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議程

一、會議名稱：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108年度第7次擴大局務會議
二、會議時間： 108年7月31日（星期三）下午1時10分
三、會議地點：市府307會議室
四、主 席：陳局長錫禎
五、記錄:陳可盈
偄Ｎ旚詇詇磢螺

#粿蔶 旚詇磢嵦

1 主席宣布開會

2 前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3 本局所有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4 各科(室)業務工作進度報告

5 臨時提案

6 主席裁示

7 散會

埐Ｎ 前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變Ｎ 本局所有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劚Ｎ 各科室報告

䲍Ｎ 地籍科 

䴙Ｎ 測量科 

䲖Ｎ 地價科 

喲Ｎ 地用科 

䴡Ｎ 地權科 

偄Ｎ 重劃科 

䲐Ｎ 區段徵收科 

偂Ｎ 航空城開發科 

䳪Ｎ 地政資訊科 

刘Ｎ 政風室 

刘䲍Ｎ 人事室 



刘䴙Ｎ 會計室 

刘䲖Ｎ 秘書室 

刘喲Ｎ 各地所 

罝Ｎ 附件 　

壹、前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1)前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䳈崄懞(螘)砑倾媐 蹽狝徜帹 䳈蹽碨婻(嘇愗)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開發案

盈餘分配案，請區徵科敘明分配原

則、可配回土地、面積、盈餘及建

議，並簽請裁示。

本案刻正整理可配回土地、面積、盈餘及

建議方案簽請府一層核示。
區徵科

貳、本局所有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1)本局所有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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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重大建設

No. 嵋嵽 期䶃 護讃咅两 旗撇蹽狝徜帹 茔幣霵噢

1 104

A20站區

區段徵收

開發案

區徵科

楹朏鶵：抵價地土地分配

雧婱婣惧撼时：109/09/30

本案開發後地價已於108年6月17日經地評會審

議通過，預計108年8月訂定安置土地抽籤及配

地作業要點，相關草案研擬中，9月召開說明會

後，10月辦理安置土地分配作業，109年2月辦

理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

 

2 104

中壢運動

公園區段

徵收開發
區徵科

楹朏鶵：召開協議價購會議、區段徵收公聽會

雧婱婣惧撼时：108/08/31

本局業於108年7月15日至18日辦竣協議價購

會議，接續訂於8月6日及7日辦理區段徵收公

聽會，預計9月辦理區段徵收計畫書報核，10

月辦理公告徵收。

 



3 104

桃園市第

35期觀音

區草漯(第

一區整體

開發單元)

市地重劃

案

重劃科

1. 本區毗鄰第六單元重劃區邊界處部分土地
下埋有廢棄物案：本案處理方案於107年
10月24日簽准，並於11月16日函請新建
工程處協助委託相關專業機構評估廢棄物
場域基地安全性，該處嗣於107年12月10
日函送評估報告，評估結果確認該廢棄物
場址於廢棄物清竣後可有效降低基地沉陷
或建物傾斜的風險，依原場址地質條件有
足夠之穩定性，仍可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或
建築使用，已依評估結果陸續與地主協調
廢棄物清理事宜及辦理現場會勘，並限期
地主報核清理計畫，第一單元1案(12筆土
地)刻由地主辦理清理作業，其餘3案(12筆
土地)已陸續於108年4月至6月間清理完
竣，並向環保局提送查驗申請，環保局已
於108年7月17日辦理會勘查驗1案，餘2
案尚待排定查驗，因廢棄物查驗結果將影
響全區土地分配，俟廢棄物查驗後，續辦
土地分配公告作業；第六單元2案(4筆土
地)，經環保局分別於6月20日及7月5日核
准清理計畫，刻正辦理清理作業。

2. 已於107年12月26日假觀音區草漯老人文
康活動中心辦理全區土地第2次試分配說明
會，陸續協調試分配意見及拆單合併申請
案，刻正製作及檢核土地分配相關資料，
俟廢棄物查驗完竣後續辦土地分配公告作
業。

3. 本區工程由新建工程處代辦，業於106年
11月1日開工，12月5日舉辦開工典禮，截
至108年6月底之累計預定進度計
46.93%，累計實際進度46.81%，預計於
109年2月竣工。

 

No. 嵋嵽 期䶃 護讃咅两 旗撇蹽狝徜帹 茔幣霵噢



4 105

桃園市第

36期觀音

區草漯(第

六區整體

開發單元)

市地重劃

案

重劃科

1. 區內特殊農作物(路易斯安娜鳶尾、日本花
菖蒲)查估補償案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自108年4月15日至
108年5月15日止複估公告30日，地上物
所有人於公告期間提出異議，經查處仍有
不服，賡續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8條規
定，提請地評會評定之。

2. 建物保留案計12案，其中6案可保留，5案
需部分拆除(自拆期限為108年8月20
日)，1案(后厝福德宮)協調中。

3. 本區湖濱遊憩專用區最小分配面積及共同
負擔土地調配原則業於108年6月13日經本
府市地重劃會審議通過，賡續辦理地主試
分配意見查處、協調及拆單合併申請案分
析等作業，預計108年10月辦理全區土地
分配草案說明會。

4. 本區工程由新建工程處代辦，於106年11
月1日開工，截至108年6月底之累計預定
進度33.31%，實際進度34.20%，預計於
109年8月竣工。

 

5 105

桃園市第

37期觀音

區草漯

（第三區

整體開發

單元）市

地重劃案

重劃科

1. 土地改良物查估成果公告期間計有13件異
議案，11案已查處並辦複估公告，2案申
請建物保留，於可行性分析完竣倘該等建
物仍須拆除，再行通知辦理後續複估事
宜。

2. 建物保留案計14案(其中2案為土地公廟
案：溪尾福德祠、過溪福德祠)，其中4案
可保留(含1案過溪福德祠)，7案需部分拆
除，2案不可保留，1案刻正分析中(溪尾福
德祠)，前於108年7月18日函詢新工處及
水務局該廟是否須配合遷移。另需部分拆
除者，訂於108年8月5日辦理會勘確認拆
除範圍。

3. 本區最小分配面積及共同負擔土地調配原
則已於108年6月13日提經本府市地重劃會
審議通過接續辦理地主試分配意見查處、
協調及拆單合併申請案分析等作業，預計
108年8月辦理全區土地分配草案說明會。

4. 本區工程由新建工程處代辦，於106年11
月1日開工，截至108年6月底之累計預定
進度29.16%，累計實際進度29.48%，預
計於109年10月竣工。

 

No. 嵋嵽 期䶃 護讃咅两 旗撇蹽狝徜帹 茔幣霵噢



6 106

中壢地政

事務所暨

過嶺社會

福利綜合

中心新建

工程

中壢地所

本案工程刻正進行各樓層工程施作（戶外開關

節盤、廢水泵浦配管、水箱泵浦補焊、燈具安

裝、消防電設備安裝測試、空調電源拉線、

PVC地坪打磨、天花板蓋板作業、鋁窗玻璃安

裝、木紋磚填縫、隔熱磚施作等），截至108

年7月22日總工程進度已達約91.46%。

D2

7 107

機場捷運

A21站地

區區段徵

收開發

區徵科

楹朏鶵：區段徵收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報核

雧婱婣惧撼时：107/12/31

內政部業於108年6月10日核定本案範圍及抵價

地比例，因本案都市計畫公展說明會距今已超

過3年，依規定應召開2場興辦事業計畫公聽

會，業於108年7月3日召開第1場興辦事業計畫

公聽會及查估說明會，第2場預計於108年7月

29日舉辦。

D1

8 107

桃園科技

工業園區

計畫(污水

處理廠功

能提昇)

地價科

本案設計監造標案已於107年9月17日決標(由

九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得標，決標金額為206

萬4,395元)，工程採購案再於107年11月28日

決標(由今專企業有限公司得標，決標金額為

2,749萬元)，全案工程費用共計3,419萬7,700

元(中央補助73%)，107年12月24日通過經濟

部工業局107年度現地稽核，再於108年5月27

日通過經濟部工業局108年度期中稽核，全案

預定於108年10月底完工。

 

No. 嵋嵽 期䶃 護讃咅两 旗撇蹽狝徜帹 茔幣霵噢



9 107

桃園市第

39期大園

區菓林市

地重劃

重劃科

1. 南崁溪邊24戶之地上物查估作業，已於
108年6月1日及2日完成查估12戶，訂於
108年7月25日再查估2戶，剩餘10戶將持
續協調，儘速完成全區查估作業。

2. 針對既有建物部分位處重劃範圍疑義，都
發局於108年6月5日召開第3次研討會議，
結論依蘆竹地政事務所實測之地籍線展
繪。

3. 108年4月3日起至108年5月3日公告墳墓
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第1批次 )，補償金額
共計新臺幣766萬4,935元，已於108年5
月8日於本市大園區三石里活動中心發放，
發放金額762萬9,935元。

4. 重劃前後地價已於108年6月26日由鼎盛不
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查估完成，續辦提本市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等相關事
宜。

 

10 107

平鎮地政

事務所暨

南勢行政

園區大樓

新建工程

平鎮地所

108年7月10日「平鎮地政事務所暨南勢行政園

區大樓新建工程技術服務採購案」第1次基本設

計審查會議。

108年7月13日起公告30日「變更平鎮(山子頂

地區)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停七)為機關用地(機

九)及公園用地(公一)(配合南勢行政園區大樓新

建工程)案」樁位測釘測量成果簿及公告。

108年7月19日「平鎮地政事務所暨南勢行政園

區大樓新建工程技術服務採購案」第1次專業技

術協調會議

 

11 108

108年強

化政府基

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

區域聯防

計畫(前瞻)

資訊科

有關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之強化政府基層機

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辦理情形：本市獲

補助款600萬元，另依規定編列配合款400萬

元，接續辦理地政資料中心集中共構建置作業

(含伺服器虛擬化架構、資料儲存平台、LOG分

析管理平台、遠端連線管控稽核平台等)，業於

108年4月30日完成決標作業，目前已進入履約

階段(廠商於6月28日交付設備，並進行安裝)。

 

D1: 開工前預定檢核點進度落後

D2：施工進度落後

No. 嵋嵽 期䶃 護讃咅两 旗撇蹽狝徜帹 茔幣霵噢

 



 

 

(3)1-2-2議員參與會勘未結案件

No. 嵋嵽/旟 期䶃勤礈 詇厸 碨婻 幣絣蹽狝徜帹

1 108/5

「八德區介壽路至

建德路道路新闢工

程」民眾陳情案

呂林小鳳議

員
八德所

本案因陳情人之建物劃入「八德區

介壽路至建德路道路新闢工程」範

圍，爰陳情調整道路用地範圍以免

建物拆遷，本案已由工務局及捷工

局研議是否調整道路線型，本所將

依研商結果辦理假分割事宜。本案

建議解除列管。

2 108/6

新屋區下田心子段

赤牛欄小段1654-

1地號新闢農路案

邱佳亮議員 重劃科

已將其錄案列入109年度農水路改

善計畫之改善路線，屆時提報農委

會核定後辦理，建議解除列管。

3 108/6

桃園區昭揚君典社

區申請借用小檜溪

暨埔子自辦市地重

劃區之中央街15M

道路作為停車使用

案

詹江村議員 重劃科
本案已由養護工程處(道路行政科)依

權責續處，建議解除列管。

 

 

 

(4)1-3-1市政會議交辦列管

No. 旚詇槸僼 期䶃 護讃咅两 旗躨楹朏鶵 蹽狝徜帹要擥



1 160

請針對興南

國中遷校及

設校進度進

行規劃。

區徵科
內政部審查本案範圍

及抵價地比例。

興南國中遷校新址之機場捷運

A21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都市

計畫於106年審定，本案於107

年4月報送區段徵收評估報告書

(含財務計畫)至內政部審議範圍

及抵價地比例，內政部土地徵收

審議小組專案小組先後召開3次

會議審議，並經內政部於108年

6月10日核定。因本案都市計畫

公展說明會距今已超過3年，依

規定應召開2場興辦事業計業公

聽會，業於108年7月3日召開第

1場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及查估

說明會，第2場預計於108年7月

29日舉辦。

No. 旚詇槸僼 期䶃 護讃咅两 旗躨楹朏鶵 蹽狝徜帹要擥

 

(5)2-1 專案列管

No. 期䶃 護讃咅两 旗撇蹽狝徜帹

1 土地界標採購案 測量科

1. 本案廠商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8款規定，業經
市長核准刊登政府採購拒絕往來廠商並經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於108年6月14日辦理刊登，期限為1年（至109年
6月14日截止）。。

2. 本案逾期違約金新臺幣3萬0,408元整已分別於
107/12/18、108/6/5及108/7/4(雙掛號)發函通知廠商
繳納，惟廠商至今尚未繳納，經洽詢法務局及工務局人員
意見，本案擬採雙掛號通知(或公示送達)廠商繳納2次
後，倘仍未繳納，得採民事訴訟確認債權關係後，以強制
執行方式取得違約金。

2
108年度大溪區地

籍圖重測委託辦理
測量科

1. 依契約規範進度執行，刻正辦理協助指界及調查表補正作
業。  

2. 已於108/6/3實地辦理第2期驗收作業完成，經費動支於
108/6/25付款完竣。

3
108年度龜山區地

籍圖重測委託辦理
測量科

1. 依契約規範進度執行，刻正辦理協助指界及調查表補正作
業。

2. 已於108/7/3實地辦理第2期驗收作業完成，刻正辦理後
續經費動支事宜，預計7/30前完成撥付作業。

4 德國參訪 測量科
108/7/16-108/7/27出國參訪，回國後辦理付款及撰寫參訪

報告。

108年度桃園市桃



5

園區圖解數化地籍

圖整合建置及都市

計畫地形圖套疊工

作委託辦理案

測量科
1. 依契約規範進度執行，刻正辦理現況測量及都市計畫樁位

聯測作業
2. 於108/7/4辦竣第1期驗收，108/7/12完成撥付作業。

6

以航空攝影測量辦

理地籍圖重測之研

究案

測量科
1. 第1-2章業務科已檢視並修改完竣。
2. 第3章經廠商108/6/16檢送修正第7版文件後，尚待審查

中。

7

桃園科技工業園區

第二期開發計畫-

徵收計畫工作

地價科

1. 有關本案土地徵收計畫書，嗣經開發範圍變更調整後，本
案於108年1月19日提報地評會查估土地徵收市價，於
108年4月26日、6月28日先後召開2場公聽會，後續預定
於108年8月底前完成協議價購說明會程序，再賡續提送
土地徵收計畫書報內政部審查，以利用地取得。

2. 本府分別於8月18日、22日辦理2場土地預登記招商說明
會，105年9月9日至9月23日受理廠商預登記作業，至今
已由需地廠商申請土地預登記達56.28公頃(達開發後產業
用地總面積38.76公頃之145.20%)。

8

桃園科技工業園區

第二期開發計畫-

協議價購工作

地價科

協議價購作業：

1. 本開發案已整筆取得之公私有土地比例達全開發案面積
89%(約51公頃)。

2. 已協議待完成取得之私有土地比例達全開發案面積6% (約
3.6公頃)。

3. 僅剩黃麗花家族及啟新社福會等私有土地尚有持分未能整
筆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僅占5%，約3公頃)，後續針對前
述持分土地經市長專案報告簽准將以土地徵收方式取得
(持分面積約2990.42平方公尺)。

9

沙崙產業園區整體

開發計畫-用地取

得作業

地價科

1. 本案於107年4月27日完成地上物查估作業，並已於108
年5月辦理地上物複估作業完竣，業於108年6月22日辦
理地上建物統一發價作業。

2. 本案範圍內中油及桃園農田水利會所有土地面積約5.64公
頃，業已全數同意協議價購在案。另範圍內私有土地僅餘
2筆私有土地(1名所有權人)約0.086公頃，持續進行協議
價購作業中，預計於108年7月完成協議價購作業。若協
議價購不成，將以剔除方式辦理，以利工進。

3. 游吾和議員建議發給承租人特別救濟金350元/平方公尺
一案，業經市長批可，將安排於最近一次發價時與評點差
價金額一併發放。

10

機場捷運A10站地

區區段徵收開發

案-區段徵收作業

區徵科

本案工程預定於108年10月10日竣工。新建工程處於108年6

月19日召開會議說明本區工程預計於今年7月底至9月底分區

辦理整地、排水及管線等相關工程初驗作業，並預計於10月

啟動正驗程序。已請本案委外廠商及早進行本案控制測量三階

段審查、界址測量及界樁埋設等作業，以利配合於10月辦理

抵價地及標售土地點交事宜。

1. 已完成出國參訪行程規劃，討論議題草擬中。
                           

No. 期䶃 護讃咅两 旗撇蹽狝徜帹



11 108年度出國計畫 區徵科
                           

2. 規劃參訪單位：馬來西亞布城聯邦行政中心管理局、馬來
西亞土地徵用局、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新加坡市區重建
局、樟宜機場。

12

觀音區草漯(第一

區整體開發單元)

市地重劃案

重劃科

(一)土地分配：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本區自108年5月1

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公告禁止區內土地移轉、設定變更

登記及建築物新建、增建、改建等事項，刻正辦理地主試分配

意見查處、協調及拆單合併申請案分析等作業，預計俟環保局

廢棄物清俊查驗後，接續辦理分配公告作業。

(二)重劃工程：

1. 本區工程由新建工程處代辦，於106年11月1日開工，截
至108年6月底之累計預定進度計46.93%，累計實際進度
計46.81%，預計於109年2月竣工。

2. 觀音區草漯（第一、六單元）市地重劃區內土地遭掩埋廢
棄物案：目前第一單元1案(12筆土地)刻由地主辦理清理
作業，其餘3案(12筆土地)已陸續於108年4月至6月間清
理完竣，並向環保局提送查驗申請，環保局已於108年7
月17日辦理會勘查驗1案，餘2案尚待排定查驗，因廢棄
物查驗結果將影響全區土地分配，俟廢棄物查驗後，續辦
土地分配公告作業；第六單元2案(4筆土地)，經環保局分
別於6月20日及7月5日核准清理計畫，刻正辦理清理作
業。

13

觀音區草漯(第六

區整體開發單元)

市地重劃

重劃科

(一) 地上物拆遷補償：地上物(建物保留外)已全數拆遷並發放

補償費完竣，異議案計13案均已查處完竣並辦理複估公告。

1. 區內特殊農作物(路易斯安娜鳶尾、日本花菖蒲)查估補償
案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複估公告
自108年4月15日至108年5月15日止，地上物所有人於
公告期間提出異議，經查處仍有不服，賡續依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38條規定，提請地評會評定之。另本案查估項
目及面積均於現場確認完竣，業於108年7月5日點交土地
予新工處。

2. 建物保留案計12案，已於107年10月3日召開建物保留說
明會，向建物所有人說明建物保留分析結果，並於108年
3月29日召開全區原位次試分配草案說明會。另本區湖濱
遊憩專用區最小分配面積及共同負擔土地調配原則業於
108年6月13日經本府市地重劃會審議通過，賡續辦理地
主試分配意見查處、協調及拆單合併申請案分析等作業，
預計108年10月辦理全區土地分配草案說明會。

(二) 本區於108年5月9日邀集轄區議員、里長、區公所、地所

及地主代表等相關單位研商新段名為「大觀段」。

(三) 重劃工程：本區工程由新建工程處代辦，於106年11月1

日開工，至108年6月底之累計預定進度計33.31%，累計實際

進度計34.20%，預計於109年8月竣工。

1. 土地改良物查估成果公告期間計有13件異議案，11案已
查處並辦理複估公告，2案申請建物保留，於可行性分析

No. 期䶃 護讃咅两 旗撇蹽狝徜帹



14

觀音區草漯(第三

區整體開發單元)

市地重劃案

重劃科

查處並辦理複估公告，2案申請建物保留，於可行性分析
完竣倘該等建物仍須拆除，再行通知辦理後續複估事宜。

2. 建物保留案計14案，前於107年10月2日召開建物保留說
明會，向建物所有人說明建物保留分析結果，並於108年
2月22日舉辦土地分配原則暨試分配草案說明會，刻正辦
理共同負擔土地調配原則訂定，並研議共有土地拆單分配
方式及協調作法，預計108年8月辦理全區試土地分配草
案說明會。

3. 本區工程由新建工程處代辦，於106年11月1日開工，至
108年6月底之累計預定進度29.16%，累計實際進度
29.48%，預計於109年10月竣工。

15

大園菓林市地重劃

案-公告重劃計畫

書、召開說明會、

地上物查估作業及

發放補償費

重劃科

1. 地上物查估作業已於107年9月14日完成，地上物查估成
果業經各主管機關審查完竣，因南崁溪邊20戶合法既有
建物爭議仍待協調，分別於108年1月5日(星期六)、 26日
(星期六)及5月11日與當地里長、民意代表及土地所有權
人說明溝通專案內容，6月1日及2日業已辦理該社區之地
上物查估作業，至減輕負擔比率、調整街廓原則俟上開專
案提本府市地重劃會審議後再與住戶說明。

2. 針對既有建物部分位處重劃範圍疑義，都發局於108年6
月5日召開第3次研討會議，結論依蘆竹地政事務所實測
之地籍線展繪。

3. 108年4月3日起至108年5月3日公告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
濟金(第1批次)，補償金額共計新臺幣766萬4,935元，已
於108年5月8日於本市大園區三石里活動中心發放，發放
金額762萬9,935元。

4. 重劃前後地價已於108年6月26日由鼎盛不動產估價師事
務所查估完成，續辦提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審
議等相關事宜。

16

桃園航空城聯合服

務中心第二期改善

工程

航開科

1. 設計監造案已於108年7月10日完成評選作業，排定7月
18日辦理議價決標作業，得標廠商依契約規定應於決標
次日起45日內繳交規劃成果。

2. 改善工程預估90日曆天，並配合本科進駐人力需求就辦
公區域與其他區域採分階段施工，後續視設計廠商規劃情
形配合調整。

17

桃園航空

城計畫土

地市價查

估作業

協議價

購市價

查估作

業計畫

航開科

1. 比準地查估成果：有關廠商所提協議價購比準地查估成
果，業經地價科審查通過，並於4月26日提交紙本查估成
果及光碟。

2. 宗地調查及推估作業：宗地調查及推估作業業於5月31日
完成，並將推估成果提供民航局及興利公司。因部分成果
經檢核發現需修正，已於6月14日再提供修正資料。

徵收補

償市價

查估作

1. 宗地調查及推估作業：比準地宗地清冊航開科業於6月5
日完成檢視並提供估價師，其他宗地清冊7月5日已開始
全面進行檢視，預定於8月中完成。

2. 比準地選取作業：在協議價購階段工作小組已就機場園區
劃分地價區段共182個(包含1個公保地)，附近地區第一期
共139個(包含2個公保地)，並於區段內選取比準地進行宗
地價格推估作業。惟需確認協議價購階段選取之比準地是
否皆符合土地徵收補償作業查估辦法之規定，故預定於7
月底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與地價人員及估價師討論比準地選
取相關作業事宜。

No. 期䶃 護讃咅两 旗撇蹽狝徜帹



業計畫
取相關作業事宜。

3. 比準地查估成果：有關徵收補償比準地之查估，依5月30
日前置作業會議決議，廠商預訂於7月26日起分批提供比
準地估價報告書初稿，並於9月中旬決定比準地價格，以
利後續宗地價格推估成果檢視，並於1月中旬提報地評會
審議。

4. 為辦理後續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預定於7月底召開工
作小組，討論後續徵收補償作業細節。

18
桃園航空城計畫地

上物查估作業
航開科

1. 地上物查估內、外業進度如下:
目前廠商刻正就剔除區邊界建物辦理查估，配合拆除線噴
繪作業，預計108年7月30日就剔除區邊界部分完成查估
工作。目前查估廠商配合專案管理廠商紙本審核及現場查
驗作業，後續依補償標準修法內容、權責機關審查意見，
辦理調查表修正及釐整作業。

2. 系統修正進度：
光特資訊公司已就拆遷補償標準修法內容，於7月1日修
正完畢，後續將配合工務局通知更新系統。
                                                                                         
                      

19

桃園航空

城附近地

區(第一

期)區段

徵收計畫

書

土地部

分之區

段徵收

計畫書
航開科

有關附近地區(第一期)土地區段徵收公聽會作業，本科刻正簽

辦實施計畫，俟核可後即辦理開會通知單簽核及相關說明資料

印製等作業。

地上物

之區段

徵收計

畫書

本案將接續土地區段徵收計畫書時程辦理。

20 ISMS推動作業 資訊科
1. 於108年4月24日完成決標，該案已進入履約階段。
2. 已於6月21日及7月8日辦理主管人員資通安全宣導教育訓

練，並辦理四階文件修正作業，目前陳核中。

21
強化資安相關防護

設備採購案
資訊科

1. 於108年4月30日完成決標，該案已進入履約階段。
2. 於108年6月28日廠商於完成硬體設備之交付。

22

赴日本考察成田機

場徵收案例暨徵收

專責機構參訪案

地權科
1. 業於108年7月11日完成出國報告。
2. 本案擬請解除列管。

23
107年本局地政業

務年報
秘書室

1. 契約價金部分108.07.16動支單已送會計室簽付。
2. 退還廠商履約保證金部分已於108.07.15簽

准，108.07.18動支已完成。
3. 本案請鈞長同意解除列管。

No. 期䶃 護讃咅两 旗撇蹽狝徜帹

 

(6)2-2 民意代表關心案件



No.
䴱蹽鑎

婯
期䶃 護讃咅两 撼时 蹽狝徜帹(旗撇載嵽)

1
陳瑛議

員

復興鄉土

地更正分

區為鄉村

區案。

地用科 104/7/23

(1)嘎色鬧部落：市府原民局前於107年12

月24日將調查結果函送本局，本局以108

年1月3日桃地用字第1070067034號函請

市府原民局釐清案內清冊所載門牌之編釘

情形及申請人身分資料。為釐清現況使用

情形及框選分區更正範圍，市府原民局於

108年4月1日邀集相關機關辦理現場會勘

及現況測量作業，並於108年6月5日依現

勘結果函請本市大溪地政事務所配合協助

辦理預為分割作業，本案經市府原民局於

108年7月2日將確認之分區更正範圍及相

關資料函送本局，並經本市大溪地政事務

所於108年7月22日協助製作非都市土地

使用相關圖冊，目前刻正簽辦公開展覽作

業。

(2)武道能敢部落：市府原民局於108年4

月23日函送調查成果至本局，本局於108

年5月1日函請市府原民局補正(土地清冊

資料誤植、土地使用調查紀錄表與建物清

冊缺漏等)，另市府原民局與本局於108年

7月3日至該部落辦理現地會勘並請本市大

溪地政事務所辦理現況測量。本案俟市府

原民局將確認之分區更正範圍及相關資料

函送本局後，再配合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3)配合內政部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

報第14次會議決議，本局函請市府原民局

協助辦理規劃期程，市府原民局業以108

年7月15日桃原產字第1080011745號函

將本市武道能敢部落及嘎色鬧部落之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編定計畫進度及預定

辦理期程送內政部營建署，據以管控前開

部落分區更正作業期程。

 

  TOP



肆、各科室報告

地籍科
一、地籍業務(謝碧育)

(1)地籍清理代為標售作業

1. 代為標售108年度第1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已於108年7月3日辦理開標作

業，總計決標15標土地，決標面積25,952.97平方公尺，決標總金額新臺幣8,439萬

3,715元。

2. 代為標售108年度第2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標的，自108年7月3日至108年10

月3日公告標售，預計於108年10月4日辦理開標作業。

(2)清理登記名義人無登載統一編號土地

1. 依內政部規定本市於108年應清理3,240筆，至108年度6月份已清理5,104筆，年度達

成比率157.5%。

2. 自102年起至108年6月底合計清理完成129,244筆(至107年底清理總數應達124,140

筆)，佔本市應清理總數(172,445筆)之74.95%。
 

蹽狝徜帹
乴嗶嘇殬稃69杴

旋樺

軱皼蹽狝籈䲍粿

蔶旋樺
磒昁蹽絓慖 募裟

至107年12月底止 9,635 44,144 70,361 124,140

胊108嵋6旟嵬樹 9,843 44,517 74,884 129,244

108嵋蹽狝紕搟 208 373 4,523 5,104

 

二、不動產糾紛調處(賴怡廷)

(1)107年至108年受理調處案件統計表：



1. 107年至108年受理調處案件統計表：

嵋嵽 純損䶃邦 視蔬婣惧/簧期 捻喵 题喵 蹽狝䲺

107 15 1 6 6 2

108 14 0 3 1 10

 

2. 截至108嵋7旟18撼，目前辦理中不動產糾紛調處案12件。

3. 本市第3屆「自耕保留交換調處會」委員遴聘業於108年5月20日經市長核定，委員聘書已製

作完成，並請地政事務所協助頒發予轄區調處委員。

4. 訂於108年8月9日召開本年度第3次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計有「蕭仁義先生等5人申請八

德區大福段163-1地號土地共有物分割調處」、「財團法人台灣省桃園縣中壢慈惠堂申請中

壢區興南段興南小段227-118地號土地共有物分割調處」、「葉嘉弘先生等2人申請中壢區

忠福段3370地號土地共有物分割調處」、「王賀盛先生等4人申請觀音區草漯段488-4地號

土地共有物分割調處」、「高興增先生等2人申請新屋區社子段179-1地號等6筆土地共有物

分割調處」等5案。

三、外國人及大陸地區人士取得移轉不動產業務

(1)外國人取得移轉不動產(謝祥鐙)

108年6月外國人取得及移轉案件統計：

霵僼

雜病
䶃摏

嗶嘇阹礤

(〩)

巑煀阹礤

(〩)
乖珿僝列

取得 3 25.18 164.24
商業區、乙種工業區、一般農業區甲種建築

用地

移轉 4 53.91 460.64 住宅區

 

(2)大陸地區人士取得移轉不動產(馮天毅)

108年1月至108年6月大陸地區人民申請取得不動產共計6件，1件經內政部許可並辦畢登記，3

件經內政部許可未辦理登記，2件陳報內政部審核中。大陸地區人民申請移轉不動產共計1件，尚

在本局審核中。
 

四、土地登記業務

(1)土地登記業務

1. 有關內政部函祭祀公業依祭祀公業條例相關規定成立法人，並就其名下不動產申請所有權更

名登記應附文件研提意見一案，本局經彙整各所意見認為祭祀公業法人依祭祀公業條例第28

條、第50條第1項與第2項規定申請更名登記，縱未依土地登記規則第35條規定檢附原權利



書狀，仍得辦理更名登記。惟權利書狀為他人占有情形案件，多涉及私權爭執，為避免標的

經處分移轉後衍生相關權利無法回復之情形，併建議申請人應隨案檢附切結書，承諾於相關

訴訟未終結前該公業暫不處分土地。

2. 各地所辦理跨所土地登記作業至今，作業程序已臻熟練，經各地所於「108年度第3次土地

登記暨地籍業務精進會議」中表示跨所受理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辦理土地登記案件，實

務上無窒礙難行之處，是本局修正「桃園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土地登記

作業要點」第3點即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辦理土地登記案件得跨所收辦，並自108年7月

5日生效。

3. 為減少遠途申請人申請登記案件往返次數以節省時間、交通成本，提昇為民服務效能，本局

修正「桃園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受理遠途申請人申請登記案件先行審查作業要

點」第4點即增加信託案件（限自益信託）及抵押權讓與登記案件列入先行審查項目，並自

108年7月5日生效。

4. 有關內政部函請就「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WEB版」之登記案管系統「登記收

件資料建檔作業」可輸入多筆地、建號及權利人、義務人資料之實務，研提執行建議一案，

本局經彙整各所意見認為地政事務所受理登記案件時應輸入全部地、建號及權利人、義務人

較為妥適。

5. 為配合地目等則制度廢除，本局修正「桃園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受理通信申請登

記案件及地籍謄本實施要點」第2點第7款規定，將「塗銷地目」案件適用通信申請予以刪

除，並自108年7月5日生效。

6. 有關逾期未辦繼承登記相關業務(馮天毅)：

(1)本局及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守護祖產，全面出擊」繼承登記13區巡迴聯合宣導列車活

動，於107年1月23日活動辦理完成後至108年6月28日止，本市已有6,183筆(棟)不動產已

辦竣繼承等相關登記，面積約198.9公頃，其價值以107、108年土地公告現值計約新臺幣

111億3,967萬元，持續追蹤活動績效。活動辦理後執行績效如下表：
 

伳樹僮穸摏

攙鑪

嗶嘇 巑煀 募裟

筆數
持分面積

(公頃）

公告土地現值

總和（元）
棟數

持分面積

(公頃）
筆棟數

持分面積

(公頃）

107嵋囎蜣紕搟 4,235 129 92億1760萬 139 1.4 4,374 130.4

108嵋囎蜣紕搟 1,754 68 19億2,207萬 55 0.5 1,809 68.5

募裟 5,989 197 111億3,967萬 194 1.9 6,183 198.9

 

(2)本局以「守護祖產，全面出擊」計畫代表參加本市金桃奬一案，刻正撰寫參賽評量

表。(馮天毅)

(3)列冊管理情形：(黃盈蓁) 108年6月30日列冊管理總量為8萬2,853筆棟、面積約1,281.77

公頃，土地以108年公告現值約932億4,887萬元。
 

7. 訴願、訴訟案：



 

 嵦蔶 期琈 蹽狝徜帹  慖蹽䵇  
 

 1  

楊日益向本局申請更正桃園區新埔段519地號等7筆土地

之所有權人一案，經本局函復說明除221地號係由桃園水

利組合辦理總登記申報登記為所有權人外，其餘土地皆為

無人申報，並經相關程序完成國有登記，無土地法第69

條規定適用。其不服上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經市府訴

願審議委員會為「訴願駁回」之決定。楊日益不服復向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本局業以107年11月26

日桃地籍字第1070059740號函檢送答辯書及相關卷證在

案。

馯稠蜣搖殬锹嫀狝
䲺賈昃期峉撓108
嵋1旟16撼务4旟24
撼勃鑢浭佰磢嵦
嶄賈裙撓8旟1撼勃
鑢裗褵躆覭嶄Ｏ

劉怡均

 2 

陳永城等人申請發給本市蘆竹區坑子段土地公坑小段75

地號等33筆土地(登記名義人陳鄙)地籍清理土地價金，經

審核其非屬登記名義人陳鄙之繼承人，依法駁回所請。陳

永城等5人不服上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經內政部訴願

審議委員會於107年11月26日為「訴願駁回」之決定。

陳君等5人不服復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高等行政法院審理

中，本案已於108

年3月13日、4月17

日、5月29日及6月

12日召開4次準備

程序庭，108年7月

11日召開言詞辯論

庭賈裙撓8旟8撼婺

僻Ｏ

邱惠芬

 

五、各地政事務所登記案件統計情形(謝祥鐙)

(1)各地政事務所登記案件統計情形

1. 108年截至6月各地政事務所登記案件量統計(不含子號)

嘇愗 朚嗩 䲺垹 偂庎 校杜 蓝秐 嵊銅 埾涁 鹳孈

總計案件量(A+B) 4,679 4,267 2,093 1,924 1,924 1,773 1,441 1,233

本所案件量(A) 2,749 2,986 1,046 1,636 1,484 1,037 1,229 755

跨所案件量(B) 1,930 1,281 1,047 288 440 736 212 478

被他所登記案件量 986 1,562 628 724 812 735 654 487

年度累計(至6月) 27,947 24,043 11,363 11,978 12,368 11,407 8,926 7,543



 

2. 108年6月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代收其他縣市案件計477件，其他縣市代收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案

件計370件。

雜病
朚嗩嘇

愗

䲺垹嘇

愗

偂庎嘇

愗

嵊銅嘇

愗

蓝秐嘇

愗

校杜嘇

愗

鹳孈嘇

愗

埾涁嘇

愗
   募裟

本市代收其他

縣市案件
111 100 69 46 56 16 31 48 477

其他縣市代收

本市案件
67 84 24 26 29 50 43 47 370

 

 

3. 108年7月起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收辦其他直轄市案件計7件，其他直轄市收辦本市各地政事務

所案件計19件。(統計期間108年7月1日~108年7月19日)



雜病
朚嗩嘇

愗

䲺垹嘇

愗

偂庎嘇

愗

嵊銅嘇

愗

蓝秐嘇

愗

校杜嘇

愗

鹳孈嘇

愗

埾涁嘇

愗
   募裟

本市收辦其他直

轄市案件
2 1 0 2 0 0 0 2 7

其他直轄市收辦

本市案件
1 10 1 1 0 2 2 2 19

 

六、市有土地管理(呂紹偉)

(1)市有土地管理

本市市有耕地共計519筆(面積63.23公頃)現況及使用情形清查結果如下：

1. 租約管理:

碶篛撐左 嘇蔶 琊覢䵇 載嵽

繼承租約
大園區沙崙段沙崙小段1890-1地號

等
 楊淞惇 已完成換約

 

2. 有關本市觀音區忠孝段230、234、321、420地號等4筆土地變為非公用財產並辦理移交國

產署接管1案，目前已與國產署桃園辦事處完成點交程序，該辦事處於108年7月17日函請繕

造土地登記申請書等資料，俟本局函復後續辦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事宜。

3. 有關本市新屋區社子段241-1及241-3地號土地及其上環保公園管理權責1案，已於108年7

月17日邀請各單位前往現勘，經現場勘查為早期掩埋場復育場址，待查明相關資料後再釐清

管理權責為新屋區公所或環保局。
 

七、地政士業務(陶敏)



(1)地政士業務

1. 截至108年6月30日止，本市開業地政士共計1,108人。

2. 本市地政士公會概況：

偃旚勤礈 狝䴘鑎 䵇摏

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陳榮杰 870

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 林育存 193

桃園市大桃園地政士公會 楊華龍 95

 

3. 地政士業務檢查:

辦理本市地政士業務檢查，本(108)年度預計檢查111人，第1季已檢查23人、第2季35人，

累計檢查人數計58人，另針對檢查未符合規定者，持續追蹤改善情形並辦理複查事宜。

4. 民眾陳情、檢舉地政士案件：

嵦蔶 楹胠䵇 螂楹胠䵇
輬劤嘇搖埂殬衦婱

蹽狝徜帹
杴蔶 杴摞倾媐

1 陳○○ 江○○地政士 第6條

因業務上有犯罪行為

受有期徒刑之裁判確

定

辦理中

2 陳○○ 邊○○地政士

18條

 

27條

受託辦理業務確實核

委託人身分執業之禁

止行為

結案

3 陳○○ ○○地政士公會 33條 公會疑似拒絕陳君入
會

結案

 

5. 本局108年6月11日舉辦「桃園市108年度地政士業務座談會」已圓滿結束，並於108年7月

8日函送會議紀錄

6. 「為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民眾權益，本局刻正製作「委託合法雙地政士 雙重保障交易

安心」宣導動畫影片，宣導委託合法地政士及查詢管道、雙地政士制度及地籍異動即時通

等。

測量科
一、局長裁示議題

(1)無



嘇搖䴘冰愗
嵋旟䶊

雜病

108嵋
嵋嵽嵊嘞撼摏

1旟 2旟 3旟 4旟 5旟 6旟

朚嗩嘇搖䴘冰愗
平均日數 7.2 9.6 9.9 9.7 8.8 7.7

8.8
複丈案件數 198 139 240 164 186 173

䲺垹嘇搖䴘冰愗
平均日數 9.8 9.2 9.4 9.8 9.7 9.5

9.6
複丈案件數 287 200 325 316 422 291

埾涁嘇搖䴘冰愗
平均日數 9.9 9.8 9.9 9.7 9.8 9.5

9.8
複丈案件數 269 170 248 267 256 239

校杜嘇搖䴘冰愗

平均日數 9.3 8.7 8.1 9.2 9.9 8.6

9.0

二、工作報告

(1)地籍圖重測業務：

1. 地籍圖重測業務：

108年度地籍圖重測辦理地段、筆數及面積詳如附表（附件1），各測區展辦情形如下：

 (1) 中央補助款部分：

1.大溪測區（自辦）：刻正辦理地籍調查及協助指界作業。

2.大溪測區（委外）：刻正辦理地籍調查及協助指界作業。

3.蘆竹測區（自辦）：刻正辦理地籍調查及協助指界作業。

 (2) 市自籌款部分：

1.新屋測區（楊梅所）：刻正辦理地籍調查及協助指界作業。

2.龜山測區（委外）：刻正辦理地籍調查及協助指界作業。

2. 三圖套疊工作：

108年度三圖套疊工作辦理地段、筆數及面積詳如附表（附件2），

各測區展辦情形：

(1) 中央補助款部分：

　　1.中壢測區（自辦）：刻正辦理現況測量、都市計畫樁位聯測及套圖分析作業。

　　2.桃園測區（委外）：刻正辦理現況測量、都市計畫樁位聯測及套圖分析作業。

(2) 市自籌款部分：

　　桃園測區（委外）：刻正辦理現況測量、都市計畫樁位聯測及套圖分析作業。

三、再鑑界案件辦理情形

(1)無

四、各所土地複丈案件及建物測量案件辦理情形

(1)108年1月~108年6月桃園市各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案件辦理情形統計表



複丈案件數 223 153 197 229 216 241

蓝秐嘇搖䴘冰愗
平均日數 11.6 7.2 8.9 8.6 9.8 8.3

9.2
複丈案件數 187 108 189 227 205 203

偂庎嘇搖䴘冰愗
平均日數 7.1 6.7 6.9 6.7 7.2 7.3

7.0
複丈案件數 103 47 109 85 103 83

嵊銅嘇搖䴘冰愗
平均日數 6.7 8.4 6.4 8.9 5.1 6.3

6.9
複丈案件數 107 78 113 113 114 100

鹳孈嘇搖䴘冰愗
平均日數 9.4 8.7 9.2 6.2 9.2 8.0

8.2
複丈案件數 80 60 61 113 77 85

募裟 複丈案件數 1454 955 1482 1514 1579 1415
8.9

(總平均日數)

 
 

 

(2)108年6月建物產權測繪案件類型統計及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件平均辦理日數統
計表

嘇愗

籈裟雜病
朚嗩愗 䲺垹愗 埾涁愗 校杜愗 蓝秐愗 偂庎愗 嵊銅愗 鹳孈愗 募裟

嘇愗媽嘇洃絁 1 1 32 1 8 0 2 0 45

嘇愗踠絁 4 88 58 19 69 15 6 11 270

嫟慗䵇厸踠絁笔禷 0 699 0 0 1 0 0 0 700

嫟慗䵇厸

絁蟔笔訠

巑窠崂 107 0 0 25 0 295 0 14 441

洃邦慗崂 0 157 2 12 0 0 0 0 171

偍䵣 0 0 0 0 0 0 0 0 0

期䶃邦募裟 5 788 90 20 78 15 8 11 1015

嵊嘞蹽狝撼摏 7.2 8.9 8.5 5.2 7.9 6.3 7.9 2.4 6.8

地價科



一、地價業務

(1)「桃園地價基準地資訊化查估建置計畫(第二期)委託專業服務案」辦理招標

「桃園地價基準地資訊化查估建置計畫(第二期)委託專業服務案」辦理招標中

為配合內政部精進地價查估之政策目標、並強化實價登錄之加值運用，本局於107年度

辦理「桃園地價基準地資訊化查估建置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以科學化之電腦操作進

行近價區段劃分、地價基準地選定與查估作業，並進行基準地地價指數之編製，以掌握

地價變動情形，作為市價查估調整之參考。

本年度將以去年成果為基礎，更進一步透過電腦自動估價方式進行基準地之地價查估，

精進「地價基準地」制度之應用與規劃，深化先前研究成果，以科學化、客觀化及自動

化方式查估土地地價，以提升我國公部門地價查估技術，擴展專案之地區範圍與適用對

象，加值應用實價登錄資訊，提供不同面向的價格趨勢，供社會大眾及專業人士參考。

本案已於5月3日辦理採購評選完畢，5月14日辦理底價審議小組會議，5月16日決

標，6月18日工作計畫書審查完畢，7月8日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預計於決標次日起

215日曆天內完成工作事項，相關展辦紀錄並同時提報於本府研考系統。

(2)實價登錄報表及相關分析

108年至5月底止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情形，買賣登記案件計15,971件，申報

率為100%，揭露率為94.03%，另108年度截至6月底裁罰案件共計9件，裁罰原因皆為

實價登錄申報不實。

針對實價登錄交易案件及新建案區位行情綜整如附件1、附件2。

(3)基準地業務

已於107年12月6日召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內政部委託辦理地價基準地選

定、查估及審議作業情形檢討會議」，內政部指示108年度原則於各區非都市土地中地

價最高之甲（乙）種建築用地內新增1點。108年桃園市地基準地查估點數預計新增13

點，總計108年本市地價基準地查估點數為143點，並於5月15日召開第1次審議會議(新

增點選定)，逐點審議完畢。

(4)航空城區段徵收市價查估

得標廠商於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第一期)區段中分別選取比準地辦理查估工作，於108

年3月6日第7次工作小組通過協議價購估價報告書審查，並完成審視意見修正。5月底

完成機場及附近地區所有協議價購市價推估後，已於108年7月15日開始辦理協議價

購，惟多數民眾對於協議價購價格不甚滿意，經市長於108年7月18日專案會議裁示

後，擬先檢視各地價區段價格差異之必要性後視情形予以整併，以期降低各區段價格間

之差異率。

二、工業區開發

(1)桃園科技工業園區



(1) 污水淨水廠設備維護

有關桃科工業園區工業用水水管汰換工程，已於107年5月底完工，本汰換工程共計1億

6仟2佰萬元，已納入桃科二期開發成本。另污水淨水廠第二次重置工程已於107年7月9

日開工(針對已逾使用年限並不堪使用之機電設備辦理重置工程)，工期12個月(已於108

年7月9日報竣)，本案預計金額1億元，由桃科結餘項下支付。

此外，為因應109年氨氮標準加嚴政策研擬脫硝去氮功能設備，本案正邀集環保局、工

研院等相關單位研議後續規劃設計，後續擬委託亞朔公司辦理發包、施工，初估費用約

1億5千萬，由桃科結餘項下支付，亞朔公司目前(7月)已進行發包作業中，預計發包完

成後工期為12個月。

另前瞻計畫之桃科污水處理廠功能提升案，本案設計監造標案已於107年9月17日決標

(由九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得標，決標金額為206萬4,395元)，工程採購案再於107年11

月28日決標(由今專企業有限公司得標，決標金額為2749萬元)，全案工程費用共計

3,419萬7,700元(中央補助73%)，本案期末稽核已於107年12月24日經工業局稽核通

過，108年期中稽核已於108年5月27日經工業局稽核通過，賡續依契約執行，預定於

108年10月前完工。
 

(2) 住宅社區用地出售：

桃科住宅社區觀音區觀玉段37等23筆地號已依據桃科二期開發計畫規劃讓售予桃科二

期拆遷戶安置使用，均已移轉及點交完畢；另觀玉段37-24地號已於12月21日於白玉活

動中心開標，本次標售由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投標金額新臺幣1億9,738萬999

元得標。本案已於108年5月16日辦理產權移轉作業完竣。
 

(2)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第二期開發計畫

(1)土地徵收計畫：

本案土地徵收市價查估案已於108年1月19日送地評會評議，另為利開發進度本局定於

108年4月26日辦理第一場徵收公聽會，於108年6月28日辦理第二場公聽會，後續預定

於108年8月底前提送土地徵收計畫書報內政部審查，以利用地取得。

(2)協議價購用地取得：

A. 本開發案已整筆取得之公私有土地比例達全開發案面積89%(約51公頃)。

B. 已協議待完成取得之私有土地比例達全開發案面積6% (約3.6公頃)。

C. 僅剩黃○花家族及啟○社福會等私有土地尚有持分未能整筆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僅占

5%，約3公頃)，後續針對前述持分土地將以土地徵收方式取得(持分面積約2990.42平

方公尺)。(經市長於108年2月28日簽准在案)。

(3)招商預登記：

前於105年8月18日、22日辦理2場土地預登記招商說明會，105年9月9日至9月23日受

理廠商預登記作業，至今已由需地廠商申請土地預登記達56.28公頃(達開發後產業用地

總面積38.76公頃之145.20%)。
 

 

岼丳載嵽蜿



岼丳雜病 雧婱攙鑪 佰褒

載蜣鑢畓裟瑂詡旋务岼磢褄裟丳桄 108.04.01  

婣惧珿嘇劭幮丳桄 108.12.31 預定

婣惧岼磢褄裟 109.02.28 預定

婣惧摋嘇扩欋岼磢(勆蹽狝雧畒裯嶷吝䳘珿嘇乖珿槡磒

䴱賈抧乲嶷吝借蜣琊覢巑窠囎瀾)
110.12.31 預定

婣惧嗩列偃偈褄撔岼磢 111.09.30 預定

 

 

(3)沙崙產業園區整體開發計畫

(1) 開發計畫核定：

內政部前於106年3月17日核准本案開發許可，再於107年2月1日由經濟發展局報送補

正資料供經濟部工業局辦理備查作業，並經工業局於107年2月21日同意本案先行辦理

核定設置再核定備查，本案嗣於107年3月1日由經濟發展局核定本園區設置及公告。

(2) 委託開發商作業進度：

為加速推動本開發案之進行，本局甄選「亞朔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為受託開發廠商，並

於106年11月10日完成開發商簽約，且開發案工作計畫書經本局於106年12月15日准

予備查在案。另為辦理開發案之前置作業，本案細部設計之地質鑽探作業已於107年7

月9日起進場施作，並送實驗室檢驗。

(3) 國有土地取得作業： 

A. 本案前於107年5月25日及6月4日，分別向國有財產署、公路總局及本府養護工程處等

管理機關，申請辦理專案讓售國有土地作業在案。國產署經管公有非公用土地，業經該

署同意辦理讓售，經本局於108年1月29日繳清土地價款後，業辦理所有權移轉作業完

竣。另公路總局經管公有道路用土地，業於108年7月17日函送國有土地承購申請書向

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辦理讓售相關事宜。

B. 另本府養護工程處經管國有土地(沙崙段沙崙小段150-109地號)因考量現況仍供道路使

用，該處會勘人員不建議變更為非公用使用，後續擬辦理剔除開發範圍作業。 

(4) 協議價購：

A. 為避免因土地產權移轉及新增地上物致查估與發價作業產生困擾，本案業依產創條例規

定禁止移轉最長不得超過兩年之規定，本案業於108年3月14日再行函囑蘆竹所辦理展

延禁止移轉註記一年(至109年3月30日止)。

B. 本案於108年3月23日、24日及6月22日辦理農林作物補償費、人口搬遷費、375承租

人補償費及地上建物補償費(救濟金)發放作業，共計已發放約7億5,773萬餘元。經統計

地上建物所有權人僅餘5名尚未領取補償費(救濟金)，另將逐一約時間辦理個別發價作

業。

C. 本案範圍內中油及桃園農田水利會所有土地面積約5.64公頃，業已全數同意協議價購在

案。另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約1.67公頃已有1.58公頃完成協議價購作業(刷碘无嗶嘇阹



礤95%)，刻正陸續辦理所有權移轉中。本案僅餘2筆私有土地(1位所有權人)約0.08公

頃，尚未完成協議價購。倘七月仍協議價購不成，為避免協議價購過程太長影響開發進

度，擬研議採剔除開發範圍方式處理，並辦理變更可行性規劃及開發計畫等變更作業，

以利工進。

D. 另本局於108年3月19日應游吾和議員之邀，進行沙崙案發價作業說明會，會中游議員

建議為回應承租人就本案出租耕地長年之土地改良貢獻，除發給1/3之地價補償及發放

200元/ m²之土地改良救濟金外，再行加發特別救濟金350/ m²一節，經本局考量開發

成本、農民土地改良貢獻及降低開發阻力等因素擬同意發給，案經市長於108年7月4日

核准發放350/ m²之特別救濟金，並同意於最近一次辦理發價作業時一併發放。

E. 本局於辦理協議價購作業同時，業已要求受託開發商預為辦理公共工程規劃設計作

業。另本案公共工程總顧問專業服務案招標作業，業於108年7月12日上網公告，並將

於108年8月13日開標，刻正辦理成立評選委員會相關作業中。本案預計得於109年底

完成整地及邊溝施作等公共工程作業。

 
 

岼丳載嵽蜿

岼丳雜病 雧婱婣惧攙鑪

婣惧嗩列珿嘇劭幮 108.06.30

婣惧摋嘇务轡浴岼磢撔岼丳桄 109.12.30

 

 

(4)大潭濱海特定工業區(第2期)開發案

本案前報請經濟部工業局核定專案讓售觀音區溪口段1、3、5、8及10地號土地一案，經濟

部於107年12月7日轉陳行政院核准專案讓售予台電公司審查後，俟於108年3月12日函復本

府前揭專業讓售案業經行政院同意在案，本局業已發文函請台電公司繳納土地價款，惟經台

電公司電話說明，刻正辦理籌措土地價款作業中，本局將俟台電公司繳款完成後，接續辦理

專案讓售相關作業。

(5)2019桃園農業博覽會「天候競技場」辦理情形：

1. 有關「天候競技場」展覽設施專業服務委託案，業於108年4月30日上網招標，並於5月

27日召開委託案評選委員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決定「互體創意行銷公司」為優勝廠

商，且於6月17日決標，並於108年6月19日決標公告，並於108年7月18日完成簽約作

業。

2. 本案業於108年7月12日辦理第一期工作報告書審查會議，該工作報告書經得標廠商依

會議決議修正後同意備查在案。廠商刻正製作第二期工作報告書及先行辦理基地除草整

地作業中，本案規劃固定於每週四召開工作小組，以掌握策展進度。

三、不動產交易業務

(1)預售屋聯合稽查辦理情形



108年預售屋聯合稽查展開機動查核，5月份以龜山區長庚商圈為主軸查核7案， 全市將

持續查核中；改正後建案契約公布於本局官網／不動產交易專區供民眾查閱，本市預售

屋聯合稽查地圖亦請本市桃寶網廠商建置中，消費糾紛或民眾檢舉之案場，已建檔列入

優先查核對象，自去年7月至今年6月底已稽查51件。

(2)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新制實施辦理情形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於107年6月27日實施，截至108年6月10日為止，本市依

規定完成租賃住宅服務業(包租業及代管業)登記者共62家，本局並辦理宣導說明會26場

及活動擺攤7場，累計參與人數達4,560人，並發布3支宣導動畫短片及客語配音版共計

4支，點閱合計超過7,800次。

地用科
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

(1)原住民保留地使用分區更正案(黃政穎)
 

1. 嘎色鬧部落：市府原民局前於107年12月24日將調查結果函送本局，本局以108年1月3

日桃地用字第1070067034號函請市府原民局釐清案內清冊所載門牌之編釘情形及申請

人身分資料。為釐清現況使用情形及框選分區更正範圍，市府原民局於108年4月1日邀

集相關機關辦理現場會勘及現況測量作業，並於108年6月5日依現勘結果函請本市大溪

地政事務所配合協助辦理預為分割作業，本案經市府原民局於108年7月2日將確認之分

區更正範圍及相關資料函送本局，並經本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於108年7月22日協助製作

非都市土地使用相關圖冊，目前刻正簽辦公開展覽作業。

2. 武道能敢部落：市府原民局於108年4月23日函送調查成果至本局，本局於108年5月1

日函請市府原民局補正(土地清冊資料誤植、土地使用調查紀錄表與建物清冊缺漏等)，

另市府原民局與本局於108年7月3日至該部落辦理現地會勘並請本市大溪地政事務所辦

理現況測量。本案俟市府原民局將確認之分區更正範圍及相關資料函送本局後，再配合

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3. 配合內政部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14次會議決議，本局函請市府原民局協助辦

理規劃期程，市府原民局業以108年7月15日桃原產字第1080011745號函將本市武道

能敢部落及嘎色鬧部落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編定計畫進度及預定辦理期程送內政

部營建署，據以管控前開部落分區更正作業期程。

 

(2)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案件(莊璧華)
 

1. 為保護優良農業環境，確保全國農地需求總量，同時兼顧地方發展需求，市府以全市轄

區為範圍並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等使用分區檢討變更工

作，其辦理方式及程序均應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

知」辦理。

2. 市府以全市轄區範圍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檢討後本市擬由特定

農業區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案件為43案，面積合計約4800餘公頃；擬由一般農業區變



更為特定農業區之案件為1案，面積約21餘公頃。依內政部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

區檢討變更案審查核備作業程序，本案除由內政部將地方政府所提調整案函請中央有關

機關提供審核意見外，並將逐案召開「機關研商會議」、「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及

「區委會大會」審議討論（或報告）後，內政部再據以審查核備。

3. 查內政部已分別於107年9月21日、107年12月5日及108年6月12日召開「機關研商會

議」、「第1次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第2次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審議，並於108

年7月2日函送「第2次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會議紀錄，依會議紀錄決議事項，內政部

區委會委員主要有以下建議意見：「一、請本府加強論述本市未來國土計畫規劃與農業

發展政策之內容。二、因本市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面積量體龐大，請

市府就現行分區檢討範圍，應以更嚴謹之態度清查農業使用面積比例超過80%以上者進

行適度縮減。」，針對前開議題本局已於108年7月10日函請市府農業局、水務局、都

市發展局、經濟發展局及環境保護局就會議結論內容配合辦理補正事項，並於108年7

月18日召開研商會議完竣，目前刻正彙整相關補正資料，俟完成補正後，依限於108年

7月31日前重新報送內政部續審。（郭麗華議員、莊玉輝議員、劉勝全議員、徐玉樹議

員、李柏坊議員關心）
 

(3)黃家金申請農地重劃區保留地（觀音區三座屋段新興小段612地號）更正編定
疑義案(吳佳蓁)

1.本案前經本局於107年8月9日函請內政部就本案土地得否整筆土地辦理更正編定為甲

種建築用地ㄧ節，予以釋疑，內政部業於9月7日函復表示農地重劃區範圍內，部分未參

加交換分合之保留土地，並非全部是建地目。本案得否辦理更正編定及得否以全筆土地

核准其更正編定面積，因案關個案事實審認，內政部復請市府依前開說明及製定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9點（二）說明2及第23點規定，本於權

責依法審慎核處。

2. 經本局再三詳加研究，本案仍應依內政部前開復函指導及歷年所為更正編定之相關函

釋規定辦理，亦即仍應以合法建物面積加計法定空地面積辦理更正編定。惟申請人仍未

能接受且於108年2月25日向市長提出陳情，經市長裁示請本局再次就農地重劃保留地

辦理更正編定案函請內政部釋疑，本案申請人業於108年3月27日向本局提出說明書，

因案涉重劃及地目變更相關疑義，經簽會重劃科及地籍科表示意見，並綜整意見後，本

局業以108年6月3日府地用字第1080135148號函報內政部釋疑。

3.本案經內政部於108年6月28日函復，本案仍應依內政部107年9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

第1070060082號函續處。市府業以108年7月10日府地用字第1080163952號函復申

請人，倘欲申辦本市觀音區三座屋段新興小段612地號土地由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更正

編定為同區甲種建築用地，仍請依市府107年10月1日府地用字第1070230766號函及

參依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釋，檢具編定前已為合法

房屋之證明文件，如水電證明、稅捐、設籍或房屋謄本、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證明……

等，向本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提出更正編定申請。

 

(4)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含工業專用港)第2次變更開發計畫暨第1次變更工業區細部



計畫之變更編定案(李政駿)

中油公司於108年5月15日函送「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含工業專用港）第二次變更開發

計畫暨第一次變更工業區細部計畫」工業區第一期發展區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申請

案，市府經濟發展局於 108年6月27日函復本局，經查中油公司尚未繳納回饋金，並函

請中油公司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34條規定繳納回饋金。中油公司業於108年7月1日繳納

回饋金完竣，爰本局於108年7月24日核准變更編定案。

 

(5)「美超微科技園區計畫變更可行性規劃報告暨開發計畫(第6次計畫內容變
更)」之變更編定案(吳佳蓁)

美超微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6月19日提送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申請案，申請八德

區大安段538地號部分及539地號等2筆土地由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及特定農業區水利用

地變更編定為工業區國土保安用地。本局業於108年6月24日函請申請人補正及107年7

月4日函請市府經濟發展局依產業創新條例等規定核算回饋金額後逕復美超微電腦股份

有限公司。
 

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1)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1. 108年6月已裁處案件共計40件，另違規使用查處中案件約446件，刻正積極函請公所查

報、陳述意見及會勘、裁罰等作業。本局近3年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案件量統計詳如下：
 

嵋嵽 105嵋 106嵋 107嵋 108嵋(1-6旟)

䶃摏 670 544 578 311

螘繇邨霤(范倚) 5,634 4,709 5,306 2,738

 

(2)新屋區吉祥段318地號土地違規鋪設水泥地坪及堆置雜物等使用一案。(蕭百
芸)

本案土地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經本局於108年6月27日邀集相關機關現地會勘結果，現

況鋪設水泥地坪及堆置雜物等使用，面積約3,849平方公尺，並經本府農業局審認非符農業

使用。本案業於108年7月22日裁處罰鍰新臺幣9萬元並命停止非法使用及於1個月內依法申

請恢復土地容許使用項目。(彭俊豪、邱佳亮議員關心案)。

 

(3)八德區大和段783地號土地違規作資源回收場使用一案。（游教藝）

本案土地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經本局108年4月9日邀集相關機關現地會勘結果，現況作

鐵皮圍籬、棚架、建物、電捲門、地磅等作紙類回收場使用使用，面積約3,165平方公尺，

並經本府農業局審認非符農業使用。本案業於108年4月11日裁處罰鍰新臺幣8萬元並命停止



非法使用及於1個月內依法申請恢復土地容許使用項目，另違章建築部分，市府建築管理處

已辦理拆除作業。桃園市八德區公所於108年5月27日查報，現場已未作紙類回收場使用，

惟仍有水泥柏油鋪面、建物、鐵皮圍籬、鋼柱、地磅、廢紙堆等，尚未恢復原貌，並經本府

農業局審認非符農業使用，市府已於108年6月10日函請違規行為人及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

見，並排定108年7月2日辦理現地會勘，會勘結果現場土方使用部分，依本府農業局簽見請

土地所有權人於1個月內種植農作物，邊坡植草，防土滑落，本局已於108年7月5日移請本

府農業局酌處，俟該局依改善結果審認後再行續處。 (劉茂群、呂林小鳳議員關心)

 

(4)觀音區埔頂段646地號等78筆土地違規使用一案(莊馥綾)

(1)經本局於108年7月11日邀集相關機關現地會勘結果，現場使用地號為埔頂段646地號等

78筆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水利用地及甲種建築用地)，現況堆置營建

廢棄土石方及鋼筋、鋪設瀝青、碎石及水泥地坪、建物等使用，並經市府農業局、水務局及

建築管理處分別審認違反編定容許使用規定，違規面積約173,290平方公尺，本案業於108

年7月15日裁處罰鍰新臺幣30萬元並命停止非法使用及於文到次日起1個月內依法申請恢復

土地容許使用項目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

(2)有關影響農水路及區域排水一節，本局已於108年7月15日函請市府水務局及臺灣桃園農

田水利會督促改善。 (歐炳辰議員關心)

 

(5)本市非都市土地作露營地使用之處理情形(陳宇志)

本市110處作露營區使用者，除14處為都市計畫用地外，其餘96處均屬非都市土地，截至

108年6月底，本局清查及處置情形如下:

1. 大溪區逸雲莊、復興區八度野溪露營區、東眼山林家果園、東眼山農場、桃源仙谷、達

彥休閒民宿露營區、飛牛不渴露營休閒農場、新屋區九斗村休閒農場及楊梅區驛品香生

態農園等計9件，經審認尚符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2. 大溪區晴耕福田養生農莊、復興區三木森露營區、馬灣露營區、新屋區檸檬園露營區及

龍潭區鄉之旅渡假村等計5件，業經桃園市政府農業局審認，屬「桃園市農業用地違規

認定處理注意事項」第2類農地違規態樣，由該局造冊列管。

3. 大溪區松旺農場、福份山休閒農場、陽光種子農趣園、復興區俠雲山莊、觀星休憩農

莊、龍潭區快樂農場、活石休閒農場、大腳ㄚ農莊及老貝殼休閒農場等計9件，業依區

域計畫法裁處。

   其餘案件尚由轄區公所及農業局等相關機關查報或審認中。

 

三、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案件

(1)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案件

雜槸 期勤 囑昃讞摰 蹽狝載嵽

1. 本案於104年5月6日召開桃園市政府改



1

老坑社區開

發計畫變更

(羅右偉)

楊梅區老坑段14地號等142筆

土地申請由山坡地保育區農牧

丙種建築用地變更為鄉村區乙

種建築、特定目的事業、交

通、遊憩、水利、國土保安用

地等

1. 本案於104年5月6日召開桃園市政府改
制後第1次專責審議小組審查會議，會
議決議請申請人依審查意見補充修正，
於3個月內將修正之開發計畫書圖送桃
園市政府，申請人於105年5月16日檢
送修正後計畫書圖後簽會各相關機關審
查，因本案經數次補正作業而府內相關
機關審查後仍有若干意見，爰於105年
12月5日提請本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專責審議小組報
告，該次會議決議請申請人於3個月內
修正開發計畫送府續審，並於下次會議
審議前辦理現場勘查。

2. 申請人多次檢送修正後計畫書圖，惟補
正內容尚有缺漏，多次申請延長補正期
限，俟申請人確依本府106年10月31
日專責審議小組委員及各相關機關實地
會勘結論及專責審議小組審查會議決議
事項修正後，檢送修正完竣之計畫書
圖，續行審議。

2

桃園市楊梅

區天元國際

道場（全

區）開發案

(林建華)

財團法人一貫道寶光建德天元

基金會擬於楊梅區梅園段138

地號等15筆土地，面積合計約

12.6公頃，申請開發作宗教事

業使用。

1. 申請人於107年11月1日函送申請書及
開發計畫書至本局，經本局就書圖型式
要件審查後於107年11月16日發文請
其補正，該基金會於107年12月12日
補正，本局業於108年1月4日發文請各
機關會審，經彙整各機關意見後，市府
於108年3月12日函請申請人於文到次
日起6個月內，依各機關審查意見完成
補正，截至108年7月19日止，申請人
仍尚未補正。

2. 申請人主要應補正事項如下：
(1) 申請人尚應檢附「農業用地申請變
更為非農業使用同意文件」。(市府農
業局)
(2) 本案涉及林業用地部分，應依森林
法規定辦理。(市府農業局)
(3)因基地北側預定開闢之8公尺道路目
前為可行性規劃階段，尚未施工，爰基
地開發時程應配合8公尺道路開闢時程
辦理。 (市府交通局)
(4)本基地第二條聯絡道路往南為無尾
路，故僅能往北通行，似不符合獨立通
往聯外道路之功能。(市府交通局)
(5)針對緊急通路，查該通路開往基地
需經國道1號下方限高3.2公尺涵洞，水
箱車、雲梯車、水庫車等皆無法通行。
(市府消防局)

3

亨得麗休閒

渡假酒店開

發案(莊璧華)

亨得麗休閒遊憩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楊梅區東寧段139、140

及222地號等3筆土地作亨得

本案申請人於107年9月19日申請亨得麗休

閒渡假酒店開發計畫，市府於108年1月22

日、108年3月8日及108年3月29日發文函

請申請人補正，申請人於108年5月2日檢送



發案(莊璧華)
及222地號等3筆土地作亨得

麗休閒渡假酒店一案。

請申請人補正，申請人於108年5月2日檢送

修正後計畫書，並已於108年7月17日辦理

現地會勘，會勘紀錄刻正簽辦中。

4

桃園科技工

業園區變更

內容對照表

（第七次變

更-變更學校

用地為文教

設施用地）

(李政駿)

教育部核准臺灣海洋大學申請

無償撥用桃園市觀音區觀塘段

30、39地號土地變更為學校

用地

1. 市府經濟發展局於108年5月17日函送
「桃園科技工業園區變更內容對照表
（第七次變更-變更學校用地為文教設
施用地）」，經審查尚須補正，本局已
於108年6月20日函請市府經濟發展局
於108年7月19日前檢送修正後變更內
容對照表，俾利辦理後續事宜。

2. 市府經濟發展局於108年7月19日檢送
1式4份，刻正簽辦中。

5

桃園市觀音

區東和觀音

產業園區開

發案開發許

可案(李政駿)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

提「桃園市觀音區東和觀音產

業園區開發案申請書暨開畫書

圖」申請本市觀音區保障段

1156地號等61筆土地變更為

產業園區一案

1. 市府經濟發展局於108年6月10日函送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提「桃園
市觀音區東和觀音產業園區開發案開發
許可申請書暨開發計畫書圖」。

2. 經審查未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支
持文件、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同
意文件及公有土地同意合併開發或讓售
等文件，將依規定通知申請人於1個月
內補正。

 

四、訴願訴訟案件

(1)訴願訴訟案件

項次
訴願/

行政訴訟
類型 案由 辦理進度

1
民事訴訟

(彭郁儒)

使用管制

類

簡建昌因不服桃園地

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107年9月4日桃院豪

水103年度司執字第

36174號函所為拍賣

土地價金分配結果，

提起分配結果異議之

訴。

一、簡建昌因強制執行土地拍賣，對於

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所為拍定價金

分配結果不服，對本案價金分配之所有

債權人(含本局)提出民事訴訟，要求重

新核算各債權人應分配之金額。

二、本案已於107年11月28日召開言

詞辯論庭。因第1次開庭，案卷資料不

足，108年1月23日上午9點30分開第2

次庭。108年2月20日宣判原告之訴駁

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不服原

判決於108年3月15日向台灣高等法院

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已於108年6

月10日召開準備程序庭，並已於108年

7月10日召開言詞辯論庭。



7月10日召開言詞辯論庭。

2
行政訴訟

（林建華）

變更編定

類

八德區華興段239地

號土地經核准變更編

定作為籌設課後托育

中心使用，未依計畫

使用，土地回復原編

定

一、謝長勝因區域計畫法事件，不服桃

園市政府106年2月22日府地用字第

1060039501號函，將系爭土地由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變更編定為原使用地類別

農牧用地，以及內政部台內訴字第

106042763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一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10月

13日函送起訴狀繕本，桃園市政府業

於106年10月23日檢卷答辯，原告於

107年8月10日陳報法院並通知本府(8

月14日送達)，因另對本府教育局提出

原處分無效之訴訟案，與本案有相互影

響之可能，為避免裁判矛盾，陳明合意

停止訴訟，視該案審理情形，再於法定

期間內聲請續行本件訴訟。本局已同意

停止訴訟，並獲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

年8月31日函表示兩造如自107年8月

27日合意停止訴訟程序4個月內不續

行，將視為撤回起訴。謝長勝107年12

月3日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續行訴

訟。

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8年6月20

日準備程序終結，訂於108年7月25日

召開言詞辯論庭。

3 訴願(黃政穎)
變更編定

類

大園區沙崙段後厝小

段694、694-1、

695及695-1地號等4

筆土地經核准變更編

定作為宗教事業計畫

使用，未依計畫使

用，土地回復原編

定。

一、菩因禪寺因區域計畫法事件，不服

市府107年11月1日府地用字第

1070276341號函，將系爭土地由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及交通用地變更編定為原

使用地類別農牧用地，於107年11月

28日提起訴願，本案業於107年12月

18日檢卷答辯。

二、內政部因該寺就市府106年1月3日

府民宗字第1050317866號函廢止原核

准宗教事業計畫等，向內政部提起訴

願，經內政部以106年6月30日台內訴

字第1062250505號決定部分訴願駁

回、部分訴願不受理；菩因禪寺不服，

提起行政訴訟，目前係屬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審理中（106年訴字第01171



法院審理中（106年訴字第01171

號），因上開廢止原核准宗教事業計畫

處分為本案之前提法律關係，依訴願法

第86條第1項規定，停止本案訴願程序

之進行。

4
訴願

(劉潔儀)

使用管制
類

大溪區瑞興段
1304、1305、
1408、1409及1410
地號等5筆土地違反
土地使用管制案

一、傅志清及傅進賢因不服市府108年

5月24日府地用字第1080128770號裁

處書，遂於108年6月11日提起訴願。

二、本局已分於108年6月19日及108

年7月4日依訴願法第58條規定檢卷答

辯在案。

5
訴願

(游美)

使用管制
類

楊梅區楊湖段126地
號土地違反土地使用
管制案

一、歐仁烽不服本局未就其107年5月

21日陳報狀說明應勒令訴外人吳徐李

妹填平池塘，恢復農牧用地之樣貌。原

處分機關已函請市府農業局本於權責續

處。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未依區域計

畫法第21條規定，勒令行為人將系爭

土地回填，恢復農業用地使用，提起訴

願。

二、本局已於108年6月19日依訴願法

第58條規定檢卷答辯在案。

三、另訴願人於108年6月24日補充訴

願理由案，本局已於108年7月11日補

充答辯在案。

6
訴願

(林建華)

變更編定
類

丁肇霆君申請於本市
大溪區烏塗窟段
1227及1229地號等
2筆土地設置自然生
態保護設施，不服本
府108年4月15日府
地用字第
1080086973號函答
復內容，提起訴願
案。

一、丁肇霆君不服市府108年4月15日

府地用字第1080086973號函轉內政部

營建署之答復內容，提起訴願。

二、本局已於108年6月6日依訴願法第

58條規定檢卷答辯在案。

7
訴願

(李政駿)

變更編定
類

市府水務局函轉歐仁
烽君申請本市楊梅區
楊富段1250地號等
46筆土地擬由特定農
業區水利用地變更變
定為同區農牧用地，
不服本局108年7月
11日桃地用字第
1080031752號函答

歐仁烽君不服本局108年7月11日桃地用字
第1080031752號函答復內容，提起訴願
案，將於規定期限內檢卷答辯。



1080031752號函答
復內容，提起訴願
案。

 

 

地權科
一、徵收業務

(1)徵收業務

108年6月出席公聽會或協議價購會議共2場次、協助審查公聽會或協議價購會議紀錄

共2件、協助審查徵收計畫書共3件，並持續辦理ㄧ般徵收、ㄧ併徵收、更正徵收、撤銷徵收

及廢止徵收等案件計116件，詳如下表。

 

(2)徵收案件辦理情形

1. 龍潭科學工業園區二期用地-(李貞宜)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申請徵收本市龍潭區八德段1648地號土地 (面積0.628992

公頃)及其地上改良物，經內政部108年3月5日核准徵收，已辦竣公告及補償費發放等事宜，

刻正將未領之補償款繳存保管專戶及辦理囑託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宜。

2. 茄苳溪與南崁溪匯流口治理工程(右岸)-(林美惠)

本府水務局申請徵收本市蘆竹區南崁下段586地號內等15筆土地 (面積0.229500公頃)，公告

期間為108年7月9日至8月7日，並訂於108年8月19日辦理發價事宜。

3. 桃園市八德區大湳滯洪池工程-(劉文琪)

本府水務局申請徵收本市八德區榮興段7地號土地 (面積0.426526公頃)， 經內政部108年6

月6日核准徵收，公告期間為108年6月28日至7月27日，並訂於108年7月31日辦理發價事

宜。 

4. 觀音區忠富路至中壢區中正路四段新闢道路工程-(張虹娟)

本府工務局申請徵收本市中壢區大崙段64地號內等10筆土地 (面積0.099202公頃)，經本局

預審後業於108年6月12日送內政部審核，並訂於108年7月24日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185次會議審議。

5. 桃42縣月條路拓寬工程(非都市土地)-(溫子賢)

本府工務局申請徵收本市中壢區啓文段1地號內等66筆土地(面積0.962983公頃)，經本局預

審後業於108年6月19日送內政部審核，經查尚有待釐清事項，內政部於108年6月28日退



補。

 

(3)人民申請、陳情、異議、行政訴訟及訴願案件

 

雜槸 期勤

䵇櫨琊覢/

瑇詇/褋霯

蜣搖褋裶

要擥 蹽狝載嵽 霵噢

1

石門都市計畫

11.50.54.55號道路

工程用地

(戴月嬌)

訴願/行政

訴訟

鍾錦明等28人申請收回

龍潭區紅橋段461、

462、464、469地號等4

筆土地，並經內政部107

年1月10日土地徵收審議

小組第149次會議審議決

議:「不予受理」。

鍾錦明等8人不服內政部

審議結果，於107年2月

28日提起訴願，案經行政

院訴願委員會107年8月9

日以申請人不適格，且已

逾得申請收回期限，決定

訴願駁回。

鍾君不服，復於107年10

月8日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業於

107年11月21日就訴訟理

由提出說明，函送內政部

彙辦，該部於107年12月

6日將答辯狀函送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該院訂於

108年8月19日召開準備

程序庭，另案涉需用土地

人(本府工務局)，業於108

年6月12日函請指派訴訟

代理人併同出庭。

收回

本案於106年7月17日陳

報內政部審核，案經該部

審認尚有待查明事項，於

106年10月2日退請補

正，本府前於106年11月

2日分別函請需用土地人

及本府都市發展局提供相

關開工、完工及土地使用

分區等證明資料供參後，

於107年1月2日向內政部

函復說明在案。



2

南北高速公路中壢

至楊梅段徵收工程

用地

(劉憶曄)

人民申請

范國昌等7人申請廢止徵

收桃園市平鎮區復旦段

67-3地號土地（重測前

為宋屋段廣興小段417地

號）

函復說明在案。

內政部107年8月3日函請

再予釐清本案系爭土地究

係為徵收或買賣取得。

本案經函請管轄地政事務

所釐清後，業於107年10

月29日再行檢卷報部。

因內政部仍對前開取得原

因認有疑義，爰於108年1

月3日退補，業於同年1月

10日再函請管轄地政事務

所及需用土地人釐清，惟

經平鎮地政事務所查復，

同一收件字號之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有「徵收」

及「買賣」兩種不同之登

記原因，爰再於同年2月

18日及4月9日函請該所釐

清。

案經平鎮地所108年5月

29日查復後，業以本府

108年6月5日府地權字第

1080134818號函檢卷陳

報內政部。

本案經內政部排訂於108

年7月24日召開土地徵收

審議小組第185次會議審

議(含審議案及報告案)。

廢止

徵收

3

第一期都市計畫省

道台一、四線路段

工程
人民申請/

行政訴訟

土地所有權人黃金益主張

廢止77年8月10日及79

年11月2日徵收處分

因本案已逾申請廢止徵收

期限，且無土地徵收條例

第49條第2項應廢止徵收

要件，本府於107年6月

20日做成應無廢止徵收之

處分，申請人不服提起訴

願。

案經內政部108年1月9日

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175

次會議審議後，內政部於

廢止

徵收



(吳梅芳)
年11月2日徵收處分

108年2月1日函復申請人

不准予廢止徵收。

因黃君不服本局函復應無

廢止徵收之處理意見，遂

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已於108年6月

26日召開第2次準備程序

庭。

4

第一期都市計畫省

道台一、四線路段

工程

(戴月嬌)

人民申請

巫陳玉英君等24人請求

廢止徵收交通部公路總局

辦理第一期都市計畫省道

台一、四線路段工程徵收

之本市桃園區中路段

1771-8地號等8筆土地

本府於107年5月28日將

審查處理結果函復申請人

並限期提出陳述意見，惟

申請人於107年7月14日

逕向內政部表示不服上開

處理結果，請求廢止徵

收。本府於107年9月28

日將本案相關案情說明陳

報內政部，惟報部後尚有

疑義，經需地機關釐清後

於107年12月11日函復內

政部，業經108年5月8日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第180次會議決議：「保

留，查明後再議」，內政

部並請交通部公路總局評

估是否採納本府交通局之

路型檢討方案並探討都市

計畫有無變更需求後，儘

速與本府交通局、都市發

展局協處，以保障民眾權

益並利本案廢止徵收案續

行審議。

廢止

徵收

5

第一期都市計畫省

道台一、四線路段

工程

(韓詩玫)

行政訴訟

張阿甜等3人不服內政部

107年4月11日內政部土

地徵收審議小組第154次

會議審議申請徵收無效案

決議，遂向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徵收無效訴訟

本案業於108年1月23日

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原告高君不服，爰提起上

訴，有關訴訟補充說明業

於108年3月29日函復，

內政部業於108年4月26

日答辯在案。

徵收

事件

本案因第5屆董事長之任



6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

東路大牛欄分渠

14A埤塘滯洪池工

程

(張虹娟)

人民陳情/

行政訴訟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啟新

社福會第5屆董事長黃清

結陳情領取徵收補償費

本案因第5屆董事長之任

期已於98年6月屆滿，且

該會尚有確認董事關係之

訴繫屬司法爭訟中，因該

案（99年度訴字第1143

號案）目前仍在臺灣高等

法院107年上更（二）字

第23號案審理中，訴訟程

序尚未終結。故啟新社福

會董事長黃清結君遭裁定

停止職權，於新任董事長

尚未交接前，仍須請於確

認董事關係之訴確定判決

後，再行持憑判決確定證

明書及領款相關證明文件

到本局申領相關補償。

惟黃君仍認應發給其徵收

補償費，遂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救濟，本

局業於108年5月14日檢

卷答辯在案，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已於108年7月17

日召開準備程序庭。

 

徵收

補償

7

楊梅都市計畫楊梅

體育園區工程（第

一期開發區）用地

(鄭伃晏)

訴願/行政

訴訟

黃明中君及黃明安君不服

107.4.24台內地字第

1071302995號核准函就

本案土地徵收處分提出訴

願。

本案經行政院107年9月

19日訴願決定駁回﹔因訴

願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8

年6月25日召開第2次準備

程序庭。

徵收

事件

 

二、撥用業務

(1)公有土地撥用

配合本府施政計畫及各需地機關辦理公有土地撥用，108年6月份核准撥用16件，計63筆土

地，面積約4.25公頃，仍有83件尚在辦理中。

 

(2)清查本市轄內望安鄉公所受贈公共設施用地



查本市轄內望安鄉受贈土地計1,949筆，其中619筆現況已作道路或綠地等公共設施用地，截

至108年6月30日止，已完成撥用281筆土地，尚待辦理336筆。另為協助需地機關儘速辦理

後續撥用事宜，本局已於108年1月23日邀集本府工務局及轄管地所研商討論，結論係請工

務局於108年10月底完成桃園及平鎮區第1類型土地之撥用事宜，其餘各區第1類型土地則請

於6月底前完成。經查本6月份行政院核准撥用案計4件13筆，該局刻陸續辦理中。

 

三、耕地三七五租約業務

(1)租佃爭議調解/調處

108年度第3次耕地租佃爭議調處會議預訂於9月間召開，八德、大溪區公所各提報1件 (總計

2件)。

 

(2)108年度各區公所耕地三七五租約業務督導考核

為加強督導本市各區公所辦理耕地三七五租約業務，於4月30日至5月8日至各區公所辦理考

核，經核定第一名為大溪區公所，第二名為中壢、八德區公所並列，第三名為楊梅及大園區

公所。

 

(3)本府第1屆耕地租佃委員會委員任期

本府第1屆耕地租佃委員會委員任期至108年7月25日止，第2屆委員名單案於108年5月20

日簽奉市長核定，預訂於108年第3次租佃爭議調處會議頒給聘書。

 

(4)本市耕地三七五租約截至108年6月底止概況統計表

碶篛(䶃) 慖碶䵇(愍) 僑碶䵇(愍) 嗶嘇(稝) 阹礤(偃雚)

1,820 3,461 8,619 6,517 1,265.4465

 

(5)私有耕地103年底租約期滿續約作業截至108年6月底止辦理情形表

絣裙碶篛(䶃) 簙樹务褒醎(䶃) 昁圈嵳佰暼(䶃) 純裟(䶃)

1,790 188 30 2,008

 

(6)各區公所私有出租耕地租約期滿續約情形表

雜病 校杜 鹤湄 撇嬢 䲺垹 嵊銅 袗雊 蓝秐 埾涁 埾嗩 偂庎 鹳孈 朚嗩 募裟



報府續約件數 131 73 425 130 118 447 141 120 195 156 38 34 2,008

未完成續約總件

數
0 0 3 1 14 0 2 1 4 2 3 0 30

終止/註銷件數 14 5 21 18 12 26 11 15 47 11 4 4 187

已完成續約總件

數
117 68 401 111 92 421 128 104 144 143 31 30 1,791

 

重劃科
一、公辦市地重劃業務-辦理中

(1)草漯(第一區整體開發單元)市地重劃區

 

雜

槸

邤党列

勤礈
舠渆(稃䲍列摋馫鑢畓咅倚)峙嘇邤党列ＭＭ鶥乊譵 辈滃毇

1

阹礤务

護掫

阹礤 47.60公頃 憌讒嘇 約3.98公頃

雧万純籪讒 14億9,650萬元 純護掫檫牞 41.32+8.66=49.98%

峉婣惧䴘

雜

1. 重劃計畫書公告：104/11/25~104/12/25
2. 重劃區都市計畫樁位公告：105/12/16~106/1/16
3. 全區土地改良物拆遷公告：

(1)妨礙工程：105/9/5~105/10/5
(2)妨礙分配：105/12/12~106/1/11
(3)墳墓遷葬：105/12/20~106/1/19

4. 重劃區前後地價評議：106/12/20辦理完成
5.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1)全區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自105年10月起陸續公告完竣，補償費總金額
約計3億826萬元，截至107年12月底為止，已發放補償費為2億4,226萬元(約
78.6%)。
(2)全區公告拆除建物計85件，除10件申請建物保留外，餘75件已自動拆除完
竣。

6. 土地分配原則暨試分配草案說明會：107/1/31
7. 計算負擔總計表：107/12/6核定。
8. 土地調整分配作業原則：107/12/14審議通過。
9. 全區土地第2次試分配說明會：107/12/26。

1. 本區毗鄰第六單元重劃區邊界處部分土地下埋有廢棄物案：本案處理方案於
107年10月24日簽准，並於11月16日函請新建工程處協助委託相關專業機構
評估廢棄物場域基地安全性，該處嗣於107年12月10日函送評估報告，評估
結果確認該廢棄物場址於廢棄物清竣後可有效降低基地沉陷或建物傾斜的風
險，依原場址地質條件有足夠之穩定性，仍可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或建築使用，
已依評估結果陸續與地主協調廢棄物清理事宜及辦理現場會勘，並限期地主報



蹽狝

徜帹

(載嵽)

已依評估結果陸續與地主協調廢棄物清理事宜及辦理現場會勘，並限期地主報
核清理計畫，第一單元1案(12筆土地)刻由地主辦理清理作業，其餘3案(12筆
土地)已陸續於108年4月至6月間清理完竣，並向環保局提送查驗申請，經環
保局已於108年7月17日辦理會勘查驗1案，餘2案尚待排定查驗，因廢棄物查
驗結果將影響全區土地分配，俟廢棄物查驗後，續辦土地分配公告作業；第六
單元2案(4筆土地)，經環保局分別於6月20日及7月5日核准清理計畫，刻正辦
理清理作業。

2. 已於107年12月26日假觀音區草漯老人文康活動中心辦理全區土地第2次試分
配說明會，陸續協調分配意見及拆單合併申請案，刻正製作及檢核土地分配相
關資料，俟廢棄物查驗完竣後續辦土地分配公告作業。

3. 本區工程由新建工程處代辦，業於106年11月1日開工，12月5日舉辦開工典
禮，截至108年6月底之累計預定進度46.93%，累計實際進度計46.81%，預
計於109年2月竣工。

昁九蹽狝

䴘雜务雧

婱載嵽

1. 土地分配公告：108年7月。
2. 土地登記：108年9月至108年11月。
3. 土地交接：108年12月至109年1月。

 

 

(2)草漯(第三區整體開發單元)市地重劃區



 

2

邤党列

勤礈
舠渆(稃䲖列摋馫鑢畓咅倚)峙嘇邤党列      氁婞乊 辈滃毇

阹礤务

護掫

阹礤 53.99公頃 憌讒嘇 約4.25公頃

雧万純籪讒 16億9,865萬元 純護掫檫牞 39.60+8.36=47.96%

峉婣惧䴘

雜

1. 重劃計畫書公告：106/3/1~106/3/31
2. 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公告：106/4/1~106/7/31，計4個月
3. 公有土地抵充會勘作業：106/4/19辦理完成
4. 地上物查估補償說明會暨推選重劃區地主代表：106/6/10辦理完成
5. 全區土地改良物拆遷公告：

(1)妨礙工程：106/7/31~106/8/30
(2)妨礙分配：106/9/20~106/10/20
(3)墳墓遷葬：106/10/23~106/11/22

6. 本區最小分配面積及建物保留原則於107年4月2日經本局107年第3次市地重
劃會審議通過。

7. 本區重劃前後地價於107年5月14日經本市地價及標準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8.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全區土地改良物拆遷費自106年8月起陸續公告完

竣，補償費總金額新臺幣2億8,687萬2,166元，截至108年5月底為止，已發
放1億8,810萬8,982元(約65.57%)。

蹽狝

徜帹

(載嵽)

1. 土地改良物查估成果公告期間計有13件異議案，11案已查處並辦理複估公
告，2案申請建物保留，於可行性分析完竣倘該等建物仍須拆 除，再行通知辦
理後續複估事宜。

2. 申請建物保留案計14案(其中2案為土地公廟案：溪尾福德祠、過溪 福德祠)，
其中4案可保留(含1案過溪福德祠)，7案需部分拆除，2 案不可保留，1案刻正
分析中(溪尾福德祠)，前於108年7月18日函詢新工處及水務局該廟是否須配
合遷移。另需部分拆除者，訂於108年8月5日辦理會勘確認拆除範圍。

3. 本區最小分配面積及共同負擔土地調配原則已於108年6月13日提經本府市地
重劃會審議通過接續辦理地主試分配意見查處、協調及拆單合併申請案分析等
作業，預計108年8月辦理全區土地分配草案說明會。

4. 本區工程由新建工程處代辦，於106年11月1日開工，截至108年6月底之累計
預定進度29.16%，累計實際進度29.48%，預計於109年 10月竣工。

昁九蹽狝

䴘雜务雧

婱載嵽

1. 土地分配作業：107年9月至108年6月。
2. 分配公告及登記：108年7月至109年2月。
3. 土地交接：109年3月至109年11月。

 

 

(3)草漯(第六區整體開發單元)市地重劃區



 

 

3

邤党列

勤礈
舠渆(稃偄列摋馫鑢畓咅倚)峙嘇邤党列      葄閜凒 辈滃毇

阹礤务

護掫

阹礤 46.29公頃 憌讒嘇 約4.54公頃

雧万純籪讒 14億7,566萬元 純護掫檫牞 37.08+10.53=47.61%

峉婣惧䴘

雜

1. 重劃計畫書公告：106/3/1~106/3/31
2. 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公告：106/4/1~106/7/31，計4個月
3. 公有土地抵充會勘作業：106/4/21辦理完成
4. 地上物查估補償說明會暨推選重劃區地主代表：106/6/10辦理完成
5. 全區土地改良物拆遷公告：

(1)妨礙工程：106/7/31~106/8/30
(2)妨礙分配：106/9/20~106/10/20

6. 本區最小分配面積及建物保留原則於107年4月2日經本府107年第3次市地重
劃會審議通過。

7. 本區重劃前後地價於107年5月14日經本市地價及標準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8.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全區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自106年8月起陸續公告

完竣，補償費總金額約計3億887萬元，截至107年12月底為止，已發放補償
費為2億2,387萬元(約72.5%)。

蹽狝

徜帹

(載嵽)

1. 區內特殊農作物(路易斯安娜鳶尾、日本花菖蒲)查估補償案經本市地價及標準
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自108年4月15日至108年5月15日止複估公告30
日，地上物所有人於公告期間提出異議，經查處仍有不服，賡續依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第38條規定，提請地評會評定之。

2. 申請建物保留案計12案，其中6案可保留，5案需部分拆除(自拆期限為108年
8月20日)，1案(后厝福德宮)協調中。

3. 本區湖濱遊憩專用區最小分配面積及共同負擔土地調配原則業於108年6月13
日經本府市地重劃會審議通過，賡續辦理地主試分配意見查處、協調及拆單
合併申請案分析等作業，預計108年10月辦理全區土地分配草案說明會。

4. 本區工程由新建工程處代辦，於106年11月1日開工，截至108年6月底之累
計預定進度33.31%，實際進度34.20%，預計於109年8月竣工。

昁九蹽狝

䴘雜务雧

婱載嵽

1. 土地分配作業：107年9月至108年6月。
2. 分配公告及登記：108年7月至109年4月。
3. 土地交接：109年5月至109年11月。

 
 

(4)大園菓林市地重劃區



 

4

邤党列

勤礈
埾嗩芪普峙嘇邤党列                   春戆粈

阹礤务

護掫

阹礤 約45.09公頃 憌讒嘇 約2.977公頃

雧万純籪讒 約16億756萬元 純護掫檫牞 約38.25+6.62= 44.87%

峉婣惧䴘

雜

1. 重劃範圍會勘：105/4/18及106/6/28
2. 座談會：106/9/20及106/9/23
3. 107年8月3日與新建工程處簽訂工程代辦協議書。
4. 107年8月3日發布實施「變更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內政部於同年8月28日核定重劃計畫書。
5. 重劃計畫書公告：107/9/5~107/10/5，說明會107/9/20及107/9/21
6. 遷葬公告：第一批(妨礙工程)107/10/1~108/5/31

　　　　　第二批(妨礙分配)107/10/1~108/10/31

蹽狝

徜帹

(載嵽)

1. 南崁溪邊24戶之地上物查估作業，已於108年6月1日及2日完成查估12戶，
訂於108年7月25日再查估2戶，剩餘10戶將持續協調，儘速完成全區查估作
業。

2. 針對既有建物部分位處重劃範圍疑義，都發局於108年6月5日召開 第3次研
討會議，結論依蘆竹地政事務所實測之地籍線展繪。

3. 108年4月3日起至108年5月3日公告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第1批次)，補
償金額共計新臺幣766萬4,935元，已於108年5月8日於本市大園區三石里活
動中心發放補償費，發放金額 762萬9,935元。

4. 重劃前後地價已於108年6月26日由鼎盛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查估完成，續辦
提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等相關事宜。

昁九蹽狝

䴘雜务雧

婱載嵽

1. 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補償費：108年4月至108年10月。
2. 土地分配作業：108年11月至109年10月。
3. 分配公告及登記：109年11月至110年6月。
4. 土地交接：110年7月至110年12月。

 

 

 

(5)蘆竹區五福市地重劃區

 

邤党列

勤礈
蓝秐列䴡硦峙嘇邤党列                    軺乊辘

阹礤务

護掫

阹礤 約3.45公頃 憌讒嘇 約0.23公頃

雧万純籪讒 約3億800萬元 純護掫檫牞 約51.25+6.75=58%



5

峉婣惧䴘

雜

1. 本案原計畫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105年8月23日經專案報告後市長裁示改以
市地重劃方式開發，106年9月5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因改
採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及變更使用分區，於106年12月28日辦理重新公開展覽
完竣，108年1月29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續審通過。

2. 107年8月29日與新建工程處簽訂工程代辦協議書。
3. 107年11月5日勘定重劃範圍。

蹽狝

徜帹

(載嵽)

1. 本局於108年3月12日召開座談會，並自同年3月18日起逐戶拜訪全區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計105位），已訪談近9成地主，地主就現行都市計畫規劃配
置、土地使用強度及重劃負擔（58%）過重等議題提出意見。

2. 因涉及教育局、都發局等跨機關協調事宜，業於108年4月15日進行專案報
告，決議如下：
(1)請教育局於1年內試行以容積移轉方式取得部分文高一用地，俾提高公有
土地面積以降低重劃平均總負擔至50%以下，並請都市發展局協助教育局進
行 　相關容積移轉作業。
(2)本案經上開方式辦理後倘重劃平均總負擔仍無法降至50%以下，則請教育
局及都市發展局研議縮減文小用地面積。
(3)若本區重劃平均總負擔已降至50%以下，仍無法取得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數及其所有面積過半數同意，則本重劃案停止辦理。
(4)另請教育局同時協助與鼓勵公埔國小及大坑國小特色化，紓解南崁地區國
小就學需求壓力。

昁九蹽狝

䴘雜务雧

婱載嵽

本案俟重劃平均總負擔降至50%以下，再行徵求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辦理該區

市地重劃作業。

 

 

(6)八德大勇市地重劃區

 

6

邤党列

勤礈
偂庎埾冞峙嘇邤党列                    镊輏俩

阹礤务

護掫

阹礤 約13.99公頃 憌讒嘇 約0.45公頃

雧万純籪讒 約3億3,933萬元 純護掫檫牞 約41.30+3.19=44.79%

峉婣惧䴘

雜

1. 108年3月5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41次會議審議通過。
2. 108年1月30日簽奉核准本區重劃工程委託新建工程處辦理。

蹽狝

徜帹

(載嵽)

1. 108年3月22日辦理重劃範圍勘定，108年7月4日已由經濟發展局函覆本區園
區開發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刻正辦理範圍核定事宜，另接續準備辦理土地
所有權人座談會及研擬重劃計畫書(草案)等重劃相關作業。

2. 刻正辦理工程代辦協議書簽訂事宜。
3. 本區開發費用業經市長簽准借貸銀行，刻正辦理簽約及開戶事宜。(利率

0.85%)



昁九蹽狝

䴘雜务雧

婱載嵽

1. 公告重劃計畫書：109年2月至109年3月。
2. 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補償費：109年5月至109年12月。
3. 土地分配作業：110年1月至110年9月。
4. 分配公告及登記：110年10月至111年6月。
5. 土地交接：111年7月至111年9月。

 

 

 

(7)楊梅區仁美市地重劃區

7

邤党列

勤礈
校杜列䵎繥峙嘇邤党列                      洏馯收

阹礤务

護掫

阹礤 約33.97公頃 憌讒嘇 約3.40公頃

雧万純籪讒 約6億6,614萬元 純護掫檫牞 約11.50+10.00=21.50%

峉婣惧䴘

雜

1. 107年12月28日重劃範圍會勘。
2. 108年1月30日簽奉核准本區重劃工程委託新建工程處辦理。
3. 108年2月19日重劃區範圍勘定。
4. 108年3月5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41次會議審議通過本案都市計畫。
5. 108年6月13日經本府市地重劃會審議通過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
6. 重劃區委託專業服務案已於108年7月17日議價並由得盈以底價得標 (709萬

元整)，刻正辦理契約簽訂事宜。

蹽狝

徜帹

(載嵽)

1. 刻正辦理工程代辦協議書簽訂事宜。
2. 經濟發展局業於108年7月22日函請環境保護局確認本重劃案是否應免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

昁九蹽狝

䴘雜务雧

婱載嵽

1. 公告重劃計畫書：109年1月至109年2月。
2. 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補償費：109年6月至109年12月。
3. 土地分配作業：110年1月至110年5月。
4. 分配公告及登記：110年9月至111年1月。
5. 土地交接：111年6月至111年12月。

 

二、公辦市地重劃業務-規劃中

(1)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貨物轉運中心案

邤党列

勤礈

 馯軶偃賆䲺垹务倾垹䴱氘輪锛躨煐婱列裟瑂譿煀踠輢䲺庚期                                     

                軺乊辘

阹礤务
阹礤 約30.8公頃 憌讒嘇 約2.78公頃



1

護掫 雧万純籪讒 約12億4,506萬元 純護掫檫牞 約35.32+9.05=44.37%

峉婣惧䴘

雜

1. 「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貨物轉運中心檢
討）案」暨「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貨物轉運中心
細部計畫案」，於104年10月10日至11月9日辦理公開展覽作業。

2. 105年3月至105年12月共召開4次市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又於106年4月7
日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蹽狝

徜帹

(載嵽)

本府都市發展局依107年10月15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3次會議意

見修正分區配置及相關內容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已於108年4月2日審議修

正通過，108年6月10日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再審通過，業於108年7月11日辦理

重新公開展覽30日，俟都市計畫審定後展辦後續重劃事宜。

 

三、自辦市地重劃業務

(1)龜山區大湖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鍾佳靜)

本重劃工程已於108年6月17日竣工，重劃會已於108年6月18日初驗通過，並於7月1日函

請本府辦理驗收，該理事會第31次會議紀錄於7月11日同意備查在案，茲訂於8月2日辦理驗

收。

(2)桃園區小檜溪暨埔子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徐步嵐)

本重劃區之路燈、號誌燈及景觀燈之接電作業截至7月22日經洽詢台灣電力公司桃園區營業

處工作進度如下：(1) 路燈已接電完成。(2) 號誌燈預計於8月中旬完成。(3)景觀燈預計於7月

底完成。

(3)桃園市龜山區華亞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林倚如)

重劃會已於108年5月31號召開第13次理、監事會議審議抵費地出售及財務結算報告收支總

金額等議案，本局於108年7月22日備查重劃會第13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四、農水路執行情形

(1)107年度緊急農水路更新改善計畫（顏木生）



 

107嵋嵽粡廼躉欋賆旋撇搐呛裟瑂∙ 霦旿珶豈

1. 負擔比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81%)及本府(19%)。
2. 本計畫預計執行3,730萬8,642元，行政院農委會107年4月20日核定補助經費3,022萬元(本

府配合款117萬3,920元、中央統籌分配款591萬4,722元)，本市議會於107年6月15日同意
先行以墊付方式執行本計畫。

3. 107年提報改善路線31條(新屋區10條、楊梅區2條、觀音區13條、中壢區2條、大園區3
條、大溪區1條)，農委會於107年5月9日完成複勘，並於6月25日核定改善路線18條(新屋區
7條、楊梅區2條、觀音區9條)，同年8月14日完成設計書圖審查且於9月10日公告招標，分
為第一(觀音區)及第二(新屋及楊梅區)工區兩標案，已於107年9月21日均決標予宜祿營造有
限公司並均於同年11月19日開工。

4. 第一工區及第二工區分別於108年4月22日及5月8日完工並分別於7月3日及7月5日完成初
驗，第一工區已於7月23日進行驗收，第二工區預定於8月1日進行驗收事宜。

 

 

(2)108年度桃園市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改善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開口契
約)採購案(邱世婷)

108嵋嵽朚嗩峙躉嘇邤党列躉欋賆搐呛岼磢墫裮褄裟务疺軷慗蜪旤冰(鑢劺堨篛)扸诓期(辈䲣奎)

本案已於108年2月14日上網公告，採公開評選方式之限制性招標，並於108年2月20日成立採購

評選委員會、108年2月26日資格標開標完成，並於108年3月21日完成評選會議，108年4月18

日完成議價，並於108年5月2日完成簽約。

 

 

(3)108年度緊急農水路更新改善計畫（顏木生、邱世婷）

108嵋嵽粡廼躉欋賆旋撇搐呛裟瑂∙ 霦旿珶Ｎ辈䲣奎豈

1. 負擔比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80%)及本府(20%)。
2. 本計畫預計執行2,756萬2,500元，行政院農委會108年4月12日核定補助經費2,205萬元(本

府配合款551萬2,500元)，本市議會於108年6月14日同意先行以墊付方式執行本計畫。
3. 108年提報改善路線30條(新屋區8條、楊梅區1條、觀音區13條、中壢區2條、大園區4條、

大溪區1條、蘆竹區1條)，農委會於108年5月16日完成複勘，並於6月27日調整核定改善路
線14條(新屋區3條、楊梅區1條、觀音區6條、大園區1條、中壢區2條、蘆竹區1條)，同年7
月8日召開工程設計預算書圖審查會議，廠商並於108年7月12日檢送工程預算書圖(修正版)
等資料，刻正辦理預算書圖核定及工程發包作業中。

 

 

五、其他

(1)保管專戶(簡惠瑜、鍾佳靜、蔡瑋庭）



粿蔶   嵋/旟 勛嘇愗镊圈嗭笖䲚秽期 峉婣惧 嫱韯

1 104年9月～12月 21件 19件 2件

2 105年1月～6月 35件 22件 13件

3 105年7月～12月 37件 30件 7件

4 106年1月～6月 25件 15件 10件

5 106年7月～12月 23件 14件 9件

6 107年1月~6月 19件 8件 11件

7 107年7月~12月 28件 16件 12件

8 108年1月~3月 6件 3件 3件

9 查詢是否屬辦竣農地重劃區 13件 13件 0件

各重劃區存入保管專戶計433件，至108年7月22日發價完成共65件，已通知領款並完成送

達計235件(含繼承人共通知827人)，查址中42件，待查址91件。

 

(2)農地重劃區:

 

 

 

區段徵收科
一、機場捷運A7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黃書瑾)

(1)本局配合內政部辦理抵價地點交作業

本局配合內政部辦理抵價地點交作業，完成點交土地共計305筆，尚有10筆土地未點交，其

中1筆土地尚待土重處改善工程問題，另有6筆抵價地因涉及整地地勢問題，已於107年10月

2日邀集內政部等相關單位研商，並於108年3月25日依土重處函復相關坡度設計規劃說明續

辦點交作業，惟地主仍表示因高差問題拒絕點交，刻正彙整意見函報內政部，俾憑續處；剩

餘3筆抵價地涉及相鄰土地附屬建築物越界問題，已於108年7月15日辦理複估公告，俟公告

完畢將辦理補償費發放等事宜。

(2)有關市長指示本案未分配土地建設

有關市長指示本案未分配土地建設集會所(市民活動中心)、社福館舍、兒童公園、幼兒園及

社會住宅案，已於108年4月3日由本局彙整完畢並陳報內政部，嗣經內政部於108年5月22

日召開研商會議，建議本府整合各需求計畫後，評估於廣場用地以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方式



統一辦理，本案經市長核示後續由市長拜會內政部協商。另養護工程處規劃於善捷段232、

243地號市有土地作共融式遊戲場，刻正簽陳擬向內政部爭取補助開闢經費，俟奉核後本局

將協助提報計畫書予內政部。

 

二、機場捷運延伸線A22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李政諺)

(1)有關本案設定地上權契約爭議

有關本案設定地上權契約爭議業於108年3月12日召開協調委員會完竣，決議廣豐公司應補

充子公司如申請增加實收資本額之變更登記、策略投資者之承諾書、母公司持股比例等可加

強履約能力之相關資料，再由本局評估後決定是否進行後續之協調。嗣廣豐公司於108年4

月25日函復相關補充資料，本局經評估後亦於108年6月13日函復廣豐公司不同意由其子公

司承接地上權契約主體。該公司目前已無異議並接續辦理商場規劃設計作業。

(2)本案配餘地

本案配餘地除老街溪段4地號土地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處分以外，餘有老街溪段1地號土地計1

筆，面積約300.01平方公尺，業於108年5月22日簽准同意於108年 9月併A10案第2次標售

作業辦理標售，目前標售底價初步查定為93萬8,000元/坪，預計標售底價約為8,513萬元。

 

三、機場捷運A10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陳羿丞)

(1)地籍整理及公私有土地囑託登記作業：

本案地籍整理及公私有土地囑託登記作業，蘆竹地政事務所已於108年1月19日完成登記並

通知所有權人領狀。另本案土地產權登記後鑑界、請照及都設審議等相關建築程序申辦議

題，已於108年1月21日邀集相關單位研商討論，決議於工程施作期間，除建築基地規劃設

計與都市設計審議可提前作業外，其他程序均有待工程完工驗收後再行辦理為宜。

(2)本案目前處理異議案重點說明如下：

(1)農作物補償疑義(天堂鳥)
本案已於108年3月18日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開庭審理，法官除聽取雙方證詞外，另請
本局再思考目前處置是否確實維護被徵收者之權益(如徵收審議期程延宕，造成民眾無
法有效利用土地)，並提供106年進場清點之攝影檔案供參。另原告於108年3月14日
所提準備理由(一)，指出本局於101年辦理查估後禁止繼續種植與維護，致原告無法使
用土地及收益損失情事，已於108年3月19日補充答辯在案。原告再於108年4月8日提
出準備理由(二)，因未提出新事證，已於108年4月23日回復不再補充答辯並檢送本案
106年赴現地勘查清點之錄影光碟供參。本案再於108年6月3日進行第2次出庭說明，
原告質疑本案清點株數有漏，法官請其再補充相關說明與證據，下次庭審訂於108年8
月12日。
 

(2)正德消防公司徵收補償疑義
有關正德公司營業損失部分，經107年8月13日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本案維持原
徵收補償費，全體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陳情人仍有不服，並於107年10月5日提起訴
願，內政部審認該公司於公告徵收前即將廠房遷至新廠繼續營業，並未因本案徵收導
致營業損失或營業規模縮小，故於108年1月21日來文決定訴願駁回，該公司已於108
年3月21日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已於108年4月16日答辯在案。本案已



於108年5月17日及6月14日進行2次出庭說明，法官要求補充本案營業損失補償費計
算方式說明，本局已於108年6月19日函送補充訴訟答辯書在案，下次庭審訂於108年
8月8日。
 

(3)禾頡地上物專案查估
本專案查估係委由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辦理，經該公會於108年3月4日提出查估報告
書後，已與本局於108年3月12日研商討論並有共識，其中工廠之動力機具搬遷費均有
增加，成果報告已於3月22日經本局審查通過。本案已於108年5月22日辦理地上物複
估公告，公告期間自108年5月28日起至6月26日止，公告期間禾頡公司未提異議，已
完成相關發價事宜。

(3)區內工程個案處理說明：

(1)廢棄物處理：
本案工程單位於107年10月開挖區內計畫道路(3-2-10)時，發現臨油管路側之住二街
廓地下埋有廢棄物，其影響面積為1,657平方公尺。目前工程單位已依地下油管既有
擋土牆位置間隔2公尺處施作臨時擋土設施並於住二街廓範圍內全面開挖並清除廢棄
物，因廢棄物掩埋頗深，相關作業仍持續進行中。另本局已於108年5月31日函請本府
環保局提供本案追查行為人之進度或有無辦理其他相關措施，經該局於108年7月5日
查復查無相關污染行為人紀錄。
 

(2)全區土方需求及挖填情形：
I. 本案工程於102年辦理規劃設計時，依開發規模概估本區土方需求量為7萬立方公

尺，惟106年工程進場前再予精算則需16萬立方公尺，本區所需土方均由本府其他工
程媒合取得而非購買，已有土方13萬立方公尺運入本區。

II. 另山鼻里長陳情本案工程單位於本區街廓(社會住宅用地左側)就地掘土，影響該土方
之乘載力，將使配得該街廓之地主權益受損，且有民眾質疑工程單位就地掘土後再將
土方外運，恐涉及不法。經新建工程處於108年2月21日邀集轄區議員及該街廓地主
召開會議說明，因工程初期外部土方無法如期運入區內使用，考量不延誤工期，故於
該街廓就地取土，並用於該街廓鄰接之道路築底使用，符合工程契約規定，且未來重
新覆土時亦將依相關規定夯實送驗，以維地主權益，另有關土方挖掘後外運一節，並
無相關事證提供，工程單位仍責成監造單位查察，迄今尚無發生違法情事。會議當日
經新建工程處說明後，與會議員、民眾及地主均有所了解，並未再表達其他疑義。

(3)全區污水管線排放規劃：
I. 本案全區均有配置污水排放管線，規劃連通至航空城計畫內位於A11站附近之污水處

理廠，故現階段本區內各建案均須自行設置污水處理設施，經處理符合放流水標準，
再經雨水側溝排放至坑子溪。

II. 本案曾因航空城計畫開發期程較長，研議將區內污水往南排入桃園北區水資源回收中
心(桃園系統BOT)系統中，惟本區地勢較低，需於中途另行設置加壓揚水站，涉及用
地取得且耗費巨資，故未予採用。

 

(4)房租補助費加發事宜：

本案因工程延期致民眾主張加發房租補助費疑義，經本局研議後，房租發放月數為額外補

償，不與工期絕對相關，已於108年3月19日簽准以加發4個月補助為原則，並於108年6月3

日辦理本案拆遷地上物獎勵救濟補助原則修訂發布事宜，續辦相關複估公告及發價作業。
 

(5)配餘地標售作業：

本案已於108年7月11日辦畢賸餘可建築土地第一次標售開標作業，計有11封標封投標，標

出7標共7筆土地，標脫率33.33%，整體溢價率1.02%，合計標售金額為11億7,116萬1,705



元。本案公共工程預定於今年10月完工，屆時擬再釋出本案商業區用地、部分住二土地，加

計本次未脫標土地及A22案商(特)一土地一併辦理標售，合計標售底價約為48億4,596萬

元。
 

(6)土地點交規劃作業：

新建工程處於108年6月19日召開會議說明本區工程預計於108年年7月底至9月底分區辦理

整地、排水及管線等相關工程初驗作業，108年10月啟動正驗程序。已請本案委外廠商及早

進行本案控制測量三階段審查、界址測量及界樁埋設等作業，以利108年10月辦理抵價地及

標售土地點交事宜。

 

四、機場捷運A20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陳慧茹)

(1)工程施工：

(1)本案全區工程已於108年2月14日動工，預計110年5月完工。為配合後續辦理抵價地分
配、點交及土地處分作業，經秘書長於108年5月6日召開會議決議請本局提前至109年5
月完成全區抵價地分配，並請新建工程處檢討縮短全區工程進度，以提前至110年3月全
區完工為原則，目前因區內電桿遷移日程未確認而影響工期，致進度略為落後。

(2)新建工程處向農田水利會申請水路遷移、改道或報廢一案已送水務局辦理審核。惟經農田
水利會來文說明，灌溉水路應由新建工程處自負安全及 維護管理之責；另水務局辦理徵
收工程水路遷移及報廢會勘決議亦請本局確認新設灌溉水路維管權責，已於108年6月18
日拜會石門農田水利會協調相關事宜，該會原則同意接管灌溉水路管理權責，相關維護
細節將再邀集新工處、水務局等相關單位開會研議，相關會議通知刻正簽辦中。

 

(2)徵收價格異議及複估：

(1)本案公告期間對土地徵收價格提出異議有4件，其中2案經查處後已於108年1月22日提送
本市地評會復議，已依會議決議函復異議人，其中朱清雲等2人因不服地評會復議結果，
於108年4月3日提起訴願，已於108年4月23日提送訴願答辯書，嗣經內政部於108年4
月30日函請本府補充答辯，已於5月15日完成答辯。另2案分別因土地合併及權屬變更為
同一所有權人，經地價科於108年2月15日陳請內政部於3月4日函釋結果，已於108年4
月1日提送地評會重新評議在案，並於108年6月17日至7月16日辦理地價更正公告，惟
其中1案陳情人對重評地價仍提出異議，刻正函復查處結果。

(2)中豐北路福德祠拆遷案，業於108年3月26日於桃園市議會議長室召開協調會，已於108
年4月11日邀集相關人士至現場複查，已於108年7月10日至8月8日辦理複估公告更正補
償對象及金額，預計108年8月12日辦理發價作業。

 

(3)內政部於107年6月25日核定徵收本案私有土地

內政部於107年6月25日核定徵收本案私有土地，惟國有財產署於107年7月2日將聖德段

426-4地號土地(面積6.77m )買賣移轉予私人，致使本筆土地未列入徵收公告，已於107年

11月7日辦竣協議價購及區段徵收公聽會等相關程序， 108年1月22日完成徵收市價評議作

業，並於108年4月3日將區段徵收計畫書報送內政部審議，內政部已於7月10日召開土地徵

收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刻正辦理補辦徵收公告作業。
 

(4)公有土地有償作價及無償撥用：

2



本局業於107年2月召開公有土地處理方式協調會議，107年4月辦理現勘，原則同意屬9項

公共設施用地，依相關規定無償撥用，其餘以作價方式辦理，已完成辦理有償或無償面積分

割作業，刻正辦理有償作價及無償撥用等事宜。
 

(5)一併徵收：

一併徵收目前已有22筆土地申請，接續辦理現地勘查，俟申請期滿後(公告期滿後ㄧ年內)，

再製作一併徵收清冊，報請內政部核定。
 

(6)安置土地分配：

本案開發後地價已於108年6月17日經地評會審議通過，預計108年8月訂定安置土地抽籤及

配地作業要點，相關草案刻正研擬中，108年9月召開說明會，108年10月辦理安置土地分

配作業。
 

五、中壢運動公園區段徵收開發案(盧家慶)

(1)本局業於108年7月15日至18日辦竣協議價購會議

本局業於108年7月15日至18日辦竣協議價購會議，截至108年7月19日土地協議價購金額

為1億2,449萬155元，占協議價購總金額之0.63%；建築改良物及自拆獎勵金件數計71件，

占建物總件數之30.6%。本案訂於108年8月6日及8月7日辦理區段徵收公聽會，預計9月辦

理區段徵收計畫書報核，並於10月辦理公告徵收。
 

六、機場捷運A21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陳乃菡)

(1)內政部業於108年6月10日核定本案範圍及抵價地比例

內政部業於108年6月10日核定本案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因本案都市計畫公展說明會距今已

超過3年，依規定應召開2場興辦事業計業公聽會，業於108年7月3日召開第1場興辦事業計

畫公聽會及查估說明會，刻正簽辦會議紀錄與民眾陳述意見之回應說明，第2場訂於108年7

月29日舉辦。
 

七、大溪埔頂營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李政諺)

(1)有關公益性及必要性與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報核作業

有關公益性及必要性與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報核作業，內政部土徵小組專案小組業於108年2

月12日併中原營區辦理完竣，並於3月8日函送會議紀錄到府，業依委員意見修正報告內容

完畢，並經由都發局第2次提會續審，預計7月25日召開第2次土徵小組專案小組會議。
 

八、中原營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李政諺)

(1)有關公益性及必要性與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報核作業



有關公益性及必要性與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報核作業，內政部土徵小組專案小組業於108年2

月12日併大溪埔頂營區辦理完竣，並於3月8日函送會議紀錄到府，業依委員意見修正報告

內容完畢，並經由都發局第2次提會續審，預計7月25日召開第2次土徵小組專案小組會議。
 

九、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開發案(黃書瑾)

(1)財務結算：

1. 本案本府可分配40%盈餘，已包含本府規劃使用之土地12筆約13公頃(會展中心、觀光

旅館、亞洲矽谷、流行音樂劇場、活動中心、派出所、消防隊等)，並可配回待處分之賸

餘土地(含機關用地)共9筆約3.2公頃；中央可分配60%盈餘則分配在鐵道局已招商土地

共6筆約24公頃(冠德開發、國泰開發及牛奶地產)。

2. 交通部鐵道局於108年6月25日召開高鐵桃園等5個車站特定(地)區盈餘分配賸餘可建地

鑑價委託及後續處理方式協商第2次會議，決議各站機關用地統一以開發成本計算土地

價值，另亞洲矽谷創新研發中心之土地處分收入亦以開發成本計算。刻正整理本案可配

回土地、面積、盈餘及建議方案簽請府一層核示。

(2)開發區內各專案計畫進度如下：

1. 國際觀光旅館：擬以設定地上權方式開發，經發局業於107年11月30日公告招標，108

年3月5日召開資格審查作業，因無廠商投標，審查結果流標。本案已於108年6月28日

辦理第2次公告招標，訂於108年8月2日舉辦招商說明會，資格審查日期訂於108年10

月1日。

2. 會展中心：國發會業於108年3月11日核定經濟部提報之桃園會展中心可行性評估及綜

合規劃報告，修正後規劃報告亦於108年5月16日經行政院核定；本案本府由經濟發展

局主責，後續委由新建工程處發包施工。

3. 亞洲矽谷：本案土地經行政院108年2月20日核准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55條

規定，作價投資予航空城公司，後續即屬公司資產，處分方式將依公司法及公司相關規

定辦理，不再適用本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相關作價投資計畫已

於108年6月14日報送議會審議。

4. 流行音樂劇場暨原住民族文創中心：本案基地為開發區內之機九用地，目前為航空城願

景館使用，新建工程處代辦之新建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招標作業已於108年5月22日發

表評選結果，刻正進行後續設計及監造工作。另依108年7月17日市長拜會原住民族委

員會決議，後續市府取得土地產權後，由該委員會辦理無償撥用，再與財團法人原住民

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簽訂財產使用契約，提供該基金會作為永久會址使用。
 

航空城開發科
一、整體進度管理

(1)區段徵收計畫書報核

1. 附近地區(第一期)區段徵收範圍及抵價地比例於107年10月31日經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

小組原則同意，本案徵收面積1,186公頃，抵價地比例為41%，曾經辦理農地重劃地區

為46%。經本府依會議決議補充說明資料，於107年12月24日經內政部核定，將據以辦



理後續區段徵收相關作業。

2. 108年5月28日及6月3日已分別函請本府文化局及經發局協助提供徵收計畫書所需內

容。

(2)現階段工作重點

(1) 市價查估前置作業：

A.協議價購相關作業：

a. 比準地查估成果：有關廠商所提協議價購比準地查估成果，業經地價科審查通過，

並於4月26日提交紙本查估成果及光碟。

b. 宗地調查及推估作業：宗地調查及推估作業業於5月31日完成，並將推估成果提供

民航局及興利公司。因部分成果經檢核發現需修正，已於6月14日再提供修正資

料。

c. 地價相關模擬問答：目前業已放置於共用區供同仁參考，並持續蒐集民眾問題。

B.徵收補償相關作業：

a. 比準地選取作業：在協議價購階段工作小組已就機場園區劃分地價區段共182個(包

含1個公保地)，附近地區第一期共139個(包含2個公保地)，並於區段內選取比準地

進行宗地價格推估作業。惟需確認協議價購階段選取之比準地是否皆符合土地徵收

補償作業查估辦法之規定，故預定於第八次工作小組會前會與地價人員及估價師討

論比準地選取相關作業事宜。

b. 宗地調查及推估作業：徵收補償之比準地宗地清冊已於5月31日完成檢視。其他宗

地清冊已於7月5日開始全面進行檢視，預定於8月9日前檢視完畢。有關部分宗地

條件及認定標準之調整，預定於第八次工作小組會前會與地價人員及估價師討論以

做為後續檢視及修正之依據。

c. 比準地查估成果：有關徵收補償比準地之查估，依5月30日前置作業會議決議，廠

商預訂於7月26日提供比準地估價報告書初稿，並於9月中旬決定比準地價格，以

利11月底召開徵收地價評議委員會。

(2) 地上物查估：

A. 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ㄧ期)依鄰近地段土地劃分各4區辦理查估(共計8標)，由工務局定

期於每二周邀集查估相關權責局處及廠商召開工作會議檢討查估相關疑義及管控進度。

另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第一期）地上物查估委託專案管理標案已於1月8日

決標，由興利工程公司得標，負責查估督導管理及審查相關作業。

B. 地上物查估內、外業進度如下：目前廠商刻正就剔除區邊界建物辦理查估，配合拆除線

噴繪作業，預計108年7月30日就剔除區邊界部分完成查估工作。目前查估廠商配合專

案管理廠商紙本審核及現場查驗作業，後續依補償標準修法內容、權責機關審查意見，

辦理調查表修正及釐整作業。

C. 光特資訊公司已就拆遷補償標準修法內容，於7月1日修正完畢，後續將配合工務局期程

更新系統。

D. 另農業局欲修正「本市農作改良物與農業機具設備畜產水產養殖物徵收補償費及遷移費

查估基準」，惟有關重型農業動力機具拆裝遷移費補償規定涉及查估系統程式修正，本

科已先行研議系統後續調整方向。



 

(3)民航局代辦經費

(1) 經費執行情形：

108年第二季(截至6月30日) 區段徵收行政作業費之人事費使用73.83%、業務費93.23%，

地上物查估作業費之人事費使用66.41%、業務費10.03%，經費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朚嗩脁祑嚥椶國嗩列煐婱列108嵋嵽稃䲍娺列檌庌損蜣搖丳桄籪讒囎蜣擥簇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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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累計請撥款
截至上季止累計實

際執行數
本季實際執

行數
截至本季止累計

實際執行
尚餘數

已執行
比例(%)

區段徵
收

行政作
業費

人事
費

12,032,000 5,713,265 3,169,978 8,883,243 3,148,757 73.83%

業務
費

14,859,000 8,247,800 5,605,985 13,853,785 1,005,215 93.23%

地上物
查估作

業費

人事
費

12,485,500 4,822,925 3,468,767 8,291,692 4,193,808 66.41%

業務
費

98,813,500 9,370,237 541,837 9,912,074 88,901,42610.03%

合計 138,190,000 28,154,227 12,786,567 40,940,794 97,249,20629.63%
 

(2)經費需求：

鑒於區段徵收行政作業費之人事費及業務費皆達請撥門檻之70%、地上物查估作業費之人事

費達50%，業已彙整108年度下半年作業相關需求，後續將函送民航局辦理後續請撥事宜。

 

二、專案工作

(1)大園國中原有校地活化案

1. 改善工程作業：

桃園航空城聯合服務中心第二期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服務案已於108年7月18日決標，按

契約規定廠商應於9月1日前繳交規劃成果，後續將配合預算書編列作業辦理工程採購案備標

與補辦預算等事宜。

2. 園區環境植栽維護案

為維持航空城聯合服務中心園區及同仁辦公之環境品質，刻正簽辦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辦理除

草及植栽修剪工作，目前規劃採購案採開口契約方式發包，係在108年度內，數量不確定並

以一定金額為上限之採購，已將服務中心分為7個區域，未來視實際需要，請得標廠商按區

域進行除草及植栽修剪。本案於4月24日辦理公告招標，已於5月3日辦理開標作業，因最低

標價低於底價8成，依採購法規定，請廠商提出說明後，5月13日決標予最低標廠商，廠商

於5月31日進場施作，6月6日辦理第1期驗收完成，刻正辦理本期請款作業。
 

(2)桃園航空城都市計畫範圍樁位檢視歷程

(1)本案目前辦理進度：



A. 有關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171次會議決議內容，提及開發範圍內涉有剔除區邊界

面積調整、都市計畫圖與地籍圖不一致、國道2號路權範圍套繪錯誤及都市計畫圖使用

分區誤植等，應另循都市計畫程序辦理。有關都市計畫已於2月19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後續將依修正之都市計畫內容辦理相關作業。

B.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業於2月27日函請詮華公司依規定辦理航空城都市計畫範圍

及分期分區樁位測釘作業。已於3月8日完成邊界範圍釘樁作業，分署已於19、20、21

日3日辦理邊界樁位驗收作業，於3月28、29日2日進行邊界點樁作業及檢視邊界拆除線

位置。蘆竹地所依樁位進行邊界假分割作業，總計地段32個，共1068筆土地，已於

108年4月29日完成，已於108年5月10日發文。邊界拆除線噴繪作業，已完成建物部

分，農林作物已於5月10日完成。至於剔除區範圍邊界部分，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已依都委會第940次大會提案修正都市計畫書圖，並於4月8日發文啟動剔除區段徵收

範圍測釘作業，廠商已於4月25日完成讀樁作業，並同時進場佈設導線點，已於5月24

日完成現場測釘作業，6月11日至13日業已完成剔除區段徵收範圍樁位點交作業，樁位

點交紀錄及點交資料於7月17日檢送本局。另該剔除區樁位資料，已於4月25日提供本

局，經查須分割土地筆數計106筆，地籍預為分割作業已於108年5月21日完成，並於5

月23日檢核完畢，已於5月24日將預為分割成果提供相關單位，5月30日發文。剔除區

段徵收範圍拆除線作業，機場園區於6月24日完成，附近地區(第一期)於6月28日完

成，成果於7月3日提供予本局，檢測作業已於7月15日請測量科之航空城計畫人員協助

辦理中。
 

(3)安置住宅

(1).相關規劃需求：

A. 安置地點：預定在附近地區(第一期)規劃3處安置住宅用地(第五種住宅區)，面積約

9.99公頃。

B. 量體評估：附近地區(第一期)需求安置住宅推估需1,170戶。

C. 安置方式：原則以「租」、「售」分棟方式興建。

D. 房型評估：出租型、出售型安置住宅房型均規劃為3房2廳2衛。

E. 坪數評估：初步將安置住宅之實坪訂為26坪（出租型）、35坪（出售型）等2種坪

數，至於實際坪數則建議由住宅發展處後續統包工程完成規劃後，再行檢討調整。

F. 每坪興建成本上限評估：目前該處以每坪11.7萬元估算，總成本計99億5,985萬

9,000元。

G. 出租型與出售型安置住宅配置規劃：以不混居為原則，惟後續仍需就安置住宅需求

召開說明會，再予檢討調整。

H. 低樓層空間規劃：以不設置公益設施為原則，但低樓層部分可保留做為店面，供出

售做商業使用。

I. 特殊需求：為高齡者、孕婦、身心障礙者、兒童等族群做建築通用無障礙之設計。

(2).本案辦理進度：

A. 本局已於107年5月23日正式發函委託本府住宅發展處協助處理安置住宅規劃及興

建事宜。

B. 配合可配售或承租安置住宅之對象條件，本局已於107年7月6日函送相關數據予住

宅發展處，並於7月19日與該處協商會議中研商房型、需求坪數及每坪興建成本上



限、出租型與出售型安置住宅配置、低樓層空間規劃以及特殊需求等議題，並於8

月28日經市長簽奉核可，9月4日函復住宅發展處。

C. 住宅發展處於107年9月25日簽奉「桃園航空城新建安置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規劃

及監造)技術服務案」招標案，12月27日決標，得標廠商為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公

司；並於108年5月8日審核通過本案工作執行計畫書及BIM工作執行計畫書；目前

已於7月4日及7月8日召開安置住宅循環經濟發展政策與財務評估分析及建議期初

報告、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及規劃設計構想BIM報告書審查會議。

D. 有關A16基地因受限航高及高程限制而無法規劃足量之安置住宅問題，本局已於

108年7月4日與都發局、住發處協商，改覓受航高及高程限制影響較微之地點重新

規劃；並請住宅處立即著手規劃新的安置住宅，後續都發局亦將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事宜，包含檢視全區受航高影響的範圍。又住發處已於108年7月22日召開安置住

宅第6次工作會議，其A16基地新安置住宅方案預定規劃8棟，採地上9層地下2層方

式興建，提供戶數已能符合本局需求，相關規劃細節刻正研討中。
 

(4)協議價購會議

土地協議價購會議已於108年7月15日起召開，截至108年7月25日止，機場園區已辦理15

場次，附近地區已辦理14場次，共計收受55件協議價購同意書，162件意見陳述單，相關意

見彙整後將併入會議紀錄，並另行函文答覆土地所有權人。
 

(5)桃園航空城航空測量攝影暨空載光達掃瞄作業採購案

1. 桃園航空城航空測量攝影暨空載光達掃瞄作業採購案(巨額採購)，採購金額為2,500萬元

整，11月22日辦理議價決標完竣，決標金額為2,250萬元整，廠商已於107年12月7日

繳交第一階段成果測圖計畫書，108年1月6日繳交全區正射影像檔，經108年1月22日

召開測圖計畫書審查會議，監審單位亦已於3月6日檢送審查報告予本局，經審查符合規

定已於3月25日辦理備查。第二階段工作項目包含地面控制測量、航測控制點布設，已

於108年3月25日通知廠商辦理，依契約規定應於108年6月23日完成(通知日起90天

內)，廠商已於5月16日及5月17日分別送航測控制點布設成果予監審單位及本局審查，

刻正由監審單位審查中，俟審查結果送至本局後，再綜整請廠商提出說明。
 

2. 廠商已於6月21日繳交全部第二階段成果(含航空控制點、地面控制測量、航空攝影等3

項成果)，說明如下：

A.航空控制測量成果：經監審單位6月11日審查通過，並經測量科確認完成。

B.地面控制點成果：經測量科檢視符合桃園市加密控制點衛星定位測量作業手冊規定(平

面測量)，俟監審單位審查水準測量成果結果後，辦理後續。

C.航空測量成果：監審單位已完成審查，審查結果將併同水準測量成果函送本局。
 

3. 另有關上開採購案監審作業，已委由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辦理，作業經費為新臺

幣225萬元整，已於12月27日完成工作協議書簽訂事宜，辦理後續監審作業。
 

(6)航空城願景館維護案

有關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為辦理「桃園流行音樂露天劇場興建工程計畫」，函請本局協助辦理



報廢拆除願景館一案，因願景館未達使用年限，需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73條第1

項第3款規定：「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辦理報廢拆除：…三、依公務或業務需求，

確能增加基地使用價值，必須拆除改建或原有基地必須充作他項用途。…」規定辦理報廢拆

除，後續將請文化局依規定提出增加基地使用價值說明及提供辦理報廢拆除所需資料，另因

願景館係都發局專案核准興建，亦將請其就拆除表示意見，俾利簽辦。

 

(7)有關工務局進行規劃基設暨PCM標之招標

有關「桃園航空城計畫區段徵收工程規劃、基本設計暨優先開發區工程專案管理及監造委託

技術服務」標案經業務單位4月18日向黃副秘書長報告後，已確採規劃基設1標、PCM及監

造1標方式辦理，目前進度如下：

　(1)基設招標：工務局已於7月11日完成一評會議，目前公開閱覽簽辦中，預計7月底前公

開閱覽簽准。

　(2)PCM專案管理(含監造)之招標：工務局已於7月4日完成一評修正，目前進行公開閱覽，

公開閱覽時間自7月18日至7月23日止。

 

(8)產業專用區規劃案

(1)優先產專區規劃

  　　經發局於108年5月9日召開產業專用區招商第9次工作會議，產專區原於A15站、埔心

社區南側及鄰近海山路三個區域規劃9塊優先基地(約10公頃土地)，惟A15站規劃之優先基地

因有民眾陳情有意願選配，故建議經發局考量再規劃替選方案。

　　為了解是否有其他可供優先招商之產專區土地，本科已於108年3月19日實地現勘，沿

中山南路兩側選取適當的土地，就現況臨路、地上物少之街廓，並參考最小建築基地面積規

模，篩選A15站周邊三塊優先基地(約8.03公頃)，在本次工作會議中提供予經發局，由長豐

公司協助現勘。

　　經發局於6月4日針對本局提供之優先基地現況進行初步分析，目前傾向以此3塊基地做

為產業專用區優先基地。原A15站週邊產專區優先基地因涉及當地商號拆遷、民眾有意選配

等因素，暫不列入優先基地考量。本案預計於下次產業專用區招商工作會議討論。

 



(2)優先產專區處分方式

經發局建議優先基地可採部分標售及部分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招商作業，以能符合招商之政

策目的，因本案初期借貸成本較重，已建議經發局以標售為原則，若配合政策目的，可考量

在財務的可行範圍內，採取8成標售及2成設定地上權的方式規劃。

(3)產專區事業廢水處理方式

有關航空城產專區事業廢污水處理，目前協調由經發局主導汙水處理廠的規劃，並委託水務

局興建，原則以現有汙1及汙2用地評估可行方案，經發局已研擬委託相關規劃案。另事業廢

汙水事業管線，由經發局提具相關構想，納入工務局辦理之整體區段徵收公共工程規劃及施

作，惟涉及財務計畫內容，已請經發局、水務局評估所需費用，以檢討財務計畫。目前經發

局主導之桃園航空城附近地區(第一期)產業用地廢污水處理廠設置及再生水使用基本規劃委

託技術服務案已決標，後續將持續進行規劃。

(4)航空城產專區內優先基地交付期程

桃園航空城計畫預計於109年4月公告徵收，經徵收公告及發價作業，於109年6月民眾拆遷

(預計六個月)，於110年1月工程施工，並於110年11月可優先交付約10公頃之產業專用區優

先地區土地。

 

(9)公有土地辦理情形

(1)公有土地認定及會勘作業委由興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桃園航空城計畫附近地區

(第一期)區段徵收開發案委託地籍整理及土地分配專業服務案」中一併規劃，並請興利公司

定期於工作會議提報公有土地清查進度、協調會辦理方式及現地會勘期程簡報說明。



(2)本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附近地區(第一期)府內機關計1,167筆，府外機關計555筆，

共1,722筆，面積約103.41公頃。假設以區內平均地價(單價15,600元)估算，有償作價款約

為101.05億元。：
 

锛躨嘇列稃䲍时

咅两 霵噢 稝摏
阹礤

(偃雚)
承万丳俐樕(俛倚)

府內
有償 138 11.66 18.19
無償 1,029 29.06 -

小計(不含剔除) 1,167 40.72 18.19

府外
有償 319 53.12 82.86
無償 236 9.57 -

小計(不含剔除) 555 62.69 82.86

合計
有償 457 67.78 101.05
無償 1,265 38.63 -

小計(不含剔除) 1,722 103.41 101.05

(3)本科業於4月25日及5月6日及6月27日分別舉辦府內、府外機關公有土地處理方式協調

會，依前開3場會議決議事項，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鐵道局表示須辦理現地會勘外，府

內、外單位原則皆以圖面會勘方式辦理，本府將隨會議紀錄檢送各單位公有土地套疊圖資及

土地使用現況清冊，並請各單位檢視，倘有疑義則於文到一個月內函復本府，目前已陸續接

獲各單位函復意見，刻正辦理資料彙整作業。

(4)前揭交通部鐵道局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地會勘事宜，本科自6月3日起以每周現勘40筆

為原則，以1組4人(含地所)進行會勘，已於7月1日完成表定會勘作業，刻正請地所依會勘結

果先行試算假割面積，並俟取得資料後辦理會議紀錄簽辦作業。

 

(10)桃園航空城計畫後續跨局處會議

(1)第15次會議業於108年4月12日召開，航空城計畫後續跨局處會議第15次會議紀錄業於

108年5月22日函送相關單位，後續將請各單位依會議紀錄補充區段徵收計畫書所需資料。

(2)第16次會議定於108年9月3日召開，本次會議擬定3項專案報告及2項議題討論，說明如

下：

A. 專案一：有關桃園航空城範圍內神像安置具體規劃案。(本府民政局)

B. 專案二：安置住宅規劃進度說明。(本府住宅發展處)

C. 專案三：優先搬遷地區公共工程規劃進度。(本府工務局)

D. 議題一：本案範圍內水務局管理之公有土地納入區段徵收建議優先配回污水廠用地及河

川區內土地案。(本府水務局)

E. 議題二：新台15線灌溉水路調整案。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11)圖簿疑義



(1)有關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第一期)特定區計畫，經查蘆竹區新庄子段、埔心段

埔心小段等18個地段有圖簿疑義情形，屬「有簿無圖」土地共計97筆，目前剩餘47筆土

地，刻由本局重劃科、蘆竹地政事務所查明清理中。

(2)本案列管情形(截至7月25日)：
 

A.重劃科查處情形：

霵僼
 稝
摏 

暼蔬徜帹 佰褒

遺漏分配
(遺漏繪

製)
 19 

a.所有權人願意領取現金補償者，按規定以土地公告現

值加兩成清理。

b.所有權人希望領回土地者，重劃科刻正清查航空城

計畫範圍之劃餘地，據以辦理地籍圖更正。

c.所有權人死亡未辦繼承者，將現金補償價金提存法院

後清理。

公有2筆；合計292平
方公尺

私有17筆；合計1,843
平方公尺

待查處 2

a.竹圍三塊石224-1地號，無所有權部。

b.五塊厝下埔1855-1地號為重畫劃後新增之地號，已

分配，然登記簿註記重劃前為231-4地號(土地所有權

人與1855-1不同)，亦查無231-4與1855-1之對應關

係。

權屬不明2筆；合計
510平方公尺。

函請蘆竹
所修正及
截止記載

14 2筆函請修正地籍圖；12筆截止記載。
修圖2筆，合計18平方
公尺；截止記載12筆，

合計53,456平方公尺
查處簽辦

中
6 簽辦完成後將函請蘆竹所辦理重劃截止記載登記。 查處簽辦6筆，合計

5,907平方公尺
合計 41   

 

B.蘆竹所查處情形：

霵僼 稝摏 暼蔬徜帹 佰褒

通知管理機關開會研議 6筆 將另訂時間召開會議。 合計1,030平方公尺
合計 6筆   

 

 

地政資訊科
一、資訊管理機制與流程

(1)資訊管理機制與流程

為建立資訊管理機制與流程，降低機關內資訊威脅及風險，並完成B級機關之資訊安全要求，本

局於105年11月通過「ISO27001:2013」資訊安全標準之驗證，106年及107年獲得續發



「ISO27001:2013」資訊安全標準證書，108年需進行重審換證，以取得持續有效之證書，該案

已進入履約階段，業於108年5月14日完成召開啟動會議，且於6月21日及7月8日完成主管人員

資通安全宣導教育訓練，預計於7月31日前由廠商交付第一期成果。
 

二、前瞻基礎建設

(1)前瞻基礎建設

有關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之強化政府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於108年本市獲補助款

600萬元、市配合款400萬元，接續辦理地政資料中心集中共構相關資安防護設備強化作業(含伺

服器或虛擬化架構、資料儲存平台、LOG分析管理平台、遠端連線管控稽核平台等)，業於108年

4月30日完成決標作業，廠商已於108年6月28日交付設備，刻正進行安裝測試作業。
 

三、地政資訊網路ｅ點通服務系統

(1)「地政資訊網路ｅ點通服務系統」

1. 為提供整合性多網單一窗口地籍資料申領，本局與臺北市、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聯合委外合作

開發「地政資訊網路ｅ點通服務系統」，提供網際網路之電傳資訊及申領電子謄本服務。

2. 本案自96年起每3年1約，並得續約1次〈即每次得續約3年〉，為有效節省採購人力及成

本，由北北桃三市輪流主辦聯合招標採購(96年由臺北市主辦、102年由新北市主辦)，本次

合約將於本年(108年)10月31日期限屆滿，爰由本市主辦旨揭招標案，並經臺北市政府地政

局及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函請本局代為辦理聯合採購作業事宜。

3. 本案採購金額約為1億5,000萬元，係屬巨額勞務採購，業依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

點於108年6月18日召開採購審查會議，招標作業於108年7月19日簽奉核可，並已移請工務

局辦理招標公告（公告期間：108年7月23日至108年8月22日）。
 

四、有關市府為瞭解府內各機關電腦及週邊設備建置情形

(1)為瞭解府內各機關電腦及週邊設備建置情形

有關市府為瞭解府內各機關電腦及週邊設備建置情形，規劃本局於108年8月5日至108年8月8日

進行電腦普查作業，盤點作業範圍包含：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印表機及掃描器，資科局檢查

人員將設定個人電腦設備，將軟體更新到最新版本，請各科室協助配合辦理。
 

五、配合本市推動智慧城市計畫，打造智慧地政資訊服務

(1)市民卡應用：

推廣以市民卡加入桃園市地政e管家App金鑽會員，請各科室及地所同仁協助宣傳並導引民眾使

用；另於辦理教育訓練或會議時，使用市民卡辦理簽到作業，以提升使用率。
 

(2)智慧治理：

推廣民眾使用桃園市地政e管家App查詢多項應用服務， 108年6月累積下載量達13,660次，累



積會員人數達1,055人，查詢次數48,876次。

旟䶊 簆裟䲘跠邦 惧鑎牞 簆礤旚厸摏 惧鑎牞 暼褹邦

1 13,100 - 969 - 39,309

2 13,180 +0.61% 979 +1.03% 21,764

3 13,250 +0.53% 998 +1.94% 29,182

4 13,410 +1.21% 1,004 +0.6% 36,503

5 13,540 +0.97% 1,012 +0.8% 49,686

6 13,660 +0.89% 1,005 +4.25% 48.876

 

六、本市「地政資訊e點通系統」及「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
服務統計情形

(1)本市「地政資訊e點通系統」及「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服務統計情形

1. 「地政資訊e點通」系統於108年6月電傳資訊查詢共計15萬9,635筆，電子謄本申領共計

4,777張，並挹注市庫收入125萬6,467元。
 



嘇搖讞裡e鶵軱篒籈炶輢徜帹

旟䶊 闒侊(稝摏) 闒娧觛昃(希摏) 衦讒損值(倚) 衦讒損值惧鑎牞%

1 152,741 4,519 1,201,421 -

2 105,008 3,081 825,587 -31.28%

3 160,865 5,600 1,277,650 +54.76%

4 157,167 6,026 1,256,709 -1.64%

5 163,422 6,001 1,302,489 +3.64%

6 159,635 4,777 1,256,467 -3.53%

 

2. 「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於108年6月電子謄本申領共計36萬469張，並挹注市庫收入510

萬220元。
 



倿嗢嘇搖闒娧觛昃篒籈炶輢徜帹

旟䶊 觛昃(希摏) 惧鑎牞% 衦讒損值(倚) 惧鑎牞%

1 404,272 - 5,722,528 -

2 252,254 -37.6% 3,572,082 -37.58%

3 386,711 +53.3% 5,471,576 +53.18%

4 389,750 +0.79% 5,511,353 +0.73%

5 420,540 +7.9% 5,952,293 +8%

6 360,469 -14.28% 5,100,220 -14.32%

 

七、辦理地政電子資料流通服務作業

(1)辦理地政電子資料流通服務作業

108年6月總計受理23件，提供登記簿電子資料3,595萬411筆，地籍圖電子資料277萬

1,463筆。

 



嘇搖闒娧讞摰氘軱旤冰丳桄蹽狝徜帹

旟䶊 損䶃邦 畒裯笖闒娧讞摰(稝摏) 嘇笤嗭闒娧讞摰(稝摏)

1 26 3,621,968 1,612,534

2 39 8,789,591 343,064

3 36 14,545,895 1,639,397

4 21 3,069,439 1,253,760

5 36 7,784,654 1,620,185

6 23 35,950,411 2,771,463

 

八、推動公務機關使用「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系統」情形

(1)推動公務機關使用「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系統」情形

本市各機關可透過該系統查詢全國地籍資料，讓民眾免附地籍謄本即可申辦所需業務項目，以加

速民眾案件辦理速度，增進行政效益；108年6月提供各機關計207人查詢使用，共計查詢件

數939件，節省6,170張紙，達成「機關為民服務免附地籍謄本」目標。

 



嘇搖讞裡粉镲粉賆旤冰篒籈蹽狝徜帹

嵋嵽 乖珿䵇摏 暼褹䶃摏 窗痘篰希

1 236 1,342 6,807

2 197 959 8,330

3 254 1,264 11,964

4 245 1,717 11,847

5 256 1,664 12,735

6 207 939 6,170

 

九、桃園市不動產買賣案件統計表

(1)桃園市不動產買賣案件統計表

本市108年6月份買賣案件量4,012件、土地5,257筆、建物3,432棟。

朚嗩峙䲚冬珹讎论籈裟蜿

嵋嵽 旟䶊 䶃摏 嗶嘇务巑煀稝架摏

嗶嘇(稝) 巑煀(架) 募裟

105 1 2,570 3,501 1,902 5,403

2 1,654 2,276 1,275 3,551

3 3,426 4,284 2,929 7,213

4 4,077 3,716 3,638 7,354



5 4,785 4,550 4,426 8,976

6 4,352 4,454 3,990 8,444

7 4,253 5,077 4,030 9,107

8 3,310 4,710 2,891 7,601

9 2,880 3,654 2,531 6,185

10 3,445 3,868 3,150 7,018

11 3,860 4,608 3,385 7,993

12 3,643 4,966 3,283 8,249

統計 42,065 42,255 49,664 86,848

較去年增減 -7.12% -6.70% -18.67% -1.82%

106 1 2,921 3,840 2,516 6,356

2 2,296 2,965 1,998 4,963

3 3,371 4,650 3,116 7,766

4 2,910 3,701 2,670 6,371

5 3,456 4,945 3,035 7,980

6 4,010 5,127 3,483 8,610

7 3,710 5,161 3,214 8,375

8 3,723 5,662 3,054 8,716



9 3,459 4,806 2,926 7,732

10 3,384 4,988 2,705 7,693

11 4,204 4,844 3,752 8,596

12 3,612 4,506 3,142 7,648

統計 40,475 54,400 35,145 89,545

較去年增減 -3.78% +10.08% -6.10% +3.11%

107 1 3,496 4,781 2,943 7,724

2 2,168 2,838 1,930 4,768

3 3,281 4,438 2,784 7,222

4 2,742 3,534 2,402 5,936

5 3,888 5,300 3,370 8,670

6 3,596 5,039 3,112 8,151

7 3,877 5,053 3,308 8,361

8 3,613 5,104 2,927 8,361

9 3,233 4,337 2,830 7,167

10 3,461 4,698 2,949 7,167

11 3,635 4,629 3,046 7,675

12 3,203 4,576 34,579 88,909



統計 40,493 54,330 34,579 88,909

較去年增減 0.04% -0.13% -1.31% -0.71%

108 1 3,716 5,049 3,092 8,141

2 3,877 2,730 1,769 4,499

3 3,200 4,299 2,692 6,991

4 3,531 4,846 3,056 7,902

5 4,343 5,926 3,667 9,593

6 4,012 5,257 3,432 8,689

統計 22,679 28,107 17,708 45,815

政風室
一、廉政宣導

(1)為強化公務員正確法律認知

為強化公務員正確法律認知，充分瞭解法律明確規範，有效提升政府機關行政效能，達成興公益

除民怨之目標，廉政署自108年1月1日起業於「e等公務園+」及「臺北e大」數位學習平台上線

「廉政三護‧阻斷圖利」數位課程教材，請各地所利用多元管道加強宣傳，鼓勵機關同仁上網學

習。另廉政署囑所屬政風機構於業務稽核、監辦(會辦)採購、會同業務檢核時，如發現各該案件

經辦過程確有圖利之虞，請適時提出預警意見，移請業管單位參處或檢討改進，避免案件處理違

背法令、逾越裁量權限或發生獲得不法利益之結果，致使犯罪構成要件該當。

(2)《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Part1》

《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Part1》地政篇：「塗改所有權，牟取補償費」

愛財哥是地政事務所的股長，他名下有一塊土地被納入都市計畫範圍內，但這塊地跟計畫道路

間，還隔著鄰居阿力的地，愛財哥需合併阿力的地，才可以沿計劃道路使用。愛財哥動了歪念，

將阿力的土地登記簿上所有權人塗銷，更改為「國有」，打算日後藉機取得這筆土地所有權，就

可以作其他使用。幾年後，阿力土地旁的地被多金妹買走，打算興建店舖，不知情的多金妹看中

了這筆「國有地」，請愛財哥代辦申請與國有地合併使用，以及後續向國有財產局購地事宜；愛



財哥此時已陞任地政事務所主任，運用職務上的機會，順利將該筆土地移轉登記給多金妹後，再

由多金妹申請分割，將其中一筆地號移轉登記給愛財哥。這塊土地，如以徵收補償地價每平方公

尺新臺幣（下同）1萬1,200元計算，愛財哥及多金妹分別獲得19萬400元及69萬4,400元的不法

利益。某日，地政事務所發現阿力名下土地新舊謄本記載面積不一，且經分割輾轉易手，發文函

請地政處指導如何釐清與更正。這時候，愛財哥又已陞任縣政府地政處專員，為免事跡敗露，他

找上掌管土地登記簿的同仁，將土地所有權人變更回阿力，並變造當年移轉所 有權給多金妹的相

關文書日期，讓那批文件因逾保存年限而被銷毀，藉此掩飾犯行。

愛財哥明知該土地為阿力所有，竟然將土地變造為國有，並移轉到多金妹，讓自己與多金妹獲得

不法利益。因愛財哥年歲已高、多病 纏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以

及刑法變造公文書等罪名，判處愛財哥有期徒刑9個月，褫奪公權1年，緩刑4年，圖利所得財物

88萬4,800 元，應追繳發還被害人阿力之繼承人，並須向公庫支付30萬元。

「溫馨叮嚀」：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製作或掌管公文書，應確保公文書登載內容的正確性，且不得為獲取自己
或他人的不法利益，進而從事虛偽造假的行為。愛財哥身為地政主管人員，利用主管土地登記業務接觸土地
登記 簿的機會，以變造、偽造公文書的方式，將民眾所有的土地變更為國有，再伺機移轉登記為多金妹及
自己所有。愛財哥為掩飾犯罪行為，又與同仁共同竄改土地登記簿，因公務員所從事公務行政的行為，均會
留下文書流程及書面紀錄，終究難逃法律制裁，除讓自己面臨官司 纏訟外，不法所得亦須返還被害人，同
仁應引以為鑑，勿因一時貪念 得不償失。

人事室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

(1)獎勵令電子化措施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記功以下(包含嘉獎1次、嘉獎2次、記功1次及記功2次)獎勵令闒

娧凭」措施，自本(108)年7月1日起施行，落實政府無紙化節能減碳政策、達成人事作業流

程簡化及電子化政府之目標，需請同仁配合至公務人員人事服務網（以下簡稱eCPA）點

選Ｙ勣忦Ｚ及Ｙ瞑襤闒娧迌䶃亸窈Ｚ，始能順利以電子化方式處理，本室除於108年7月18

日、7月23日以電子郵件方式通報本局同仁，並至各科室宣導，「記功以下獎勵令電子化」

之相關事項如下：

(一) 同仁點選【同意】後，未來經服務機關核定後之記功以下敘獎案，系統會自動寄發通知

至同仁之電子郵件信箱，同仁可至eCPA進行檢視，並得依需求自行列印獎勵令資料。

(二) 在同仁尚未點選【同意】前，人事室仍會以紙本方式將敘獎令送當事人收執。

 

(2)辦理有關失智症之講座

因應失智症有年輕化趨勢，失智症議題逐漸受到關注，為協助同仁多加瞭解失智徵兆及預防

方法，並介紹現有之醫療及社會資源，使員工得以妥善規劃運用，減緩因個人罹病或需照顧

家人之負荷壓力，致影響個人工作績效表現，爰擬規劃辦理有關失智症之講座如下：

撼时 攙鑪 覉磢勤礈 觲崂 嘇鶵 劚具䵇厸
劚具䵇

摏



8/19
(一)

13:30
∫

15:30

當我們同在「憶」起-談
失智

長庚紀念醫
院
社會工作師
魏其斾

桃園市政府綜合會議廳
2樓

(桃園區縣府路11號)

1.地政局60人
2.各地所人員50
人
3.他機關人員50
人

160人

 

會計室
一、截至108年6月底止預算執行情形：(附表1~5)

(1)截至108年6月底止地政局主管單位預算及主管基金預算執行情形

截至108年6月底止地政局主管單位預算及主管基金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千元



雧  穮  霵  僼 倿      嵋

雧  穮  摏

簆      裟

僝  逤  摏

簆      裟

媽  狕  摏

(匂斂䵥摏)

刷簆裟

僝逤摏

囎蜣牞

%

倿嵋

輫惧牞

%

歲入預算(註1) 9,560,408  555,308 620,124 111.67 6.49

歲出預算

(註1.2)

合  計 1,342,114 721,484 642,354 89.03 47.86

經常門 1,116,102 594,745 527,721 88.73 47.28

資本門 226,012 126,739 114,633 90.45 50.72

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數 合  計 91,514 91,514 100.00 100.00 100.00

經常門 0 0 0 0 0

資本門 91,514 91,514 100.00 100.00 100.00

土地重劃基金(註3) 合  計 1,829,211 128,233 343,899 268.18 18.80

經常性支出 728,312 0 94 - 0.01

資本性支出 1,100,899 128,233 343,233 268.11 31.23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註3)

合  計 5,406,351 975,560 404,552 41.47 7.48

經常性支出 2.567,239 55,882 52,432 93.83 2.04

資本性支出 2,839,112 919,678 352,120 38,29 12,40

註

1. 本表歲入預算、歲出預算各欄位數字係局主管合計(包括地政局及各地政事務所)。

2. 本表累計實現數包括零用金，但不包括預算保留數及統籌科目執行數。

3. 土地重劃基金及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資本性支出，包括長期投資及購置無形資產、固定資產。



二、108年7、8月份待執行重大分配預算案件

(1)108年7、8月份待執行重大分配預算案件如下，請相關業務科室依規劃期程加
強積極執行。

雜

槸

雧

穮

九

浧

期勤 僝逤邨霤 囎蜣

徜帹

1 歲
入
預
算

1.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補助辦理地籍圖重測計畫(7月) 8,850,000元 測量

科

已於

7月

8日

撥

入。

2.內政部補助辦理「基層地政機關辦理老舊電腦汰換及強

化資安防護設備」(8月)

6,000,000元 資訊

科

2. 歲
出
預
算

1.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補助辦理地籍圖重測計劃 (7月) 8,500,000元 地價

科

預定

7月

底進

行第

3次

估驗

計

價，

執行

金額

約

500

餘萬

元。

2.經濟部工業局補助辦理「桃園科技工業園區計畫(汙水處

理廠案)所需經費(7月)

2,945,000元 地價

科

同



同

上。

3.農委會補助辦理107年農地重劃區緊急農水路改善計畫(7

月)

11,000,722元 重劃

科

刻正

辦理

驗收

事

宜，

預計

8月

上旬

付

款。

4.委託廠商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8月) 2,890,000元 測量

科

3. 土
地
重
劃
基
金

1.辦理觀音草漯(三)市地重劃區工程施工費用(7月) 1,090,000,000

元

重劃

科

2.委託辦理觀音草漯(三)市地重劃區範圍地形測量、土地改

良物查估及地籍整理作業；委託辦理公共設施工程專業管

理、規劃、設計、監造、地質鑽探及品質檢驗督導等費用

(7月)

3,500,000元 重劃

科

3.委託辦理觀音草漯(第6區整體開發單元)市地重劃區範圍

地形測量、土地改良物查估及地籍整理作業；委託辦理公

共設施工程專業管理、規劃、設計、監造、地質鑽探、品

質檢驗督導等費用(7月)

1,000,000元 重劃

科

4.辦理觀音草漯(第3區整體開發單元)市地重劃區工程施工
費用(7月)

123,000,000
元

重劃
科

5.觀音草漯(第3區整體開發單元)市地重劃區建物、工作物
及農林作物等地上物之拆遷補償費、自動拆遷獎勵金等各
項獎勵金及救濟津貼(7月)

8,000,000元 重劃
科

6.委託辦理觀音草漯(第3區整體開發單元)市地重劃區範圍
地形測量、土地改良物查估及地籍整理作業;委託辦理公共
設施工程專業管理、規劃、設計、監造、地質鑽探及品質

1,000,000元 重劃
科



設施工程專業管理、規劃、設計、監造、地質鑽探及品質
檢驗督導等費用(7月)

4. 實
施
平
均
地
權
基
金

1.委託辦理中路區段徵收開發案都市計畫樁位測釘、區段

徵收範圍地形測量、土地改良物查估及地籍整理作業(7月)

11,140,000元 區段

徵收

科

2.A20站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建物、工作物及農林作物等地

上物之拆遷補償費、自動拆遷獎勵金等各項獎勵金及救濟

津貼(7月)

4,000,000元 區段

徵收

科

3.委託辦理A20站區區段徵收開發案都市計畫樁位測釘、

區段徵收範圍地形測量、土地改良物查估及地籍整理作業

(7月)

10,000,000元 區段

徵收

科

4. 委託辦理桃園航開城計畫地籍整理及土地分配專業服務

案(8月)

2.847,000元 航空

城開

發科

5. 桃園航開城區段徵收範圍內公墓及零星墳墓補查估委外

查估《殯葬管理所》(8月)

1,000,000元 航空

城開

發科

6.航空城公共設施工程總顧問《工務局》(8月) 65,000,000元 航空

城開

發科

 

三、會計室重點工作辦理情形

(1)會計室重點工作辦理情形

雜

槸 

时    鑪 蹽狝䴘雜 囎蜣載嵽要擥

1 108.2.1~2.28

108.10.1~10.31

本局108年度內

部統計稽核

1. 108年度內部統計稽核計畫已於108年2月25
日簽准，並影送相關科室。

2. 定期稽核預計於10月辦理。(子惟)

2 108.3.15~7.31 108年度內部控
制制度教育訓練

108年3月18日桃地會字第1080012466號函請本

局及地所編制內同仁選讀「風險管理」數位課



制制度教育訓練 局及地所編制內同仁選讀「風險管理」數位課

程，預計7月底前完成本局及地所編制內同仁訓練

(榮忠)

3 108.4.1~9.30 109年度預算籌

編作業

1. 月22日前已彙整本局及所屬各地所概算需
求。

2. 5月20日召開本局及所屬各地所109年度第一
次預算籌編會議。

3. 5月22日請業務科室填復109年度專案計畫及
其他需求編列說明表及預算編列20張表，並
據以於系統登打。

4. 本局及地所歲入、歲出概算已於6月10日前
送主計處彙辦。

5. 7月25日前繳交複審後概算書表。
6. 8月13日參加市長主持之預算審查會(榮忠專

員、佳茗)
7. 主計處7月22日向市長專案報告109年度概算

初審結果，本局主管部分初審建議額度(含基
本需求、專案計畫及其他需求)調整後共核列
2億8,946萬元。修正後概算相關書表於7月
25日送主計處複審。

4 108.4.1~9.30 109年度附屬單

位預算籌編作業

1. 研提本局主管2基金附屬單位概算已於6月10
日送主計處彙辦。

2. 預計於7月31日前簽陳預算書總說明及各開
發案說明文字部分。

3. 8月13日參加市長主持之預算審查會。(子
惟、依婷)

5 108.5.1~6.30 108年度公務統

計報表編報相關

會議或教育訓練

1. 本局修訂後公務統計方案經本府主計處108
年4月25日桃主公統字第1080004768號函
核定，並已函轉所屬地所及相關科室。

2. 已於108年6月28日辦理公務統計檢討會議，
並將會議資料分送各業務科室。(子惟)

6 108.5.28 108年第1次懸帳

清理小組會議

目前第1次懸帳會議已於108.5.28開畢，會議紀

錄修正中，預計6月底前完成。(子龍)

7 108.7.1~7.31 108年第2次懸帳

清理小組會議

108年度第2季（4~6月）懸帳會議預計於

108.7.31前召開。(子龍)

8 108.7.15~7.20 編造108年度單

位預算及附屬單

位預算半年結算

報告

預計於108/6會計月報完成（7/15前）後，接續

編報半年結算報告，並於7/20前函送相關機關

（子龍、靜瀅、子惟、依婷）



9 108.6.17~7.20 108年度第2期分

期實施計畫及收

支估計表編製作

業

1. 108.6.19以電子郵件傳送區徵科、航開科及
重劃科填報下半年收支估計狀況。

2. 預計於7/20前函報相關機備查。

10 108.7.20~7.25 編造108年度主

管預算半年結算

報告

預計7/25前函送相關機關(子龍、靜瀅)

11 108.10.1~10.31 108年第3次懸帳

清理小組會議

108年度第3季(7~9月)懸帳會議預計於108.10.20

前召開。(子龍)

12 108.2.26~5.13 審計部桃園市審

計處抽查本局主

管2基金107年度

1至10月財務收

支審核通知

審計處於108年5月6日來函通知仍有相關辦理事

項，已於5月13日函復審計處(第3次聲復)。【已

結案】

13 108.1.1~1.30 107年度歲入預

算保留

歲入應收款保留暨分配表已於108.1.30函送財政

局。(佳茗)【已結案】

 

秘書室
一、電話禮貌測試

(1)電話禮貌測試：

108年6月電話應答品質考核結果，本局平均成績達90.2分，顯示各項缺失均有明顯改善，

惟仍有少數缺失事項，包括「未告知轉接分機、姓氏」、「第2位、第3位接聽者未主動報明

姓氏」，請持續檢討改善。

(2)內政部業務考核：

本年度內政部地政業務督導考評已於108年7月16日順利結束，各考評類別的委員建議事項

回復情形將於奉核後送交內政部。

(3)第五屆歌唱比賽

本局第五屆歌唱比賽於7月31日下午3時，在桃園區公所四樓視廳中心辦理，歡迎各主管同



仁踴躍前往加油。

各地所
一、各地政事務所報告

(1)蘆竹地政事務所

捷運綠線計畫辦理協議設定地上權案件。

有關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下稱捷工局)辦理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建設計

畫，就本市蘆竹區內興段1158-1地號及大園區竹圍段拔子林小段87-32地號等25筆部分持分土

地，申辦協議設定地上權登記一案:

捷工局依據大眾捷運法第19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於召開協議設定地上權會議後，取得徐

石定君等人同意就其持有之應有部分權利範圍簽訂地上權設定契約書，申請設定地上權登記(附件

一)，經查前揭地號土地係屬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同意以其應有部分設定地上權，依內政部85

年7月9日台內地字第8580121號函釋略以:共有土地之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設定地上權，應不妨

害他共有人之權益，即於申請登記時應檢附他共有人之同意書(附件二)。惟捷工局表示無法取得

未能同意協議設定地上權之共有人同意書(例如:共有人已死亡或昏迷)，並表示本案未達成協議設

定地上權之部分持分土地，將依規定陳報徵收地上權作業，本案協議設定地上權登記為徵收之前

置程序，應可先行辦理登記。次查本案地上權設定契約書係以共有人個別訂立契約並分件辦理，

非以土地全體共有人倂同訂定契約，尚與規定不符，本所業已提供相關函令規定供該局參考。

伍、附件
附件1 下載：1080722-2-擴大局務會議資料_附件.pdf

附件2 下載：會議資料2 附件1-蘆竹所地上權設定案.pdf

附件3 下載：會議資料2 附件2-地籍資料及函釋.pdf

http://localhost:8018/ckfinder/userfiles/files/1080722-2-%E6%93%B4%E5%A4%A7%E5%B1%80%E5%8B%99%E6%9C%83%E8%AD%B0%E8%B3%87%E6%96%99_%E9%99%84%E4%BB%B6.pdf
http://localhost:8018/ckfinder/userfiles/files/%E6%9C%83%E8%AD%B0%E8%B3%87%E6%96%992%20%E9%99%84%E4%BB%B61-%E8%98%86%E7%AB%B9%E6%89%80%E5%9C%B0%E4%B8%8A%E6%AC%8A%E8%A8%AD%E5%AE%9A%E6%A1%88.pdf
http://localhost:8018/ckfinder/userfiles/files/%E6%9C%83%E8%AD%B0%E8%B3%87%E6%96%992%20%E9%99%84%E4%BB%B62-%E5%9C%B0%E7%B1%8D%E8%B3%87%E6%96%99%E5%8F%8A%E5%87%BD%E9%87%8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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