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徵 收 土 地 改 良 物 計 畫 書 

經濟部所屬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為「曾文淨水場擴建工程」需要，業

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取得案內全數私有土地，現擬徵收上開協議取得坐落

臺南市官田區三塊厝段 233、234、234-1、234-2地號等 4筆土地，合計面

積 0.5725公頃上之土地改良物，茲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 13條及第 13條之

1規定，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 18份，請准予照案徵收。 

   

                  

 此請 

內政部 

一、徵收土地改良物原因 

為「曾文淨水場擴建工程」必需使用本案土地。 

二、徵收土地改良物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擬徵收坐落臺南市官田區三塊厝段 233、234地號，及變更編定後自

234地號分割增加 234-1、234-2地號共計 4筆土地，合計面積 0.5725

公頃上之土地改良物。 

擬徵收土地改良物坐落土地取得方式及相關文件：皆已協議價購取

得。 

三、興辦事業之種類及法令依據 

（一）興辦事業之種類：公用事業 

（二）興辦事業之法令依據：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3 款及第 5 條第

2項規定。 

（三）奉准興辦事業文件：107 年 10 月 5 日經授營字第 10720373400 號

函影本。另「曾文淨水場擴建工程開發計畫」已於 108 年 5 月 17

日府都區字第 1080510504A號函取得臺南市政府核發開發許可。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一）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土地改良物合理關連理由 

本計畫（含第 1 期與第 2 期）取得之用地，需利用本公司前配合

行政院為南部地區穩定供水及調度備援，核定「曾文南化烏山頭水

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項下「曾文淨水改善工程」興建

15 萬 CMD 取水井、以及嘉南農田水利會南幹圳原水水源，並藉由

既有南 181線區道送水幹管等相關輸水設施，供應台南科學園區新

增用水需求。 

而計畫範圍內 52 筆私有地（分割前為 22 筆）業已全數協議價購

取得，3筆國有地（分割前為 1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已同意讓售，

於讓售價格核定前先行租用。上開已協議取得之土地，僅餘 233、

234 地號及變更編定後自 234 地號分割增加之 234-1、234-2 地號

等 4筆土地內之土地改良物（桃花心木）協議不成，為使土地及其

地上物所有權合一，同時兼顧保障所有權人權益，爰依土地徵收條

例相關規定，辦理土地改良物徵收。 

（二）預計徵收土地改良物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1.本工程原擬使用與上開「曾文淨水場改善工程」同側土地，面

積約 3.0579公頃，該側土地東側臨南 181線區道、西鄰曾文溪

河道及行水區，依「河川管理辦法」需距離一定範圍、及南側

近國道 3 號高速公路，依「公路兩側公私有建築物與廣告物禁

限建辦法」需距離一定範圍，經評估後可使用面積不敷容納本

工程計畫所需淨水設施。 

2.本工程計畫擬設置每日出水量 13萬 CMD之淨水場設備，需與曾

文淨水場既有設備連結操作，經考量周邊環境、土地地形、取

水所需之嘉南大圳南幹渠水源、住宅聚落、畜牧場及國道 3 號

高速公路等地理因素，所使用之土地在淨水設施操作營運安全

考量下，已將管線作緊密規設，計畫使用之土地已達必要最小



限度範圍，而土地上之土地改良物協議價購不成，於是依規定

申請徵收，俾利淨水場操作管理，維護供水安全。 

（三）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工程需與既有曾文淨水場取水口及廢水設施連結操作，處理後輸

送至既有自來水供水管網，以及考量場區間操作營運之關連性，爰

選址於完工之曾文淨水場東側土地，故本計畫用地勘選範圍無其他

可替代地區。 

（四）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計畫三塊厝段 233、234、234-1、234-2 地號等 4 筆土地已協議

價購取得。其造林木(桃花心木)取得方式除依「土地徵收條例」規

定辦理協議價購外，亦建議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可自行出售，由其

從優選擇，並協調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同意配合政府重大工程，惟

所有權人表示「臺南市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查估標準」其造林木與

觀賞花木二者補償費標準差異甚鉅致其權益受損，拒絕與本公司達

成協議，復以照顧兒媳做月子無暇自行出售推拒，仍要依法定程序

爭取補償，爰報請徵收。 

（五）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本計畫係因應國際經濟局勢變動、台商回流挹注國內投資、產業工

業園區新增用水需求、及提昇南部地區公眾用水調度備援能力等因

素，考量未來極端氣候常使水源濁度突增致供水調度變動，及因應

水庫淤泥累日激增，致南化水庫蓄水量減少與枯旱衝擊，亟須提升

烏山頭供水系統出水量，以期穩定台南地區長期供水及備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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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擬徵收地上改良物所有權人 1 人，49 年次，徵收計畫範圍內



無設籍或實際居住人口。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擬徵收地上物座落土地業已協議價購取得，地上物現況係所有權

人 98年度參加「平地造林計畫」種植之桃花心木，徵收取得後將

依開發計畫就地留用，並無任何建物、信仰中心或集會場所，本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並無影響。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徵收計畫範圍內無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情境相同之弱勢族群。 

4、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本徵收計畫係徵收地上改良物桃花心木，並現況留用做為國土保

安用地之隔離綠帶，並未使用危害性化學物質，亦不產生影響民

眾生活之異味、噪音、振動等汙染，且工程竣工後有助穩定南部

地區供水，改善生活用水條件，對居民健康風險無影響。 

（二）經濟因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1)本徵收計畫範圍原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而農牧用地目前停徵

田賦，現已變更為特定專用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等，將依千分之

10計收地價稅，增加地方稅收，部分建物則需繳納房屋稅，將增

加地方稅收收入。 

(2)本工程竣工後可提昇大臺南地區供水調度與備援能力，將可促進

整體區域發展與提昇生活環境品質，藉由完善的生活環境吸引人

口居住，帶動地方經濟發展，長期穩定供應足量的工業用水，將

吸引更多高科技產業進駐台南科學園區，進而大幅提高南部地區

就業需求，有利於增加政府未來稅收。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徵收計畫範圍土地原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開發計畫業經臺

南市政府核准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並已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國土保

安用地、特地目的事業用地及水利用地，面積 0.5725公頃。另擬

徵收之地上物為造林木桃花心木，非糧食作物，該等土地亦未種

植其他糧食作物，不影響糧食安全。 

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計畫擬徵收土地改良物範圍係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 1名於 98年

度參加「平地造林計畫」種植桃花心木，渠非以耕作為業，係考

量退休後既可享有農保保障，亦可作為閒暇強身健體去處。故徵

收計畫範圍內無產業及就業情形，徵收後不生產業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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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預算業奉行政院 107年 4月 3日院臺科字第 1070009956號函

同意由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全額補助辦理，由本公司自行編

列 107 年至 113 年「曾文淨水場擴建工程計畫」列支，所編列經

費足敷支應，無造成財政排擠效應。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擬徵收土地改良物取得後，將現況保留作為國土保安用地之隔離

綠帶，對農林漁牧產業鏈並無影響。案內農地變更編定為特定專

用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等業經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107年 7月 27日

南市農工字第 1070853248號函符合「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

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規定。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案已取得開發許可，地上改良物座落之土地並已變更為特定專

用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水利用地。擬徵收取得

土地改良物之所有權人業已同意協議價購出售土地，取得土地改



良物後，將使土地及其地上物所有權合一，有助土地利用及權利

之完整性，並兼顧所有權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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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擬徵收土地改良物取得後，將現況保留作為國土保安用地

之隔離綠帶，並無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且設置之各項自來水

設施屬低矮建築，不影響該地區城鄉自然風貌，行政院環保署 107

年8月27日環署綜字第10700065911號函復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徵收計畫範圍內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計畫擬徵收土地改良物之所有權人非倚賴農耕維生，且地上物

座落土地無人居住，亦無信仰中心或及集會場所或其他鄰里網路

節點，徵收後對當地鄰里網絡關係、及其生活條件或模式並未造

成顯著改變。另徵收後無人需遷移或影響其工作機會，且施設之

供水設施未製造足以影響生活之噪音、氣味、振動等污染，不影

響當地居住環境。 

4、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計畫擬徵收土地改良物取得後將現況保留作為國土保安用地之

隔離綠帶，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並無影響。另本工程計畫依開發計

畫將工程用地範圍全區約 30%以上作為景觀綠帶，對當地生態環境

有正面助益，並經行政院環保署 107 年 8 月 27 日環署綜字第

10700065911號函復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計畫係曾文淨水場擴建工程，屬公共事業，擬徵收土地改良物

取得後將現況保留，對周邊居民並無明顯影響。工程計畫完工後



可提昇大臺南地區供水調度與備援能力，提供量足質優之自來

水，除營造良好生活環境吸引人口入住，帶動該地區經濟成長外，

亦可吸引更多高科技產業進駐產業園區，增加大臺南地區就業機

會，對社會整體有正面效益影響。 

（四）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在「108年國家發展計畫」均衡臺灣永續國土發展篇之完善水資源

管理，開宗明義說明水資源管理係以推動多元水資源、加速減漏

及農業節水、建置區域及產業園區調度幹管，以及加強供水靭性

及有效備援等開源、節流、調度及備援四大策略，確保供水穩定。

本計畫完工後，可達成開源及備援等二項永續發展政策。 

2、永續指標 

「2019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說明，臺灣極端氣候事件發生頻率將

加劇。同時，臺灣河川受到地形與氣候影響，大部分短小、坡度

大、水流湍急而蓄水不易，以及降水季節及空間分布不均的情況

之下，導致水資源供需亦面臨困境。由於全球暖化及降雨時間集

中且過大，導致土石沖刷進入水庫，依據統計，20 年來水庫平均

有效水資源已經由 52.15 百萬立方公尺減至 45.49 百萬立方公

尺，平均約少了 6.66百萬立方公尺，顯見水資源管理課題已刻不

容緩，預計本工程完工後可有效提昇大台南地區水源調度與備援

功能。 

3、國土計畫 

本工程計畫用地開發面積為 5.2552公頃，業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 11 條規定，臺南市政府於 108 年 5 月 17 日府都區字第

1080510504A 號函核發開發許可，並於同年 11 月 5 日完成變更後

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編定異動登記，使用計畫符合國土利用計



畫，詳徵收計畫書附件十「取得主管機關開發許可證明文件」。 

（五）其他因素：  

近來國際局勢劇烈變動，台商加速擴大國內投資，各國知名高科技

業也因國內優秀科技人才眾多陸續在南部地區設廠，日益突顯「五

缺」投資環境之困境，其中以「缺水」囿於自然氣候因素更顯嚴峻。

本工程一、二期計畫完工後將可增每日 13萬 CMD 出水量，可稍解

產業園區用水燃眉之急，故本徵收計畫尤顯重要性。 

六、土地使用之現狀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本工程計畫坐落臺南市官田區三塊厝段，案內共計使用 52筆私有地皆

已完成協議價購並移轉產權於台水公司。而擬徵收土地改良物坐落之

233、234、234-1及 234-2地號等 4筆土地，使用現狀為種植桃花心木，

詳如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 

七、土地改良物情形 

擬計畫徵收之土地改良物係 98年度申請參加臺南縣政府「平地造林計

畫」，單一種植桃花心木。 

八、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 

工程計畫用地西側臨南 181線市道，東北側臨 2米產業道路，東南側臨

畜牧場，南側鄰地種植香蕉、果樹、雜作；擬申請徵收地上物座落之土

地約呈三角形，東南側及西南側均為曾文淨水場擴建工程用地，東側鄰

同段 71-15地號為民居，72地號種植果樹，北側臨 2米產業道路。 

九、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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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業於 107年 5月 16日、107年 6月 29日將舉辦第 1次、第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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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政府、官田區公所及渡頭里、隆田里及拔林里辦公處（渡

頭里及拔林里嗣後整編合併為渡拔里）等公告處所，與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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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刊登於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107 年 5 月 16

日、107年 6月 29日)及張貼於本公司網站，並於 107年 5月 28

日、107年 7月 10日舉行公聽會。 

（二）公聽會上業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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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存檔，及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5點規定載明事

項，併入興辦事業概況內於公聽會上適當地點揭示與說明。 

（三）公聽會會議紀錄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 107年 6月 25日、

107 年 7 月 20 日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臺南市政

府、官田區公所及渡頭里、隆田里及拔林里辦公處（渡頭里及拔

林里嗣後整編合併為渡拔里）等公告處所，與里住戶之適當公共

位置，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書面通知陳述意見之土地所

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四）於 107 年 7 月 10 日第 2 場公聽會已針對 107 年 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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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與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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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以 108年 1月 3日台水六總字第 1080000052號函通知土

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吳魏○○女士協議，並於 108年 1月 11日協

議，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表示其桃花心木應依有利用價值給予

補償，且應免繳交造林木違約費用。於 108年 2月 23日家訪進

行協議，渠要求參採屏東大潮州地下水補注湖造林木查估標準



擇優給予補償。以 108年 4月 2日台水六總字第 1080004606號

函通知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第 2次協議，並於 108年 4月 16日

協議，所有權人不服造林木遠低於觀賞花木補償查估標準，未

達成協議。以 108 年 5 月 16 日台水六總字第 1080006919 號函

通知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第 3次協議，並於 108年 5月 28日協

議，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仍表達不服造林木遠低於觀賞花木補

償查估標準，拒絕達成協議。 

(二)本工程計畫用地之地上物補償，係委由大有國際不動產估價事

務所依「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及「臺

南市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標準」辦理地上物查估作業，

並經主管機關臺南市政府 108 年 4 月 19 日南市農務字第

1080443242 號函審竣符合臺南市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標

準。嗣經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陳請台南市林燕祝議員邀集台南

市政府農業局及本公司召開多次協調，南市府表示渠係 98年度

配合「平地造林計畫」且列冊在案，其種植之桃花心木為造林

木與一般觀賞花木顯有區別，且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於 101 年度

訴字第 589 號有判例可稽，節錄部分內容：「…至於如何判斷

農作改良物應歸類為觀賞花木或造林木，揆諸上述內政部所訂

定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之內容可知，並非僅以農作

改良物之樹種作為補償費查估之唯一依據，尤須視其種植原因

及用途而定其補償標準。換言之，在觀賞花木之外，另訂造林

木補償費之查估基準而為不同之計價，即是考量觀賞花木與造

林木分屬農業園藝及林業造林，二者投入成本及回收時間長短

並不相同，價值即屬有別，因而分別訂定其查估補償基…。」，

惟所有權人仍無法接受本公司補償價格而拒以協議，本案爰報

請徵收。 



(三)申請徵收前，本公司已依行政程序法 102 條規定併協議價購會

議開會通知單以雙掛號書面通知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陳述意

見，相關文件均已合法送達，本公司亦於會中說明陳述意見之

期限及不提出之效果，均已於函文內敘明，並以本公司 108年 2

月 15 日台水六總字第 1080002133 號函檢送第 1 次會議記錄、

108年 4月 30日台水六總字第 1080006130號函檢送第 2次協議

價會議記錄、108 年 5 月 6 日台水六總字第 1080006392 號函檢

送更正後第 2 次協議價會議記錄、108 年 6 月 11 日台水六總字

第 1080008229號函檢送第 3次協議價會議記錄予土地改良物所

有權人。另所有權人於協議價購會中或家訪時所提出之陳述意

見，本公司皆已個別專函回復。 

十二、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姓名住所 

詳附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 

十三、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 

無。 

十四、安置計畫 

無，徵收計畫範圍內無建築改良物，無土地徵收條例第 34條之 1規

定需安置之情形。 

十五、興辦事業概略及其計畫進度 

(一)計畫目的： 

1.近年來科技產業積極投資台灣，致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目標年(115年)

用水量急遽增至 32.5 萬 CMD，為此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06 年 11 月

28日召開｢南科先進製程環境建置案進度督導會議｣之結論，為因應

南科新增用水量，請台水公司增加每日 13 萬 CMD 出水量，爰辦理

曾文淨水場擴建工程，俾期滿足台南科學園區用水需求。 

2.為配合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新增用水量及因應再生水未能及時供應



時，須由區域水源(含節餘農業用水)調度支應，故擬定本『曾文淨

水場擴建工程計畫』，以配合區域供水調配及因應南部科學工業園

區增加用水所需增加之淨水處理能力，確保園區用水之穩定。 

(二)計畫範圍：詳如徵收土地改良物地籍位置圖說。 

(三)計畫進度：本計畫第 1 期工程已於 108 年 11 月開工，預計 111 年 1

月完工。第 2期工程預計 110年 1月開工，113年 6月完

工驗收。 

十六、應需補償金額總數及其分配 

(一)應需補償金額總數：789,593元。 

(二)土地改良物補償金額：789,593元。 

(三)遷移費金額：0元。 

(四)其他補償費：0元。 

十七、準備金額總數及其來源 

(一)準備金額總數：1,000萬元。 

 (二)經費來源及概算：本計畫工程總經費 14.18 億元，業奉行政院 107

年 4 月 3 日院臺科字第 1070009956 號函同意由南

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全額補助辦理，所編列經費

足敷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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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淨水場擴建工程第一二期工程配圖 

 

 

 

 

 

第二期工程 

(粉紅色標示範圍) 

第一期工程 

(紅色標示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