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羅東都市計畫(部分工業區及保護區)區段徵收解編進度

說明會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108年12月29日(星期日)上午10時

地點：羅東鎮展演廳（宜蘭縣羅東鎮中興路1號）

主席：林秘書長茂盛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表              紀錄 ：劉昭麟

壹、主席致詞：(略)

貳、主辦機關報告：(略)

參、綜合民眾提問及回應

一、歸戶號209，地主李○○：主張原地保留或是將土地排除徵

收。

理由：我是五結段955地號地主，位在35米道路旁。當初游錫堃

擔任縣長時已經將我母親的土地徵收了一次，之後又連續

被徵收了二次，總共被徵收三次土地包括房子。我的田地

被徵收没意見，但是房子的部分，請考慮原地保留或把我

的土地排除徵收。另外我的955地號被分割為955之1地

號，卻只徵收955地號，然後又將954地號排除。為什麼

955地號不一起排除徵收？

主辦單位回應：如果涉及個案部分，請找我們同仁向您說明。針

對現住戶是否可以原位置保留這件事情，剛才簡報時，有

1



提到安置街廓，也就是有合法房屋的現住戶，因為在公共

設施上面，例如停車場、道路上，因房屋一定要拆除，會

擇同樣條件的地方，規劃一個安置街廓，有合法房屋的現

住戶會優先去配一個住宅的單元，至於合法的房屋有拆遷

補償費，是依據重建價格去做拆遷補償。若業主面臨3至5

米道路，會在3至5米道路旁規劃一個街廓，以房屋最小建

築單元，合法房屋的現住戶可以優先去配那些房子，也就

是地上物會給您補償費，您也可以申請在安置街廓安置。

另一個問題，假設沒有影響到土地分配、工程施工，也就

是非位於停車場、道路的話，原來就是在可建築用地範圍

內，可以申請原位置保留分配。

二、歸戶號815，地主陳蘇○○：質疑縣府辦理區段徵收合法性

及比例原則。

理由：我的第1個問題是因為我們是單元五，目前單元五部分是

先變更為機關用地之後才要做區段徵收？還是我們不同意

變更為機關用地，你們仍然要區段徵收？第2個問題是，

大家很多原本都是住家要變成住宅區，在細部計畫書可能

被劃為公園或停車場，到底符不符合對人民最小侵害性，

有無違反比例原則問題？

主辦單位回應：目前進度已報內政部開始要實施區段徵收，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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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已來現場會勘，在之前的提報

過程中，內政部有退回，要求檢視財務上的問題。又單元

五為機關用地，當初計畫書上並沒有指定是哪一個機關、

單位要使用，因為機關用地必須是有償撥用，也就是說不

論是鎮公所還是其他的機關單位要使用這塊地，必須編列

6.25億元，向縣政府的區段徵收基金價購，經詢問，沒有

一個單位要使用這塊機關用地，當初都市計畫預定0.6公

頃的土地要給羅東鎮公所做遷移的使用，另外0.6公頃是

要給體育、藝文、社會福利使用，但詢問後，鎮公所要就

地改建，所以沒有土地的需求，現因外界有不同的聲音，

是否要變更為機關用地，縣政府沒有預設立場，今天就是

要來聽大家的意見，到底是繼續維持住宅區還是變更為機

關用地，再來繼續辦區段徵收，這兩個有什麼影響，差別

在於如果是住宅區，任何一個土地所有權人，都可以去選

配，但不一定能選配到，因將來分配是採抽籤的方式，區

段徵收總共98公頃，每一個土地所有權人可以任意選擇任

何一塊地，例如：可以選單元五或單元一，這是將來土地

分配的方式。關於圖利問題，不論是住宅區還是機關用

地，目前都還沒發布公告，現在若是保護區就是保護區，

原來是工業區就還是工業區，將來的權利價值就是以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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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分區去計算，這樣才會公平。

三、(發言未報姓名)：主張不徵收，只要變更為住宅區。

理由：我是觀天下前面被劃為保護區地主已經三十幾年，我有8

個兄弟，不同意徵收，只要變更為住宅區就好。

主辦單位回應：關於民眾不同意徵收的意見，我們給予尊重，但

這是大家共同開發的事情，其實這是有規定，新的都市計

畫檢討就是要以區段徵收的方式辦理開發，原來的農地變

更為可建築土地時，規定要區段徵收，若現有土地變成住

宅區，道路就一定沒辦法開闢，因為政府沒有那麼多預算

來開闢公共設施，所以政府才會決定採區段徵收方式，就

是採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因裡面的道路大部分都是區內的

人在使用，所以採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以區段徵收方式來

解決這些問題。

四、(發言未報姓名)單元四地主：質疑規劃設置機關用地之目

的、辦理進度時程進度緩慢。

理由：既然沒有機關的需求，為什麼還要規劃設置機關用地，目

的是什麼？這個案子推行耗費了8年時間，總共開了15次

會議，大約每半年就開一次會，政府做事沒有效率，每半

年就開一次會，時程超過1年。從107年到現在又經過了2

年，所以只剩下1年的時間。如果再延展的話，這3年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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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過了。現在時間只剩下1年2個月的時間，而且政府推

拖，以少子化、高齡化、羅東的人口沒有成長，20年來還

是72,000人完全沒有成長，每次都用這種理由敷衍我們，

如果要通過機關用地，時間有限，只剩1年的時間，不可

能通過，如果案子沒有通過，是否還是維持農業用地呢？

主辦單位回應：因為機關用地並非土地徵收條例規定無償取得的

9種公共設施用地，即不屬於無償提供的公共設施用地，

所以一定是要有償撥用或價購。

五、(發言未報姓名)：表示辦理時程太慢。

理由：我今年已經60歲了，在我還沒10歲的時候，就聽警察說我

們羅東這個地方不能蓋房子。現在我的大哥、親戚也都往

生，已經50幾年，大家說的頭頭是道，義正嚴詞，從沒有

考慮之前老一輩人含辛茹苦奮鬥打拼的土地，劃成公共設

施用地，現在要徵收，大家也只好忍痛將土地割出去。現

場如果有意見的人、議員代表，如果有心為了羅東的建

設，請把你們的土地、錢財奉獻出來。我家中老人家已經

沒有多少的時間，可以等待拿回土地蓋房子讓他們安享晚

年，請不要假借民主正義之名。

主辦單位回應：政府辦的時程太慢的問題，這個部分我們未來會

努力，如果大家都同意趕快來開發，我們會儘快積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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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發言未報姓名)單元九地主：對於目前土地分配方式及配回

比例尚有疑義。

理由：我住在環鎮道路旁邊，當初土地被劃設為景觀住宅區，為

什麼變成滯洪池公園，因為我是住在大馬路旁合法房屋，

可以原地保留，現在如果被規劃成滯洪池公園，將來我的

土地全都被徵收了，怎麼辦。而且我已經在這邊居住三、

四十年了，現在被徵收後還可以拿回多少比例？可以蓋多

少比例？

主辦單位回應：若房屋在公共設施用地上，例如：公園、綠地、

停車場、道路等9種公共設施土地，這房屋是一定要拆的

，但我們會做一些安置計畫，若住在環鎮道路旁，則會在

環鎮道路附近找一個跟您的區位差不多、相當的地方，規

劃一個安置街廓，有同樣情形的人都可以來登記。安置一

個最小的建築單元，一樣採抽籤方式，抽您的配地位置。

例如有5個人需要安置，有些人不會來登記，若為合法房

屋現住戶，因他們為特別的犠牲者，所以我們有做安置計

畫，一樣面臨大馬路旁邊，儘量讓您們損失最少，您的房

屋會用重建價格從優補償。

七、(發言未報姓名)：私有土地被劃設為保護區，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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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由：質疑前都市計畫委員土地劃設原則的依據，及對土地被禁

建強烈不滿，之前在民國75年買預售屋，還未入住，在民

國76年我的土地就被分割出來，其中一筆土地被劃設為保

護區，無法接受。

主辦單位回應：本件屬個案問題，可以找我們縣政府地政處同仁

諮詢。

陳副議長漢鍾：請各位鄉親針對保護區土地所有權人，如有意見

請大家提出來討論，另外如有對羅東建設相關議題暫不討

論，也不要偏離主題，目前先聽取大家的意見，然後由主

辦單位向大家說明。

八、(發言未報姓名)：對於區段徵收可配回土地疑問及被徵收安

置和一般用地有什麼不同？

理由：我們家本來是合法建物住戶，想瞭解安置的部分，是否一

樣是徵收40%？土地被禁建了五十年，都沒有向我們交代

清楚。我們房子有100多畝，安置是什麼意思？跟大家都

一樣用抽籤方式嗎？跟一般用地有什麼不同？

九、歸戶號722，地主陳○○：大家犧牲一點，讓這件事儘快完

成。

理由：民國53年我父親把土地交給我，到現在已經是108年，而

縣政府始終没有辦好，現在又要再改變機關用地或是住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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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到底哪一天才可以辦好。我個人覺得好不容易花了這

麼多經費和心力，已經十幾年了，大家是否犧牲一點，我

們難道還要繼續等下去嗎？

十、(發言未報姓名)：政府拖延時程，未積極處理淹水問題、質

疑要辦理徵收為何要恢復機關用地？

理由：大家以為這個區段徵收就算通過了嗎？其實並沒有。內政

部有但書，在這3年之內，這個區段徵收計畫沒有通過就

會原案撤回。撤回的意思就是繼續恢復成農業區和保護區

使用。從情理法的角度來看，從法律的角度面：內政部都

已經通過了，所以現在既然通過了就是要實施，如果公務

員沒有作為的話，那就是應作為而不作為，他們就是違法

了。今天這個案子如果大家反對，那要這些公務員違法嗎

？這會有法律問題的。從理的角度來看：羅東地區淹水，

在幾年前，蘇澳地區淹大水的時候，已經淹到蘭陽大橋都

封橋了、鐵路都斷了，我是老師，我的學生哭著說，他住

冬山，但鐵路不通，沒有火車可以回家，老師你可不可以

載我回去，我就開著車從宜蘭開過來，女中路淹水、省道

也淹水、宜蘭運動公園堤防淹水、連復興路、公正路也都

淹水，完全已經到不了羅東火車站。我們大家都以為不會

淹水，但治水防洪是政府的事情。今天要拿人民的土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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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政府去治水，而政府郤一直拖延。因為上游和下游都已

經治水完成了，五結大排也完成了，只有我們羅東這一段

在淹水沒有辦法動。但為什麼沒辦法動，看地圖上，在五

十年前都市計畫將羅東外圍劃成一圈，這一段就像嬰兒的

背巾，五十幾年了，我們就像嬰兒，也已經長成大人了，

但還是像嬰兒背巾一樣被綁牢牢的，羅東這一地區已經禁

建五十幾年了，陳情信件也寫了數百封，為什麼好不容易

要區段徵收了，還要恢復成機關用地。

主辦單位回應：(八~十)

大部分地主還是關心徵收辦理時程問題。關於建地這部

分，將來土地分配是採權利價值來計算，假設現在您的土

地是建地，您的權利價值將來會比保護區的農地價值還要

高，所以將來配地就是用您的權利價值去選擇分配的土

地，每一宗土地的單價會給大家知道，將來要選哪裡由您

們自己做決定，自己去選擇。

十一、(發言未報姓名)：對於農業用地被劃設保護區已禁建多年

，強烈表達不滿，另表示其土地、房舍位於道路旁，價

值較高，參與抽籤分配不公平；另不滿區段徵收保留戶

可以被排除範圍，何以不用被拆除？

理由：請問一下這裡有哪一位家裡是要被徵收，請你們舉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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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前面那一排有沒有人在這次家裡有要被徵收，有的人拜

託請你舉手。所以你家沒有被徵收都沒有關係對嗎？第二

點，我們去調縣政府都市計畫上面公告的資料，這是北成

段在羅商附近，在送去陳內政部審議的資料，內政部答

復：本計畫範圍保護區55年10月26日公告，發布羅東鎮擴

大都市計畫說明書劃為紅色用地，為都市計畫圖劃設為保

護用地，這句話的意思是什麼？我們羅東北成段這附近全

都被禁建，是縣政府的人把我們農業用地登載成保護區，

所以被禁建50年，可以請問一下，我可以告縣政府嗎？我

們50年無法建設，現在保護區一坪的土地估算10萬，縣政

府現在要用10萬徵收，請問我可以告縣政府嗎？縣政府不

但沒有賠償我們，現在又規劃成12個單元，不知道這裡所

有的人知不知道我們現在總共有12個單元大家知道嗎？有

竹林、樹林、國華、北成、維揚、成功、西安、南昌、羅

莊、五結包括四結，冬山鄉清溝、永美等12個單元，需抽

籤配地。我家住羅東高商大馬路邊，現在叫我們去抽工業

區旁邊嗎？然後縣政府剛剛又說你們會用抽籤方式，讓我

們在大馬路邊的抽大馬路邊，住宅區就抽住宅區。拜託縣

政府給我公文承諾書，承諾我絕對可以在大馬路邊。本來

道路邊的人就不可以跟住宅區的人一起抽籤，應該要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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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結果不是這樣，大家被徵收的人都要抽籤，抽到1

號的先選，抽到2號的也可以先選，如果1號和2號先抽到

的，可以先選到大馬路邊，結果我們家是住大馬路邊的，

假設抽到999號，所有大馬路邊的房子都被抽完了，我就

沒有辦法抽到。如果縣政府有辦法給我承諾書，把所有大

馬路邊徵收的住戶都給他們一個承諾書去配合區段徵收，

我就同意區段徵收。第三、現在這個治水計畫報內政部的

名義是治水防洪，而我家從50年到現在，羅商那裡，我家

並沒有淹水，然後政府以治水防洪巧立名目方式辦理。另

外還有一個叫做區段徵收保留戶，如果要辦理區段徵收，

我們再次要求縣政府，有沒有辦法給我承諾，這裡所有人

大部分都會被徵收，竟然還有可以排除區段徵收範圍，這

裡面的住戶是住了哪些人，他們家是不是在縣政府當官才

會被排除當作保留地。第四點、縣政府辦的所有說明會全

部沒有會議紀錄給住戶，縣政府用公告方式，然後叫我們

自己看。

主辦單位回應：剛剛已有說明住大馬路邊的人就一定可以配大馬

路，這是指現有合法房屋住戶，我們會保障您，因為您原

來是住在大馬路邊，我們會規劃一個安置街廓，給合法房

屋的現住戶去做安置，未來要配在哪裡都是由自己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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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採抽籤方式做配地。

十二、(發言未報名)，游姓地主：希望不要徵收。

理由：我持有的建地有一百多坪，本來相安無事，交通也很便

利，如果縣府要徵收我的房屋，讓我何去何從，希望不要

徵收。

十三、非地主，林○○：部分民意代表及有關單位都沒有積極辦

理及土地分配問題。

理由：曾聽說保護區地主朋友了解一些內幕，就是由中央撥補52

億經費辦理此案，部分民意代表及有關單位都沒有積極辦

理。我的朋友希望遵照去年選舉以前行政院(院長賴清德)

指示內政部辦理方式，並請遵守承諾之前答應配回比例。

主辦單位回應：關於52億元這件事情，這是基金預算要借貸52億

元，來做整個開發案的開發工程費，不是中央要補助這52

億元，來跟大家做個說明。

十四、歸戶號923，地主游○○：主張補償費提高、土地分回要

多、辦理時程應加快。

理由：我請民意代表替地主立場考慮，地主沒反對小巨蛋，但是

可以蓋在羅東動公園，為什麼一定要蓋在我們的土地上。

單元五住宅用地的地點較好，可以讓大家都有機會配到更

多、更好土地。公共設施已經劃設了那麼多，為什麼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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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機關用地？我們地主有三點要求，第一補償費提高，

第二土地分回多一點，第三辦快一點，拜託。

主辦單位回應：關於補償費要多一點，剛才有報告過，會從優補

償，用重建的價格按照縣政府制定的「宜蘭縣興辦公共工

程建築改良物拆遷補償自治條例」做補償。比例的問題，

這個案子的公共設施面積達到百分之50.8，民眾領回去的

約百分之40，我們會再努力給大家的比例多一點。原則上

目前的法令規定是最低用40%的比例發回，但因為每個人

選擇抵價地的區位、價值不同，所以最後每個人領回的面

積有可能超過40%，也有可能低於40%，未來每塊地的單

價都會讓大家知道，大家可以自己去計算，將來配地也會

再開配地說明會。

十五、(發言未報姓名)：應重新檢討現行防洪計畫是否符合必要

性。

理由：這次來參與就是我想維護自己的權益，這個防洪計畫已經

過十多年，是否還有防洪必要性？如果有必要就要實施；

如果已無防洪必要性，應該要排除並變更計畫解除保護

區，以維護所有地主權益。因為已經被禁建好幾十年了，

別的地方都沒有限制，其他周邊及冬山河也都有完善防洪

措施，既然已無受到影響及防洪必要性，就時空背景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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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存在必要，是否排除淹水疑慮，維護居住於此的地

主住戶、耕作農戶權益。另就保護區安置計畫，因有大部

分地主世居於此，如被徵收土地減少，需再移至他處安置

重建，無法符合我們需要，這是很多地主的心聲，而我們

並不需要改變，我的土地已經減少，還需要負擔工程受益

費，後續涉及龐大金額，非所有地主所樂見，請重新檢討

現今防洪計畫是否符合必要性。

主辦單位回應：關於防洪是否有需要，當初向內政部爭取這個案

子是否要通過、開發、解禁，內政部當時一直不同意，縣

政府想盡辦法研究，發現羅東長年有淹水的問題，才會有

防洪治水的概念，去說服內政部，後來內政部才同意採區

段徵收方式來作開發。

十六、陳鴻禧議員：

(一)主張留設機關用地，質疑單元五機關用地變更時程延宕，

縣府没有積極作為。

(二)就個別單元開發不可行，需要以整體開發方式，另外縣政

府也要將分配比例提高。

發言內容：所有的羅東鎮民及各位鄉親，這次的機關用地為什麼

會變成機關用地，大家應該要瞭解，楊處長說他不知道，

為什麼當時在107年8月29日都委會第202次會議裡說，我

們羅東溪南地區為多雨地區，希望興建室內場館(小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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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所以才在107年8月29日的時候變更為機關用地，那

是要符合羅東這個地方，要變更成機關用地，結果縣政府

在12月24日報內政部，以開發面積102公頃，可售用地總

共12公頃，可售用地當時以1坪要買15萬5,000元，應該可

以平衡預算，但是內政部在今（108）年1月3日回復，指

示區段徵收案財務評估報告內容要補充資料再辦理。照理

說，在今（108）年2月補辦一下就好了，縣府為了這個原

因，把機關用地變更為住宅區。原本6億多元，在宜蘭縣

的財政絕對平衡，現在又要變成機關用地的時候，在今年

的財務評估，可售用地變成16公頃，每坪的土地要預定

(預售)價格約16萬多元到17萬元，以前是15萬5,000元，

財務評估會平衡，結果現在又多了4公頃可售用地。所以

經詢問在外面地價市場價格每坪售25萬元，縣政府只要好

好規劃，可以賺近40幾億元，所以現在縣政府要徵收我們

的土地，配四成回來。為什麼要爭取這塊土地，機關用地

要保留著，當初縣府如果沒有延宕時程，早就已經開發

了，所以會反對的原因，就是大家都希望縣政府趕快辦

理，結果縣政府計畫一直改變，恐嚇地主如果要變更恢復

機關用地，還要花1年的時間，還有剛剛有一位小姐說，

現在還要花費3年時間，這樣不是在恐嚇我們地主嗎？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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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沒有積極的作為，希望儘快履行。區段徵收對各個地

主都不會影響，並希望能為將來的子孫，把機關用地變更

回來。

十七、陳副議長漢鍾：

(一)主張留設機關用地，讓羅東居民可以使用。

(二)縣府應有積極作為，向中央爭取更多經費及增加配回比

例，如果恢復農業用地，將影響地主權益，非常不公平，

請縣政府儘速辦理。

發言內容：我首先向各位鄉親報告，好不容易105甲羅東保護

區，內政部已經核准，這個時程到現在將近快兩年，如果

3年內這個計畫沒有繼續推動，就同樣還是保護區，剛剛

針對現場提出的問題，縣政府要好好檢討。土地的公平正

義，剛才在現場有一位老先生坐輪椅激動流淚表達意見，

他的女兒當老師，地主的土地被禁建50幾年，每次選舉都

說羅東保護區要開放，好不容易在陳金德代理縣長時，積

極向中央爭取將保護區解編，因為這個時程當中，縣政府

就應趕緊辦理。在現場各位議員，在議會當中也一直都在

督促宜蘭縣政府，要趕緊辦理。土地所有權人分得40%，

應該可以再提高一些，政府也應該有作為，要向中央爭取

經費回來，總開發費用是80億元，向中央爭取經費拿得越

多，現場土地所有人分得土地比例就更多，這樣大家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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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縣政府沒有作為，以各種名義推託，拜託林秘書

長，今天林縣長沒有來主持會議，請趕快加緊腳步，趕快

辦理。我們也很清楚區段徵收有必要行政程序和相關的規

則，希望105甲羅東保護區這個地方要趕快開放。

單元五機關用地這件事情，本人也要向各位鄉親做說明。

為什麼會有這個機關用地的原因，當初國華里這邊有一個

三角區塊這個地方，因為國華里沒有社區活動中心，因為

國華里的人口數比較多，要求宜蘭縣政府是不是可以設置

國華社區活動中心，讓國華里民有一個活動中心使用，是

這個由來。後來陳金德代理縣長，他才把住宅區劃設機關

用地，羅東的土地寸土寸金，其實劃設這個機關用地跟現

場各位土地所有權人都沒有關係，那是要給我們羅東未來

子孫有一個很好的地方而已，以宜蘭縣政府財務，應該沒

有差這6億多元，所以才一再主張留設機關用地。不管未

來要怎麼使用，我相信現場羅東人都使用的到，跟土地怎

麼樣分配，也跟現場土地所有權人都沒有什麼影響。在此

要求縣政府儘速辦理。

十八、吳鎮長秋齡：

(一)目前無使用機關用地需求。

(二)羅東鎮公所已做好因應及配合將來羅東細部計畫案推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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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作業。

發言內容：不少人表示，為什麼鎮公所不把單元五機關用地買下

來，把公所遷到機關用地，但是鎮公所已經規劃好在鎮公

所旁就地重建，目前不需要使用這塊機關用地，另外陳副

議長提到國華里無社區活動中心，鎮公所也已規劃預定

地，就國華社區的這個地方，已經規劃在原來三角公園退

縮5米這個地方，要蓋地下1層，地上5層活動中心預定

地。明年也會編列規劃費用，所以鎮公所已經有土地可以

興建，為何還要買土地浪費公帑，所以今日正題是希望工

保區能開放，趕快進行，維護所有地主的權益。

目前有一些地主的房子，因為羅東細部計畫實施後面臨需

要拆遷、徵收，希望縣府能針對這些地主要好好考量，因

為畢竟他們長期居住在此地，對這裡的土地已經有感情，

希望土地開放解編以後，包括五結、羅東、冬山會更加繁

榮，因為羅東鎮公所已經準備好羅東細部計畫徵收案後，

接續編列650萬元的經費，來成立都市計畫規劃小組，做

第4次通盤檢討。所以羅東、五結、冬山保護區將來開放

解編，羅東這片土地將會熱鬧非凡，希望地主一起來讓我

們的居住土地能更加繁榮進步。

十九、劉添梧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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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關用地恢復成住宅區還有很多人不知情。

(二)會議時間不夠充足地主無法充分表達意見，縣府需檢討。

發言內容：保護區禁建對地主非常不公平，因為早期公務人員的

筆誤將農業區變更農業保護區，到最後沒有農業變成保護

區，無法開發。縣政府有義務也應該充分向地主說明各單

元分區情形，土地分配方式和有多少比例公共設施及如何

辦理，並向中央爭取經費增加地主分配比例。對於工業區

變更或機關用地恢復成住宅區還有很多地主不知情。相關

程序無公平正義，而今天的會議時間不夠充足，地主無法

充分表達意見，三分鐘的時間也無法完全說明原委，而其

他想要發言的民眾也沒有機會，縣府需檢討，要顧及民眾

的權益。對於機關用地，議會也會繼續努力。

二十、呂惠卿議員：

(一)機關用地變更，縣府一直延宕時程，縣政府要負最大的責

任。

(二)主張留設機關用地。

發言內容：各位鄉親都非常關心這個案子，今天會造成如此延宕

問題，縣政府要負最大的責任。在我們上任時，我們就很

關心這個時程，到5月開議時，縣政府還說沒問題會按照

期程辦理，為什麼在8月時我們才發現已經被變更，這個

都是在延宕，今天又把這個責任推給我們民意代表，推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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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鄉親，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期程還要再延，所以

剛有一些鄉親表示民意代表都沒有站在民眾的立場設想，

其實我們民意代表都是站在民眾方面替民眾的立場設想，

也都希望趕快來解編，民眾趕快分配到土地。這也是我們

民意代表希望幫您做的事情。所以未來在議會也一定會要

求縣政府趕快完成這個期程。

剛剛我們的副議長說到這個工保區的部分，完全不需要由

我們地主負擔，這是縣政府的問題，所以我們鄉親不用煩

惱這個問題，未來這塊土地，子子孫孫都有可能用到這塊

土地，真的很寶貴，因為羅東已經沒有這麼大的土地，這

個土地，如果留著不會浪費。

二十一、謝燦輝議員：

(一)機關用地恢復住宅區，質疑縣府評估財務不可行相關疑

義。

(二)主要計畫是內政部核定，而細部計畫是由宜蘭縣都市計

畫委員會核定，權責在縣政府，應儘速辦理。

發言內容：在這裡用2個部分說明，這個案子歷經陳金德代理縣

長及後來林姿妙縣長，在107年1月4日，內政部專案到現

場勘查，接著又在1月16日經內政部都委會第915次會議審

議通過 ，一直到107年陳金德代理縣長劃設為機關用

地，10月16日地主也在陳情，但是都市計畫委員在縣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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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第204次會議的時候，按照當時陳金德代理縣長劃

設機關用地，到12月24日陳金德卸任，及12月25日由林姿

妙縣長上任後，直到今（108）年8月13日，在縣都委會第

206會議恢復為住宅區。理由只有2點，就是所有機關都沒

有需求、沒有意願使用這邊，所有行政機關都不需使用

到，因為這個機關用地需負擔6.25億多元，所以我認為政

府機關在說謊。當在陳金德代理縣長時期，補償費估計是

18億元，現在縣政府估計需47億元，總共差了29億元。我

們都沒有反對，而且還是解決問題的人，在這次預算也通

過52億元的貸款案，也沒有阻攔。所以對今日開這場說明

會，我們民意代表質疑縣政府為何要將機關用地恢復成住

宅區這個部分。今日縣長應當要有遠見，不是詢問各機

關，應該是宜蘭縣政府決定這塊土地以後要做什麼使用，

本人非常氣憤。關於運動設施、社福、行政機關都可以使

用，以6.25億元預算很容易可通過，陳金德代理縣長時期

就地價問題無法通過，當時15萬多元調整到16萬多元，這

裡面土地有16公頃，留一些土地給下一代子孫，難道不可

以嗎？在這一年多的時間，縣政府做了什麼？現在還要把

機關用地恢復成住宅區，就總開發費用編列80億元，當時

陳金德代理縣長借款利息為0.99%，現在是0.91%，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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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可以算少一些，但是經費預算裡面是2%，加上後來

追加項目去執行時發現財務根本不可行。如果縣政府執意

要將機關用地變成住宅區，我想大家會反對到底。本人沒

有反對，也不要被政府機關欺騙，主要計畫是由內政部核

定，細部計畫是縣政府的權利，別被欺騙到不知維護自己

的權益。因為要講的是良心，本人是冬山鄉議員，也擔任

過冬山鄉鄉長，我很清楚這個程序。現在外面口耳相傳民

意代表反對，事實上民意代表都在督促縣政府要儘速辦理

。副議長也指示，這個案子不要阻攔，一定要讓這個案子

通過。現在不要再談過去的情形，當初已經劃入保護區內

也被禁建了五十年，參與計畫的人也都不在世上，請縣政

府應該就未來要如何去執行。所以為什麼要將機關用地變

成住宅區，將補償費一直不斷追加又說財務不可行，對於

這些資料我都會留著。本人是議員有責任為百姓把關，別

把百姓當成提款機，要向地主清楚說明，我是民意代表不

是行政機關無法替大家詳細解說。

二十二、黃定和議員：

(一)要符合公平正義。

(二)要廣設所有溝通管道。

(三)與縣議會聯繫溝通。

發言內容：第一、要符合公平正義：在三年期程內儘速辦理，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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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別錯過這個機會，人生只有一次機會，如果錯過了不

知要等到何時，所以要儘快辦理，要符合民眾期待，萬一

超過3年，所有地主精神損害以及產生國賠問題，縣政府

要負最大責任,才對得起百姓。第二、要廣設所有溝通管

道：因地主眾多，宜蘭縣政府有義務及責任，使民眾充分

了解。剛才所聽到這個部分縣府完全没有和地主溝通，有

很多事情及未發生的事情，需要瞭解的事情，結果大家一

無所知，所以要做好廣設所有溝通管道。第三、縣政府和

地主溝通完後，要讓縣議會所有議員了解溝通結果，並以

公文副本副知議會，才能充分配合民意，來監督縣政府。

二十三、羅東鎮樹林里黃里長：人民如果要生活舒適、便利，公

共設施要完善、才能夠舒適的生活、土地才有價值。

發言內容：地主的委曲，我在三年前就已經很正視這個問題，已

經至縣政府爭取過，今日我講的觀念是要保護地主的，我

知道地主已經委曲了五、六十年，土地已經被禁建了五、

六十年，他們的苦楚我很了解，但是有很多觀念要跟大家

分享，就是台中、高雄大都市的計畫，公共設施規劃的較

多，土地價值相對就會愈高、愈有價值。公共設施劃設道

路越大，相對五十年前北成都市計畫，在當時劃設6米道

路，根本就沒有價值，而且交通不便，都市要發展、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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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生活舒適、便利，公共設施規劃要完善、我們才能

夠舒適的生活、您們的土地才有價值。雖然土地配回百分

之40，但是將來土地更可能會增值到3倍、5倍，所以在這

裡向大家建議新的觀念。

二十四、黃琤婷議員：

(一)土地上的建物有的在經營生意要以通案處理。

(二)分成各個單元作個別開發，針對地上無建物無房屋優先

來開發。

發言內容：各位現場鄉親等待要建設已經很久了，在現場的地主

有二種，一種是有建物，一種是無建物，但是大家都希望

趕快開發，只是對於土地上有建物而且是在地經營生意或

是住家的部分，希望縣府重視不要當做是個案，要以通案

來處理，因為這種情形非常多，我們應該重視這樣的問題

，一個個的解決以及和住戶做良好的溝通。第二、如果這

樣大規模開發案，沒有辦法一次開發，是否可以換一個方

向思考，把它分成各個單元來個別開發，針對地上無建物

無房屋優先來開發，就這種單元先做突破，個別開發，最

後做通盤整合，希望縣政府可以思考這個問題。另外針對

住戶，首先考慮他們在這裡住很久了，不要隨便就拆他們

的房子，縣政府一定要站在民眾立場設想，並持續溝通。

可以開發的優先來處理，暫時不能開發的該持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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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羅東鎮市民代表會李代表主席錫欽：

(一)縣政府能否在期程內來完成。

(二)請為多數百姓利益設想。

發言內容：關於今日的議題本人有二種看法，第一是縣政府能否

在期程內來完成，第二、包括現在大家都在議論的小巨蛋

還是工業區方面的問題，或是要劃設在那裡都沒有問題，

但是最主要是縣政府要檢討，因為每次縣府辦理都市計畫

區段徵收皆有財源收入，之前羅東鐵路以東都市計畫為縣

政府開發3個停車場及轉運站以及抵費地收入，都是剝削

民眾來的，所以現在區段徵收分配4%~5%都可以談的，

連設置小巨蛋也没問題，縣政府要檢討為多數百姓利益設

想。

肆、民眾書面陳述意見

一、歸戶號237，地主周○○：原地保留，我們五結路三段595號

是蛋黃區，不能劃為公園用地，願補繳金額。

二、歸戶號481、678，地主財團法人台灣省宜蘭縣○○寺、陳○

○：維揚段271、272二筆土地共同(合併)規劃(勿分開)分配

原地停車位，供財團法人爐源寺香團停遊覽車之用。

三、歸戶號482，地主馬○○：在民國96年花了四百多萬買下這

地，等了十幾年卻沒能留住這個地，請縣政府幫忙能原地保

留不參加區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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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歸戶號586，地主祭祀公業法人宜蘭縣游○○：2127地號因

區界原本地號被1分為2，希望能重新劃入範圍，另外緊鄰的

2124、2125、2126、2129現為道路使用，也希望能一併劃入

範圍。

五、歸戶號650，地主許○○：1、地主分回比例，只分回百分之

四十不合理，最合理應百分之五十，如果分回1/2以上，地

主將大部贊成。2、如果徵收分回土地應該於維揚路邊，不

可集中於田中、不重要之處，因為我的土地已經被徵收40平

方公尺，維揚路，南門河，故損失太多，太不合理。

六、歸戶號722，地主陳○○：1、依法：本案已經內政部會議通

過，縣政府即已開始作業，就應照徵收來儘速辦理，若怠惰

消極，應作為而不作業，延宕區段徵收案進度，公務員恐有

觸法之虞。2、依理：羅東地區長久以來，每逢大雨必淹水

，原因在於本保護案禁建近一甲子，治水防洪為國家應辦事

宜，地主為配合政府解決洪水為患，人民生命危險問題，就

應排除萬難，以人民利益，生命安全為重，不宜任憑少數違

法地主損害大多數人生命財產安全。3、依情：台中市已重

劃十幾期，羅東鎮為全國面積最小，人口密度最高，人民土

地被劃為都市計畫區禁建近一甲子，長久為水患所苦，連開

發機會都沒有，一條馬路之隔，對面優良農業區，違法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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亂蓋，合法都市計畫土地卻禁建，人生有幾個五十年，情何

以堪！

七、歸戶號731，地主陳○○：1、合法13年新農舍，原位置保留

分配，申請原地房屋保留，請當面說明，參加會議。內政部

有函件通知，請查核。2、家有老人90歲，身心障礙二級手

冊，一定要先買屋安置老人家，申請延後個案處理。通知參

與會議，申請要求協助安置。3、合法房屋，申請安置街廓

。

八、歸戶號867，地主游○○：1、原隆昌段使用道路,含「晏京

帝寶」6米道路及「清水溝渠河面架設道路」8米道路，合計

近14米車道(3~4台車寬)供民眾使用，合先敘明。2、鑑於隆

昌段「住三」建築線問題，須徵收10米土地作為道路使用，

惟考量住宅區實地道路已近14米，若再徵收10米道路於實況

不符，易形成民怨及政府財力損失，故建請依建築法規最低

標準徵收「824，825」路段(6米)，謝謝。

九、歸戶號881，地主游○○：1、羅東鎮區段徵收土地：地主領

回抵價地抽籤，主張以羅東鎮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做為

抽籤領回抵價地標的，若非，拒絕參與此區段徵收案，請現

場討論並回復。2、徵收地價補償費：農地徵收地價補償費

，若依此徵收範圍內之土地市價，做為徵收價金依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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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偏低，請現場討論並回復。

伍、意向調查表陳述意見

一、歸戶號371，地主林○○：拒絕徵收。

二、歸戶號434，地主邱○○：政府巧立名目強收人民土地，北

成段拒絕徵收。

三、歸戶號527，地主張○○：反對徵收房屋。

四、歸戶號680，地主陳○○：因未知如何徵收？徵收價位為多

少？故未能同意。

五、歸戶號695，地主陳○○：1、"都市計畫"延宕50多年，不可

謂不久。2、公共設施用地，應於開放案中，政府的分配額

中取用。不應另行徵收。

六、歸戶號696，地主陳○○：政府巧立名目強收人民土地，北

成段拒絕徵收！

七、歸戶號747，地主陳○：絕不同意展延時程、將單元五或其

他單元住宅區變更為機關用地或其他用地。

八、歸戶號815，地主陳蘇○○：拒絕徵收。

九、歸戶號1201，地主劉林○○：1、已核准有地上建物地主，

政府排除區段徵收抽籤配合，就地保持，以資財政，減少損

失。2、依中央內政部5成徵收。

十、歸戶號1207，地主劉○○：已住了60多年，若要徵收，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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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點，要不然買不到房子，到外面買不到房子，就不要徵

收。

十一、歸戶號1329，地主簡○○：1、將單元五恢復為原住宅區

，解編後單元五的地主，可以在住宅區配地，不要抽籤到其

他單元的土地。2、無法在單元五配地，就不同意解編。

陸、綜合結論

對於多數民眾期盼縣府加速辦理本案，縣府將持續積極推動；另

有關部分民眾提出原地安置等議題，對於合法建物現住戶將以劃

設安置街廓之方式優先安置；至於民眾就單元五的住宅區期盼維

持為住宅區以加速開發時程之議題，是否變更為機關用地或維持

為住宅區，縣府並無預設立場，將以本次說明會中聽取之各界意

見及建言後，作為政策後續執行之參考。

柒、散會（中午12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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