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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市鳳山路瓶頸路段改善暨道路拓寬工程」 

第二場公聽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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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

見。 

二、 開會日期：109年 10月 13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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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西坤 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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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秀英議員助理張晶榮、 

蔡宗智議員助理黃浯生、洪浩原議員助理廖倉賜 

南投縣南投市民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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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惠麟、涂志忠 

    本府： 

地政處：莊耀仁 

工務處：鄧皓勻、吳美姍、張雯筑 

六、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一) 土地所有權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羅文賢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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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慧琴、蔡周玲、王紹鵬(王聖光 代)、王銘萬、張建豐、許清沂、 

許河源(張麗雲 代)、蔡永紳、許潮淦、方綉華(董正宗 代) 

(二) 利害關係人：王聖光、張麗雲、董正宗  

七、 本府說明事項: 

(一) 說明興辦事業概況：詳第二場公聽會說明資料。 

(二) 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詳第二

場公聽會說明資料。 

八、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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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拓寬工程預計規劃設計

至完成施工，共計約 1 年期

程，請縣府依規劃期程辦

理。 

(2) 日後施工請做好交通維護，

減少對於附近住家影響。 

(3) 本案拓寬道路完工後，可提

供安全舒適行車環境，帶動

觀光業發展，期盼在縣府團

隊努力辦理下盡早施設完

成。 

1. 

(1) 本案拓寬工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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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案拓寬工程日後施工會責請施工單

位做好交通維護，減少對於附近住家影

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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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穆仁國里長： 

(1) 鳳山路排水不宜集中，尤其

在彰南路口處，此路段最低

點容易造成積水。 

(2) 鄰近彰南路口處小半山排水

攔砂壩處土堤不可破壞。 

2. 

(1) 有關鳳山路與彰南路路口排水，在設計

時以施設沉砂池方式將鳳山路側溝排

水分區分段導入鳳山排水及小半山排

水，避免排入彰南路側溝，而造成道路

淹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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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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經現況調查小半山排水攔砂壩上游處

土堤距本案拓寬範圍尚有一段距離，施

工時不會破壞土堤之結構。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

署彰化管理處： 

本案於第一次公聽會本處意

見(2)：路兩側溝雨污水不得

排入第一支線……，大府回

覆意見：「經現況調查鳳山路

施工路段至同源圳第一支線

間並沒有其他區域排水，惟

能排入處只有同源圳第一支

線……」，如此設計施作決非

正確作為，須知逕流入渠對

本站渠道管理影響甚鉅，若

造成災害非本處所能承受，

仍請縣府將新設側溝之排

水，應另外設計施作橫交排

水銜接下游區段道路側溝，

雨水逕流向東排放為宜，可

確保本站渠道安全，俾利灌

溉管理維護，而非設計沉砂

池等設施強行將逕流導入第

一支線灌溉渠道中，雨污水

排放實非屬本處權責。 

3. 

經評估現況以提高道路方式，道路側溝設

計採跨越同源圳第一支線暗渠上方進行排

水，如此就可避免道路逕流排入同源圳第

一支線之情形。 

 

4. 蔡周玲： 

(1) 增設自來水。 

(2) 電地下化。 

(3) 停車位。 

(4) 綠地 2~4米。 

4. 

(1) 本府於設計階段邀集臺灣自來水公司

召開管線協調會，確認於此路線是否有

增設自來水管線之規劃，或於協調會中

建議可配合本工程進行增設自來水管

線作業。 

(2) 本府於設計階段邀集台灣電力公司召

開管線協調會，確認於此路線是否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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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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下地之規劃，或於協調會中建議可配

合本工程進行管線下地作業。 

(3) 本拓寬工程依都市計畫規定劃設道路

寬度 8公尺，採雙向雙車道配置及道路

兩旁設置側溝，並無設側路臨停停車

位。 

(4) 本拓寬工程依都市計畫規定劃設道路

寬度 8公尺，採雙向雙車道配置及道路

兩旁設置側溝，有關國有土地是否可以

用 2米至 4米做綠帶，非屬本案討論範

疇，另案與國有土地管理機關會商是否

同意用 2米至 4米做綠帶。 

5. 張建豐： 

地號 331-2、331-4農地低於

路面，原有石砌擋住下雨流

下之垃圾及污水進入土地，

現徵收後建議低於路面之農

地加設一道石矮牆防止垃圾

及污水流入土地內造成污

染。 

5.  

有關農地低於道路路段，本府於外側溝牆

上方設計混凝土緣牆以防止垃圾及污水流

入土地內造成污染。 

6. 蔡永紳： 

(1) 台電可否地下化? 

(2) 自來水增設。 

(3) 國有土地是否可以用 2 米至

4米做綠帶。 

(4) 增設側路臨停的停車位。 

(5) 圍牆目前是砌磚，拆除後復

原也使用砌磚。 

6.  

(1) 本府於設計階段邀集台灣電力公司召

開管線協調會，確認於此路線是否有管

線下地之規劃，或於協調會中建議可配

合本工程進行管線下地作業。 

(2) 本府於設計階段邀集臺灣自來水公司

召開管線協調會，確認於此路線是否有

增設自來水管線之規劃，或於協調會中

建議可配合本工程進行增設自來水管

線作業。 

(3) 本拓寬工程依都市計畫規定劃設道路

寬度 8公尺，採雙向雙車道配置及道路

兩旁設置側溝，有關國有土地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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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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2米至 4米做綠帶，非屬本案討論範

疇，另案與國有土地管理機關會商是否

可以用 2米至 4米做綠帶。 

(4) 本拓寬工程依都市計畫規定劃設道路

寬度 8公尺，採雙向雙車道配置及道路

兩旁設置側溝，並無設側路臨停停車

位。 

(5) 有關「圍牆目前是砌磚」部分，本府依

查估基準辦理地上物查估及補償作

業，另有關「拆除後復原也使用砌磚」

部分，拆除後復原於外側溝牆上方設計

混凝土緣牆保護坡面防止土石流失，不

使用砌磚，懇請見諒。 

7. 王紹鵬(王聖光 代)： 

(1) 彰南路口側溝淤積。 

(2) 擋土牆施作範圍及面積通知

土地所有人。 

(3) 福興段 354 地號有人傾倒廢

棄物，此處有窪地可否借此

次工程填平。 

7.  

(1) 彰南路與本計畫交叉路口排水淤積問

題已納入本工程改善範圍內，在設計時

以施設沉砂池方式將鳳山路側溝排水

導入小半山排水，避免排入彰南路側

溝。 

(2) 本府於細部設計階段通知土地所有人

擋土牆施作範圍及面積。 

(3) 有關「福興段 354 地號有人傾倒廢棄

物」部分，會通知相關權責單位處理，

另有關「此處有窪地可否借此次工程填

平」部分，本案土方利用原則將依「公

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

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及「南投縣政府

暨所屬機關學校工程預算書編列原則」

等相關規定辦理。 

九、 結論： 

(一) 鳳山路(投 18線) 由 139線八卦路至台 14丁線彰南路止，其都市計

畫道路劃設起於民國 69 年 6 月 19 日公告擬定「南投八卦山脈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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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區計畫案」，沿至 109 年 6 月 30 日公告發布「變更八卦山脈風

景特定區主要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南投縣部分) 【第一階段】

案」，計畫路寬 8公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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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對於第一場公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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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另有關補償費問題，將擇期召開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議，通知所有

權人出席，予以詳細說明。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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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府會議記錄具體明確回覆後，如尚有疑

義或對本計畫工程不明瞭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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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