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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替代方案分析
考量柑園地區現為非都市土地之特定農業區，現況未登記工廠林
立，本計畫執行後，預期產生未登記工廠遷徙，且辦理時程較長，無法
有效解決當地未登記工廠問題。因此在進行計畫範圍劃設時，考量之原
則包括經濟、環境、社會等因素。因此依據計畫區邊界考量原則，本計
畫共擬定三個範圍方案，各方案範圍詳見圖 4.1-1。本計畫針對各方案
進行比較及分析，並進行方案評估，其內容分述如后。

4.1 方案說明
一、方案一
方案一之西南二側界線緊鄰現有三峽都市計畫以及台北大學特定
區計畫，東側以三峽河之河川區域計畫線為界，北側以行政農業委員會
桃園農業改良場台北分場以及三峽行政區界為界，總面積約 116.41 公
頃。
二、方案二
方案二之範圍原則上與方案一相同，唯一差異之處為避免計畫區
界曲折，造成畸零土地使用情況，亦利全區整體規劃使用，因此將北側
行政農業委員會桃園農業改良場台北分場納入計畫範圍內，以使整體計
畫範圍較為完整，總面積約 127.80 公頃。
三、方案三
方案三之範圍係以方案二為基礎，再將北側部份樹林區之農業用
地納入計畫範圍，以求與台北大學特定區能有更多銜接空間，總面積約
141.2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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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本計畫三方案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訂三峽麥仔園地區都市計畫申請書」，民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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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方案評估
一、經濟面
本計畫除不納入區段徵收範圍之土地外，其餘皆利用區段徵收以
整體開發方式一次開發完竣，因此在經濟層面的評估上說明如后。
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一條規定，區段徵收費用包括徵
收土地之現金補償地價、補償費及遷移費、協議價購地價、公有土地以
作價方式提供使用之地價款、公共設施費用、土地整理費用及貸款利息
等，茲分述如下：
(一)土地整理費用
土地整理費包括依其他規定應發給之自動拆遷獎勵金、救濟金、
地籍整理費及其他辦理土地整理必要之費用。本計畫依先前案例經
驗概估本計畫土地整理費用每公頃 100 萬元。
(二)相關補償費
1.地價補償費
地價補償費包括徵收私有地之現金補償地價及有償撥用公有
地地價等。本計畫假設私有土地領取現金補償佔私有土地市值總額
之 20%，其餘 80%申領抵價地，公有土地全數以作價撥供新北市政
府使用。
粗估本計畫推動進度，約 7 年後可開始發放地價補償費，而本
計畫區周邊農地現行市場成交行情約 20,000 元/m2，如市場行情以
每年 2%之比例上漲，則 7 年後之市場成交行情約 22,500 元/ m2。
2.補償費及拆遷費
包括申請一併徵收補償金、建築改良物補償費、農作改良物補
償費、土地改良費用補償、營業損失補償、動力及機械設備或人口、
墳墓搬遷補助費、土地改良物或水產養殖物或畜產遷移費等。本計
畫依新北市區段徵收經驗值以 3,500 萬元/公頃計。
(三)公共設施費用
公共設施費用項目包括道路、橋樑、溝渠、雨污水下水管道、
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及兒童遊樂場等公共設施之規劃設計費、施
工費、材料費、工程管理費及整地費，以及依土徵條例 52 條規定
需用土地人應分擔之管線工程費用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必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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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設施之全部或部分費用。本案公共工程費用依新北市區段徵收公
共工程執行經驗值 3,500 萬元/公頃推估，並加計每年 2%物價上漲
率之方式估算。
(四)貸款利息
參考目前利率水準，將貸款利息以年利率 3%計算，自區段徵
收先期作業費發生年起至可標讓售土地完成標讓售作業為計息年
期，本計畫以 8 年計。
二、環境面
考量柑園地區現為非都市土地之特定農業區，因此在環境層面的
評估上說明如后。
(一)以現有道路、天然界限、土地使用發展現況或不同空間發展屬性的
交界處為依據劃定計畫範圍邊界。
(二)以鄉鎮市區地籍段界為範圍邊界。
(三)考量地區未來發展需求或與相關計畫界面之整合。
(四)計畫區緊鄰三峽溪，以河川區域計畫線為界或剔除河川區為範圍邊
界。
三、社會面
本計畫區現況因未登記工廠林立，預期計畫執行後，將產生未登記工
廠遷徙，且辦理時程較長，無法有效解決當地未登記工廠問題，亦可能導
致當地工廠產生抗爭情事。因此聚落及既有工廠較少將較易推動本計畫。
四、政策面
本市土地使用多元，地理條件複雜，在形塑城與鄉特色、兼顧環境敏
感區保育及可發展區使用效率、建立國土發展次序等原則下，依中央區域
計畫之指導，擬訂新北市的土地使用基本方針，其中一點為「違規輔導應
確保不妨害公共安全與自然景觀、維護社會正義公平性，並藉生態補償精
神落實合理性。」
本計畫綜合考量範圍方整性、聚落與工廠數量、與北大特定區關係、
區徵開發費用、計畫執行難度等經濟、社會及環境因素，最後建議以方案
二作為本次新訂都市計畫之建議計畫範圍，相關評估內容詳下表 4.2-1，建
議優選方案之計畫範圍詳如圖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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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計畫範圍評估表
方案別
項目
面積

方案一
116.41 公頃

方案二
127.80 公頃

方案三
141.22 公頃

以既有都市計畫、三峽河
範圍區位

之河川區域計畫線、農改 方案一+農改場
場南界及三峽行政區界

本方案依捷運場站周邊

本方案依捷運場站周邊

500 公尺半徑劃設服務
範圍，未涵蓋桃園農業

500 公尺半徑劃設服務範
圍，大致涵蓋計畫範圍；
開發規模

次 依 全 國 區 域 計 畫 指 同方案一
導，本案區段徵收範圍約
82
83 公頃，尚符合上位計畫
指導。

聚落主要沿三樹路 222 巷
既有聚落及 及 98 巷二側分佈
工廠
土地取得與
開發方式

工廠主要沿三樹路 222 巷
254 弄二側分佈
區段徵收

改良場北側及東北側區
域；其次本方案區段徵
收範圍約 95 公頃，規模
顯已不符上位計畫指
導。

可聯繫台北大學特定區
與北大特定
南北向道路(大成路、大 與方案一相同
區之關係
義路、大學路)
範圍完整性 計畫範圍稍呈畸零

方案二+北側農業區

計畫範圍較完整

與方案一相同

區段徵收

可聯繫台北大學特定區
南北向次要道路(大成
路、大義路、大學路)及
東西向學成路
計畫範圍較完整
除方案一範圍內之聚
落，另北側新增區域在
佳園路三段及 219 巷內
亦有聚集之住宅聚落。
區段徵收

土地使用類 住宅、商業使用為主，產 住 宅 、 商 業 使 用 為 住宅、商業及產業使用
型與強度
業為輔。
主，產業為輔。
為主。
區段徵收整
體開發費用
比較

費用較少(約 151 億元)，
與方案二差異不大

費用較少(約 151 億 區 段 徵 收 面 積 較 方 案
元)，與方案一差異不 一、方案二大，費用較
大

高(約 170 億元)

計畫執行難 y聚落及既有工廠相對較 y聚落及既有工廠相
度

其它

建議方案

少，較易推動

對較少，較易推動

y聚 落及既 有工 廠相 對
較多，推動較具難度，
不易發揮示範效果

y將農改場納入並作 y農 改場位 處計 畫區 中
y範圍形狀較畸零，可能 為北界，未來應考量 北側地區，未來應考量
影響整體土地利用

其與本計畫區之互 其 與 本 計 畫 區 之 互 動
動可能
可能
●

資料來源：「新訂三峽麥仔園地區都市計畫申請書」，民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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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

國道 3 號

以農委會桃園農
業改良場為界

以三峽區界為界

以北 85 鄉道為界

以河川區域
計畫線為界

以三峽都市
計畫為界

資料來源：「新訂三峽麥仔園地區都市計畫申請書」，民 102 年。

圖 4.2-1 計畫範圍示意圖

4-6

新北市政府

新訂三峽麥仔園地區都市計畫政策評估說明書

4.1 方案說明 ................................................................................................................. 1
4.2 方案評估 ................................................................................................................. 3
表 4.2-1 計畫範圍評估表 ..................................................................................... 5
圖 4.1-1 本案三方案範圍示意圖 ......................................................................... 2
圖 4.2-1 計畫範圍示意圖 ..................................................................................... 6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