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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市鳳山路瓶頸路段改善暨道路拓寬工程」 

第一場公聽會議紀錄  

一、 開會事由：為辦理「南投市鳳山路瓶頸路段改善暨道路拓寬工程」

興辦事業計畫第一場公聽會，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

見。 

二、 開會日期：109年 9月 24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00分 

三、 開會地點：南投市福興里集會所(南投市彰南路三段 945號) 

四、 主持人：陳錫梧 處長            記錄：吳美姍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 

    立法委員:  

    內政部營建署中區工程處： 

    南投縣議會：張嘉哲議員、蔡宗智議員助理黃浯生、 

洪浩原議員服務處主任吳彩虹 

南投縣南投市市民代表會： 

    南投縣南投市公所：鍾韻儀  

    南投縣南投市福興里辦公處：穆仁國 里長 

    權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楊榮峰、涂志忠 

    本府： 

地政處：胡玉娟、林美子 

工務處：蕭西坤、張雯筑、何佳玟  

六、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一) 土地所有權人：臺灣彰化農田水利會(吳錡然 代、羅文賢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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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慧琴、鄒秀真、王繼德、王紹鵬、王寶琴、張明政、許清沂、 

許逢吉(邱素玟 代)、許河源(張麗雲 代)、許家興、許文宏、許潮淦、

許辰詳、方綉華(董正宗 代) 

(二) 利害關係人：邱素玟、張麗雲、董正宗  

七、 本府說明事項: 

(一) 說明興辦事業概況：詳第一場公聽會說明資料。 

(二) 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詳第一

場公聽會說明資料。 

八、 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 

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

述意見： 
回應與處理情形: 

1. 張嘉哲議員： 

(1) 本計畫拓寬工程完工後，可

改善鳳山路目前瓶頸路段，

讓行車更順暢、用路安全也

可獲得更好的保障，亦可促

進地方繁榮，辦理道路拓寬 

確有其必要性。 

(2) 對於本拓寬工程會盡力協

助，請縣府對於所有權人問

題協助解決。 

1. 

(1) 感謝張議員出席與提供寶貴意見， 鳳

山路(投 18 線)為南投八卦山脈風景特

定區及南投(含南崗地區)都市計畫之

計畫道路，計畫路寬 8 公尺，為 139

線八卦路與台 14 丁線彰南路之主要連

絡道路之一，該路段東側由南峰路至彰

南路之路寬約僅 4~5.5公尺，因路寬狹

窄不利會車，為鳳山路(投 18 線)目前

瓶頸路段，經向中央申請本案道路拓寬

之計畫補助，並已奉內政部核定

「104-111生活圈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補助經費辦理，本案計畫拓寬工程完工

後，可健全南投市交通路網系統建置，

對於觀光業發展及交通運輸扮演重要

之角色。 

(2) 本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經本次會議

紀錄具體明確回覆後，如尚有疑義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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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

述意見： 
回應與處理情形: 

本計畫拓寬工程不明瞭之處，本府將擇

期舉辦第二場公聽會再次說明，或請洽

詢南投縣政府 工務處 土木工程科 承

辦人員 吳美姍 049-2222723。 

2. 穆仁國里長： 

(1) 對於地價補償費請縣府考量

所有權人權益。 

(2) 本案道路拓寬後可促進地方

繁榮，請支持配合。 

 

2. 

(1) 感謝穆里長出席與提供寶貴意見，本

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應以

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指

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本案地價補償市價資訊之取得本府委

請不動產估價師進行評估協議價購市

價。 

本案目前委請不動產估價師辦理協議

價購地價查估作業，本府召開二場公聽

會後擇期召開協議價購會議，該會議通

知單檢附歸戶清冊說明協議價購市價

單價，請各所有權人撥冗出席協議價購

會議，本府請不動產估價師於會議中詳

細說明地價(協議價購市價)評估依據

說明。 

(2) 感謝穆里長支持與協助，道路拓寬後

可改善鳳山路目前瓶頸路段，發揮鳳山

路(投 18 線)東、西向重要聯絡道路之

功能，促進地方繁榮。 

3. 臺灣彰化農田水利會： 

(1) 本區施工路段與本會所有同

源圳第一支線(約 14K+300)

橫交(福興段 88、89、90、91、

98、97等地號)，因原道路下

方為早期施設無筋之箱涵，

年代久遠結構可能無法承載

重車輾壓，建議箱涵應一併

列入改善，以維護日後之交

3. 

(1) 同源圳第一支線橫跨鳳山路上下游

縱、橫斷面已有測量，並將橫向箱涵設

計納入本工程。 

(2) 經現況調查鳳山路施工路段至同源圳

第一支線之間並沒有其他區域排水，惟

能排入處只有同源圳第一支線，本路段

側溝只有道路逕流水，並無住家之污

水，且本公司設計在側溝排水進入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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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

述意見： 
回應與處理情形: 

通安全，並負日後管養之責。 

(2) 同源圳第一支線為灌溉專用

渠道，因此施工路區段兩側

之道路側溝之雨污水不得排

入本渠道，應導入鄰近之區

域排水，以維護渠道安全。 

圳第一支線前施設沉砂池，減緩流速留

砂，有效確保同源圳渠道安全。                           

4. 王紹鵬： 

(1) 部分土地正在做共有物分

割。 

(2) 331-1 地號現今做都市計畫

畫分後會造成以後蓋農舍的

問題。 

(3) 為何路只開至南峰路，是否

有圖利他人? 

4. 

(1) 部分共有人聲請法院訴訟共有物分割

事宜，因未經確定判決或接獲法院有限

制事項，本府續依土地徵收條例相關規

定辦理用地取得作業。 

(2)查福興段 331-1 地號原面積為 3450.99

平方公尺，經逕為分割後 331-1地號為

3146.26 平方公尺及 331-5 地號為

304.73 平方公尺(本案工程用地)，該

331-1 地號經分割後之面積符合申請

興建農舍之該筆農業用地面積不得小

於零點二五公頃。 

(3) 本計畫拓寬路段西起鳳山路與南峰路

交會處，向東延伸至鳳山路與彰南路交

會處止，長度約 816公尺，現況道路約

4~5.5公尺，因路寬狹窄不利會車，為

鳳山路(投 18 線)目前瓶頸路段，經向

中央申請本案道路拓寬之計畫補助，並

已奉內政部核定「104-111生活圈交通

系統建設計畫」補助經費辦理。本案計

畫拓寬工程完工後，可改善鳳山路目前

瓶頸路段，屆時更能發揮鳳山路(投 18

線)東、西向重要聯絡道路之功能，讓

行車更順暢、用路安全也可獲得更好的

保障，亦可健全南投市交通路網系統建

置，並無圖利他人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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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

述意見： 
回應與處理情形: 

5. 王寶琴： 

會後如有意見要如何聯絡? 

5. 如尚有疑義或對本計畫拓寬工程不明

瞭之處，請洽詢南投縣政府 工務處 土

木 工 程 科  承 辦 人 員  吳 美 姍

049-2222723。 

6. 王繼德： 

此次道路從規劃、徵收到道

路做好會多久? 

6. 本工程於 109年 9月開始規劃設計，預

定 110 年 2 月完成工程發包，預定 180

天完成施工，共計約 1年。 

十、 結論： 

(一) 本場公聽會主要說明本計畫內容、路線區位、用地範圍勘選說明、

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綜合評估分析及展示相關資料於會場，

並向與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說明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並對於出席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具體明確回應及詳細說明處理情形。 

(二) 經本府會議紀錄具體明確回覆後，如尚有疑義或對本計畫拓寬工程

不明瞭之處，本府將擇期舉辦第二場公聽會再次說明，或請洽詢南

投縣政府 工務處 土木工程科 承辦人員 吳美姍 049-2222723。 

十一、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