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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1/3

本縣盜濫採坑洞事件發生原因之概述

–地理位置

–地質狀況

–土石採取規則

–土石採取法

–陸上多於河川

–暴利吸引非法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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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2/3

辦理坑洞回填之歷程

–土石採取課成立前

 由農業局（水土保持法）、地政局（區域計畫法）

–土石採取課成立後

 由相關單位處分，土石採取課彙整

–土石採取法施行後

 完成『桃園縣政府聯合稽查取締盜濫採土石作業程
序』，陸上盜採土石之取締由工商發展局主政

 完成『桃園縣政府盜濫採土石之回填作業程序』

 坑洞回填由土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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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3/3

監察院2次對坑洞善後處理之糾正

–第1次

 時間：85年

 糾正內涵：本縣龜山鄉盜濫採遺留坑洞上方山壁

於民眾戲水時崩坍，造成多人傷亡。

–第2次

 時間：91年

 糾正內涵：業者不服本府退回原核准之坑洞回填

案件，陳情至監察院而引起監院對本

府坑洞回復處理狀況之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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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坑洞回填與處理之構想與策略1/3

 91/10/07-監察院對行政院提出糾正

 92/03/21-
–經濟部邀集行政院環保署、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農委
會、經濟部礦務局及本府相關單位研商本案處理方向

–結論

 有關本府應辦理之代履行、分工執掌及執行等事項，
應擬定實施計畫，於二週內陳報經濟部。

 桃園縣應對列管之二十多處坑洞進行分類後，陳報經
濟部後，由經濟部邀請有關機關現勘瞭解。

 構想-

–解決的問題？

–主辦單位？相關權責單位動員與協調？

–時效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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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
–與主管機關密切聯繫

–主辦單位：工商發展局

–相關權責單位動員與協調：

擬定實施計畫、提高層級、敘明嚴重性

–時效的掌握？

 2周

先完成實施計畫及各單位權責分工

提出遠中長程之規劃

二、坑洞回填與處理之構想與策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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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坑洞回填與處理之構想與策略3/3

策略 2

–蒐集坑洞基本資料

–彙整坑洞處理及處分過程

–確認坑洞範圍及所有權人：公有、私有

–私有土地者應確認是否完成法定程序

–確認主管機關對本府處理構想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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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作為與業務分工1/2

桃園縣政府處理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執行計畫

 依據：

– 經濟部92年3月26日經礦字第09202708000號函之協商會議
結論第一點及九十二年五月訂定之『陸上盜濫採土石坑洞
善後處理執行作業原則』辦理。

 目的：

– 為使本縣遭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早日妥適處理，以便有效
率解決坑洞所引伸之公共安全問題，並使土地達到適當之
使用。

 編組：

– 由本府下列成員單位組成執行小組，並請主任秘書擔任召
集人，建設局局長為副召集人，公用課課長為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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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刑警隊一組組長、交通隊業務組組長）：

1.取締砂石車輛，防止車輛超載及超速。

2.配合本計畫執行單位實施會勘及稽查等工作。

–環境保護局（綜計科科長、廢管科科長）：

1.申請案環保相關規定及許可之審查。

2.環境稽查工作。

–交通局（運輸規劃科科長）：

1.管制路線通行證核發業務。

2.協助指導運輸車輛通行路線及運輸時間。

–工務局（工程隊隊長、建管課科長）：

1.有關本計畫實施代履行之工作。

2.有關合法回填物回填處理之工作。

3.有關處理執行計畫是否影響排水功能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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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發展局（農務科科長、水保科科長）：

1.申請地點及執行計畫是否妨害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2.農地於回復農業使用時之判定工作。

3.山坡地回填之相關事宜。

– 城鄉發展局（都市行政科科長）：

1.都市土地之申請回填土地違規案情之調查及處分事宜。
2.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判定是否恢復適當使用之功能。

– 地政局（地用科科長）：

1.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判定是否恢復使用之功能。

2.協助查明違規土地之處分及相關事宜。

– 政風室（二課課長）：協助本計畫執行之政風預防問題。

– 工商發展局（公用科科長兼任）：

1.綜理申請回填事宜。

2.召開會議、制修定計畫、獎懲及其他工作之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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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作為與業務分工2/2

 執行計畫：分為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二部份。

–公有土地：
 申請機關：土地管理機關
 處理執行期限及展延
 處理程序：送件現勘、審核、監督管理、完工結案、獎懲

–私有土地：

 參照經濟部92年3月26日經礦字第09202708000號函之協商會
議結論第一點92年5月訂定之『陸上盜濫採土石坑洞善後處
理執行作業原則』辦理

 適用範圍：

–本縣大園鄉、觀音鄉及龜山鄉等經本府列管有案之35個坑洞
（參考國立中央大學環境研究中心規劃-桃園縣遭盜（濫）採土
石遺留坑洞之現況調查及整體規劃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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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步驟及階段管考1/3

近程：大園鄉轄內坑洞回填事宜

– 第一階段（92成效報告書列管期程與目標）：

 列管期程：至92年7月1日至92年10月31日

 目標：大園鄉轄內坑洞代履行工作之規劃設計

及監造事宜。

– 第二階段（本府後續工作列管期程與目標）

 列管期程：至93年12月31日

 目標：完成代履行回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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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工務局

協辦-工商局-大園坑洞處置之抗爭因應計畫

坑洞數-3
面積-2.25公頃
預估容積-8.5萬
地段-竹圍段
用地別-大園菓林地區都
市計畫之住宅區、農業區
及河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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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步驟及階段管考2/3

中程：觀音鄉轄內坑洞配合本府桃園科技工

業園區開發案，實施就地整復

–第一階段（92成效報告書列管期程與目標）
 列管期程：92年7月1日至92年12月31日

 目標：觀音鄉轄內坑洞配合本縣桃園科技工業園區開
發案，實施就地整復。

–第二階段（本府後續工作列管期程與目標）
 列管期程：至94年4月30日

 目標：觀音鄉轄內坑洞配合本縣桃園科技工業園區開
發案，實施就地整復-地下水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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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地政局

協辦-環保局-桃科工業區回填廢棄物

暫存、清除及處理計畫書

坑洞數-23
面積-17.8公頃

預估容積-57萬
地段-大潭段
用地別-非都市土地之一般農業區
之農牧用地、交通用地、國土保
安用地及工業區之農牧用地、丁
建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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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五、執行成效1/8

以桃園科技園區坑洞處理為例(坑洞區域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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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成效2/8

坑洞(K1～Ｋ７）及廢棄物(WG１～WG5)位置分
佈圖，WG-1N、WG-5S，L4、L5係開發過程新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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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成效3/8

•廢棄物開挖

 以重型機具進場開
挖。

 開挖之地下廢棄物，
先行翻曬減少含水
量，再行分類處理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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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成效4/8

•廢棄物分類

 翻曬後粗篩大型廢
棄物(如大石塊及大
木塊) 。

 粗篩後運至篩選場
進行大孔徑篩選滾
筒分類及小孔徑篩
選沃質土、重質物
(石、木塊)及輕質
(塑膠類)作業。

大孔徑
滾筒

小孔徑
滾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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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分類(篩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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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成效5/8

•廢棄物清運

 廢棄物集中堆置。

 清運至本縣焚化場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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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成效6/8

•土石方就地回填再利用

•營建施工所產生之剩餘
泥、土、砂、石、磚、
瓦、混凝土塊再利用回
填。

•土石方壓碎至粒徑 <
15 cm以下作為回填用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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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成效7/8

•土地開發效益

•89.08 - 經濟部核准桃科工業區編定。
•89.11 - 本府公告編定桃科工業區。
•92.04 - 內政部核准土地徵收計畫。
•92.04 - 本府公告徵收桃科工業區。
•92.07 - 工業區正式開工，園區內坑洞進行整復工程。
•94起 - 陸續完成土地開發及公共設施(變電站、用水廠

及污水處理廠)，並辦理土地出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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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效益 - 整復工業區內23處坑洞，並清除坑洞內之廢
棄物，完成工業區土地資源開發，並引進電子材料、工業
油品產業進駐，招商投資金額可達1600億元。

五、執行成效8/8

•土地開發效益

服務園區
社區公園

生態公園

景觀原水池27/32



六、附錄1/2

•桃園縣農業用地整地改良管制規則

1.僅供實際作為農業生產申請。

2.下列區域除外：
（1）特定水土保持區。
（2）經政府機關公告為自然生態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自

然保留區。
（3）飲用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
（4）經本府會勘認定屬不適合填土地區。
（5）農業用地因恢復原編定使用，則不限區域。

3.恢復原編定使用及農地改良後之高度以四鄰土地或道路為原則
。

4.原有土方及砂石不得外運或影響灌溉、排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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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農地改良之土壤來源以縣內為限。

6.不得有磚、瓦、混凝土塊等營建廢棄物垃圾等有害物質。

7.申請書件：

（1）農業經營計畫書並經相關技師簽證。

（2）最近三各月之土地謄本、地籍圖騰本。

（3）使用分區證明書（非都市土地免附）

（4）位置圖、現況照片、航照圖。

（5）合法料源證明文件及相關學術或試驗研究單位出具之檢驗
報告證明文件。

（6）土方運輸計畫：應載明總運量、作業期程、運輸路線圖、
運輸車種、號碼、車次等具體內容，另應敘明填土作業現
場存證方式，並經相關技師簽證。

（7）水土保持計畫（非山坡地主免附）

（8）運輸污染環境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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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四鄰同意書或協議書。

（10）農地改良計畫圖說：包含原地表及回填整復後地表高程

圖、土方數量計算書、農地管理作業說明書。

（11）土地所有權人切結書。

（12）供（受）土同意書。

（13）農地改良計畫期程。

8.審查規費收取3000元，保證金以改良數量每立方20-40。（回
填完成後退還）

9.恢復原管制使用或農地改良計畫經相關單位會勘及審查同意後
，核發移土或改良許可及流向管制四聯單，並副知縣警局及公
所管制。

10.核准施工期以一各月為限，得展延二次，每次以一各月為限
。（0700-1900）

11.得委由鄉鎮市公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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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2/2

•桃園縣大園鄉工業用地回填整復

1.依據經濟部訂頒「陸上盜濫採土石坑洞善後處理計畫」辦理。

2.土地所有權人委託工程公司申請，由土地管理單位(本府工商
局工商輔導科)受理，並邀集本府工務、環保、水務、地政、
交通及警察等單位會勘審查。

3.經審無違反各管法令規定，同意整復計畫，應完成附帶條件：

（1）開工前取得本縣核准之合法土資場證明文件，並經本府工
務局確認無誤。

（2）本府委託專業單位或學術機構辦理監督，並由申請人繳納
監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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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繳納回填保證金(每立方公尺20元) 。

（4）依核定之回填整復計畫完成相關安全與環境維護設施後，
報府會勘，經勘驗後始得開工。

（5）應依核定計畫之回填整復期限內完成，逾期本府認有必要
或有嚴重缺失者，得廢止整復計畫，未完成之工程項目，
由本府由申請人繳納之回填保證金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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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整復前坑洞狀況
核定計畫後勘驗設施

回填整復中開挖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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