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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
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0909090909090909月月月月月月月月0707070707070707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變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變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變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變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變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變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變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變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配合配合配合配合「「「「配合配合配合配合「「「「改善庶民生改善庶民生改善庶民生改善庶民生改善庶民生改善庶民生改善庶民生改善庶民生
活行動方案活行動方案活行動方案活行動方案活行動方案活行動方案活行動方案活行動方案 促進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促進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促進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促進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促進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促進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促進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促進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

景觀風貌改善興辦事業計畫景觀風貌改善興辦事業計畫景觀風貌改善興辦事業計畫景觀風貌改善興辦事業計畫」」」」景觀風貌改善興辦事業計畫景觀風貌改善興辦事業計畫景觀風貌改善興辦事業計畫景觀風貌改善興辦事業計畫」」」」))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座談會簡報座談會簡報座談會簡報座談會簡報座談會簡報座談會簡報座談會簡報座談會簡報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陸陸陸陸、、、、區段徵收相關內容區段徵收相關內容區段徵收相關內容區段徵收相關內容

柒柒柒柒、、、、景觀保護區禁限建問題景觀保護區禁限建問題景觀保護區禁限建問題景觀保護區禁限建問題

捌捌捌捌、、、、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

玖玖玖玖、、、、資訊之公開及取得資訊之公開及取得資訊之公開及取得資訊之公開及取得

拾拾拾拾、、、、整體效益整體效益整體效益整體效益

壹壹壹壹、、、、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

貳貳貳貳、、、、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

叁叁叁叁、、、、辦理歷程辦理歷程辦理歷程辦理歷程

肆肆肆肆、、、、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

伍伍伍伍、、、、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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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依都市計畫法第依都市計畫法第依都市計畫法第依都市計畫法第19191919、、、、28282828條條條條規定規定規定規定，，，，都市計畫擬定後都市計畫擬定後都市計畫擬定後都市計畫擬定後，，，，都委會審都委會審都委會審都委會審
議前議前議前議前，，，，需需需需公開展覽公開展覽公開展覽公開展覽30303030天天天天，，，，及舉行及舉行及舉行及舉行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已依法於已依法於已依法於已依法於100100100100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
20202020、、、、21212121日辦理完竣日辦理完竣日辦理完竣日辦理完竣(3(3(3(3場場場場))))。。。。

((((二二二二))))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向各位鄉親說明本次變更之背景向各位鄉親說明本次變更之背景向各位鄉親說明本次變更之背景向各位鄉親說明本次變更之背景、、、、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辦理程辦理程辦理程辦理程
序及計畫內容序及計畫內容序及計畫內容序及計畫內容。。。。

((((三三三三))))公開展覽期間公開展覽期間公開展覽期間公開展覽期間：：：：自自自自100100100100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30303030日起至日起至日起至日起至100100100100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29292929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公開公開公開公開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30303030天天天天。。。。

壹壹壹壹、、、、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壹壹壹壹、、、、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

因應民眾意見及為使民眾更了解計畫內容因應民眾意見及為使民眾更了解計畫內容因應民眾意見及為使民眾更了解計畫內容因應民眾意見及為使民眾更了解計畫內容、、、、程序程序程序程序，，，，加開加開加開加開4444場座談會場座談會場座談會場座談會：：：：

第第第第1111至至至至3333場場場場：：：：100100100100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10101010、、、、11111111日假貢寮日假貢寮日假貢寮日假貢寮、、、、澳底澳底澳底澳底、、、、福隆社區活動中心舉行福隆社區活動中心舉行福隆社區活動中心舉行福隆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第第第第4444場場場場：：：：100100100100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7777日日日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10101010時整假貢寮社區活動中心時整假貢寮社區活動中心時整假貢寮社區活動中心時整假貢寮社區活動中心

加開第加開第加開第加開第4444場座談會業於場座談會業於場座談會業於場座談會業於100100100100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29292929日日日日，，，，以掛號通知地主以掛號通知地主以掛號通知地主以掛號通知地主。。。。

一一一一、、、、都市計畫公展說明會法令依據及辦理目的都市計畫公展說明會法令依據及辦理目的都市計畫公展說明會法令依據及辦理目的都市計畫公展說明會法令依據及辦理目的一一一一、、、、都市計畫公展說明會法令依據及辦理目的都市計畫公展說明會法令依據及辦理目的都市計畫公展說明會法令依據及辦理目的都市計畫公展說明會法令依據及辦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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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壹壹壹壹、、、、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都市計畫法第都市計畫法第都市計畫法第27272727條條條條第第第第1111項第項第項第項第4444款款款款：：：：

•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當地直轄市當地直轄市當地直轄市、、、、縣縣縣縣

((((市市市市)()()()(局局局局))))政府或鄉政府或鄉政府或鄉政府或鄉、、、、鎮鎮鎮鎮、、、、縣轄市公所縣轄市公所縣轄市公所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 四四四四、、、、為為為為配合中央配合中央配合中央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直轄市或縣直轄市或縣直轄市或縣((((市市市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二二二二、、、、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二二二二、、、、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第土地徵收條例第土地徵收條例第土地徵收條例第4444條條條條：：：：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為區段徵收得為區段徵收得為區段徵收得為區段徵收：：：：

三三三三、、、、都市土地之都市土地之都市土地之都市土地之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或工業區變更為或工業區變更為或工業區變更為或工業區變更為
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商業區者商業區者商業區者商業區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開發範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開發範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開發範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開發範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
得先行區段徵收得先行區段徵收得先行區段徵收得先行區段徵收，，，，並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後一年內發布實並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後一年內發布實並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後一年內發布實並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後一年內發布實
施都市計畫施都市計畫施都市計畫施都市計畫，，，，不受都市計畫法第不受都市計畫法第不受都市計畫法第不受都市計畫法第52525252條規定之限制條規定之限制條規定之限制條規定之限制。。。。

三三三三、、、、區段徵收法令依據區段徵收法令依據區段徵收法令依據區段徵收法令依據三三三三、、、、區段徵收法令依據區段徵收法令依據區段徵收法令依據區段徵收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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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貳貳貳貳、、、、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

本計畫擬定機關為內政部本計畫擬定機關為內政部本計畫擬定機關為內政部本計畫擬定機關為內政部，，，，都市計畫程序為一級審議制都市計畫程序為一級審議制都市計畫程序為一級審議制都市計畫程序為一級審議制

部訂計畫部訂計畫部訂計畫部訂計畫部訂計畫部訂計畫部訂計畫部訂計畫

草案完成

內政部都委會

內政部核定

1.公開展覽30天(100年6月30日~100年7月29日)(縣市政府辦

理 接受公民或團體陳情接受公民或團體陳情接受公民或團體陳情接受公民或團體陳情)(都市計畫法第19、28條)

2.公展期間舉辦說明會舉辦說明會舉辦說明會舉辦說明會(7月20、21日)

新北市政府發布實施

一一一一、、、、都市計畫變更程序都市計畫變更程序都市計畫變更程序都市計畫變更程序一一一一、、、、都市計畫變更程序都市計畫變更程序都市計畫變更程序都市計畫變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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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程序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程序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程序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程序二二二二、、、、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程序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程序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程序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程序

貳貳貳貳、、、、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貳貳貳貳、、、、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

100100100100年年年年05050505月月月月

100100100100年年年年09090909月月月月

100100100100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

100100100100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

102102102102年年年年04040404月月月月

都計公開展覽及都計公開展覽及都計公開展覽及都計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

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都委會都委會都委會都委會
大會審議大會審議大會審議大會審議

區徵計畫報核區徵計畫報核區徵計畫報核區徵計畫報核

確認政策方向確認政策方向確認政策方向確認政策方向

山坡地解編山坡地解編山坡地解編山坡地解編

及及及及環評作業環評作業環評作業環評作業
(駐點服務駐點服務駐點服務駐點服務)

核定及發布核定及發布核定及發布核定及發布
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區徵工程施作區徵工程施作區徵工程施作區徵工程施作
及開發及開發及開發及開發104104104104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

意願調查意願調查意願調查意願調查
100100100100年年年年07070707月月月月

就區徵公益性及必要就區徵公益性及必要就區徵公益性及必要就區徵公益性及必要
性向性向性向性向土徵委員會報告土徵委員會報告土徵委員會報告土徵委員會報告

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都委會都委會都委會都委會
小組審議小組審議小組審議小組審議

區段徵收公告區段徵收公告區段徵收公告區段徵收公告

區段徵收發價區段徵收發價區段徵收發價區段徵收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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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通與本計畫審議程序三通與本計畫審議程序三通與本計畫審議程序三通與本計畫審議程序三三三三、、、、三通與本計畫審議程序三通與本計畫審議程序三通與本計畫審議程序三通與本計畫審議程序

貳貳貳貳、、、、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貳貳貳貳、、、、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法定程序

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

案名案名案名案名：：：：案名案名案名案名：：：：變更東北角海岸變更東北角海岸變更東北角海岸變更東北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景風景風景風景
特定區特定區特定區特定區((((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案案案

二案併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二案併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二案併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二案併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二案併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二案併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二案併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二案併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所有書面陳情意見均會錄案所有書面陳情意見均會錄案所有書面陳情意見均會錄案所有書面陳情意見均會錄案，，，，供委員會審議供委員會審議供委員會審議供委員會審議所有書面陳情意見均會錄案所有書面陳情意見均會錄案所有書面陳情意見均會錄案所有書面陳情意見均會錄案，，，，供委員會審議供委員會審議供委員會審議供委員會審議

三通三通三通三通三通三通三通三通

案名案名案名案名：：：：變更東北角海岸變更東北角海岸變更東北角海岸變更東北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風風風案名案名案名案名：：：：變更東北角海岸變更東北角海岸變更東北角海岸變更東北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風風風
景特定區景特定區景特定區景特定區景特定區景特定區景特定區景特定區((((((((配合配合配合配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配合配合配合配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促進促進促進促進促進促進促進促進
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景觀風貌改善興辦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景觀風貌改善興辦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景觀風貌改善興辦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景觀風貌改善興辦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景觀風貌改善興辦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景觀風貌改善興辦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景觀風貌改善興辦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景觀風貌改善興辦
事業計畫事業計畫事業計畫事業計畫事業計畫事業計畫事業計畫事業計畫))))))))計畫案計畫案計畫案計畫案計畫案計畫案計畫案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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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11.98 .11.98 .11.98 .11. 行政院長行政院長行政院長行政院長視察指示納入行政院推動視察指示納入行政院推動視察指示納入行政院推動視察指示納入行政院推動視察指示納入行政院推動視察指示納入行政院推動視察指示納入行政院推動視察指示納入行政院推動庶民生活行動方案庶民生活行動方案庶民生活行動方案庶民生活行動方案庶民生活行動方案庶民生活行動方案庶民生活行動方案庶民生活行動方案。。。。。。。。

98 .11.2398 .11.2398 .11.2398 .11.23

行政院秘書長主持研商會議及現勘行政院秘書長主持研商會議及現勘行政院秘書長主持研商會議及現勘行政院秘書長主持研商會議及現勘98 .12.1698 .12.1698 .12.1698 .12.16

98 .12.2598 .12.2598 .12.2598 .12.25

98 .12.2998 .12.2998 .12.2998 .12.29

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99 .01.0699 .01.0699 .01.0699 .01.06

99 .02.0399 .02.0399 .02.0399 .02.03

99 .03.1099 .03.1099 .03.1099 .03.10 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核定興辦事業計畫核定興辦事業計畫核定興辦事業計畫核定興辦事業計畫核定興辦事業計畫核定興辦事業計畫核定興辦事業計畫核定興辦事業計畫

99 .06.1599 .06.1599 .06.1599 .06.15 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長聽取簡報

99 .08.0999 .08.0999 .08.0999 .08.09 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主持研商會議及會勘主持研商會議及會勘主持研商會議及會勘主持研商會議及會勘

99 .11.3099 .11.3099 .11.3099 .11.30 內政部營建署完成地形測量內政部營建署完成地形測量內政部營建署完成地形測量內政部營建署完成地形測量

叁叁叁叁、、、、辦理歷程辦理歷程辦理歷程辦理歷程叁叁叁叁、、、、辦理歷程辦理歷程辦理歷程辦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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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0100.01.20100.01.20100.01.20 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

100.02.14100.02.14100.02.14100.02.14 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主持研商會議及會勘主持研商會議及會勘主持研商會議及會勘主持研商會議及會勘

100.03.17100.03.17100.03.17100.03.17 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行政院林秘書長主持研商會議及會勘主持研商會議及會勘主持研商會議及會勘主持研商會議及會勘

100.03.25100.03.25100.03.25100.03.25 新北市貢寮區公所辦理新北市貢寮區公所辦理新北市貢寮區公所辦理新北市貢寮區公所辦理山坡地範圍檢討劃出公開展覽山坡地範圍檢討劃出公開展覽山坡地範圍檢討劃出公開展覽山坡地範圍檢討劃出公開展覽山坡地範圍檢討劃出公開展覽山坡地範圍檢討劃出公開展覽山坡地範圍檢討劃出公開展覽山坡地範圍檢討劃出公開展覽。。。。

100.04.06100.04.06100.04.06100.04.06 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行政院吳院長聽取簡報

100.06.30100.06.30100.06.30100.06.30

︱︱︱︱

100.07.29100.07.29100.07.29100.07.29

都市計畫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都市計畫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都市計畫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都市計畫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都市計畫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都市計畫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都市計畫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都市計畫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100.08.01100.08.01100.08.01100.08.01

100.08.05100.08.05100.08.05100.08.05

召開跨部會工作會議召開跨部會工作會議召開跨部會工作會議召開跨部會工作會議召開跨部會工作會議召開跨部會工作會議召開跨部會工作會議召開跨部會工作會議針對針對針對針對針對針對針對針對7/207/207/207/207/207/207/207/20、、、、、、、、2121212121212121公展說明會民眾提問公展說明會民眾提問公展說明會民眾提問公展說明會民眾提問公展說明會民眾提問公展說明會民眾提問公展說明會民眾提問公展說明會民眾提問
研議處理方案研議處理方案研議處理方案研議處理方案。。。。研議處理方案研議處理方案研議處理方案研議處理方案。。。。

100.08.10100.08.10100.08.10100.08.10

100.08.11100.08.11100.08.11100.08.11
加開加開加開加開加開加開加開加開33333333場座談會場座談會場座談會場座談會場座談會場座談會場座談會場座談會

叁叁叁叁、、、、辦理歷程辦理歷程辦理歷程辦理歷程叁叁叁叁、、、、辦理歷程辦理歷程辦理歷程辦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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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 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 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 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11111111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22222222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33333333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44444444 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11111111 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22222222 卯澳卯澳卯澳卯澳卯澳卯澳卯澳卯澳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區區區區區區區區

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 -------- 1.501.501.501.501.501.501.501.50 -------- 42.5342.5342.5342.5342.5342.5342.5342.53 4.354.354.354.354.354.354.354.35 8.348.348.348.348.348.348.348.34 7.377.377.377.377.377.377.377.37 -------- -------- -------- -------- 64.0964.0964.0964.0964.0964.0964.0964.09

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 0.850.850.850.850.850.850.850.85 25.4425.4425.4425.4425.4425.4425.4425.44 1.341.341.341.341.341.341.341.34 -------- -------- -------- －－－－－－－－ 1.021.021.021.021.021.021.021.02 2.602.602.602.602.602.602.602.60 1.921.921.921.921.921.921.921.92 0.700.700.700.700.700.700.700.70 33.8733.8733.8733.8733.8733.8733.8733.87

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 -------- 0.050.050.050.050.050.050.050.05 -------- 1.101.101.101.101.101.101.101.10 -------- 0.440.440.440.440.440.440.440.44 0.580.580.580.580.580.580.580.58 -------- -------- -------- -------- 2.172.172.172.172.172.172.172.17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850.850.850.850.850.850.850.85 26.9926.9926.9926.9926.9926.9926.9926.99 1.341.341.341.341.341.341.341.34 43.6343.6343.6343.6343.6343.6343.6343.63 4.354.354.354.354.354.354.354.35 8.788.788.788.788.788.788.788.78 7.957.957.957.957.957.957.957.95 1.021.021.021.021.021.021.021.02 2.602.602.602.602.602.602.602.60 1.921.921.921.921.921.921.921.92 0.700.700.700.700.700.700.700.70 100.13100.13100.13100.13100.13100.13100.13100.13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 -------- -------- -------- -------- -------- -------- -------- -------- 0.250.250.250.250.250.250.250.25 -------- -------- 0.250.250.250.250.250.250.250.25

鐵路用地鐵路用地鐵路用地鐵路用地鐵路用地鐵路用地鐵路用地鐵路用地 -------- -------- -------- -------- -------- 0.010.010.010.010.010.010.010.01 0.490.490.490.490.490.490.490.49 -------- -------- -------- -------- 0.500.500.500.500.500.500.500.50

道路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 0.170.170.170.170.170.170.170.17 0.650.650.650.650.650.650.650.65 0.160.160.160.160.160.160.160.16 -------- -------- -------- -------- 0.160.160.160.160.160.160.160.16 0.290.290.290.290.290.290.290.29 0.200.200.200.200.200.200.200.20 0.060.060.060.060.060.060.060.06 1.691.691.691.691.691.691.691.69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170.170.170.170.170.170.170.17 0.650.650.650.650.650.650.650.65 0.160.160.160.160.160.160.160.16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10.010.010.010.010.010.010.01 0.490.490.490.490.490.490.490.49 0.160.160.160.160.160.160.160.16 0.540.540.540.540.540.540.540.54 0.200.200.200.200.200.200.200.20 0.060.060.060.060.060.060.060.06 2.442.442.442.442.442.442.442.44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021.021.021.021.021.021.021.02 27.6427.6427.6427.6427.6427.6427.6427.64 1.501.501.501.501.501.501.501.50 43.6343.6343.6343.6343.6343.6343.6343.63 4.354.354.354.354.354.354.354.35 8.798.798.798.798.798.798.798.79 8.448.448.448.448.448.448.448.44 1.181.181.181.181.181.181.181.18 3.143.143.143.143.143.143.143.14 2.122.122.122.122.122.122.122.12 0.760.760.760.760.760.760.760.76 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

肆肆肆肆、、、、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肆肆肆肆、、、、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

本計畫範圍面積為本計畫範圍面積為本計畫範圍面積為本計畫範圍面積為本計畫範圍面積為本計畫範圍面積為本計畫範圍面積為本計畫範圍面積為102.57102.57102.57102.57102.57102.57102.57102.57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現行都市計畫分區包括現行都市計畫分區包括現行都市計畫分區包括現行都市計畫分區包括現行都市計畫分區包括現行都市計畫分區包括現行都市計畫分區包括現行都市計畫分區包括農農農農農農農農

業區業區業區業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鐵路用地鐵路用地鐵路用地鐵路用地業區業區業區業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加油站用地、、、、鐵路用地鐵路用地鐵路用地鐵路用地

及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等等等等，，，，其中其中其中其中等等等等，，，，其中其中其中其中參與本計畫整體開發範圍面積為參與本計畫整體開發範圍面積為參與本計畫整體開發範圍面積為參與本計畫整體開發範圍面積為參與本計畫整體開發範圍面積為參與本計畫整體開發範圍面積為參與本計畫整體開發範圍面積為參與本計畫整體開發範圍面積為

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不含桂安不含桂安不含桂安不含桂安（（（（不含桂安不含桂安不含桂安不含桂安11111111變更部分加油站用地為景觀保護區變更部分加油站用地為景觀保護區變更部分加油站用地為景觀保護區變更部分加油站用地為景觀保護區變更部分加油站用地為景觀保護區變更部分加油站用地為景觀保護區變更部分加油站用地為景觀保護區變更部分加油站用地為景觀保護區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0.010.010.010.010.010.010.010.01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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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肆肆肆肆、、、、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現行計畫概要

圖例圖例圖例圖例

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

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11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22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44

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22

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11 卯澳卯澳卯澳卯澳卯澳卯澳卯澳卯澳

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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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排除環境敏感地排除環境敏感地排除環境敏感地排除環境敏感地排除環境敏感地排除環境敏感地排除環境敏感地排除環境敏感地((((((((易淹水地區易淹水地區易淹水地區易淹水地區、、、、雙溪河雙溪河雙溪河雙溪河易淹水地區易淹水地區易淹水地區易淹水地區、、、、雙溪河雙溪河雙溪河雙溪河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台台台台、、、、台台台台22222222以東以東以東以東。。。。以東以東以東以東。。。。

2.2.2.2.2.2.2.2.經經經經經經經經重測地形圖重測地形圖重測地形圖重測地形圖重測地形圖重測地形圖重測地形圖重測地形圖，，，，配合山坡地解編範圍配合山坡地解編範圍配合山坡地解編範圍配合山坡地解編範圍，，，，配合山坡地解編範圍配合山坡地解編範圍配合山坡地解編範圍配合山坡地解編範圍
((((((((坡度小於坡度小於坡度小於坡度小於坡度小於坡度小於坡度小於坡度小於55555555％％％％％％％％))))))))及重新檢視平坦及重新檢視平坦及重新檢視平坦及重新檢視平坦及重新檢視平坦及重新檢視平坦及重新檢視平坦及重新檢視平坦((((((((坡度坡度坡度坡度坡度坡度坡度坡度
小於小於小於小於小於小於小於小於30%)30%)30%)30%)30%)30%)30%)30%)可供都市發展之土地可供都市發展之土地可供都市發展之土地可供都市發展之土地。。。。可供都市發展之土地可供都市發展之土地可供都市發展之土地可供都市發展之土地。。。。

9999999999999999年年年年年年年年33333333月月月月月月月月1010101010101010日興辦事業計畫日興辦事業計畫日興辦事業計畫日興辦事業計畫：：：：日興辦事業計畫日興辦事業計畫日興辦事業計畫日興辦事業計畫：：：：

‧‧‧‧‧‧‧‧整體開發面積約為整體開發面積約為整體開發面積約為整體開發面積約為整體開發面積約為整體開發面積約為整體開發面積約為整體開發面積約為411.04411.04411.04411.04411.04411.04411.04411.04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環境敏感地環境敏感地環境敏感地環境敏感地、、、、山坡地解編山坡地解編山坡地解編山坡地解編環境敏感地環境敏感地環境敏感地環境敏感地、、、、山坡地解編山坡地解編山坡地解編山坡地解編

重新調整開發範圍及內容重新調整開發範圍及內容重新調整開發範圍及內容重新調整開發範圍及內容重新調整開發範圍及內容重新調整開發範圍及內容重新調整開發範圍及內容重新調整開發範圍及內容
((((((((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3.3.3.3.3.3.3.3.鄰接道路及既有聚落周邊地區鄰接道路及既有聚落周邊地區鄰接道路及既有聚落周邊地區鄰接道路及既有聚落周邊地區鄰接道路及既有聚落周邊地區鄰接道路及既有聚落周邊地區鄰接道路及既有聚落周邊地區鄰接道路及既有聚落周邊地區。。。。。。。。

伍伍伍伍、、、、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伍伍伍伍、、、、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
一一一一、、、、 99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10日行政院核定日行政院核定日行政院核定日行政院核定

興辦計畫開發範圍及內容興辦計畫開發範圍及內容興辦計畫開發範圍及內容興辦計畫開發範圍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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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計計計計計計計計1111111111111111區區區區區區區區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頃頃頃頃，，，，主要規劃為丙種住宅區主要規劃為丙種住宅區主要規劃為丙種住宅區主要規劃為丙種住宅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頃頃頃頃，，，，主要規劃為丙種住宅區主要規劃為丙種住宅區主要規劃為丙種住宅區主要規劃為丙種住宅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
及丙種旅館區及丙種旅館區及丙種旅館區及丙種旅館區及丙種旅館區及丙種旅館區及丙種旅館區及丙種旅館區。。。。。。。。

伍伍伍伍、、、、伍伍伍伍、、、、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使使使使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區區區區區區區區

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 62.72 62.72 62.72 62.72 62.72 62.72 62.72 62.72 61.15 61.15 61.15 61.15 61.15 61.15 61.15 61.15 

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 3.51 3.51 3.51 3.51 3.51 3.51 3.51 3.51 3.42 3.42 3.42 3.42 3.42 3.42 3.42 3.42 

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 8.59 8.59 8.59 8.59 8.59 8.59 8.59 8.59 8.38 8.38 8.38 8.38 8.38 8.38 8.38 8.38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74.82 74.82 74.82 74.82 74.82 74.82 74.82 74.82 72.95 72.95 72.95 72.95 72.95 72.95 72.95 72.95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共共共共共共共共
設設設設設設設設
施施施施施施施施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學校用地學校用地學校用地學校用地學校用地學校用地學校用地學校用地 1.76 1.76 1.76 1.76 1.76 1.76 1.76 1.76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1.72 

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公園用地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23 4.23 4.23 4.23 4.23 4.23 4.23 4.23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97 0.97 0.97 0.97 0.97 0.97 0.97 0.97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綠地用地綠地用地綠地用地綠地用地綠地用地綠地用地綠地用地綠地用地 5.63 5.63 5.63 5.63 5.63 5.63 5.63 5.63 5.49 5.49 5.49 5.49 5.49 5.49 5.49 5.49 

廣場用地廣場用地廣場用地廣場用地廣場用地廣場用地廣場用地廣場用地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28 0.28 0.28 0.28 0.28 0.28 0.28 0.28 0.27 0.27 0.27 0.27 0.27 0.27 0.27 0.27 

道路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 14.65 14.65 14.65 14.65 14.65 14.65 14.65 14.65 14.28 14.28 14.28 14.28 14.28 14.28 14.28 14.28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7.7427.7427.7427.7427.7427.7427.7427.74 27.05 27.05 27.05 27.05 27.05 27.05 27.05 27.05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02.56 102.56 102.56 102.56 102.56 102.56 102.56 102.56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

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11

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

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22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33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11

福
隆
福
隆
福
隆
福
隆
福
隆
福
隆
福
隆
福
隆
44

桂
安
桂
安
桂
安
桂
安
桂
安
桂
安
桂
安
桂
安
11

桂
安
桂
安
桂
安
桂
安
桂
安
桂
安
桂
安
桂
安
22

卯
澳
卯
澳
卯
澳
卯
澳
卯
澳
卯
澳
卯
澳
卯
澳

和美村和美村和美村和美村和美村和美村和美村和美村

美豐村美豐村美豐村美豐村美豐村美豐村美豐村美豐村

真理村真理村真理村真理村真理村真理村真理村真理村

龍門村龍門村龍門村龍門村龍門村龍門村龍門村龍門村

仁里村仁里村仁里村仁里村仁里村仁里村仁里村仁里村

貢寮村貢寮村貢寮村貢寮村貢寮村貢寮村貢寮村貢寮村

雙玉村雙玉村雙玉村雙玉村雙玉村雙玉村雙玉村雙玉村

龍崗村龍崗村龍崗村龍崗村龍崗村龍崗村龍崗村龍崗村

福連村福連村福連村福連村福連村福連村福連村福連村

福隆村福隆村福隆村福隆村福隆村福隆村福隆村福隆村

雙溪雙溪雙溪雙溪雙溪雙溪雙溪雙溪

瑞芳瑞芳瑞芳瑞芳瑞芳瑞芳瑞芳瑞芳

吉林村吉林村吉林村吉林村吉林村吉林村吉林村吉林村

頭城頭城頭城頭城頭城頭城頭城頭城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區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計畫

開發區開發區開發區開發區開發區開發區開發區開發區

二二二二、、、、調整後開發範圍及內容調整後開發範圍及內容調整後開發範圍及內容調整後開發範圍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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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伍伍伍伍、、、、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

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102.56ha102.56ha102.56ha102.56ha
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62.72ha 62.72ha 62.72ha 62.72ha 、、、、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3.51ha3.51ha3.51ha3.51ha、、、、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8.59ha 8.59ha 8.59ha 8.59ha ；；；；公設用地公設用地公設用地公設用地27.74ha27.74ha27.74ha27.74ha

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龍洞
1.02ha

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和美11

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
6.16ha

27.64ha

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澳底

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
1.28ha

1.50ha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11
4.35ha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22

8.79ha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33
8.44ha

卯澳卯澳卯澳卯澳卯澳卯澳卯澳卯澳 0.76ha

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22

2.12ha

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福隆44
1.18ha

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桂安11

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
1.15ha

3.13ha

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文秀坑
43.63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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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伍伍伍伍、、、、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都市計畫規劃內容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土管規定摘要土管規定摘要土管規定摘要土管規定摘要土管規定摘要土管規定摘要土管規定摘要土管規定摘要

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丙種旅館區 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40%40%40%40%40%40%40%40%，，，，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320%320%320%320%320%320%320%320%。。。。。。。。
以全街廓開發或不得小於以全街廓開發或不得小於以全街廓開發或不得小於以全街廓開發或不得小於以全街廓開發或不得小於以全街廓開發或不得小於以全街廓開發或不得小於以全街廓開發或不得小於2ha2ha2ha2ha2ha2ha2ha2ha。。。。。。。。
平均坡度在平均坡度在平均坡度在平均坡度在平均坡度在平均坡度在平均坡度在平均坡度在40%40%40%40%40%40%40%40%以上地區以上地區以上地區以上地區，，，，不得計入法定空地不得計入法定空地不得計入法定空地不得計入法定空地。。。。以上地區以上地區以上地區以上地區，，，，不得計入法定空地不得計入法定空地不得計入法定空地不得計入法定空地。。。。

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 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50%50%50%50%50%50%50%50%，，，，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200%200%200%200%200%200%200%200%。。。。。。。。後院深度後院深度後院深度後院深度後院深度後院深度後院深度後院深度2m2m2m2m2m2m2m2m，，，，側院深度側院深度側院深度側院深度，，，，側院深度側院深度側院深度側院深度1.5m1.5m1.5m1.5m1.5m1.5m1.5m1.5m。。。。。。。。

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 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60%60%60%60%60%60%60%60%，，，，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240%240%240%240%240%240%240%240%。。。。。。。。後院深度後院深度後院深度後院深度後院深度後院深度後院深度後院深度3m3m3m3m3m3m3m3m，，，，深度比深度比深度比深度比，，，，深度比深度比深度比深度比0.20.20.20.20.20.20.20.2。。。。。。。。
建築退縮建築退縮建築退縮建築退縮建築退縮建築退縮建築退縮建築退縮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丙種住宅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十三商十三商十三商十三商十三商十三商十三商十三~~~~~~~~

商十五商十五商十五商十五商十五商十五商十五商十五))))))))建築基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建築基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建築基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建築基地及公共設施用地，，，，申請建築時應自申請建築時應自申請建築時應自申請建築時應自建築基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建築基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建築基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建築基地及公共設施用地，，，，申請建築時應自申請建築時應自申請建築時應自申請建築時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道路境界線至少道路境界線至少道路境界線至少道路境界線至少道路境界線至少道路境界線至少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退縮退縮退縮退縮退縮退縮退縮55555555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建築建築建築建築。。。。建築建築建築建築。。。。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丙種旅館區建築基地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丙種旅館區建築基地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丙種旅館區建築基地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丙種旅館區建築基地，，，，申請建申請建申請建申請建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丙種旅館區建築基地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丙種旅館區建築基地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丙種旅館區建築基地本計畫區臨計畫道路之丙種旅館區建築基地，，，，申請建申請建申請建申請建
築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築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築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築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築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築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築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築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1010101010101010公尺建築公尺建築公尺建築公尺建築。。。。公尺建築公尺建築公尺建築公尺建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前述前述前述前述前述前述前述前述建築退縮部分建築退縮部分建築退縮部分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得計入法定空地得計入法定空地得計入法定空地建築退縮部分建築退縮部分建築退縮部分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得計入法定空地得計入法定空地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三三三、、、、土地開發強度土地開發強度土地開發強度土地開發強度

住宅區可申請民宿但須依民宿管理辦法申請許可住宅區可申請民宿但須依民宿管理辦法申請許可住宅區可申請民宿但須依民宿管理辦法申請許可住宅區可申請民宿但須依民宿管理辦法申請許可住宅區可申請民宿但須依民宿管理辦法申請許可住宅區可申請民宿但須依民宿管理辦法申請許可住宅區可申請民宿但須依民宿管理辦法申請許可住宅區可申請民宿但須依民宿管理辦法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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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區段徵收相關內容區段徵收相關內容區段徵收相關內容區段徵收相關內容陸陸陸陸、、、、區段徵收相關內容區段徵收相關內容區段徵收相關內容區段徵收相關內容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因本地區受限於環境特殊因本地區受限於環境特殊因本地區受限於環境特殊因本地區受限於環境特殊，，，，可可可可因本地區受限於環境特殊因本地區受限於環境特殊因本地區受限於環境特殊因本地區受限於環境特殊，，，，可可可可
供開發建築之土地有限供開發建築之土地有限供開發建築之土地有限供開發建築之土地有限，，，，目前目前目前目前供開發建築之土地有限供開發建築之土地有限供開發建築之土地有限供開發建築之土地有限，，，，目前目前目前目前
勘選勘選勘選勘選勘選勘選勘選勘選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

右圖橘色部份右圖橘色部份右圖橘色部份右圖橘色部份，，，，右圖橘色部份右圖橘色部份右圖橘色部份右圖橘色部份，，，，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尚需依尚需依尚需依尚需依尚需依尚需依尚需依尚需依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結果調整區結果調整區結果調整區結果調整區結果調整區結果調整區結果調整區結果調整區
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經初步區段徵收評估經初步區段徵收評估經初步區段徵收評估經初步區段徵收評估，，，，經初步區段徵收評估經初步區段徵收評估經初步區段徵收評估經初步區段徵收評估，，，，景觀保護景觀保護景觀保護景觀保護景觀保護景觀保護景觀保護景觀保護
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右圖右圖右圖右圖右圖右圖右圖右圖藍色藍色藍色藍色藍色藍色藍色藍色部份部份部份部份，，，，約約約約部份部份部份部份，，，，約約約約310310310310310310310310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範圍內土地僅約範圍內土地僅約範圍內土地僅約範圍內土地僅約範圍內土地僅約範圍內土地僅約範圍內土地僅約範圍內土地僅約24%(24%(24%(24%(24%(24%(24%(24%(約約約約約約約約7575757575757575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可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可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可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可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可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可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可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可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將將將將將將將將透過意願調查瞭解地主對土地透過意願調查瞭解地主對土地透過意願調查瞭解地主對土地透過意願調查瞭解地主對土地透過意願調查瞭解地主對土地透過意願調查瞭解地主對土地透過意願調查瞭解地主對土地透過意願調查瞭解地主對土地
利用需求利用需求利用需求利用需求利用需求利用需求利用需求利用需求，，，，，，，，再擇定納入區段徵收再擇定納入區段徵收再擇定納入區段徵收再擇定納入區段徵收再擇定納入區段徵收再擇定納入區段徵收再擇定納入區段徵收再擇定納入區段徵收
範圍之景觀保護區範圍之景觀保護區範圍之景觀保護區範圍之景觀保護區範圍之景觀保護區範圍之景觀保護區範圍之景觀保護區範圍之景觀保護區。。。。。。。。

(310.66(310.66(310.66(310.66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102.56(102.56(102.56(102.56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一一一一、、、、區段徵收範圍區段徵收範圍區段徵收範圍區段徵收範圍一一一一、、、、區段徵收範圍區段徵收範圍區段徵收範圍區段徵收範圍

註註註註：：：：納入區段徵收面積比例亦因景觀保護區土地參納入區段徵收面積比例亦因景觀保護區土地參納入區段徵收面積比例亦因景觀保護區土地參納入區段徵收面積比例亦因景觀保護區土地參
加區段徵收面積多寡及整體開發面積調整而變動加區段徵收面積多寡及整體開發面積調整而變動加區段徵收面積多寡及整體開發面積調整而變動加區段徵收面積多寡及整體開發面積調整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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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
二二二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二二二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

抵付補償費的土地抵付補償費的土地抵付補償費的土地抵付補償費的土地抵付補償費的土地抵付補償費的土地抵付補償費的土地抵付補償費的土地抵付補償費的土地抵付補償費的土地抵付補償費的土地抵付補償費的土地

應發給應發給應發給應發給應發給應發給應發給應發給地價補償費地價補償費地價補償費地價補償費地價補償費地價補償費地價補償費地價補償費，，，，，，，，
((((((((地價補償費依新北地價補償費依新北地價補償費依新北地價補償費依新北地價補償費依新北地價補償費依新北地價補償費依新北地價補償費依新北
市政府評定之公告土市政府評定之公告土市政府評定之公告土市政府評定之公告土市政府評定之公告土市政府評定之公告土市政府評定之公告土市政府評定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地現值為準地現值為準地現值為準地現值為準地現值為準地現值為準地現值為準))))))))

如果不領補償費如果不領補償費如果不領補償費如果不領補償費如果不領補償費如果不領補償費如果不領補償費如果不領補償費…………………………………………

換成可領回之土地權利換成可領回之土地權利換成可領回之土地權利換成可領回之土地權利。。。。換成可領回之土地權利換成可領回之土地權利換成可領回之土地權利換成可領回之土地權利。。。。
其用來折算抵付補償費之其用來折算抵付補償費之其用來折算抵付補償費之其用來折算抵付補償費之其用來折算抵付補償費之其用來折算抵付補償費之其用來折算抵付補償費之其用來折算抵付補償費之

土地即為土地即為土地即為土地即為「「「「土地即為土地即為土地即為土地即為「「「「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

政府區段徵收土地時政府區段徵收土地時政府區段徵收土地時政府區段徵收土地時：：：：政府區段徵收土地時政府區段徵收土地時政府區段徵收土地時政府區段徵收土地時：：：：

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個個個個
人補償費占全體補償費比例人補償費占全體補償費比例人補償費占全體補償費比例人補償費占全體補償費比例

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人補償費占全體補償費比例人補償費占全體補償費比例人補償費占全體補償費比例人補償費占全體補償費比例人補償費占全體補償費比例人補償費占全體補償費比例人補償費占全體補償費比例人補償費占全體補償費比例



18

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
二二二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二二二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

�� 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 = = = = = = = 參加區段徵收參加區段徵收參加區段徵收參加區段徵收參加區段徵收參加區段徵收參加區段徵收參加區段徵收私有土地面積私有土地面積私有土地面積私有土地面積私有土地面積私有土地面積私有土地面積私有土地面積 *   *   *   *   *   *   *   *   抵價地比例抵價地比例抵價地比例抵價地比例抵價地比例抵價地比例抵價地比例抵價地比例

========【【【【【【【【177.94177.94177.94177.94177.94177.94177.94177.94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12.3612.3612.3612.3612.3612.3612.3612.36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有地面積公有地面積公有地面積公有地面積公有地面積公有地面積公有地面積公有地面積))))))))】】】】】】】】* * * * * * * * 40%40%40%40%40%40%40%40%

= 165.58= 165.58= 165.58= 165.58= 165.58= 165.58= 165.58= 165.58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 * * * * * * * 40%40%40%40%40%40%40%40%

=66.23=66.23=66.23=66.23=66.23=66.23=66.23=66.23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

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
((((((((地主配回之住地主配回之住地主配回之住地主配回之住地主配回之住地主配回之住地主配回之住地主配回之住

宅區及商業區宅區及商業區宅區及商業區宅區及商業區宅區及商業區宅區及商業區宅區及商業區宅區及商業區))))))))
66.2366.2366.2366.2366.2366.2366.2366.23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40%40%40%40%40%40%40%40%

剩餘可建築土地剩餘可建築土地剩餘可建築土地剩餘可建築土地剩餘可建築土地剩餘可建築土地剩餘可建築土地剩餘可建築土地--------用用用用用用用用以抵付開發成本以抵付開發成本以抵付開發成本以抵付開發成本以抵付開發成本以抵付開發成本以抵付開發成本以抵付開發成本
((((((((政府取得旅館區政府取得旅館區政府取得旅館區政府取得旅館區政府取得旅館區政府取得旅館區政府取得旅館區政府取得旅館區))))))))

5%5%5%5%5%5%5%5%

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公共設施

((((((((政府取得景觀保護區及公共設施政府取得景觀保護區及公共設施政府取得景觀保護區及公共設施政府取得景觀保護區及公共設施政府取得景觀保護區及公共設施政府取得景觀保護區及公共設施政府取得景觀保護區及公共設施政府取得景觀保護區及公共設施))))))))
55%55%55%55%55%55%55%55% 整體開發區面積整體開發區面積整體開發區面積整體開發區面積整體開發區面積整體開發區面積整體開發區面積整體開發區面積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102.56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全部住宅區全部住宅區全部住宅區全部住宅區、、、、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全部住宅區全部住宅區全部住宅區全部住宅區、、、、

商業區供私有地商業區供私有地商業區供私有地商業區供私有地商業區供私有地商業區供私有地商業區供私有地商業區供私有地((((((((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90.2190.2190.2190.2190.2190.2190.2190.21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及外掛景及外掛景及外掛景及外掛景及外掛景及外掛景及外掛景及外掛景

觀保護區觀保護區觀保護區觀保護區觀保護區觀保護區觀保護區觀保護區((((((((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75.3875.3875.3875.3875.3875.3875.3875.38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私有地分配私有地分配私有地分配私有地分配，，，，已已已已私有地分配私有地分配私有地分配私有地分配，，，，已已已已
無剩餘無剩餘無剩餘無剩餘，，，，無剩餘無剩餘無剩餘無剩餘，，，，無法提高抵價地比例無法提高抵價地比例無法提高抵價地比例無法提高抵價地比例無法提高抵價地比例無法提高抵價地比例無法提高抵價地比例無法提高抵價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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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
二二二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二二二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總價值總價值總價值總價值總價值總價值總價值總價值 ((((((((總補償費總補償費總補償費總補償費總補償費總補償費總補償費總補償費) ) ) ) ) ) ) )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165.58165.58165.58165.58165.58165.58165.58165.58 326326326326326326326326 55555555億億億億億億億億39793979397939793979397939793979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假設區徵總面積假設區徵總面積假設區徵總面積假設區徵總面積假設區徵總面積假設區徵總面積假設區徵總面積假設區徵總面積165.58165.58165.58165.58165.58165.58165.58165.58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其其其其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其其其其徵收前總價值徵收前總價值徵收前總價值徵收前總價值徵收前總價值徵收前總價值徵收前總價值徵收前總價值如下如下如下如下：：：：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徵收補徵收補徵收補徵收補徵收補徵收補徵收補徵收補
償地價償地價償地價償地價償地價償地價償地價償地價

建地建地建地建地建地建地建地建地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面積((((((((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評定地價評定地價評定地價評定地價評定地價評定地價評定地價評定地價((((((((假設假設假設假設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總地價總地價總地價總地價總地價總地價總地價總地價

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62.7262.7262.7262.7262.7262.7262.7262.72 1.21.21.21.21.21.21.21.2萬萬萬萬萬萬萬萬/m/m/m/m/m/m/m/m2 2 2 2 2 2 2 2 (4(4(4(4(4(4(4(4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7575757575757575億億億億億億億億26402640264026402640264026402640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 3.513.513.513.513.513.513.513.51 1.81.81.81.81.81.81.81.8萬萬萬萬萬萬萬萬/m/m/m/m/m/m/m/m2 2 2 2 2 2 2 2 (6(6(6(6(6(6(6(6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66666666億億億億億億億億31803180318031803180318031803180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計計計計 66.2366.2366.2366.2366.2366.2366.2366.23 -------- 8181818181818181億億億億億億億億58205820582058205820582058205820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抵價地總面積********開發後平均地價開發後平均地價開發後平均地價開發後平均地價開發後平均地價開發後平均地價開發後平均地價開發後平均地價

抵價地的抵價地的抵價地的抵價地的抵價地的抵價地的抵價地的抵價地的
總地價總地價總地價總地價總地價總地價總地價總地價

★★★★★★★★ 前述有關區徵面積前述有關區徵面積前述有關區徵面積前述有關區徵面積、、、、平均公告現值及評定地價平均公告現值及評定地價平均公告現值及評定地價平均公告現值及評定地價前述有關區徵面積前述有關區徵面積前述有關區徵面積前述有關區徵面積、、、、平均公告現值及評定地價平均公告現值及評定地價平均公告現值及評定地價平均公告現值及評定地價
等皆屬假設值等皆屬假設值等皆屬假設值等皆屬假設值，，，，應以未來實際辦理時並經行政應以未來實際辦理時並經行政應以未來實際辦理時並經行政應以未來實際辦理時並經行政等皆屬假設值等皆屬假設值等皆屬假設值等皆屬假設值，，，，應以未來實際辦理時並經行政應以未來實際辦理時並經行政應以未來實際辦理時並經行政應以未來實際辦理時並經行政
院核定之內容為準院核定之內容為準院核定之內容為準院核定之內容為準。。。。院核定之內容為準院核定之內容為準院核定之內容為準院核定之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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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
二二二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二二二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

被徵收土地面積被徵收土地面積被徵收土地面積被徵收土地面積 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平均公告現值((((((((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補償費補償費補償費補償費((((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10,00010,00010,00010,000㎡㎡㎡㎡ (3,025(3,025(3,025(3,025坪坪坪坪)))) 326326326326326326326326 326326326326萬萬萬萬

假設阿土伯選擇假設阿土伯選擇假設阿土伯選擇假設阿土伯選擇領取地價補償費領取地價補償費領取地價補償費領取地價補償費，，，，計算方式如下計算方式如下計算方式如下計算方式如下：：：：
阿土伯土地的阿土伯土地的阿土伯土地的阿土伯土地的
徵收補償地價徵收補償地價徵收補償地價徵收補償地價

假設阿土伯選擇假設阿土伯選擇假設阿土伯選擇假設阿土伯選擇假設阿土伯選擇假設阿土伯選擇假設阿土伯選擇假設阿土伯選擇領回抵價地領回抵價地領回抵價地領回抵價地領回抵價地領回抵價地領回抵價地領回抵價地，，，，計算方式如下計算方式如下計算方式如下計算方式如下：：：：，，，，計算方式如下計算方式如下計算方式如下計算方式如下：：：：

�� 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 = = = = = = = = 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抵價地總地價 * * * * * * * * 個人補償費占全體比例個人補償費占全體比例個人補償費占全體比例個人補償費占全體比例個人補償費占全體比例個人補償費占全體比例個人補償費占全體比例個人補償費占全體比例

=  815,820=  815,820=  815,820=  815,820=  815,820=  815,820=  815,820=  815,820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 (326(326(326(326(326(326(326(326萬萬萬萬萬萬萬萬÷÷÷÷÷÷÷÷53,97953,97953,97953,97953,97953,97953,97953,979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 4,9274,9274,9274,9274,9274,9274,9274,927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阿土伯土地的阿土伯土地的阿土伯土地的阿土伯土地的阿土伯土地的阿土伯土地的阿土伯土地的阿土伯土地的

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權利價值

地主依原補償費金額比例計算權利價值地主依原補償費金額比例計算權利價值地主依原補償費金額比例計算權利價值地主依原補償費金額比例計算權利價值地主依原補償費金額比例計算權利價值地主依原補償費金額比例計算權利價值地主依原補償費金額比例計算權利價值地主依原補償費金額比例計算權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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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

1.1.1.1.1.1.1.1.被徵收土地總面積被徵收土地總面積被徵收土地總面積被徵收土地總面積：：：：被徵收土地總面積被徵收土地總面積被徵收土地總面積被徵收土地總面積：：：：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 (3,025(3,025(3,025(3,025(3,025(3,025(3,025(3,025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2.2.2.2.2.2.2.2.被徵收土地總補償費被徵收土地總補償費被徵收土地總補償費被徵收土地總補償費：：：：被徵收土地總補償費被徵收土地總補償費被徵收土地總補償費被徵收土地總補償費：：：：326326326326326326326326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3.3.3.3.3.3.3.3.應領回土地之權利價值應領回土地之權利價值應領回土地之權利價值應領回土地之權利價值：：：：應領回土地之權利價值應領回土地之權利價值應領回土地之權利價值應領回土地之權利價值：：：：4,9274,9274,9274,9274,9274,9274,9274,927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配地情形配地情形配地情形配地情形配地情形配地情形配地情形配地情形 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 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 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

選擇街廓選擇街廓選擇街廓選擇街廓選擇街廓選擇街廓選擇街廓選擇街廓 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 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單價單價單價單價
1.21.21.21.21.21.21.21.2萬萬萬萬萬萬萬萬/m/m/m/m/m/m/m/m22222222

(4(4(4(4(4(4(4(4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1.81.81.81.81.81.81.81.8萬萬萬萬萬萬萬萬/m/m/m/m/m/m/m/m22222222

(6(6(6(6(6(6(6(6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1.21.21.21.21.21.21.21.2萬萬萬萬萬萬萬萬/m/m/m/m/m/m/m/m22222222

(4(4(4(4(4(4(4(4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1.81.81.81.81.81.81.81.8萬萬萬萬萬萬萬萬/m/m/m/m/m/m/m/m22222222

(6(6(6(6(6(6(6(6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分配面積分配面積分配面積分配面積分配面積分配面積分配面積分配面積
4,106m4,106m4,106m4,106m4,106m4,106m4,106m4,106m22222222

(1,242(1,242(1,242(1,242(1,242(1,242(1,242(1,242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2,737m2,737m2,737m2,737m2,737m2,737m2,737m2,737m22222222

(828(828(828(828(828(828(828(828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2,500m2,500m2,500m2,500m2,500m2,500m2,500m2,500m22222222(756(756(756(756(756(756(756(756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1,071m1,071m1,071m1,071m1,071m1,071m1,071m1,071m22222222(324(324(324(324(324(324(324(324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3,5703,5703,5703,5703,5703,5703,5703,570㎡㎡㎡㎡㎡㎡㎡㎡ (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1,080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領回土地價值領回土地價值領回土地價值領回土地價值領回土地價值領回土地價值領回土地價值領回土地價值 4,9274,9274,9274,9274,9274,9274,9274,927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4,9274,9274,9274,9274,9274,9274,9274,927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1,9271,9271,9271,9271,9271,9271,9271,927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合計：：：：4,9274,9274,9274,9274,9274,9274,9274,927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領回抵價地比例領回抵價地比例領回抵價地比例領回抵價地比例領回抵價地比例領回抵價地比例領回抵價地比例領回抵價地比例 41.0641.0641.0641.0641.0641.0641.0641.06％％％％％％％％ 27.3727.3727.3727.3727.3727.3727.3727.37％％％％％％％％ 35.71%35.71%35.71%35.71%35.71%35.71%35.71%35.71%

阿土伯各種選擇配地情形表阿土伯各種選擇配地情形表阿土伯各種選擇配地情形表阿土伯各種選擇配地情形表：：：：阿土伯各種選擇配地情形表阿土伯各種選擇配地情形表阿土伯各種選擇配地情形表阿土伯各種選擇配地情形表：：：：

二二二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二二二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

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抵價地4040404040404040％％％％％％％％ = = = = = = = = 地主領回土地平均為地主領回土地平均為地主領回土地平均為地主領回土地平均為地主領回土地平均為地主領回土地平均為地主領回土地平均為地主領回土地平均為4040404040404040％％％％％％％％

依權利價值換算配回土地依權利價值換算配回土地依權利價值換算配回土地依權利價值換算配回土地，，，，原則不用再繳錢原則不用再繳錢原則不用再繳錢原則不用再繳錢依權利價值換算配回土地依權利價值換算配回土地依權利價值換算配回土地依權利價值換算配回土地，，，，原則不用再繳錢原則不用再繳錢原則不用再繳錢原則不用再繳錢

抵價地面積抵價地面積抵價地面積抵價地面積抵價地面積抵價地面積抵價地面積抵價地面積========個人權利價值個人權利價值個人權利價值個人權利價值個人權利價值個人權利價值個人權利價值個人權利價值////////領回土地評定地價領回土地評定地價領回土地評定地價領回土地評定地價領回土地評定地價領回土地評定地價領回土地評定地價領回土地評定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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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間申請領地收件號公告期間申請領地收件號公告期間申請領地收件號

張先生：張先生：11

李小姐：李小姐：22

阿土伯：阿土伯：33

抽到之順序籤號抽到之抽到之順序籤順序籤號號

張先生張先生抽到抽到 33

李小姐李小姐抽到抽到 11

阿土伯阿土伯抽到抽到 22

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
二二二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二二二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區段徵收土地分配概念

區段徵收抽籤的方法為了力求區段徵收抽籤的方法為了力求區段徵收抽籤的方法為了力求區段徵收抽籤的方法為了力求區段徵收抽籤的方法為了力求區段徵收抽籤的方法為了力求區段徵收抽籤的方法為了力求區段徵收抽籤的方法為了力求公平原則公平原則公平原則公平原則公平原則公平原則公平原則公平原則，，，，通常分二階段的抽籤通常分二階段的抽籤通常分二階段的抽籤通常分二階段的抽籤，，，，，，，，通常分二階段的抽籤通常分二階段的抽籤通常分二階段的抽籤通常分二階段的抽籤，，，，第一階段先第一階段先第一階段先第一階段先第一階段先第一階段先第一階段先第一階段先
抽順序籤抽順序籤抽順序籤抽順序籤，，，，第二階段再抽配地籤第二階段再抽配地籤第二階段再抽配地籤第二階段再抽配地籤抽順序籤抽順序籤抽順序籤抽順序籤，，，，第二階段再抽配地籤第二階段再抽配地籤第二階段再抽配地籤第二階段再抽配地籤，，，，最後才最後才最後才最後才，，，，最後才最後才最後才最後才依配地籤之結果依配地籤之結果依配地籤之結果依配地籤之結果依配地籤之結果依配地籤之結果依配地籤之結果依配地籤之結果由申請人由申請人由申請人由申請人由申請人由申請人由申請人由申請人自由選擇自由選擇自由選擇自由選擇自由選擇自由選擇自由選擇自由選擇
街廓配地街廓配地街廓配地街廓配地街廓配地街廓配地街廓配地街廓配地。。。。。。。。

順序籤順序籤順序籤順序籤順序籤順序籤順序籤順序籤：：：：：：：：由土地所有權人由土地所有權人由土地所有權人由土地所有權人由土地所有權人由土地所有權人由土地所有權人由土地所有權人抽籤決定抽籤決定抽籤決定抽籤決定「「「「抽抽抽抽」」」」配地籤的順序配地籤的順序配地籤的順序配地籤的順序抽籤決定抽籤決定抽籤決定抽籤決定「「「「抽抽抽抽」」」」配地籤的順序配地籤的順序配地籤的順序配地籤的順序。。。。。。。。

配地籤配地籤配地籤配地籤配地籤配地籤配地籤配地籤：：：：：：：：依順序籤之順序依順序籤之順序依順序籤之順序依順序籤之順序依順序籤之順序依順序籤之順序依順序籤之順序依順序籤之順序再抽籤決定分配土地之順序再抽籤決定分配土地之順序再抽籤決定分配土地之順序再抽籤決定分配土地之順序再抽籤決定分配土地之順序再抽籤決定分配土地之順序再抽籤決定分配土地之順序再抽籤決定分配土地之順序。。。。。。。。

抽到之配地籤號抽到之抽到之配地籤配地籤號號

李小姐李小姐抽到抽到 33

阿土伯阿土伯抽到抽到 22

張先生張先生抽到抽到 11

選擇分配土地選擇分配土地選擇分配土地

張先生張先生先配先配

阿土伯阿土伯第二第二

李小姐李小姐最後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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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

1.1.1.1.1.1.1.1.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可承諾依可承諾依可承諾依可承諾依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可承諾依可承諾依可承諾依可承諾依
地主意願地主意願地主意願地主意願地主意願地主意願地主意願地主意願((((((((依意願調查表結依意願調查表結依意願調查表結依意願調查表結依意願調查表結依意願調查表結依意願調查表結依意願調查表結
果果果果果果果果))))))))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即民眾如於意願即民眾如於意願即民眾如於意願即民眾如於意願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即民眾如於意願即民眾如於意願即民眾如於意願即民眾如於意願
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勾選不同意勾選不同意勾選不同意勾選不同意勾選不同意勾選不同意勾選不同意勾選不同意，，，，則則則則，，，，則則則則不納不納不納不納不納不納不納不納
入區段徵收範圍入區段徵收範圍入區段徵收範圍入區段徵收範圍入區段徵收範圍入區段徵收範圍入區段徵收範圍入區段徵收範圍。。。。。。。。

2.2.2.2.2.2.2.2.整體開發區部分整體開發區部分整體開發區部分整體開發區部分，，，，將將將將整體開發區部分整體開發區部分整體開發區部分整體開發區部分，，，，將將將將尊重並尊重並尊重並尊重並尊重並尊重並尊重並尊重並
考量地主意見考量地主意見考量地主意見考量地主意見考量地主意見考量地主意見考量地主意見考量地主意見，，，，於本案提送於本案提送於本案提送於本案提送，，，，於本案提送於本案提送於本案提送於本案提送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前前前前，，，，彙整整體開發區地主之彙整整體開發區地主之彙整整體開發區地主之彙整整體開發區地主之前前前前，，，，彙整整體開發區地主之彙整整體開發區地主之彙整整體開發區地主之彙整整體開發區地主之
意願調查結果意願調查結果意願調查結果意願調查結果，，，，供供供供意願調查結果意願調查結果意願調查結果意願調查結果，，，，供供供供都委會審都委會審都委會審都委會審都委會審都委會審都委會審都委會審
議參考剔除議參考剔除議參考剔除議參考剔除議參考剔除議參考剔除議參考剔除議參考剔除。。。。。。。。

三三三三、、、、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三三三三、、、、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尊重地主參與區段徵收之意願尊重地主參與區段徵收之意願尊重地主參與區段徵收之意願尊重地主參與區段徵收之意願尊重地主參與區段徵收之意願尊重地主參與區段徵收之意願尊重地主參與區段徵收之意願尊重地主參與區段徵收之意願



24

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
三三三三、、、、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三三三三、、、、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土地價值土地價值土地價值土地價值土地價值土地價值土地價值土地價值

��區內可建築土地與非可建築土地本存有使用價值差異而區內可建築土地與非可建築土地本存有使用價值差異而區內可建築土地與非可建築土地本存有使用價值差異而區內可建築土地與非可建築土地本存有使用價值差異而區內可建築土地與非可建築土地本存有使用價值差異而區內可建築土地與非可建築土地本存有使用價值差異而區內可建築土地與非可建築土地本存有使用價值差異而區內可建築土地與非可建築土地本存有使用價值差異而
反應於公告現值上反應於公告現值上反應於公告現值上反應於公告現值上，，，，惟部分地主認為惟部分地主認為惟部分地主認為惟部分地主認為反應於公告現值上反應於公告現值上反應於公告現值上反應於公告現值上，，，，惟部分地主認為惟部分地主認為惟部分地主認為惟部分地主認為地價過低地價過低地價過低地價過低地價過低地價過低地價過低地價過低、、、、非可建非可建非可建非可建、、、、非可建非可建非可建非可建
築土地之築土地之築土地之築土地之築土地之築土地之築土地之築土地之農業區與保護區間之公告現值差距農業區與保護區間之公告現值差距農業區與保護區間之公告現值差距農業區與保護區間之公告現值差距農業區與保護區間之公告現值差距農業區與保護區間之公告現值差距農業區與保護區間之公告現值差距農業區與保護區間之公告現值差距，，，，，，，，將提請新將提請新將提請新將提請新將提請新將提請新將提請新將提請新
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安置計畫安置計畫安置計畫安置計畫安置計畫安置計畫安置計畫安置計畫

��新北市政府目前開辦之區段徵收新北市政府目前開辦之區段徵收新北市政府目前開辦之區段徵收新北市政府目前開辦之區段徵收，，，，新北市政府目前開辦之區段徵收新北市政府目前開辦之區段徵收新北市政府目前開辦之區段徵收新北市政府目前開辦之區段徵收，，，，均逐案訂定安置計均逐案訂定安置計均逐案訂定安置計均逐案訂定安置計均逐案訂定安置計均逐案訂定安置計均逐案訂定安置計均逐案訂定安置計
畫畫畫畫畫畫畫畫，，，，並正積極將拆遷戶之安置方式建制立法中並正積極將拆遷戶之安置方式建制立法中並正積極將拆遷戶之安置方式建制立法中並正積極將拆遷戶之安置方式建制立法中。。。。，，，，並正積極將拆遷戶之安置方式建制立法中並正積極將拆遷戶之安置方式建制立法中並正積極將拆遷戶之安置方式建制立法中並正積極將拆遷戶之安置方式建制立法中。。。。

��本案本案本案本案本案本案本案本案開發主體為交通部觀光局開發主體為交通部觀光局開發主體為交通部觀光局開發主體為交通部觀光局開發主體為交通部觀光局開發主體為交通部觀光局開發主體為交通部觀光局開發主體為交通部觀光局，，，，未來安置計畫將比照新未來安置計畫將比照新未來安置計畫將比照新未來安置計畫將比照新，，，，未來安置計畫將比照新未來安置計畫將比照新未來安置計畫將比照新未來安置計畫將比照新
北市政府開辦案例北市政府開辦案例北市政府開辦案例北市政府開辦案例，，，，北市政府開辦案例北市政府開辦案例北市政府開辦案例北市政府開辦案例，，，，除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外除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外除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外除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外，，，，就合法建就合法建就合法建就合法建除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外除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外除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外除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外，，，，就合法建就合法建就合法建就合法建
物提供每戶房租津貼補助物提供每戶房租津貼補助物提供每戶房租津貼補助物提供每戶房租津貼補助物提供每戶房租津貼補助物提供每戶房租津貼補助物提供每戶房租津貼補助物提供每戶房租津貼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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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
三三三三、、、、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三三三三、、、、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

��有關地主希冀有關地主希冀有關地主希冀有關地主希冀有關地主希冀有關地主希冀有關地主希冀有關地主希冀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原地原配，，，，以及以及以及以及，，，，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各區塊同性質土地之地主配回各區塊同性質土地之地主配回各區塊同性質土地之地主配回各區塊同性質土地之地主配回各區塊同性質土地之地主配回各區塊同性質土地之地主配回各區塊同性質土地之地主配回各區塊同性質土地之地主配回
比例接近比例接近比例接近比例接近比例接近比例接近比例接近比例接近等議題等議題等議題等議題，，，，已經召開跨已經召開跨已經召開跨已經召開跨等議題等議題等議題等議題，，，，已經召開跨已經召開跨已經召開跨已經召開跨
部會會議研商解決方案部會會議研商解決方案部會會議研商解決方案部會會議研商解決方案：：：：部會會議研商解決方案部會會議研商解決方案部會會議研商解決方案部會會議研商解決方案：：：：

1.1.1.1.1.1.1.1.以以以以以以以以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原地原配優先考量優先考量優先考量優先考量：：：：優先考量優先考量優先考量優先考量：：：：

分數個區段徵收計畫分數個區段徵收計畫分數個區段徵收計畫分數個區段徵收計畫分數個區段徵收計畫分數個區段徵收計畫分數個區段徵收計畫分數個區段徵收計畫，，，，地主可地主可地主可地主可，，，，地主可地主可地主可地主可
盡量原地原配盡量原地原配盡量原地原配盡量原地原配，，，，即和美地主配即和美地主配即和美地主配即和美地主配盡量原地原配盡量原地原配盡量原地原配盡量原地原配，，，，即和美地主配即和美地主配即和美地主配即和美地主配
回建地位於和美回建地位於和美回建地位於和美回建地位於和美。。。。但是將導致但是將導致但是將導致但是將導致回建地位於和美回建地位於和美回建地位於和美回建地位於和美。。。。但是將導致但是將導致但是將導致但是將導致
同樣同樣同樣同樣同樣同樣同樣同樣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土地土地土地土地，，，，位於不位於不位於不位於不土地土地土地土地，，，，位於不位於不位於不位於不
同地區同地區同地區同地區，，，，其其其其同地區同地區同地區同地區，，，，其其其其配回土地比例差異配回土地比例差異配回土地比例差異配回土地比例差異配回土地比例差異配回土地比例差異配回土地比例差異配回土地比例差異

較大較大較大較大較大較大較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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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
三三三三、、、、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三三三三、、、、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

2.2.2.2.2.2.2.2.以以以以以以以以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比例相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比例相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比例相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比例相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比例相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比例相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比例相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比例相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為優先考量為優先考量為優先考量為優先考量：：：：為優先考量為優先考量為優先考量為優先考量：：：：

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全區一起辦理區段徵收全區一起辦理區段徵收全區一起辦理區段徵收全區一起辦理區段徵收全區一起辦理區段徵收全區一起辦理區段徵收全區一起辦理區段徵收全區一起辦理區段徵收，，，，，，，，
才能達到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才能達到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才能達到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才能達到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才能達到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才能達到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才能達到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才能達到同性質土地配回土地
比例相等之目的比例相等之目的比例相等之目的比例相等之目的。。。。比例相等之目的比例相等之目的比例相等之目的比例相等之目的。。。。

3.3.3.3.3.3.3.3.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兩種條件目前無法兩全兩種條件目前無法兩全兩種條件目前無法兩全兩種條件目前無法兩全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兩種條件目前無法兩全兩種條件目前無法兩全兩種條件目前無法兩全兩種條件目前無法兩全
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後續將持續與相關單位後續將持續與相關單位後續將持續與相關單位後續將持續與相關單位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後續將持續與相關單位後續將持續與相關單位後續將持續與相關單位後續將持續與相關單位
研議可行方案研議可行方案研議可行方案研議可行方案研議可行方案研議可行方案研議可行方案研議可行方案，，，，，，，，報行政院核准報行政院核准報行政院核准報行政院核准報行政院核准報行政院核准報行政院核准報行政院核准
後辦理後辦理後辦理後辦理。。。。後辦理後辦理後辦理後辦理。。。。

4.4.4.4.4.4.4.4.原有原有原有原有原有原有原有原有合法建築物基地合法建築物基地合法建築物基地合法建築物基地合法建築物基地合法建築物基地合法建築物基地合法建築物基地得申請原得申請原得申請原得申請原得申請原得申請原得申請原得申請原
位置配回位置配回位置配回位置配回。。。。位置配回位置配回位置配回位置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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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陸陸陸陸、、、、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區段徵收內容
三三三三、、、、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三三三三、、、、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民眾關切議題((續續續續續續續續))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配地位置及配地比例

項項 目目
平均公告平均公告

現值現值((元元/m/m²²))
面積面積
((公頃公頃))

預估抵價地預估抵價地
平均發還比例平均發還比例

整體整體
開發區開發區

農業區農業區((含其他含其他)) 440440----570 570 66.53 66.53 55%55%----70%70%

景觀保護區及景觀保護區及
一般保護區一般保護區

220220----260 260 36.04 36.04 25%25%----32%32%

非整體非整體
開發區開發區

外掛景保私有地外掛景保私有地 220 220 75.38 75.38 25%25%

合合 計計 326326 177.95 177.95 

1.1.本表依本表依100100年新北市政府評定之公共現值估算，僅係預估值。年新北市政府評定之公共現值估算，僅係預估值。

2.2.實際分配比例以經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規定，及實施區段徵收時之公告現實際分配比例以經核定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規定，及實施區段徵收時之公告現

值及相關規定為準。值及相關規定為準。

備
註
備
註

5.5.5.5.5.5.5.5.配地比例概算配地比例概算配地比例概算配地比例概算配地比例概算配地比例概算配地比例概算配地比例概算((((((((係以全區一起辦區段徵收之情境係以全區一起辦區段徵收之情境係以全區一起辦區段徵收之情境係以全區一起辦區段徵收之情境係以全區一起辦區段徵收之情境係以全區一起辦區段徵收之情境係以全區一起辦區段徵收之情境係以全區一起辦區段徵收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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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景觀保護區禁限建問題景觀保護區禁限建問題景觀保護區禁限建問題景觀保護區禁限建問題

��依依依依依依依依現行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現行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現行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現行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現行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現行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現行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現行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景觀保護景觀保護景觀保護景觀保護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景觀保護景觀保護景觀保護景觀保護
區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區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區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區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原有建築物之 建原有建築物之 建原有建築物之 建原有建築物之 建、、、、區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區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區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區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原有建築物之 建原有建築物之 建原有建築物之 建原有建築物之 建、、、、

建建建建、、、、 建建建建，，，，除除除除 、、、、 、、、、 外外外外，，，，其 建後其 建後其 建後其 建後建建建建、、、、 建建建建，，，，除除除除 、、、、 、、、、 外外外外，，，，其 建後其 建後其 建後其 建後
之 高不得 過之 高不得 過之 高不得 過之 高不得 過之 高不得 過之 高不得 過之 高不得 過之 高不得 過22222222 ((((((((或或或或或或或或77777777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建築總面積不建築總面積不建築總面積不建築總面積不，，，，建築總面積不建築總面積不建築總面積不建築總面積不
得 過得 過得 過得 過得 過得 過得 過得 過150150150150150150150150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 針對針對針對針對」，」，」，」， 針對針對針對針對原有建築物已有原有建築物已有原有建築物已有原有建築物已有原有建築物已有原有建築物已有原有建築物已有原有建築物已有
相關之可建築規定相關之可建築規定相關之可建築規定相關之可建築規定相關之可建築規定相關之可建築規定相關之可建築規定相關之可建築規定。。。。。。。。

��景觀保護區之景觀保護區之景觀保護區之景觀保護區之景觀保護區之景觀保護區之景觀保護區之景觀保護區之建地目部分建地目部分建地目部分建地目部分建地目部分建地目部分建地目部分建地目部分是 管制規定是 管制規定是 管制規定是 管制規定是 管制規定是 管制規定是 管制規定是 管制規定，，，，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續將研擬方案續將研擬方案續將研擬方案續將研擬方案續將研擬方案續將研擬方案續將研擬方案續將研擬方案納入第三次通 檢討提內政部都市納入第三次通 檢討提內政部都市納入第三次通 檢討提內政部都市納入第三次通 檢討提內政部都市納入第三次通 檢討提內政部都市納入第三次通 檢討提內政部都市納入第三次通 檢討提內政部都市納入第三次通 檢討提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計畫委員會審議計畫委員會審議計畫委員會審議計畫委員會審議計畫委員會審議計畫委員會審議計畫委員會審議。。。。。。。。

一一一一、、、、景觀保護區管制規定及未來檢討方向景觀保護區管制規定及未來檢討方向景觀保護區管制規定及未來檢討方向景觀保護區管制規定及未來檢討方向一一一一、、、、景觀保護區管制規定及未來檢討方向景觀保護區管制規定及未來檢討方向景觀保護區管制規定及未來檢討方向景觀保護區管制規定及未來檢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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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景觀保護區禁限建問題景觀保護區禁限建問題景觀保護區禁限建問題景觀保護區禁限建問題

1.1.1.1.1.1.1.1.位屬整體開發區之景觀保護區位屬整體開發區之景觀保護區位屬整體開發區之景觀保護區位屬整體開發區之景觀保護區，，，，依依依依位屬整體開發區之景觀保護區位屬整體開發區之景觀保護區位屬整體開發區之景觀保護區位屬整體開發區之景觀保護區，，，，依依依依
目前規劃 案未來係納入區段徵收目前規劃 案未來係納入區段徵收目前規劃 案未來係納入區段徵收目前規劃 案未來係納入區段徵收目前規劃 案未來係納入區段徵收目前規劃 案未來係納入區段徵收目前規劃 案未來係納入區段徵收目前規劃 案未來係納入區段徵收
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依區段徵收依區段徵收依區段徵收依區段徵收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依區段徵收依區段徵收依區段徵收依區段徵收
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地主配回可建築土地地主配回可建築土地地主配回可建築土地地主配回可建築土地地主配回可建築土地地主配回可建築土地地主配回可建築土地地主配回可建築土地((((((((即住即住即住即住即住即住即住即住
宅區或商業區宅區或商業區宅區或商業區宅區或商業區宅區或商業區宅區或商業區宅區或商業區宅區或商業區))))))))。。。。將依問 調查結果將依問 調查結果將依問 調查結果將依問 調查結果。。。。將依問 調查結果將依問 調查結果將依問 調查結果將依問 調查結果
提送都委會審議後 定範圍提送都委會審議後 定範圍提送都委會審議後 定範圍提送都委會審議後 定範圍。。。。提送都委會審議後 定範圍提送都委會審議後 定範圍提送都委會審議後 定範圍提送都委會審議後 定範圍。。。。

2.2.2.2.2.2.2.2.位屬外掛之位屬外掛之位屬外掛之位屬外掛之位屬外掛之位屬外掛之位屬外掛之位屬外掛之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本案已於本案已於本案已於本案已於，，，，本案已於本案已於本案已於本案已於
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77777777月月月月月月月月1818181818181818日 發問 調查日 發問 調查日 發問 調查日 發問 調查，，，，以了以了以了以了日 發問 調查日 發問 調查日 發問 調查日 發問 調查，，，，以了以了以了以了
解羳區地主參與跨區區段徵收之意解羳區地主參與跨區區段徵收之意解羳區地主參與跨區區段徵收之意解羳區地主參與跨區區段徵收之意解羳區地主參與跨區區段徵收之意解羳區地主參與跨區區段徵收之意解羳區地主參與跨區區段徵收之意解羳區地主參與跨區區段徵收之意
願願願願。。。。願願願願。。。。

�� 有意願者有意願者有意願者有意願者有意願者有意願者有意願者有意願者即可即可即可即可即可即可即可即可參與跨區區段徵收參與跨區區段徵收參與跨區區段徵收參與跨區區段徵收參與跨區區段徵收參與跨區區段徵收參與跨區區段徵收參與跨區區段徵收
領回可建築土地領回可建築土地領回可建築土地領回可建築土地領回可建築土地領回可建築土地領回可建築土地領回可建築土地，，，，而其原有景觀而其原有景觀而其原有景觀而其原有景觀，，，，而其原有景觀而其原有景觀而其原有景觀而其原有景觀
保護區土地即由政府取得保護區土地即由政府取得保護區土地即由政府取得保護區土地即由政府取得。。。。保護區土地即由政府取得保護區土地即由政府取得保護區土地即由政府取得保護區土地即由政府取得。。。。

�� 無意願者無意願者無意願者無意願者無意願者無意願者無意願者無意願者則 持景觀保護區則 持景觀保護區則 持景觀保護區則 持景觀保護區。。。。則 持景觀保護區則 持景觀保護區則 持景觀保護區則 持景觀保護區。。。。

二二二二、、、、納入區段徵收之景觀保護區如何分配土地納入區段徵收之景觀保護區如何分配土地納入區段徵收之景觀保護區如何分配土地納入區段徵收之景觀保護區如何分配土地二二二二、、、、納入區段徵收之景觀保護區如何分配土地納入區段徵收之景觀保護區如何分配土地納入區段徵收之景觀保護區如何分配土地納入區段徵收之景觀保護區如何分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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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捌捌捌捌、、、、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

公開展覽日期公開展覽日期公開展覽日期公開展覽日期：：：：100.06.30 100.06.30 100.06.30 100.06.30 100.07.29100.07.29100.07.29100.07.29
公開展覽地公開展覽地公開展覽地公開展覽地 ：：：：新北市政府及貢寮區公所新北市政府及貢寮區公所新北市政府及貢寮區公所新北市政府及貢寮區公所

‧峌 公民或 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見峌 公民或 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見峌 公民或 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見峌 公民或 體對於本計畫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
面翜明 峮或峮 及住面翜明 峮或峮 及住面翜明 峮或峮 及住面翜明 峮或峮 及住 ，，，，檢 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向新北檢 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向新北檢 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向新北檢 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向新北
市政府提出市政府提出市政府提出市政府提出。。。。

‧本案 已 過公開展覽期間本案 已 過公開展覽期間本案 已 過公開展覽期間本案 已 過公開展覽期間，，，，惟於本案提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惟於本案提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惟於本案提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惟於本案提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前審議前審議前審議前，，，，民眾 得 陳情意見表向新北市政府提出民眾 得 陳情意見表向新北市政府提出民眾 得 陳情意見表向新北市政府提出民眾 得 陳情意見表向新北市政府提出，，，，將彙整提供將彙整提供將彙整提供將彙整提供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公展期間或前述 過公展期間之陳情案件將公展期間或前述 過公展期間之陳情案件將公展期間或前述 過公展期間之陳情案件將公展期間或前述 過公展期間之陳情案件將一 提送內政一 提送內政一 提送內政一 提送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公展日期及地點公展日期及地點公展日期及地點公展日期及地點公展日期及地點公展日期及地點公展日期及地點公展日期及地點

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

陳情意見處理程序陳情意見處理程序陳情意見處理程序陳情意見處理程序陳情意見處理程序陳情意見處理程序陳情意見處理程序陳情意見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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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捌捌捌捌、、、、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陳情方式

地地地地

陳情位置或陳情位置或陳情位置或陳情位置或
正意見示意圖正意見示意圖正意見示意圖正意見示意圖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陳情
位置

是 列是 列是 列是 列
部都委會部都委會部都委會部都委會

峮峮峮峮
、、、、

方方方方
式式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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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資訊之公開及取得資訊之公開及取得資訊之公開及取得資訊之公開及取得

• 係由東北 景區係由東北 景區係由東北 景區係由東北 景區
管理處於管理處於管理處於管理處於99999999年委辦年委辦年委辦年委辦 台北縣貢寮鄉台北縣貢寮鄉台北縣貢寮鄉台北縣貢寮鄉
地下 資 調查 勘評估工作地下 資 調查 勘評估工作地下 資 調查 勘評估工作地下 資 調查 勘評估工作(99(99(99(99
年年年年12121212月月月月)))) 。。。。

• 羳評估工作係屬羳評估工作係屬羳評估工作係屬羳評估工作係屬初步物理 測初步物理 測初步物理 測初步物理 測，，，，
未有相關水質水量資訊成果未有相關水質水量資訊成果未有相關水質水量資訊成果未有相關水質水量資訊成果。。。。

• 屮其 測結果初步 定屮其 測結果初步 定屮其 測結果初步 定屮其 測結果初步 定龍洞龍洞龍洞龍洞、、、、
社屬社屬社屬社屬「「「「 能高能高能高能高」」」」；；；；屮和屮和屮和屮和
美美美美、、、、 地區屬地區屬地區屬地區屬「「「「 能能能能
低低低低」。」。」。」。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溫泉探查資訊溫泉探查資訊溫泉探查資訊溫泉探查資訊溫泉探查資訊溫泉探查資訊溫泉探查資訊溫泉探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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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資訊之公開及取得資訊之公開及取得資訊之公開及取得資訊之公開及取得

• 本案公開展覽資訊本案公開展覽資訊本案公開展覽資訊本案公開展覽資訊、、、、公展說明會資訊均公開於內政部營建署 鄉公展說明會資訊均公開於內政部營建署 鄉公展說明會資訊均公開於內政部營建署 鄉公展說明會資訊均公開於內政部營建署 鄉
發展分署 站發展分署 站發展分署 站發展分署 站。。。。

• 屮依法將公開展覽時間起屮依法將公開展覽時間起屮依法將公開展覽時間起屮依法將公開展覽時間起 、、、、說明會時間說明會時間說明會時間說明會時間、、、、地 報 知地 報 知地 報 知地 報 知。。。。

• 峣 公開展覽 單請公所峣 公開展覽 單請公所峣 公開展覽 單請公所峣 公開展覽 單請公所、、、、 長屈為 知長屈為 知長屈為 知長屈為 知，，，，並屮 通知土地並屮 通知土地並屮 通知土地並屮 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所有權人所有權人所有權人。。。。

• 公展期間提供公展期間提供公展期間提供公展期間提供 ，，，，提供民眾問題之解提供民眾問題之解提供民眾問題之解提供民眾問題之解 ，，，，亦提供相關查羿亦提供相關查羿亦提供相關查羿亦提供相關查羿
(((( 期間 長至期間 長至期間 長至期間 長至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 於座談會之會場峣於座談會之會場峣於座談會之會場峣於座談會之會場峣 2222 土地 屏土地 屏土地 屏土地 屏((((分 以分 以分 以分 以地主及地段地號排列兩地主及地段地號排列兩地主及地段地號排列兩地主及地段地號排列兩
種 屏種 屏種 屏種 屏))))供民眾供民眾供民眾供民眾查羿查羿查羿查羿。。。。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資訊公開資訊公開資訊公開資訊公開資訊公開資訊公開資訊公開資訊公開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資料公開資料公開資料公開資料公開資料公開資料公開資料公開資料公開

• 本案本案本案本案計畫書圖資計畫書圖資計畫書圖資計畫書圖資 均公開於內政部營建署 鄉發展分署 站均公開於內政部營建署 鄉發展分署 站均公開於內政部營建署 鄉發展分署 站均公開於內政部營建署 鄉發展分署 站，，，，民民民民
眾得上 下翜眾得上 下翜眾得上 下翜眾得上 下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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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拾拾、、、、整體效益整體效益整體效益整體效益拾拾拾拾、、、、整體效益整體效益整體效益整體效益
地主參與地主參與地主參與地主參與地主參與地主參與地主參與地主參與整體開發效益整體開發效益整體開發效益整體開發效益整體開發效益整體開發效益整體開發效益整體開發效益

提高土地價值提高土地價值提高土地價值提高土地價值，，，，提 住環境 質提 住環境 質提 住環境 質提 住環境 質。。。。提高土地價值提高土地價值提高土地價值提高土地價值，，，，提 住環境 質提 住環境 質提 住環境 質提 住環境 質。。。。

景保區景保區景保區景保區、、、、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景保區景保區景保區景保區、、、、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農業區((((((((非建地非建地非建地非建地非建地非建地非建地非建地))))))))換換換換換換換換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建地建地建地建地建地建地建地建地))))))))。。。。。。。。

對地方永續發展助益對地方永續發展助益對地方永續發展助益對地方永續發展助益對地方永續發展助益對地方永續發展助益對地方永續發展助益對地方永續發展助益

岛 保原 景觀與地形地岛 保原 景觀與地形地岛 保原 景觀與地形地岛 保原 景觀與地形地 ，，，， 持生持生持生持生 、、、、景觀景觀景觀景觀、、、、觀光價值觀光價值觀光價值觀光價值。。。。岛 保原 景觀與地形地岛 保原 景觀與地形地岛 保原 景觀與地形地岛 保原 景觀與地形地 ，，，， 持生持生持生持生 、、、、景觀景觀景觀景觀、、、、觀光價值觀光價值觀光價值觀光價值。。。。

旅館區 約劃設鄰近台二號道路旅館區 約劃設鄰近台二號道路旅館區 約劃設鄰近台二號道路旅館區 約劃設鄰近台二號道路，，，，有效 使觀光事業有效 使觀光事業有效 使觀光事業有效 使觀光事業 ，，，， 尼尼尼尼旅館區 約劃設鄰近台二號道路旅館區 約劃設鄰近台二號道路旅館區 約劃設鄰近台二號道路旅館區 約劃設鄰近台二號道路，，，，有效 使觀光事業有效 使觀光事業有效 使觀光事業有效 使觀光事業 ，，，， 尼尼尼尼

動觀光 業岛續發展動觀光 業岛續發展動觀光 業岛續發展動觀光 業岛續發展。。。。動觀光 業岛續發展動觀光 業岛續發展動觀光 業岛續發展動觀光 業岛續發展。。。。

地主取得地主取得地主取得地主取得地主取得地主取得地主取得地主取得平坦建地平坦建地平坦建地平坦建地平坦建地平坦建地平坦建地平坦建地，，，，，，，， 完 公共設施完 公共設施完 公共設施完 公共設施完 公共設施完 公共設施完 公共設施完 公共設施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利道路利道路利道路利道路利道路利道路利道路利道路 。。。。。。。。

長期受禁限建之民長期受禁限建之民長期受禁限建之民長期受禁限建之民 。。。。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 。。。。長期受禁限建之民長期受禁限建之民長期受禁限建之民長期受禁限建之民 。。。。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 。。。。

加當地就業機會加當地就業機會加當地就業機會加當地就業機會。。。。加當地就業機會加當地就業機會加當地就業機會加當地就業機會。。。。

政府取得政府取得政府取得政府取得
旅館區旅館區旅館區旅館區
(8.59(8.59(8.59(8.59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政府取得景觀政府取得景觀政府取得景觀政府取得景觀
保護區土地保護區土地保護區土地保護區土地
(75.38(75.38(75.38(75.38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政府取得政府取得政府取得政府取得
公設用地公設用地公設用地公設用地
(27.74(27.74(27.74(27.74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地主取回建地地主取回建地地主取回建地地主取回建地
(66.23(66.23(66.23(66.23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整體開發整體開發整體開發整體開發

區段徵收 消除民怨 興闢公共設施 維持景觀環境品質 挹注開發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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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環境景觀風貌創造環境景觀風貌創造環境景觀風貌創造環境景觀風貌－－－－東北角海岸地區東北角海岸地區東北角海岸地區東北角海岸地區創造環境景觀風貌創造環境景觀風貌創造環境景觀風貌創造環境景觀風貌－－－－東北角海岸地區東北角海岸地區東北角海岸地區東北角海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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