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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收 地 上 權 計 畫 書 

桃園市政府為興辦「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建設計畫」

G14-G31大園區都市計畫路段(三民路二段)用地捷運工程需要，擬徵收坐落桃園

市大園區竹圍段拔子林小段 88-25地號 1筆土地之地上權，面積 0.0007公頃，

茲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 13條及第 13條之 1條規定，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

件計 13份，請准予照案徵收。 

 

 此請 

內政部 

一、徵收地上權原因 

（一）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建設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全長約 27.8公里，其中地下段約 12.5公里，高架段約 15.3公

里，共設置 21座車站（地下 10座、高架 11座）及 1處機廠，為辦理

本計畫大園區都市計畫路段(三民路二段)用地捷運相關設施，必需使

用本案土地之部分空間範圍（以下簡稱本案工程）。 

（二）考量本計畫施工時程，採分階段辦理用地取得作業，本府分別於 107

年 4月 3日及 107年 6月 28日召開本計畫「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航空城捷運線(綠線)建設計畫（大園區都市計畫路段【三民路二段滲眉

埤附近至坑菓路崁下橋、G31 車站】工程）」計 2 場之公聽會，前開

公聽會範圍內位於三民路二段之道路用地，原則採設定地上權方式辦

理，依本計畫工程施工進度，本案工程屬優先施工路段，爰先行陳報

徵收地上權計畫書；其餘 G31車站-坑菓路「道路外」工程所需用地部

分，則配合施工期程另案辦理用地取得（所有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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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徵收地上權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三）擬徵收坐落桃園市大園區竹圍段拔子林小段 88-25地號 1筆土地之地上

權，面積為 0.0007公頃，使用空間範圍為自地面以上 9公尺至 26公尺

之間，詳如徵收地上權清冊（附件 6）與徵收地上權土地圖說。 

（四）本案勘選徵收地上權之用地範圍已準用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並依前開要點第 2 點規定檢視需用土地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

必要性如下： 

1.適當性部分：「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綠線（航空城捷運線）暨土地

整合發展可行性研究報告書」已於 100 年 8 月 26 日奉行政院院臺交字

第 1000044575 號函核定；「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暨

土地整合發展計畫綜合規劃報告書」已於 105 年 4 月 20 日奉行政院院

臺交字第 1050020574 號函核定本案工程依前開規劃報告書規劃建設，

故有其適當性。 

2.必要性部分：本計畫為與臺鐵、機場捷運線銜接轉乘，串聯航空城與

桃園市中心，本府積極辦理本計畫，以期提振區域發展，紓解交通壅

塞問題，並整合都市計畫、相關產業與交通，帶動捷運沿線都市發

展，故取得本案用地之地上權興建捷運相關設施有其必要性。 

三、興辦事業之種類及法令依據 

（一）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二）興辦事業之法令依據： 

1.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第 2款規定及第 57條第 1項。 

2.大眾捷運法第 19條第 2項。 

3.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第8條第1項。 

（三）奉准興辦事業文件：  

1.本計畫已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陳報行政院以 105 年 4 月 20 日院

臺交字第 1050020574 號函核定「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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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暨土地整合發展計畫綜合規劃報告書」。本府為本計畫之建設及營運

主管機關，亦經本府 108年 1月 15日府捷開字第 1070327265號函同意

辦理用地取得作業。 

2.為辦理該項工程，已於本府捷運工程局 108年度「桃園市軌道建設發展

基金－專案計畫－繼續計畫－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

暨土地整合發展計畫」項下編列「用地取得相關費用、沿線穿越設定補

償費」計新臺幣12億4,480萬 9,000元，本案所需補償總數196,021元，

足敷支應，詳如預算表及其附件。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一）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之地上權合理關連理由 

1.桃園市近年來工商發展迅速，人口顯著成長，國家級重大計畫如機場

聯外捷運、航空城及鐵路地下化等賡續建設中，為構築桃園都會區綠

色便捷路網，打造便捷交通，以紓解桃園市區交通壅塞問題，並促進

城鄉均衡發展，帶動國內產經再發展，經行政院 105 年 4 月 20 日核定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暨土地整合發展計畫綜合規

劃報告書」，本計畫從 G01 站由南向北經八德區介壽路，再經桃園火

車站，續沿桃園區中正路到達三民路，向北至機場捷運線 A11 站（坑

口站），另自 G14 站後路線向西轉向機場捷運線 A16 站（橫山站），

全長約 27.8 公里，串聯八德區、桃園區、蘆竹區及大園區，提供沿線

居民便捷之交通。 

2.本案工程需徵收地上權之土地，現況為道路，路線規劃經考量工程施

工及地形等因素，仍無法避免取得部分私有土地之地上空間範圍供捷

運路線段使用。 

（二）預計徵收私有土地之地上權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1.本案用地範圍所需用土地係為興建捷運路線段相關必要設施使用，並

考量捷運設施與周邊環境之公共安全，本計畫已選用影響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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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損失最小之方案，採減體減量設計之最精簡方式設置，使用私有土

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 

2.本案工程僅使用地面以上 9 公尺至 26 公尺之間之空間範圍，地面仍做

原來之道路使用，故以捷運工程結構外緣線之投影範圍作為使用範

圍，並以興辦事業所需用地範圍為限，以達最小限度範圍。經徵收地

上權後，土地所有權人仍保有所有權，仍可自由處分其土地，不致影

響其權益。 

（三）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案工程係綜合考量路線、工程可行性、用地徵收地上權範圍最小化

及減少對交通衝擊等因素所規劃之路線，且結構體之配置與設計均已

考量減體減量後之最精簡設計，配合路線及車站位置，就周邊地區選

擇合理之用地使用，已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四）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案工程需用之大園區竹圍段拔子林小段 88-25 地號土地係使用道路

上空供捷運路線段使用，依施工方式及土地徵收條例、大眾捷運法等

相關規定採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其他各種取得方式及可行性分析說

明如下： 

1. 無償提供使用：本計畫範圍私有土地，並未接獲土地所有權人提出願

無償提供使用之意願，爰無法以此方式取得土地。 

2. 租用：本案工程係作捷運永久性設施，為配合工程施工及後續維護

管理需要，不宜以短期租用方式取得使用空間範圍。 

3. 捐贈：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但仍須視土地所有權人意

願主動提出，本府樂觀其成，並願意配合完成相關手續，本案迄今

尚未接獲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捐贈土地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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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私有土地交換：本案工程取得之土地部分空間範圍均需作為捷運

相關設施使用，且本府亦無餘裕之公有土地可供交換，因此以地易

地方式尚無從辦理。 

綜上，以上 4 種方式經評估皆不可行，考量本案工程屬永久使用性質

且具有公共交通性及便利性之迫切需求，並基於尊重土地所有權人之

財產權益，本府於徵收土地前，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召開協

議設定地上權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會議，用地範圍內 14筆私有土地，協

議結果有 13筆土地完成協議設定地上權，餘 1筆土地共 1位土地所有

權人已死亡，未辦理繼承登記，且無法以上述其他方式取得私有地，

爰依規定報請徵收地上權。 

（五）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建設，串聯八德區、

桃園區、蘆竹區及大園區，並與臺鐵及機場捷運線銜接轉乘，提供都

會區人口享受捷運帶來之便利，其不僅止於交通之便捷，更代表城市

的發展，提供民眾高效率之生活型態與產業環境，將桃園市打造成為

一個具發展潛力及宜居宜行的國際型都會城市，達到都市再生與經濟

永續之目標。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一）社會因素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目標年全線 21個車站全日運量達 25萬餘人/日之聚集效應，對當地人口

數有正面助益。本案用地位於桃園市大園區菓林里，依據大園戶政事所

108年 8月統計資料，菓林里人口數計 8,531人，其中男性 4,264人，女

性 4,267 人，年齡結構 65 歲以上計 893 人（占 10.5%）、15 至 65 歲計

6,426人（占 75.3%）、15歲以下計 1,212人（占 14.2%），本計畫建設

完成後，可提供當地居民及公眾便利與安全之交通路網，吸引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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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人口移入，改善當地居民年齡結構。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案工程興建完成後，提升居民通行便捷性，增進居民就業、就學、觀

光及醫療等交通需求之便利性，對周圍社會生活改善具正面助益。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計畫用地範圍內未有土地徵收條例第 34 條之 1 及列冊管理之弱勢族

群。另該用地現況為道路使用並無居住人口或弱勢族群，故對生活型

態無影響，且捷運場站將設置無障礙設施，對身心障礙之弱勢族群行

的權利更有保障。 

4.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本案工程於施工期間將採環保綠能工法與技術，加強環境監測，以減

少對環境衝擊，降低對居民生活之影響。通車營運後，可降低私人運

具使用，且捷運系統運輸效能高，二氧化碳排放量低，對當地居民健

康應有正面助益。 

（二）經濟因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本案工程興建完成後，可提高沿線土地及房屋價值，帶動都市發展促

進經濟活動及提升生活品質，進而增加地方稅收，對稅收有正面影

響。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案用地係屬都市計畫道路用地，未使用農業區土地，且用地範圍內

無農業經營，故對糧食安全並無影響。 

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案工程需用土地現況為道路，無產業經營活動或就業人口，藉由本

計畫之興建將可提高交通便捷性，促進地方產業經濟發展，對於提升周

邊地區人口就業機會有正面幫助。 

4.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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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捷運工程局 108年度「桃園市軌道建設發展基金－專案計畫－繼續

計畫－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暨土地整合發展計畫」項

下編列「用地取得相關費用、沿線穿越設定補償費」，計新臺幣 12 億

4,480 萬 9,000 元，本案所需補償費總數計 19 萬 6,021 元，足敷支應，

無造成財政排擠效果。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案用地係屬都市計畫之道路用地，無農業、林業及漁牧業行為，故

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並無影響。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案工程係使用道路上方空間興建捷運相關設施，完工後仍維持原道

路功能，不致影響其土地利用之完整性。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案工程需用土地現況為道路，周邊多為住宅及工商，並無特殊自然

風貌，完工後可促進周邊地區土地再造並帶動整體都市更新發展，更

有助提升桃園市容更新改造。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本案工程用地依本府文化局 108年 7月 29日桃市文資第 1080013590號

函告，非位屬且非鄰接古蹟、古蹟保存區、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

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之所在地，亦無位經該局 105年 7月普查之

「桃園考古遺址普查計畫」區域內，惟施工中若發現文化遺址，將依文

化資產相關規定辦理。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案工程興建完成後可提升交通便利性，提供居民綠色運具選擇，並

帶來人潮及商機，對於促進交通安全及提升生活品質均有正面影響，

可大幅提升市民居住品質。 

4.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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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工程需用土地現況為道路，並無稀有物種生態，且範圍內相關動

植物生態並無需特別加以保護與迴避之物種，對生態環境並無顯著影

響。且本計畫之環境影響說明書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3年 9月 9日環

署綜字第 1030072275號函同意備查，本計畫於 105年 4月 20日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陳報行政院核定在案，並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

交通部同意於 107 年 9 月 20 日開工，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1 條之

規定。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案工程完工後可縮短旅運時間、增加交通便利性、安全性及服務效

率，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整體而言，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具有正面

之影響。 

（四）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依行政院永續發展政策綱領「架構臺灣地區便捷交通網」中「穩健發展

以公共運輸為主軸的城際運輸，規劃以線性幹道，軌道為主」之交通發

展政策，提供優質公共運輸服務，創造優質永續生活環境。本案工程

即依該交通發展政策規劃建設，以提升桃園都會區大眾運輸服務水準，

增加公共運輸旅次效能，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2.永續指標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屬綠色運輸工具，建設

完成通車營運後對節能減碳具實質貢獻，並可提升大眾運輸服務水

準，增加公共運輸乘客人次，改善市區車輛之阻滯情形，減少汽機車

廢氣及二氧化碳之排放，降低對自然生態的破壞，減輕環境負擔，創

造優質永續的生活環境，符合行政院永續發展指標之政策。 

3.國土計畫 

行政院 105 年 4 月 20 日核定之「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

線暨土地整合發展計畫綜合規劃報告書」，全長 27.8公里，途經桃園市



 

- 9 - 

 

八德區、桃園區、大園區及蘆竹區等行政區，且串聯臺鐵及高鐵，符

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空間之發展策略。 

（五）其他因素 

本計畫為公益性交通建設，經濟效益包括旅行時間之節省、私人運具

乘客轉搭捷運行車成本節省效益、二氧化碳減量、空氣污染減少、噪

音減輕及肇事成本減少等。 

（六）綜合評估分析 

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之 2 規定進行各項評估因素之評估分析，本

計畫符合下列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經評估應屬適當： 

1. 公益性 

（1）本計畫捷運興建完成後，提供便利交通，減輕停車及道路擁擠問

題，減少能源消耗，可提升周圍社會生活便利性，促使區域交通及

建築之社會現況朝正面改善功能，且捷運完工後現代化之車站設

施，將提供無障礙空間及便捷的大眾運輸服務，對弱勢族群「行」

的便利性有正面幫助。 

（2）捷運屬綠色大眾運輸工具，完工後可減少空氣污染及肇事成本，對

減輕健康風險、節能減碳、環境教育有實質助益及貢獻。 

（3）銜接機場捷運，提供旅客轉乘便利及舒適服務，帶動地方政府及民

間加速新市鎮計畫之推展，對社會整體環境改善有正面效益。 

2. 必要性 

（1）透過便捷的捷運系統可提升整體運輸服務品質，增進就學、就業及

觀光等大眾運輸服務之舒適性及可及性；同時透過整合都市計畫、

相關產業與交通建設，亦可帶動捷運沿線新市區的發展，及改善舊

市區都市環境。 

（2）捷運綠線與臺鐵、機場捷運線銜接轉乘，串聯航空城與桃園市中

心，有效提振區域發展，紓解交通壅塞問題，本案工程徵收用地之

地上權建設捷運相關設施，確有其必要性。 

3. 適當性 

本計畫「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暨土地整合發展計畫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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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劃報告書」已於 105 年 4 月 20 日奉行政院院臺交字第 1050020574

號函核定。本案工程勘選徵收地上權之用地範圍已準用徵收土地範圍

勘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並已依前開要點第 3點規定避免使用耕地、建

築密集地、文化保存區位土地、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或

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另本案工程雖使用既成道路(現供公

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惟並未改變現有之地面使用狀況，故有其適當

性。 

4. 合法性 

（1）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2）興辦事業之法令依據：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規定及第 57

條第 1項、大眾捷運法第 19條第 2項及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

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第 8條規定。 

（3） 奉准興辦事業文件：行政院 105年 4月 20日院臺交字第 1050020574

號函暨本府 108年 1月 15日府捷開字第 1070327265號函。 

六、土地使用之現狀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本案工程需用地上權之土地現況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 

七、土地改良物情形 

無。 

八、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 

本案工程用地範圍為本市大園區三民路二段之既有道路 

東臨：三民路二段、零星聚落及工廠。 

南臨：三民路二段。 

西臨：三民路二段、零星聚落及工廠。 

北臨：三民路二段。 

九、徵收地上權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並註明其現狀及

維護措施 

無。 

十、舉行公聽會、說明會、聽證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錄及出席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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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工程用地已於 107 年 3 月 21 日及 107 年 6 月 13 日將舉辦第 1 場

及第 2 場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

方、桃園市政府、大園區公所、大園區菓林里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

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通知有關之土地所有

權人，且刊登蘋果日報及張貼於本府網站，並於 107 年 4 月 3 日及 6

月 28日召開第 1、2場公聽會。詳如後附公告影本與刊登新聞紙影本、

張貼於本府網站證明文件及 2場公聽會之紀錄影本。 

（二）公聽會上業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0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說明興

辦事業概況與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拍照

及錄影存檔。 

（三）公聽會會議紀錄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 107 年 5 月 11 日及 107

年 8月 13日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本府、大園區公所、

大園區菓林里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及張貼於

本府網站，並以書面通知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

如後附會議紀錄公告及張貼於需用本府網站證明文件。 

（四）已於 107年 6月 28日第 2場公聽會針對 107年 4月 3日第 1場公聽會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進行明確回應及處理，詳如後附

107年 8月 13日府捷開字第 10702019282號函檢送之會議紀錄。 

十一、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設定地上權或以其他方式取

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 

（一）本府以 108 年 5 月 2 日府捷開字第 1080103186 號及 108 年 6 月 27 日

府捷開字第 1080160445號開會通知單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協議，並檢附

協議設定地上權會議資料、協議市價不動產估價過程、協議地上權同

意書、協議設定地上權契約書、協議土地補償費清冊、陳述意見書及

委託書等資料，於 108 年 5 月 13 日及 108 年 7 月 11 日與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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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協議，詳如後附協議通知及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以設定地上權或其

他方式取得不成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錄影本。 

（二）本案工程需用土地於申請徵收前，已依規定併前開開會通知單，以書

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該陳述意見通知均已合法送達，土地

所有權人於用地取得協議會中提出陳述意見之期限內(108 年 6 月 15

日、108年 7月 31日)，均無提出陳述意見。 

（三）本案工程用地計 14筆私有土地，計有 3位土地所有權人，其中黃○○

等 2 人已與本府達成協議，面積 0.0505 公頃；剩餘 1 筆土地因土地所

有權人康○○已過世，因其中一位繼承人康○○行蹤不明，爰無法完

成繼承登記，致未能達成協議，爰依規定報請徵收地上權。 

（四）本案土地所有權人康○○(已歿)，經洽戶政事務所查明其合法繼承

人，並通知其協議及陳述意見，經郵寄通知未能送達，復以 108 年 7

月 16 日府捷開字第 10801780171 號函及 108 年 8 月 5 日府捷開字第

10801972471 號函以康金木及其全體繼承人辦理公示送達，並給予陳

述意見至 108年 9月 6日。 

（五）本案土地協議通知及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之通知均已合法送

達。 

（六）協議價格 

1.本案工程需用土地協議價購價格係依據內政部 101 年 3月 15 日台內地

字第 10101307672 號函示意旨，市價資訊之取得可參考政府相關公開

資訊或不動產仲介業之相關資訊，或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本案土

地係專案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理查估取得土地市價資訊，經綜合評

估，將不動產估價師查估之價格，依據「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

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第 10條之補償率計算協議價格後，確實

與土地所有權人進行協議。 

2.本案不動產估價師受託桃園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前之協議市價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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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辦理查價，估價報告書應記載事項

則依技術規則規定製作，另依上開技術規則第97條，公共設施用地及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無買賣實例者，得比

較其與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度差異，及土地價值減損情形，並

斟酌毗鄰土地平均價格為基礎推算。 

3.本府召開本案工程需用土地協議設定地上權會議，均已於會議進行簡

報說明上開協議市價查價依據，並請不動產估價師針對各項意見或疑

義提出說明，現場並提供相關估價資料予土地所有權人參考。 

十二、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姓名住所 

詳如徵收地上權土地清冊。 

十三、被徵收地上權土地之使用配置 

詳如土地使用空間範圍計畫圖。 

十四、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地上權 

無。 

十五、安置計畫 

無，本案工程需用土地現況為道路，無徵收建築改良物，並無土地徵收

條例第 34條之 1規定之安置情形，故無需訂定安置計畫。 

十六、興辦事業概略及其計畫進度 

（一）計畫目的：本計畫可與臺鐵、機場捷運線銜接轉乘，串連航空城與桃

園市中心，以期提振區域發展，紓解交通壅塞問題，本計畫業奉行政

院 105年 4月 20日院臺交字第 1050020574號核定。 

（二）計畫範圍：詳如徵收地上權圖說。 

（三）計畫進度：預定 109年 2月開工，115年 12月完工。 

十七、應需補償金額總數及其分配 

（一）應需補償金額總數：新臺幣 19萬 6,0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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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上權補償金額：新臺幣 19萬 6,021元。 

（三）按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第 10條規定  

     計算補償費如下表： 

 

地號  面積 (㎡ ) 高度穿越級距  補償率  地上權補償費 (元 ) 

88-25 7 9m-未滿 15m 50% 196,021 

 

（四）土地改良物補償金額：0元。 

（五）遷移費金額：0元。 

（六）其他補償費：0元。 

十八、準備金額總數及其來源 

(一)準備金額總數：12億 4,480萬 9,000元。 

(二)經費來源及概算：本府捷運工程局 108 年度「桃園市軌道建設發展基金

－專案計畫－繼續計畫－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暨土

地整合發展計畫」項下編列用地取得相關費用、沿線穿越設定補償計

新臺幣 12億 4,480萬 9,000元，本案所需補償費總數 19萬 6,021元，

足敷支應，詳如預算表及其附件。 

(三)已提送桃園市政府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徵收市價(桃園市政

府 108年 8月 30日桃地價字第 1080043354號函)。 

 

 

需用土地人：桃園市政府 

代表人：市長 鄭文燦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0   月      日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120006


土地使用計畫圖及土地使用現況 



 





徵收土地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