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特定區區段徵收案」
安置土地抽籤暨配地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及主持人：
時間

主持人

備註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第1場

13:40-16:00 黃 副 局 長 建 華

第2場

9:40-12:00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第3場

13:40-16:00 朱 專 門 委 員 沅 若

第4場

9:40-12:00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第5場

13:40-16:00 柯 主 任 秘 書 俊 宏

第6場

9:40-12:00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第7場

13:40-16:00 朱 專 門 委 員 沅 若

第8場

9:40-12:00
111 年 6 月 2 日

111 年 6 月 7 日

111 年 6 月 8 日

111 年 6 月 9 日

二、地點：桃園航空城聯合服務中心之活動中心
三、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略)

紀錄：胡惠雅

四、出席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簽到簿(略)
五、說明事項：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為辦理「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
特定區區段徵收案」開發作業，土地部分已於 109 年 11 月 9 日公告徵收，
土地改良物分別於 110 年 5 月 31 日（優先區）及 110 年 7 月 15 日（其他
區）公告徵收，本案以先建後遷、就近安置為原則，為保障居住權益，本
府規劃安置土地及安置住宅等 2 種措施供安置戶選擇。本次會議係就安置
土地部分進行說明，包含安置資格、申請方式、劃設區位、抽籤分配作業
原則、預計期程、安置住宅初步規劃（安置住宅說明會預計於 112 年第 1
季辦理）等事項。如鄉親對於說明內容有任何意見，歡迎於會議中提出，
本府將由列席之承辦單位答復說明，並納入後續作業考量。
六、簡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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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現場發言及綜合回覆：
問題 所有權人
類型
姓名
安置
資格

意見內容

綜合回覆

陳○捷
許○敏
陳○章
劉○莉
林○鵬
呂○榮
劉○華
林○遠
呂○清
陳○清

1. 安置資格認定要件為何? 1. 本案具安置資格之對象，係指本區段徵收
2. 桃園航空城規劃之安置
範圍內因徵收或同意協議價購致須全部
措施?
拆遷之建物所有權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
(1) 本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建物所有權人
或其配偶、直系血親、二親等之親屬
於土地改良物區段徵收公告 6 個月
前，於該建物設有戶籍，且至公告時
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住事實者。

林○鵬

安置資格認定之公告 6 個月
前之時間為何?

(2) 配合捷運綠線工程經拆除之建物所
有權人，建物坐落土地保留參與區
段徵收，並與本府簽署土地使用協
議書者。
2. 符合上開條件者，得就安置土地、安置住
宅二者擇一申請。經本府審查符合資格並
分配安置土地者，不得再申請購置或租用
安置住宅。
3. 每一建物以分配 1 安置單元為原則，惟同
一建物門牌內有 2 戶以上設籍，且具實際
獨立生活性質，經本府認定符合前開安置
資格對象之規定者，得在不超過受領人口
遷移費戶數範圍，申請 2 個以上單元。
4. 安置住宅目前無承購房型之條件限制，具
安置資格且未選配安置土地者，原則可依
需求選擇申請。

陳○慧
陳○照

如建物所有權人死亡，其原 1. 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22 條，經本府核
有權利價值處理方式為何?
定發給抵價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於領回抵
該安置資格可否繼承?
價地前死亡，其繼承人或遺產清理人得檢
具繼承應備文件，向本府申請更名發給抵
價地。
2. 如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於土地改良物區
段徵收公告前死亡，本府將就繼承人進行
安置資格之審認，如繼承人或其配偶、直
系血親、二親等之親屬於土地改良物區段
徵收公告 6 個月前，於該建築改良物設有
戶籍，且至公告時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
住事實者，仍符合安置資格。
3. 如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於本府受理安置
土地分配前死亡，未辦竣繼承者，應由全
體繼承人推派 1 人為代表提出申請，並應
提出繼承相關證明文件、推派代表同意
書、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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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安置
資格

安置
土地
申請

4. 另安置戶倘於安置土地配地前死亡，應由
全體繼承人推派 1 人為代表，參加抽籤及
配地作業，並應提出繼承相關證明文件、
推派代表同意書、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及印章；全體繼承人無法共推 1 人為代表
時，抽籤作業由監籤人員代為抽出。
陳○捷
鄭○木
陳○和
簡○祥
蔡○瑞

1. 安置街廓區位劃設原則?
2. 安置街廓量體是否充足?
3. 落實 1 里 1 安置?

1. 安置街廓區位於桃園航空城都市計畫規
劃階段，即考量航空噪音等因素規劃於航
空 60 分貝噪音線以外地區。又為達桃園
航空城就近安置目標，機場園區特定區計
畫約 26.23 公頃之安置街廓面積提供民眾
安置街廓劃設應方便鄰里聯
選配，並參採各里鄉親意見及安置量體，
繫，並適度增加街角地。
妥適規劃安置區位：
(1)三石里、大海里、菓林里等 3 里依都市
計畫於里界範圍內或鄰近之第二種住
宅區，按各里需求量體規劃適當街廓
就近安置。
(2)其餘各里因自機場北側或其他區域遷
移，擬按下述原則辦理：
(a)為延續原有地方聚落信仰紋理，竹
圍里及海口里分以鄰近竹圍福海
宮及海口福元宮之第二種住宅區
集中安置。
(b)其餘後厝里、蘆竹里、埔心里、圳
頭里、坑口里及沙崙里等 6 里，為
增加民眾選擇性及多元需求，不分
里別共同安置於海軍基地之第二
種住宅區。
(c)為妥善安置範圍內具有安置資格
之安置戶，本案土地改良物補償，
已依法定標準辦理，同時考量建物
拆遷期程、重建成本之物價波動等
相關風險，專案發給(自願)優先搬
遷獎勵金、房租補助費、人口或生
產設備搬遷補助費、其他建物安置
重建補助費、特別救助金、水井自
拆獎勵金、原住民搬遷補助費等，
規劃多元、全面之補助方案。
2. 另機場園區特定區預計於第五種住宅區
用地興建 1,000 餘戶安置住宅供民眾選
購。

張○城
陳○騰
林○鵬

未收到安置配地公文通知及 倘符合安置資格惟未接獲本府安置相關通知
相關資料，如超過申請時間 資訊者，可於受理期間(111 年 6 月 30 日前)
如何救濟?
向桃園航空城聯合服務中心提出安置土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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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安置
土地
申請

謝○恩
吳○施

黃○地

蕭○亨
宋○君
許○敏
陳○烈
陳○清
陳○禎
羅○恆
江○鄉
呂○榮
*徐其萬
議員、徐
其萬議員
服務處助
理陳財寶

安置
土地
抽籤
分配

陳○捷
劉○莉
陳○松
李○雄
陳○勝
林○德
簡○能
鄭○木
馮○燮
宋○君
謝○恩
游○珠
林○民

請，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同步申請安置資格
複估，本府將儘速審查是否具安置資格並通
知民眾，後續將視審查結果參加抽籤及配地
作業。
權利價值是否可以買賣?

依規定，申請發給抵價地者，對其土地之權利
義務，於接到本府核定發給抵價地通知時終
止。其應領之抵價地由本府於規劃分配後，囑
託地政事務所逕行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登
記後，所有權人即可就分配後土地進行買賣
移轉。

1. 權利價值如何合併?
2. 如申請合併配地但無相
鄰土地可選擇，可否不相
鄰選配?
3. 選配街角地權值夫妻是
否可合併計算?
4. 合併抽籤執行方式?
5. 如擁有 2 個安置資格可否
相鄰選配?
6. 分配相鄰街廓時是否可
以合併或分割，興建時是
否可合併申請同 1 張建
照?
7. 是否有平台可供民眾進
行合併媒合?

1. 若有 2 位以上申請人，土地有相鄰需求，
或個人權值不足欲合併配回街角地者，須
於受理期間(111 年 6 月 30 日前)，共同檢
附「安置土地合併分配申請書」申請合併
抽籤，逾期不予受理。
2. 前開申請書應註明公推之代表人、欲參與
之抽籤配地階段、各申請人之分配次序，
無需註明設籍人口、權利價值等資訊。
3. 非同里建物安置戶，不得於第 1 階段或第
3 階段合併分配；其他建物安置戶不得於
第 1 階段及第 2 階段與合法建物安置戶合
併分配。
4. 申請合併分配安置土地者，抽籤時將整併
為 1 個籤序，以代表人之申領安置土地收
件號為順序參加抽籤作業。代表人因故未
能參加抽籤及選配土地，得由其再行委託
他人代為抽籤及選配土地。
5. 申請合併分配安置土地者，配地時由代表
人依「合併分配申請書」所載分配次序，
逐宗分配於相鄰的安置土地單元。另外，
若於選配時無適當街廓可供合併分配，各
申請人可授權代表人將原合併籤拆分選
配。

1. 4 階段如何辦理抽籤配 1. 航空城安置計畫以先建後遷、1 里 1 安置
為原則，並規劃提供安置土地分配及安置
地?
住宅措施擇一供民眾選擇。另考量合法建
2. 第 1 階段放棄後可否直接
物之權益應予優先保障，故安置作業係以
計入第 2 階段?
合法建物優先，並兼顧 1 里 1 安置之原
3. 作業期程為何?
則。相關規劃亦明列於本案區段徵收計畫
4. 希望全區不分階段共同
書，並經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議通
抽籤。
過。
5. 夫妻合法建物安置資格
2. 目前規劃 4 階段辦理安置土地抽籤分配作
不同里可以合併在第 1 階
業。首先各里合法建物於各里規劃之安置
段抽籤嗎?
土地選配，次為全區合法建物得跨區選配
6. 安置街廓如何選配?
安置土地，第 3 階段則以各里其他建物於
7. 選配街廓遇路沖時可否
各里規劃之安置土地選配，最後其他建物
得跨區選配安置土地。
跳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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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安置
土地
抽籤
分配

詹○將
蕭○亨
宋○君
許○敏
陳○烈
陳○清
楊○雲
陳○騰
謝○恩
黃○珍
黃○地
陸○生
陳○雄
李○圻
卓○騰
彭○閎
李○雄
郭○先
彭○照
陳○禎
彭○閎
蕭○崧
劉○莉
*游吾和
議員
*徐其萬
議員服務
處助理陳
財寶

8. 街角地是否同步開放選
配，選配方式是依序選配
抑或單獨選配?
9. 選配街角地權值夫妻是
否可合併計算?
10.如原先住角地可否優先
選擇角地配回?
11.角地數量是否可供足額
選配?
12.竹圍里安置街廓周邊開
發進度?
13.安置配地結果公告資訊
方式?
14.安置配地資訊請完整公
開透明。

3. 非同里建築改良物安置戶，不得於第 1 階
段或第 3 階段合併分配。其他建築改良物
安置戶不得於第 1 階段及第 2 階段與合法
建築改良物安置戶合併分配。
4. 各階段配地作業，分 2 階段抽籤，首先經
電腦抽出參與各階段安置戶之順序籤，並
於該階段配地時，請安置戶依順序籤序，
抽出土地分配籤。
5. 安置戶於選配土地(含街角地)時，可自由
選擇各階段開放可供選擇之街廓，並依各
街廓指定方向選配。若選配之街廓第 1 宗
街角地尚未獲配，由本府逕行保留第 1 宗
街角地，再自毗鄰街角地之安置單元依指
定方向分配之，不得跳配。
6. 安置配地業經 111 年 6 月受理民眾申請，
為達先建後遷，本案規劃自 111 年 9 月起
依上述 4 階段辦理抽籤配地，後續依民眾
配地結果辦理公告及地籍整理作業，預計
於 112 年第 1 季，辦理土地點交予民眾自
建住宅；至安置街廓周邊公共工程亦將於
土地點交前完工。
7. 安置土地分配完畢後，應將土地分配結果
清冊、分配結果圖，於本府、民航局、大
園區公所、蘆竹區公所及蘆竹地政事務所
公告 30 日，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2 條規
定，通知安置土地所有權人及同意於區段
徵收後土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之他項權
利人。

許○淵
蕭○崧
吳○樹
蔡○瑞
*徐其萬
議員

1. 安置街廓如何增配?
1. 有關安置土地增配之原則，依本府 111 年
2. 安置街廓增配後面寬為
4 月 6 日發布之「桃園市桃園航空城機場
何?
園區及附近地區第一期特定區區段徵收
3. 安置配地增配面積是否
案安置土地抽籤暨配地作業要點」規定如
可於配地當時核算完畢?
下：
(1) 安置戶於選配安置土地時，其權利
4. 如協調他人權利價值者
價值大於 1 安置單元所需，得在其
是否還可增配?
權利價值範圍內辦理調整分配，至
5. 若權利價值大於增配面
多增配 20m2。另符合下列設籍條件之
積可否以權利價值增配?
一者，得以其權利價值辦理增配：
(a)設籍人口為 5 人：至多增配 30m2。
(b)設籍人口達 6 人(含)以上：至多
增配 60m2。
(2) 街角地不得辦理增配。
2. 另增配之土地須全數以自身持有之權利
價值辦理，不得協調他人提供權利價值辦
理增配，亦無法以繳納差額地價方式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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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
價值
計算

差額
地價

宋○君

安置土地抽籤配地時，是否 本府將於安置配地前寄發相關資料予安置
會有民眾模擬演練?
戶，至配地作業實際模擬一事，本府將視情形
酌參。

楊○雲
陳○騰
謝○恩
黃○珍
黃○地
陸○生
陳○雄
李○圻
卓○騰

1. 權利價值如何計算?
2. 大配地權利價值計算方
式是否同於安置配地之
計算方式?

游○音

權利價值是否可加上建物補 土地權利價值係考量區段徵收前後地價漲幅
償費合併計算?
換算之，後續供計算配回區段徵收後之抵價
地面積，然建築改良物係以重建價格計算補
償費之方式，兩者補償基礎及計算方式均不
同，故無法合併計算。

游○珠
林○民
詹○將
游○音
胡○媛

1. 權利價值不足 1 塊安置街 1. 本案安置土地分配，得繳納差額地價之相
廓者，有無優惠方式可補
關規定說明如下：
(1) 安置戶應以其申請安置之建物坐落
足選配 1 塊安置街廓?
基地全部權利價值優先供作分配安
2. 差額地價如何計算?
置土地，如有不足，應以安置戶所有
3. 如權利價值不足獲配 1 安
本區段徵收範圍內其他土地權利價
置街廓，希望不用繳納差
值扣抵，如安置戶無其他土地權利
額地價，改以其他方式辦
價值可供扣抵或扣抵後仍有不足，
理，例如設籍人口達增配
應補繳差額。
標準則可以貸款方式補
(2) 安置戶未能以前款坐落基地全部權
足差額。
利價值提供分配時，倘其持分面積
4. 建議放寬 102 年 7 月 24
自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24 日本特定
日後未移轉土地如達選
區計畫第 1 次公開展覽後並未移轉
配街廓 50 m2 權利價值可
減少者，得以本人或其配偶或其二
補差額地價之協調權值
親等親屬之該坐落基地全部持分土
地權利價值，及安置戶區內其他土
資格，除該直系血親二親
地全部權利價值供作分配安置土
等外還可協調直系親屬。
地，分配面積超過 50m2 者，不足部分
得繳納差額。

參與區段徵收之原土地所有權人如申請領回
抵價地(含安置街廓)，其權利價值及面積計
算方式概要說明如下：
1. 抵價地權利價值：民眾於區段徵收範圍內
申請領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總額，佔該徵
收範圍內徵收土地補償總地價比例，乘以
區段徵收後預計發還抵價地之總地價，核
計即為民眾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
2. 抵價地領回面積：前項權利價值，除以民
眾選擇領回區段徵收後可建築土地之評
定單位地價，即為折算配回之抵價地面
積。

2. 符合前述條件之一，惟有下列情形者，仍
不得繳納差額：
(1) 建物內有 2 戶以上安置戶設籍，符合
申請配回 2 個以上安置單元者，其應
領抵價地權利價值需大於申請安置
單元合計之權利價值，不得以繳納差
額方式補足。
(2) 安置戶選擇配回街角地者，應以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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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扣抵，不得以繳
納差額方式補足。

(續)
差額
地價

(3) 欲辦理增配土地者，應以其權利價值
足額抵扣，不得繳納差額地價。
3. 另為協助安置戶順利重建，前述需繳納之
差額地價減收 20%。

安置
住宅

鄭○木 1. 請問安置住宅停車位價 1. 本案安置住宅地上 7 層地下 2 層興建約
劉○莉
格?
1,066 戶，房型及坪數規劃分為大 3 房(55
楊○雲 2. 為何不能以權利價值數
±5 坪)、3 房(40±5 坪)、大 2 房型(35±5
林○遠
額選配安置住宅?
坪)及 2 房(25±5 坪)共 4 種房型供安置戶
* 游 吾 和 3. 弱勢戶購置安置戶有無
選擇，公設比例約 30%，實際規劃仍以安
議員
減輕措施?
置住宅配售公告為準。
2. 安置住宅配售係以安置戶專案讓售方式
4. 安置住宅價格過高。
辦理，配售總價款需以現金支付。本案安
5. 安置住宅公設比為何?
置住宅用地並非以開發後評定地價作為
陳○章 安置住宅房型及坪數是依人
讓售地價，爰不得以權利價值抵扣，但安
口數還是依權利價值數額選
置戶如原申領抵價地者，得以改領地價徵
收補償費之方式，折抵安置住宅土地價
擇?
款。
卓○騰 如未選配安置街廓是否可優
3. 安置住宅售價每坪推估約 18 至 20 萬元
先選配安置住宅?
（不含車位價格）
，售價包含土地及建物價
程○恒
陳○騰

款，實際售價仍以未來配售公告為準。
請將安置住宅房型坪數及平
面圖公告上網讓民眾參閱。 4. 本次安置住宅規劃，各房型坪數為權狀坪
數，包含公共設施，實際室內坪數依各基
安置住宅如何貸款?政府是
地街廓規劃略有不同，本案安置住宅公設
比約為 30%，另也有規劃車位，實際規劃
否有協助減免利息?
及價格以未來配售公告為準。
5. 另考量屆時安置戶有重建房屋或購買安
置住宅的貸款需求，本府已建置「桃園航
空城計畫安置戶融資貸款平台」，並邀請
多家金融機構參與，提供低利房屋貸款及
土建融貸款方案，協助居民重建家園，改
善生活品質。

自建
諮詢

林○民
彭○閎
卓○騰

簡○能
游○珠
陳○烈
陳○惠
呂○榮
許○鐘

1. 安置街廓最多可蓋幾層? 1. 依桃園市政府 110 年 10 月 29 日公告之
2. 可否不與鄰地共用壁興
「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
建?
區計畫」所載相關使用分區規劃及管制內
3. 角地可蓋地下停車場嗎?
容使用，安置街廓(第二種住宅區)之建蔽
是否計容積?
率為 60%、容積率為 200%，惟未來可興建
實際總樓地板面積，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
興建透天住宅時裡地及角地
等相關規定計算，並經本府建築管理處核
退縮需要退縮幾米?
定為準。
2. 民眾如有安置土地自建相關問題，本府聯
繫 窗 口 為 建 築 管 理 處 ： ( 建 照 科 )033322101 分機 6100、(航空城聯合服務中
安置街廓興建時，需預留鄰
心)03-3867400 分機 3122，亦可先行諮詢
地開窗距離嗎?
開業建築師。
1. 與鄰地合建是否有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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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自建
諮詢

呂○榮
李○圻
吳○樹

吳○樹
陳○震
游○音
馮○供
謝○恩
吳○樹
李○楨
安置
重建

獎勵?
3. 本府成立「安置搬遷服務小組」，預計於
2. 室內停車空間有無容積
112 年 1 月起，派專人駐點航空城聯合服
獎勵?
務中心，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
3. 如何申請容積移轉?
至下午 4 時，提供安置土地自建諮詢服務，
4. 調整住二使用分區管制。
包括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申請建照使照作
業流程、提供房型參考圖、推薦營造廠名
安置街廓整地後有無汙水下
單等。並建置「航空城安置街廓自建諮詢
水道及地下瓦斯管線?
服 務 」 網 站 (https://building.tycg.
gov.tw/taoyuan-aerotropolis/main.
1. 希提供營造公司名單供
html)。
安置戶選擇。
2. 希提供建物設計圖。
3. 安置街廓興建建物外觀
期能統一。

李○紅 1. 建築成本上漲太多，政府 1. 本案土地改良物補償，已依法定標準辦
如何因應?
理，同時考量建物拆遷期程、重建成本之
鄭○木
物價波動等相關風險，專案發給(自願)優
羅○恆 2. 建物補償費太低。
先搬遷獎勵金、房租補助費、人口或生產
蔡○瑞
設備搬遷補助費、其他建物安置重建補助
陳○智
費、特別救助金、水井自拆獎勵金、原住
陳○騰
民搬遷補助費等，規劃多元、全面之補助
郭○惠
方案。
游○音
2. 本案考量安置戶於配地自建或購買安置
馮○燮
住宅之貸款需求，市府規劃建置「安置戶
吳○樹
優惠融資貸款平台」，與金融機構合作提
陳○清
供優惠貸款方案，供安置戶選擇，預計於
*游吾和
111 年 7 月完成建置。未來各銀行之貸款
資訊將公開於平台供民眾查詢，提供安置
議員
戶多元方案及諮詢管道，減輕安置戶負
擔。
3. 本府將依據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224 次會議審查意見，持續滾動檢討調整
方案內容，如重建當時有營建指數波動致
民眾無法以所領之補償費及各項專案補
助款完成重建之情形，將就民眾負擔能
力、政策公平性、可行性等層面檢討，規
劃補助或協助措施，以減輕民眾負擔，順
利完成重建。
張○城
陳○騰
謝○恩
黃○珍
郭○先

何時可領取人口遷移費及房 1. 本案建築改良物之相關補償費用，分 2 階
租補助費?
段發放，第 1 階段為建築改良物之補償費、
救濟金及雜項遷移費，第 2 階段則包含自
何時可領取自拆獎勵金?
動拆遷獎勵金、人口遷移費及房租補助
費。第 1 階段款項業陸續依據查估成果辦
竣發價作業，第 2 階段款項則請民眾依本
程序違建費用何時可以領?
案區段徵收公告之搬遷期限內完成自動
2 次拆遷補償費核給進度如
拆遷，經查核屬實後，將另外通知領取之。
何?
2. 至其他建物之安置重建補助費係由本府
航空城工程處依地上物查估調查表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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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因本案其他建物量體龐大，預計於
111 年第 3 季就優先搬遷區辦理公告及發
價作業，並於 111 年 12 月至 112 年第 1
季就其他搬遷區辦理公告及發價作業。

(續)
安置
重建
郭○惠

對於小坪數地主及低收入戶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辦理桃園航空城機場
之地主是否有額外的補助?
園區特定區區段徵收案安置補助救濟獎勵原
則，經本府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
本府社會工作人員實地查訪，評估其生活陷
入困境之家庭，於優先搬遷地區土地改良物
區段徵收公告 1 年前設籍區段徵收範圍內，
至公告時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住事實者，每
戶加發 1 份特別救助金。

全區
抵價
地分
配

羅○恆
蔡○瑞
吳○全
李○雄
馮○燮
陳○勝
高○
鄭○如
陳○雄
陳○保
宋○君
郭○先
楊○德
陳○勳
楊○嬌
詹○將
曹○卿
蕭○崧

1. 大配地作業如何進行?街 1. 全區抵價地分配預計於 114 年第 2 季開
廓如何規劃，價格為多
始，實際作業期程以未來公告通知為準。
少?
2. 桃園航空城計畫區分為民航局辦理之機
2. 選配安置土地後剩餘權
場園區及本府辦理之附近地區範圍，有關
利價值如何處理?
抵價地分配係各自於各區段徵收範圍辦
理。
3. 本案開發後地價業經桃園市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抵價地之開發後評定地價及本
案權利價值係數，與安置土地分配時相
同。
4. 抵價地最小分配面積由本府依照開發目
的及實際作業需要劃定，但不得小於畸零
地使用規則及都市計畫所規定最小建築
基地之寬度、深度及面積。實際情形以未
來公告通知為準。
5. 未來通知召開抵價地分配作業說明會時，
將同時檢送合併分配申請書，原地主得於
規定期間內申請與其他原地主合併抽籤
分配。
6. 選配安置土地後，尚有剩餘權利價值者，
得參與全區抵價地分配，剩餘權利價值未
達抵價地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利價值
者，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29 條規定，應
於規定期間內自行洽商其他土地所有權
人申請合併分配，或申請主管機關協調合
併分配。未於規定期間內申請者，由主管
機關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金補償。

其他

陳○智
郭○惠
游○音
游○珠
陳○烈
陳○佑
楊○德

落實古蹟保存。

航空城範圍內共劃定 7 處公園用地與古蹟保
存區，面積達 13 公頃，保存了 60 幾棟古蹟
建築及設施物，以利文化歷史保存與都市計
畫並進，另外亦結合中央、市府資源著手整合
多面向文史保存計畫，達成文化治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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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騰
(續)
其他

鄭○木 請配合安置街廓期程一併規 有關區內土地公廟，將由本府先行調查，後續
再依實際安置需求，研議提供合適安置措施，
郭○惠 劃安置土地公廟。
並具體評估都市計畫變更、專案讓售等作業
游○珠
程序及所需期程。
呂○榮
*徐其萬
議員服務
處助理陳
財寶
卓○騰
陳○雄
許○鐘
陳○佑

1. 選配安置街廓後移轉給 1. 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後第 1 次移轉，
子女有無稅務問題?
可減徵土地增值稅 40%。
2. 土地配回後地價稅房屋 2. 另區段徵收領回之土地，因區段徵收作業
稅是否有減免?
期間致不能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益者，其
地價稅全免；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
其地價稅減半徵收 2 年。

吳○樹

配回安置土地後，是否有限 安置街廓點交予民眾後，除其他法令另有規
制移轉期限?
定外，本府並未特別限制土地移轉期限。

許○鐘

土地點交並興建完透天厝後 安置街廓劃設區位非屬機場 60 分貝噪音線
是否還有噪音補助費?
內，後續將無相關噪音補助費，如有相關疑慮
可 洽 噪 音 補 助 專 案 辦 公 室 ( 電 話 :033860569)。

許○鐘

配回安置土地後是否還有老 1. 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申請領取老農津
農津貼?
貼者不受排富條款限制。
2. 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新申請領取老農津貼
者則受以下限制，原因消滅後可繼續領取
老農津貼，另不動產係以登記取得土地權
狀時起算。
(1) 所得部分，依財稅機關提供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年度之農業所得以外之
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總額，合
計達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者，不予發
給。
(2) 不動產部分，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
價值，扣除「農業用地」
、
「尚未徵收
及補償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農
舍」、「無農舍且實際居住之唯一房
屋及土地(最多可以扣除 400 萬元為
限)」
、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原住民保
留地」及「未產生經濟效益具公用地
役關係之現有道路」後，合計 500 萬
元以上者，不予發給。
3. 有關老農津貼及農保等相關疑義，民眾可
洽 桃 園 市 政 府 農 業 局 ( 電 話 :033382999)。

* 徐 其 萬 請規劃停車場讓尚未搬遷的 本府、民航局及有關單位將就相關建議或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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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服務 民眾有地方可停車。
(續) 處助理陳
其他 財寶

情內容，共同研議妥適處理及解決方案，必要
時亦會商請相關主管單位專案協助。

陳○和

土地補償費有疑義時，如何 本案土地業於 109 年 11 月 9 日至同年 12 月
提出複估?安置配地權利是 9 日辦理區段徵收公告，對於土地徵收補償價
否會被影響?
額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於本府提出，本府接受異議後
即進行查處及後續相關程序，經核定領取抵
價地者，不影響其安置配地程序。

張○城

申請複估至今仍無下文。

陳○智

優化拆遷戶斷水斷電申請程 有關拆遷完竣檢附斷水斷電文件，本府已與
序。
自來水公司及台電公司等專責單位溝通研議
簡化作業流程，並依實際申請情形放寬現場
勘查標準，以達便民及減省後續作業期程。

謝○恩

中繼住宅何時抽籤選配?

1. 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特定區區段徵收案
之地上物查估補償，民航局係委由本府航
空城工程處統籌依「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
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與「桃園市興
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標準」等
規定辦理。
2. 如民眾就所有土地改良物認有漏估、錯估
等相關情事，並已於規定期限內向本府申
請複估，係轉由本府航空城工程處辦理複
估相關事宜，有關未收到複估成果，建議
後續提供歸戶號，由本府查詢執行進度。
3. 本案土地改良物複估量體龐大，因應部分
民眾需求，其複估中土地改良物之補償費
及救濟金，已陸續先行辦理發價，後續俟
複估完竣，將再據以辦理多追少補事宜。

有關中繼住宅申請戶，已於 111 年 6 月至 7
月完成抽籤、選屋及簽約等入住程序，相關資
訊請洽詢「桃園市社會住宅服務中心」(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 300 號 5 樓，電話:033331481)。

八、會議結論
最後謝謝各位鄉親的踴躍參加，今天大家提出的寶貴意見，已由列席
單位現場答覆，將作成會議紀錄公告周知，並於本府及民航局網站上張貼
公告及書面通知提出意見之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謝謝各位
鄉親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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