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北 市 非 都 市 土 地 特 定 農 業 區 分 區 調 整
為一般農業區說明會(麥仔園及大柑園地區)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8 月 22 日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三峽區公所四樓大禮堂
主持人：地政局徐主任秘書鳳儀

記錄：萬曉彤

出席單位（人員）：簽到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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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金獅北大服務處

翁美曲

公民行動影音(網媒)

楊記者鵑如

出席團體與民眾： 詳如簽到表
業務單位（人員）：
魏專門委員念銘、黎科長志偉、陳股長玟君、黃股長文志、朱佳顯、李雅
惠、羅家明、蔡美芳、萬曉彤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業務機關說明辦理情形：(詳如簡報內容)
参、與會民眾發言要點及回應意見：(詳如附表)
1

肆、結論：
本次說明會及公展期間內所受理之相關民眾陳述意見將分別函覆陳述人，
相關陳情意見彙整後將一併報部作為後續審查作業參考。
伍、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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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新北市麥仔園地區及大柑園地區
特定農業區分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說明會陳述內容要點及回應意見
陳述人

一、民眾 1

二、民眾 2

三、民眾 3

四、民眾 4
五、民眾 5

陳述內容摘要

回應內容

1.反對特定農業區解編：在全
球暖化日趨嚴重的今日，已
少有多餘的綠地保留了，請
讓這片好山好水能留予子
孫。
2.反對區域過度開發：台灣少
子化居全球第二，在日漸凋
零的人口中，不需要再蓋鬼
屋，而更該建立更多的公園
綠地。
3.珍惜資源，留住世代長傳的
有限綠地，不要在少子化的
現在，過度開發讓大地萬劫
不復。
1.農地解編傷農敗國
2.農地解編傷居民生活
3.土地多元不是在農地上
1.反對特農地解編
2.農地農用
3.捷運機廠退出農地
4.愛護農地勿再擴大徵收
5.吃果子拜樹頭，勿破壞大環境
堅持農地農用，反對解編
反對土地區域過度開發。
農地農用才是正道，是否該鼓勵
農地的保護，更不該變更。
今天(8/22)辦理說明會，在 9
月就要做變更，下一步是否要圖
利財團強制徵收?

本府(地政局)：
綜合回覆 5 位民眾所提意見：
1. 本次作業非「地目變更」而
係「分區調整」
，並不會改變
原土地「使用地類別」之編
定，倘經調整為一般農業區
後，屬農牧用地者仍應維持
「農地農用」原則，故有關
農地農用之主張，本案之推
動與各位立場並無二致。
2. 本區土地自 70 年劃設為特
定農業區後，歷經近 40 年，
現況已無當初優良農地之條
件，本府於 99 年開始即已進
行本案土地使用分區之檢
討，今依內政部所定檢討變
更原則辦理本次作業，目的
係反映土地現況條件，倘僅
具一般農業區劃設條件，即
不再以優良農地之標準進行
使用與管制，惟個別土地欲
變更為非農地使用者(例如
環保設施等)，仍需依相關法
令申請並完成審查後始得變
更。
3. 本次辦理「分區調整作業」
與「納入都市計畫範圍」並
無直接相關，後續是否納入
都計範圍或徵收，非本次檢
討調整案考量及處理範疇。
4. 倘對本案調整作業仍有不同
意見，歡迎於公展期間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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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人

陳述內容摘要

回應內容

六、民眾 6
政府要求我們農地農用，卻把我
(龍埔里自救 1 筆完整的土地逕為分割成 6、7
會)
筆，其中包含文教區等各種分
區，侵害到我們農民的權益，政
府為什麼可以直接分割我的土
地?
另反對特定農業區調整為一般
農業區，既然要農地農用，是否
調整對我而言沒有差別。特定農
業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是否為
政府要取得土地的第一步?

七、民眾 7
特定農業區應該要保護，不應該
(龍埔里自救 改成一般農業區，三峽河每年颱
會)
風後泛濫成災影響附近的土壤
流失，捷運蓋在那邊合適嗎?有
環評嗎?
教育部一直推動兒童親近農
地，但我們卻將農地劃入都市計
畫、徵收，我們的農地越來越
少，農業局也沒有善盡責任，該
區土地真的是優良農地，不應該
調整成一般農業區，農業局應該
要輔導成農業示範區發展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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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地政局以書面提出，地政
局將各方意見彙整後，將邀
集府內各單位進行跨局處會
議討論，後續再報請內政部
審查。
本府(地政局)：
本次會議是針對非都市土地特
定農業區分區調整作業進行全
區、通案性之說明，有關個案土
地逕為分割之緣由需另作查
詢，請您留下土地地號，會後將
由業務單位查詢後答覆您。
另說明本次分區調整作業係依
據內政部頒布修正全國區域計
畫之相關規定辦理，與是否納入
都市計畫範圍並無直接相關，假
設特定農業區調整為一般農業
區案未獲通過，倘政府對於土地
確有建設需求，仍得循都市計畫
程序變更後取得用地。
本府(地政局)：
本次會議是針對非都市土地特
定農業區分區調整作業進行說
明，有關捷運興建之問題非屬本
案處理範疇，您的意見將提供給
權責單位參考。
本府(地政局)：
早期劃設特定農業區範圍均屬
優良農地，但本區土地經農業單
位檢視現況已不符合特定農業
區定義(面積在 25 公頃以上且
80%以上屬農業使用的優良農
地)，惟倘土地所有權人認為土
地現況仍屬優良農地，並希望保
持為特定農業區者，可利用意見

陳述人

八、民眾 8
(龍埔里自救
會)

陳述內容摘要

回應內容

單留下地號供本府了解相關區
位並請農業單位協助檢視，後續
亦會將各位的意見一併報送內
政部作為審查參考。
1.新北市農地面積已經很少， 本府(地政局)：
不應比照高雄、屏東大規模 謝謝您的意見，藉由今日的說明
調整。
會，我們將收集多元的意見，作
2.現場都是老弱婦孺，為什麼 為後續審查之參考。
需要 30 位以上的警察。
3.你們拍的農地資源照片非實
際情況，我每天從那邊經
過，為什麼有人荒廢不作，
是因為那早就已經賣掉。
4.政府強調「近土親農」
，但實
際作為卻未符合。
5.我的土地被劃入文教區，但
沒有被知會。

九、民眾 9

我的土地是樹林區西園段 1179 本府(地政局)：
地號，我知道特定農業區調整為 謝謝您的意見。
一般農業區一樣是要農作的，但
是我的土地附近都是蓋鐵皮
屋，現況確實已無法農作。
我贊成大柑園地區特定農業區
調整為一般農業區，因為調整為
一般農業區後可以合法申請變
更為交通用地作停車場使用，我
的土地旁邊都是工廠，已經無法
農作，只能任其雜草叢生。

十、民眾 10

我的土地是樹林區東園段
本府(地政局)：
315、318 地號，我贊成特定農 謝謝您的意見。
業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現場反
對的民眾應該要提出地號，不能
只說反對，這樣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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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人

陳述內容摘要

回應內容

十一、民眾 11 1.請問特定農業區可否劃入都
市計畫範圍?106 年新北市區
域計畫已將麥仔園地區劃入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範圍，若
特定農業區不得劃入都市計
畫，此程序是否有問題?
2.現場自救會民眾擔心後續劃
設麥仔園都市計畫以及變成
捷運用地，本次說明會包含
樹林、三峽、鶯歌地區，如
果三峽地區不願意調整為一
般農業區，有沒有辦法反對
這個案子，亦或是已成既定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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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城鄉局)：
本市區域計畫指定 6 處新訂擴
大都市計畫範圍之地區，麥仔園
地區為其中 1 處，惟目前規劃為
中長期計畫，與本次分區調整案
無直接相關，未來仍需考量當地
民意及整體發展，循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本府(地政局)：
1.延續城鄉局回覆內容，補充說
明有關劃入都市計畫相關議
題，原則無論為特定農業區或
一般農業區，如果當地有都市
發展需求，均可循程序納入新
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只是
特定農業區相較一般農業區
所需程序較多，惟倘程序辦理
完成，且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即可完成都市
計畫發布與變更。但是否納入
都市計畫實與今日分區檢討
作業無涉，在現行空間規劃體
系下，非都市土地分區檢討與
都市計畫審議程序各有依循
法令及辦理依據，兩者並無直
接關係，假設本分區調整案未
獲通過，都市計畫規劃案仍得
依其程序辦理。
2.本次說明會目的即在蒐集多
元意見，如果有不願意調整為
一般農業區的民眾，麻煩請留
下土地地號，業務單位均可進
行檢討。

陳述人

陳述內容摘要

回應內容

十二、民眾 12 1.本次影響範圍廣大，影響地 本府(地政局)：
(龍埔里自救
主眾多，請問本次公開展覽 1.有關本次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會)
及說明會通知方式為何?
之通知方式、公開展覽檢具文
2.7 月 31 日開始公開展覽，請
件，本府均依照內政部頒「製
問相關文件何時公開上網?
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
3.公開展覽內容只有地號清冊
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跟地號圖，未說明變更之事
14 點規定辦理，依據該規定
實依據。
內容，應將土地使用編定草圖
4.現況工廠面積比例佔多少，
及清冊於新北市政府及轄區
是否因為部分違章工廠就要
公所公開展覽 30 天及舉行說
解編 120 公頃特農區?
明會，並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5.麥仔園都市計畫暫緩原因為
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此
位於特定農業區，如調整為
外，本府另請公所轉知里辦公
一般農業區，後續都市計畫
室周知里民，又因區公所反映
可不須辦聽證會，請說明分
部分民眾有下載檔案需求，本
區調整是不是為利於土地開
府爰配合於 8 月 10 日將相關
發?
資料上傳於網頁，惟此非屬法
6.龍埔里已被徵收第 4 次，在
定應辦事項。
地農民確有耕種之事實，不 2.有關自救會今日所蒐集之陳
希望調整為一般農業區，我
情書，本府將予正式受理並回
們 收集了 400 份 陳 情意見
覆陳情人，另相關陳情意見彙
書，強烈表達反對訴求，請
整後將一併報部作為後續審
承諾我們的聲音可以被聽
查參考。
見。
十三、民眾 13 1.依照內政部 66 年 12 月 31 日 本府地政局：
(龍埔里自救
台內營字第 765991 號函釋意 1. 您所舉的函釋應是規範都市
會)
旨，
「政府應該以一面辦理公
計畫公開展覽程序，本次公
開展覽，一面辦理說明會方
開展覽及說明會是針對非都
式作到計畫區之居民無人不
市土地分區調整，公開展覽
知無人不曉，而且不但能知
的公告上已載明本案辦理法
道公開展覽之辦理，更都能
令依據為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了解計畫之內容及其對本身
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之影響」，你們 8 月 10 日才
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
把資料上網，沒有挨家挨戶
須知」第 14 點規定辦理。
的拜訪，沒有寄通知、沒有 2. 依 照 新 北 市 區 域 計 畫 所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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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人

陳述內容摘要

回應內容

告訴民眾怎麼陳情、怎麼開
103 年當時農委會針對麥仔
說明會，這是嚴重行政瑕
園地區農地資源分級分類的
疵，本次公開展覽根本沒有
調查，24%屬於第一種農業用
效力。解編特定農業區依據
地、31%屬於第二種農業用
的法源及細部規劃為何?這
地、33%屬於第三種農業用
次說明會只有 1 份傳單，會
地，優良農地是列在第一種
議的簡報沒有給人民。
農業用地，僅佔 24%。
2. 龍 埔 里 的 違 章 工 廠 不 超 過 3. 有關自救會今日所蒐集之陳
15%，現況還有 85%以上的農
情書，本府將予正式受理並
地，不能因為這 15%的工廠要
回覆陳情人，另相關陳情意
去解編所有的特定農業區。
見彙整後將一併報部作為後
龍埔里有多少違章工廠你們
續審查參考。
有沒有調查?
3.龍埔里自救會蒐集 400 份人
民陳情，請承諾我們不解編
特定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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