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議長、陳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立倫

今日承蒙各位議員撥冗指教，針對頂新新燕土地變更

案、淡江大橋工程、捷運淡海輕軌、安坑、三鶯及安坑線執

行情形，謹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進行專案報告，以下將逐

一說明。 

 

頂新新燕土地變更案  

壹、 緣起 

    頂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原申請單位味全食品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於 99年 8 月 16日申請其所有位於三重工業區土

地變更案，本府依都市計畫法及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

議規範程序，提送市都委會及內政部都委會審議，因頂率公

司其所屬頂新集團涉食品安全，危害國人健康，且其所屬集

團因食安事件影響所及已造成社會經濟的重大負面影響。本

府基於原申請變更案之情勢變更，並考量頂率公司已無法實

現辦理本案應履行之義務，爰於 103 年 12 月 2 日函告頂率

公司對於本案本府不再受理任何程序之進行，終止相關程序，

檢還所有申請書件並副知內政部。 

    本府針對外界對本案之疑慮，並依據新北市議會第 2 屆

第 1 次臨時會要求，本府特針對頂新新燕土地變更案提出本

專案報告。 

貳、 本市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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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升格後，在區域計畫發展指導下，將以「嚮居之

都」作為未來發展願景，並以臺北市都心、新北市之溪北都

心與溪南都心成為臺北都會區三核心之空間發展架構。其中，

新北市之溪北都心未來將朝向國際創新產業為發展核心；溪

南都心則以人文商務為發展核心。新北市未來產業發展布局，

依現況產業之分佈及發展趨勢，將以 A、B、C 三軸帶作為發

展主軸，三重位於貫穿於核心區，建構於環狀捷運線沿線之

三重區、板橋區、中和區及新店區範圍之 C字軸，其產業發

展將朝向住宅、商業、服務及知識經濟都心產業發展為主。

（詳圖一）。 

 

一、整體發展構想 

    在上述空間發展結構及產業發展布局下，新北市核心區

發展應隨 C軸帶之產業發展布局作轉型調整，依其轉型處理

原則，內環區域（捷運環狀線內側及外側 500公尺以內）為

 

圖一  新北市產業發展軸帶示意圖 

AA軸－中山高、二高軸－中山高、二高2+2.52+2.5級產業級產業
BB軸－海空聯運關聯產業軸－海空聯運關聯產業
CC軸－住宅區、商業區、服務及知識經濟都心產業軸－住宅區、商業區、服務及知識經濟都心產業

AA軸－中山高、二高軸－中山高、二高2+2.52+2.5級產業級產業
BB軸－海空聯運關聯產業軸－海空聯運關聯產業
CC軸－住宅區、商業區、服務及知識經濟都心產業軸－住宅區、商業區、服務及知識經濟都心產業

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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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新北市三環三線的交通路網建置所帶來空間結構改變及 C

軸帶之產業發展轉型，在內環區域之閒置工業區鼓勵及支持

其轉型，未來產業機能將朝商業及服務業為主，產業升級為

輔，並配合人口政策適度規劃住宅區。（詳圖二）。 

 

圖二  都市計畫工業區調整指導原則分布示意圖 

二、新北市都市計畫都市發展暨工業區變更策略 

依據「新北市都市計畫都市發展暨工業區變更策略」

空間發展結構及產業發展布局下，及配合捷運新莊線通

車之發展現況，三重區應隨產業發展布局作轉型調整。 

為鼓勵內環區域之三重閒置工業區轉型，市府配合

前開工業區變更策略於捷運新莊線提出「擬定捷運新莊

線頭前庄站、先嗇宮站周邊都市更新計畫」，以發展「多

元機能產業活動，捷運水岸健康社區」為目標願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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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建構公共設施系統提供友善開放空間，塑造地區再發

展之風貌（詳圖三）。 

 

圖三 擬定捷運新莊線頭前庄站、先嗇宮站周邊都市更新計畫示意圖 

 

 
圖四 三重先嗇宮周邊地區整體開發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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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效益 

依據工業區檢討變更整體規劃，回饋公共設施用地

可提昇地區環境品質；回饋可建築土地可供本府運用於

公益性設施，並透過工業區檢討變更，促使適合三重地

區因基礎環境轉變之使用類型，帶動地區轉型發展。 

 

參、本市歷年都市計畫工業區變辦理概況 

本市轄內於 88年起至 103年辦理工業區個案變更認

定並經內政部都委會審竣案件共計 34 案（詳表一）。 

 表一  工業區個變認定並經內政部都委會審竣案件數量彙整表 

縣（市）長 任職期間 工業區個變認定並經

內政部都委會審竣案件

數量 

蘇貞昌 86~93年 6 

林錫耀 93~94年 10 

周錫瑋 95~99年     17  ＊ 

朱立倫 100年迄今 1 

合計 

 

34 

＊頂新案認定時間。 

 

肆、 本案辦理情形說明 

本案依據都市計畫法及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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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規範辦理，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 基地概要說明 

本案基地位於新北市三重區二重疏洪道西側，屬「新

北市都市計畫都市發展暨工業區變更策略」之內環區域。

計畫區範圍包括三重區中興段 1291 地號等 6筆土地，土

地面積合計 56,830.44㎡。 

 

圖五 基地位置示意圖 

二、 辦理變更法令依據 

本案係頂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99年 8月 16日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略以）：「都市

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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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

情況迅行變更：……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

時。」建議本案變更，並提出相關建設規劃藍圖。 

（一） 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依據「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 3

條規定（略以）：「…2.申請人興辦事業有具體可行之

財務及實施計畫者，經認定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第三款、第四款規定後，依程序辦理個案變更。…」 

本案於前臺北縣政府期間於 99 年 11 月 12 日依

據前開審議規範規定內容召開認定會議進行審議，並

檢視其工業區變更基本要件、檢討變更原則內容、回

饋內容及開發方式後，原則同意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辦理個案變更。 

（二） 都市計畫法 

本案經認定可進入都市計畫審議程序後，依據都

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草案公開展覽及舉辦說明

會，並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8 條規定經本市及內政部 2

級都委會審議在案。另本案係主要計畫，依都市計畫

法第 20條規定，其核定權係內政部權責。 

三、 都市計畫變更審議程序及回饋內容（審議歷程詳附件-

大事紀） 

（一） 本案係頂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 99年 8月 16日

向改制前臺北縣政府提出個案變更建議，經改制

前臺北縣政府 99年 11 月 12日會議認定原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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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依都市計畫 27條個案變更程序進行，全案經

二級都委會，8次專案小組會議及3次大會審議，

經 103 年 4月 1日內政部第 824次會議審竣，迄

今從未核定。 

（二） 依內政部 824次會議決議，因變更範圍超過公展

範圍，為避免影響他人權益，請本府依規定補辦

公開展覽，公展期間如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意見，

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否則再

提會討論。 

（三） 本府依內政部都委會決議，於 103年 6 月 4 日至

7 月 15 日再行公展 30 日，公展期間並無收到人

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經 103年 7月 25 日市都委

會 47 次大會審議，要求簽訂協議書草案應納入

主要、細部計畫附件據以執行。  

（四） 頂新集團爆發黑心油品及食品事件： 

本案 103 年 7 月 25 日市都委會審竣後，本府依內

政部都委會及市都委會決議於 103年 9月 11日與

申請單位針對公共設施、可建築用地及開發期程

先行簽訂協議書草案，以為後續回饋事項執行依

據，並要求申請單位依二級都委會決議及歷次專

案小組意見事項，修正都市計畫書、圖內容並經

本府審視是否完備後，方得依都市計畫法 20 條規

定報請內政部核定，惟因 103 年 10月發生頂新集

團涉及黑心油品及黑心食品事件，外界質疑該集

團之信譽已無法獲國人信賴，對於此案無論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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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益及後續應開闢公共設施之義務均已無法實

現及滿足社會之期待，本府隨即於 103 年 12 月 2

日函告頂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受理任何程序

之進行，並檢還所有申請書件，相關辦理時程詳

後附大事紀。 

四、 本案市府處理步驟 

（一） 都市計畫變更案內政部並未核定 

本案於 103 年 4 月 1 日內政部都委會第 824 次

會議審竣，並由頂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依照前開部

都委會決議修正計畫書、圖。本府已於 103 年 12

月 2 日函告頂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受理任何程

序之進行，並檢還所有申請書件，本案土地迄今仍

為工業區。 

（二） 終止程序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0 條規定，直轄市主要計畫

核定權在內政部，新北市政府若採用撤回或駁回等

方式，未來申請人只要以都市計畫 20 條規定提出，

主要計畫核定權並不在新北市，新北市無權撤回或

駁回，反而可能因此使三重新燕工變案之行政救濟

成功而更有被核定之可能，因此新北市政府採用終

止一切程序，是讓三重新燕案連「核定」的機會都

沒有，因此以「終止」而非「撤回」方式，務實地

讓頂新集團及其子公司「絕對負起相關責任」，所以

市府終止三重新燕案所有程序，本府基於上述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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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並考量社會觀感與本案已不符合公共利益之情

況下，衡酌頂率公司已無法實現其應履行之義務，

爰參酌行政程序法第 146 條規定（略以）：「行政機

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得終止一切程

序。…」，不再受理任何程序之進行，並檢還所有申

請書件。 

五、 本府堅定終止本案之態度及後續處理程序 

（一） 本府針對本案之態度 

本案無論從社會公益及後續各項回饋事項執行均

已無法實現及滿足社會之期待，且在頂率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所屬頂新集團沒有對黑心油與黑心食品負

起責任釐清社會疑慮前，本府對於抵制黑心油的立場

完全和民眾站在同一陣線，並堅守政府機關社會公平

正義原則，不再受理任何程序之進行。 

（二） 後續處理程序 

本府已於 103年 12月 2日正式函告頂率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不再受理該公司有關三重工業區變更任何

程序之進行，後續將向內政部說明不再受理相關程序

原因之本府立場，並請中央及內政部都委會協助本案

不予核定，達到終止本案之目的。 

伍、 結論 

新北市的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係在整體規劃架構

下，並依據都市計畫法及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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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辦理，引導閒置或不適合的工業區朝向機能轉型，以促

進產業升級及都市再發展。 

針對頂率開發所申請本案變更，在頂新集團對於食品安

全沒做出給社會具體的交待，以及社會對變更法令及程序誤

解仍未釐清前，本府不受理本案任何程序之申請，另因本案

都市計畫核定係內政部權責，後續依內政部要求補充相關資

料說明本府終止程序之理由，以供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討

論，並依內政部處理情形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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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大事紀 

時間 作業歷程 備註 

99.8.16 工業區變更掛件  

99.11.12 
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個

案變更認定會 

同意認定符合變更條件 

100.1.28 

簽府辦理公告及函知三重

區公所本案符合第 27 條並

請依法張貼公告辦理公展 

依前縣府同認定之原則

發文 

100.2.14~100.3.15 公開展覽三十天  

100.2.25 
三重區公所舉辦公展說明

會 

 

100.5.13 
市都委會第 1 次專案小組

討論 

 

100.9.9 
市都委會第 2 次專案小組

討論 

 

100.10.28 
市都委會第 3 次專案小組

討論 

 

100.11.11 
市都委會第 4 次專案小組

討論 

 

100.11.24 
市都委會第 13 次大會審竣

（需提送內政部賡續審議） 

 

101.3.27 報部審議  

101.5.17 
部都委會第 1 次專案小組

討論 

 

101.8.16 
部都委會第 2 次專案小組

討論 

 

102.1.9 
部都委會第 3 次專案小組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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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業歷程 備註 

102.6.4 
部都委會第 4 次專案小組

討論 

 

103.4.1 

內政部第 824 次都委會審

竣（要求修正計畫內容並重

行公展） 

 

103.6.4 重行公開展覽三十天  

103.7.25 

市都委會第 47 次大會審竣

未核定（尚須修正後送內政

部核定始得發布實施） 

 

103.9.22  

（本案因食安事件後續處

理方式） 

103年 9月 22日立院開始

質詢 

103.12.2  

函告頂率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不再受理任何程序之進

行，並檢還所有申請書件

（ 迄 今 仍 為 乙 種 工 業

區）。 

104.1.12  

本府說明終止本案所有申

請程序，使本案無機會報

內政部核定。 

刻正整理相關資料回覆內

政部，以供內政部提送該

部都委會討論，市府亦將

配合出席都委會協助說明

終止新燕案所有程序之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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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橋工程案 

壹、 本工程主辦機關為交通部公路總局，工程總經費

154.3 億元，由交通部、營建署及本府共同負擔，

本府負擔 60.3 億元。 
貳、 目前辦理情形： 

本工程分三標案推動，各分標進度如下： 

一、第一標（台北港臨港大道段）：長度 460 公尺，金額 4 億元

業於 103 年 9 月 12 日完成發包，於 103 年 10 月 17 日舉行

開工典禮，預計 105 年 8月底完工。 

二、第二標(八里端引橋至八里連絡道及淡水端隧道段工程)：長

度 3,657 公尺，金額 36 億元，預計 104 年 12 底完成設計，

105年 1月開工。 

三、第三標(主橋段)：橋長 1,540公尺，金額 76億元，預計 104

年 1 月底上網招標，104 年 8 月完成國際競圖，105 年 8 月

施工，109年 10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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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汐止民生線、三鶯線、安坑線及淡水輕軌案 

 

壹、 淡海輕軌 

(一) 路線： 
淡海輕軌運輸系統整體路網包含綠山線與藍海線，路線總長

度約為 14.1 公里，共設 20 座候車站，1 座機廠，概述如下： 

一、 綠山線 

路線起於捷運淡水信義線紅樹林站北側，沿中正東路(臺 2

乙線)北行，轉至淡金公路(臺 2 線)續往北，至金龍橋南側路

段規劃由原中央分隔帶轉向至該橋西側行進，沿金龍橋西側

行進後再轉回中央分隔帶佈設，續往北至濱海路左轉並於過

中山北路後由高架轉為平面型式，於沙崙路轉往北至新市六

路路口。路線長度約為 7.4 公里，其中高架路段約為 5.1 公

里；共設置 7 個高架候車站及 4 個平面候車站。 

二、 藍海線 

路線起於中山路(省道臺 2 乙線)與中正路(淡水老街)之分隔

島並設 B01 車站於此，上下行軌由此站分為「臺 2 乙段」

及「淡水老街段」採單軌佈設，分別設置 B02L 站及 B02R

站，於新生街與中山路交會後併為雙軌，並沿臺 2 乙線往西

佈設至沙崙海水浴場淡海路右轉經 11 號計畫道路跨公司田

溪後再右轉沿濱海路至淡海新市鎮沙崙路路口往北銜接綠

山線。路線長度約為 6.7 公里(其中單軌 2.53 公里)，共設置

9 個平面候車站。 

(二) 車站： 
綠山線共設置 7 個高架候車站(G01、G01A、G02A、G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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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3、G03A、G04)及 4 個平面候車站(G05、G06、G07、G08)；

藍海線共設置 9 個平面候車站(B01、B02R、B02L、B03、

B04、B05、B06、B07、B08)。 

(三) 機廠： 
位於綠山線 G08 候車站末端的西北側，機廠配置包括駐車

區、維修區、行政辦公區、及其他相關設施，面積約為 6 公

頃。 

(四) 經費： 
淡海輕軌運輸系統計畫整體路網總經費 153.055 億元（含用

地費），依行政院核定綜合規劃報告書之分擔比例，交通部

分擔約 16.704 億元，內政部營建署分擔約 70.902 億元，新

北市政府分擔約 65.449 億元。 

(五) 目前辦理進度： 
為符合第一期路網於 107 年底完工目標，遂推動濱海路一段

先期工程於 103 年 8 月 18 日起展開施工作業，統包工程已

於 103 年 11 月 7 日決標，103 年 11 月 23 日正式動工。目

前濱海路一段路樹移植、人行道及中央分隔島削減、路燈管

線設施遷移及施工圍籬均已施作完成，正進行高架橋墩細部

設計及各項施工作業，預定於 104 年 3 月份展開高架橋墩基

礎施工。 
 
 
 
 
 
 
 
 
 
 

16 
 

 



 
 
 
 
 
 
 
 
 
 
 
 
 
 
 
 
 
 
 
 
 
 
 
 
 

淡海輕軌運輸系統計畫整體路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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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捷運安坑線 

(一) 路線： 
路線由安泰路與安一路交會處北側之機廠起，沿著安一路中

央預留廊帶以平面方式北行，由安坑往新店方向，分別於喜

洋洋與甜蜜蜜社區附近設置 K1 站，玫瑰路口西側設置 K2

站，僑信路口西側設置 K3 站，車子路口西側設置 K4 站、

安忠路口東側設置 K5 站，繼續沿安一路安和支線轉接安康

路，繼續改以高架方式沿安和路北行，於安和路與安康路口

附近設置 K6 站，台灣麥芽廠附近設置 K7 站，跨越國道三

號高架橋、中安大橋引道後，於水工試驗室前轉東行並設置

K8 站，接續跨越新北環河快速道路、新店溪至新店十四張

地區，設置 K9 站與環狀線 Y7 站銜接，路線全長約 7.67 公

里。 

(二) 車站： 
共 9 站，全位於本市轄內，共設置 4 座平面車站(K1、K3、

K4 與 K5)、5 座高架車站(K2、K6、K7、K8 與 K9)。 

(三) 機廠： 
位於安泰路與安一路交會處北側（3.8 公頃）。 

(四) 經費： 
綜合規劃報告估計總經費 178.11 億元（本府 102.51 億元、

中央 75.60 億元），自償率為 33.66%。 

(五) 目前辦理進度： 
本計畫可行性研究於 102 年 7 月 1 日獲行政院核定，綜合規

劃報告行政院刻正審議中，本工程於計畫奉核後 7 年完工。

目前本府工務局於開闢安坑一號道路第二期(安和支線)工程

時，於安一路中央為安坑輕軌預留 12 公尺路廊，安一路段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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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先期工程並與安坑一號道路第二期(安和支線)工程同時開

工(103 年 11 月 7 日)。 

 

 

 
 
 
 
 
 
 
 
 
 
 

車站

安坑線

機廠K1

K2
K3 K4 K5

K6

K7

K8

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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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捷運三鶯線 
一、 路線： 

路線起於土城線頂埔站，採全線高架方式行經土城中央路四

段，跨越國道 3 號後進入三峽介壽路三段，其後行經橫溪環

河道路，於駕訓班及舊瀝青廠附近向西跨越三峽河，再利用

新闢之台北大學聯外道路，經國家教育研究院側，轉至三樹

路、國慶路、復興路至台北大學側，並沿國道 3 號路堤向西

跨越高速公路及大漢溪，進入鶯歌三鶯新生地，再沿鶯歌溪

跨文化路及縱貫鐵路，經三號公園後，續沿鶯歌溪側向北，

轉中山路北側跨中山高架橋及縱貫鐵路後經鶯桃路，最後於

鳳鳴國中轉福德一街(路)設置端點站及尾軌，路線全長約為

14.29 公里。 

二、 車站： 
共 12 座高架車站(土城 2 站、三峽 5 站、鶯歌 5 站)。 

三、 機廠： 
位於臺北大學特定區聯外道路南側、臨三峽河(約 14.3公頃)。 

四、 經費： 
綜合規劃報告估計總經費約 550.22 億元(本府 324.89 億元，中

央 225.34 億元)，自償率為 33.27%。 

五、 目前辦理進度： 
本計畫可行性研究於 101 年 9 月 3 日獲行政院核定，綜合規

劃報告行政院刻正審議中。103 年 10 月 28 日本府於復興路

至隆恩街段優先施作先期工程，該工程為三鶯線工程的一部

分，於國 3 路堤施作三鶯線高架橋為本計畫要徑施工項目，

優先闢建施工便道，後續土建工程廠商進場後可直接進行此

區域之高架橋墩基礎及橋樑工程施工，加速推動三鶯線興建

計畫。該工程開闢有利於未來主體工程施作，亦可兼作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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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使用，有助於地區交通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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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捷運汐止民生線 
(一) 路線：  

大稻埕→民生西路→民生東路→新湖一路→成功路→民權東

路→安康路→吉林街→社后（機廠） →中興路東側計畫道路

用地→大同路→康誥坑溪→新台五路→汐止區公所；支線：社

后機廠往北沿東湖社后交界之內溝溪，主線總長 17.52 公里，

本市轄 5.3 公里，東湖支線 2.26 公里（本市轄 1.86 公里）。全

線從 SB07 站至 SB15 站屬第一期範圍，其餘屬第二期範圍。 

 
 
 
 
 
 
 
 
 
 

 
圖 1：捷運汐止民生線路線示意圖 

 
(二) 車站：共 18 站，本市轄 7 站（皆為高架）。 

各站轉乘規劃如下： 

SB02 與淡水信義線─雙連站 

SB03 與中和新蘆線─行天宮站 

SB07 與東區南北線─Y34 站(規劃中) 

SB10 與文湖線─東湖站 
22 

 
 



SB13 與台鐵─樟樹灣站 

SB14 與台鐵─汐科站 

(三) 機廠： 
位於內溝溪以東及中山高以南之社后地區（9.8 公頃）。 

(四) 經費： 
綜合規劃總經費報告估計 1159.98 億元（本府負擔 196.25 億

元、臺北市負擔 718.30 億元、中央負擔 245.43 億元），自償

率為 42.79%。 

(五) 目前辦理進度： 
(一) 本計畫可行性研究於100年12月19日獲行政院核定，

目前由臺北市捷運局完成修正報告後刻正辦理報部作業。

為利捷運汐止民生線工程順利推動，本府於 103 年 10 月

13 日辦理汐止區大同路與新台五路中央分隔島植栽移植

等先期工程，分隔島植栽工程於 103 年 12 月至 104 年 1

月完成斷根及修枝作業，接續將進行分隔島拆除工程（104

年 2 月至 4 月）、路緣石鋪設及道路復舊工程（104 年 4

月至 5 月），本案預計 104 年 5 月 30 日完工，將有利於未

來捷運汐止民生線主體工程施作。 

(二) 本府工務局刻正施作新社后橋工程，總經費為 5.8 億

元，係為捷運民生汐止線的一部份，該計畫路線自內溝溪

以東沿吉林街、福德三路至中興路東側計畫園道南轉，沿

該計畫園道，復經福德二路及福德一路後跨越基隆河、續

往南經工建路後銜接大同路，全長 2500 公尺。橋型採曲

弦華倫桁架橋，第一層為汽機車、自行車及人行道，第二

層為捷運汐止民生線軌道。目前施工進度 85％，主橋吊裝

已完成，預計 104 年底前可完工，另配合捷運共構之縱樑

23 
 

 



及代辦捷運四座橋墩皆已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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