劃、開發及招商，
行政院已於 101 年 9 月 18 日成立「行政院
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
，由行
政院江副院長宜樺擔任召集人，設置都市
計畫與土地取得、開發建設、產業規劃及
招商等分組，定期統籌、協調並檢討分組
作業之推動辦理情形。
(三) 應檢討特定區各項環境承載特性，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如土地與水資源、人口、空污、 因應本案開發可能衍生之環境承載特性、
水質、公共設施等），研擬適當之 資源供需分析與檢討，原則上，本計畫已
總量，以作後續成長管理之依據。 於第五章初步評估並研擬相關因應對策，
另相當必要公共設施及鄰避設施亦 後續土地使用之進一步規劃，將於新訂特
定區計畫階段予以考量。
應納入規劃。
(四) 特定區內不同分層使用，應依發展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目標，研擬相關劃設原則及具體配 依囑於新訂特定區計畫階段納入規劃考
量。
套措施。
(五) 生態城市之規劃，將 5OD 納入具前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膽性，建議將政策性及當地特色， 依囑於新訂特定區計畫階段納入規劃考
產業發展需求整合，以 Zoning 觀念 量。
規劃並納入特定區相關土地使用管
理要求。
(六) 土地使用型態轉變之影響與因應對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策，對永續發展相當重要，建議應 1.本計畫於報告書第五章第 5.3.4 節對於土
有指標量化評估及環境生態補償， 地資源之利用，尤其土地使用型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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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決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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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與因應有進行評估檢討，桃園地
區目前中壢及桃園商圈皆以地方生活服
務機能為主，本計畫區透過機場捷運線
及航空城捷運線，可串接航空城、中壢、
桃園、八德及大台北地區，吸引大台北
及其他地區就業人口遷入，進而發展成
為桃園新都心。因此，本計畫依循上位
計畫之指導，融合 TOD (transit –
oriented – development )規劃與綠色運
輸理念，透過各捷運站節點周邊土地的
規劃與指導，建構都市成長的引導核心
與適居的節點樞紐，並以緊密城市
(Compact city)理念，收納大台北地區與
航空城之就業人口，引領城鄉發展軸
帶，可避免都市失序蔓延，進而創造以
人為本、優質適居的低碳生態環境，符
合成長管理之精神。
2.為減緩未來氣候變遷之影響及對都市之
衝擊，並配合行政院經建會「國家氣候
變遷調適政策綱領」政策之指導，本計
畫區就氣候變遷下城市與區域之規劃及
調適，針對生態環境及綠地建構、水岸
藍帶機能之調節規劃等層面，採生態城
市(eco city) 及生態補償
（Eco-compensation）規劃理念與 5OD 發
展策略進行整體規劃，期發展為生態、
永續、產業發展均得兼具之新興市鎮，
其中將以綠地建構為導向(GOD, Green
Oriented Development）提升與補強區域
內的景觀生態與綠色基盤品質，建構良
好的公園綠地與綠廊道網絡，提升整體
環境空間的綠覆率，以創造永續的生活
環境，將藉增加藍綠網絡的串連、營造
都市綠地空間及加強其他綠地空間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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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效益等策略打通串連區域外的生態資
源，建構一個趨生態環境的都市。

(七) 利害關係參與及意見反映處理，對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計畫能否落實相當關鍵，本案參 本計畫歡迎民眾能積極參與，民意反映及
與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達 1.8 萬 溝通辦理方式已規劃執行包括公告徵詢意
人次，是有史來規模最大，應積極 見、召開地方說明會及設立助地工作站等
溝通，強化本次特定區之遠景與重 方式來擴大民眾參與，並蒐集民眾意見，
要性，同時如確保民眾權利及具體 以下說明各項工作辦理情形：
1.公告徵詢意見
安置輔導策略應有說明。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係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
「民眾參與：新
五章第 5.3.4 節(安置計畫)及第 5.3.8 節 畫作業要點第五點（五）
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
(民意溝通)】
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
意調查、公告徵詢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詢意見，並作成紀錄，作為擬訂或審
議之參考。」規定辦理。
辦理方式：
（1）公告刊登報紙（2）公告
徵詢意見（3）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
（4）公告印製成傳單請公所及村長協助
發送住戶。
桃園縣政府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以府城
綜字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徵求民
眾意見公告及計畫範圍示意圖，請大園
鄉公所及蘆竹鄉公所張貼公告周知。任
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見，
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
及地址，向桃園縣政府提出意見，以供
規劃參考。迄今桃園縣政府已接獲有關
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
安置、配地、補償等作業及都市計畫限
高、道路規劃等問題，已函轉交通部、
內政部、桃園縣政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
區段徵收作業參考，並將研提處理方式。
2.召開地方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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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1.12.08～102.01.12 於大園鄉、蘆
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徵詢民眾對
本案規劃發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之意
願，並針對民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
俾利民眾了解本案之發展架構。此外，
另透過密集、小型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
會議，掌握地方民意趨向，以作為後續
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據。目前桃園縣政
府於地方說明會召開前，均預先邀集計
畫範圍相關之縣籍議員、大園、蘆竹鄉
公所、村長、民航局及府內相關單位召
開說明會議，充分說明地方說明會辦理
方式及場次安排等，以利說明會進行。
而上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民眾出席相當
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
現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多
樂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關
注議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
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
外另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
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
執照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
後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
價計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
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
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
段徵收而喪失等。後續交通部及桃園縣
政府將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見加以分
析並研提處理方式。
3.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
溝通意見，本案將於完成地方說明會後
於特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
距離、面對面之溝通方式，答覆、解決
附 5-38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第 2 次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民眾關心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駐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
埔心村。駐地工作站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成立。由民航局、營建分署及桃園縣
政府城鄉局、地政局派員進駐，每周工
作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
午 5 點)。
4.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
於 102 年 1 月召開完 10 場說明會後，已
針對區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問卷調
查作業。
5.居民安置計畫
針對居民遷移部分並已研擬劃設再發展
區、原位置保留、地上物補償費、房租
補助費及優先選配安置街廓五項安置措
施，供居民安置以減緩區段徵收範圍內
被拆遷之建物所有權人因徵收造成之居
住及營運上的衝擊。

(八) 特定農業區農地改變，應針對其是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否屬優良農田及高生產力，及其空 1.配合農委會 102 年休耕政策之改變，於全
間分布有適當研析後，同時應配合 年僅休耕獎勵一期下，預期農地將恢復
主管單位在糧食安全政策妥為規 耕作；以目前桃園縣可活化之休耕面積
6,998 公頃扣除大園鄉 1,380 公頃、蘆竹
劃。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鄉 561 公頃，尚可活化 5,057 公頃農地供
復耕。屆時因本計畫區土地變更無法耕
五章】
作之農民，將藉由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媒
合至本縣轄內連續休耕農地租地(購地)
種植，無影響糧食安全供應之虞。
2.因應機場園區周邊地區整體規劃開發之
需求，交通部業依相關法規規定，針對
區內農業用地變更之必要性及影響性，
研提農地變更使用說明書予農委會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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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案規劃遠景之行銷，其本應更貼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切民眾關心的課題及資訊公開透 縣府將以辦理過程尚稱順利之開發案例，
明，如增加就業機會、經濟效益、 包括過去推動之桃園縣八德地區以及目前
生活環境品質可提升等等，使縣民 辦理中之桃園中路地區區段徵收案等相關
樂於配合與支持國家重大政策，形 資料作為民眾宣導之參考。
配合用地取得及產業招商等作業，本
成共識，將有助於計畫推動及招
商。另可利用成功轉型案例，或示 案將針對特定對象擬定專業行銷計畫，至
於一般民眾部分，則區分不同對象進行行
範區。作為民眾宣導之參考。
銷宣傳作業。本計畫行銷策略擬從國家發
展及民眾生活兩個面向設計，期能使民眾
漸能瞭解航空城之願景、意象，也激發民
眾的參與感及責任感，同心支持本重大建
設。有關願景行銷之初步構想概述如下：
1.國家發展面向
面對台灣景氣低迷及全球經濟危機，以
「台灣需要改變」帶入主題，傳達「在面
對經濟衰退、低起薪、失業率高…的台灣
社會，航空城開發預估可帶來產商、就
業、生活、居住、休閒觀光…等多方面的
實質提振，是現今國家最重要的建設計
畫，也是台灣人民幸福的出口與盼望。」
、
「台灣的幸福，從桃園航空城開始」的訊
息。宣傳片將運用「以小比大」的方式，
以民眾熟知的如桃園藝文特區、台北信義
特區…等地區，從過去原為一片稻田發展
成如今繁榮進步的景象，來擬想航空城完
成後將帶來何等美好的榮景。媒宣並將帶
入這些特區轉型前後的成長對比(數據
化)及國外如新加坡樟宜、韓國仁川…等
航空城完成後帶來之實質改變，並以過去
十大建設為例，讓民眾認知到夢想是有成
真的機會，但是需要大家一起來努力。
2.民眾生活面向
除前述國家發展角度切入，以激發熱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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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外，將從不同族群關心的生活需求導
入。配合航空城實際進展，行銷將針對不
同對象分為上班族篇、兒童篇、企業篇、
外勞篇、老年篇、婦女篇…，以故事化方
式(如小明的飛機夢)甚結合微電影的手
法，將航空城發展的願景逐一勾勒，包括
年輕人就業、企業主抱負、老年人居住、
親子休閒與生活環境、觀光旅遊…等，都
有機會在將來的航空城圓夢，這個夢想現
在已經啟動，政府準備好了，但是你準備
好了嗎？…等，以激發大眾認知願景的實
現人人有責並參與其中。

十一、龍委員世俊
(一) 此大規模開發會影響整體區域的水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汽蒸發量，將原先可涵容水份之土 1.水汽蒸散量
壤，改為大部分無法涵容水份的地 本計畫最具水汽蒸散量者為天然或人為
表，這些水汽涵容之改量，會減少 的水體，舉凡河川湖泊，或者是埤塘、水
水汽蒸散量，再者，建設的強度也 田等，皆可造成保持溫度穩定的原因。本
會增加熱島效益，這些溫度及水汽 計畫除保留跑道區外原埤塘外，對跑道區
之變化會影響局部地區大氣循環， 之埤塘則另地闢建新的水體，同時也將積
目前桃園已多有暴雨淹水之情形， 極規劃藍帶遊憩區，以維持蒸散總面積不
目前此案開發是否會強化局部地區 變。
之強降雨，造成淹水更加頻繁?這些 除此之外，擴葉林、草地等植被，因其葉
方面應該以氣象模式模擬評估，目 面氣孔也具有蒸散之能力，也被認為是利
前最新發展之氣象模式之空間解析 用潛熱來降溫的手法。本計畫每人綠化面
度可低至 1-4km，且也能考慮地表 積將會高過北、高之 3.7～3.8 m2/人，以
吸熱及水汽蒸散對局部大氣循環之 歐美各國之 10～40 m2/人水準為目標。
影響，開發單位應進行相關評估， 藉由水冷蒸散式的廢熱處理方式、路面、
屋頂、牆面等噴灑水滴、或使用霧化器之
提早規劃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局部降溫等等，也都可以有效運用潛熱通
量來降溫。
透水鋪面的作用有兩個方向，一者可以涵
容降雨，降低暴雨逕流之衝擊，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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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亦能提供水份蒸散，降低都會區溫
度。跑道鋪面亦可考慮以透水性多孔混凝
土或多孔瀝青混凝土，以增加蒸散量。
2.強降雨及易淹水地區之治理
為因應強降雨造成的淹水情形，中央政府
自民國 95 年起辦理「易淹水地區水患治
理計畫」，共分為三階段進行雨水下水道
之改善，而第 3 期(民國 100～102 年)已
著手改善桃園南崁溪、老街溪等易淹水區
域之排水系統，以符合現今降雨強度及延
時特性，設計規劃該區域之雨水下水道系
統，故本計畫亦將全面考量本區域內雨水
下水道系統之設計原則。
3.都市熱島效應的評估及預防
目前對都市熱島的評估研究有兩種方
式，一者以土地使用類別之變遷與氣溫差
異的變化進行長期及廣泛統計分析，一者
則為數值模式針對個案的模擬及預測。本
計畫政策環評之規劃條件較為粗略，應以
前述方式較為可行。
依據營建署 82～84 年度及 95～97 年度兩
次調查與統計的結果 ，桃園縣農、林、
水利及遊憩用地面積的增加合計約 1 萬 7
千公頃，以農、林用地增加約 1 萬 6 千公
頃為主，對抑制都市熱島效應有所助益。
而近十年桃園地區建築、工業等可能造成
都市熱島效應的土地利用方式，以各年度
總面積為基準，由 82～84 年度之 13.4%，
增為 95～97 年度 13.5%，並沒有顯著的
增加。合計對都市熱島效應有增進貢獻的
土地利用方式，建築、工業及交通使用三
項約增加 5 千公頃，約為全縣面積的
4%，尚小於前述農、林、水利、遊憩等
土地使用面積增加之 1 萬 7 千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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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過去土地使用的變化來看，桃園地區都
市化的趨勢並不顯著，都市熱島現象的原
因還在控制之中，因此未來開發計畫更應
依循此一趨勢嚴格管控，以防止都市熱島
現象的發生或惡化。
未來航空城興建營運之後，除可分攤並紓
緩現有桃園市及中壢市都會區持續成長
的趨勢，降低可能的都市熱島效應。也將
應用最新的都市規劃綠化手法，提高區內
新闢的公園、綠地、藍帶、與建築用地綠
屋頂、綠牆面、產業用地高比例綠化等，
降低「建築用地」的熱排放、提高透水率
及含水率，對都市熱島及其負面效應將會
有效的控制。

(二) P5-91 指出噪音 60 分貝會造成 71%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民眾醒來，建議能再降低此限制， 關於參考資料提及噪音於 60 分貝時，71%
民眾將會被吵醒，此為建立相關噪音污染
以保障附近民眾之健康。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指標之研究資料，而本計畫未來仍將根據
噪音管制法與相關航空噪音防制法規進行
五章第 5.3.1 節】
噪音管制，而本計劃區內大多為二類或三
類噪音管制區，根據環境音量管制標準，
夜間環境音量標準將限制在 63～72 分貝以
內，而噪音經過建築物與門窗的衰減後通
常可再降低 10 多分貝，因此於室內將可在
50 分貝左右，不致造成太大影響。而機場
航班於夜間起降班次亦較日間來的少，故
夜間噪音影響將再降低。為保障附近民眾
於噪音之影響，將建議營運規劃再參考荷
蘭之阿姆斯特丹機場擴建跑道時，限制夜
間時段的高噪音機型起降班次，以控管夜
間的噪音量。
(三) 建議 P.3-150~P.3-152 之經濟效益分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析，希望能用更定量的方式分析。 有關定量之經濟效益補充說明參閱 P5-136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P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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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
(四) 桃園縣應該以全面推動電動巴士作
為空氣污染抵換。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1 節】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桃園縣電動巴士之推動以示範、局部到全
面等階段逐步達成。目前已有 3 條示範路
線運行，另預計於 102 年度起將現有市民
巴士汰換為電動巴士，未來針對縣內之電
動巴士推動亦將研擬中長程推動策略，結
合空品淨區之推動，使桃園縣電動巴士之
普及率大幅提升。

(五) P.5-27，土壤污染整治應不宜將污染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再擴大，對”翻轉稀釋”等方法處理 桃園縣政府執行農地土壤污染改善計畫
土壤污染應再三思，謹慎為之。 時，係根據場址特性與技術可行性，評估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最適合現地整治工法，針對屬重金屬銅、
鋅、鉻等較低污染濃度土地，主要以翻轉
五章】
稀釋法來整治；針對屬重金屬鎘較高污染
濃度土地，目前與環保署協商更有效且對
環境較佳的方式處理，並不會以翻轉稀釋
法整治。
(六) 目前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氣候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計畫，已有預估國內未來之溫度及 依據中研院的科學研究成果，與本計畫的
交互作用及因應措施，按照氣溫、降雨及
降水變化，應列入參考。
強風等三項目分別說明如下：
1.氣溫方面
增溫情況：臺灣北部地區百年統計回
歸結果為 0.2oC/10 年，較中部(0.1 oC/10
年)與恆春(0.1 oC/10 年)為大。由於北部地
區以臺北站為指標，可能因為過去 100
年北部地區都市化的程度較中南部為
甚，因此舒緩臺北盆地都市化趨勢，防範
都市熱島效應(Urban Heat Island UHI)的
重要性更不容忽略。
極端高溫事件：臺灣地區百年統計
90%夏季極端高溫事件的日數，大多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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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增加的趨勢，臺北地區的增加比例最高
(1.4 天/10 年)，此一趨勢分布顯示臺北都
會區 UHI 較其他地區有更大的舒緩需求。
極端低溫事件：以寒潮發生次數為
指標，臺灣地區百年統計每年寒潮次數，
大多呈現出減少的趨勢。
2.降雨方面
降雨日數：近世紀臺灣地區降雨日
數是在減少的趨勢之中，北部地區 100
年之統計回歸結果為-3.5 天/10 年，較中
部(-2.7 天/10 年)略為嚴重，與南部相當
(-3.7 天/10 年)，較東部(-6.1～-4.0 天/10
年)則不顯著。由於本計畫將使地區的農
業發展方向朝向精緻化及特殊化，未來在
灌溉上對降雨日數的依存度將會降低，因
此，此一趨勢對地區農業的影響將不致太
大。
極端偏乾事件：以連續不降雨日數
為指標，以花蓮近 30 年的發生頻率較
高，其餘地區的趨勢較不顯著。
降雨強度：臺灣每年小雨日數之百
年趨勢統計結果，顯示出減少的趨勢，約
減少 2 天/10 年，與前述降雨日數減少的
趨勢一致。大豪雨每年發生日數在近 30
年及近 50 年都有增多的趨勢，然對長期
而言，報告中並無定論。
降雨量平均百分位之變化(多氣候模
式分析)：北、中、南、東區平均雨量低
到中百分位降雨多半是減少的。冬季
(DJF)75%以下均為減少，夏季(JJA)則大
多增加。
90%百分位降雨量：全臺各季均為增
加。冬季(DJF)增加的比例最低，北部地
區(7%)略較全臺其他區為高(5～6%)。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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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JJA)為全年降雨量增加最多的季節(46
～64%)，以北部地區增加最少(46%)。其
他季節北部地區的增加情形都較其他區
為低。雖然如此，未來計畫區內勢必也要
依據更嚴格的回歸期標準，設計各項防洪
排水之工程結構物與設施。
3.地區風場
強風日數：對地區農業有較大的衝
擊影響。非颱風影響之強風日數，僅宜蘭
有增加的情況，其餘地區則呈現出減少的
趨勢。颱風影響之強風日數，東部宜蘭花
蓮的日數有所增加，外島除澎湖外也有增
加，其餘減少，可能是颱風強度增加的緣
故。

十二、牟委員中原
(一) 本案有地方桃園縣政府充分支持，
期盼未來本案通過後，桃園縣政府
能持續予以強力支持，以確保能落
實成功。
(二) 建議在溝通說明會方面，能增加與
環保團體之溝通協調會，以爭取認
同與支持，化解未來阻力。
(三) 與民眾的溝通方面，除辦理公聽會
說明會外，建議可考量增加比較軟
性的咖啡論壇方式，以化解阻力。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不適用

□其他

感謝支持。

■參採

□部分參採

感謝建議，後續交通部、桃園縣政府將與
環保團體持續接洽與溝通，以爭取認同。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感謝建議，後續納入辦理方式考量。

十三、胡委員興華
(一) 建議補充計畫範圍內農民人口的基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資料，包括年齡分佈，以及意願 1.計畫區所在蘆竹鄉、大園鄉之農業人口數
調查結果，仍有意願繼續耕作之人 及耕作屬性如表所示。
口數。
農戶人口數
蘆竹鄉
大園鄉
合 計
17,925
21,554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自耕農
17,362
20,683
五章第 5.3.4 節(安置計畫)】
半自耕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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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農受委託
非自耕農

299
17

371
77

資料來源:100 年桃園縣統計年報

2.為掌握土地所有權人特性與配合意願，交
通部及桃園縣政府於 102 年 1 月起針對
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問卷調查作業在
案；後續將依據土地所有權人之問卷調
查結果，於特定區擬定、區段徵收計畫
中，落實考量並配合辦理相關規劃。
(二) 本案涉及農地變更事宜，農委會已
在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相關工作小
組會議，提供意見及協助，再請本
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相關儘早備妥
農地變更使用說明(包括變更農地
之必要性、合理性及無可替代性之
說明及評估意見，不影響農業生產
環境及對農民之處理情形等併同縣
府意見(含農業單位))，送農委會先
行審議，以利加速審查作業。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因應機場園區周邊地區整體規劃開發之需
求，交通部業依相關規定與要求，針對區
內農業用地變更之必要性、合理性、無可
替代性及相關影響性，研提農地變更使用
說明書並已於 102 年 1 月份函送審查在案。

十四、農委會農田水利處
(一) 位於開發區內 24 座埤塘有下列問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 29 件廢溜申請案中，計有 1 件(大園鄉五
題：
塊厝段下埔小段 1099-3 地號)位於本計畫
1. 簡報資料第 32 頁說明目前廢溜
申請有 29 件，其中位於本開發區 區範圍內。
2.第三跑道上 3 座埤塘坐落土地皆屬區段
中有幾件？
2. 請說明 3 座位於計畫跑道上、預 徵收範圍，被徵收土地時，將依規定辦
計需廢溜之埤塘廢溜後，如何規 理補償並覓地移設；若區外農田仍有灌
劃等面積補償？管理維護單位為 溉需求，將於特定區計畫擬定及工程開
發階段規劃所需灌溉系統或劃設灌溉專
誰？
用渠道用地，管理維護權責由水利會負
3. 餘 21 座埤塘如何強化灌溉？水
責。
利會是否會增加管理成本？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3.其餘 21 座埤塘目前都市計畫暫採全部保
留徵收並劃設為公園綠地，若檢視仍有
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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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留提供區外農田灌溉之需求，可檢討
將維持灌溉功能者劃設為灌溉專用區，
由水利會專權處理，以維土地所有權人
及管理人之一致性，方可強化灌溉功
能，亦不增加管理成本。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二) 4,686 公頃開發區中特定農業區
1,487 公頃(包含連續休耕 502 公頃) 水源權責上係由經濟部水利署負責調配供
其水源部份，是否均為河川取水或 應，本計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約 2,512 公頃
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應農業
水庫取水？其水權應有區分。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用水需求減少後所多出之水源，屆時將由
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配水量檢討因應
五章】
地區需求。
(三) 桃園縣連續休耕地 6,998 公頃，扣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除本開發區連續休耕農地 502 公 大園鄉連續休耕地面積為 1,380 公頃、蘆竹
頃，何以可供活化休耕地為 5,067 鄉為 561 公頃，故桃園縣連續休耕地 6,998
公頃？(簡報 16-17 頁，是否應為 公頃扣除大園鄉及蘆竹鄉後為 5,057 公頃
(6,998-1,380-561=5,057 公頃)可供復耕。
6,998-1,487=5,511 公頃)。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四) 簡報第 40 頁，本計畫用水計畫業於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01 年 12 月 19 日審查原則同意， 本計畫水源供應，依經濟部水利署 101 年
依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第 5 點 12 月 18 日召開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都市
規定，是否有調用農業用水？桃園 計畫及用地取得」分組-「用水計畫」工作
小組第 2 次會議會議記錄決議二，本案計
水利會承諾的量為多少？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畫用水量終期(130 年)每日 72,550 立方公
尺，其中民生用水 46130 立方公尺，產業
五章】
用水 16,420 立方公尺，規劃供水來源依本
計畫各階段用水需求及區域水資源開發供
應情形，原則如下:
1.至 106 年，本計畫民生用水每日 660 立方
公尺及產業用水每日 1,100 立方公尺，經
台水公司二區處表示可於既有系統供水
能力下調配供應。
2.至 11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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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每
日 19,599 立方公尺，仍低於原核定「桃
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終期(110
年)之額度。另於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二期工程 106 年底完成後，原供應板新
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區，加上
本計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約 2,512 公頃
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應農
業用水需求減少後亦為可能之水源，屆
時將請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配水量
檢討因應。
3.至 12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園
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每
日 58,365 立方公尺，屆時仍有每日 18,365
立方公尺供水缺口，預估可由前述板新
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板新大漢
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增供其他水源、農
業用地縮小後減供水源、其他多元化水
資源開發(如再生水)及降低自來水漏水
率等措施下調度因應。
4.長期 120 年後之用水來源，納入本署未來
區域水資源開發規劃整體供需考量檢討
因應。
另有關報告書 P3-54 內容所提「民間
參與桃園興建海水淡化廠計畫」案，已由
經濟部函院陳報廢止，報告書 P3-54 內容將
修正。

十五、陳委員純敬
(一) 簡報第 8 頁以航空噪音 60 分貝線做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為規劃機場專用區與住宅社區之分 航空噪音 60 分貝線，係指於室外航空噪音
界線。此 60 分貝依報告 P.5-32 頁航 達 60 分貝之地區，此航空線外之區域室外
空噪音管制區的規定係指日夜達 60 噪音則低於 60 分貝，而室內噪音在經過建
分貝之地區。但經驗上，同樣是 60 築物與門窗的衰減後通常可再降低 10 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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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貝，在白天與深夜對人的影響截 貝，因此於室內將可在 50 分貝左右，不致
然不同，在夜深人靜時，60 分貝對 造成周遭民眾太大影響。而機場航班於夜
住宅社區之居民睡眠會造成嚴重干 間起降班次亦較日間來的少，故夜間噪音
擾，並建請檢視報告中 P.5-92 頁、 影響將再降低。為保障附近民眾於噪音之
P.5-93 頁 NASA, 1989 年，不同或特 影響，將再參考荷蘭之阿姆斯特丹機場擴
殊聲壓位準對人體之生理影響表之 建跑道時，限制夜間時段的高噪音機型起
研擬背景及對本案之適用性。不生 降班次，以控管夜間的噪音量。
活化，未人性化的規劃，只會導致
本案執行機關遭遇百姓的抗議，而
導致計畫落實不順暢。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第 5.3.1 節】
(二) 簡報第 8 頁，「布設完整交通系統」■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劃設 60 寬以上捷運綠廊，40 公尺 感謝指正，相關資料將修正一致。計畫區
道路之實質規劃內容，將於後續特定區畫
主要幹道及次要道路與報告第
3-145 頁、第 3-146 頁機場捷運線規 擬定及工程開發階段予以確認。
劃 50 公尺寬園道，主要道路包含貨
運園區內道路、中央景觀道路等 30
公尺寬以上道路，次要道路於產業
專用區、商業區及住宅區之間，規
劃 20 公尺寬道路之敘述不同，請修
正使其一致，另「園道」
、「主要、
次要道路」之規劃設置，規劃數量
(幾條？)，長度(幾公里？)，規劃寬
度之依據亦應於報告中清楚描述，
因為此部份與日後投入之工程經費
密切相關。
【已補充修正評估說明書第三章】
(三) 簡報第 20 頁「廢棄物增量推估」中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一般廢棄物量約 138 公噸/日，應考 1.遵照辦理，一般廢棄物將配合政府「零廢
慮予以再利用、資源化，以符合政 棄、零污染、資源循環再利用社會」的
府「零廢棄、零污染、資源循環再 政策，規劃鼓勵民眾回收，推動再利用、
資源化。
利用社會」的政策。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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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簡報第 21 頁雖述及桃園縣應可完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全處理本計畫每日產生量，但焚化 1.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92 年起開始推動垃圾
廠焚化底渣資源再利用比掩埋於垃 焚化底渣再利用，配合中央資源永續利
圾場更有效益，建議可配合環保署 用及零廢棄政策，本局於 94 年起將本縣
台北港填海造島計畫日後之實施， 垃圾焚化廠產生之底渣由掩埋轉為底渣
再利用處理，並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將焚化底渣再利用資源化。
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垃圾焚化廠焚化底
渣再利用 管理方式」執行，統計 101 年
度底渣再利用數量 40,395.76 公噸【其
中：級配粒料(含基層及底層) 33,826.68
公噸，佔 83.74%；無筋混凝土添加料
6,403.68 公噸，佔 15.85%；磚品添加料
165.40 公噸，佔 0.41%】。
十六、戴委員豪君
(一) 桃園縣政府與交通部已召開 4 場次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地方說明會，建議針對地方居民主 1.已於 101.12.08～102.01.12 於大園鄉、蘆
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徵詢民眾對
要訴求提出回應。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本案規劃發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之意
願，並針對民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
五章第 5.3.8 節(民意溝通)】
俾利民眾了解本案之發展架構。此外，
另透過密集、小型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
會議，掌握地方民意趨向，以作為後續
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據。目前桃園縣政
府於地方說明會召開前，均預先邀集計
畫範圍相關之縣籍議員、大園、蘆竹鄉
公所、村長、民航局及府內相關單位召
開說明會議，充分說明地方說明會辦理
方式及場次安排等，以利說明會進行。
2.而上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民眾出席相當
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
現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多
樂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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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議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
地主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
外另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
有農舍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
執照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
後續補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
價計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
聚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
保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
段徵收而喪失等。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
已以系統方式針對民眾意見加以分析並
研提處理方式，詳附錄六。

(二) 本計畫涉及遷村作業，建議參考國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內以往作法與經驗，研擬未來執行 感謝建議，針對居民遷移部分並已研擬劃
策略與作法，以避免延誤計畫推動。設再發展區、原位置保留、地上物補償費、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房租補助費及優先選配安置街廓五項安置
措施，供居民安置以減緩區段徵收範圍內
五章第 5.3.4 節(安置計畫)】
被拆遷之建物所有權人因徵收造成之居住
及營運上的衝擊。
(三) 桃園縣政府所提「桃園航空城計畫」■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將達成 5 大發展目標，其中目標之 遵照辦理。
一為「促進桃園國際機場及臺北港
整合發展」
，惟相關簡報及資料均未
著墨，建議補充說明。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三章】
十七、本署綜合計畫處
(一) 依原計畫期程，交通部規劃於 102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年 1 月底將本案政策評估說明書送 遵照辦理。
本署徵詢意見，經 2 次環評委員諮
詢會議之召開，交通部將得以瞭解
委員關注重點，俾預作準備，請交
通部於前述時程前，完成說明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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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俾利後續徵詢作業順暢。

意見回覆

(二) 針對 2 次諮詢會議結論、環評委員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及與會機關意見，建議於政策評估 遵照辦理。
說明書逐項列表回復，並就各意見
參採情形，以「參採」
（包含如何納
入政策落實）
、
「未參採」
（請敘明未
參採原因）
、
「部分參採」
（請敘明未
參採內容及原因）及「其他」等選
項勾選，俾利本署徵詢意見之作成。
(三) 本案所涉土壤污染整治議題，建議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交通部另與本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感謝建議。
整治基金管理會討論表達呈現方
式，俾讓各界容易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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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

附圖 1 本計畫區與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之關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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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評說明書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貳、綜合討論（請開發單位於後續資料列表說明）
一、本部航政司
(一) 有關審查程序，想先請教環保署，
有關政策環評通過之定義?民意調
查結果該如何於評估說明書中呈
現?

□參採

(二) 建議加強說明本計畫航空城願景及
行銷策略，並應納入審查時簡報說
明。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三章 3.4.3 節內容】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環保署回應：
政策環評審查經環評大會擬定通過具體徵
詢建議事項，經修正定稿即完成政策環評
徵詢程序，後續依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辦法第八條規定，由政策研提機關提
報政策及修正後之評估說明書定稿至內政
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有關民意部分，建議應將研商會委員意
見、答覆說明以及今日相關機關意見徵詢
答覆資料、說明會民眾意見等納入評估
書，至於問卷調查結果，後續得於審查過
程中適時加以補充。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有關航空城願景與功能參閱 3.4.3 節所述。
配合用地取得及產業招商等作業，縣府針
對特定對象將擬定專業行銷計畫，一般民
眾則區分不同對象進行宣傳；行銷策略從
國家發展及民眾生活兩個面向設計，期能
使民眾漸能瞭解航空城之願景、意象，也
激發民眾的參與感及責任感，同心支持本
重大建設。有關願景行銷之初步構想概述
如下：
1.國家發展面向
面對台灣景氣低迷及全球經濟危機，以
「台灣需要改變」帶入主題，傳達「在面
對經濟衰退、低起薪、失業率高…的台灣
社會，航空城開發預估可帶來產商、就
業、生活、居住、休閒觀光…等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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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提振，是現今國家最重要的建設計
畫，也是台灣人民幸福的出口與盼望。」
、
「台灣的幸福，從桃園航空城開始」的訊
息。宣傳片將運用「以小比大」的方式，
以民眾熟知的如桃園藝文特區、台北信義
特區…等地區，從過去原為一片稻田發展
成如今繁榮進步的景象，來擬想航空城完
成後將帶來何等美好的榮景。媒宣並將帶
入這些特區轉型前後的成長對比(數據
化)及國外如新加坡樟宜、韓國仁川…等
航空城完成後帶來之實質改變，並以過去
十大建設為例，讓民眾認知到夢想是有成
真的機會，但是需要大家一起來努力。
2.民眾生活面向
除前述國家發展角度切入，以激發熱情與
理想外，將從不同族群關心的生活需求導
入。配合航空城實際進展，行銷將針對不
同對象分為上班族篇、兒童篇、企業篇、
外勞篇、老年篇、婦女篇…，以故事化方
式(如小明的飛機夢)甚結合微電影的手
法，將航空城發展的願景逐一勾勒，包括
年輕人就業、企業主抱負、老年人居住、
親子休閒與生活環境、觀光旅遊…等，都
有機會在將來的航空城圓夢，這個夢想現
在已經啟動，政府準備好了，但是你準備
好了嗎？…等，以激發大眾認知願景的實
現人人有責並參與其中。

(三) 本計畫電力資源與需求規劃議題應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有評估說明，並建議納入簡報中回 有關本計畫開發案用電核供，已獲台灣電
力公司桃園區營業處函復(附錄四 101 年 12
覆說明。
月 17 日 D 桃園字第 10112002091 號函)，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台電公司將配合辦理開發後電力管線及設
備設置事宜，本計畫亦將配合預留 3 處變
五章 5.3.8 節內容】
電所用地，提供台電公司規劃設計所需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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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系統電力設施，供應開發後用電需求，
後續簡報中將納入說明。

二、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一) 請檢核本案相關報告之計畫區規
模、土地使用配置等面積數據資
料，並釐清統一。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現階段本評估說明書所載計畫範圍及面積
係以交通部 101.12.12 函送內政部之「新訂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申請書為依據；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則
彙整桃園縣政府辦理地區土地使用計畫面
積需求(附件一)修正而成。
後續特定區實際範圍及面積俟內政部區域
計畫、都市計畫等委員會審議後方能確
定，故最後特定區面積及範圍，將以內政
部核定計畫為準。

(二) 簡報第 26 頁，有關一般事業廢棄物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與有害事業廢棄物估算所使用產業 謝謝指正，依囑檢核修正。
專用區面積不一致，應釐清確認。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5.3.1 節內容】
(三) 航空噪音 60 分貝等噪音線劃設，目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前僅標示劃設現況，應考量進行第 1.本計畫目前處於都市計畫初擬階段，未
來機場擴建第三跑道需依據「開發行為
三跑道模擬，劃出未來噪音防制
區，以作為土地使用規劃構想分區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第九條辦理環境影響評估，故於機
劃定依據。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場擴建之環境影響評估階段，將根據較
貼近實際之規劃內容，進行噪音模擬與
六章 6.1 節內容】
噪音影響程度評估分析。並考量根據現
地情況，訂定較為合適的音量環境與相
關噪音防制措施。未來若有無法符合相
關環境音量標準者，受航空噪音影響
者，可依據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
費使用辦法補助住戶設置航空噪音防制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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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評說明書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2.另依據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
規定，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
區劃設後應每 2 年檢討一次。若於每 2
年檢討結果中，有重新被劃定為航空噪
音防制區，則桃園縣政府將依桃園國際
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使用辦法及桃園國
際機場航空噪音回饋金使用辦進行相關
噪音防制設施之補助及回饋，減輕對民
眾生活影響。

(四) 請檢核埤塘面積之一致性，針對未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來擬填埋 3 口埤塘之資訊及補償因 1.本計畫區 4,686 公頃範圍內面積達 1 公頃
以上埤塘計有 24 座，面積 132.34 公頃佔
應對策，請提供更明確說明。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2.82%。
五章 5.3.4 節、第六章 6.2 節及 6.3 節內 2.第三跑道上 3 座埤塘面積共 35.54 公頃，
坐落土地皆屬區段徵收範圍，被徵收土
容】
地時，將依規定辦理補償並覓地移設；
若區外農田仍有灌溉需求，將於特定區
計畫擬定及工程開發階段規劃所需灌溉
系統或劃設灌溉專用渠道用地，管理維
護權責由水利會負責。
(五) 有關簡報 P.40 提及之目標年交通系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統之路網假設，其中提及「經建會 謝謝指正，依囑修正。
已核定道路計畫」，請修正為行政
院核定。
三、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 環保署於 101 年 11 月 8 日及 101 年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2 月 28 日邀集環評委員、專家學 遵照辦理。
者及相關單位之研商會議意見，請
納入政策評估說明書中。研商會議
委員意見答覆情形請加註參採、部
分參採、不適用、其他等處理說明，
並簡述原因。今日會議意見答覆亦
可納入作為相關機關徵詢會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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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
(二) 於公聽會簡報時，請述明本案政策
環評與計畫區內應辦理個案環評計
畫之相關性。並補充說明本案政策
環評與目前已辦理中之其他審查作
業關係。
(三) 民意呈現方式，建議補充說明會民
眾意見相關資料。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 5.3.8 節及附錄三內容】
(四) 請於政策環評說明書中補充說明後
續相關環評作業應考量評估區域能
源中心設置之可行性，減碳效益應
設法提升。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不適用

□其他

□不適用

□其他

遵照辦理。

■參採

□部分參採

遵照辦理。

■參採

□部分參採

遵照辦理，由於本計畫引進產業專用區產
業類別，係規劃主要作為航空相關產業支
援服務用地，後續需再考量行政院核心計
畫專案小組「產業規劃及招商」分組評估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意見，再行檢討實質規劃內容，區域供冷
供熱系統可行性需待後續引進產業內容較
六章 6.6 節內容】
為明確，並衡量用戶端需求後，再行依報
告書第六章圖 6.6-1 區域能源供應規劃程
序圖，評估設置可行性，並推算節能減碳
效應與經濟效益。
(五) 請補充農委會審查有關本案農業用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地變更之作業進度，並請農委會於 本案農地變更說明書業於 102.01.16 經桃園
縣政府府農管字第 1020014899 號函同意辦
審查過程，能出席表達意見。
理變更使用在案，目前刻辦理函送農委會
審議作業中。
(六) 有關農地污染整治配合時程及因應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根據環保署土污基管會網頁公開訊息，
策略，請再述明清楚。
截至 101 年 12 月桃園縣農地污染共計公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告 318 地號，包括蘆竹鄉、大園鄉、中
壢等八個鄉鎮市，其中蘆竹鄉及大園鄉
五章 5.3.1 節內容】
位於本計畫範圍內。主要位於桃園海軍
基地西南側與國道 2 號之間，以及國道 2
附 6-5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評說明書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號及機場捷運 A16 之間，總計約有 66 筆
地號，面積約 15.41 公頃，約佔本計畫區
面積約千分之三。
2.桃園縣政府環保局於 100～101 年度執行
「桃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現況調
查暨後續管理方式評估計畫」，已將 66
筆地號面積 15.41 公頃納入辦理規畫整
治。並已於 101 年 12 月 8 日委託辦理
「桃
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計畫監
督及驗證工作」，另於 101 年 12 月 18
委託辦理「桃園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
址改善計畫(甲、乙)」執行污染改善工
作。66 筆 15.4 公頃之污染土地，預計於
2 年內可完成污染改善工作並解除列管。

四、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 應再補充評定用地變更對農業灌排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計畫區周邊既有農田、農路分佈於計畫區
水路使用完整性之影響。
北側、縣 108 線東北側、高鐵南側及縣 110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線、縣 113 線北側，本計畫除計畫區北側
第三跑道擴建範圍，均採天然(河川)、人為
五章 5.3.4 節及第六章 6.3 節內容】
界線(鐵路、道路)為界，不切割既有農田之
紋理，不影響周邊農業用地之灌溉生產。
北側第三跑道預定地係為配合重大建設所
需，使用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本計畫將
協商農田水利會，未來配合第三跑道整地
及省道台 15 線之改道規劃，將既有道路、
農路、水圳予以改道銜接，以提供下游農
田灌溉功能，維持北側農耕之機能。
(二) 簡報 P.37 有關特農變更之農民安置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部分，以現有提出政策處理面對， 本案新訂特定區計畫於 102 年 1 月底起針
不容易順利達成，應請依民意調查 對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問卷調查作業。
結果再研擬更彈性多元之處理策 考量耕地被徵收可能影響農民生計及其權
益，於新訂特定區計畫階段，若區內農民
略。
附 6-6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評說明書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具繼續從事耕作意願，將依據土地所有權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人問卷調查結果，納入農業專用區之規劃
五章 5.3.4 節及第六章 6.3 節內容】
參考並供後續配售作業考量；區段徵收階
段，配合各地農會相關政策，提供農民輔
導就業資訊平台以及各項補助措施與專長
訓練資訊，儲備農民轉業能力，依農民未
來就業需求，提供不同就業輔導方向。
五、行政院國科會
(一) 本會正辦理科學園區政策環評工
作。
(二) 請就污染農地復育處理策略之適用
範圍與面積進一步述明。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敬悉。
■參採

桃園縣政府執行農地土壤污染改善計畫
時，係根據場址特性與技術可行性，評估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最適合現地整治工法，針對屬重金屬銅、
鋅、鉻等較低污染濃度土地，主要以翻轉
五章 5.3.1 節內容】
稀釋法來整治；針對屬重金屬鎘較高污染
濃度土地，目前與環保署協商更有效且對
環境較佳的方式處理，並不會以翻轉稀釋
法整治。實際整治時，會視土壤污染情形，
針對土壤稀釋法、排客土法或植生復育等
方法選擇適當方式整治，不會僅擇一使用。
六、經濟部
(一) 本部支持本計畫案之推動，請桃園
縣政府儘速依 101 年 12 月 18 日會
議記錄，儘速修正用水計畫書俾送
核定。
(二) 本部刻委託辦理本計畫引進產業研
究作業，後續可提供研究方向及報
告資料供作說明參據。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感謝支持，將依囑儘速提送修正之用水計
畫書。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感謝協助。

七、桃園縣政府
(一) 評估說明書內容為縣府提供資料，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並協助交通部民航局共同完成，簡 敬悉。
附 6-7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評說明書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報資料數據會再確認。

意見回覆

(二) 第三跑道廢溜填埋 3 座埤塘因應對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策，採覓地補償移設方式，係考量 敬悉。
保留規劃時之補償方式較具彈性，
以便規劃階段能有較為整體衡量空
間。
(三) 目前事業廢棄物在引進產業類別未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明確的情形下，係依縣府提供數據 敬悉。
進行推估，現行處理設施餘裕容
量，可妥善處理本案所產生廢棄物。
(四) 農地土壤污染採翻轉稀釋法，該方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敬悉。
法亦是環保署核定可使用整治方
法，實際整治時，會視土壤污染情
形，針對土壤稀釋法、排客土法或
植生復育等方法選擇適當方式整
治，不會僅擇一使用。
八、本部環保小組
(一) 依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第七條，政策研提機關作成之評估 遵照辦理。
說明書，應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
見，並得徵詢相關機關或團體意
見，予以參酌修正，建議將本日研
商會議之相關機關意見及處理情形
納入報告。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附
錄六】
(二) 本案為個案環評之上位計畫，本案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提及相關交通建設諸如國 2 延伸、 遵照辦理。
桃園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公路
興闢，均可能需辦理個案環評，本
報告所使用圖面及數據或相關起迄
資料，應力求正確，未來才能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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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政策環評說明書研商會綜合討論意見答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會議結論
(一) 請依會議意見儘速修正報告，俾於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遵照辦理。
1 月 30 日前提送環保署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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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桃園縣政府辦理地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需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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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政府同意辦理變更使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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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政策評估說明書

附錄七

公聽會意見回覆
(102.02.06)

O:\PROJECT\6626C\001 政策環評報告\定稿本\6626C-封面書背及隔頁.docx

附錄七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回覆說明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貳、綜合討論（請內政部於後續資料列表說明）
一、陳委員尊賢
(一) 此案政策環評的 2 次研商會議所提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意見均有詳細回覆，希望將來能確 敬悉。
實納入參採並執行。
(二) 民意溝通及安置規劃影響農民權益
及就業安置，目前採被動式，建議
更積極並增加場次，減低執行此案
之阻礙，並增加相關服務農民機制
及規劃訓練。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第 5.3.4 節(安置計畫)及第 5.3.8 節
(民意溝通)】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民意溝通
為充分讓民眾參與本計畫，已執行辦理包
括公告徵詢意見、召開地方說明會、設立
駐地工作站及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等方
式來擴大民眾參與，並蒐集回應民眾關切
意見，以下說明目前民意溝通各項工作辦
理情形：
(1)公告徵詢意見
係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
畫作業要點第五點（五）
「民眾參與：新
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
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
意調查、公告徵詢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
廣詢意見，並作成紀錄，作為擬訂或審
議之參考。」規定辦理。
辦理方式：
（1）公告刊登報紙（2）公告
徵詢意見（3）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
（4）公告印製成傳單請公所及村長協助
發送住戶。
桃園縣政府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以府城
綜字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徵求民
眾意見公告及計畫範圍示意圖，請大園
鄉公所及蘆竹鄉公所張貼公告周知。任
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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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回覆說明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可於公告期間(30 日)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或名稱及地址，向桃園縣政府提出意
見，以供規劃參考。迄今桃園縣政府已
接獲有關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
區段徵收安置、配地、補償等作業及都
市計畫限高、道路規劃等問題，已函轉
交通部、內政部、桃園縣政府地政局納
入規劃及區段徵收作業參考，並已研提
編印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小冊，
解答民眾欲了解之相關權益問題，詳政
策評估說明書附錄六。
(2)召開地方說明會
已於 101.12.08～102.01.12 之周六，於大
園鄉、蘆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大園
鄉 7 場、蘆竹鄉 3 場)，徵詢民眾對本案
規劃發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之意願，
並針對民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俾利
民眾了解本案之發展架構。此外，另透
過密集、小型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會
議，掌握地方民意趨向，以作為後續規
劃以及推動調整參據。而上開 10 場地方
說明會，民眾出席相當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現階段說明會之民
意反應觀察，民眾多樂見本案推動並具
配合意願，而民眾關注議題主要包括：(1)
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地主分回土地比
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外另購買農
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有農舍興建
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執照者，
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後續補
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價計
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聚
落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保
資格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段
附 7-2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回覆說明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徵收而喪失。(7)本計畫與其他周邊計畫
之競合與因應方式等。除已納入規劃及
區段徵收作業參考，並已同公告徵詢意
見研提編印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
小冊，解答民眾欲了解之相關權益問
題，詳政策評估說明書附錄六。
(3)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
溝通意見，本案已於完成地方說明會後
於特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
距離、面對面之溝通方式，答覆、解決
民眾關心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駐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
埔心村。並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正式成
立。由民航局、營建分署及桃園縣政府
城鄉局、地政局派員進駐，每周駐地工
作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
午 5 點)。
(4)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
內政部營建署已於 102 年 1 月 31 日，依
內政部 100.4.20 頒布「都市計畫草案以
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項」
規定，辦理區內 2 萬 1 千位土地所有權
人區段徵收意願調查，預定於 102 年 3
月 1 日完成回收，調查分析結果，將向
相關審議委員會審報告。
(5)都市計畫公展階段說明會
後續將於都市計畫公開展覽階段，再擴
大辦理公展說明會，以供民眾充分瞭解
計畫內容。
2.安置規劃
(1)考量耕地被徵收可能影響農民生計及其
他權益問題，於都市計畫階段，透過調
查瞭解區內農民繼續從事耕作之意願，
附 7-3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回覆說明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並將調查情形納入都市計畫規劃農業專
用區參考及後續配售作業之考量。並在
區段徵收階段，配合各地農會相關政
策，提供農民輔導就業資訊平台以及各
項補助措施與專長訓練資訊，儲備農民
轉業能力，依農民未來就業需求，提供
不同就業輔導方向。再者，為維護農民
既有權益，協助提供相關權利疑義諮詢
管道，將農民因徵收造成傷害降至最
低，並針對居民遷移部分已研擬劃設再
發展區、原位置保留、地上物補償費、
房租補助費及優先選配安置街廓等五項
安置措施，供居民安置以減緩區段徵收
範圍內被拆遷之建物所有權人因徵收造
成之居住及營運上的衝擊。
(2)配合農委會 102 年休耕政策之改變，於
全年僅休耕獎勵一期下，預期農地將恢
復耕作；以目前桃園縣可活化之休耕面
積 6,998 公頃扣除大園鄉 1,380 公頃、蘆
竹鄉 561 公頃，尚可活化 5,057 公頃農地
供復耕。屆時因本計畫區土地變更無法
耕作之農民，將藉由小地主大佃農政策
媒合至本縣轄內連續休耕農地租地(購
地)種植。

(三) 特地農業區影響的農作物產量及桃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園縣相關農地依休耕政策恢復耕 1.特定農業區影響的農作物產值產量
作，宜有詳細的評估，以解決疑慮， 目前大園鄉、蘆竹鄉全年二期水稻種植
尤其是此案完成後（2030 年）之長 面積計 1,476 公頃，如下表所示；稻作產
值 1.8 億元，僅佔全縣農業總產值 92 億
期評估。
元之 2%，屆時無法耕作特定農業區之農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民，將藉由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媒合該區
五章第 5.3.4 節(四、特定農業區面積減 農民至本縣轄內連續休耕農地租地(購
地)種植，無影響糧食安全。
少影響)】

附 7-4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回覆說明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產業別

面積

蘆竹鄉
占全縣
占該行政區
比例(%)
比例(%)
7.7%
68.75%

面積
634.00

大園鄉
占全縣 占該行政區
比例(%)
比例(%)
5.8%
69.04%

水稻作物

841.79

普通作物
特用作物
蔬菜作物

0.45
41.76
336.79

0.5%
4.7%
7%

0.04%
3.41%
27.51%

6.41
1.49
272.49

6.9%
0.2%
5.9%

0.70%
0.16%
29.67%

果品作物
合 計

3.65
1,224.44

0.6%
7.15%

0.30%
100%

3.98
918.37

0.7%
5.36%

0.43%
100%

2.桃園縣連續休耕地面積約為 6,998 公頃，
其中大園鄉 1,380 公頃，蘆竹鄉 561 公
頃，102 年農委會休耕政策改變，全年僅
休耕獎勵一期，農地將恢復耕作，以目
前可活化之休耕面積 6,998 公頃扣除大
園鄉 1,380 公頃，蘆竹鄉 561 公頃，尚可
活化 5,057 公頃農地可供復耕。
3.為降低或減輕農業生產環境影響，縣府已
規劃推廣計畫區外耕地活化措施，本計
畫開發造成農產之影響得於桃園縣內其
他鄉鎮補足，降低農業生產環境之影
響。推廣區位包括大園鄉、觀音鄉、中
壢市等地推廣牧草栽培 700 公頃、洋香
瓜 400 公頃、西瓜 600 公頃、茭白筍 50
公頃、雜糧作物(落花生、地瓜、馬鈴
薯)200 公頃、特用作物(葛鬱金、樹薯)20
公頃，其他非大宗蔬菜約 1,000 公頃。
(四) 此案區域內污染農地整治桃園縣已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開始執行，並於 2 年內執行完畢， 1.謝謝委員意見。縣府環保局配合環保署推
主要為銅、鋅中度污染，對環境品 動之「綠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政策，
質及健康風險影響較低，目前策略 於轄區內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
及整治計畫完成後，建議未來朝綠 作，加強宣導以考量復育施作及伴隨選
項之所有環境效應，使整治復育行動獲
色整治/植生綠化方向來保護農地
資源，並考量對節能減碳，溫室氣 得極大環境利益之綠色整治策略，達到
環境、社會、經濟三方永續發展之目標。
體等作評估。
2.污染農地整治策略，將評估污染農地現況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及整治技術之評估，選用最適整治工法
進行污染改善，為配合環保署推行之綠
五章第 5.3.1 節(三、土壤)】
色整治，縣府環保局亦進行以綠色整治
附 7-5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回覆說明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及植生復育方式進行整治工作之可行性
評估，並會考量對節能減碳、溫室氣體
等相關議題。
3.本計畫未來規劃階段將就公共設施(公
園、綠地、道路等)及建築基地等，訂定
綠化及節能減碳等規定，以提升環境品
質並降低健康風險。

(五) 此案納入中油油庫及其南側農地考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量後，附近（區域兩側）農地之灌 1.生活廢污水處理及污染之減輕，將規劃沿
主要道路興闢污水下水道系統，辦理污
溉系統及灌溉水質可能受此案影
響，請評估以保障未納入區域內農 水下水道建設，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
提升用戶接管普及率，避免廢污水之直
民權益。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接排放污染下游農田之耕作與灌溉。並
五章第 5.3.4 節(二、土地使用型態轉變 規劃於計畫區下游鄰近南崁溪及新街溪
地勢低窪地區，各劃設一處污水處理廠
之影響)】
用地，處理計畫區污水，避免污水放流
造成下游環境之影響。
2.產業污水則將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產業專用區開發作工業使用，須設
置污水處理設施，降低產業污水對下游
之影響。
3.計畫區周邊既有農田、農路分佈於計畫區
北側、縣 108 線東北側、高鐵南側及縣
110 線、縣 113 線北側，本計畫除計畫區
北側第三跑道擴建範圍，均採天然(河
川)、人為界線(鐵路、道路)為界，不切
割既有農田之紋理，不影響周邊農業用
地之灌溉生產。計畫區內則規劃透過
藍、綠帶及公共設施保留既有水圳，使
農水路灌溉系統得予銜接，降低本計畫
開發對下游農田之影響。
4.納入中油油庫及其南側農地，以及北側第
三跑道預定地係為配合重大建設所需，
使用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本計畫將協
附 7-6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回覆說明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商農田水利會，未來配合第三跑道整地
及省道台 15 線之改道規劃，將既有道
路、農路、水圳予以改道銜接，以提供
下游農田灌溉功能，維持北側農耕之機
能。

二、張委員添晉
(一) P.5-24 內文提及土壤污染現況，主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要遭受至銅、鎘、鉛等重金屬污染，1.有關 66 筆污染農地調查結果相關數據及
針對污染程度文內未詳述說明，請 說明如下表所示，污染物主要以銅為
予以補充土壤污染檢測結果數據， 主，最高值為 2,540mg/kg，為食用作物
並詳述說明土壤污染程度與法規限 農地管制標準(200mg/kg)之 12.7 倍；其
次為鎘及鋅，為局部農地污染，鎘污染
值對照關係。
值最高為 11.4mg/kg，為食用作物農地管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制標準(5mg/kg)之 2.3 倍；鋅污染值最高
為 946mg/kg，為食用作物農地管制標準
五章第 5.3.1 節(三、土壤)】
(600mg/kg)之 1.6 倍。
2.依桃園縣政府環保局規劃，開發區域內之
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已規劃於 102
年度污染改善計畫中，規劃以翻轉稀釋
法或排客土法進行整治，整治時會考量
土壤具不均質性特性，進行詳細調查及
評估，以決定適宜之整治方法，預定於
104 年完成污染改善並解除列管。

附 7-7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污染農地檢測結果數據彙整表(單位:mg/kg)
鄉鎮

地段

地號

As

Hg

Cd

Cr

Cu

Ni

Pb

Zn

蘆竹鄉

八股段

1071

13.1

0.103

4

114

215

45.3

34.8

175

蘆竹鄉

大竹圍段

140-39

2.99

ND

0.17

40.2

209

48

25.1

71.9

蘆竹鄉

大竹圍段

156-97

8.2

ND

ND

33.8

211

76.5

41.4

114

蘆竹鄉

坑子口段頭前小段

626-5

ND

ND

ND

ND

235

ND

ND

310

蘆竹鄉

內興段

123

ND

ND

ND

ND

330

ND

ND

124

蘆竹鄉

內興段

124

ND

ND

ND

ND

227

ND

ND

91

蘆竹鄉

內興段

128

2.73

0.142

<0.33

36.5

390

31.6

30.2

145

蘆竹鄉

內興段

131

ND

ND

ND

ND

270

ND

ND

92

蘆竹鄉

內興段

132

ND

ND

ND

ND

376

ND

ND

120

蘆竹鄉

內興段

179

ND

ND

ND

ND

264

ND

ND

83

蘆竹鄉

內興段

302

ND

ND

ND

ND

272

ND

ND

156

蘆竹鄉

內興段

303

3.75

0.195

<0.33

87

320

22.5

24

196

蘆竹鄉

內興段

308

ND

ND

ND

ND

380

48

ND

169

蘆竹鄉

內興段

311

ND

ND

ND

ND

376

48

ND

238

蘆竹鄉

內興段

312

ND

ND

ND

ND

269

50

ND

194

蘆竹鄉

內興段

332

ND

ND

ND

ND

357

47

ND

82

蘆竹鄉

內興段

340

3.43

0.122

0.42

97.2

598

67.5

76.5

279

蘆竹鄉

內興段

344

ND

ND

ND

ND

253

ND

ND

65

蘆竹鄉

內興段

350

5.87

0.154

ND

30.4

238

32.1

31.4

142

蘆竹鄉

內興段

360

13

ND

ND

260

1544

76

74

628

蘆竹鄉

內興段

610

ND

ND

ND

ND

339

ND

ND

123

蘆竹鄉

新庄子段

695

4.45

0.185

1.77

88.8

428

56.8

40.5

97.5

蘆竹鄉

新庄子段

699

5.98

ND

11.4

71

378

65.9

33.2

112

大園鄉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324

7.99

0.502

5.4

115

343

57.3

38.1

82.2

大園鄉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709

5.83

0.396

0.24

52

713

39.5

51.8

276

大園鄉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03

6.06

0.148

0.17

34.3

346

26.9

31.4

112

大園鄉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06

14

ND

ND

124

737

106

57.1

429

大園鄉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11

4.05

ND

ND

104

425

77.3

37.7

241

大園鄉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16

7.13

0.15

0.3

56.7

312

28.2

40.5

131

大園鄉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27

6.98

ND

ND

145

765

94

64.3

410

大園鄉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40

6.03

ND

ND

91.3

663

85

64.1

381

大園鄉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43

7.99

ND

ND

134

621

71.1

57.4

321

食用作物農地管制標準

60

5

5

250

200

200

500

600

食用作物農地監測標準

30

2

2.5

175

120

130

300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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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鄉鎮

地段

地號

As

Hg

Cd

Cr

Cu

Ni

Pb

Zn

大園鄉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856

4.26

0.21

0.24

67

392

25.6

60.8

170

大園鄉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962

2.71

0.138

0.23

56.8

232

30.3

33.1

147

大園鄉

五塊厝段下埔小段

981-4

6.76

0.185

1.95

56.1

266

28.1

40.7

129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212

ND

ND

ND

113

1586

96

105

343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16

ND

ND

ND

ND

282

ND

ND

60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11

16.1

0.102

ND

108

388

77

29.2

214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235

6.01

0.205

ND

93.7

337

41.3

26.1

83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248

8.53

0.338

1.01

150

1530

87.3

84.6

164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254

4.4

0.21

0.74

107

667

89

61.1

229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267

52

ND

ND

11.9

1120

75.9

122

116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295

10.3

0.217

1.24

153

1430

95.4

46.7

130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02

1.41

0.173

0.87

118

794

74.5

54.2

90.4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23

6.99

ND

ND

46.9

437

81.8

34

112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29

11

0.104

ND

86

703

43.8

43.2

103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66

17.2

0.159

0.91

166

309

105

102

448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84

13.3

0.258

0.45

69.2

455

39.8

41.4

182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88

10.5

1.69

1.01

39.4

209

65.5

89.2

184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438

6.05

ND

ND

110

491

72

45

55.9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460

13.4

0.383

0.87

133

672

46.2

79

246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517

3.47

ND

ND

47.2

253

25.7

69.1

946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283-3

11.1

ND

ND

95.3

413

99

26.9

177

大園鄉

埔心段三塊厝小段

319-1

9

0.305

ND

104

241

58.2

26.1

79.9

大園鄉

埔心段埔心小段

491

4.51

ND

ND

269

2540

238

72.5

55.3

大園鄉

埔心段埔心小段

493

5.1

ND

ND

42.1

266

49.8

70.7

40.4

大園鄉

埔心段埔心小段

505

2.36

ND

ND

39.2

348

57.2

48.6

75.1

大園鄉

埔心段埔心小段

600

8.73

ND

2.22

114

1240

59.5

41.3

116

大園鄉

埔心段埔心小段

614

4.14

ND

ND

31.7

531

60.7

50.5

40.5

大園鄉

埔心段埔心小段

651

8.96

ND

ND

114

654

45.7

57.1

89.3

大園鄉

埔心段埔心小段

714

4.07

0.141

ND

21.1

260

15

26.2

41

大園鄉

埔心段埔心小段

960

7.71

ND

ND

26.1

222

42.2

41.3

68.2

大園鄉

埔心段埔心小段

1088-1

13.2

ND

ND

74.2

432

79.7

60.8

165

大園鄉

埔心段埔心小段

514-1

7.56

ND

0.74

113

488

20.3

37.1

58.4

食用作物農地管制標準

60

5

5

250

200

200

500

600

食用作物農地監測標準

30

2

2.5

175

120

130

300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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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二) 本計畫說明書內文未提及開發土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方挖填量，請補充說明土方推估 1.本計畫整體坡度平緩，多屬 5%以下之平緩
地區，未來公共工程之土石方處理，將採
挖填量與土方處理方式。
整體規劃，並視各工程施工產出剩餘土石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方數量，儘量以各工程區內土方挖填平衡
原則之方式設計，儘量避免造成工程施工
第五章第 5.3.1 節(四、廢棄物增量處
產生大量運棄土。惟若仍有部分餘土需處
理)】
理，則將要求依據「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
方案」規定辦理，以土石方資源利用之原
則，由「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進行土石方交換利用，需、餘土優先以公
共工程之需、填土處理，或另至合格土資
場所交換利用，並依規定按運送剩餘土石
方流向證明文件申報剩餘土石方種類、數
量及去處，以維護環境衛生與公共安全，
確實妥善處理。
2.至於非屬公共工程開發之營建剩餘土石
方，除將要求依內政部「營建剩餘土石方
處理方案」
（行政院 96 年 3 月 15 日准予修
正備查）
，以避免施工過程造成環境破壞與
災害，以維護公共交通、環境衛生、市容
觀瞻、水利及安全外，另將依桃園縣政府
於 95 年 12 月 28 日公告之「桃園縣公共工
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利
用作業要點」
，以及於 95 年 1 月 18 日公告
之「桃園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管理自治條例」
(於 100 年 7 月 4 日修正)，以進行相關管理。
(三) 表 5.3-12 噪音監測數據字體顏色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無法分辨，建議以清楚方式呈現。 遵照辦理，已採以彩色呈現並增列法規標
準，修正如下表。
【已修正評估說明書表 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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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桃園機場航空噪音監測站民國 100 年月 DNL 平均值
編號
測站名稱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平均
標準
TPE01
R/W 05
71.3
72
71.2
74.9
74.4
75.1
73.5
>75
TPE02
R/W 06
65.8
65.1
66.2
68.3
71.1
71.7
68.8
65~75
TPE03
R/W 23
72.8
71.7
72.3
76.6
76.7
74.6
74.6
>75
60~65
坑口活動中心
63
58.8
63
59.9
63.4
61.5
61.9
TPE04
60~65
菓林國小
58.4
56.3
58.5
56.9
58.2
57.5
57.7
TPE05
65~75
大園鄉公所
56.9
60.3
58.7
61.3
60.9
63.3
60.7
TPE07
<60
藍埔村長
TPE08
62.3
62
61.7
61
62.7
60.8
61.8
60~65
山東活動中心
61.7
59.6
61.5
59.9
60.6
60.8
60.8
TPE09
<60
上大國小
TPE10
43.7
42.6
46
51.9
55.2
60.3
54.4
60~65
海湖國小
67.2
65.6
67
64.6
65.2
62.6
65.6
TPE12
TPE13
R/W24
68.1
66.2
67.3
67.9
69.3
69.2
68.1
>75
65~75
大園國小
73.1
72.4
72.9
73.5
72.7
72.0
72.8
TPE14
65~75
溪海村民宅
65.1
63.1
64.7
63.1
63.9
64.3
64.1
TPE15
60~65
新坡國小
63.9
62.5
63.4
62.5
62.2
60.8
62.7
TPE16
60~65
廣福活動中心
62.0
61.1
61.7
61
60.6
61.9
61.4
TPE17
65~75
竹圍國小
65.4
64.6
64.7
65.1
64.5
61.1
64.4
TPE18
註：上表資料紅色為大於等於 75 分貝(第三級)，藍色為小於 75 或大於等於 65 分貝(第二級)，綠色為小於
65 或大於等於 60 分貝(第一級)。
資料來源：桃園縣環保局網站，101.11。

(四) 針對噪音監測結果呈現周遭環境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皆遭受噪音影響，請提出有效之 1.噪音監測結果為桃園縣政府於桃園機場周
遭地區進行民國 100 年整年度航空噪音監
噪音措施。
測，為現階段根據「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音防制辦法」進行噪音監測之成果，監測
第五章第 5.3.1 節(五、噪音增量處理)】 結果普遍符合各級航空噪音區範圍。目前
航空噪音防制區分成三級，第一級防制區
為航空噪音日夜音量於 60 分貝以上與未達
65 分貝二等噪音線之區域，第二級防制區
為航空噪音日夜音量於 65 分貝以上與未達
75 分貝二等噪音線之區域，第三級防制區
為航空噪音日夜音量於 75 分貝以上噪音線
之區域，超出範圍部分已根據不同級防制
區進行不同航空噪音防制措施以降低噪音
影響。
2.本計畫目前屬初擬新訂都市計畫階段，未來
噪音源分佈與影響程度和都市計畫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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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範圍與程度皆是未定數，故現階段僅能以
大致定性之評估做為未來噪音量參考。且
未來經都市計畫與依據相關限建與噪音管
制法令後，因未來機場擴建第三跑道需依
據「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圍認定標準」第九條辦理環境影響評
估，故於機場擴建之環境影響評估階段，
將根據較貼近實際之規劃內容，進行噪音
模擬與噪音影響程度評估分析。屆時可考
量根據評估結果訂定較為合適的音量環境
與相關噪音防制措施。且未來若噪音監測
結果尚有超過航空噪音防制區標準，依現
行法令規定，應依據噪音管制法第十五條
規定提報噪音改善計畫，其無法改善者得
訂定補助計畫，以改善民眾生活環境安寧。

(五) P.5-22 針對污水處理系統規劃，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請詳細說明機場專用區內污水及 1.目前污水處理廠進流污水設計水量為
11,000CMD，設計水質為 BOD5 為
污泥處理廠之處理方式。
280mg/l，COD 為 900 mg/l，SS 為 460 mg/l，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污水經處理後需符合 BOD5≦30 mg/l，
COD≦100 mg/l，SS≦30 mg/l 之放流水質
第五章第 5.3.1 節(二、衍生污水量及
目標，將來仍有 5,300CMD 之第三期擴建
處理設施)】
容量。
2.污水處理依規劃採三級處理，進流污水經初
級處理(攔污柵、沉砂設備、調和池及初步
沉澱池)，之後採活性污泥法進行二級生物
處理，之後採快濾池進行污水三級處理，
去除水中 SS，處理流程如下圖所示。
3.污泥處理係先經過重力濃縮，經好氧消化後
進行脫水乾燥，污泥餅則定期以卡車運至
掩埋場掩埋或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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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中正國際機場污水處理廠處理流程圖
三、簡委員連貴
(一) 本案發展定位為領航空港、綠色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永續健康城，符合永續發展推動 1.本開發案係以綠色永續原則為開發宗旨，區
綠色經濟原則，建議應加強環境 內進駐之工業多為相關航空產業及貿易出
敏感區與環境承載分析，建立總 口加工，另開發區內之固定污染源將鼓勵
多使用電力或乾淨燃料作為熱能來源。
量管制及研擬具體節能減碳措
施，防災及調適措施，綠色永續 2.針對總量管制部份，除依空氣污染防制法針
健康措施等，以降低環境風險。 對粒狀污染物、硫氧化物、氮氧化物及揮
發性有機物訂定總量管制外，並將二氧化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碳納為管制項目，初步研擬管制措施如
下：本開發案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8 條
第六章第 6.1 節】
至 10 條規定訂定總量管制區，並訂定總量
管制計畫，公告實施總量管制。同法第 12
條，總量管制之規定應於建立污染源排放
量查核系統及排放交易制度後，由中央主
管機關(即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經濟部
分期分區公告實施。本開發區之總量管制
計畫實施方式規劃採分階段訂定目標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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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制策略，以抑制此開發案之排放增量，達
到分期削減排放總量之目標。
(1)第一期程目標：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
減量為零，新設或變更固定污染源須取
得增量抵換，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
放總量不增加。
(2)下一期程目標：原則係於前一期程結束
前半年，依國家空氣品質標準達成程
度、空氣品質改善情形及前一期程實施
成效，檢討評估訂定下一期程目標。且
於下一期程實施前半年辦理下列事宜：
A.評估前一期程計畫目標執行成效。
B.檢討並增修訂空氣污染管制措施。
C.訂定污染源等排放量目標，並分配目
標年排放量。
D.訂定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對象及
指定削減原則。
E.依前述訂定事項，修正本計畫並重新
公告，地方主管機關訂(修)空氣污染防
制計畫。
3.為促進資源永續循環利用，藉由推動搖籃到
搖籃設計、綠色消費、綠色生產、源頭減
量、資源回收、再使用及再生利用等方式，
邁向「零廢棄、全回收」的資源永續循環
社會，主要行動方案分為以下 8 個項目：
(1)垃圾源頭減量及資源回收精進策略
A.持續評估新增回收項目，推動延伸生
產者責任制度。
B.加強推動源頭減量及產品環境友善化
工作。
C.持續辦理垃圾強制分類相關工作。
D.持續更新垃圾清運車輛，提升垃圾清
運效率，推動低碳垃圾清運。
(2)推動環保再生材料或產品再利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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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有助於再生材料或產品推廣使用之誘因
及獎（補）助。
(3)配合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垃圾處理政策環
境影響評估，建構一般廢棄物生質能源
中心
(4) 配合各別填海造島計畫開發之相關作
業，提供本縣不可燃一般廢棄物執行填
海造島。
(5)加強宣導民眾廚餘源頭減量及落實廚餘
分類。
(6)改善大型垃圾焚化廠效能，並加強與民
間合作，提升能源再利用效益。
(7)加強巨大廢棄物清運服務，提升為民服
務品質。
(8)以跨區域方式擴大再利用設施服務範
圍，並拓展破碎後成品通路。
4.綠色運輸規劃
藉由軌道系統與公車系統之結合，擴大整體
大眾運輸之軸輻與可及性，降低桃園縣自小
客車旅次的需求，建構綠色運輸系統，降低
城市的廢棄物與排碳量；併透過綠地、生態
公園、南崁溪藍帶、埤塘資源的整合，延續
整體生態軸帶，併同城市的綠軸建立低碳的
生態城市。此外，航空城北側聯外高(快)速
公路完工後，可提供計畫區以南地區連結至
國道 1 號，以北至省道台 61 線之區域性快
速交通網絡，串聯自由貿易港區、經國特
區、國道高速公路之聯結，擴大本計畫區整
體聯外軸幅，塑造自由貿易港區便捷之聯絡

通道。
(二) 政策環評指標，負面影響評定有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24 個項目，經採因應對策降為 11 1.由於航空城增量主要(72%)為交通排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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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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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其中 CO2 佔桃園縣比例 31%
有明顯增量，配合開發期程應有
具體減量措施與減量目標。

意見回覆
較基準若單以桃園縣確實有過於嚴苛偏頗
之處。依照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研究，近
年來運輸部門（含國際航空）的能源消費
占全國能源消費占比歷年來係呈下降趨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勢，由 1993 年的 19％下降至 2008 年的 14
第六章第 6.1 節及第 6.6 節】
％。而依據能源統計年報，運輸部門 CO2
排放量由 2000 年 33,488 千公噸略增至
2011 年 36,161 千公噸,在全國佔比部分,比
例由 16.1%下降至 14.4% 。而本案預計每
年增加交通排放 5,964 千噸，將使 2011 年
全國運輸部門之由 14.4%略增加為
16.8%，約為 2000 年水準，仍較 1993 年佔
比為低。
2.本開發案係以綠色永續原則為開發宗旨，區
內進駐之工業多為相關航空產業及貿易出
口加工，另開發區內之固定污染源將鼓勵
多使用電力或乾淨燃料作為熱能來源。
3.針對總量管制部份，除依空氣污染防制法針
對粒狀污染物、硫氧化物、氮氧化物及揮
發性有機物訂定總量管制外，並將二氧化
碳納為管制項目，研擬管制措施如下：本
開發案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8 條至 10 條
規定訂定總量管制區，並訂定總量管制計
畫，公告實施總量管制。同法第 12 條，總
量管制之規定應於建立污染源排放量查核
系統及排放交易制度後，由中央主管機關
(即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經濟部分期分
區公告實施。本開發區之總量管制計畫實
施方式規劃採分階段訂定目標及管制策
略，以抑制此開發案之排放增量，達到分
期削減排放總量之目標。
(1)第一期程目標：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
減量為零，新設或變更固定污染源須取
得增量抵換，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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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總量不增加。
(2)下一期程目標：原則係於前一期程結束
前半年，依國家空氣品質標準達成程
度、空氣品質改善情形及前一期程實施
成效，檢討評估訂定下一期程目標。且
於下一期程實施前半年辦理下列事宜：
A.評估前一期程計畫目標執行成效。
B.檢討並增修訂空氣污染管制措施。
C.訂定污染源等排放量目標，並分配目
標年排放量。
D.訂定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對象及
指定削減原則。
E.依前述訂定事項，修正本計畫並重新
公告，地方主管機關訂(修)空氣污染防
制計畫。
4.有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之措施，桃園縣政
府擬規劃低碳運輸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相關措施及減量目標分述如下：
(1)提倡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
桃園縣政府為達成桃園航空城特定
區內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特質，計畫範
圍內已規劃建設多項大眾運輸系統，未
來可促進附近交通之便捷性，降低私人
車流量影響。桃園縣政府已於特定區內
規劃兩條捷運系統，其中機場聯外系統
捷運線路線起自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
廈，往東經第一航廈，沿線經過桃園縣
蘆竹鄉、新北市林口區、後轉入臺北車
站特定專用區，往南經高鐵桃園車站至
中壢市，全長約 51.03 公里，期能舒緩台
北市、新北市密集人口壓力，另一條航
空城捷運線，路線起自八德擴大都市計
畫區，沿線經過桃園火車站、蘆竹鄉、
大園鄉菓林路與機場捷運 A11 站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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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航空城特定區內設置 G14 站至 G18 站，
與機場捷運 A16 站銜接，全長約 27.8 公
里，串接桃園市南北交通及擔負航空城
聯外運輸之責。
另根據「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捷運營運
通車後，由於採用電力作為動力，因此
捷運通車後所帶動之旅次轉移而使交通
流量降低，對空氣品質有正面之影響，
其中因鄰近道路交通減量之影響，CO2
最大小時減量濃度介於 0.1~0.8ppm。
(2)發展人本運輸環境(Humanity - Oriented
Traffic Environment)
即為「以人為本」來發展交通系統；
可將之界定為以行人或腳踏車等「人力」
且低污染、不會破壞環境的非機動運具
為主的一種交通系統。考量整體交通運
輸系統規劃應配合不同產業區位，透過
主、次要道路系統規劃綠色運輸動線，
本計畫規劃具連續性、安全性及舒適性
的自行車道空間以作為最後一哩之綠色
接駁運具，並串聯各計畫區旅次產生與
吸引點，尤在生活機能區、精緻農業區
及濱海遊憩等發展區，以催化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與活動，減少短程車行旅次的
發生，期達到降低噪音量的目標及真正
以人為本的交通思維。自行車道依使用
需求特性分為：休閒型、通勤型、通學
型及園道型自行車道等，期望提供不同
目的使用者適合之自行車道，以提高利
用率。
(3)無縫公共運輸接駁服務
桃園縣政府為串連各計畫生活區及
輔助計畫區內捷運系統，並作為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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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之無縫公共運輸運具，航空城特定區
內將規劃 BRT 系統，結合智慧型運輸系
統技術(ITS)，以低污染與低噪音之大眾
運輸導向及土地使用發展政策提升綠色
運輸路網之完整。
另桃園縣政府亦規劃捷運綠線先導
公車以作為捷運系統之接駁運具，係採
電動公車行駛桃園火車站至機場捷運坑
口站間。相較於一般使用柴油引擎之公
車，以柴油引擎燃燒每一公升所產生的
二氧化碳量（CO2）2.7 公斤計算，預估
每月可以節省 21119.4 公噸 CO2。
(4)道路系統改善措施
在配合交通部過去歷年推動「e 化交
通-智慧型運輸系統」政策下，桃園縣政
府近年來陸陸續續有系統進行市區幹道
與高速公路周邊聯絡道路之交通改善工
作，成效相當卓越，並針對桃園縣境內
易壅塞路段或路口迫切改善地點持續進
行重要幹道之號誌時制重整改善、智慧
化號誌控制、幹道旅行時間顯示、相關
軟硬體更新擴充及交通績效分析等工
作，期能提升市區幹道之交通運轉效
率，改善道路交通壅塞狀況。減少二氧
化碳排放部分，預計減少 CO2 排放量
3,848 公噸/年。

(三) 噪音影響評估時，因應規劃及減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輕對策外，建議增加對國民健康 本計畫已於說明書第 5.3.3 節中，描述噪音對
於國民健康風險評估及相關因應對策，另一
風險評估及因應對策。
方面本案未來將根據噪音管制法與相關航空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噪音防制法規進行噪音管制，而本計畫區內
大多為二類或三類噪音管制區，根據環境音
第五章第 5.3.3 節】
量管制標準，夜間環境音量標準將限制在 63
～72 分貝以內，而噪音經過建築物與門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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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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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減後通常可再降低 10 多分貝，因此於室內
將可在 50 分貝左右，不致造成太大影響。而
機場航班於夜間起降班次亦較日間來的少，
故夜間噪音影響將再降低。為保障附近民眾
於噪音之影響，未來可參考荷蘭之阿姆斯特
丹機場擴建跑道時，限制夜間時段的高噪音
機型起降班次，以控管夜間的噪音量，再降
低噪音對國民健康的影響程度。

(四) 桃園地區現況供水能力已有不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足，有關本計畫推動後水資源， 1.「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於 99 年 4 月公告
仍不足以滿足用水需求，尚需有 實施，本府配合區域計畫產業及人口發展
效管理、彈性調度計畫區內因土 擬定用水計畫書，經水利署民國 99 年 1 月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
地使用分區改變，釋出農業灌溉 核定「
，至目標年民國 110 年，平均日用水量
用水，方能滿足計畫用水需求， 書」
建議因應不同開發時程提出具體 不高於 4 萬噸(工業用水每日約 3 萬噸，民
水資源計畫及氣候變遷緊急應變 生用水每日 1 萬噸)。
2. 101 年 9 月 18 日行政院長宣布啟動「桃園
措施。
航空城核心計畫」
，因應未來都市發展、機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場擴建之需求提升，以及機場捷運線、航
空城捷運線帶動人口移入，重新檢討原航
第五章第 5.3.5 節(二、用水排擠效應
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並因應未來都
及三、水資源)】
市發展重新研訂適當用水計畫，俾利符合
實際發展需求。
3.依據 101 年 12 月 18 日水利署召開「桃園航
空城核心計畫『都市計畫及用地取得』分
組－『用水計畫』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
決議。經重新檢討之用水計畫，本計畫區
民生用水量為 55,280 CMD，產業用水量為
41,720 CMD，總用水量(未採節水措施)為
97,000 CMD。惟經節水措施後，本案計畫
用水量終期(130 年)為 72,550 CMD，其中
民生用水量為 46,130 CMD，產業用水量為
26,420 CMD(含產業專用區 16,500、機場專
用區 8,300、自貿港區 1,620)，規劃供水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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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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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依本計畫各階段用水需求及區域水資源
開發供應情形，原則如下:
(1)至 106 年，本計畫民生用水每日 660 立
方公尺及產業用水每日 1,100 立方公
尺，經台水公司二區處表示可於既有系
統供水能力下調配供應。
(2)至 11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
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
每日 19,599 立方公尺，仍低於原核定
「桃
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終期
(110 年)之額度。另於板新地區供水改善
計畫二期工程 106 年底完成後，原供應
板新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區，
加上本計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約 2,512
公頃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
應農業用水需求減少後亦為可能之水
源，屆時將請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
配水量檢討因應。
(3)至 12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
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
每日 58,365 立方公尺，屆時仍有每日
18,365 立方公尺供水缺口，預估可由前
述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板
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增供其他水
源、農業用地縮小後減供水源、其他多
元化水資源開發(如再生水)及降低自來
水漏水率等措施下調度因應。
(4)長期 120 年後之用水來源，納入本署未
來區域水資源開發規劃整體供需考量檢
討因應。
4.有關水源之供應，縣府評估配合板新地區供
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 106 年底完成後，原
供應板新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
區，加上本計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約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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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應
農業用水需求減少後易為可能之水源，故
未來桃園航空城之民生用水之供應可因
應。另本計畫區尚有埤塘水源作為替代水
源。
5.另依桃園縣政府水務局(2013.1.30)所提出
之桃園航空城用水計畫構想(詳如附件)，有
關桃園航空城之產業用水之供應，縣府擬
定下列策略作為因應配合:
(1)縣內大型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水處理廠)
之放流水再生利用
桃園縣目前推動中規模較大之二個
水資中心為桃園地區與中壢地區系統，
其可供再生利用之放流水量分別為
200,000CMD 與 156,800CMD。
(2)落實縣內工業區廢污水回收利用比例
A.目前環保署已規範新開發工業區之廢
污水處理後回收利用比例，以桃科工
業區為例其回收比例為 70%。
B.將透過環評承諾之方式加強規範提高
全縣新闢工業區之廢污水處理後回收
利用比例，並同步管制放流水之排
放，以降低供水壓力。
C.有關應規範之回收比例將另由縣府環
保局及工商發展局開會訂定之。
(3)埤塘水資源活化再利用:
A.桃園縣有諸多埤塘在目前農業灌溉用
水需求降低後，正規劃逐步轉型朝供
產業甚至民生用水之水資源再利用。
B.桃園農田水利會本年度正推動串連桃
園大圳十支線三口面積十公頃以上之
埤塘，預計埋設三十公分口徑的管
路。待完成埋管後，可售水供應鄰近
的桃科、觀音兩大工業區，埋管初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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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約二千多萬元，目標是售供三．
八萬噸工業用水給鄰近的工業區廠
商，讓工業用水不虞匱乏，帶動工業
發展。
C.本計畫範圍內保留面積 1 公頃以上埤
塘約 21 座，總面積近 100 公頃，蓄水
量約為 100 萬噸(以水深 1 公尺估
算) ，將規劃利用該埤塘水資源轉型
為供產業用水之使用。

(五) 相關鄰避設施應有適當空間規劃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計畫將針對鄰避設施(如汙水處理廠等)，規
與處理。
劃合宜之緩衝設施及退縮空間，以避免衝擊
附近土地使用。
(六) 氣候變遷衝擊影響層面甚廣，除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颱洪災害影響，亦請加強補充相 1.IPCC 研究全球溫暖化的負面影響主題包
括 ：經濟方面(農業衰退、保險金上漲、交
關可能災害衝擊說明。
通設施的溫度變異損壞、洪水、環境難民
之遷徙、開闢西北航道、限制貧窮國家的
經濟發展)、生態多樣性與缺水、與公共衛
生健康方面的衝擊。
2.就本計畫範圍檢討這些主題：農業方面若採
休耕地復耕或仍然規劃保留農業專區，則
應無影響；保險業衝擊仍以颱洪損壞為
主；區內無交通運輸設施涉及變異損壞；
計畫區為已開發地區且持續經營藍、綠帶
以維持區內生態多樣性；計畫區位於石門
水庫供水範圍應無單獨之缺水問題；公共
衛生亦將遵循國家疾病管制政策辦理；其
餘國際層面之衝擊無法討論。因此整體而
言，仍以颱洪災害最為直接。
(七) 特定區未來引進產業類別應有相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本計畫引進產業專用區產業類別，係規劃主
當管理及推動策略。
要作為航空相關產業支援服務用地，依綱
要計畫建議，日後招商以下列產業類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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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1)引進直接服務機場業務需求之相
關產業，包括機場內之服務業者(免稅商
店、餐飲、旅行社、租車等)及物流產業…
等；(2)引進間接服務機場業務需求之相關
產業，包括航機零件製造業、Linen
Supply(餐巾桌巾等布料服務供應)、空廚
業…等；(3)我國具全球或區域優勢之產
業，如以電子機器為首之相關產業…；(4)
我國政策性扶植之新興產業，如綠色能
源、生化科技、精緻農業、觀光旅遊、文
化創意及醫療照護等六大新興產業等。
2.因應本計畫招商需求，行政院推動桃園航空
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設有「產業規劃及招
商」分組專責辦理產業規劃及招商作業，
後續將考量該分組評估意見，檢討實質規
劃內容，並於後續都市計畫擬訂時，將擬
引進產業類別及管制方式訂定於細部計畫
及土地使用管理規則內，以作為管理及推
動依據。

(八) 持續加強民眾互動溝通說明，及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參與機制，建立共識以利後續推 感謝建議，將持續加強與民眾互動溝通說
明，而為充分讓民眾參與本計畫，目前已執
動。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行辦理包括公告徵詢意見、召開地方說明
會、設立駐地工作站及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
第五章第 5.3.8 節(民意溝通)】
查等方式來擴大民眾參與，並蒐集回應民眾
關切意見，以下說明目前民意溝通各項工作
辦理情形：
1.公告徵詢意見
係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
作業要點第五點（五）
「民眾參與：新訂或
擴大都市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
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意調查、公告
徵詢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見，並作
成紀錄，作為擬訂或審議之參考。」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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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
辦理方式：
（1）公告刊登報紙（2）公告徵
詢意見（3）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4）
公告印製成傳單請公所及村長協助發送住
戶。
桃園縣政府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以府城綜
字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徵求民眾意
見公告及計畫範圍示意圖，請大園鄉公所
及蘆竹鄉公所張貼公告周知。任何公民或
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見，可於公告期
間(30 日)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桃園縣政府提出意見，以供規劃參
考。迄今桃園縣政府已接獲有關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安置、配地、
補償等作業及都市計畫限高、道路規劃等
問題，已函轉交通部、內政部、桃園縣政
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區段徵收作業參考，
並已研提編印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
小冊，解答民眾欲了解之相關權益問題，
詳政策評估說明書附錄六。
2.召開地方說明會
已於 101.12.08～102.01.12 之周六，於大園
鄉、蘆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大園鄉 7
場、蘆竹鄉 3 場)，徵詢民眾對本案規劃發
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之意願，並針對民
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俾利民眾了解本
案之發展架構。此外，另透過密集、小型
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會議，掌握地方民意
趨向，以作為後續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
據。而上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民眾出席相
當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
現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多樂
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關注議
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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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外另
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有農舍
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執照
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後續補
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價計
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聚落
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保資格
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段徵收而
喪失。(7)本計畫與其他周邊計畫之競合與
因應方式等。除已納入規劃及區段徵收作
業參考，並已同公告徵詢意見研提編印都
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小冊，解答民眾
欲了解之相關權益問題，詳政策評估說明
書附錄六。
3.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溝
通意見，本案已於完成地方說明會後於特
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距離、
面對面之溝通方式，答覆、解決民眾關心
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駐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埔
心村。並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正式成立。
由民航局、營建分署及桃園縣政府城鄉
局、地政局派員進駐，每周駐地工作時間
為星期二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4.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
內政部營建署已於 102 年 1 月 31 日，依內
政部 100.4.20 頒布「都市計畫草案以區段
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項」規定，
辦理區內 2 萬 1 千位土地所有權人區段徵
收意願調查，預定於 102 年 3 月 1 日完成
回收，調查分析結果，將向相關審議委員
會審報告。
5.都市計畫公展階段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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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將於都市計畫公開展覽階段，再擴大
辦理公展說明會，以供民眾充分瞭解計畫
內容。

四、顧委員洋
(一) 有關環境涵容和污染總量間之考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量，應針對計畫推動期程不同階 本計畫未規劃分期分區推動，將採一次整體
段的可能造成之影響衝擊進行評 開發，依推動期程可概分為施工及營運階
段，考量污染總量與環境涵容，分別擬訂相
估。
關管制及因應措施，茲分項說明如下: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1.施工階段
(1)施工初期
第六章第 6.1 節及第 6.6 節】
A.拆除整地階段：拆除工區內建築物，
進行工地內開挖及壓實等整地行為，
此時容易產生粉塵等粒狀污染物，本
案將依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
施管理辦法」規定，加強灑水、鋪設
鋼板、瀝青混凝土、防塵網等污染防
制設施，抑制逸散污染物排放，減輕
對周界環境衝擊。
B.挖運階段：清除工區內不必要之土石
方或廢棄物，運送工程物料等行為，
此時除了開挖行為產生粉塵外，進出
工區車輛也會產生揚塵，此階段則需
加強灑水或鋪設鋼板、瀝青混凝土
等，離開工區車輛均必須經過沖洗才
能離開。
(2)施工中期(基礎與建造階段)
搭建基樁、連續壁等，抵擋土壤並將建
物撐起，完成建物主體結，營建工程期
間使用具有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砂
石、土方或廢棄物堆置於營建工地內，
本案將採行覆蓋防塵布、防塵網或噴灑
化學穩定劑等有效抑制粉塵防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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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末期(裝修階段)
使建築物美觀、使用便利、綠化工程，
此階段建築物主體結構已完成，以內部
裝修為主，本案則使用具環保建材，降
低揮發性有機物等污染物逸散，對於附
近環境衝擊較小。
2.營運階段
(1)針對總量管制部份，除依空氣污染防制
法針對粒狀污染物、硫氧化物、氮氧化
物及揮發性有機物訂定總量管制外，並
將二氧化碳納為管制項目，研擬管制措
施如下：本開發案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8 條至 10 條規定訂定總量管制區，並
訂定總量管制計畫，公告實施總量管
制。同法第 12 條，總量管制之規定應於
建立污染源排放量查核系統及排放交易
制度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即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會同經濟部分期分區公告實
施。本開發區之總量管制計畫實施方式
規劃採分階段訂定目標及管制策略，以
抑制此開發案之排放增量，達到分期削
減排放總量之目標。
A.第一期程目標：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
削減量為零，新設或變更固定污染源
須取得增量抵換，固定污染源空氣污
染物排放總量不增加。
B.下一期程目標：原則係於前一期程結
束前半年，依國家空氣品質標準達成
程度、空氣品質改善情形及前一期程
實施成效，檢討評估訂定下一期程目
標。且於下一期程實施前半年辦理下
列事宜：
a.評估前一期程計畫目標執行成效。
b.檢討並增修訂空氣污染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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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訂定污染源等排放量目標，並分配
目標年排放量。
d.訂定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對象
及指定削減原則。
e.依前述訂定事項，修正本計畫並重
新公告，地方主管機關訂(修)空氣
污染防制計畫。
(2)有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之措施，桃園
縣政府擬規劃低碳運輸以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相關措施及減量目標分述如下：
A.提倡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
桃園縣政府為達成桃園航空城特
定區內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特質，計
畫範圍內已規劃建設多項大眾運輸系
統，未來可促進附近交通之便捷性，
降低私人車流量影響。桃園縣政府已
於特定區內規劃兩條捷運系統，其中
機場聯外系統捷運線路線起自桃園國
際機場第二航廈，往東經第一航廈，
沿線經過桃園縣蘆竹鄉、新北市林口
區、後轉入臺北車站特定專用區，往
南經高鐵桃園車站至中壢市，全長約
51.03 公里，期能舒緩台北市、新北市
密集人口壓力，另一條航空城捷運
線，路線起自八德擴大都市計畫區，
沿線經過桃園火車站、蘆竹鄉、大園
鄉菓林路與機場捷運 A11 站銜接，航
空城特定區內設置 G14 站至 G18 站，
與機場捷運 A16 站銜接，全長約 27.8
公里，串接桃園市南北交通及擔負航
空城聯外運輸之責。
另根據「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航空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捷運
營運通車後，由於採用電力作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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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因此捷運通車後所帶動之旅次轉
移而使交通流量降低，對空氣品質有
正面之影響，其中因鄰近道路交通減
量之影響，CO2 最大小時減量濃度介
於 0.1~0.8ppm。
B.發展人本運輸環境(Humanity Oriented Traffic Environment)
即為「以人為本」來發展交通系
統；可將之界定為以行人或腳踏車等
「人力」且低污染、不會破壞環境的
非機動運具為主的一種交通系統。考
量整體交通運輸系統規劃應配合不同
產業區位，透過主、次要道路系統規
劃綠色運輸動線，本計畫規劃具連續
性、安全性及舒適性的自行車道空間
以作為最後一哩之綠色接駁運具，並
串聯各計畫區旅次產生與吸引點，尤
在生活機能區、精緻農業區及濱海遊
憩等發展區，以催化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與活動，減少短程車行旅次的發
生，期達到降低噪音量的目標及真正
以人為本的交通思維。自行車道依使
用需求特性分為：休閒型、通勤型、
通學型及園道型自行車道等，期望提
供不同目的使用者適合之自行車道，
以提高利用率。
C.無縫公共運輸接駁服務
桃園縣政府為串連各計畫生活區
及輔助計畫區內捷運系統，並作為最
後一哩之無縫公共運輸運具，航空城
特定區內將規劃 BRT 系統，結合智慧
型運輸系統技術(ITS)，以低污染與低
噪音之大眾運輸導向及土地使用發展
政策提升綠色運輸路網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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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 PM2.5 及 NOx 排放總量管
理，應提出具體之減量規範。

意見回覆
另桃園縣政府亦規劃捷運綠線先
導公車以作為捷運系統之接駁運具，
係採電動公車行駛桃園火車站至機場
捷運坑口站間。相較於一般使用柴油
引擎之公車，以柴油引擎燃燒每一公
升所產生的二氧化碳量（CO2）2.7 公
斤計算，預估每月可以節省 21119.4
公噸 CO2。
D.道路系統改善措施
在配合交通部過去歷年推動「e
化交通-智慧型運輸系統」政策下，桃
園縣政府近年來陸陸續續有系統進行
市區幹道與高速公路周邊聯絡道路之
交通改善工作，成效相當卓越，並針
對桃園縣境內易壅塞路段或路口迫切
改善地點持續進行重要幹道之號誌時
制重整改善、智慧化號誌控制、幹道
旅行時間顯示、相關軟硬體更新擴充
及交通績效分析等工作，期能提升市
區幹道之交通運轉效率，改善道路交
通壅塞狀況。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部
分，預計減少 CO2 排放量 3,848 公噸/
年。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北部空品區 110 年污
染排放目標，桃園縣尚須減量 PM10 2,101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公噸、NOx 為 12,511 公噸。由於 PM2.5 目
前僅定有空氣品質標準尚無排放量目標之
第六章第 6.1 節】
訂定，故桃園縣針對 PM2.5 減量部分將先朝
整體粒狀物之改善，並持續進行 PM2.5 之監
測及來源分析，以找出最有效之管制方
法。以目前研究結果，PM2.5 主要成分為硫
酸鹽及硝酸鹽，工業及交通源之改善應為
首要工作，未來本縣將對工業以高科技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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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進行有效之查核及稽查，落實法規之符
合度。
2.針對進駐之廠商，初期若使用柴油車輛，將
要求採取自主管理，以符合最新環保標
準，抑制 NOx 黑煙及 PM2.5 排放。同時可
禁止新設低效率之塊煤鍋爐、污染源採用
BACT 防制水準。長期於必要時可考量將
整個航空城規劃為空氣品質總量管制區，
要求新設排放源必須取得抵減之排放量。
3.交通源部分則規劃區內限使用低污染或電
動車輛，鼓勵客運業使用電動巴士，搭配
共乘及大眾運輸巴士專用路線或車道，並
提供免費或優惠搭乘，以提高民眾搭乘意
願，抑制私人運具數量。冀以減少交通源
之污染物排放量。
4.NOx 減量方面，短期透過地方自治條例修
訂，包括大型電力設施及中小型生煤鍋爐
排放標準加嚴，提昇 NOX 減量效益。中長
程規劃部份，檢視透過排放標準加嚴後之
成效，進階修訂地方自治條例，公告桃園
縣境內中小型生煤鍋爐全面禁用煙煤、石
油焦或其他易致空氣污染物之燃料，蒸氣
來源統一轉由具有高效能處理 NOX 防制設
備之汽電共生公私場所提供，統一管理
NOx 實際排放總量及掌握污染減量。

(三) 有關溫室氣體管理應提出具體管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理機制（包括減量及查核，綠交 1.有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之措施，桃園縣政
府擬規劃低碳運輸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通/綠建築等）。
相關措施及減量目標分述如下：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1)提倡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
桃園縣政府為達成桃園航空城特定區內
第六章第 6.6 節】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特質，計畫範圍內
已規劃建設多項大眾運輸系統，未來可
促進附近交通之便捷性，降低私人車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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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影響。桃園縣政府已於特定區內規劃
兩條捷運系統，其中機場聯外系統捷運
線路線起自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往
東經第一航廈，沿線經過桃園縣蘆竹
鄉、新北市林口區、後轉入臺北車站特
定專用區，往南經高鐵桃園車站至中壢
市，全長約 51.03 公里，期能舒緩台北
市、新北市密集人口壓力，另一條航空
城捷運線，路線起自八德擴大都市計畫
區，沿線經過桃園火車站、蘆竹鄉、大
園鄉菓林路與機場捷運 A11 站銜接，航
空城特定區內設置 G14 站至 G18 站，與
機場捷運 A16 站銜接，全長約 27.8 公
里，串接桃園市南北交通及擔負航空城
聯外運輸之責。
另根據「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
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捷運營運通車
後，由於採用電力作為動力，因此捷運
通車後所帶動之旅次轉移而使交通流量
降低，對空氣品質有正面之影響，其中
因鄰近道路交通減量之影響，CO2 最大
小時減量濃度介於 0.1~0.8ppm。
(2)發展人本運輸環境(Humanity - Oriented
Traffic Environment)：
即為「以人為本」來發展交通系統；可
將之界定為以行人或腳踏車等「人力」
且低污染、不會破壞環境的非機動運具
為主的一種交通系統。考量整體交通運
輸系統規劃應配合不同產業區位，透過
主、次要道路系統規劃綠色運輸動線，
本計畫規劃具連續性、安全性及舒適性
的自行車道空間以作為最後一哩之綠色
接駁運具，並串聯各計畫區旅次產生與
吸引點，尤在生活機能區、精緻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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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濱海遊憩等發展區，以催化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與活動，減少短程車行旅次的
發生，期達到降低噪音量的目標及真正
以人為本的交通思維。自行車道依使用
需求特性分為：休閒型、通勤型、通學
型及園道型自行車道等，期望提供不同
目的使用者適合之自行車道，以提高利
用率。
(3)無縫公共運輸接駁服務
桃園縣政府為串連各計畫生活區及輔助
計畫區內捷運系統，並作為最後一哩之
無縫公共運輸運具，航空城特定區內將
規劃 BRT 系統，結合智慧型運輸系統技
術(ITS)，以低污染與低噪音之大眾運輸
導向及土地使用發展政策提升綠色運輸
路網之完整。
另桃園縣政府亦規劃捷運綠線先導公車
以作為捷運系統之接駁運具，係採電動
公車行駛桃園火車站至機場捷運坑口站
間。相較於一般使用柴油引擎之公車，
以柴油引擎燃燒每一公升所產生的二氧
化碳量（CO2）2.7 公斤計算，預估每月
可以節省 21,119.4 公噸 CO2。
(4)道路系統改善措施
在配合交通部過去歷年推動「e 化交通智慧型運輸系統」政策下，桃園縣政府
近年來陸陸續續有系統進行市區幹道與
高速公路周邊聯絡道路之交通改善工
作，成效相當卓越，並針對桃園縣境內
易壅塞路段或路口迫切改善地點持續進
行重要幹道之號誌時制重整改善、智慧
化號誌控制、幹道旅行時間顯示、相關
軟硬體更新擴充及交通績效分析等工
作，期能提升市區幹道之交通運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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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改善道路交通壅塞狀況。減少二氧
化碳排放部分，預計減少 CO2 排放量
3,848 公噸/年。
2.綠交通/綠建築之查核僅能從過程之定性查
核。未來將依據環保署所訂之查核指標項
目辦理，包括 8 項定量指標與 4 項定性指
標。

(四) 有關廢棄物清除處理部分，應考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感謝委員指導，依目前本計畫區鄰近地區之
量未來情境變化之影響。
廢棄物處理設施處理能力現況來看，本計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畫區未來產生之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
棄物及有害廢棄物皆可由既有之處理設施
第五章第 5.3.1 節及第 6.1 節】
予以有效處理。
2.至於未來可能有大型焚化廠除役情形，就主
管機關政策實務面，查環保署垃圾處理政
策評估將朝「焚化廠轉型生質能源中心」
及「垃圾掩埋場挖除活化」方向辦理，一
般廢棄物仍可於產源強制分類後送往生質
能源中心，透過其相關機械與生物處理技
術(MBT)或機械熱處理技術(MHT)來有效
處理，而查現行國內廢棄物公民營處理及
再利用機構之餘裕處理容量遠大於本計畫
區所產出之事業廢棄物，且近年處理/再利
用機構家數皆有成長情形，故評估未來應
不致發生廢棄物無處可去之情形發生。
3.本計畫目標年廢棄物處理願景
因應目前國際間朝向永續物質管理方向同
時兼顧溫室氣體減量之發展趨勢，在推動
資源永續循環利用、資源利用效率極大
化、環境衝擊影響極小化等願景下，預計
在 2030 年有以下政策以因應之：
(1)因應新興消費性產品種類繁多，需規劃
推動延伸生產者責任制度，並加強推動
產品環境友善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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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都市礦山技術之推廣發展。
(3)持續提升環境友善化再利用。
(4)驗證建構一般廢棄物生質能源中心。
(5)不可燃一般廢棄物填海造島。

五、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利處
(一) 計畫區外、圳路末端之農田灌溉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生活廢污水處理及污染之減輕，將規劃沿主
需求應滿足。
要道路興闢污水下水道系統，辦理污水下水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道建設，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提升用戶接
第五章第 5.3.4 節(二、土地使用型態 管普及率，避免廢污水之直接排放污染下游
農田之耕作與灌溉。並規劃於計畫區下游鄰
轉變之影響)】
近南崁溪及新街溪地勢低窪地區，各劃設一
處污水處理廠用地，處理計畫區污水，避免
污水放流造成下游環境之影響。
2.產業污水則將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產業專用區開發作工業使用，須設置污
水處理設施，降低產業污水對下游之影響。
3.計畫區周邊既有農田、農路分佈於計畫區北
側、縣 108 線東北側、高鐵南側及縣 110
線、縣 113 線北側，本計畫除計畫區北側第
三跑道擴建範圍，均採天然(河川)、人為界
線(鐵路、道路)為界，不切割既有農田之紋
理，不影響周邊農業用地之灌溉生產。計畫
區內則規劃透過藍、綠帶及公共設施保留既
有水圳，使農水路灌溉系統得予銜接，降低
本計畫開發對下游農田之影響。
4.納入中油油庫及其南側農地，以及北側第三
跑道預定地係為配合重大建設所需，使用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本計畫將協商農田
水利會，未來配合第三跑道整地及省道台
15 線之改道規劃，將既有道路、農路、水
圳予以改道銜接，以提供下游農田灌溉功
能，維持北側農耕之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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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計畫區外、圳路末端之農田灌溉需求，如農
民有意願繼續從事農耕，桃園縣農田水利
會已承諾供水無虞。

(二) 計畫區內，屬水利會事業範圍之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埤塘、圳路用地徵收部分，宜比 水利會權屬之埤塘、圳路已規劃納入區段徵
收範圍處理。
照私人方式辦理徵收。
六、文化部
(一) 文化部推動「世界文化遺產」業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務，將「桃園台地埤塘」列入潛 1.目前桃園縣 0.3 公頃以上之埤塘僅餘三千餘
口，在兩大水利會管轄範圍內僅六百多
在點。桃園埤塘內政部 100 年 1
口，為灌溉使用，其餘埤塘多為私有土地。
月 18 日公告為「國家重要溼
地」，其中「桃園埤圳溼地」的 為積極取得埤塘，唯有透過都市計畫以徵
範圍及保存後續計畫，請主管機 收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埤塘土地，方可進
關積極辦理。有關桃園埤塘及其 行後續保留工作；桃園縣目前已有如公 12
水域系統，請規劃開發單位納入 之埤塘示範公園、八德埤塘生態公園、龍
整體規劃，結合世界文化遺產保 潭大池等成功示範案例，且桃園縣政府每
存維護，生態溼地保護及水資源 年並編列預算在案，希冀可將一公頃以上
之埤塘全數保留，以規劃為埤塘公園。
運用等整體規劃。
2.桃園縣埤塘係因應過去農業社會環境所需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而人工築堤形成，並非自然環境衍生之自
然遺產，但為桃園縣特色，惟因多屬私人
第五章第 5.3.5 節(三、水資源)及第
土地，仍需先取得土地所有權方可進一步
5.3.6 節】
保留。
3.本計畫內之 24 口埤塘，除第三跑道之 3 口
埤塘，將填平作跑道，而以覓地移設方式
規劃補償外，其餘 21 口將全數納入特定區
整體規劃予以適當保留。依目前初步規
劃，為取得埤塘產權，擬配合區段徵收規
劃為公園用地，未來朝有益生態與防災方
式規劃，並強化提供灌溉、景觀、文化、
休閒遊憩、生態保育及防災等功能。
4.於水資源運用方面，依桃園縣政府水務局研
提之桃園航空城用水計畫構想，本計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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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保留面積 1 公頃以上埤塘約 21 座，總
面積近 100 公頃，蓄水量約為 100 萬噸(以
水深 1 公尺估算) ，將規劃利用各該埤塘水
資源轉型供產業使用。

(二) 計畫範圍內之古蹟、歷史建築、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聚落、文化景觀、民俗及其文化 1.本計畫已清查區內古蹟、歷史建物及聚落等
等文化資產，目前依簡報資料第 相關資料，將於規劃階段，充分考量保留
41 頁，僅以現有經指定登錄的古 該等文化資產可行性。
蹟、歷史建築、遺址係以現有學 2.實際推動區段徵收時將以劃設保留區等方
術調查文獻資料，不足以反映目 式，由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協調規劃單
位詳加規劃辦理。
前 4,000 多公頃面積內的文化資
產情形。規劃單位應就文化資產
部分，進行專業調查研擬保存計
畫。並請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以地方主管機關權責，協調規劃
開發單位，先行進行埤塘文化資
產、具有文化資產價值特色之農
村聚落、遺址之調查保護，以利
實質建設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
相融配合，獲得最佳建設方案。
並請桃園縣政府將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計畫及經費納入區段徵收開
發計畫經費內。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第六章第 6.5 節】
(三) 拆遷民間信仰廟宇部分，請考量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有關地方信仰中心存留問題持續與廟方溝通
當地民俗文化的保存維護。
中。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第五章第 5.3.6 節及第六章第 6.5 節】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四) 有關選地部分：
1.本案計畫範圍鄰近「縣定大園 1.文化局前於 101 年 11 月 15 日桃縣文資字第
1011008462 號函回復在案。
尖山遺址」，應依「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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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法」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2.「縣定大園尖山遺址」指定公告範圍為大園
將本案說明書報主管機關（桃
國小校地全區，鄰近本計畫範圍，將依遺
園縣政府）依第 40 條審查程序 址監管保護辦法第 7、8 條規定辦理。
辦理，並檢附相關公文書於本 3. 針對計畫區西側邊界鄰縣定大園尖山遺
址，未來鄰近地區施工整地期間將委託專
案說明書中；若本案未來委請
業人員進行監看作業，並依文化資產保存
考古學者進行施工監看，其相
法之相關規定辦理，並將補充列入第六章
關資格文件請送主管機關存
減輕或避免環境影響之因應對策第 6.5 節。
查。
2.本案計畫範圍鄰近「縣定大園
尖山遺址」，請開發單位於本
案說明書第六章減輕或避免環
境影響之因應對策 6.5 一節補
充上開因應對策。
3.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1
條第 1 項「遺址所在地都市計
畫之訂定或變更」，應先徵求
主管機關（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之意見，第 2 項「政府機關策
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時，…應
先調查工程地區有無遺址或疑
似遺址」。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
明書第六章第 6.5 節】
七、經濟部水利署
(一) 用水計畫部分：查本署係本案於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行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 遵照辦理。
專案小組之「都市計畫及用地取
得」分組下所設之「用水計畫」
工作小組，任務為協助本案用水
計畫推動。本署業已於 101 年 12
月 18 日召開會議就用水供應來
源協調確認在案，並請桃園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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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於修正完妥並與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獲共識後，函送本署辦理後
續審查事宜（會議記錄詳核參資
料）。查會議資料業已依前開會
議原則規劃。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二) 渉地下水管制部分：
遵照辦理。
1 依本署經水工字第
10151274030 號函所示，本案施
工位址位於地下水管制區內。
2.為本案施工期間，建議仍應盡
量採取減少抽水之工法進行施
作，營運期間不得抽用地下
水，以避免對現有地下水層造
成不利影響，倘涉地下水及地
下水之使用，仍請依水利法相
關規定申辦水權登記。
(三) 有關淹水潛勢部分：核參資料─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政策評估說明書 3-83 頁所述「計 敬悉。
畫區河川周邊區域屬淹水潛勢範
圍」部分，茲補述如下：
1.查目前初步繪製之淹水潛勢相
關圖資並未列屬「環境敏感區
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
表」，亦無相關法令明確規範
「淹水潛勢範圍」之定義及具
體區域，合先敘明。
2.另依水災潛勢資料公開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淹水潛勢圖資
目前僅得供防災使用。目前水
災潛勢圖資業依災害防救法公
開，並送交各地方政府應用；
同時彙整於本署防災資訊服務
網可供下載，俾達資訊揭露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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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爰本政策評估說明書所提「本
案已就因應颱洪災害研擬減災
措施」部分，擬敬表同意，並
無其餘意見。

意見回覆

八、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
航空城開發若涉及機場捷運與高鐵禁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限建範圍，後續請分別依「大眾捷運 1.桃園縣政府將配合航空城開發依「大眾捷運
禁限建辦法」及「獎參禁限建辦法」 禁限建辦法」及「獎參禁限建辦法」相關
規定辦理機場捷運與高鐵禁限建。
相關規定辦理。
2.將於後續規劃階段參採。
九、桃園縣大園鄉公所
本鄉 8 萬多鄉民殷切期盼本計畫儘速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執行，桃園國際機場用地都在大園鄉 敬悉。
內，多年來禁限建及噪音影響甚鉅，
環境影響下多年來人口未增加，本計
畫給予鄉民鼓舞。第三跑道用地為本
鄉土地最貧瘠之地方，猜測受林口發
電廠影響，農作物收成很少，倘有效
活用該土地，促進國家發展，為本鄉
樂建，希望大家支持。
十、環保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一) 法規提示：「空氣污染防制法」、■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本計畫將依所提示之各項法規，據以規劃並
準」、「機動車輛停車怠速管理 執行，以維護開發區內空氣品質。
辦法」。
(二) 本計畫表 5.3-7 規劃總體污染物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排放量與桃國縣所訂涵容總量減 1.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改善整合性分析及空
量目標較高，為確保本開發案不 品區污染減量推動計畫」訂定之北部空品
影響當地空氣品質惡化影響，請 區 110 年污染排放目標，桃園縣估算尚須
提出明確分階段總體減量方針。 減量 PM10 2,101 公噸、SOx 為 1,894 公噸、
NOx 為 12,511 公噸，NMHC 為 8,551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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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第六章第 6.1 節】

意見回覆
為達成各項空氣污染減量目標，針對各項
污染類別管制工作規劃如下：
(1)固定污染源
許可查核、改善追蹤作業及法規符合度
落實;電力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加
嚴管制;PM2.5 污染物排放管制;重大及屢
遭陳情污染源專案管制。
(2)移動污染源
空品淨區設置、提昇綠能運具數、加速
淘汰二行程機車;柴油車自主管理保檢
合一保養廠認證制度;加強柴油車路邊
攔檢、落實柴油車預約到站檢驗制度。
(3)逸散污染源
營建施工環境管理規範落實;加強環評
承諾事項查核;仿固定源定檢作業，推動
出土申報程序;運輸車輛駕駛的防污觀
念養成及進行跨局處查察方案;工地圍
籬綠美化，打造桃園綠花園;推動企業、
營建工地周邊道路認養、強化洗掃作業。
2.未來將審視分區總量環評內容，評估其污染
排放及減量措施規劃合宜性，必要時要求
計畫案減低污染排放量，並輔導污染源改
善及落實管制工作，以達成各項空氣污染
減量目標。

(三) 規劃相關土地使用及開發行為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時，應先就土地所在區位，綜整 1.本案目前處於新訂都市計畫階段，同步辦理
環境、交通及特定噪音源，以噪 政策環評，噪音源分佈與影響和都市計劃的
音模擬軟體進行噪音影響程度評 開發範圍與程度皆是未知數，故現階段僅能
估，確保土地使用相容性與噪音 以大致定性之評估做為未來噪音量參考。而
本案亦已針對目前現有及未來可能之交通
影響程度相當。
量進行定性、定量的評估分析，即未來擴建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第三跑道後，影響範圍約增加 1,800 公頃，
第五章第 5.3.1 節(二、衍生污水量及 而範圍內約增加 3 分貝的噪音量，屬影響輕
微，且本計畫南側之海軍基地遷移後將再降
處理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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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回覆
低噪音對周遭的影響。未來則將於機場捷運
擴建個案環評或設計階段時，將以較詳細且
實際之資料進行更準確的噪音影響評估，以
確認噪音於本計畫的影響程度。
2.土地使用相容性，考量區內主要噪音為機場
噪音，將以機場 60 分貝噪音管制線作為規
劃之主要區隔界線。因 60 分貝噪音管制線
以北噪音大於 60 分貝，不適合做為住宅
區，將規劃為產業專用區、商業區及公園等
公共設施用地。60 分貝噪音管制線以南噪
音小於 60 分貝，適當規劃住宅區、商業區、
機關用地、學校用地等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已考量避免多數民眾生活受航空噪音影
響，同時未來於綠帶、計畫道路規劃將分別
指定建築留設退縮空間，目前規劃沿綠帶指
定建築退縮 6 公尺，沿道路指定退縮至少 4
公尺留設開放空間，應可確保民眾居住生活
品質，並使未來居住環境噪音符合各分區環
境音量標準。至於捷運站四周人潮多、交通
繁忙，將規劃為捷運車站專用區、特定專用
區、商業區等噪音容受力較大之分區。
3.未來開發完成後，實際航空噪音防制區劃定
作業部份，應依噪音管制法第 18 條規定，
並檢討、規劃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之既有
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1)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應檢討現有土
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2)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不得新建學
校、圖書館及醫療機構。
(3)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不得新建學
校、圖書館、醫療機構及不得劃定為住
宅區。

(四) 查案內計畫範圍有規劃捷運系統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通過，請確實評估鄰近規劃住宅 本計畫範圍內主要通過之捷運系統分別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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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是否可符合陸上運輸系統噪音 場捷運系統與桃園捷運綠線系統，均已另案
管制標準，若不符合請檢討使用 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且機場捷運系統目前環
類別。
評已通過並已進入施工階段，且離本計劃規
劃之住宅區較遠，故影響輕微。而桃園捷運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綠線系統未來於評估設計階段亦會針對沿線
第五章第 5.3.1 節】
進行噪音影響評估，若不符合陸上運輸系統
相關管制標準亦將會進行相關噪音防制措
施，以降低對沿線住宅區之噪音影響。
(五) 另為考量預警原則，若計畫區內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有規劃設置變電所，應考量與相 將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1 年 11 月 30 日訂
關敏感點區有適當之緩衝區，另 定「限制時變電場、磁場及電磁場曝露指引」
設置高壓輸電線路或地下電纜輸 相關規定辦理。
電線路，應與鄰近住宅區保持適
當之緩衝區距離，建議住宅區及
學校與架空輸電線路間之水平投
影距離應至少有 30 公尺以上。地
下電纜輸電線路其埋設深度應至
少有 1.5 公尺以上，且與住宅、
學校及醫院場所之水平投影距離
應至少有 1.5 公尺以上。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第五章第 5.3.8 節】
(六)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定區區內道路及聯外道路之交通 為避免特定區內道路因交通壅塞或服務水準
動線及輸運方式應妥為規劃，並 降低致增加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未來
導入交通智慧儀控及即時資訊提 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區內道路及聯外
供，以利交通順暢及減少交通工 道路之交通動線，於規劃設計階段即於主要
或重要道路導入智慧儀控及即時資訊系統，
具排放空氣污染物。
即時提供行車資訊，以利交通順暢及減少空
氣污染物。
(七) 為落實綠色運輸，建議將計畫區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劃 定 為 空 氣 品 質 淨 區 （ clean 桃園縣目前已公告並實施開發區內國際機場
（clean
zone），限制區內只能使用低污 專區及貨運園區等 2 處為空氣品質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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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或電動車輛，並推動車輛零怠 zone）管制高污染柴油車；未來將依各特定
速。如油電混合計程車、電動公 區屬性及空氣品質需求，逐步規劃特定區內
車（巴士）、電動機車電池交換 限使用低污染或電動車輛，並提供購買電動
系統、電動導覽車、電動接駁車 車輛補助優惠，以提高民眾及客運業者購買
等，為推動車輛共乘建議建置全 意願。另依據區內交通路線，妥善規劃共乘
區共乘車系統，另提供優惠方案 及大眾運輸巴士專用路線或車道，並提供免
鼓勵搭乘大眾運輸。
費或優惠搭乘，以提高民眾搭乘意願，抑制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私人運具數量。
第六章第 6.1 節】
(八) 第 5-7 頁提及 PM2.5 年平均濃度為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29μg/m3，約為空氣品質標準之 1.針對施工期間污染物之管制，將於實際施工
2 倍；第 5-9 頁敘明「顯示粗顆粒 前會主動掌握施工之面積及施工方式，估算
的排放管制工作，確實不容忽 產生之污染量，專區列管區域內各項施工工
視」；第 5-16 頁表 5.3-5 推估各 程，並搭配每兩年更新之污染防制計畫書，
類工廠仍有一定之空氣污染物排 將污染量推估及管制策略規劃納入計畫內
放量；以及第 6-10 頁載明有土方 容，以利後續分區總量環評時之參考依據。
之運送，惟查說明書第 6.1、(一) 2.本計畫空氣污染防制工作及準則，將依循桃
節，並無施工期間及開發完成（營 園縣「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之內容：
運期間）之空氣污染防制對策內 (1)施工過程將以「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容，爰請擬訂空氣污染防制計
設施管理辦法」為準則
畫，納入該章節內容，作為未來 (2)固定污染源：禁止新設低效率之塊煤鍋
個案環評時辦理及遵循之依據，
爐、採用 BACT 防制水準
以維持本案開發前之空氣品質。 (3)移動污染源：車隊採行自主管理，以符
合最新環保標準，抑制 NOx 黑煙及 PM2.5
排放。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3.相關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內容將補充納入說
第六章第 6.1 節】
明書第 6.1 節說明。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九) 前揭計畫內容應包含：
1.依推估之各種空氣污染物排放 1.本計畫於施工階段將遵照「營建工程空氣污
量，說明污染防制之規劃、管 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辦理空污費申報及污
染防制設施，粒狀污染物方面，營建工地周
理措施及方式。
2.對於施工期間承包商之監督、 界設置圍籬及防溢座，施工進行期間，工地
管理及違反環保法令之處分方 裸露地表、具粉塵逸散性材料或廢棄物堆置
處，採行定期灑水或使用有效抑制粉塵之防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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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及開發完成期間，計畫區
域內、外道路洗掃作業之辦理
方式（道路洗掃作業參數及洗
掃街車性能，請依本署所訂「街
道揚塵洗掃作業執行手冊」內
容辦理，資料下載網址同上）。
4.為避免土方運輸過程滴落污
泥、污水及引起揚塵之土石運
送方式。

意見回覆
制設施(如防塵網、防塵布、植生綠化等)，
營建工地內車行路徑採鋪設鋼板、混凝土或
粗級配等方式降低車行揚塵，工地出入口設
置洗車台或加壓沖洗設備，清洗車體及輪
胎，避免車輛夾帶污泥，造成道路髒亂，營
建工程運輸車輛均需具備密閉車斗或防塵
布緊密覆蓋等防制措施。氣狀污染物方面，
本案將定期進行車輛機具油品檢驗，施工機
具引擎使用之氣柴油成分必須符合營建工
程管理辦法限值，確保承包商妥善進行保養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 維修並使用合法油品。
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
2.本計畫未來將列為桃園縣大型公共工程專
區管制之一，環保局將先約談及輔導承包廠
商遵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
法」辦理，並定期執行現場查核，依據現場
缺失提出改善建議，要求承包廠商限期改
善，如未改善，則可依照空氣污染防制法處
罰鍰，屆期仍未遵行者，按日連罰，情節重
大者或必要時，可令其停工處分。
3.本計畫於施工及營運期間將認養工區周界
道路進行洗掃，道路洗掃作業參數及洗掃街
車性能，將遵照環保署「街道揚塵洗掃作業
執行手冊」內容辦理。
4.本計畫將依照「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理辦法」相關規定，於工地出入口設置洗
車台或加壓沖洗設備，清洗車體及輪胎，避
免車輛夾帶污泥，造成道路髒亂。營建工程
運輸車輛均需具備密閉車斗或防塵布緊密
覆蓋等防制措施，防止土石方或廢棄物等掉
落，影響道路安全與清潔。
十一、環保署水質保護處
(一) 對區內河川、排水以近自然工法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整治，勿變成三面光或箱涵。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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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計畫區位於南崁溪及新街溪流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域之下游，鄰近河口海岸，建議 感謝建議，桃園縣政府對於縣內大型水資源
應再提升廢（污）水處理等級並 回收中心之放流水再生利用，已列為後續產
提高回收利用比例，降低對於下 業用水來源策略構想之要項，並初步規劃桃
園地區及中壢地區系統開始試行，本計畫區
游水體之污染增量負荷。
後續將評估分析承受水體之污染總量，考量
提升廢(污)水處理等級及廢(污)水回收再利用
之可行性，降低對承受水體下游之污染負荷。
(三) 請確認原供應農業灌溉用水之水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質等級，是否可轉移本計畫開發 1.本計畫用水將依據 101 年 12 月 18 日水利署
民生、事業用水水源供應用途。 召開「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都市計畫及用
地取得』分組－『用水計畫』工作小組第 2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次會議」決議。規劃供水來源依本計畫各階
段用水需求及區域水資源開發供應情形擬
第五章第 5.3.5 節】
訂原則。本計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約 2,512
公頃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應農
業用水需求減少後，已列為 110 年供水可能
之水源，屆時將由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
配水量檢討因應。
2.原供應農業灌溉用水之水質，應可符合轉移
本計畫開發民生、事業用水水源供應用途使
用。
(四) 建議於場址規劃階段，即引入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LID 及 BMPs 之觀念及做法，減 遵照辦理，本計畫後續將納入 LID(低衝擊開
發)及 BMPs(暴雨逕流最佳管理措施)觀念，於
低暴雨逕流之衝擊。
地區景觀設計及用途規劃時納入考量，除了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開發時期以非結構性 LID-BMPs 措施進行規
劃，並配合地形地用，研議設置結構性
第六章第 6.1 節】
LID-BMPs，保留水資源，減低暴雨逕流之衝
擊。
十二、環保署廢棄物管理處
無意見。

□參採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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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理處
無意見。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敬悉。
十四、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
無意見。

□參採

敬悉。
十五、環保署溫減管理室
(一) 依「政府政策評估說明書作業規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範」規定，能源使用評估項目係 1.用水用電等能源需求量推估及來源評估，詳
指包括對能源之需求量推估、相 評估說明書第三章。
關節約能源之規劃與使用與設置 2.有關節約能源之規劃政策包括鼓勵廠商生
再生能源之評估及設計。惟報告 產與使用低耗能產品、提升能源效率及發展
內僅 P.3-169 提及概略性措施，建 低耗能產業、提高住戶能源使用效率等，本
請開發單位補充具體規劃內容。 計畫目前屬新訂都市計畫階段，具體規劃內
容及可行性，需待後續引進產業內容較為明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確，再請委託設計單位納入後續規劃評估；
此外，評估設置再生能源設施須考量地區先
第三章及第六章第 6.6 節】
天條件，如日照時間、日照強度、風速及風
向等，且亦須將能源主管機關之相關政策規
劃納入，故將由委託設計單位納入後續規劃
評估。
3.區域能源中心規劃考量本計畫引進產業專
用區產業類別，係規劃主要作為航空相關產
業支援服務用地，後續需再考量行政院核心
計畫專案小組「產業規劃及招商」分組評估
意見，再行檢討實質規劃內容，區域供冷供
熱系統可行性需待後續引進產業內容較為
明確，並衡量用戶端需求後，再行依下圖(說
明書第六章圖 6.6-1)區域能源供應規劃程序
圖，評估設置可行性，相關內容已列入說明
書第 6.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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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參考來源:區域能源供應技術參考手冊專案工作計畫
(期末報告)

區域能源供應規劃程序圖
4.交通建設層面，桃園縣政府擬規劃低碳運輸
以減少二氧化碳（CO2）排放，相關措施及
減量目標分述如下：
(1)提倡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
桃園縣政府為達成桃園航空城特定區內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特質，計畫範圍內
已規劃建設多項大眾運輸系統，未來可
促進附近交通之便捷性，降低私人車流
量影響。桃園縣政府已於特定區內規劃
兩條捷運系統，其中機場聯外系統捷運
線路線起自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往
東經第一航廈，沿線經過桃園縣蘆竹
鄉、新北市林口區、後轉入臺北車站特
定專用區，往南經高鐵桃園車站至中壢
市，全長約 51.03 公里，期能舒緩台北
市、新北市密集人口壓力，另一條航空
城捷運線，路線起自八德擴大都市計畫
區，沿線經過桃園火車站、蘆竹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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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鄉菓林路與機場捷運 A11 站銜接，航
空城特定區內設置 G14 站至 G18 站，與
機場捷運 A16 站銜接，全長約 27.8 公
里，串接桃園市南北交通及擔負航空城
聯外運輸之責。
另根據「桃園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
城線環境影響說明書」，捷運營運通車
後，由於採用電力作為動力，因此捷運
通車後所帶動之旅次轉移而使交通流量
降低，對空氣品質有正面之影響，其中
因鄰近道路交通減量之影響，CO2 最大
小時減量濃度介於 0.1~0.8ppm。
(2)發展人本運輸環境(Humanity - Oriented
Traffic Environment)
即為「以人為本」來發展交通系統；可
將之界定為以行人或腳踏車等「人力」
且低污染、不會破壞環境的非機動運具
為主的一種交通系統。考量整體交通運
輸系統規劃應配合不同產業區位，透過
主、次要道路系統規劃綠色運輸動線，
本計畫規劃具連續性、安全性及舒適性
的自行車道空間以作為最後一哩之綠色
接駁運具，並串聯各計畫區旅次產生與
吸引點，尤在生活機能區、精緻農業區
及濱海遊憩等發展區，以催化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與活動，減少短程車行旅次的
發生，期達到降低噪音量的目標及真正
以人為本的交通思維。自行車道依使用
需求特性分為：休閒型、通勤型、通學
型及園道型自行車道等，期望提供不同
目的使用者適合之自行車道，以提高利
用率。
(3)無縫公共運輸接駁服務
桃園縣政府為串連各計畫生活區及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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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內捷運系統，並作為最後一哩之
無縫公共運輸運具，航空城特定區內將
規劃 BRT 系統，結合智慧型運輸系統技
術(ITS)，以低污染與低噪音之大眾運輸
導向及土地使用發展政策提升綠色運輸
路網之完整。
另桃園縣政府亦規劃捷運綠線先導公車
以作為捷運系統之接駁運具，係採電動
公車行駛桃園火車站至機場捷運坑口站
間。相較於一般使用柴油引擎之公車，
以柴油引擎燃燒每一公升所產生的二氧
化碳量（CO2）2.7 公斤計算，預估每月
可以節省 21,119.4 公噸 CO2。
(4)道路系統改善措施
在配合交通部過去歷年推動「e 化交通智慧型運輸系統」政策下，桃園縣政府
近年來陸陸續續有系統進行市區幹道與
高速公路周邊聯絡道路之交通改善工
作，成效相當卓越，並針對桃園縣境內
易壅塞路段或路口迫切改善地點持續進
行重要幹道之號誌時制重整改善、智慧
化號誌控制、幹道旅行時間顯示、相關
軟硬體更新擴充及交通績效分析等工
作，期能提升市區幹道之交通運轉效
率，改善道路交通壅塞狀況。減少二氧
化碳排放部分，預計減少 CO2 排放量
3,848 公噸/年。

(二) 報告 P.5-12 至 P.5-17 中，機場特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定區計畫二氧化碳排放量分別 1.「住商」部份之溫室氣體推估 36.7 萬噸/年，
乃由計畫區增加人口、住宅密度、單位建築
以：飛機起降—IPCC 國際航線
面積能源密度等推估。
(平均機隊)排放係數、交通運
輸—SO2 排放量及油品含硫份比 2.另依據桃園縣減碳策略白皮書規劃基線成
例、產業—第一~二種產業專區總 長及減量之預測，本計畫增量(833.0 萬噸/
面積及住商—未說明，進行計算 年)尚在該減碳策略長程減量 2,962 萬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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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且特定區計畫 CO2 排放總 範圍內。
量與 TEDS7.1 版 CO2 推估排放量 3.由於本計畫主要排放源為交通運輸，若不以
進行比較似有不妥。
特定區計畫 CO2 排放總量與 TEDS7.1 版
CO2 推估排放量進行比較，而另以全國運輸
部門排放量為基準進行比較。本計畫增加量
約為全國之 2.4%，營運後全國運輸部門佔
總量 16.8%約與 2000 年相當。
(三) 報告 P.5-129 中說明二氧化碳排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放量抑制措施以「如高乘載管 1.20%為一交通管理工作中的經驗。(參考資料來
制、高額停車費與通行費等，以 源:Jonas Eliasson(2012) How to solve traffic jams | Video
抑制 20%估算」
，請說明為何僅以 on TED.com,2012 年 11 月 27 日,演講第 3 分 22 秒提及一
歐 元 進 城 費 就 造 成
20% 減 量
此二項措施就可達成抑制 20%
CO2 排放量。此外，因開發使用 http://www.ted.com/talks/jonas_eliasson_how_to_solve_tra
後造成之土地利用方式改變，而 ffic_jams.html)
使植林、樹木固碳減少，亦應計 2.現地狀況多為農業用地，並無植林或原生
林。計畫營運後反而會大面積植林以進行綠
算其增加之溫室氣體排放量。
化，就固碳而言是增加而非減少。
(四) 建議可參考本署研擬之「低碳永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續家園推動策略及架構」
，規劃本 1.有關節約能源之規劃政策包括鼓勵廠商生
案低碳發展原則，並考量設置區 產與使用低耗能產品、提升能源效率及發展
域供冷供熱系統、再生能源設施 低耗能產業、提高住戶能源使用效率等，本
計畫目前屬新訂都市計畫階段，具體規劃內
等可行性，擬定具體方案。
容及可行性，需待後續引進產業內容較為明
確，再請委託設計單位納入後續規劃評估；
此外，評估設置再生能源設施須考量地區先
天條件，如日照時間、日照強度、風速及風
向等，且亦須將能源主管機關之相關政策規
劃納入，故將由委託設計單位納入後續規劃
評估。
2.區域能源中心規劃考量本計畫引進產業專
用區產業類別，係規劃主要作為航空相關產
業支援服務用地，後續需再考量行政院核心
計畫專案小組「產業規劃及招商」分組評估
意見，再行檢討實質規劃內容，區域供冷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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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系統可行性需待後續引進產業內容較為
明確，並衡量用戶端需求後，再行依前圖
2(說明書第六章圖 6.6-1)區域能源供應規劃
程序圖，評估設置可行性，相關內容已列入
說明書第 6.6 節。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五) 報告 P.5-110 至 P.5-118 及
P.5-142、P6-20 中，說明計畫未 1.開發完成後用電負載需求成長之溫室氣體
來進行拆遷，影響農業、現有居 排放：見於表 5.3-7「住商」部門之溫室氣
住人口、植林、埤塘濕地等，且 體推估 36.7 萬噸/年，乃由計畫區增加人
開發完成後用電負載需求明顯成 口、住宅密度、單位面積能源密度等推估，
。實則此一局部增量乃由他
長，但對於溫室氣體排放卻屬「無 並非「無影響」
影響」
，建請進行溫室氣體排放基 處人口遷徙所造成，此處並未估計遷徙與新
線之估算，並量化所造成之溫室 社區低能源密度之減量。
氣體排放增量，評估前述排放增 2.溫室氣體排放基線估算：桃園縣多年來積極
量之影響，於報告中提出因應對 委託學術單位辦理縣內排放基線推估 。基
線成長預測及減量措施如下圖。
策或對應之減量措施。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第六章第 6.6 節】

3.桃園縣減碳策略白皮書規劃減碳對策包
括：(1)潔淨能源潔淨生產、低碳工商與低
碳航空城；(2)低碳住家與社區；(3)大眾運
輸及低碳運具；(4)擴大回收與資源整合。
本計畫增量(833.0 萬噸/年)尚在該減碳策略
長程減量 2,962 萬噸/年範圍內。
十六、環保署生態社區推動方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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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敬悉。
十七、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金管理會
計畫區內有部分農地污染控制場址，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如於該場址欲進行興建建設，建請依 感謝建議，針對「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申請許可。 附近地區特定區」中，有 66 筆地號約 15.4 公
頃污染農地已公告為控制場址，桃園縣政府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環保局已於 101 年 12 月 18 委託辦理「桃園
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改善計畫」執行污
第五章第 5.3.1 節(三、土壤)】
染改善工作，預計 2 年內完成污染改善工作
並解除列管，污染農地經公告為土壤污染控
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將依土污法第 17
條規定辦理。
十八、環保署綜合計畫處
請依會議結論（二）
，於 102 年 2 月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9 日前，檢送 55 份補充說明附冊及 遵照辦理。
其電子檔（PDF 檔）1 份至本署，俾
憑辦理後續意見徵詢作業。
十九、台灣農村陣線 陳平軒
(一) 全國現有農地面積 80 萬公頃，實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際耕作面積僅 54 萬公頃，糧食自 1.桃園縣連續休耕面積為 6,998 公頃，居全國
給率 33.49%，即使全面復耕也只 前兩位，計畫區內特定農業區面積 1,487 公
頃，地理環境位處沿海地區，不宜農作物生
能勉強維持糧食安全。換句話
長，且近年來因沿海不明公害、水源污染、
說，農地的現況是一塊都不能
少，以區域內產值比例論證不會 季節性風害、農村老化、農地休耕、設備破
影響糧食安全，很荒謬，應以保 舊及灌溉渠道廢弛使農地生產低落。
2.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自 102 年起調整
留農地為優先考量。
休耕政策，由原先兩期作均可辦理休耕轉變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為僅可擇一期作請領休耕獎勵。桃園縣連續
第五章第 5.3.4 節(四、特定農業區面 休耕地面積約為 6,998 公頃，其中大園鄉
1,380 公頃，蘆竹鄉 561 公頃，102 年農委
積減少影響)】
會休耕政策改變，全年僅休耕獎勵一期，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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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地將恢復耕作，以目前可活化之休耕面積
6,998 公頃扣除大園鄉 1,380 公頃，蘆竹鄉
561 公頃，尚可活化 5,057 公頃農地可供復
耕。可提供區內有繼續耕作意願農民採租地
方式或重新購置農地，繼續務農。
3.區內種植農作物以雜糧、西瓜、花卉為主，
非為水稻生產區，國人食用稻米數量逐年減
少，安全存糧亦足夠，對全國糧食安全影響
不大。報告內容以產值比例論證，目的在於
說明本區段徵收對於本縣農業生產整體影
響有限。
4.為降低或減輕農業生產環境影響，桃園縣政
府已規劃推廣計畫區外耕地活化措施，本計
畫開發造成農產之影響得於桃園縣內其他
鄉鎮補足，降低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推廣
區位包括大園鄉、觀音鄉、中壢市等地推廣
牧草栽培 700 公頃、洋香瓜 400 公頃、西瓜
600 公頃、茭白筍 50 公頃、雜糧作物(落花
生、地瓜、馬鈴薯)200 公頃、特用作物(葛
鬱金、樹薯)20 公頃，其他非大宗蔬菜約
1,000 公頃。

(二) 區段徵收嚴重影響人民受憲法第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5 條保障之生存、工作、財產 1.依內政部報奉行政院 91 年 12 月 6 日院臺內
權。計畫已預設以區域徵收手段 字第 0910061625 號函核定執行原則，都市
開發，公益性評估報告卻尚在研 計畫擴大、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更為建
築用地時，應採區段徵收方式辦理。
擬，有先射箭再畫靶之嫌。
2.按土地徵收等相關法規規定，政府以一般徵
收方式取得土地時，係依地價評議委員會評
定之徵收當期市價補償；然當政府實施區段
徵收時，原土地所有權人則得有領取現金補
償或申請發給抵價地之選擇權。整體而言，
當本計畫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時，因透過政
府之整體規劃整理，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之
抵價地面積雖較原有土地少，但土地因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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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工程改良，於基礎設施健全且容許使用強
度提高下，致其土地價值大幅提升，且未來
還可分享航空城整體發展效益。因此，就地
主權益及推動執行性指標觀之，以區段徵收
方式推動開發，應較可維護地主權益、降低
土地取得壓力並提升推動開發之可行性。
3.至於本計畫開發之公益性及必要性，將依程
序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報告，並於
新訂計畫審議階段，將審議意見納入考量。

(三) 2030 年發展目標提升客運人次 2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倍，起降架次 3 倍。對照各國發 1.綱要計畫有關桃園機場運量之預測，係以樂
展目標，世界油價日益攀升及經 觀、適度、保守等三種情境設定進行分析，
同時取適度情境下之預測結果作為後續整
濟波動等因素，此目標如何擬
定？具體推行措施均未臻明確。 體建設發展之參考依據。於此情境下，桃園
若未到達目標，已徵收農地已無 機場客運量自 2009~2030 年之年均成長率
為 4.9%、貨運量自 2009~2030 年之年均成
法回復，應由誰來負責?
長率為 5.9%，與波音及空巴預測亞太地區
未來客貨運之成長率在 6%~6.8%相比，本
計畫之預測值並未過於樂觀。
2.此外，本計畫亦參酌其他國家機場主計畫之
規劃方式，建議往後應以每五年定期檢討方
式進行計畫之進度調控。
3.本計畫雖設定桃園機場之發展目標，其主要
目的在於提出滿足遠期需求之發展藍圖，後
續機場於推動建設之際應再行逐步滾動檢
討。
(四) 評估僅列出直接效益及外部效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益。噪音、空污、埤塘消失、徵 1.外部成本估算尚缺乏可供依循信賴之法定
收、溫室氣體所致之外部成本隻 計算方式，國內主管機關已委託辦理環境
政策與開發計畫成本效益分析作業的研
字未提，有規避之嫌。
究，未來或有可供依循之規範供辦理評
估，在本案後續辦理分區開發總量環評或
個別計畫個案環評時會依循法令列入考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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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計畫為使污染總量能控制於一定之總量
下，後續於辦理分區總量環評及相關許可
之核發，皆會要求以最低污染產生量之工
法及操作方式，最小化環境衝擊，減低環
境污染物產生之外部成本。

(五) 通知單僅發給機關處室，國會辦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公室，地方政府，NGO 等。最受 略。
政策影響之土地所有人及利害關
係人未獲通知，未來會議請通知
地主及利害關係人。
二十、台灣環境保護聯盟 葉菁凰
轉述徐世榮教授意見如附。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詳附件答覆。
二一、桃園縣環保協會 盧敏惠會長
(一) 盡量保留計畫區域內大小埤塘，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尤其是第 3 跑道預定地內的那 3 1.目前桃園縣 0.3 公頃以上之埤塘僅餘三千餘
口，在兩大水利會管轄範圍內僅六百多
口埤塘。
口，為灌溉使用，其餘埤塘多為私有土地。
說明：
為積極取得埤塘，唯有透過都市計畫以徵
1.桃園縣政府正在向聯合國教科
文組織提報”世界遺址中，政府 收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埤塘土地，方可進
不宜以重大建設為由，填平第 3 行後續保留工作；桃園縣目前已有如公 12
之埤塘示範公園、八德埤塘生態公園、龍
跑道預定地內的那 3 口埤塘。
潭大池等成功示範案例，且桃園縣政府每
2.桃園埤塘的埤塘最多時多達
年並編列預算在案，希冀可將一公頃以上
10,000 多口，是居民用人工向
之埤塘全數保留，以規劃為埤塘公園。
上堆成土堤形成，是刻苦耐勞
精神及生活方式，是歷史文化 2.桃園縣埤塘係因應過去農業社會環境所需
而人工築堤形成，並非自然環境衍生之自
的一部分。
然遺產，但為桃園縣特色，惟因多屬私人
3.埤塘有調節微氣候、滯洪池、
土地，仍需先取得土地所有權方可進一步
教育及心靈療育功能。
保留。
4.早期桃園市埤塘多達 50 十多
口，政府填掉埤塘以興建公共 3.本計畫內之 24 口埤塘，除第三跑道之 3 口
建設(中壢、平鎮、楊梅、八德 埤塘，將填平作跑道，而以覓地移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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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也類似)，到目前為止只剩 3
口，其中一口已被填掉正在興
建司法園區。
5.以上 5 個城鎮整體都市計畫人
口發展已趨近飽和，現況人口
佔計畫人口之比例超過
100%(說明書 P3-17)。
因此建議不要重蹈覆測「盡量保
留計畫區域內大小埤塘，尤其是
第 3 跑道預定地內的那 3 口埤
塘」
，規劃設計真正的國家級旗艦
計畫，以建構真正的國際級的低
碳綠色機場園區。

意見回覆
規劃補償外，其餘 21 口將全數納入特定區
整體規劃予以適當保留。依目前初步規
劃，為取得埤塘產權，擬配合區段徵收規
劃為公園用地，未來朝有益生態與防災方
式規劃，並強化提供灌溉、景觀、文化、
休閒遊憩、生態保育及防災等功能。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
明書第五章第 5.3.4 節】
(二) 請到受影響所在之村辦公室、國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中小及廟宇，辦理地方級的說明 感謝建議，將持續加強與民眾互動溝通說
明，而為充分讓民眾參與本計畫，目前已執
會至少 50 場以上。
行辦理包括公告徵詢意見、召開地方說明
說明：
1.本計畫直接影響的有大園鄉(11 會、設立駐地工作站及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
村)、蘆竹鄉(9 村)，間接受影響 查等方式來擴大民眾參與，並蒐集回應民眾
關切意見，以下說明目前民意溝通各項工作
的為兩鄉總戶數共有 78380
戶，人口共 230000 人，目前只 辦理情形：
辦 10 場(10 場 X500 人)約 5000 1.公告徵詢意見
係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
人，明顯不足。
作業要點第五點（五）
「民眾參與：新訂或
2.計畫內有將約 12000 戶要被安
擴大都市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
置拆遷(包含祖墳)。
3.有竹圍、沙崙、后厝、陳康、 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意調查、公告
圳頭等 5 個國小及大園及竹圍 徵詢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見，並作
成紀錄，作為擬訂或審議之參考。」規定
兩個國中將被岸置或遷校。
4.有地方信仰中心福海宮及福元 辦理。
辦理方式：
（1）公告刊登報紙（2）公告徵
宮將被拆遷(目前在聯署反對
詢意見（3）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4）
拆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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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已成立的駐地工作站應化被動
為主動，運用各種方式讓民眾
了解民眾想知道的細節。

意見回覆
公告印製成傳單請公所及村長協助發送住
戶。
桃園縣政府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以府城綜
字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徵求民眾意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 見公告及計畫範圍示意圖，請大園鄉公所
明書第五章第 5.3.8 節(民意溝
及蘆竹鄉公所張貼公告周知。任何公民或
通)】
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見，可於公告期
間(30 日)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桃園縣政府提出意見，以供規劃參
考。迄今桃園縣政府已接獲有關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安置、配地、
補償等作業及都市計畫限高、道路規劃等
問題，已函轉交通部、內政部、桃園縣政
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區段徵收作業參考，
並已研提編印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
小冊，解答民眾欲了解之相關權益問題，
詳政策評估說明書附錄六。
2.召開地方說明會
已於 101.12.08～102.01.12 之周六，於大園
鄉、蘆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大園鄉 7
場、蘆竹鄉 3 場)，徵詢民眾對本案規劃發
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之意願，並針對民
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俾利民眾了解本
案之發展架構。此外，另透過密集、小型
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會議，掌握地方民意
趨向，以作為後續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
據。而上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民眾出席相
當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
現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多樂
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關注議
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地主
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外另
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有農舍
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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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回覆
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後續補
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價計
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聚落
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保資格
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段徵收而
喪失。(7)本計畫與其他周邊計畫之競合與
因應方式等。除已納入規劃及區段徵收作
業參考，並已同公告徵詢意見研提編印都
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小冊，解答民眾
欲了解之相關權益問題，詳政策評估說明
書附錄六。
3.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溝
通意見，本案已於完成地方說明會後於特
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距離、
面對面之溝通方式，答覆、解決民眾關心
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駐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埔
心村。並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正式成立。
由民航局、營建分署及桃園縣政府城鄉
局、地政局派員進駐，每周駐地工作時間
為星期二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4.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
內政部營建署已於 102 年 1 月 31 日，依內
政部 100.4.20 頒布「都市計畫草案以區段
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項」規定，
辦理區內 2 萬 1 千位土地所有權人區段徵
收意願調查，預定於 102 年 3 月 1 日完成
回收，調查分析結果，將向相關審議委員
會審報告。
5.都市計畫公展階段說明會
後續將於都市計畫公開展覽階段，再擴大
辦理公展說明會，以供民眾充分瞭解計畫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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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確實評估污水量並妥善規劃足夠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的污水處理廠及污水下水道，以 1.本計畫區污水量合計約 76,000 CMD。生活
廢污水處理及污染之減輕，將規劃沿主要道
及最適當的執行期程。
路興闢污水下水道系統，辦理污水下水道建
說明：
1.自家污水自己處理，因此請提 設，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提升用戶接管普
出本計畫區自行設置水資源回 及率，並規劃以埔心溪為界畫分為兩大集污
收中心(污水處理廠 P5-22)之規 區，並各劃設一處污水處理廠用地，處理計
畫區污水，東側集污區產生之污水經由管線
劃。
2.請提出說明現有之桃園國際機 匯集於南崁溪下游之處理廠，經二級處理至
場污水處理廠處理量及功能。 後排入南崁溪。西側集污區產生之污水經由
管線匯集於新街溪下游之處理廠，經二級處
3.請說明”現有之桃園國際機場
理後排入新街溪，避免污水放流造成下游環
污水處理廠”是否有能力處理
境之影響。
未來擴建區域之污水。
4.請說明南崁溪下游之污水處理 2.本計畫區內發展規劃主要以物流及商業發
廠及新街溪下游之污水處理廠 展為主，與傳統工業區有別，產業污水則將
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產業專用區開
目前規劃日處理量及功能如
發作工業使用，須設置污水處理設施，降低
何?是否有能力處理未來增加
產業污水對下游之影響。
之產生量?
5.未來新桃園國際機場園區之污 3.機場專用區現有已建設開發區域之污水均
水將排入南崁溪及新街溪，這 已納入桃園國際機場污水處理廠處理後排
兩條溪 10 年來水質有改善，但 放，未來擴建區域之污水亦將納入該處理場
仍是中度汙染，我們不希望航 進行處理。
空城啟用之後變成重度汙染， 4.依據中正國際機場二期航站區污水處理廠
工程規劃，污水處理廠進流污水設計水量為
目標應是輕度汙染。
11,000CMD，設計水質為 BOD5 為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 280mg/l，COD 為 900 mg/l，SS 為 460 mg/l，
污水經處理後需符合 BOD5≦30 mg/l，
明書第五章第 5.3.1 節】
COD≦100 mg/l，SS≦30 mg/l 之放流水質
目標，將來仍有 5,300CMD 之第三期擴建
容量。污水處理依規劃採三級處理，進流污
水經初級處理(攔污柵、沉砂設備、調和池
及初步沉澱池)，之後採活性污泥法進行二
級生物處理，之後採快濾池進行污水三級處
理，去除水中 SS，處理流程如前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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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計畫未來進行污水廠建設規劃或辦理相
關開發計畫環評時，仍應進行承受水體模擬
評估，必要時應考量提升廢(污)水處理等級
及廢(污)水回收再利用之可行性，降低對承
受水體之污染負荷。

(四) 增加邀請在地型民間 NGO 及在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地社區發展協會參加未來相關之 敬悉。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或諮商會
等。
說明：
1.這是耗資兩千多億，規劃面積
四千多公頃，直接影響 20 萬人
大案，中央辦了 2 次範疇界定
及諮詢研商會，1 次政策評估說
明會研商會，1 次公開諮詢會
議。
2.本計畫與在地型民間 NGO 及
在地社區發展協會關係密卻，
但卻參與不足。
(五) 請增訂《發展為國際級低碳綠色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機場》成為 2030 桃園國際機場園 遵照辦理。
區發展目標之一。
1.2030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應
有多元且積極的目標而不只是
營運目標而已。
2.建議在某一個建築設計成國人
驕傲的國際級低碳綠色機場。
(六) 請修正簡報 P32 之說法: 「交通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量增加一倍，噪音量雖增加 3 分 本計畫已於說明書第 5.3.3 節中，描述噪音對
貝，屬可忽略或是輕微影響」
，成 於國民健康風險評估及相關因應對策，另一
為「交通量增加一倍，噪音量雖 方面本案未來將根據噪音管制法與相關航空
只增加 3 分貝，對民眾身心會造 噪音防制法規進行噪音管制，而本計畫區內
大多為二類或三類噪音管制區，根據環境音
成相當程度之影響」
。
量管制標準，夜間環境音量標準將限制在 63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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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噪音量增加 3 分貝不多，但是 ～72 分貝以內，而噪音經過建築物與門窗的
由 60 分貝提升到 63 分就很
衰減後通常可再降低 10 多分貝，因此於室內
多，對身心造成影響就很大是 將可在 50 分貝左右，不致造成太大影響。而
不可輕忽的。
機場航班於夜間起降班次亦較日間來的少，
2.起降架次增一倍影響更大，試 故夜間噪音影響將再降低。為保障附近民眾
想每小時 10 分鐘一架飛機起 於噪音之影響，未來可參考荷蘭之阿姆斯特
降，變成每小時 5 分鐘一架飛 丹機場擴建跑道時，限制夜間時段的高噪音
機起降時，對生活作息、心理 機型起降班次，以控管夜間的噪音量，再降
及生理的影響將不只是加倍而 低噪音對國民健康的影響程度。
已，因此請更審慎規劃本計畫。
(七) 請重新討論規劃以原地保留地方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有關地方信仰中心存留問題持續與廟方溝通
信仰中心福海宮及福元宮。
中。
說明：
1.福海宮及福元宮是當地信仰中
心。
2.福海宮興建於 1854 年，已有
159 年歷史廟宇是華南式建
築，華麗莊嚴，木雕、石雕與
彩繪都是一時之選的工藝精
華，無論龍枉、花鳥或表彰忠
孝節義的圖案，細緻如生，令
人嘆為觀止。
3.福海宮是大園鄉竹圍村居民宗
教信仰中心，每年農曆三月八
日是主神輔信王公的誕辰日，
援例都會舉行盛大的過金紙火
儀式，與獻演歌仔戲。
4.在地居民已在連署反對區內易
地拆遷補償。
5.請尊重在地民眾不要拆遷福海
宮及福元宮的意願。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
明書第五章第 5.3.6 節及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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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請重新討論用《都市更新計畫-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重建》方式來安置計畫區內將遭 本案採區段徵收開發，係符合法制並最能維
遷命運的約 1.2 萬戶之原生居民。 護所有權人權益之最佳開發方式，分項說明
如下：
說明：
1.蘆竹鄉及大園鄉民眾殷殷期盼 1.新訂都市計畫開發方式，依內政部報奉行政
航空城能為地方帶來繁榮及就 院 91 年 12 月 6 日院臺內字第 0910061625
業機會，現在卻為了一個新的 號函核定執行原則，應採區段徵收方式辦
計畫案，原有居民以區段徵收 理。
(官方說條件較優，民眾喜歡) 2.區段徵收不等同於徵收，區段徵收係目前保
的方式其住家、祖墳、學校要 障人民私有財產最佳之開發方式。
被拆遷安置，原生居民要被迫 3.本計畫採區段徵收開發之公益性及必要
性，將依法定程序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
離開原居住地。
2.等航空城蓋好之後，原生居民 員會報告，該委員會審查意見將納入內政部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再也沒能力買航空城內的房
子，原生居民犧牲權益配合政 4.本計畫刻依內政部 100.4.20 頒布「都市計畫
策被拆遷安置搬離家園，卻無 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
法享受到土地增值、繁榮、便 項」規定，辦理區內地主意願調查，調查分
析結果，將向相關審議委員會審報告。
捷的好處。
3.也許有人會說:在本計畫中談 5.以往國家興設公共建設均採一般徵收方式
《都市更新計畫-重建》很難、 辦理，民眾僅能以現金作為徵收補償，本計
不可能，但是為原生居民的利 畫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地主除可選擇領價
方式辦理補償外，亦可選擇領地，以桃園縣
益，政府應用心去做。
目前辦理過之區段徵收開發案，區內地主領
取抵價地比例超過 95%，可見地主傾向領
地，因為未來可配回都市土地之住宅區或商
業區，得享有未來土地增值效果及開發後創
造之優質生活環境。相較於一般徵收，以區
段徵收方式辦理整體開發係保障人民私有
財產最佳之開發方式。此外，區段徵收土地
分配以公開抽籤自由選配為原則，不似市地
重劃原街廓選配，若於公共設施用地上，仍
須與全區土地所有權人一同參與抽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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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無法保留至某一區域，因此區段徵收更
具公平性。

(九) 供水能力應以自給自足方式規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劃，不宜一廂情願說借調配新店 1.「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於 99 年 4 月公告
實施，本府配合區域計畫產業及人口發展
溪水源因應。
擬定用水計畫書，經水利署民國 99 年 1 月
說明：
核定「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
1.桃園地區現況供水能力已有不
書」
，至目標年民國 110 年，平均日用水量
足(PPT42)，至 2030 年桃園用
不高於 4 萬噸(工業用水每日約 3 萬噸，民
水仍有 18,365CMD 缺口
生用水每日 1 萬噸)。
(PPT44)。
2.本計畫說要由板新大漢溪水源 2. 101 年 9 月 18 日行政院長宣布啟動「桃園
，因應未來都市發展、機
南調供應，請問 20 年後大台北 航空城核心計畫」
場擴建之需求提升，以及機場捷運線、航
需水量如何?板新有能力支援
空城捷運線帶動人口移入，重新檢討原航
桃園航空城嗎?
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並因應未來都
3.請審慎規劃用水來源。
市發展重新研訂適當用水計畫，俾利符合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 實際發展需求。
3.依據 101 年 12 月 18 日水利署召開「桃園航
明書第五章第 5.3.5 節】
空城核心計畫『都市計畫及用地取得』分
組－『用水計畫』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
決議。經重新檢討之用水計畫，本計畫區
民生用水量為 55,280 CMD，產業用水量為
41,720 CMD，總用水量(未採節水措施)為
97,000 CMD。惟經節水措施後，本案計畫
用水量終期(130 年)為 72,550 CMD，其中
民生用水量為 46,130 CMD，產業用水量為
26,420 CMD(含產業專用區 16,500、機場專
用區 8,300、自貿港區 1,620)，規劃供水來
源依本計畫各階段用水需求及區域水資源
開發供應情形，原則如下:
(1)至 106 年，本計畫民生用水每日 660 立
方公尺及產業用水每日 1,100 立方公
尺，經台水公司二區處表示可於既有系
統供水能力下調配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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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至 11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
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
每日 19,599 立方公尺，仍低於原核定
「桃
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終期
(110 年)之額度。另於板新地區供水改善
計畫二期工程 106 年底完成後，原供應
板新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區，
加上本計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約 2,512
公頃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
應農業用水需求減少後亦為可能之水
源，屆時將請北水局配合調整石門水庫
配水量檢討因應。
(3)至 120 年，本計畫及桃園縣政府原「桃
園航空城區域計畫」修正後水量合計為
每日 58,365 立方公尺，屆時仍有每日
18,365 立方公尺供水缺口，預估可由前
述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板
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增供其他水
源、農業用地縮小後減供水源、其他多
元化水資源開發(如再生水)及降低自來
水漏水率等措施下調度因應。
(4)長期 120 年後之用水來源，納入本署未
來區域水資源開發規劃整體供需考量檢
討因應。
4.有關水源之供應，縣府評估配合板新地區供
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 106 年底完成後，原
供應板新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
區，加上本計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約 2,512
公頃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庫供應
農業用水需求減少後易為可能之水源，故
未來桃園航空城之民生用水之供應可因
應。另本計畫區尚有埤塘水源作為替代水
源。
5.另依桃園縣政府水務局(2013.1.30)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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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桃園航空城用水計畫構想(詳如附件)，有
關桃園航空城之產業用水之供應，縣府擬
定下列策略作為因應配合:
(1)縣內大型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水處理廠)
之放流水再生利用
桃園縣目前推動中規模較大之二個
水資中心為桃園地區與中壢地區系統，
其可供再生利用之放流水量分別為
200,000CMD 與 156,800CMD。
(2)落實縣內工業區廢污水回收利用比例
A.目前環保署已規範新開發工業區之廢
污水處理後回收利用比例，以桃科工
業區為例其回收比例為 70%。
B.將透過環評承諾之方式加強規範提高
全縣新闢工業區之廢污水處理後回收
利用比例，並同步管制放流水之排
放，以降低供水壓力。
C.有關應規範之回收比例將另由縣府環
保局及工商發展局開會訂定之。
(3)埤塘水資源活化再利用:
A.桃園縣有諸多埤塘在目前農業灌溉用
水需求降低後，正規劃逐步轉型朝供
產業甚至民生用水之水資源再利用。
B.桃園農田水利會本年度正推動串連桃
園大圳十支線三口面積十公頃以上之
埤塘，預計埋設三十公分口徑的管
路。待完成埋管後，可售水供應鄰近
的桃科、觀音兩大工業區，埋管初估
費用約二千多萬元，目標是售供三．
八萬噸工業用水給鄰近的工業區廠
商，讓工業用水不虞匱乏，帶動工業
發展。
C.本計畫範圍內保留面積 1 公頃以上埤
塘約 21 座，總面積近 100 公頃，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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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約為 100 萬噸(以水深 1 公尺估
算) ，將規劃利用該埤塘水資源轉型
為供產業用水之使用。

附件
台灣環境保護聯盟 徐世榮教授
(一) 審慎評估擴建桃園國際機場園區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之用地需求，與新訂特定區計畫 本案新訂計畫範圍之必要性及須以區段徵收
案所劃設計畫範圍之比例性及必 開發說明如下：
要性：本案依「國際機場圈發展 1.須整體開發 3,200 公頃之必要性說明如下：
條例」辦理，並依照上述條例第 (1)交通部無償取得第三跑道及自貿港區
745 公頃，為政策取得用地。該等用地
五條擬定「園區綱要計畫」及第
加上地主配回所需土地、公共設施系統
九條擬定「園區特定區計畫」
。承
及抵付開發成本等土地，推估合理區段
上由交通部民航局所研擬之綱要
徵收開發面積應達 6000 公頃以上。
計畫內容，機場園區往北側、東
側擴建，南側則留予地區發展使 (2)機場 60 分貝以上噪音區，不應於新訂都
市計畫時，劃設住宅區。本計畫區超過
用；北、東側劃設興建第三跑道
1/3 土地位於 60 分貝噪音區，無法劃設
與自由貿易港區共 745 公頃，規
住宅區供地主配回，只能劃設產業專用
劃為園區必要設施。本案特定區
區或公共設施等，由政府取得。
計畫開發總面積達 4686 公頃，扣
(3)為滿足區內 1.2 萬地主 100％配地需求，
除原有桃園國際機場面積 1128
總開發面積需達 3,200 公頃以上。
公頃、海軍桃園基地 434 公頃、
(4)本計畫以天然河川或主要道路界線為範
擴建北、東兩側機場園區面積
圍，北界以機場第三跑道用地範圍為界
745 公頃後，餘 2379 公頃用地，
線；東側以省道台 15 線、南崁溪及航空
預計開發為住宅區、商業區、產
城區域計畫邊界為界；南側以南崁新市
業專區等。務請審慎評估除上述
鎮都市計畫及其農業區邊界及高速鐵路
擴建機場園區之用地需求外，是
為界；西側以大園都市計畫及其農業區
否有必要採取剝奪人民財產權的
邊界、老街溪為界，計畫範圍完整。
強烈徵收手段，擴大計畫範圍達
(5)區段徵收為財務自償事業，本府辦理地
2379 公頃之比例性及必要性。
區，預計投入約 1200 億元，必須預留充
足之配餘地，以供標售償還開發開發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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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機場捷運建設已投入超過千億元，應避
免機場捷運建設投資浪費，各車站周邊
需併同開發，引入居住人口，支撐捷運
主要運量，避免捷運長期虧損，造成浪
費。
(7)需結合內政部政策，紓解大台北地區人
口飽和及高房價問題。透過便捷的機場
捷運，將大台北部分人口疏散到桃園航
空城。
(8)「埤塘」為桃園特色，區內 21 口面積達
1 公頃以上埤塘，納入計畫範圍作整體
開發並妥善規劃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
才能活化埤塘功能，有利於埤塘文化永
久保留。
(9)亞太機場競爭激烈，機場開發規模多達
萬公頃以上，台灣不能被邊緣化。
2.新訂都市計畫開發方式，依內政部報奉行政
院 91 年 12 月 6 日院臺內字第 0910061625
號函核定執行原則，應採區段徵收方式辦
理。

(二) 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區範圍，以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因應人口成長需求與現況不符： 本案計畫人口 20 萬人，符合桃園縣人口發展
計畫書 3-19 頁，表 3-1-3 推估桃 趨勢，說明如下：
園全縣人口於民國 130 年將達 1.依內政部辦理「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
，推估桃園縣
250 萬人，截至 101 年 12 月底依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行政院主計處統計桃園人口總數 115 年人口為 221 萬人。
為 2,030,161 人。按計畫書所述 2.101 年 12 月桃園縣人口 203 萬人，近 5 年
30 年內桃園縣人口成長逾 23%。 每年平均約增加 1.8 萬人。
此計畫範圍預計增加 20 萬計畫 3.推估 115 年，桃園縣將增加航空城縣外移入
人口數，按監察院指陳，我國都 人口約 5 萬人、其他重大開發計畫縣外移
市計畫人口數與現況人口數相差 入人口 2 萬人及縣內其他地區人口成長 10
近 678 萬人，況近年來出生率下 萬人，共約 220 萬人(每年平均約增加 1.2
降，人口自然增加率與社會增加 萬人)，符合推估。
率越趨減緩；實不應該再繼續擴 4.本案結合內政部政策，紓解大台北地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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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都市計畫範圍，以剝奪在地人 飽和及高房價問題，並無浮報計畫人口情
民的居住權益及珍貴的農業用
形。
地，換取更多虛擬且浮報的計畫
人口數。
(三) 審慎評估大規模變更特定農業區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之合理性及必要性，農業區之變 1.本計畫推動之必要性，說明如下：
更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暨依 (1)符合總統愛台十二建設旗艦計畫之指
示。
照相關法律規範：此計畫預定徵
收範圍之私有產權占 49.46%，土 (2)符合「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及「臺
灣北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
地使用現況以農業使用為主，特
案)」等上位相關計畫之指導。
定農業區佔計畫總面積
31.73%，約 1487 公頃；一般農業 (3)符合「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為提升
國家競爭力，並促進國際機場園區及航
區佔計畫總面積 21.87%，約 1025
空城發展，進而帶動區域產業及經濟繁
公頃。農地為農民生產、生活之
榮之立法意旨。
根本，將 2512 公頃的農地大規模
變更使用，影響在地居民生存甚 (4)加速產業升級與國際競爭，配合桃園國
機機場進出口的優勢，成為引領產業發
鉅，請審慎評估本案大規模變更
展之火車頭，提升國家競爭力。
特定農業區之合理性及必要性。
近年來以區段徵收為主的開發方 (5)因應捷運建設發展所需，建構綠色運輸
系統，降低城市的廢棄物與排碳量，建
式，迫使全台各地農民挺身捍衛
立產業與生態發展共生的城市。
農地，有關特地農業區之變更，
需符合嚴謹的法令要件。此外， (6)建構機能完整之國際級航空城，發展因
機場活動所衍生發展之各類商業、加工
在我國糧食自給率嚴重偏低、石
製造、會議展覽、休閒娛樂及住宅等相
油價格居高不下、糧價節節攀
關使用。
升，全球進入搶糧、缺糧的年代；
倘本案大規模徵收農業用地，無 (7)促進桃園國際機場(空港)及台北港(海
港)雙港整合發展，透過「資源共享」
、
「分
必要性之理由，應重新評估徵收
工合作」及「海空聯運」等方式，提升
範圍之合理性。
國際競爭力。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2.本案須整體開發 3,200 公頃之必要性，如前
第五章第 5.3.4 節(三、拆遷影響及四、 面第一題說明。
3.特地農業區影響分析
特定農業區面積減少影響)】
(1)目前大園鄉、蘆竹鄉全年二期水稻種植
面積計 1,476 公頃，如下表所示；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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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 1.8 億元，僅佔全縣農業總產值 92
億元之 2%，非主要稻作生產區，屆時無
法耕作特定農業區之農民，將藉由小地
主大佃農政策媒合該區農民至本縣轄內
連續休耕農地租地(購地)種植，無影響糧
食安全。
產業別

面積

蘆竹鄉
占全縣
占該行政區
比例(%)
比例(%)
7.7%
68.75%

面積
634.00

大園鄉
占全縣 占該行政區
比例(%)
比例(%)
5.8%
69.04%

水稻作物

841.79

普通作物
特用作物
蔬菜作物

0.45
41.76
336.79

0.5%
4.7%
7%

0.04%
3.41%
27.51%

6.41
1.49
272.49

6.9%
0.2%
5.9%

0.70%
0.16%
29.67%

果品作物
合 計

3.65
1,224.44

0.6%
7.15%

0.30%
100%

3.98
918.37

0.7%
5.36%

0.43%
100%

(2)桃園縣連續休耕地面積約為 6,998 公
頃，其中大園鄉 1,380 公頃，蘆竹鄉 561
公頃，102 年農委會休耕政策改變，全
年僅休耕獎勵一期，農地將恢復耕作，
以目前可活化之休耕面積 6,998 公頃扣
除大園鄉 1,380 公頃，蘆竹鄉 561 公頃，
尚可活化 5,057 公頃農地可供復耕。
(3)為降低或減輕農業生產環境影響，桃園
縣政府已規劃推廣計畫區外耕地活化措
施，本計畫開發造成農產之影響得於桃
園縣內其他鄉鎮補足，降低農業生產環
境之影響。推廣區位包括大園鄉、觀音
鄉、中壢市等地推廣牧草栽培 700 公
頃、洋香瓜 400 公頃、西瓜 600 公頃、
茭白筍 50 公頃、雜糧作物(落花生、地
瓜、馬鈴薯)200 公頃、特用作物(葛鬱
金、樹薯)20 公頃，其他非大宗蔬菜約
1,000 公頃。
6.農民安置規劃
(1)考量耕地被徵收可能影響農民生計及其
他權益問題，於都市計畫階段，透過調
查瞭解區內農民繼續從事耕作之意願，
並將調查情形納入都市計畫規劃農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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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區參考及後續配售作業之考量。並在
區段徵收階段，配合各地農會相關政
策，提供農民輔導就業資訊平台以及各
項補助措施與專長訓練資訊，儲備農民
轉業能力，依農民未來就業需求，提供
不同就業輔導方向。再者，為維護農民
既有權益，協助提供相關權利疑義諮詢
管道，將農民因徵收造成傷害降至最
低，並針對居民遷移部分已研擬劃設再
發展區、原位置保留、地上物補償費、
房租補助費及優先選配安置街廓等五項
安置措施，供居民安置以減緩區段徵收
範圍內被拆遷之建物所有權人因徵收造
成之居住及營運上的衝擊。
(2)配合農委會 102 年休耕政策之改變，於
全年僅休耕獎勵一期下，預期農地將恢
復耕作；以目前桃園縣可活化之休耕面
積 6,998 公頃扣除大園鄉 1,380 公頃、蘆
竹鄉 561 公頃，尚可活化 5,057 公頃農
地供復耕。屆時因本計畫區土地變更無
法耕作之農民，將藉由小地主大佃農政
策媒合至本縣轄內連續休耕農地租地
(購地)種植。

(四) 土地徵收是基本人權保障議題，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啟動徵收必須符合嚴謹要件：人 本案採區段徵收開發，係符合法制並最能維
權是民主憲政國家中不可違逆的 護所有權人權益之最佳開發方式，分項說明
最高準則，歐美莫不將基本人權 如下：
與民眾意願與安置問題，置於國 1.新訂都市計畫開發方式，依內政部報奉行政
家建設之前。誠然，若無穩定的 院 91 年 12 月 6 日院臺內字第 0910061625
民主體制及人權保障、令人民心 號函核定執行原則，應採區段徵收方式辦
服的政策方向、於穩定中求生存 理。
的人民，遑論國家建設或經濟發 2.區段徵收不等同於徵收，區段徵收係目前保
展之需求：盼請桃園國際機場園 障人民私有財產最佳之開發方式。
區之主管機關─交通部及相關部 3.本計畫採區段徵收開發之公益性及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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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必審慎考量桃園國際機場 性，將依法定程序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
特定區計畫中，涉及人民基本權 員會報告，該委員會審查意見將納入內政部
益、攸關民眾生存權的區段徵收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方式。尚且土地徵收是對人民在 4.本計畫刻依內政部 100.4.20 頒布「都市計畫
憲法上基本權利的剝奪，採取徵 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
收手段之前一定要符合徵收的五 項」規定，辦理區內地主意願調查，調查分
項前提要件：公益性、必要性、 析結果，將向相關審議委員會審報告。
比例性、最後手段即完全補償， 5.以往國家興設公共建設均採一般徵收方式
務請開發單位審慎評估是否符合 辦理，民眾僅能以現金作為徵收補償，本計
上開要件，切莫違背、草率剝奪 畫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地主除可選擇領價
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利。
方式辦理補償外，亦可選擇領地，以桃園縣
目前辦理過之區段徵收開發案，區內地主領
取抵價地比例超過 95%，可見地主傾向領
地，因為未來可配回都市土地之住宅區或商
業區，得享有未來土地增值效果及開發後創
造之優質生活環境。相較於一般徵收，以區
段徵收方式辦理整體開發係保障人民私有
財產最佳之開發方式。此外，區段徵收土地
分配以公開抽籤自由選配為原則，不似市地
重劃原街廓選配，若於公共設施用地上，仍
須與全區土地所有權人一同參與抽籤配
地，無法保留至某一區域，因此區段徵收更
具公平性。
(五) 都市計畫並非是土地徵收公共利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益要件之擔保：本案仍值政策評 1.新訂都市計畫開發方式，依內政部報奉行政
估階段，計畫 3-9 頁中直指「範 院 91 年 12 月 6 日院臺內字第 0910061625
圍內土地全部採區段徵收方式辦 號函核定執行原則，應採區段徵收方式辦
理」
，是否適宜於前期政策評估階 理。
段，就已明載土地取得方式，請 2.本計畫採區段徵收開發之公益性及必要
開發單位審慎評估。以往，政府 性，將依法定程序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
在擬定都市計畫時，就直接將區 員會報告，該委員會審查意見將納入內政部
段徵收列入，以都市計畫之通過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作為區段徵收公共利益要件之擔 3.本計畫刻依內政部 100.4.20 頒布「都市計畫
保，這使得政府動輒祭出區段徵 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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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收，致使國內區段徵收數量相當 項」規定，辦理區內地主意願調查，調查分
龐大。惟土地使用計畫階段所審 析結果，將向相關審議委員會審報告。
查之公共利益與土地徵收計畫階
段所審查之公共利益並非是完全
一致，開發單位是否適宜在此階
段就明以區段徵收為開發方式?
請審慎思考。區段徵收畢竟為土
地徵收之一類，是嚴重侵害基本
人權之行政作為，仍須符合土地
徵收之要件。因此，開發單位應
認清區段徵收是最後不得已的手
段，絕非是優先、及唯一的手段，
土地徵收並非新訂及擴大都市計
畫或都市計畫或重大建設的用地
需求的唯一手段。同樣的，新訂
或擴大都市計畫或重大建設，絕
非採行土地徵收的充分條件。
(六) 踐行必要民眾參與之行政程序：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案為非都市土地新訂都市計畫 為充分讓民眾參與本計畫，目前已執行辦理
案，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 包括公告徵詢意見、召開地方說明會、設立
擴大都市計畫作業要點」第五款 駐地工作站及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等方式
第五項規定，應充分徵詢各方及 來擴大民眾參與，並蒐集回應民眾關切意
民眾意見。另依「政府政策評估 見，以下說明目前民意溝通各項工作辦理情
說明書作業規範」第七款，環評 形：
政策說明書內應載明之評估項目 1.公告徵詢意見
之評估內容，必須包含民眾意見 係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
「民眾參與：新訂或
與社會接受度之評估；上述內容 作業要點第五點（五）
皆未呈現於政策評估說明書中， 擴大都市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
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民意調查、公告
爰請開發單位確實補充相關資
料。民眾意見部分，務請開發單 徵詢意見或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見，並作
位充分尊重在地權利關係人之意 成紀錄，作為擬訂或審議之參考。」規定
辦理。
願與接受度，明確調查與評估
辦理方式：
（1）公告刊登報紙（2）公告徵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詢意見（3）公告登載本府及公所網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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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第五章第 5.3.4 節及第 5.3.8 節(民意溝
通)】

意見回覆
公告印製成傳單請公所及村長協助發送住
戶。
桃園縣政府於 101 年 11 月 28 日以府城綜
字第 1010302050 號函檢送本案徵求民眾意
見公告及計畫範圍示意圖，請大園鄉公所
及蘆竹鄉公所張貼公告周知。任何公民或
團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見，可於公告期
間(30 日)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桃園縣政府提出意見，以供規劃參
考。迄今桃園縣政府已接獲有關本案意見
30 餘件，意見主要為區段徵收安置、配地、
補償等作業及都市計畫限高、道路規劃等
問題，已函轉交通部、內政部、桃園縣政
府地政局納入規劃及區段徵收作業參考，
並已研提編印都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
小冊，解答民眾欲了解之相關權益問題，
詳政策評估說明書附錄六。
2.召開地方說明會
已於 101.12.08～102.01.12 之周六，於大園
鄉、蘆竹鄉召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大園鄉 7
場、蘆竹鄉 3 場)，徵詢民眾對本案規劃發
展之意見以及民眾參與之意願，並針對民
眾問題詳加答覆與溝通，俾利民眾了解本
案之發展架構。此外，另透過密集、小型
之地方意見領袖諮詢會議，掌握地方民意
趨向，以作為後續規劃以及推動調整參
據。而上開 10 場地方說明會，民眾出席相
當踴躍，每場均有 500 人以上參與，且按
現階段說明會之民意反應觀察，民眾多樂
見本案推動並具配合意願，而民眾關注議
題主要包括：(1)應儘量提高區段徵收地主
分回土地比例；(2)應允許於計畫範圍外另
購買農地，直接興建農舍，不受既有農舍
興建規定限制；(3)既有房屋無合法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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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者，如何申請成為合法建物，俾利後續補
償；(4)區段徵收土地價值是否以市價計
算；(5)何時公布都市計畫內容？哪些聚落
可以保留不用拆除？(6)原農民之農保資格
及老農年金應予保留，不可因區段徵收而
喪失。(7)本計畫與其他周邊計畫之競合與
因應方式等。除已納入規劃及區段徵收作
業參考，並已同公告徵詢意見研提編印都
市計畫、區段徵收問與答小冊，解答民眾
欲了解之相關權益問題，詳政策評估說明
書附錄六。
3.設立駐地工作站
為便於民眾就近了解本案及充分與民眾溝
通意見，本案已於完成地方說明會後於特
定區內成立 2 個工作站，期透過近距離、
面對面之溝通方式，答覆、解決民眾關心
之議題，以利計畫推動。
駐地工作站北區設於竹圍村，南區設於埔
心村。並已於 102 年 1 月 26 日正式成立。
由民航局、營建分署及桃園縣政府城鄉
局、地政局派員進駐，每周駐地工作時間
為星期二至星期六(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4.土地所有權人問卷調查
內政部營建署已於 102 年 1 月 31 日，依內
政部 100.4.20 頒布「都市計畫草案以區段
徵收方式辦理開發應行注意事項」規定，
辦理區內 2 萬 1 千位土地所有權人區段徵
收意願調查，預定於 102 年 3 月 1 日完成
回收，調查分析結果，將向相關審議委員
會審報告。
5.都市計畫公展階段說明會
後續將於都市計畫公開展覽階段，再擴大
辦理公展說明會，以供民眾充分瞭解計畫
內容。
附 7-76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七) 政府政策環境評估(SEA)，除環境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影響評估(EIA)，需包含社會經濟 為降低區段徵收衍生之拆遷影響性，紓解區
影響評估(SIA)：政策環評影響評 段徵收範圍內被拆遷之建物所有權人因徵收
估制度，除對自然環境現況、土 造成之居住及生活上的衝擊，本計畫提出下
地容受力、公共設施成載力等逕 列 5 項安置措施：
行衝擊性影響評估外，在社會經 1.劃設再發展區：為顧及開發範圍區內現住居
濟人文環境面向的影響評估更形 民之權益，在都市計畫階段將區內合法密
重要。社會經濟環境分析，不僅 集之聚落不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劃設再發
在人口成長分析、工商調查；更 展區。
重要的是，原本依賴土地而生的 2.原位置保留：區段徵收範圍內在不妨礙都市
人民、在土地上生根的產業及相 計畫使用分區及區段徵收計畫之合法建物
關文化，在土地徵收之後的生存 或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立學校等，合
與安置問題；其所造成得社會經 法建物所有權人得申請按原位置保留分
配。
濟文化衝擊，並非短期內可顯
現；請開發單位於政策評估階 3.地上物補償費：針對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拆遷
段，務必先行評估其所造成的社 戶提供地上物拆遷補償，包括建築改良物
會經濟文化衝擊，以及可替代的 補償費、合法營業損失補償費、工廠動力
機具搬遷費及人口遷移費，補償拆遷戶因
開發行為。
徵收產生之各項損失，供居民作為遷徙安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置費用。
4.房租補助費：被拆遷之建築改良物所有權人
第五章第 5.3.4 節(安置計畫)】
或其直系血親、兄弟姊妹，及前開對象之
配偶於區段徵收公告前六個月有設籍該
處，且至區段徵收公告時仍設籍於該處並
有居住事實者，每一建築改良物得發給一
份房租補助費，每月發放金額及期間依個
案情形討論研訂。
5.優先選配安置街廓：依全區合法建物數量規
劃適量之住宅區土地，供其合法建物所有
權人優先選配原拆遷建物鄰近地區土地作
為安置街廓。
(八) 尊重在地紋理，先進的開發作為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是保存傳統人文與生態環境：中 1.目前桃園縣 0.3 公頃以上之埤塘僅餘三千餘
原大學陳其彭教授為文指陳，桃 口，在兩大水利會管轄範圍內僅六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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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意見答覆
公聽會意見
意見回覆
園縣埤塘存在至少兩百年以上， 口，為灌溉使用，其餘埤塘多為私有土地。
其數量卻從萬餘口，銳減為不到 為積極取得埤塘，唯有透過都市計畫以徵
3000 口；其中埤塘最大殺手就是 收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埤塘土地，方可進
官方，從日治時期蓋軍事機場開 行後續保留工作；桃園縣目前已有如公 12
始，到戰後，國民政府所有重大 之埤塘示範公園、八德埤塘生態公園、龍
工程設施都是利用埤塘土地取得 潭大池等成功示範案例，且桃園縣政府每
容易，大肆填平以利於工程之施 年並編列預算在案，希冀可將一公頃以上
作；但這些舉措都是一去不復返 之埤塘全數保留，以規劃為埤塘公園。
的工程，包括現今縣政府用地都 2.桃園縣埤塘係因應過去農業社會環境所需
是取自埤塘(陳其彭，2012)。桃
而人工築堤形成，並非自然環境衍生之自
園台地惜有「千塘鄉」之稱，在 然遺產，但為桃園縣特色，惟因多屬私人
先人努力下造就出許多埤塘水圳 土地，仍需先取得土地所有權方可進一步
之特殊地理景觀，致使桃園農漁 保留。
牧興盛，物產豐饒，孕育了桃園 3.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雖於 2009 年將桃園臺地
縣的經濟成長基礎；桃園縣城鄉 陂塘列入臺灣世界遺產潛力點名單，惟依據
發展局建構「桃園縣埤塘活化再 文化資產保存法，目前桃園縣埤塘並無文化
生計畫」等相關計畫，擘劃千塘 資產法定身份。
文化、水都桃園等保留埤圳資源 4.本計畫內之 24 口埤塘，除第三跑道之 3 口
的都市願景，亦指出桃園埤塘具 埤塘，將填平作跑道而以覓地移設方式規劃
備農業生產、生態保育、調蓄淨 補償外，其餘 21 口將全數納入特定區整體
化、文化地景、休閒遊憩、防災 規劃予以適當保留。依目前初步規劃，為取
滯洪等六大功能。建請開發單位 得埤塘產權，擬配合區段徵收規劃為公園用
尊重在地紋理，以先進的開發方 地，未來朝有益生態與防災方式規劃，並強
式為目標，盼請勿妄行傳統抹平 化提供灌溉、景觀、文化、休閒遊憩、生態
式的開發行為，保存兼具文化傳 保育及防災等功能。
統與生態價值的埤塘溼地。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第五章第 5.3.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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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桃園航空城用水計畫構想
桃園縣政府水務局 2012.1.30

 背景
z

z

z

z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於 99 年 4 月公告實施，本府配合區域計
畫產業及人口發展擬定用水計畫書，經水利署民國 99 年 1 月核定
「『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
，至目標年民國 110 年，
平均日用水量不高於 4 萬噸(工業用水每日約 3 萬噸，民生用水每
日 1 萬噸)。
101 年 9 月 18 日行政院長宣布啟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因
應未來都市發展、機場擴建之需求提升，以及機場捷運線、航空
城捷運線帶動人口移入，重新檢討原航空城區域計畫用水計畫書，
並因應未來都市發展重新研訂適當用水計畫，俾利符合實際發展
需求。
經重新檢討之用水計畫，本計畫區民生用水量為 55,280 CMD，產
業用水量為 41,720 CMD，總用水量(未採節水措施)為 97,000 CMD。
惟經節水措施後，本案計畫用水量終期(130 年)為 72,550 CMD，
其中民生用水量為 46,130 CMD，產業用水量為 26,420 CMD(含產
業專用區 16,500、機場專用區 8,300、自貿港區 1,620)。(依據 101
年 12 月 18 日水利署召開「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都市計畫及用
地取得』分組－『用水計畫』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決議)。
有關水源之供應，配合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 106 年底
完成後，原供應板新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桃園地區，加上本計
畫區內徵收農業用地約 2,512 公頃納入都市計畫範圍後，石門水
庫供應農業用水需求減少後易為可能之水源，故未來桃園航空城
之民生用水之供應可因應。另本計畫區尚有埤塘水源作為替代水
源。

 產業用水之用水供應計畫構想
有關桃園航空城之產業用水之供應擬以下列策略作因應配合:
一、縣內大型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水處理廠)之放流水再生利用:
本縣目前推動中規模較大之二個水資中心為桃園地區與中壢地區
系統，其可供再生利用之放流水相關說明如下表:
名稱
桃園地
區水資
源回收
中心

位置&面積
可供再生利用之放流水
&規模
水量與可供給時程
z 蘆竹鄉
z 可供再生利用之放流水量為
z 16 公頃
200,000CMD(註)
z 全期處理污 z 可供給時程:
水量
1. 第一期
200,000CM
(106 年):50000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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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流水質
z 採取消毒及去氮除 z
磷之二級處理程序
z 放流水質:
z
1. BOD:20 mg/L
2. SS:20 mg/L
z

興建現況
本 BOT 計畫已於
101.10.29 簽約
目前進行廠區假
設工程中
依合約規定應於

D

中壢地
區水資
源回收
中心

2. 第二期
(110 年):100000CMD
3. 第三期
(115 年):150000CMD
4. 第四期
(120 年):200000CMD
註:依據本計畫水利計算書
z 中壢市
z 可供再生利用之放流水量為
z 8.6 公頃
156,800CMD(註)
z 全期處理污 z 可供給時程:
水量
1. 第一期
156,800CM
(105 年):39200CMD
D
2. 第二期
(110 年):78400CMD
3. 第三期
(114 年):117600CMD
4. 第四期
(118 年):156800CMD
註:依據本計畫水利計算書

z BOT 廠商並已承
諾採 MBR 方式進
行 6000CMD 之污
水處理，經處理後
之水質 BOD&SS
預計應可降至 10
mg/L 以下
z 採取消毒及二級處 z
理程序
z 放流水質:
1. BOD:20 mg/L
z
2. SS:20 mg/L
(目前本案重新招商
中，亦可評估考量設
置 MBR 方式處理)

104.10.29 前完成
第一期水資中心
興建.

本 BOT 計畫已於
101.9.14 終止合
約.
續辦 BOT 相關事
宜中,預計於 102
年 6 月前上網招
商.

二、落實縣內工業區廢污水回收利用比例:
1. 目前環保署已規範新開發工業區之廢污水處理後回收利用比
例，以桃科工業區為例其回收比例為 70%。
2. 本府將透過環評承諾之方式加強規範提高全縣新闢工業區之
廢污水處理後回收利用比例，並同步管制放流水之排放，以降
低供水壓力。
3. 有關應規範之回收比例將另由本府環保局及工商發展局開會
訂定之。
三、埤塘水資源活化再利用:
1. 本縣有諸多埤塘在目前農業灌溉用水需求降低後，正規劃逐步
轉型朝供產業甚至民生用水之水資源再利用。
2. 桃園農田水利會本年度正推動串連桃園大圳十支線三口面積
十公頃以上之埤塘，預計埋設三十公分口徑的管路。待完成埋
管後，可售水供應鄰近的桃科、觀音兩大工業區，埋管初估費
用約二千多萬元，目標是售供三．八萬噸工業用水給鄰近的工
業區廠商，讓工業用水不虞匱乏，帶動工業發展。
3. 航空城計畫範圍內面積 1 公頃以上埤塘共約 21 座，總面積近
100 公頃，蓄水量約為 100 萬噸(以水深 1 公尺估算) ，本府亦
將規劃利用該埤塘水資源轉型為供產業用水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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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說明書專案小組意見徵詢會議意見回覆說明
專案小組意見徵詢會議意見

意見回覆

壹、結論
(一)本案環保署意見建議如下：
1. 規劃遠景行銷建議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認同本計畫所擬「領航空港，綠色健 遵照建議，除原提出之「大眾運輸」、「人
康永續城」之發展定位，除「大眾運 行徒步」
、
「綠網建置」
、
「歷史文化扎根」、
輸」、「人行徒步」、「綠網建置」、「歷 「健全水環境」等 5 項發展理念外，另已
史文化扎根」、
「健全水環境」等 5 項 將「低碳永續家園」、「階段性污染減量」
發展理念外，建議將「低碳永續家 等綠色健康永續理念一併納入報告中，後
園」、「階段性污染減量」等綠色健康 續並將融入規劃執行。
永續理念一併納入。
【相關內容詳參閱評估說明書第三章及
第五章內容】
2. 污染總量預估與管制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空氣污染防制

a.參照諮詢建議，已將相關建議納入評估

a.本案空氣污染物推估排放量每

說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PM2.5 及 NOx

年 PM2.5 1,107 噸、SOx 107 噸及

將研擬逐年減量計畫，儘速訂定具體減

NOx 4,580 噸，開發單位或桃園

量計畫內容及期程，並同時進行總量管

縣政府應採行排放量增量抵換

制，並納入後續規劃範疇。

方式，以具有同等之空氣品質維 b.新增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量
護效益。其中，應實施環境影響

達一定規模者，將採用最佳可行控制技

之開發行為相關抵換措施應符

術；施工期間將採行營建工程逸散粉塵

合「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

合成防制效率達 80％以上之空氣污染

行為空氣污染物排放量增量抵

防制措施。

換處理原則」。另 PM2.5 及 NOx c.將於計畫區劃定適當範圍為空氣品質淨
之區外減量應及早整合規劃。

區(clean zone)，並參採相關建議。

b.新增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染 d.將參採建議增訂生煤鍋爐之空氣污染物
物排放量達一定規模者，應採用

加嚴排放標準及禁用措施，初步朝規劃

最佳可行控制技術；施工期間應

104 年能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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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行營建工程逸散粉塵合成防 e.規劃時將朝區內土石方挖填平衡方向規
制效率達 80％以上之空氣污染

劃，以挖填數量最小及維持原有自然地

防制措施。

形、地貌為原則，另其用途應考慮開發

c.建議將計畫區劃定適當範圍為

地區土石方具鐵、錳結核之特性。

空氣品質淨區(clean zone)，「限
制區」內僅得使用符合當期最新
排放管制標準法規車輛，或替代
燃料、複合燃料及電動車輛，規
劃增置充電站，並推動車輛零怠
速等環境友善措施，另應擬訂具
體配套措施，鼓勵或要求民眾使
用大眾運輸系統。
d.建議桃園縣政府增訂生煤鍋爐
之空氣污染物加嚴排放標準及
禁用措施。
e.本案開發過程應朝區內土石方
挖填平衡方向規劃，以挖填數量
最小及維持原有自然地形、地貌
為原則，另其用途應考慮開發地
區土石方具鐵、錳結核之特性。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1 節】
(2)水污染防治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a.本計畫區位於南崁溪及新街溪 a.將推動下水道建設，並按河川涵容能
流域之下游，鄰近河口海岸，應

力，檢討提升廢（污）水處理等級，且

推動下水道建設，並按河川涵容

提高回收利用比率，以降低承受水體污

能力，檢討提升廢（污）水處理

染負荷。

等級，且提高回收利用比率，以 b.將於場址規劃階段，引入「低衝擊開發
技術」
（LID）及「最佳管理實務」
（BMPs）

降低承受水體污染負荷。
b.建議於場址規劃階段，引入「低

之觀念及做法，以減低暴雨逕流之衝擊。

衝擊開發技術」
（LID）及「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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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實務」
（BMPs）之觀念及做
法，以減低暴雨逕流之衝擊。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
(3)廢棄物清理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a.廢棄物應採行「資源循環零廢 a.規劃將採行「資源循環零廢棄」為優先
棄」為優先推動方案，並以環境

推動方案，並以環境教育等方式推動「源

教育等方式推動「源頭減量及回

頭減量及回收」
。
b.將現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設施之未來情境

收」。
b.應將現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設施

變化（如處理設施使用壽命等）納入考

之未來情境變化（如處理設施使

量，倘未來營運階段有處理容量不足之

用壽命等）納入考量，倘未來營

情形，再考量依建議朝廢棄物區內處

運階段有處理容量不足之情

理、回收利用進行規劃。

形，建議朝廢棄物區內處理、回
收利用進行規劃。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1 節】
(4)土壤污染整治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計畫區域內污染農地 15.41 公頃 於辦理區域內污染農地整治計畫時，整治
之整治計畫，整治方法建議朝綠 方法將依建議優先朝綠色整治、植生綠化
色整治、植生綠化方式執行。

方式執行。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
(5)溫室氣體減量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應依我國「永續能源政策綱領」 將於規劃階段擬訂溫室氣體管理具體減量
所訂溫室氣體減量目標（2020 年 目標及查核規劃。另除已規劃之綠色交通
回到 2005 年排放量、2025 年回到 措施外，將於都市計畫中規範一定規模以
2000 年排放量；2050 年回到 2000 上建築物應取得銅級以上綠建築標章；屬
年排放量 50%）
，以本計畫推估之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行為及公有建築
每年 9,157 千噸 CO2 作為溫室氣體 物應取得銀級以上綠建築標章，以達國家
排放基線，擬訂溫室氣體管理具 門面低碳永續示範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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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減量目標及查核規劃。其中除
已規劃之綠色交通措施外，建議
於都市計畫中規範一定規模以上
建築物應取得銅級以上綠建築標
章；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
行為及公有建築物應取得銀級以
上綠建築標章，以達國家門面低
碳永續示範之效。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6 節】
3. 交通（含航空）噪音影響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將噪音累加延時暴露影響納入考 除將設置航空噪音監測網，公開監測資
量，並設置航空噪音監測網，公 訊，且將於都市計畫中，將各級航空噪音
開監測資訊，且於都市計畫中將 防制區相容性使用對策納入考量，據以擬
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相容性使用 定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並優先考量避免
對策納入考量，據以擬定土地使 新設學校、圖書館、醫療機構及住宅區等
用及開發計畫，其中，應優先考 敏感受體至 60 分貝線以上地區。
量避免新設學校、圖書館、醫療
機構及住宅區等敏感受體至 60 分
貝線以上地區。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1 節】
(2)於都市計畫中將達降低噪音效果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之建物設計強度納入規範。

將於都市計畫土地開發管制要點中訂定規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範。
6.1 節】
4. 生態景觀及棲地維持（含溼地埤塘）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計畫區內既有埤塘，應以現況保 規劃時於計畫區內既有埤塘，將以現況保
存為優先考量，並以維持自然型 存為優先考量，並以維持自然型態為原
態為原則，減少人為設施，且增 則，減少人為設施，且增加埤塘周邊整體
加埤塘周邊整體景觀風貌及維護 景觀風貌及維護規劃；無法迴避而須廢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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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無法迴避而須廢溜者（僅 者（僅第三跑道之 3 座埤塘）
，將於計畫區
第三跑道之 3 座埤塘）
，應於計畫 內覓地移設，以確保維持同等水覆蓋、綠
區內覓地移設，以確保維持同等 覆蓋之保水環境及其地景特色。
水覆蓋、綠覆蓋之保水環境及其
地景特色。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3 節】
(2)埤塘系統為文化部所提「世界文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化遺產潛力點」
，其重要性在於人 本計畫規劃推動時，將就桃園台地群之埤
類利用與自然環境間，所創造形 塘系統，進行整體評估，規劃建置並活化
成之新且穩定的環境體系，故桃 溼地埤塘生態景觀，以充分結合且落實世
園縣政府於本計畫推動之同時， 界文化遺產保存維護，生態溼地保護、水
除計畫區內 24 座埤塘外，宜就桃 資源運用及維持微氣候系統等面向。
園台地群之埤塘系統，進行整體
評估，規劃建置並活化溼地埤塘
生態景觀，以充分結合且落實世
界文化遺產保存維護，生態溼地
保護、水資源運用及維持微氣候
系統等面向。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5 節】
(3)應落實生態資源調查作業，將生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態功能調查結果納入計畫研擬考 將落實生態資源調查作業，並將生態功能
量，其中，所規劃之區內生態網 調查結果納入計畫研擬考量，其中，所規
絡及區外連結性中，應研擬降低 劃之區內生態網絡及區外連結性中，將研
飛航鳥擊事件發生機率之對策， 擬降低飛航鳥擊事件發生機率之對策，必
必要時，各單位應合作考量於區 要時，各單位將合作考量於區外補償之可
外補償之可行性。

行性。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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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植生綠化之規劃，建議朝不植種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外來種植物（尤其溼地埤塘鄰近 植生綠化之規劃，將朝不植種外來種植物
範圍）進行規劃；另以立體綠廊 （尤其溼地埤塘鄰近範圍）進行規劃；另
規劃建構生態網絡空間，提升整 將朝以立體綠廊規劃建構生態網絡空間，
體綠覆比率。

提升整體綠覆比率。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2 節】
(5)應規劃一定比例之綠地，以減緩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熱島效應之發生，並建議以地方 將規劃一定比例之綠地，以減緩熱島效應
降尺度之氣候變遷模式，評估本 之發生，後續規劃時將以地方降尺度之氣
案熱島效應對區域大環境降雨型 候變遷模式，評估本案熱島效應對區域大
態之可能影響 。

環境降雨型態之可能影響。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2 節】
5. 農地用途改變（含糧食安全）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桃園縣政府應配合其縣內休耕農地 將配合桃園縣內休耕農地活化復耕之政策
活化復耕之政策推動，維持本計畫變 推動，維持本計畫變更特定農業區 1,487
更特定農業區 1,487 公頃所影響之農 公頃所影響之農作物產量，以減輕對糧食
作物產量，以減輕對糧食安全之影 安全之影響。倘有區內或鄰近農地灌溉系
響。倘有區內或鄰近農地灌溉系統及 統及灌溉水質受本案影響之情形，將保障
灌溉水質受本案影響之情形，應保障 受影響之農民權益。
受影響之農民權益。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3 節】
6. 文化資產保存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除計畫區內已指定登錄之古蹟、 規劃時除計畫區內已指定登錄之古蹟、歷
歷史建築、遺址應予保留外，應 史建築、遺址應予保留外，另將就 2 處航
就 2 處航空相關歷史建築制訂活 空相關歷史建築制訂活化對策，並考量信
化對策，並考量信仰中心之無形 仰中心之無形資產，另針對大園尖山遺址
資產，另針對大園尖山遺址鄰接 鄰接之列冊範圍，除執行監看外，將評估
之列冊範圍，除執行監看外，應 其受未來發展之影響，納入規劃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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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評估其受未來發展之影響。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5 節】
(2)開發單位及桃園縣政府應就計畫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範圍內之古蹟、歷史建築、聚落、 規劃階段將就計畫範圍內之古蹟、歷史建
文化景觀、民俗及其文化等文化 築、聚落、文化景觀、民俗及其文化等文
資產，進行專業調查並研擬保存 化資產，進行專業調查並研擬保存計畫，
計畫，其中，應優先進行埤塘文 其中，將優先進行埤塘文化資產、具文化
化資產、具文化資產價值特色之 資產價值特色之農村聚落、遺址之調查保
農村聚落、遺址之調查保護，以 護，以利實質建設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
利實質建設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相融配合。
之相融配合。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5 節】
7. 民眾意見及社會接受度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除已召開公開說明會及設立駐地工 將持續提升本計畫資訊公開及公眾參與之
作站外，應持續提升本計畫資訊公開 程度，對於本計畫衝擊當地宗教信仰中心
及公眾參與之程度，其中，對於本計 （福元宮、福海宮等）所涉民眾情感之民
畫衝擊當地宗教信仰中心（福元宮、 意處理，將落實溝通且尊重其意見，且於
福海宮等）所涉民眾情感之民意處 整體都市規劃中延續當地民俗文化特色，
理，應落實溝通且尊重其意見，且於 以提升社會接受度。
整體都市規劃中延續當地民俗文化
特色，以提升社會接受度。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5 節】
8. 綠色永續（含能、資源使用）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建議將本署研擬之「低碳永續家 將參照環保署研擬之「低碳永續家園推動
園推動策略及架構」及補助桃園 策略及架構」及補助桃園縣辦理之「循環
縣辦理之「循環型生態城鄉建設 型生態城鄉建設計畫」相關內容納入本案
計畫」相關內容納入本案低碳發 低碳發展原則，並參考環保署「區域能源
展原則，並參考本署「區域能源 供應技術參考手冊」評估流程，及早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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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技術參考手冊」
，及早規劃設 考量規劃設置區域能源系統，以熱、電、
置區域能源系統，以熱、電、冷 冷三聯供系統(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三 聯 供 系 統 (Combined Cooling, and Power System)建立區域能源供應系
Heating and Power System)建立區 統。
域能源供應系統。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6 節】
(2)新建機場應參考國際綠色機場經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驗，加強再生能源（如太陽能、 新建機場將參考國際綠色機場經驗，加強
風能等）之運用，採用高能源效 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等）之運用，
率或低溫室氣體排放設備，並改 採用高能源效率或低溫室氣體排放設備，
善 整 合 桃 園 機 場 之 能 源 管 理 系 並改善整合桃園機場之能源管理系統，就
統，就大眾運輸事業尖、離峰特 大眾運輸事業尖、離峰特性，以智慧型動
性，以智慧型動態系統管控能源 態系統管控能源輸出量，以達節能減碳之
輸出量，以達節能減碳之效。

效。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6 節】
(3)因應桃園地區現況供水能力已不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足 ， 本 計 畫 尚 需 新 增 用 水 量 雨水回收及中水再利用將納入規範，尤其
72,550CMD，應具體落實自來水 公有建築物的部分在一定樓地板面積以上
管檢漏、節約用水、雨水貯留（應 會主動要求，雨水回收及中水利用等相關
於都市計畫規範一定比例）及廢 要求將會較其他都市計畫規範為高。後續
（污）水回收再利用等對策，或 本案將於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規劃其他再生性水資源，並健全 點，明訂建築基地須設置雨水儲存回收等
水資源導向（WOD）
，以具體策略 規定。
整合區域內各廢（污）水處理系
統（WWTPs）、埤塘等水源，另
引進低碳節能產業，盡量避免調
度農業用水。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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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細部規劃時應考量自然地形方向 ■參採
及水文紋理脈落進行規劃。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後續於細部規劃時將納入自然地形方向及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水文紋理脈落進行考量。
6.4 節】
9. 氣候變遷調適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經評估本區域涉及南崁溪、埔心溪、 後續規劃除將研擬減災規劃措施及策略
新街溪及老街溪周邊淹水潛勢範圍， 外，另將就所擬應變計畫，增加監測通報
除減災規劃措施及策略外，宜就所擬 及應變演練作業。至於脆弱度分析將加強
應變計畫，增加監測通報及應變演練 回復力之考量，規劃階段並將據以進行風
作業。另於脆弱度分析加強回復力之 險評估分析，與氣候變遷調適整合。
考量，並據以進行風險評估分析，與
氣候變遷調適整合。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三章】
10.經濟效益評估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建議參考聯合國 Rio+20「我們想要的 將把聯合國 Rio+20「我們想要的未來」中
未來」中所列永續發展、消弭貧窮等 所列永續發展、消弭貧窮等願景列入評估
願景列入參考。

規劃時參考。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7 節】
11.本案規劃時程至 2030 年，建議就本案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及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內容，建立定期 規劃階段將研擬定期檢核機制，就本案及
檢核機制。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內容定期進行檢討。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8 節】
(二)請內政部於 102 年 3 月 5 日前依有關 □參採

□部分參採

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見補充、修 遵照辦理。
正說明書，經有關委員確認後，提
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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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合討論（請內政部於後續資料列表說明）
一、 林委員慶偉
(一) 後續住宅區之開發不宜追求土地的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最大利用，宜加強環境與生活品質 桃園縣已連續三年獲得全世界 Smart City
的首獎，未來將不會追求住宅區的土地最
之考量。
大利用，而是朝向 Smart & Green City 的方
向規劃，委員意見將列入後續規劃考量。
(二) 區域能源中心之規劃可考慮以更主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本計畫引進產業專用區產業類別，係規劃
動積極之態度處理。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主要作為航空相關產業支援服務用地，
後續需再考量行政院核心計畫專案小組
六章第 6.6 節】
「產業規劃及招商」分組評估意見，再
行檢討實質規劃內容，區域供冷供熱系
統可行性需待後續引進產業內容較為明
確，並衡量用戶端需求後再行評估。
2.未來將依徵詢意見建議，將環保署研擬之
「低碳永續家園推動策略及架構」及補
助桃園縣辦理之「循環型生態城鄉建設
計畫」相關內容納入本案低碳發展原
則，並參考本署「區域能源供應技術參
考手冊」，所建議區域能源供應規劃程
序圖(報告第六章圖 6.6-1)，及早規劃設
置區域能源系統，以熱、電、冷三聯供
系 統 (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 System)建立區域能源供應系統。
二、 李委員培芬
(一) 請確定本案可能受到影響的人員數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目。報告中所提之數字並不一致。 1.本案可能受到影響的人員數目，依內政部
並請說明受影響者之後續安置作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中「新訂桃園國際
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計
法。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畫區內現有住戶約 1.5 萬戶(4.6 萬人)，其
中受區段徵收拆遷影響住戶約 1.2 萬戶
五章第 5.3.4 節(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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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萬人)，與本政策評估報告書一致。
2.受區段徵收拆遷影響住戶之後續安置做
法，於都市計畫階段，將規劃既有大型
社區劃設再發展區原地保留；於區段徵
收階段，既有合法建物在不影響區段徵
收作業下，可申請原位置保留，拆遷戶
則提供地上物補償費、房租補助費及優
先選配安置街廓等安置措施，供居民安
置，以減緩建物所有權人因徵收造成之
居住及營運上的衝擊，並將持續項居民
溝通說明。

(二) 請確定廢溜填埋埤塘之補償比例，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次簡報提及 27 公頃之補償，並提 1.後續將參採本計畫評估書徵詢意見，落實
及「區內適當公園、綠地配合景觀 生態資源調查作業，將生態功能調查結
規劃進行補償」，建議這些補償作 果納入計畫研擬考量，其中所規劃之區
法可考量埤塘之生態功能和價值， 內生態網絡及區外連結性中，將研擬降
低飛航鳥擊事件發生機率之對策，必要
給予合適之補償作法。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時，各單位將再合作考量於區外補償之
可行性。
六章第 6.2 節及第 6.3 節】
2.計畫區內面積達 1 公頃以上埤塘共計 24
口，除配合第三跑道興建，3 口埤塘需予
廢溜填平外，其餘 21 口全部保留為開放
空間，未來堤岸周邊的規劃設計將審慎
評估，以避免造成鳥類多樣性負面之影
響。為強化本計畫區內埤塘生態功能，
將儘可能保留埤塘邊岸最適生態微棲地
空間，以增加鳥類生態環境系統多樣性。
3.規劃另將參採徵詢意見，計畫區內既有埤
塘，以現況保存為優先考量，並以維持
自然型態為原則，減少人為設施，且增
加埤塘周邊整體景觀風貌及維護規劃；
無法迴避而須廢溜者（僅第三跑道之 3
座埤塘），於計畫區內覓地移設，以確
保維持同等水覆蓋、綠覆蓋之保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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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地景特色。
4.植生綠化之規劃，朝不植種外來種植物
（尤其溼地埤塘鄰近範圍）進行規劃；
另以立體綠廊規劃建構生態網絡空間，
提升整體綠覆比率，並規劃一定比例之
綠地，以減緩熱島效應之發生，並以地
方降尺度之氣候變遷模式，評估本案熱
島效應對區域大環境降雨型態之可能影
響。

(三) 報告內許多彩圖其解析度差，又缺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遵照辦理。
比例尺，建議改善。
(四) 建議有關鳥擊之課題在個案環評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時，可收集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安 1.目前法令上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對航
單位之資料加以適當之評估和處 空站四周一定距離範圍禁止飼養飛鴿作
業要點」(101 年 2 月 10 日民用航空局企
理。
法字第 10100045171 號函)及「交通部民
用航空局對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
安全物體實施要點」(中華民國 101 年 2
月 10 日企法字第 10100045172 號函修
正)，管制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
全物體維護機場安全，另依據民用航空
局所屬航站處理航空器遭遇鳥擊事件作
業程序，訂有「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野生
動物防制作業程序」，以避免發生鳥擊
事件或野生動物進入活動區影響航空器
飛航安全。鳥擊事件為全球各機場必須
持續面對之嚴肅課題，桃園國際機場於
多方徵詢並採行鳥類專家意見之同時，
亦持續採取國際間一致性之防制措施，
並積極處理。
2.鳥擊防制措施包括：在機場環境內破壞鳥
類棲息與覓食環境、阻隔、驅離及獵殺
四類；現階段採取之防制工作重點為前
三者。除已持續加強全面清除機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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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雜草雜木，並對施工區域級配場進行
整平與加設覆蓋物，以消除適合鳥類之
棲息環境。機場範圍內之埔心溪上，已
舖設平面式鳥網，防止鳥類進入河床覓
食。並在跑道頭及兩側設置數十面直立
式鳥網，阻隔鳥類進入航機活動範圍。
此外每日清晨、傍晚、夜間鳥類活動最
頻繁之時段，派員驅離機場範圍內之鳥
類，且不定時巡察，隨時驅離發現之鳥
群。
3.處理程序上，當機長通報遭遇鳥擊，機場
會立刻關閉該跑道進行地毯式巡檢，並
將拾獲鳥骸及取自該機之血漬檢體冰
存，送請飛行安全基金會鳥擊防制室鑑
定。待確認鳥種後將請鳥擊防制室就該
鳥種之棲息環境、生活與覓食習性及防
範方式等提供專業意見，俾採取適當之
因應對策。
4.維護飛航安全為首要任務，但在鳥擊防制
同時，仍注重生態保育及維護自然環
境，以求取其間最適當之平衡點，日後
亦將秉此原則持續運作，並於辦理個案
環評時特別加以考量。

三、 李委員俊璋
(一) 關於空氣污染物之減量，在 PM2.5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及 NOx 至 110 年桃園縣應減量到 感謝委員建議，空氣污染防制部分，PM2.5
2,200 Ton(20%) 及 17,000 Ton 及 NOx 將研擬逐年減量計畫，儘速訂定具
(35%)，而非僅本計畫之 PM2.5(11%) 體減量計畫內容及期程，並同時進行總量
及 NOx(9%)，建議桃園縣政府應妥 管制，並納入後續規劃範疇。
善回應，儘早擬訂具體減量計畫。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1 節】
(二) 在雨水儲存回收上應有具體要求之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回收比例，而非獎勵而已。
雨水回收及中水再利用將納入規範，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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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建築物的部分在一定樓地板面積以上
會主動要求，雨水回收及中水利用等相關
要求將會較其他都市計畫規範為高。後續
本案將於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明訂建築基地須設置雨水儲存回收等
規定。

(三) 關於本案所造成之生態破壞應有具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體之區外異地生態補償計畫及作 河川整治為縣府近年中強力要求之環境保
護項目，積極營造生態棲地，因此未來不
為。
僅是埤塘，甚至連河川都是生態棲地，以
串聯點、線、面之方式，避免產生生態孤
島，各單位將協調擬定適當之補償作為。
四、 李委員載鳴
(一)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特定區計畫為國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家重要發展項目，就區域資源規劃 本計畫將於都市計畫中，配合台電公司於
宜就近程、中程與長程妥適規劃， 本計畫區電力設施設置需求，規劃及取得
就用水來源，已可見規劃期程，仍 所需電力設施用地及管線空間，以因應本
建議用電來源之近程與長程規劃於 計畫用電之近程與長程需求。
說明書中敘明。
(二) 埤塘景觀為桃園縣既有特色，有其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在農業發展，引水蓄水及生態維護 保留之埤塘溼地未來無論串聯間之渠道或
之歷史意義，特定區開發部分埤塘 埤塘本身，仍將以維持自然狀態為設計基
因施作設施填埋外，以原地保留為 礎，降低人工設施，以維護既有生態機能，
規劃原則。建議保留之埤塘溼地未 後續規劃將納入優先考量。
來無論串聯間之渠道或埤塘本身，
仍以維持自然狀態為設計基礎，降
低人工設施，以維護既有生態機能。
(三) 機場鄰近區帶之公園、埤塘(保留或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補償之基地)等設計請仍以飛航安 為強化本計畫區內埤塘生態功能，將依建
全為首要考量，避免塑造複雜之生 議儘可能保留埤塘邊岸最適生態微棲地空
態棲地，吸引鳥類聚集，影響飛航 間，以增加鳥類生態環境系統多樣性。另
亦將參採徵詢建議，落實生態資源調查作
安全。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業，將生態功能調查結果納入計畫研擬考
量，其中，所規劃之區內生態網絡及區外
六章第 6.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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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性中，並研擬降低飛航鳥擊事件發生
機率之對策，必要時，各單位將合作考量
於區外補償之可行性。

五、 馮委員秋霞
(一) P 1-29 空污總量預估方面，2、涵容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量評估最後一段＂此 2 類污染物合 1.桃園縣目前據調查 PM2.5 的主要來源為機
計排放量達…，應可由此進行抵 動車輛與揚塵，分別約佔 49%與 32%，
減…＂，不太了解原意，是由本計 此一情形與排放量資料庫所顯示的順序
畫貢獻量大，要全部抵換還是由桃 類似。由資料庫顯示，桃園縣此兩類污
染源目前合計排放量達 2,997.5 噸/年，未
園縣其他排放抵換？
來應可由減少機動車輛排放與減少揚塵
進行著手抵減。未來後續開發環評將依
照環保署開發行為空氣污染物排放量增
量抵換處理原則辦理。
(二) 用水方面，埤塘亦將納入為未來民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生或（和）產業用水的來源，其為 1.本計畫將依審查意見，將計畫區內既有埤
本區全部埤塘蓄水之百分比，故後 塘，優先考量以現址保存，並以維持自
續埤塘之生態功能是否受影響？故 然型態為原則，減少人為設施，且增加
未來之利用量應再具體說明，另回 埤塘周邊整體景觀風貌及維護規劃。保
收水規劃，如附件 2-79，本縣之水 留之埤塘並將浚深，透過水路連結，以
資源回收中心未來將達到全回收， 兼供未來相關用水來源。
2.污水處理廠放流水回收的部分將盡量回
是如此嗎？。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收做為工業用水，桃園污水處理場為全
國最大的汙水處理廠，預計至本計畫年
六章第 6.3 節及第 6.4 節】
期 107 年前即開始運轉。桃園 BOT 水資
中心投資廠商已承諾於第一期興建完成
提供 6,000CMD 之 MBR 處理回收水，未
來仍需視產業實際需求量增設處理設
備。
(三) 本區將來透水面勢必減少，不僅降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低儲水、保水，亦可能增加未來洪 本計畫會將 LID 及 BMPs 的理念納入規
水災害，以目前規劃之各區位功能 劃，並以符合自然地勢紋理之規劃方向；
可以先行計算透水面改善百分比， 另需待區域計畫通過確認面積後，方可針
分析後續如何以等量的綠化，或保 對不透水面積及淹水量進行量化，其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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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方式補償。
雨水回收及中水利用等相關要求將會較其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他都市計畫規範為高，若需對應補償措施
六章第 6.1 節】
亦將納入後續規劃時綜合考量。
(四) 民眾陳情之 2 座廟宇之歷史性，重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二座廟宇為福海宮及福元宮，福海宮主祀
要性如何？現地保存可能性？
輔信王公，為 1853 年竹圍航海業者陳佑自
福建漳浦縣王公祖廟迎來，後由居民集資
興建；福元宮主祀柳府三王爺，為 1840 年
航海業者許龍自福建漳州祖廟迎來，後發
起建廟。兩者均屬於地方重要信仰中心，
其存留問題持續與廟方溝通中。
六、 陳委員莉
(一) 關於桃園航空城用水計畫，請評估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原供應板新地區之大漢溪水源回供 板新供水改善計畫二期工程完成後，大漢
桃園地區之潛能水量，以及其他多 溪 水 源 回 供 桃 園 地 區 總 水 量 約 36 萬
元水資源開發方案之可能量，以瞭 CMD，中庄調整池平時約可支援 2.4 萬
解未來中長期之可能缺水風險，並 CMD 水量，其他多元水資源開發方案將納
入後續規劃考量。
即早因應。
(二) 在減緩都市熱島效應方面，雖已提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綠廊，公園綠帶等構想，如能進一 為減緩都市熱島效應，本案都市計畫規劃
步訂出綠覆比率，將來才能容易落 之公園、綠地等公共開放空間面積，將達
實，此外，水撲滿、雨水及中水回 計畫面積 10%以上。另將於都市計畫土地
收等水資源議題也建議在政策上加 使用管制要點，研訂降低建蔽率及地下室
開挖率，以增加綠覆率、提升雨水入滲率
以規範。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及建築物需設置雨水回收及中水使用設施
等規定。
六章】
(三) 除了應環評之建築物，區內其他公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有建築是否也可規劃取得＂銀級以 本案將依徵詢意見，於都市計畫中規範一
上＂綠建築標章？以達綠色永續之 定規模以上建築物應取得銅級以上綠建築
標章；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行為及
具體目標。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公有建築物應取得銀級以上綠建築標章，
以達國家門面低碳永續示範之效。
六章第 6.6 節】
七、 陳委員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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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 月 20 日所提意見均已修正說明。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敬悉。
(二) 農地用途改變影響之評估，目前均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以「面積」為基準，未評估對提供 納入後續調查規劃內容。
糧食產量的維持來說明，希望計畫
通過後對各類別作物及產量作更詳
細的評估，尤其是農民土地徵收後
的耕作意願後，目前縣府已考量納
入精緻農業與設施農業面積。
(三) 建議評估 2030 年農產品產量及能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量需求提供航空城的需求（尤其是 納入後續調查規劃內容。
蔬菜水果），此生產管理系統是否
影響區域地面水及地下水的水質？
未來個案環評時宜再考量農業水資
源需求與農業生產需求之評估。
八、 劉委員益昌
(一) 仍請注意整體桃園台地群做為世界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文化遺產潛力點的全面性思考。 規劃對於埤塘將納入全盤性考量，縣府近
十年來針對埤塘之水質、未來發展、世界
文化遺產潛力點等已有九項研究報告成
果，未來規畫將把現有研究成果納入規劃
考量。然目前埤塘大多做為養殖使用，肥
料等影響下水質無法做為民生用水使用，
因此縣府目前正與桃園及石門農田水利會
共同進行埤塘活化之計畫，以不影響農業
用水水權為前提，規劃埤塘可供應產業及
民生用水，將埤塘納入區段徵收範圍，使
政府取得埤塘所有權，方可有效保護管理
埤塘。
(二)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本次政策環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評涵蓋區域的文化資產對策，除桃 感謝委員提醒，將依文資法規定辦理。
園縣政府外，法定文化資產的所有
機關仍應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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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發規劃應配合桃園台地的自然地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勢，以符合地文與水文，也得以順 將納入後續規劃範疇。
著自然的系統（紋理 Contex）。
(四) 結論中很少提到文化的面向，也就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是整體發展的變遷仍宜和原有文化 1.文化部分將參照徵詢意見，除計畫區內已
指定登錄之古蹟、歷史建築、遺址應予
體系結合。
保留外，將就 2 處航空相關歷史建築制
訂活化對策，並考量信仰中心之無形資
產，另針對大園尖山遺址鄰接之列冊範
圍，除執行監看外，將於開發前增加評
估其受未來發展之影響。
2.開發前將再就計畫範圍內之古蹟、歷史建
築、聚落、文化景觀、民俗及其文化等
文化資產，進行專業調查並研擬保存計
畫，其中，將優先進行埤塘文化資產、
具文化資產價值特色之農村聚落、遺址
之調查保護，以利實質建設與文化資產
保存維護之相融配合，並納入規劃配合。
(五) 這是一個 25-30 年的長期規劃，因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此如何將本計畫的積極理念，延伸 計畫區範圍內與周邊的環境，縣長已有指
至桃園的台地群區域，避免周界之 示不可有過大差距，避免不均衡與失序之
情形發生，未來縣府在都市計畫審議時會
外不均衡或失序的發展。
納入考量。
九、 簡委員連貴
(一) 本計畫以「領航空港，綠色永續健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康城」為遠景定位，並結合生態城 敬悉。
市發展理念與 5OD 發展策略規劃，
並納入前瞻性規劃，對臺灣永續發
展極為重要，值得支持推動，公聽
會意見大都已有回應與參採納入，
申請開發團隊努力，值得肯定。
(二) 脆弱度分析方式及風險評估，仍不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清楚，應有明確補充說明，以利評 將於後續規劃階段，就脆弱度分析加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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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力之考量，並據以進行風險評估分析，
與氣候變遷調適整合。

(三) 公聽會意見回覆中，第一期程及下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一期程目標，期程應明確請補充。 總量管制之規定應於建立污染源排放量查
核系統及排放交易制度後，由中央主管機
關(即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經濟部分期
分區公告實施，故期程依法令規定辦理，
目前尚無法明確訂定。
(四) 氣候變遷減災及調適策略（包括保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護性技術，後撤性技術及適應性技 產專區類型部分，主要由經濟部次長所主
術），對永續發展相當重要，建議 持的小組研擬，目前仍在針對引進產業類
應針對不同土地使用區分及產業類 型之規範有所討論，後續縣府會密切關注
型，或如何在滯洪減災結合現有埤 其結論成果。後續規劃內容將考量針對不
塘及區域排水，分別探討規劃及建 同土地使用區分及產業類型，並探討結合
現有埤塘及區域排水，進行滯洪減災規劃
立檢討機制。
及建立檢討機制。
(五) 102 年 2 月 20 日研商會議相關個人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審查建議納入參考回覆。如(1)本計 1.後續開發案件以不增加桃園縣原有排放
畫內未來會有許多個案環評變更， 量為原則，並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應補充環境承載總量管理相關指導 審查開發行為空氣污染物排放量增量抵
原則；(2)土方整地工程，應朝區內 換處理原則」，進行排放量抵換作業。
土石方挖填最小及平衡規則；(3)必 2.本案開發過程應朝區內土石方挖填平衡
要公共設施，及鄰避設施，應妥為 方向規劃，以挖填數量最小及維持原有
規劃；(4)再生能源應適度納入規劃 自然地形、地貌為原則，另其用途應考
慮開發地區土石方具鐵、錳結核之特性。
等。
3.必要公共設施及鄰避設施，將納入後續規
【已補充部分修正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劃範疇妥為規劃。
六章】
4.再生能源將納入後續規劃範疇考量。
(六) 仍應持續加強利害關係人之溝通，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說明本計畫規劃遠景定位，區段徵 遵照辦理。
收相關配套措施及安置計畫，爭取
共識並納入規劃辦理，以利計畫推
動，落實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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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龍委員世俊
(一) 空氣污染減量措施之鍋爐管制措施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加嚴排放標準及全面禁用），宜 桃園縣生煤鍋爐加嚴標準之推動期程，初
訂定具體修訂地方自治條例之時程 步規劃將分為以下 4 個階段:
1.102 年 1~6 月:辦理加嚴標準內容研擬。
表。
2.102 年 7~12 月:辦理專家諮詢、公聽會、
研商會等，並送議會審議。
3.103 年 1~6 月:辦理法規公告事宜。
4.104 年 1~6 月:正式實施。
(二) 綠色交通方面，(1)區內應全面使用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電動公車；(2)管制自小客車進入本 1. 納入後續規劃內容，將配合環保署推動
區之具體措施；(3)應有鼓勵區內使 柴油公車汰換電動巴士之政策目標，積
用電動自小客車及電動機車之配套 極推動區域內使用低污染電動車輛，初
步構想為要求行駛機場路線之客運業者
措施，例如加設充電站。
皆須使用電動巴士運行。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2.充電設施部分，除協調電池統一規格化
六章第 6.1 節】
外，區內將設置充電站及電池交換站，
打造便利使用環境。
3.另一方面，規劃低污染運具專用停車區
域，除鼓勵使用低污染運具，亦可抑制
一般私有運具之使用意願。
(三) 為減低整體大規模開發造成之熱島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效應，應規劃一定比例之綠地，請 為減緩都市熱島效應，本案都市計畫規劃
問本區規劃之綠地比例為何？是否 之公園、綠地等公共開放空間面積，將達
計畫面積 10%以上。另將於都市計畫土地
能承諾一固定比例綠地？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使用管制要點，研訂降低建蔽率及地下室
開挖率，以增加綠覆率、提升雨水入滲率
六章第 6.2 節】
及建築物需設置雨水回收及中水使用設施
等規定。
(四) 本區開發之熱島效應，會影響整體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大區域之降雨頻率及分布地區範 後續規劃將依建議以地方降尺度之氣候變
圍。若因此造成降雨減少，桃園整 遷模式，評估本案熱島效應對區域大環境
體農業用水會受影響，也會影響糧 降雨型態之可能影響，並針對模擬結果預
食安全。而 IPCC 全球尺度之模式 為擬定妥善因應對策納入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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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適用於此都市尺度模擬，建議
使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臺灣
氣候變遷報告」中已經驗證過之模
式，以降尺度之方式，來模擬此區
在土地利用改變、植被改變，地表
含水率變化之後，其都市熱島效應
之可能強度，所連帶造成之大氣環
流及降水型態變化的數種可能情
境，並針對模擬結果預為擬定妥善
因應之道。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2 節】
(五) 為了避免夜間噪音對睡眠及人體健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康之影響，建議未來在本區審議住 都市計畫中將把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相容
宅及醫療機構之設計時，應對建築 性使用對策納入考量，據以擬定土地使用
物牆壁強度厚度及窗戶規劃有所規 及開發計畫，其中優先考量避免新設學
校、圖書館、醫療機構及住宅區等敏感受
範。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體至 60 分貝線以上地區。於都市計畫中將
達降低噪音效果之建物設計強度納入土管
六章第 6.1 節】
要點內容規範。
(六) 區內 1 公頃以上之埤塘保留 21 口，■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但該區應有不少小於 1 公頃之埤 本計畫區內面積 1 公頃以下埤塘面積未及
塘，建議應估算實際損失之埤塘面 20 公頃，約佔區內埤塘面積 13%。為減緩
積，作為進一步了解此開發對本區 都市熱島效應，本案都市計畫規劃之公
熱島效應及水資源影響之基礎。 園、綠地等公共開放空間面積，將達計畫
面積 10%以上。另將於都市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要點，研訂降低建蔽率及地下室開挖
率，以增加綠覆率、提升雨水入滲率及建
築物需設置雨水回收及中水使用設施等規
定。保留之埤塘並將浚深，透過水路連結，
以兼供未來相關用水來源。
十一、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已聽過多次簡報，已見有相當的調整進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步，期待能儘速完整修正後，提大會審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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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無意見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略。
十三、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本案涉及農業用地變更審查，係將納入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程序處理。本會 敬悉，本計畫之開發，將兼顧農業發展需
對於本案使用農業用地，將以國家重大 求、農民權益及農地資源以完整性之角度
建設需求之立場考量，惟對於計畫之開 進行規劃考量。
發，仍應兼顧農業發展需求，農民權益
及農地資源完整性之角度整體考量。
十四、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無意見。

□參採
略。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十五、文化部
(一) 有關前次公聽會意見達答復第 4 點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第 1 項（第 2-38 頁）
，請開發單位檢 101 年 11 月 15 日桃縣文資字第 1011008462
附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101 年 11 月 15 號函，請詳參評估說明書附錄一。
日桃縣文資字第 1011008462 號函於
下次審查資料附錄內，以利本部文化
資產局檢視。
【詳評估說明書附錄一】
(二) 有關前次公聽會意見答復第 4 點第 2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項意見（第 2-38 頁）：
「本案計畫範 遵照辦理，已納入第六章第 6.5 節說明。
圍鄰近『縣定大園尖山遺址』
，請開
發單位於本案說明書第 6 章減輕或
避免環境影響之因應對策 6.5 一節補
充上開因應對策。」
，請開發單位於
本次審查補充資料內檢附上開更新
內容，以利檢視。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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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前次公聽會意見達答復第 4 點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第 3 項意見（第 2-39 頁）
，請開發單 文化局前於 101 年 11 月 15 日桃縣文資字
位說明本案是否涉及「文化資產保存 第 1011008462 號函回復在案(詳評估說明
法」第 51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規定， 書附錄一)，並附本縣古蹟、歷史建築、遺
並檢附具體處理方式之相關資料。 址名冊及內政部 2004 年發行之「臺閩地區
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五期」） 等資
【詳評估說明書附錄一】
料。
(四)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 條，民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俗及有關文物之主管機關為地方政 有關地方信仰中心存留問題持續與廟方溝
府；有關拆遷民間信仰廟宇，建請桃 通中。
園縣政府協助規劃開發單位，評估民
間信仰中心之民俗文化資產價值，並
協助與廟方溝通後續保存維護事宜。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5 節】
(五) 本案計畫範圍桃園縣大園鄉及蘆竹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鄉地區，經查目前未具聚落或文化景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已對於桃園縣文化景觀
觀法定文化資產身分標的，惟仍建請 進行普查，另本計畫區域範圍內尚無「法
規 劃 單 位 先 進 行 相 關 文 化 資 產 調 定遺址」，後續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辦理
查，並向地方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桃園 遺址之調查，倘有發現將依文資法相關辦
法處理。
縣政府徵詢確認。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5 節】
十六、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P1-64 (三)學校拆遷安置計畫中之 4 所小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學，2 所國中學校安置對策，可否因應 1.針對受影響學校學齡學籍普查，桃園縣政
少子女化進行學齡學籍普查？將前述 6 府已針對計畫區內受到機場第三跑道擴
校於本案營運期間進行學區調整重編， 建直接影響及間接影響學校制訂施工前
並停止招生，現有教職員進行人力通盤 之安置計畫，確保區內學童受教權益。
2.學區調整重編部分，桃園縣政府已於機場
檢討之可行性評估。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南側修訂都市計畫，配合該都市計畫之發
布，將在新設學校用地上規劃設立新都市
五章第 5.3.4 節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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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所需國民中、小學，配合學生安置計
畫及新設學校，於召開學區劃分協調會議
後核定實施。
3.現有教職員進行人力通盤檢討，因桃園縣
學校之職員人數乃配合班級數設置，依規
定編制內教職員之任用應予以保障，教職
員人力編制之檢討及移撥作業，參酌教育
部頒訂之「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
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辦理。

十七、 經濟部水利署
為協助推動本案用水需求，本署已於 101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年 12 月 18 日召開會議就用水供應來源 相關文字已遵照修正。
協調在案，並請桃園縣政府就用水規劃
與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獲致共識後，提送
用水計畫書送本署辦理後續審查事宜。
桃園縣政府已於 102 年 2 月 19 日函送用
水計畫書至本署審查，初步檢視用水計
畫書之用水來源已依前開本署 101 年 12
月 18 日會議規劃辦理，本署已訂於 102
年 3 月 1 日就用水計畫書內容召開審查
會議，評估說明書第 5-122 頁第 2 段有
關已原則同意本案用水計畫等文字請配
合修正。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五章第 5.3.5 節及第六章第 6.4 節】
十八、 國防部
無意見。

□參採
略。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參採
略。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十九、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
無意見。

二十、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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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回覆
□參採
略。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二一、環保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一) 補充說明附冊（1-29 頁）提「訂定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總量管制」
，亦即本開發案將依空氣 1.本計畫將參採總量管制的精神，以桃園縣
污染防制法第 8 條至第 10 條規定訂 之現行排放總量作為基準，後續開發案件
定總量管制區，並訂定總量管制計 以不增加桃園縣原有排放量為原則，並依
畫，公告實施總量管制。查空氣污 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行為空氣
，進行
染防制法第 8 條規定，總量管制區 污染物排放量增量抵換處理原則」
係以一個或多個直轄市、縣（市） 排放量抵換作業，抵換方式包括(1).固定
為規範主體，並非本計畫所欲開發 污染源採行具體防制設施之實際減量。
之區域範圍；再者，總量管制係由 (2).改善交通工具使用方式、收購舊車或
中央主管機關（本署）會同經濟部 其他方式自移動污染源減少之排放量。
公告實施，本計畫政策評估單位並 (3).洗掃街道減少之排放量。(4).其他經環
非上述兩機關，如何協助依空氣污 保署認可之排放量。
染防制法推動總量管制。另 1-30 頁 2.此概念亦會納入桃園縣未來空氣污染防
所述總量管制內容係為本署規劃高 制計畫書之內容，並搭配許可審查作業，
屏地區總量管制計畫初稿內容，並 據以執行。
非可直接適用本計畫。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1 節】
(二) 本計畫開發單位應承諾以總量管制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精神，納入桃園縣政府所訂定空氣 本 案 空 氣 污 染 物 推 估 排 放 量 每 年 PM2.5
污染防制計畫管制目標，以排放量 1,107 噸、SOx 107 噸及 NOx 4,580 噸，後
不增量及抵減方式維護當地空氣品 續將採行排放量增量抵換方式，以具有同
質，並參考本署開發行為空氣污染 等之空氣品質維護效益。其中，應實施環
物排放增量抵換處理原則辦理。 境影響之開發行為相關抵換措施將要求應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符合「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行為空
氣污染物排放量增量抵換處理原則」。另
六章第 6.1 節】
PM2.5 及 NOx 之區外減量亦將及早整合規
劃。
(三) 本計畫推估各空氣污染物排放量具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有高度不確定性，如：VOCs，建議 1.本案目前屬新訂都市計畫階段，確實存在
針對排放量應建立檢討及因應機 推估不確定性，將於後續規劃實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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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相關檢討及因應機制落實相關對策。
2.有關空氣污染物之排放量掌握，對於新開
發案件，將於相關許可審查及現場查核時
進行確認，確保申請資料之準確性，另本
局將定期檢核各資料庫，針對排放量申報
異常或不合理之廠家，進行現場清查，掌
握其實際排放量，並視查核結果要求廠商
進行改善。

(四) 第 1-23 頁，符合營建工程空氣污染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防制設施管理辦法規定，本為一般 未來本特定區計畫內之個案環評將嚴格要
工程應符合之規定及基本要求，本 求逐條檢核「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案屬施工規模較大之開發案，應採 管理辦法」規定，並要求採行防制效果較
取較該辦法規定之防制效果更佳之 佳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另經濟誘因部
防制設施，以減少污染物排放，俾 分，將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營建工
維持開發前之空氣品質。如僅欲符 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率」規定，鼓勵
合該辦法中防制效果較佳之設施為 營建業主採行較佳之污染防制設施，給予
之，並請量化說明具體之做法，另 較高等級之費率認定，以減少污染物排
除採取防制設施外，對於進駐廠商 放，並維持良好空氣品質。
之環境保護管理措施，應有敘明，
並提供經濟誘因，鼓勵其採行較佳
之污染防制設施，且納入契約規
範，不符合者予以適當處分。
(五) 請敘明營運期間，園區內及計畫區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內道路洗掃之規劃內容及辦理方 1.施工期間有關認養工地周邊道路洗掃工
作將依環保署訂定之「街道揚塵洗掃作業
式。
執行手冊」辦理，並定期藉由洗掃機具去
除路面塵土量。
2.要求承包商設置洗車台，並於施工車輛離
開營建工地時確實清洗車體及輪胎，避免
表面附著污泥，並定時維護營建工地周邊
環境。
(六) 請重新檢視及修正本處原提意見之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回覆內容，並加註修正之章節及頁 遵照辦理。
碼，以利核對；回覆內容請納入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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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環保署水質保護處
(一) 所附政策評估說明書補充說明附冊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及當日（2 月 26 日）簡報未提出回 1.將於場址規劃階段，引入「低衝擊開發技
（LID）及「最佳管理實務」
（BMPs）
覆意見，建議進一步提出本署所提 術」
於場址規劃階段，引入「低衝擊開 之觀念及做法，以減低暴雨逕流之衝擊。
發技術(LID)」及「最低管理實務 2.並以符合自然地勢紋理之規劃方向；另需
(BMPs)」作法之回應說明及預定推 待區域計畫通過確認面積後，方可針對不
透水面積及淹水量進行量化，其他如雨水
動方式。
回收及中水利用等相關要求將會較其他
都市計畫規範為高，若需對應補償措施亦
將納入後續規劃時綜合考量。
(二) 為降低施工中及開發後的暴雨逕流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水文衝擊及非點源的污染，請於場
址規劃階段(Site plan)即考量下列
事項：
1.保存、使用既有開發場址的自然特 1.已補充於說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並列入
徵。例如避開影響或衝擊與防止暴 後續規劃範疇。
雨功能有關地區；規劃自然河道為
逕流系統中。
2.儘可能保留設計，如分區、集中開 2.已補充於說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將納入
後續規劃考量。
發，增加未受擾動區。
3.減少開發面積之不透水面積。包括 3.已補充於說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增加基
道路規劃、人行道規劃、建築物規 地保水能力，將納入後續規劃考量，建
劃等，採行不透水工法或收集逕流 築開發則將於都市計畫審議時加以要求
處理等，特別建議道路、人行道及 落實。
廣場之逕流，在簡報及說明書內容
進一步說明。
4.場址規劃階段，即請分析並考量逕 4.已補充於說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將納入
流量的增量或變化，儘量減少增 後續規劃考量。
量。
5.道路及人行道控制逕流量及污染 5.已補充於說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將納入
量方法有：減低道路面積、改變鋪 後續規劃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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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材質以透水鋪面鋪設、收集道路
及人行道逕流以雨水鋪滿、水質過
濾器、入滲床(溝)、Bioswale、滯
留池等方法收集處理，請參考。
6.建築物控制逕流量及污染量方法 6.已補充於說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將納入
有：設置綠屋頂、雨水鋪滿、入滲 後續規劃考量。
池、滯留池或溼地等，請參考。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1 節】
二三、環保署廢棄物管理處
無意見。

□參採
略。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不適用

■其他

二四、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理處（書面意見）
無意見。

□參採
略。

□部分參採

二五、環保署溫減辦公室
(一) 政策研提機關於報告 P.1-15 提及將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執行航空站之溫室氣體盤查作 「執行航空站之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係實
業」
，建請於本文中明述：將依「本 踐綠色機場建構理念之執行措施之一，未
署溫室氣體盤查及登錄管理原則」 來交通部民航局推動執行時，將依相關環
之相關規定進行，並將盤查資料登 保法令辦理。
錄至國家溫室氣體登錄平台。
(二) 政策研提機關於報告 P.1-15 提及將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購買對應之額度，以達到碳中和 遵照辦理。
之目標」
，建請其抵換額度之來源，
應以國內碳權為優先，且相關抵換
比例與計算方法，應遵循相關規定
辦理。
(三) 針對本署前次所提意見(二)未說明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住商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量推估依 有關溫室氣體排放量推估計算之方法與過
據(P.2-51)，本次政策研提機關僅簡 程，請參見評估書第五章第 5.3.1 節說明。
要回復說明係採計畫區增加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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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住宅密度、單位建築面積能源
密度等加以推估，仍未清楚說明計
算之方法與過程，建議於說明書本
文內補充。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
第五章第 5.3.1 節】

意見回覆

二六、立法委員 廖正井（發言摘要）
桃園航空城之開發，除對於桃園縣及大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園鄉發展有幫助外，對於臺灣未來經濟 敬悉。
競爭力助益甚大，總統亦表示將全力加
速推動本案，行政院長及副院長亦於本
日在立法院保證一定會強力推動本案，
本人拜託各位委員，除多提供意見外，
希望意見提供後不要決議退回補正而再
次開會，而導致時間延宕，希望主席彙
整各委員意見，提供申請機關回應後，
以備查方式處理，以節省時間，不然擔
心會有競爭力落後情形。
旁聽民眾陳述意見
一、桃園縣議會 徐議員其萬
(一) 政府推動桃園航空城成為亞太營運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中心，並提升桃園國際機場功能， 敬悉。
為亞太地區重要樞紐地位。同時開
發附近地區整體發展，並可解決 30
多年來飽受飛航噪音污染下住戶生
活品質，二級噪音 60 分貝以上民眾
得以脫離長期受噪音之苦。
(二) 噪音 60 分貝線內土地規劃為產業園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區 將 可 提 升 產 業 在 國 際 上 的 競 爭 敬悉。
力，並結合臺北港、高鐵、捷運、
高架道路、高、快速道路等交通連
結，創造出繁榮的經濟產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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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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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桃園國際機場周遭，不適合規劃溼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地保育區，鳥類棲息多將會影響飛 將妥適進行規劃，併考量相關安全及保育
航安全，況且第三跑道更接近大園 課題。
許厝港溼地保育區，建請內政部營
建署審慎評估改善方案。
二、桃園縣野鳥學會 吳理事長豫州
(一) 第三跑道毗鄰許厝港國家重要溼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地，日後必面臨飛安問題，但機場 1.目前法令上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對航
公司並無符合國際水準及野生動物 空站四周一定距離範圍禁止飼養飛鴿作
規範的鳥擊防制措施，而使用野蠻 業要點」(101 年 2 月 10 日民用航空局企
的移除劣行，甚至移除 10 公里外的 法字第 10100045171 號函)及「交通部民
用航空局對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
野鳥棲地，敬請改正！
安全物體實施要點」(中華民國 101 年 2
月 10 日企法字第 10100045172 號函修
正)，管制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
全物體維護機場安全，另依據民用航空
局所屬航站處理航空器遭遇鳥擊事件作
業程序，訂有「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野生
動物防制作業程序」，以避免發生鳥擊
事件或野生動物進入活動區影響航空器
飛航安全。鳥擊事件為全球各機場必須
持續面對之嚴肅課題，桃園國際機場於
多方徵詢並採行鳥類專家意見之同時，
亦持續採取國際間一致性之防制措施，
並積極處理。
2.鳥擊防制措施包括：在機場環境內破壞鳥
類棲息與覓食環境、阻隔、驅離及獵殺
四類；現階段採取之防制工作重點為前
三者。除已持續加強全面清除機場範圍
內雜草雜木，並對施工區域級配場進行
整平與加設覆蓋物，以消除適合鳥類之
棲息環境。機場範圍內之埔心溪上，已
附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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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設平面式鳥網，防止鳥類進入河床覓
食。並在跑道頭及兩側設置數十面直立
式鳥網，阻隔鳥類進入航機活動範圍。
此外每日清晨、傍晚、夜間鳥類活動最
頻繁之時段，派員驅離機場範圍內之鳥
類，且不定時巡察，隨時驅離發現之鳥
群。
3.處理程序上，當機長通報遭遇鳥擊，機場
會立刻關閉該跑道進行地毯式巡檢，並
將拾獲鳥骸及取自該機之血漬檢體冰
存，送請飛行安全基金會鳥擊防制室鑑
定。待確認鳥種後將請鳥擊防制室就該
鳥種之棲息環境、生活與覓食習性及防
範方式等提供專業意見，俾採取適當之
因應對策。
4.維護飛航安全為首要任務，但在鳥擊防制
同時，仍注重生態保育及維護自然環
境，以求取其間最適當之平衡點，日後
亦將秉此原則持續運作，並於辦理個案
環評時特別加以考量。

(二) 廣興堂附近溼地及埤塘，雖非許厝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港國家重要溼地的公告範圍，但卻 將列入後續規劃考量。
是候鳥重要棲地之一，第三跑道的
興建與運作，勢必與廣興堂溼地相
衝突，建議要有區域外的生態補
償，讓候鳥得以安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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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31 次會議決議事項回覆辦理情形
會議決議事項

意見回覆

本案環保署意見如下
(一)規劃遠景行銷建議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認同本計畫所擬「領航空港，綠色 遵照建議，除原提出之「大眾運輸」、「人
健康永續城」之發展定位，除「大 行徒步」
、
「綠網建置」
、
「歷史文化扎根」、
眾運輸」、「人行徒步」、「綠網建 「健全水環境」等 5 項發展理念外，另已
置」、「歷史文化扎根」、「健全水環 將「低碳永續家園」、「階段性污染減量」
境」等 5 項發展理念外，建議將「低 等綠色健康永續理念一併納入報告中，後
碳永續家園」、「階段性污染減量」 續並將融入規劃執行。
等綠色健康永續理念一併納入。
【相關內容詳參閱評估說明書第三章及
第五章內容】
(二)污染總量預估與管制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空氣污染防制

a.參照諮詢建議，已將相關建議納入評估

(1)本案空氣污染物推估排放量每

說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PM2.5 及 NOx

年 PM2.5 1,107 噸、SOx 107 噸

將研擬逐年減量計畫，儘速訂定具體減

及 NOx 4,580 噸，開發單位或桃

量計畫內容及期程，並同時進行總量管

園縣政府應採行排放量增量抵

制，並納入後續規劃範疇。

換方式，以具有同等之空氣品 b.新增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量
質維護效益。其中，應實施環

達一定規模者，將採用最佳可行控制技

境影響評估之開發行為相關抵

術；施工期間將採行營建工程逸散粉塵

換措施應符合「行政院環境保

合成防制效率達 80％以上之空氣污染

護署審查開發行為空氣污染物

防制措施。

排放量增量抵換處理原則」
。另 c.將於計畫區劃定適當範圍為空氣品質淨
PM2.5 及 NOx 之區外減量應及

區(clean zone)，並參採相關建議。
d.將參採建議增訂生煤鍋爐之空氣污染物

早整合規劃。
(2)新增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染
物排放量達一定規模者，應採

加嚴排放標準，並禁止新設生煤鍋爐，
初步朝規劃 104 年能實施。

用最佳可行控制技術；施工期 e.規劃時將朝區內土石方挖填平衡方向規
間應採行營建工程逸散粉塵合

劃，以挖填數量最小及維持原有自然地

附 10-1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31 次會議決議事項回覆辦理情形
會議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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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防制效率達 80％以上之空氣

形、地貌為原則，另其用途應考慮開發

污染防制措施。

地區土石方具鐵、錳結核之特性。

(3)建議將計畫區劃定適當範圍為
空氣品質淨區(clean zone)，「限
制區」內僅得使用符合當期最
新排放管制標準法規車輛，或
替代燃料、複合燃料及電動車
輛，規劃增置充電站，並推動
車輛零怠速等環境友善措施，
另應擬訂具體配套措施，鼓勵
或要求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
統。
(4)建議桃園縣政府增訂既有生煤
鍋爐之空氣污染物加嚴排放標
準，並禁止新設生煤鍋爐。
(5)本案開發過程應朝區內土石方
挖填平衡方向規劃，以挖填數
量最小及維持原有自然地形、
地貌為原則，另其用途應考慮
開發地區土石方具鐵、錳結核
之特性。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1 節】
2.水污染防治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本計畫區位於南崁溪及新街溪 a.將推動下水道建設，並按河川涵容能
流域之下游，鄰近河口海岸，

力，檢討提升廢（污）水處理等級，且

應推動下水道建設，並按河川

提高回收利用比率，以降低承受水體污

涵容能力，檢討提升廢（污）

染負荷。

水處理等級，且提高回收利用 b.將於場址規劃階段，引入「低衝擊開發
比率，以降低承受水體污染負

技術」
（LID）及「最佳管理實務」
（BMPs）

荷。

之觀念及做法，以減低暴雨逕流之衝擊。
附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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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於場址規劃階段，引入「低
衝擊開發技術」（LID）及「最
佳管理實務」（BMPs）之觀念
及做法，以減低暴雨逕流之衝
擊。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
3.廢棄物清理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廢棄物應採行「資源循環零廢 a.規劃將採行「資源循環零廢棄」為優先
棄」為優先推動方案，並以環

推動方案，並以環境教育等方式推動「源

境教育等方式推動「源頭減量

頭減量及回收」
。
b.將現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設施之未來情境

及回收」。
(2)應將現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設施

變化（如處理設施使用壽命等）納入考

之未來情境變化（如處理設施

量，倘未來營運階段有處理容量不足之

使用壽命等）納入考量，倘未

情形，再考量依建議朝廢棄物區內處

來營運階段有處理容量不足之

理、回收利用進行規劃。

情形，建議朝廢棄物區內處
理、回收利用進行規劃。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1 節】
4.土壤污染整治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計畫區域內污染農地 15.41 公頃之 於辦理區域內污染農地整治計畫時，整治
整治計畫，整治方法建議朝綠色整 方法將依建議優先朝綠色整治、植生綠化
治、植生綠化方式執行。

方式執行。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1 節】
5.溫室氣體減量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應依我國「永續能源政策綱領」所 將於規劃階段擬訂溫室氣體管理具體減量
訂溫室氣體減量目標（2020 年回 目標及查核規劃。另除已規劃之綠色交通
到 2005 年排放量、2025 年回到 措施外，將於都市計畫中規範一定規模以
2000 年排放量；2050 年回到 2000 上建築物應取得銅級以上綠建築標章；屬
附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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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排放量 50%），以本計畫推估之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行為及公有建築
每年 9,157 千噸 CO2 作為溫室氣體 物應取得銀級以上綠建築標章，以達國家
排放基線，擬訂溫室氣體管理具體 門面低碳永續示範之效。
減量目標及查核規劃。其中除已規
劃之綠色交通措施外，建議於都市
計畫中規範一定規模以上建築物
應取得銅級以上綠建築標章；屬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行為及公
有建築物應取得銀級以上綠建築
標章，以達國家門面低碳永續示範
之效。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6 節】
(三)交通（含航空）噪音影響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將噪音累加延時暴露影響納入考 除將設置航空噪音監測網，公開監測資
量，並設置航空噪音監測網，公開 訊，且將於都市計畫中，將各級航空噪音
監測資訊，且於都市計畫中將各級 防制區相容性使用對策納入考量，據以擬
航空噪音防制區相容性使用對策 定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並優先考量避免
納入考量，據以擬定土地使用及開 新設學校、圖書館、醫療機構及住宅區等
發計畫，其中，應優先考量避免新 敏感受體至 60 分貝線以上地區。
設學校、圖書館、醫療機構及住宅
區等敏感受體至 60 分貝線以上地
區。
【已補充修正最新資料於評估說明書第
六章第 6.1 節】
2.於都市計畫中將達降低噪音效果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之建物設計強度納入規範。

將於都市計畫土地開發管制要點中訂定規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範。
6.1 節】
(四)生態景觀及棲地維持（含溼地埤塘）■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計畫區內既有埤塘，應以現況保存 規劃時於計畫區內既有埤塘，將以現況保
附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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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優先考量，並以維持自然型態為 存為優先考量，並以維持自然型態為原
原則，減少人為設施，且增加埤塘 則，減少人為設施，且增加埤塘周邊整體
周邊整體景觀風貌及維護規劃；無 景觀風貌及維護規劃；無法迴避而須廢溜
法迴避而須廢溜者（僅第三跑道之 者（僅第三跑道之 3 座埤塘）
，將於計畫區
3 座埤塘），應於計畫區內覓地移 內覓地移設，以確保維持同等水覆蓋、綠
設，以確保維持同等水覆蓋、綠覆 覆蓋之保水環境及其地景特色。
蓋之保水環境及其地景特色。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3 節】
2.埤塘系統為文化部所提「世界文化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遺產潛力點」，其重要性在於人類 本計畫規劃推動時，將就桃園台地群之埤
利用與自然環境間，所創造形成之 塘系統，進行整體評估，規劃建置並活化
新且穩定的環境體系，故桃園縣政 溼地埤塘生態景觀，以充分結合且落實世
府於本計畫推動之同時，除計畫區 界文化遺產保存維護，生態溼地保護、水
內 24 座埤塘外，宜就桃園台地群 資源運用及維持微氣候系統等面向。
之埤塘系統，進行整體評估，規劃
建置並活化溼地埤塘生態景觀，以
充分結合且落實世界文化遺產保
存維護，生態溼地保護、水資源運
用及維持微氣候系統等面向。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5 節】
3.應落實生態資源調查作業，將生態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功 能 調 查 結 果 納 入 計 畫 研 擬 考 將落實生態資源調查作業，並將生態功能
量，其中，所規劃之區內生態網絡 調查結果納入計畫研擬考量，其中，所規
及區外連結性中，應研擬降低飛航 劃之區內生態網絡及區外連結性中，將研
鳥擊事件發生機率之對策，必要 擬降低飛航鳥擊事件發生機率之對策，必
時，各單位應合作考量於區外補償 要時，各單位將合作考量於區外補償之可
之可行性。

行性。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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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植生綠化之規劃，建議朝不植種外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來種植物（尤其溼地埤塘鄰近範 植生綠化之規劃，將朝不植種外來種植物
圍）進行規劃；另以立體綠廊規劃 （尤其溼地埤塘鄰近範圍）進行規劃；另
建構生態網絡空間，提升整體綠覆 將朝以立體綠廊規劃建構生態網絡空間，
比率。

提升整體綠覆比率。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2 節】
5.應規劃一定比例之綠地，以減緩熱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島效應之發生，並建議以地方降尺 將規劃一定比例之綠地，以減緩熱島效應
度之氣候變遷模式，評估本案熱島 之發生，後續規劃時將以地方降尺度之氣
效應對區域大環境降雨型態之可 候變遷模式，評估本案熱島效應對區域大
能影響 。

環境降雨型態之可能影響。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2 節】
(五)農地用途改變（含糧食安全）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桃園縣政府應配合其縣內休耕農地 將配合桃園縣內休耕農地活化復耕之政策
活化復耕之政策推動，維持本計畫 推動，維持本計畫變更特定農業區 1,487
變更特定農業區 1,487 公頃所影響 公頃所影響之農作物產量，以減輕對糧食
之農作物產量，以減輕對糧食安全 安全之影響。倘有區內或鄰近農地灌溉系
之影響。倘有區內或鄰近農地灌溉 統及灌溉水質受本案影響之情形，將保障
系 統 及 灌 溉 水 質 受 本 案 影 響 之 情 受影響之農民權益。
形，應保障受影響之農民權益。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3 節】
(六)文化資產保存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除計畫區內已指定登錄之古蹟、歷 規劃時除計畫區內已指定登錄之古蹟、歷
史建築、遺址應予保留外，應就 2 史建築、遺址應予保留外，另將就 2 處航
處航空相關歷史建築制訂活化對 空相關歷史建築制訂活化對策，並考量信
策，並考量信仰中心之無形資產， 仰中心之無形資產，另針對大園尖山遺址
另針對大園尖山遺址鄰接之列冊 鄰接之列冊範圍，除執行監看外，將評估
範圍，除執行監看外，應增加評估 其受未來發展之影響，納入規劃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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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受未來發展之影響。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5 節】
2.開發單位及桃園縣政府應就計畫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範圍內之古蹟、歷史建築、聚落、 規劃階段將就計畫範圍內之古蹟、歷史建
文化景觀、民俗及其文化等文化資 築、聚落、文化景觀、民俗及其文化等文
產，進行專業調查並研擬保存計 化資產，進行專業調查並研擬保存計畫，
畫，其中，應優先進行埤塘文化資 其中，將優先進行埤塘文化資產、具文化
產、具文化資產價值特色之農村聚 資產價值特色之農村聚落、遺址之調查保
落、遺址之調查保護，以利實質建 護，以利實質建設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
設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相融配 相融配合。
合。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5 節】
(七)民眾意見及社會接受度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除已召開公開說明會及設立駐地工 將持續提升本計畫資訊公開及公眾參與之
作站外，應持續提升本計畫資訊公 程度，對於本計畫衝擊當地宗教信仰中心
開及公眾參與之程度，其中，對於 （福元宮、福海宮等）所涉民眾情感之民
本計畫衝擊當地宗教信仰中心（福 意處理，將落實溝通且尊重其意見，且於
元宮、福海宮等）所涉民眾情感之 整體都市規劃中延續當地民俗文化特色，
民意處理，應落實溝通且尊重其意 以提升社會接受度。
見，且於整體都市規劃中延續當地
民俗文化特色，以提升社會接受度。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5 節】
(八)綠色永續（含能、資源使用）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1.建議將本署研擬之「低碳永續家園 將參照環保署研擬之「低碳永續家園推動
推動策略及架構」及補助桃園縣辦 策略及架構」及補助桃園縣辦理之「循環
理之「循環型生態城鄉建設計畫」型生態城鄉建設計畫」相關內容納入本案
相 關 內 容 納 入 本 案 低 碳 發 展 原 低碳發展原則，並參考環保署「區域能源
則，並參考本署「區域能源供應技 供應技術參考手冊」評估流程，及早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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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參考手冊」，及早規劃設置區域 考量規劃設置區域能源系統，以熱、電、
能源系統，以熱、電、冷三聯供系 冷三聯供系統(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統(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and Power System)建立區域能源供應系
Power System)建立區域能源供應 統。
系統。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6 節】
2.新建機場應參考國際綠色機場經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驗，加強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 新建機場將參考國際綠色機場經驗，加強
能等）之運用，採用高能源效率或 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等）之運用，
低溫室氣體排放設備，並改善整合 採用高能源效率或低溫室氣體排放設備，
桃園機場之能源管理系統，就大眾 並改善整合桃園機場之能源管理系統，就
運輸事業尖、離峰特性，以智慧型 大眾運輸事業尖、離峰特性，以智慧型動
動態系統管控能源輸出量，以達節 態系統管控能源輸出量，以達節能減碳之
能減碳之效。

效。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6 節】
3.因應桃園地區現況供水能力已不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足，本計畫尚需新增用水量 7 萬 雨水回收及中水再利用將納入規範，尤其
4,163CMD，應具體落實自來水管 公有建築物的部分在一定樓地板面積以上
檢漏、節約用水、雨水貯留（應於 會主動要求，雨水回收及中水利用等相關
都市計畫規範一定比例）及廢（污）要求將會較其他都市計畫規範為高。後續
水回收再利用等對策，或規劃其他 本案將於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再生性水資源，並健全水資源導向 點，明訂建築基地須設置雨水儲存回收等
（WOD）
，以具體策略整合區域內 規定。
各廢（污）水處理系統（WWTPs）
、
埤塘等水源，另引進低碳節能產
業，盡量避免調度農業用水。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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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細部規劃時應考量自然地形方向 ■參採
及水文紋理脈落進行規劃。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後續於細部規劃時將納入自然地形方向及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水文紋理脈落進行考量。
6.4 節】
(九)氣候變遷調適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經 評 估 本 區 域 涉 及 南 崁 溪 、 埔 心 後續規劃除將研擬減災規劃措施及策略
溪、新街溪及老街溪周邊淹水潛勢 外，另將就所擬應變計畫，增加監測通報
範圍，除減災規劃措施及策略外， 及應變演練作業。至於脆弱度分析將加強
宜就所擬應變計畫，增加監測通報 回復力之考量，規劃階段並將據以進行風
及應變演練作業。另於脆弱度分析 險評估分析，與氣候變遷調適整合。
加強回復力之考量，並據以進行風
險評估分析，與氣候變遷調適整合。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三章】
(十)經濟效益評估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建議參考聯合國 Rio+20「我們想要 將把聯合國 Rio+20「我們想要的未來」中
的未來」中所列永續發展、消弭貧 所列永續發展、消弭貧窮等願景列入評估
窮等願景列入參考。

規劃時參考。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7 節】
(十一)本案規劃時程至 2030 年，建議就 ■參採 □部分參採 □不適用 □其他
本案及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內容，建立 規劃階段將研擬定期檢核機制，就本案及
定期檢核機制。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內容定期進行檢討。

【已補充修正於評估說明書第六章第
6.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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