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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解碼

首例 !! 中科四期開發許可遭撤

[新聞事實]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2012 年 10 月 11 日撤銷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案的開

發許可，理由係園內已有大量閒置土地，卻又舉債 520 億徵收耕地進行開發，

對國土利用形成嚴重浪費；且合議庭認為當初環評報告審查為有條件通過，但

二林園區的水源供應、廢水處理等問題皆尚未解決，違反相關法令，故將之撤

銷。此案乃是台灣首件開發許可遭撤銷之案例 1。

[重要爭點]

判決理由之重點。

[概念提醒]

一、	背景概述

2008 年國科會為因應「愛台十二建設」提出中科四期計畫，在彰化縣政府

力爭下，國科會火速決議彰化縣二林鎮 631 公頃農地作為開發園區，然此區不

僅為中部重要的「黃金農業地帶」，同時也是水資源匱乏的地層下陷區。在開

發過初始即遭瓶頸，環評四度送審皆未能過關，最後在限制居民參與以及媒體

旁聽的情形下有條件通過，不過，內政部卻仍是核准其開發。

1 新聞連結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oct/12/today-t2.htm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1012/34568949/

http://news.chinatimes.com/society/11050301/1120121012001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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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案之事件整理 2

時間 事件

2008.02.25 國科會成立「科學園區策略發展委員會」推動中科四期

2008.08.20 國科會遴選出彰化縣二林鎮為基地

2008.11.06 行政院核定二林園區計畫

2009.04.07 第一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民間批評選址不當

2009.04~10 彰化、雲林農漁民抗議廢水排放未顧及農漁業受汙染

2009.10.30 爭議未解下環保署有條件通過環評

2009.11.05 相思寮農民在區委會中陳情反對徵收

2009.11.12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通過審查

2009.12.09 內政部土地徵收委員會通過徵收案審查

2009.12.26 馬總統、行政院長吳敦義主持動工，相思寮農民現場陳情

2010.01~07 相思寮農民持續陳情，行政院指示保留，但部分無法保留

2010.11.24 環評結論做不到，中科提出五項環境差異變更

2012.03.12 朱敬一表示友達不進駐，中科四期計畫將調整

2012.08.13 朱敬一宣布中科四期轉型為精密機械園區

2012.10.09 環保署審查轉型方案，擇期再審

2012.10.10 馬總統國慶談話：「中部精密機械園區已在積極進行」

2012.10.11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開發許可

二、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書之重點

( 一 ) 原處分並未違反農業發展條例 §10 Ⅰ規定：

農業用地欲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應符合「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

及「徵得主管機關之同意」二要件 3。

前者「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因農業生產

環境之完整，涉及計畫性政策之決定及專業性之判斷，則基於尊重其專業性

及法律授權之專屬性，應承認中央及地方農業主管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

有判斷餘地。

而後者「徵得主管機關之同意」之要件 4，經過查證，區委會歷次會議皆

2 朱淑娟 (2012.10.17) 中科四期開發許可 -高等法院撤銷《中科四期開發爭議的正義思辯》，環境報導網址：

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12/10/blog-post_5170.html。瀏覽日期：2012/11/25。

3 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

4 農委會為執行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之規定，特訂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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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邀請中央及地方農業主管機關農委會指派代表與會，就農業主管機關立場

表達意見，且農委會亦將此開發案交由縣（市）農業主管機關提供審查意見，

而中科局依該等機關之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後，再提報至區域計畫委員會審

議，農委會及彰化縣政府均已同意中科局修正後之計畫書內容，故本件農業

用地變更確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農委會之同意。

( 二 )	原處分違反區計法 §15-2 Ⅰ第 1 款「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而合
理」之規定：

內政部受理科學園區之新開發計畫申請案時，除應審查申請機關所選位

址是否符合相關規範外，更應優先考量是否有另闢新址開發新園區之必要，

以避免國土利用及國家資源之浪費。

於會議 5 中，可見中科四期園區選址之適當性、合理性及必要性，已成為

此案審議之重要焦點之一 6。況且我國科學工業園區及工業區均有過度開發、

大量閒置土地迄未利用之情形，嚴重影響國家資源有效運用。另外，內政部

審查釋出大面積耕地之開發案時，應慎重考量我國之糧食安全與永續發展，

非有必要不應許可。

( 三 ) 原處分違反區計法第 15-2 Ⅰ第 2 款「不違反中央、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基於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地利用或環境
保護計畫」之規定：

區域計畫法所擬定之區域計畫，為目前國土利用計畫體系中最高位階之

法定計畫，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基地是位於「臺灣中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7 之範圍內。二林地區屬彰化生活區之範圍內，且彰化生活圈為重要農業

生產地區，經濟產業側重於保護優良農田，改善農村生活環境，並配合觀光

計畫推動休閒農業 8。

業要點」，據以辦理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

5 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265 次審查會延續會議。

6 委員九即表示，從區域計畫之觀點而言，科學工業園區應優先選擇既有工業區或閒置公有土地，而科學

工業園區之選址似乎還是選擇臺糖公司土地，若從農業政策而言，不論是大面積或小面積之臺糖公司

土地釋出，皆對當地漁牧業之發展有影響，故有關科學園區之開發應有整體性之規劃構想。委員八亦主

張有關中科四期園區之選址應整體考量，本案基地選址毫無章法，國家重大建設之基地選址不應如此粗

糙。委員三更就基地位址之合理性及必要性提出質疑；委員十復提出應思考如何適當整合工業居、國科

會及地方政府所開發之工業區，讓國土計畫與產業發展得以充分整合，以降低爭議性。

7 現行共有臺灣北、中、南、東共 4 個區域計畫，「臺灣中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為中部區域計畫

之通盤檢討。

8 依「中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 5 章第 6 節「都會區與生活圈發展建設」壹、「都會區發展」-「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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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對人類具有特殊價值或具潛在天然災害地區採取不當開發行為，

應針對環境資源特性制定土地利用方針，以確保資源之永續利用。而「中部

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將包括地下水補注區、優良農地及地質災害敏感

地在內之地區，劃設為「環境敏感地區」，並以「績效標準管制」方式作為

環境敏感地區之管制方針，同時依各類環境敏感地之績效需求與資源特性，

研訂各類敏感地之管制方針及績效標準管制表。甚至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表

示，未來如辦理開發，不得位於環境敏感地區、森林區、重要水庫集水區等

相關地區等 9。可知「中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對於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之設置區位，均有不得位於「環境敏感地區」之限制。

內政部稱「中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僅規定優良農地係環境敏感

地區之一種，是採績效標準管制，只要影響程度不超過自然容受力之土地利

用，均允許開發使用，與績效標準管制之內容不符，不足採納。另外，凡屬

「地層下陷區」，均應禁止科技工業等重要經濟活動「及」禁止抽用地下水，

故地層下陷區根本不得供從事科技工業等重要經濟活動之科學工業園區使用。

( 四 )	原處分並未違反區計法第 15-2 Ⅰ第 3 款「對環境保護、自然保育
及災害防止為妥適規劃」之規定：

「區域計畫法」區計法第 15- 2 Ⅰ第 3 款所指環境保護、自然保育等事項，

因涉及相關部會權責時，故應由相關部會審查。此開發案之環境保護、自然

保育等，屬環保署所為環境影響評估之權責範圍，而此開發案之環境影響評

估經環評大會審議通過後，始提報被告區域計畫委員會辦理審議，並經區域

計畫委員會討論後決議有條件通過。

( 五 )	原處分違反區計法第 15-2 Ⅰ第 4 款「與水源供應、鄰近之交通設
施、排水系統、電力、電信及垃圾處理等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服
務能相互配合」之規定：

中科局所提出「舊濁水溪方案」及「濁水溪方案」等 2 項放流水排放方案，

既經環保署環評審查結論同意，則於中科局改採「海洋放流管排放方案」進

行開發前，此開發計畫自無與鄰近之排水系統無法相互配合之情形。

至於長期供水部分，屬於大度攔河堰替代方案之海水淡化廠，每日處理

中都會區劃設範圍」、圖 5-2 「臺中都會區範圍圖」、四「都會區發展規劃」及貳、「生活圈發展」三、

「生活圈發展構想」。

9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於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265 次審查會議時亦表示，依「中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草案，針對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後續開發之區位為原則性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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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又超過 1 千公噸以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10，是於環境影響評估完成審

查或經認可，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開發許可後，始能確定該長期水源

供應能與此開發計畫「相互配合」，此更可看出原處分不待此開發計畫之長

期供水工程之環境影響評估完成審查或經認可，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開發許可，以確定長期水源供應能與此開發計畫「相互配合」，即急於 98 年

11 月 16 日基於「不確定、不充分之資訊」許可此開發計畫，卻到 100 年 11
月間尚不知長期用水之水源何在之荒謬窘境。

( 六 )	原處分並未違反區計法第 15-2 Ⅰ第 5 款「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建
築物權利證明文件」之規定：

經查證中科局確實通知 11 土地所有權人進行協議價購，其有關協議價購之

相關事項包括地價、地上物等之協議條件、稅法及徵收補償相關規定及達成

協議或協議不成之處理，均明列於會議說明中，但並未達成協議，因此無從

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之權利證明文件，而須採取徵收方式取得產權。再

者，既已符合土地徵收條例所定得以徵收並已循前開相關規範之規定辦理，

自無須事先提出權利證明文件。且此開發案依據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申請開發之科學工業園區，有關基地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得予以徵收，並按

市價補償之。又基地範圍內之私有土地，依規定 12 辦理徵收，爾後經公告，並

將未領取之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實則已辦理完成徵收程序 13。

10 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1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11 中科局於 98 年 7 月 17 日以中建字第 0980014567 號開會通知單進行通知。

12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4 條之規定，以 98 年 12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0980232953 號函許可辦理徵收。

13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6 條第 3 項之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