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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擬 定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擬定都市計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12條 

擬定都市計畫 

機 關 
內政部 

本案公開展覽 

起 訖 日 期 

公
開 
展
覽 

第一次公開展覽：自 102 年 7 月 24 日起至 102 年 8 月 22
日止，計 30天。刊登 102年 7月 24日至 7月 26日聯合報。 

第二次公開展覽：自 103 年 2 月 25 日起至 103 年 3 月 26
日止，計 30天。刊登 103年 2月 25日至 2月 27日聯合報。 

第三次公開展覽：自 106 年 8 月 11 日起至 106 年 9 月 9
日止，計 30天。刊登 106年 8月 11日至 8月 13日自由時報。 

說
明
會 

第一次公開展覽說明會共舉辦 12場： 
1.民國 102年 8月 2日下午 2時於大園國小。 
2.民國 102年 8月 3日上午 10時於大園國小。 
3.民國 102年 8月 3日下午 2時於大園國中。 
4.民國 102年 8月 5日下午 2時於大園國中。 
5.民國 102年 8月 9日下午 2時於蘆竹國小。 
6.民國 102年 8月 10日上午 10時於蘆竹國小。 
7.民國 102年 8月 10日下午 2時於菓林國小。 
8.民國 102年 8月 12日上午 10時於菓林國小。 
9.民國 102年 8月 16日下午 2時於山腳國中。 
10.民國 102年 8月 17日上午 10時於山腳國中。 
11.民國 102年 8月 17日下午 2時於竹圍國中。 
12.民國 102年 8月 19日上午 10時於竹圍國中。 
第二次公開展覽說明會共舉辦 6場： 
1.民國 103年 3月 8日上午 10時於大園老人活動中心。 
2.民國 103年 3月 8日下午 2時於大園國中。 
3.民國 103年 3月 15日上午 10時於竹圍國中。 
4.民國 103年 3月 15日下午 2時於山腳國中。 
5.民國 103年 3月 22日上午 10時於菓林國小。 
6.民國 103年 3月 22日下午 2時於大園高中。 
第三次公開展覽說明會共舉辦 4場： 
1.民國 106年 8月 18日上午 10時於大園國中。 
2.民國 106年 8月 20日上午 10時於山腳國中。 
3.民國 106年 8月 25日上午 10時於菓林國小。 
4.民國 106年 8月 27日上午 10時於竹圍國中。 

人民團體對本
案之反映意見 

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委員會審核結果本案

提交部級都市計畫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18 次會議審議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30 次會議審議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32 次會議審議通過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3 次會議審議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9 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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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本次補辦公展範圍位於「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後續簡稱航空城計畫)東北隅之海口里崙仔後聚落，係依民

國107年3月27日次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19次會議決議，考量此聚

落緊鄰航空城計畫，其區位緊鄰機場第三跑道位置，未來飛機起降產

生之噪音及跑道工程高程較高導致該區可能淹水等環境外部性問題，

確實將影響民眾居住品質，故將海口里崙仔後聚落納入航空城計畫範

圍，並依會議決議就增加部分辦理公開展覽。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依據民國107年3月27日次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19次會議決

議及都市計畫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三節 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於民國106年8月進行再公開展覽，計畫範圍係依桃園航空

城計畫機場園區特定區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納入徵收必要性聽證會和

桃園航空城計畫附近地區(第一期)特定區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納入徵

收必要性聽證會結果調整，計畫北界以「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

計畫」省道台15線改道路線、中油沙崙油庫及海口里崙仔後聚落為界

；東側以省道台15線、南崁溪中心線、南崁舊溪、縣道108線(海山路)

、桃林鐵路及部份水圳為界；南側以長興路、省道台31線、宏竹里部

份北側邊界、埔心溪支流堤防預定線、桃園大圳第3支線、國道2號為

界；西側至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邊界、老街溪堤防預定線中心線

、大園都市計畫邊界、中山南路、中正東路為界，再公展計畫面積為

4,560.21公頃；並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19次會議決議，再增加

4.94公頃，計畫面積合計為4,565.15公頃，詳圖1-1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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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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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補辦公開展覽計畫範圍以緊臨航空城計畫海口里崙仔後聚落

之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現況道路及部分農牧用地、墳墓用地納

入計畫範圍，計畫範圍增加約4.37公頃，詳圖1-2補辦公展範圍示意圖

。 

 

 

圖1-2 補辦公展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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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內政部都委會 919 次會議決議內容概述 

航空城計畫屬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合併擬定之特定區計畫，依民國107

年3月27日內政部都委會第919次會議審定內容，計畫年期訂為民國130年，

計畫人口為18萬人，計畫面積為4,565.15公頃，參見表2-1及圖2-1。 

第一節 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住宅區面積合計558.57公頃，佔計畫面積12.25%。依區位、使用

目的、使用強度分為第一種住宅區、第一之一種住宅區、第二種住宅

區、第三種住宅區、第四種住宅區、第五種住宅區、第五種住宅區(供

安置住宅使用)及第五種住宅區(供社會住宅使用)。 

(一)第一種住宅區：為保留既有合法社區及聚落，將原屬非都市土地

之甲種建築用地或乙種建築用地劃設為第一種住宅區，劃設面積

為 31.10公頃，佔計畫面積 0.68%。 

(二)第一之一種住宅區：為保留既有合法社區及聚落，將原屬都市土

地農業區建地目劃設為第一之一種住宅區，劃設面積為 2.85 公

頃，佔計畫面積 0.06%。 

(三)第二種住宅區：配合安置計畫，指定為安置街廓，劃設面積為 58.48

公頃，佔計畫面積 1.28%。 

(四)第三種住宅區：劃設面積為 307.53公頃，佔計畫面積 6.74%。 

(五)第四種住宅區：劃設面積為 121.70公頃，佔計畫面積 2.67%。 

(六)第五種住宅區：劃設面積為 13.55公頃，佔計畫面積 0.30%。 

(七)第五種住宅區(供安置住宅使用)：指定興建安置住宅使用，由交

通部辦理處分興建，於辦理區段徵收作業時不作為抵價地分配使

用。劃設面積為 8.03公頃，佔計畫面積 0.18%。 

(八)第五種住宅區(供社會住宅使用) ：指定興建社會住宅或安置住宅

使用，由桃園市政府辦理處分興建，於辦理區段徵收作業時不作

為抵價地分配使用。劃設面積為 15.33公頃，佔計畫面積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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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業區 

商業區面積合計321.53公頃，佔計畫面積7.05%。依區位、容許使

用內容及發展強度分為第一種商業區、第二種商業區、第三種商業區

及第四種商業區。 

(一)第一種商業區：為鄰里性商業區，劃設面積為 8.51公頃，佔計畫

面積 0.19%。 

(二)第二種商業區：位於捷運車站周邊及 50米園林道路兩側，劃設面

積為 158.81公頃，佔計畫面積 3.48%。 

(三)第三種商業區：位於捷運車站周邊半徑 500 公尺範圍，劃設面積

為 103.17公頃，佔計畫面積 2.26%。 

(四)第四種商業區：位於捷運車站 A11/G32 交會站、A16/G18 交會站、

G15車站及G16車站周邊半徑300公尺範圍地區，劃設面積為51.04

公頃，佔計畫面積 1.12%。 

三、乙種工業區 

提供計畫區內拆遷小型合法工廠之安置，配合劃設為乙種工業區

，劃設面積41.75公頃，佔計畫面積0.91%。 

四、零星工業區 

為保留計畫區內既有具一定規模以上之合法工廠劃設零星工業區

，劃設面積為20.49公頃，佔計畫面積0.45%。 

五、機場專用區 

以桃園國際機場現有範圍及其擴建所需用地劃設機場專用區，面

積1728.86公頃，佔計畫面積37.87%。 

六、機場專用區(兼供道路使用) 

供機場專用區範圍內宗教場所(福海宮)及既有社區進出通行劃設

機場專用區(兼供道路使用)，劃設面積2.41公頃，佔計畫面積0.05%。 

七、機場專用區(兼供廣場使用) 

供機場專用區範圍內宗教寺廟(福海宮)適當宗教活動空間劃設機

場專用區(兼供廣場使用)，劃設面積0.18公頃，佔計畫面積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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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由貿易港專用區 

自由貿易港專用區面積合計109.35公頃，佔計畫面積2.40%。依配

合機場園區發展，以現有自由貿易港區及擴充用地劃設第一種、第二

種自由貿易港專用區及配合區內第一種住宅區進出道路劃設第二種自

由貿易港專用區(兼供道路使用)。 

(一)第一種自由貿易港專用區：為現有貨運及貨物加值專用區變更名

稱為第一種自由貿易港專用區，劃設面積為 35.54 公頃，佔計畫

面積 0.78%。 

(二)第二種自由貿易港專用區：為桃園國際機場園區之自由貿易港專

用區擴建用地，劃設面積為 73.73公頃，佔計畫面積 1.62%。 

(三)第二種自由貿易港專用區(兼供道路使用)：為第二種自由貿易港

專用區範圍內之第一種住宅區進出道路，劃設面積 0.08公頃，佔

計畫面積 0.02‰。 

九、產業專用區 

產業專用區面積合計564.47公頃，佔計畫面積12.37%。依區位及

使用內容分為第一種產業專用區、第二種產業專用區、第二之一種產

業專用區、第三種產業專用區及第四種產業專用區。 

(一)第一種產業專用區：現有沙崙油庫及保留部分中油油管線路線，

劃設面積為 82.79公頃，佔計畫面積 1.81%。 

(二)第二種產業專用區：毗鄰機場專用區及國道二號交流道周邊地

區，劃設面積為 52.35公頃，佔計畫面積 1.15%。 

(三)第二種產業專用區(兼供道路使用)：毗鄰機場專用區之第二種產

業專用區配合第一種住宅區之出入道路，劃設面積為 0.27公頃，

佔計畫面積 0.01%。 

(四)第二之一種產業專用區：位於沙崙油庫與省道台 15線改道、南崁

溪與省道台四線所夾土地，劃設面積為 7.17 公頃，佔計畫面積

0.16%。 

(五)第三種產業專用區：位於機場專用區南側、埔心溪以東、南崁溪

以西及航空噪音 60 分貝等噪音線以北地區，劃設面積為 230.44

公頃，佔計畫面積 5.05%。 

(六)第四種產業專用區：位於埔心溪以東、南崁溪以西範圍及 60分貝

等噪音線以北地區，劃設面積為 191.45公頃，佔計畫面積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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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車站專用區 

配合捷運車站周邊地區發展，作商務、金融、餐飲等空間機能，

以捷運車站出入口所在區位規劃車站專用區，劃設面積為17.62公頃，

佔計畫面積0.39%。 

十一、宗教專用區 

配合計畫區內具合法登記之寺廟或現地遷移需求劃設，劃設面積

為2.54公頃，佔計畫面積0.06%。 

十二、電信專用區 

配合電信服務需求設置，劃設面積為0.20公頃，佔計畫面積0.04‰

。 

十三、瓦斯事業專用區 

配合瓦斯加壓站服務需求設置，劃設面積為0.07公頃，佔計畫面

積0.02‰。 

十四、加油站專用區 

配合加油站服務需求設置，劃設面積為0.76公頃，佔計畫面積

0.02%。 

十五、灌溉設施專用區 

配合農業專用區及計畫區外農田之灌溉需求，將2-4-1號(橫山大

埤)及5-11號等2口埤塘及部分水圳劃設為灌溉設施專用區，劃設面積

為26.89公頃，佔計畫面積0.59%。 

十六、農業專用區 

提供計畫區內繼續維持耕作意願之農民農耕使用，劃設面積為

10.31公頃，佔計畫面積0.23%。 

十七、古蹟保存區 

依桃園市政府於105年6月3日府文資字第1050120103號公告「前空

軍桃園基地設施群」之保存範圍為原則劃設古蹟保存區，劃設面積

13.70公頃，佔計畫面積0.30%。 

十八、河川區 

依市管河川南崁溪及老街溪公告之堤防預定線，區域排水埔心溪

及新街溪公告之堤防預定線劃設河川區，劃設面積151.19公頃，佔計

畫面積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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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河川區(兼供機場專用區使用) 

河川區(兼供機場專用區使用)劃設於南崁溪堤防預定線範圍及既

有機場交集地區，劃設面積為5.83公頃，佔計畫面積0.13%。 

二十、河川區(兼供捷運系統使用) 

河川區(兼供捷運系統使用)劃設於南崁溪及新街溪堤防預定線範

圍、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高架路線路權範圍交集地區，劃設面

積為0.91公頃，佔計畫面積0.02%。 

二十一、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劃設於新街溪堤防預定線範圍與高速

公路路權範圍交集地區，劃設面積為2.16公頃，佔計畫面積0.05%。 

二十二、河川區(兼供園林道路使用) 

河川區(兼供園林道路使用)劃設於新街溪、埔心溪堤防預定線範

圍與園林道路範圍交集地區，劃設面積為5.41公頃，佔計畫面積0.12%

。 

二十三、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劃設於南崁溪、埔心溪、新街溪堤防預定

線範圍及計畫道路交集地區，劃設面積為2.49公頃，佔計畫面積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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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面    積 
(公頃) 

佔 總 面 積 
百分比(%) 

佔 都 市 發 展 
用地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第一種住宅區 31.10  0.68 0.71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2.85  0.06 0.06 

第二種住宅區 58.48  1.28 1.33 

第三種住宅區 307.53  6.74 6.99 

第四種住宅區 121.70  2.67 2.77 

第五種住宅區 13.55  0.30 0.31 

第五種住宅區(供安置住宅使用) 8.03  0.18 0.18 

第五種住宅區(供社會住宅使用) 15.33  0.34 0.35 

小    計 558.57  12.25 12.70 

商業區 

第一種商業區 8.51  0.19 0.19 

第二種商業區 158.81  3.48 3.61 

第三種商業區 103.17  2.26 2.35 

第四種商業區 51.04  1.12 1.16 

小    計 321.53  7.05 7.31 

乙種工業區 41.75  0.91 0.95 

零星工業區 20.49  0.45 0.47 

機場專用區 1,728.86  37.87 39.32 

機場專用區(兼供道路使用) 2.41  0.05 0.05 

機場專用區(兼供廣場使用) 0.18  0.00 0.00 

自由貿易
港專用區 

第一種自由貿易港專用區 35.54  0.78 0.81 

第二種自由貿易港專用區 73.73  1.62 1.68 

第二種自由貿易港專用區(兼供道
路使用) 

0.08  0.00 0.00 

小    計 109.35  2.40 2.49 

產業 
專用區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 82.79  1.81 1.88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52.35  1.15 1.19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兼供道路使用) 0.27  0.01 0.01 

第二之一種產業專用區 7.17  0.16 0.16 

第三種產業專用區 230.44  5.05 5.24 

第四種產業專用區 191.45  4.19 4.35 

小    計 564.47  12.37 12.83 

車站專用區 17.62  0.39 0.40 

宗教專用區 2.54  0.06 0.06 

電信專用區 0.20  0.00 0.00 

瓦斯事業專用區 0.07  0.00 0.00 

加油站專用區 0.76  0.02 0.02 

灌溉設施專用區 26.89  0.59 0.61 

農業專用區 10.31  0.23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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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面    積 
(公頃) 

佔 總 面 積 
百分比(%) 

佔 都 市 發 展 
用地百分比(%) 

古蹟保存區 13.70  0.30 0.31 

河川區 151.19  3.31 -- 

河川區(兼供機場專用區使用) 5.83  0.13 -- 

河川區(兼供捷運系統使用) 0.91  0.02 --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2.16  0.05 -- 

河川區(兼供園林道路使用) 5.41  0.12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2.49  0.05 -- 

合    計 3,587.69  78.63 77.7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178.12  3.90 4.05 

綠地用地 79.12  1.73 1.80 

綠地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5  0.00 0.00 

廣場用地 4.31  0.09 0.10 

停車場用地 6.98  0.15 0.16 

學校用地 

文小用地 2.69  0.06 0.06 

文中小用地 16.73  0.37 0.38 

文高用地 5.45  0.12 0.12 

小    計 24.87  0.55 0.56 

機關用地 14.81  0.32 0.34 

污水處理廠用地 9.77  0.21 0.22 

變電所用地 1.55  0.03 0.04 

電路鐵塔用地 0.10  0.00 0.00 

捷運系統用地 47.37  1.04 1.08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註 3
 0.00  0.00 0.00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園林道路使用) 0.32  0.01 0.01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92  0.02 0.02 

高速公路用地 53.43  1.17 1.22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捷運系統使用) 0.41  0.01 0.01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園林道路使用) 0.77  0.02 0.02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29.20  0.64 0.66 

園林道路用地 164.64  3.61 3.74 

道路用地 360.64  7.86 8.20 

道路用地(兼供捷運系統使用) 0.08  0.00 0.00 

合    計 977.46  21.37 22.24 

 總    計(1)註1 4,397.16  -- 100.00 

總    計(2) 4,565.15  100.00 -- 

註1：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河川區等。 

註2：表中所列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3：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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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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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共設施計畫(詳表2-2、表2-3) 

一、公園用地 

配合古蹟保存區範圍、部份埤塘及其周邊地區及閭鄰公園之需求

，共劃設公園用地45處，劃設面積合計178.12公頃，佔計畫面積3.90%

。 

二、綠地用地 

配合河川區兩側緩衝空間、水圳保留或改道、高速公路用地及零

星工業區周邊之隔離需求，劃設面積合計79.12公頃，佔計畫面積1.73%

。 

三、綠地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配合高速公路用地周邊之隔離需求及供計畫範圍外既有道路連通

，共劃設綠地用地(兼供道路使用)4處，劃設面積合計0.05公頃，佔計

畫面積0.01‰。 

四、廣場用地 

配合景觀大道塑造及捷運車站周邊開放空間，共劃設廣場用地30

處。劃設面積合計4.31公頃，佔計畫面積0.09%。 

五、停車場用地 

配合計畫區內捷運車站及商業區停車需求，劃設停車場用地13處

，劃設面積為6.98公頃，佔計畫面積0.15%。 

六、學校用地 

(一)文小用地 

配合既有埔心國小保留，以現有校地並納入周邊土地劃設文

小用地 1處，面積 2.69公頃，佔計畫面積 0.06%。 

(二)文中小用地 

考量通學距離及服務半徑，配合計畫區內學童就學需要，劃

設文中小用地 7處，面積合計 16.73公頃，佔計畫面積 0.37%。 

(三)文高用地 

配合計畫區內青年就學需求設置，劃設文高用地 2處，面積

合計 5.45公頃，佔計畫面積 0.12%。 

七、機關用地 

配合交通部航空科學館遷建或其他機關、桃園市政府相關機關、

桃園市警察局大園分局及蘆竹派出所之設置需求，共劃設機關用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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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劃設面積為14.81公頃，佔計畫面積0.32%。 

八、污水處理廠用地 

配合計畫區生活污水處理所需，劃設污水處理廠用地2處，面積

9.77公頃，佔計畫面積0.21%。 

九、變電所用地 

維持現有福海變電所及新增2處變電所，劃設面積1.55公頃，佔計

畫面積0.03%。 

十、電路鐵塔用地 

配合計畫區既有高壓電線地下化之需求，劃設電路鐵塔用地7處，

面積0.10公頃，佔計畫面積0.02‰。 

十一、捷運系統用地 

依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之路權範圍，包括路線、車站及2處

維修機廠，劃設面積合計46.31公頃，佔計畫面積1.02%。 

依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綠線需地範圍劃設捷運系統用地，面

積1.06公頃，佔計畫面積0.02%。 

上述捷運系統用地面積共計47.37公頃，佔計畫面積1.04%。 

十二、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依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之路權範圍及國一甲預定路線交集

地區部分，劃設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劃設面積0.003公

頃，佔計畫面積0.0001‰。 

十三、捷運系統用地(兼供園林道路使用) 

依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之高架路線路權範圍及園林道路用

地範圍交集地區，劃設面積0.32公頃，佔計畫面積0.01%。 

十四、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依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之高架路線路權範圍及跨越計畫道

路部分，劃設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劃設面積為0.80公頃，

佔計畫面積0.02%。 

依桃園航空城捷運線路線需地範圍跨越計畫道路部分，劃設捷運

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劃設面積為0.12公頃，佔計畫面積0.03‰。 

上述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面積共計0.92公頃，佔計畫面

積0.02%。 

十五、高速公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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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國道二號高速公路現有路權範圍及其新增西延路線劃設高速

公路用地，面積為53.43公頃，佔計畫面積1.17%。 

十六、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捷運系統使用) 

依高速公路路權範圍及機場捷運範圍交集地區，劃設面積為0.41

公頃，佔計畫面積0.01%。 

十七、高速公路用地(兼供園林道路使用) 

依高速公路路權範圍及園林道路用地範圍交集地區，劃設面積為

0.77公頃，佔計畫面積0.02%。 

十八、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依國一甲預定路線、高速公路路權範圍及計畫道路範圍交集地區

，劃設面積為29.20公頃，佔計畫面積0.64%。 

十九、園林道路用地 

配合於主要道路系統、捷運兩側劃設，其中編號1-4-50園林道路

用兼供航空城捷運線相關捷運設施使用，園林道路用地總計劃設面積

為164.64公頃，佔計畫面積3.61%。 

二十、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係配合計畫區既有道路及區內交通系統之規劃構想劃設

，劃設面積為360.64公頃，佔計畫面積7.86%。 

二十一、道路用地(兼供捷運系統使用) 

依計畫道路跨越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部分，劃設道路用地(

兼供捷運系統使用)，劃設面積為0.08公頃，佔計畫面積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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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劃設面積 
(公頃) 備 註 

公園用地 

公1 1.43    

公2 0.55  

1.配合「前空軍桃園基地設施群」之古蹟保存區(05
警戒區)劃設 

2.與公2、公10、公19、公22合計至少提供1.5公頃
水域作為生態景觀池，供計畫北側第三跑道埤塘
覓地移設。 

公3 1.09    

公4 13.00    

公5 0.86  配合「前空軍桃園基地設施群」之古蹟保存區(修
復棚廠區)劃設 

公6 1.09    

公7 0.79    

公8 6.59  

1.配合「前空軍桃園基地設施群」之古蹟保存區(
六大隊飛行作業區、耐爆指揮所暨氣象觀測所、
照相技術營舍)劃設 

2.公8、公9合計至少提供6公頃水域作為生態景觀
池，供計畫北側第三跑道埤塘覓地移設。 

公9 11.24  

1.配合「前空軍桃園基地設施群」之古蹟保存區(35
中隊飛機棚廠)劃設 

2.公8、公9合計至少提供6公頃水域作為生態景觀
池，供計畫北側第三跑道埤塘覓地移設。 

公10 0.65  與公2、公10、公19、公22合計至少提供1.5公頃水域作
為生態景觀池，供計畫北側第三跑道埤塘覓地移設。 

公11 0.58    

公12 1.21    

公13 7.06    

公14 1.46    

公15 0.75    

公17 0.60    

公19 1.06  與公2、公10、公19、公22合計至少提供1.5公頃水域作
為生態景觀池，供計畫北側第三跑道埤塘覓地移設。 

公20 3.46    

公21 1.75  配合「前空軍桃園基地設施群」之古蹟保存區(美
軍暨空勤生活區)劃設。 

公22 1.45  與公2、公10、公19、公22合計至少提供1.5公頃水域作
為生態景觀池，供計畫北側第三跑道埤塘覓地移設。 

公23 1.43    

公24 0.51    

公25 0.91    

公26 9.31    

公27 0.75    

公28 5.14    

公3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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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劃設面積 
(公頃) 備 註 

公園用地 

公32 0.81    

公33 0.80    

公34 8.41    

公35 0.44    

公36 9.27    

公38 0.54    

公39 7.89    

公41 0.55    

公42 11.22    

公43 8.39    

公44 4.73    

公45 3.44    

公46 0.55    

公47 8.70    

公48 9.43    

公49 0.67    

公50 12.92    

公51 14.11  提供至少5公頃水域作為生態景觀池，供計畫北側
第三跑道埤塘覓地移設。 

小計 178.12    

綠地用地 

綠1 0.09    

綠2 0.47    

綠3 0.05    

綠4 0.39    

綠5 0.22    

綠6 0.04    

綠7 0.17    

綠8 0.10    

綠9 0.16    

綠10 0.20    

綠11 0.16    

綠12 0.24    

綠13 0.12    

綠14 0.31    

綠15 0.16    

綠16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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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劃設面積 
(公頃) 備 註 

綠地用地 

綠17 0.26    

綠18 0.76    

綠19 0.19    

綠20 0.08    

綠21 0.55    

綠22 0.28    

綠23 0.31    

綠24 0.05    

綠25 0.34    

綠26 0.24    

綠27 0.35    

綠28 0.25    

綠29 0.37    

綠30 0.05    

綠31 0.41    

綠32 0.15    

綠33 0.02    

綠34 0.04    

綠35 0.29    

綠36 0.09    

綠37 0.01    

綠38 0.14    

綠39 0.16    

綠40 0.14    

綠41 0.11    

綠42 0.06    

綠43 0.04    

綠44 0.28    

綠45 0.12    

綠46 0.20    

綠47 0.39    

綠48 0.63    

綠49 0.13    

綠50 0.17    

綠51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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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劃設面積 
(公頃) 備 註 

綠地用地 

綠52 0.07    

綠53 0.11    

綠54 0.30    

綠55 0.02    

綠56 0.40    

綠57 0.30    

綠58 0.14    

綠59 0.07    

綠60 0.28    

綠61 2.27    

綠62 0.54    

綠63 0.18    

綠64 0.14    

綠65 0.14    

綠66 0.15    

綠67 0.07    

綠68 0.07    

綠69 0.06    

綠70 2.83    

綠71 0.39    

綠72 0.29    

綠73 1.02    

綠74 0.18    

綠75 1.78    

綠76 0.46    

綠77 0.07    

綠78 0.02    

綠80 0.04    

綠81 0.29    

綠82 0.08    

綠83 0.08    

綠84 0.07    

綠85 0.08    

綠87 0.37    

綠88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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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劃設面積 
(公頃) 備 註 

綠地用地 

綠89 0.07    

綠93 0.11    

綠95 0.11    

綠96 0.02    

綠98 0.19    

綠99 0.29    

綠100 0.18    

綠104 0.19    

綠109 0.26    

綠110 0.48    

綠111 0.58    

綠112 0.07    

綠113 0.19    

綠114 0.54    

綠115 0.34    

綠116 0.64    

綠117 0.18    

綠118 0.81    

綠119 0.16    

綠120 1.24    

綠123 0.43    

綠126 0.12    

綠127 0.14    

綠128 0.08    

綠129 0.08    

綠130 0.08    

綠131 0.09    

綠132 0.20    

綠133 0.15    

綠134 0.11    

綠141 1.14    

綠142 0.44    

綠143 0.05    

綠144 0.26    

綠145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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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劃設面積 
(公頃) 備 註 

綠地用地 

綠146 0.12    

綠147 0.12    

綠148 0.32    

綠149 0.15    

綠150 0.80    

綠151 0.24    

綠152 0.33    

綠153 0.51    

綠154 0.08    

綠155 0.00    

綠156 0.68    

綠157 0.30    

綠161 0.03    

綠163 0.59    

綠164 0.02    

綠165 0.07    

綠166 0.18    

綠167 0.22    

綠168 0.46    

綠181 0.01    

綠183 0.08    

綠186 0.81    

綠187 0.73    

綠188 0.46    

綠189 0.37    

綠190 0.59    

綠191 0.26    

綠192 0.22    

綠194 0.17    

綠196 0.26    

綠197 0.05    

綠198 0.05    

綠199 0.05    

綠200 0.02    

綠20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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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劃設面積 
(公頃) 備 註 

綠地用地 

綠202 0.06    

綠203 0.05    

綠204 0.04    

綠205 0.04    

綠206 0.06    

綠207 0.30    

綠208 0.32    

綠209 0.32    

綠210 0.06    

綠211 0.06    

綠212 0.06    

綠213 0.08    

綠214 0.08    

綠215 0.26    

綠216 0.08    

綠217 0.43    

綠218 0.06    

綠219 2.44    

綠221 0.06    

綠222 0.08    

綠223 0.40    

綠224 1.42    

綠225 1.32    

綠226 0.24    

綠228 0.12    

綠230 0.32    

綠231 0.31    

綠232 0.31    

綠237 0.01    

綠238 0.16    

綠239 0.02    

綠240 3.62    

綠241 0.17    

綠242 1.16    

綠243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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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劃設面積 
(公頃) 備 註 

綠地用地 

綠244 1.22    

綠245 3.24    

綠246 2.01    

綠247 1.35    

綠248 2.00    

綠250 0.06    

綠251 0.16    

綠253 0.50    

綠254 0.30    

綠255 0.13    

綠256 0.29    

綠257 0.42    

綠258 0.15    

綠259 0.02    

綠264 0.19    

綠266 0.39    

綠285 0.32    

綠286 0.23    

綠288 0.34    

綠289 4.99    

綠290 0.26    

小  計 79.12    

綠地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綠(道)1 0.01    

綠(道)2 0.003    

綠(道)3 0.01    

綠(道)4 0.03    

小計 0.05    

廣場用地 

廣1 0.57    

廣2 0.57    

廣3 0.38    

廣4 0.33    

廣5 0.72    

廣6 0.77    

廣7 0.42    

廣8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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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劃設面積 
(公頃) 備 註 

廣場用地 

廣9 0.01    

廣10 0.04    

廣11 0.04    

廣12 0.05    

廣13 0.01    

廣14 0.02    

廣15 0.00  49平方公尺 

廣16 0.00  46平方公尺 

廣17 0.00  34平方公尺 

廣18 0.01    

廣19 0.03    

廣20 0.01    

廣21 0.03    

廣22 0.01    

廣23 0.04    

廣24 0.06    

廣25 0.02    

廣26 0.02    

廣27 0.01    

廣28 0.02    

廣29 0.00  32平方公尺 

廣30 0.01    

小  計 4.31    

停車場用地 

停1 0.57    

停2 0.57    

停3 0.60    

停4 0.60    

停5 0.55    

停6 0.24    

停7 0.34    

停8 1.41    

停9 0.60    

停11 0.48    

停12 0.27    

停13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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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劃設面積 
(公頃) 備 註 

停車場用地 
停14 0.32    

小  計 6.98    

學校 
用地 

文小 
用地 文小1 2.69  埔心國小 

文中小
用地 

文中小1 2.04    

文中小2 2.00    

文中小3 2.68    

文中小4 2.50    

文中小5 2.76    

文中小6 2.45    

文中小7 2.30    

小  計 16.73    

文高 
用地 

文高1 2.23    

文高2 3.22    

小  計 5.45    

合  計 24.87    

機關用地 

機1 0.50    

機2 2.23  供行政園區使用 

機3 0.35  供蘆竹派出所使用 

機4 3.43  
1.供航空科學館遷建或其他機關使用。 
2.提供至少0.5公頃水域作為生態景觀池，供計畫

北側第三跑道埤塘覓地移設。 

機5 0.81    

機6 1.18  供桃園縣警察局大園分局(0.6公頃)及消防分隊
(0.5公頃)使用。 

機7 0.28    

機8 0.41  供消防分隊使用 

機9 0.28    

機10 5.00  供行政園區使用 

機11 0.35  供蘆竹派出所使用 

小  計 14.81    

污水處理廠用地 

污1 5.57    

污2 4.20    

小計 9.77    

變電所用地 

變1 0.62  海福變電所 

變2 0.46    

變3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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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劃設面積 
(公頃) 備 註 

小計 1.55    

電路鐵塔用地 

電1 0.01    

電2 0.01    

電3 0.00  9平方公尺 

電4 0.01    

電5 0.05    

電6 0.01    

電7 0.01    

小  計 0.10    

捷運系統用地 

捷1 0.58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2 0.50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綠線 

捷3 0.44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4 0.06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5 0.34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6 1.65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7 0.89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8 0.11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9 1.80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10 0.06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11 1.27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12 0.20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13 0.56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綠線 

捷14 0.33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15 24.50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16 0.53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17 1.08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18 3.10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19 0.19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20 7.45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21 1.71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小  計 47.37    

捷運系統用地 
(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捷(高公)1 0.00  28平方公尺 

捷運系統用地 
(兼供園林道路使用) 

捷(園道)1 0.11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園道)2 0.21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小  計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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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劃設面積 
(公頃) 備 註 

捷運系統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捷(道)2 0.05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道)3 0.08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道)4 0.06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綠線 

捷(道)5 0.06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綠線 

捷(道)6 0.06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道)7 0.34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道)8 0.04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道)9 0.03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道)10 0.09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道)11 0.05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捷(道)12 0.07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小  計 0.92    

高速公路用地 高公 53.43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捷運系統使用) 高公(捷) 0.41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園林道路使用) 高公(園道) 0.77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高公(道) 29.20    

園林道路用地 園道 164.64    

道 路 用 地 道 360.64    

道 路 用 地 
(兼供捷運系統使用) 道(捷)1 0.08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總    計 9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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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公共設施計畫面積檢討表 

設施 

類別 
檢討標準 

計畫人口：18萬人 

備    註 
用地需

求面積

(公頃) 

計畫 

面積 

(公頃) 

超 過 或 

不足面積

( 公 頃 ) 

學

校 

文中 
都市計畫區內學校每生不

得小於12 m2(註1) 
19.44 

19.41 -10.33 

考量周邊都市計畫

區(大園、菓林、高

鐵特定區)既有學校

尚具增班空間，本計

畫學校用地足供本

案發展需求。 

文小 
都市計畫區內學校每生不

得小於14.3 m2(註1) 
10.30 

小計 -- 29.74 

公園 

閭鄰公園按閭鄰單位設置

，每一計畫處所最小面積

不得小於0.5公頃為原則 

42.00 178.12 +136.12 

計畫區依主要道路

、高速公路、園道、

鐵路、河川分為84處

閭鄰單位。 

停車場 

不得低於計畫區內車輛預

估數百分之二十之停車需

求 

24.93 6.98 -17.95 車輛預估數以每千

人擁有277輛車計算

，每一停車位以25㎡

計算。 超過十萬人口者，以不低

於商業區面積之12%為準 
38.58 6.98 -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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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38 327.46 +55.08 

1.用地需求面積：採

計畫總面積扣除

機場專用區、自由

貿易港專用區面

積，採2723.78公

頃之10%計算。 

2.計畫面積加計園

林道路用地留設

之綠地面積(計畫

面 積 之 40%) ，

65.86公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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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全市就學學童人數佔全市人口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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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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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交通系統計畫(詳圖2-2) 

一、高速公路 

(一)國道二號 

國道二號為本計畫西側主要聯外道路，北向連接機場專用

區，南向與國道一號連接，提供鄰近機場專用區之產業快速對外

連通之機能。 

(二)國道一甲 

國道一甲為本計畫東側聯外道路，為貨運導向，北向往林口、

台北，南向與國道一號連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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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橋下平面道路係本計畫主要

之南北向聯外道路，路寬 60公尺。 

二、聯外道路 

(一)省道台 15線 

省道台 15線依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指導，配合本

計畫第三跑道興建改道，銜接本計畫北側東西向交通系統，路寬

30公尺。 

(二)省道台 4線 

省道台 4線為本計畫南北向道路系統，兼具客貨運導向，現

況路寬約 22公尺，部分路段調整拓寬為 40公尺，部分配合改道

並調整為 30公尺。 

(三)縣 113線 

縣 113線為計畫區西側南北向既有道路，銜接大園都市計畫

至高鐵特定區計畫，於計畫區園林道路路段拓寬為 30公尺，其餘

維持現有路寬。 

三、園林道路 

配合於主要發展軸帶及捷運路廊劃設，園林道路內之綠帶開放空

間應儘量於道路中央集中留設以維景觀品質。 

編號1-1-60公尺園林道路配合留設20公尺水道作為第三跑道用地

填平埤塘之水域補償。編號1-2-50園林道路用地兼供航空城捷運線相

關捷運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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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道路 

包含商業區、捷運車站周邊道路及部分產業專用區內道路、等25

公尺以上道路，作為本計畫區主要道路系統。 

編號3-1-30、4-3-25道路分別留設4m及2m水圳作為灌溉設施專用

區，供計畫範圍外下游農田灌溉使用。 

五、次要道路 

於產業專用區、商業區及住宅區之間，規劃15公尺以上道路，健

全地區路網系統。 

編號1-5-30M、1-13-25M、1-10-30M道路留設3m水圳作為灌溉設施

專用區，供計畫範圍外下游農田灌溉使用。 

六、鄰里道路 

配合計畫區內住宅鄰里單元，規劃6公尺、8公尺、10公尺、12公

尺道路。 

七、軌道運輸系統 

(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機場聯外捷運系統自台北火車站連結本計畫區至中壢，其中

A11 至 A16 等七站位於本計畫區內，為本計畫主要聯外軌道運輸

系統，其中 A12至 A14a站自地下穿越機場專用區範圍，其路權範

圍如圖 2-3所示。 

(二)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 

桃園航空城捷運線自八德經桃園市中心連結至本計畫區，計

畫區內路線配合編號 1-4-50園林道路，包含 G14至 G18、G32等

六站，為本計畫區東西向主要軌道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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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詳圖2-4) 

一、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建設計畫範圍採一期開發，說明如下： 

機場園區之主要核心在於取得第三跑道、航廈及自由貿易港區之

土地，以創造機場客貨運輸便捷中心，吸引相關產業在其周邊群聚發

展。考量第三跑道獨立起降應使機場專用區與自由貿易港專用區無縫

接合，健全機場整體運作功能，故機場園區建設計畫範圍採一期開發

，將機場專用區與自由貿易港專用區之開發效益最大化，以因應桃園

國際機場未來發展需求。 

機場園區建設計畫區段徵收面積約1,415公頃，公共設施比例約

20%。預計民國107年本計畫審定後，接續區段徵收相關作業，參見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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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建設計畫區段徵收面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佔總面積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
區 

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26.31  1.86 

第三種住宅區 66.66  4.71 

第四種住宅區 29.15  2.06 

第五種住宅區 5.98  0.42 
第五種住宅區(供安置住
宅使用) 

8.03  0.57 

小    計 136.13  9.62 

商業區 

第一種商業區 4.83  0.34 

第二種商業區 116.67  8.25 

第三種商業區 35.64  2.52 

第四種商業區 38.39  2.71 

小    計 195.53  13.82 

乙種工業區 1.59  0.11 

機場專用區 610.89  43.18 

第二種自由貿易港專用區 73.81  5.22 

產業專用區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52.51  3.71 

第二之一種產業專用區 7.17  0.51 

小    計 59.68  4.22 

車站專用區 7.61  0.54 

宗教專用區 2.21  0.16 

加油站專用區 0.31  0.02 

灌溉設施專用區 7.35  0.52 

農業專用區 3.56  0.25 

河川區 41.95  2.96 

合    計 1,140.62  80.62 

公共設施用
地 

公園用地 46.21  3.27 

綠地用地 13.04  0.92 

停車場用地 2.89  0.20 

學校用地 

文中小用地 7.71  0.54 

文高用地 2.23  0.16 

小  計 9.94  0.70 

機關用地 4.62  0.33 

變電所用地 0.46  0.03 

電路鐵塔用地 0.06  0.00 

捷運系統用地 1.01  0.07 

高速公路用地 19.24  1.36 

道路用地 176.82  12.50 

合    計 274.29  19.38 

總      計 1,4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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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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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航空城附近地區建設計畫範圍分為二期開發，說明如下： 

(一)第一期發展區 

優先開闢主要產業發展腹地、機場捷運周邊地區及必要公共

設施： 

1.以臨近現有桃園機場之大園交流道及捷運 A15 車站周邊產業專

用區為優先配合之產業發展腹地，推動吸引國際物流配銷相關

產業、區域技術服務中心、工商會議及展覽等相關產業，以促

進自由經濟示範區之推動。 

2.機場捷運於 106年 3月通車，A11、A15、A16車站周邊地區及沿

線土地配合優先開發。 

3.必要公共設施及道路系統，包括污水處理廠用地、機關用地、

高速公路國一甲、1-1-60園林道路。 

第一期發展區區段徵收面積約 1,186 公頃，公共設施比例

約 35%。預計民國 107 年本計畫審定後，接續區段徵收相關作

業，參見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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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桃園航空城附近地區建設計畫第一期發展區區段徵收面積表 

項   目 面  積(公頃) 佔總面積百分比 ( %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23.10  1.95 

第三種住宅區 127.93  10.79 

第四種住宅區 47.21  3.98 

第五種住宅區 2.62  0.22 

第五種住宅區(供社會住宅使用) 10.06  0.85 

小 計 210.92  17.79 

商業區 

第一種商業區 1.07  0.09 

第二種商業區 38.56  3.25 

第三種商業區 54.59  4.60 

第四種商業區 12.65  1.07 

小 計 106.87  9.01 

乙種工業區 31.31  2.64 

產業專 
用區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0.11  0.01 

第三種產業專用區 96.04  8.10 

第四種產業專用區 191.45  16.15 

小 計 287.60  24.25 

車站專用區 8.33  0.70 

宗教專用區 0.33  0.03 

電信專用區 0.10  0.01 

加油站專用區 0.27  0.02 

灌溉設施專用區 19.41  1.64 

農業專用區 6.75  0.57 

河川區 90.52  7.63 

合 計 762.41  64.2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71.87  6.06 

綠地用地 52.05  4.39 

廣場用地 4.30  0.36 

停車場用地 3.29  0.28 

學校用地 

文中小用地 4.34  0.37 
文高用地 3.22  0.27 

小 計  7.56  0.64 

機關用地 8.93  0.75 

污水處理廠用地 9.77  0.82 

變電所用地 0.47  0.04 

電路鐵塔用地 0.02  0.00 

捷運系統用地 1.43  0.12 

高速公路用地 12.30  1.04 

道路用地 251.23  21.21 

合 計 423.22  35.71 

總 計 1,1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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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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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期發展區 

機場南側產業專用區、南崁溪及交通部辦理範圍所夾地區規

劃為附近地區第二期發展區，面積約 550公頃，公共設施比例約

33%，參見表 2-6。 

第二期發展區於附近地區第一期發展區產業專用區之產業招

商權責發生率達 65%以上，始可啟動。預計期程為民國 114年。 

表 2-6桃園航空城附近地區建設計畫第二期發展區區段徵收面積表 

項 目 
面 積 佔 總 面 積 

(公頃)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9.07  1.65 

第三種住宅區 112.94  20.53 

第四種住宅區 45.34  8.24 

第五種住宅區 4.95  0.90 

第五種住宅區(供社會住宅使用) 5.27  0.96 
小 計 177.57  32.28 

商業區 

第一種商業區 2.61  0.47 

第二種商業區 3.58  0.65 

第三種商業區 12.94  2.35 

小 計 19.13  3.47 

乙種工業區 6.39  1.16 

第三種產業專用區 134.40  24.43 

車站專用區 1.68  0.31 

電信專用區 0.10  0.02 

瓦斯事業專用區 0.07  0.01 

加油站專用區 0.18  0.03 

灌溉設施專用區 0.13  0.02 

河川區 28.68  5.21 

合 計 368.33  66.94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60.04  10.92 

綠地用地 14.08  2.56 

廣場用地 0.01  0.00 

停車場用地 0.80  0.15 

文中小用地 4.68  0.85 

機關用地 1.26  0.23 

電路鐵塔用地 0.02  0.00 

高速公路用地 3.57  0.65 

道路用地 97.23  17.70 

合 計 181.69  33.06 

總 計 5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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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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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補辦公展計畫內容 

第一節 補辦公展土地使用計畫 

本次補辦公展範圍鄰近第三跑道，考量未來受噪音影響不適居

住，故配合機場園區發展整體規劃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及道路用地。

詳表 3-1、圖 3-1。 
 

表 3-1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面 積 

(公頃) 

比 例 

(%) 

土地使用分區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4.17 95.42 

公共設施用地 道路用地 0.20 4.58 

總 計 4.37 100.00 

註：表中所列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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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19次會議審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第六點辦理，第二種產業專用區容許使用項目摘錄如下： 

一、核心產業 

(一)航空器維修：包含航空器機體、發動機、裝備、零組件、附件之

維修。 

(二)航空產品製造：包含航空產品及其裝備、零組件之生產製造。 

(三)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站地勤業、空廚

業。 

(四)物流配銷相關產業。 

(五)航空運輸關聯服務業。 

二、次核心產業 

(一)教育訓練與展覽業：訓練服務業、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二)研究、認證實驗室與產業育成機構等：訓練服務業、研究發展服

務業、工業檢驗業。 

(三)運動服務業、遊樂園及主題樂園。 

(四)工商服務業。 

三、支援性產業或附屬設施 

(一)公務機關及法人機構。 

(二)旅館業、一般觀光旅館、國際觀光旅館。 

(三)必要之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 

(四)批發及零售業。 

四、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 

 

第三節 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開發方式：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二、開發主體：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建設計畫範圍(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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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補辦公展範圍位置及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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