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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辦理「南投市鳳山路瓶頸路段改善暨道路拓寬工程(前段)」 

   第二場公聽會說明資料 

一、 本府說明興辦事業概況： 

(一) 鳳山路（投 18 線）由八卦路（縣道 139 線）至彰南路（省道台 14

丁線）止，屬都市計畫道路，道路全長約 3,246 公尺，計畫寬度 8

公尺，其中西側近八卦路約 200 公尺路段之現況寬度僅約 3~5 公

尺，東側近彰南路約 816 公尺路段之現況寬度約僅 4~5.5 公尺，其

餘路段已拓寬 8 公尺完竣，因尚未拓寬路段路面狹窄不利會車，為

鳳山路（投 18 線）瓶頸路段，經向內政部申請補助，已核定列入

「104-111 生活圈交通系統建設計畫」補助經費辦理。鳳山路尚未

拓寬路段用地取得本府分段辦理，本府於 110 年 4 月完成東側近彰

南路約 816 公尺路段用地取得完畢，故鳳山路全長僅剩西側近八卦

路約 200 公尺路段尚未用地取得，該路段為本案之用地取得工程範

圍，而本公聽會係針對「南投市鳳山路瓶頸路段改善暨道路拓寬工

程(前段)」路段用地取得作業舉行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 

(二) 本場公聽會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召開，本

案勘選徵收用地範圍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本

案勘選用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已依該要點第二

點規定檢視需用土地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必要性，依『徵收土地範

圍勘選作業要點』綜合評估如后，用地範圍勘選說明﹕ 

1. 公聽會揭示:張貼會場 

(1) 土地使用計畫圖-示意略圖(含照片)。 

(2) 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示意略圖(已加註圖例)。 

(3)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示意略圖(已加註圖例)。 

(4)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示意略圖(已加註圖例)。 

(5)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示意

略圖(已加註圖例)。 

2. 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 

本案拓寬路段西起八卦路與鳳山路交會處，向東延伸至鳳山路

與八卦路 1146 巷 29 弄交會處止，長度約 200 公尺，現況道路

僅約 3~5 公尺，南、北兩邊為農作物及少許建築物。本案拓寬

路段地勢緩坡。 

3.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工程範圍內公、私有土地共計 15 筆，面積合計為 0. 12064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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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公有土地 4 筆，面積為 0. 027641 公頃，占用地面積 22.91

﹪，預計取得 11 筆私有土地，面積為 0.093000 公頃，占用地面

積 77.09﹪。 

4.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 

用地範圍內大部分為既有道路，小部分為農作物及建築改良物。 

5.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 

  均屬道路用地，其面積之比例 100%道路用地。 

6.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1) 鳳山路（投 18 線）由八卦路（縣道 139 線）至彰南路（省

道台 14 丁線）止，屬都市計畫道路，道路全長約 3,246 公

尺，計畫寬度 8 公尺，其中西側近八卦路約 200 公尺路段之

現況寬度僅約 3~5 公尺，東側近彰南路約 816 公尺路段之

現況寬度約僅 4~5.5 公尺，其餘路段已拓寬 8 公尺完竣，因

尚未拓寬路段路面狹窄不利會車，為鳳山路（投 18 線）瓶

頸路段，經向內政部申請補助，已核定列入「104-111 生活

圈交通系統建設計畫」補助經費辦理。 

(2) 鳳山路尚未拓寬路段用地取得本府分段辦理，本府於 110

年 4 月完成東側近彰南路約 816 公尺路段用地取得完畢，故

鳳山路全長僅剩西側近八卦路約 200 公尺路段之現況寬度

僅約 3~5 公尺路段尚未用地取得，該路段為本案拓寬路段

之用地取得工程範圍。 

(3) 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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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觀光業發展及交通運輸扮演重要

之角色，因此辦理私有土地徵收確有其合理性。 

7.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案都市計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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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在案，用地勘選以既有道路辦理拓寬，儘量利用公有

土地，工程規劃範圍內僅就必要之道路工程及其他附屬工程施

設，本案拓寬工程道路長度約 200 公尺，道路寬度 8 公尺，採

雙向雙車道配置及道路兩旁設置側溝，用地範圍勘選已考量道

路現況、土地地形、土地利用完整性、行車安全性與便利性等

因素後進行整體規劃設計，所需私有土地皆為事業所需要而不

可避免，故已達交通改善效益下所必需使用最小限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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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礙於地形環境及前後路段銜接，經審慎勘選工程用地後，就損

失最少之地方為之，依都市計畫劃設道路拓寬對當地影響最

小，考量地方實際需求，為改善道路交通，經審慎評估後，並

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9.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本案拓寬路段依既有道路拓寬對當地影響最小，完工後可改善

鳳山路瓶頸路段，考量地區整體交通路網安全、順暢，確有必

要辦理本案道路拓寬工程。另本案係屬道路工程，考量用路人

財產生命安全，尚不能剔除無意願者之土地。 

二、 本府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一) 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本府依據土地徵

收條例第 3 條之 2 規定，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

永續發展因素及其他因素予以綜合評估分析，分析內容詳如后: 

南投縣政府興辦「南投市鳳山路瓶頸路段改善暨道路拓寬工程(前段)」  

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綜合評估分析： 

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一)社會因

素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

多寡、年齡結構 

1. 影響人口之多寡:本案工程用地位於南

投市鳳山里，該里戶數約 411 戶，人口數

總計約 1,171 人，預計取得 11 筆私有土

地，面積 0.093000 公頃，計畫範圍內受

影響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85 人。 

2. 年齡結構: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20 以下

0 人占 0％、20 歲至 40 歲 3 人占 3％、40

歲至 65 歲 38 人占 45％、65 歲以上 44 人

占 52％，年齡分布於老年人口為多數，

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因提供更舒適行車

品質及安全交通路網，促進觀光業發展。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

會現況之影響 

本案拓寬路段現況路面寬度僅約 3～5 公

尺，因路寬狹窄不利會車，為鳳山路(投

18 線)目前瓶頸路段，本案拓寬工程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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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觀光業發展及交通運



 4 

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輸扮演重要之角色。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

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案拓寬路段坐落南投市，周圍居民主要

經濟活動為農業或另有其固定職業者，本

案拓寬工程完工後可提供舒適安全的交

通運輸環境及便利來往人車之通行，增加

觀光車潮，帶動觀光業發展，進而創造觀

光業就業機會，因此對周圍社會現況，計

畫範圍外之弱勢住民、族群生活型態亦可

改善。 

4.徵收計畫對健康風

險之影響程度 

本興辦事業性質屬交通事業，本案拓寬工

程內土地辦理徵收後主要作為道路使

用，施工期間針對廢棄物、空氣品質、噪

音振動、水質、交通維持、景觀等皆研擬

相關防治措施（符合行政院環保署「營建

工程空氣污染防治設施管理辦法」之規

定）；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可提供更安

全交通路網，可望降低交通事故發生機

率，減少對於道路周邊居民健康風險之危

害。 

(二)經濟因

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

響 

(1) 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將改善工程範

圍鄰近區域交通路網系統，提供安全行車

環境，藉以提高農產品及觀光業等投資，

帶動鄰近土地利用價值，進而增加政府稅

收。 

(2) 對於地價稅、土地增值稅等地方稅收

及屬中央政府稅收之營業稅等均可望增

加。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

全影響 

本案屬都市計畫劃設之道路用地，非劃設

作為糧食或經濟作物之生產供應地區，且

本案工程規劃當時已考量維持既有農業

灌溉排水路的功能，本拓寬路段用地大部

分為既有道路，小部分種植鳳梨，並無

米、麥等主要糧食種植，且本案工程為線

型道路工程，對糧食安全影響程度有限。 

3.徵收計畫對增減就 本案工程周遭產業以農業及觀光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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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業或轉業人口 要經濟活動，本案工程為線型道路工程擬

取得農地面積小，本案工程完工後，因提

供安全行車環境，促進當地農產品銷售，

帶動觀光業成長，對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具正向影響。 

4.徵收費用、各級政

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

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

擔情形 

本案工程用地取得地價補償費及土地改

良物補償費等，將依「104-111生活圈交

通系統建設計畫」相關規定，由中央與地

方(本府)依比例個別支出，徵收費用已納

入預算足敷支應，並無造成財政排擠效

果。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

牧產業鏈影響 

 

本案屬都市計畫之道路用地，工程沿線主

要以農業為主，並無林業相關產出，另漁

業及畜牧業因地形因素，並不適合本區發

展，故本案工程完工後，仍以增進農業生

產運輸為要，並促進當地農產品加工、銷

售等產業成長，對當地農產品產業鏈具正

面影響。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

用完整性影響 

本案道路用地係依都市計畫劃設，已考

量區域交通系統流暢與空間機能配置，

完工後將串聯周邊道路以達到土地利用

與交通運輸便利性，促使土地合理利

用，以期發揮土地利用之完整性。 

(三)文化

及生態因

素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

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案工程範圍現況地形緩坡無特殊自然

景觀，本案屬線性工程，僅就必要之道路

工程及其他附屬工程施設，未做大規模開

挖工程，儘可能維持原有之城鄉自然風

貌。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

文化古蹟改變 

根據文獻記載及調查，本範圍及周邊並

無文化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

日後施工倘發現地下蘊藏相關文化資

產，將責承包商依文化資產等相關規定

辦理。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 1. 本案除施工期間可能影響周邊交通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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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

改變 

線，造成當地居民生活上些許不便外，並

無太大影響，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將能提

供更佳之道路服務品質，提升當地生活環

境與生活條件，進而提高當地居住生活品

質。 

2. 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因提供安全行

車環境，促進當地農產品銷售，帶動觀光

業成長。 

4.徵收計畫對該地區

生態環境之影響 

範圍內無特殊生態，且屬線型道路拓寬工

程，本案未導致該地區生態環境有重大改

變及負面效果。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

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有助於加速南投縣

南投市農產品運輸銷售及觀光業發展，未

來加強南投市周邊各重要交通節點間之

聯繫，深具影響，對於周邊居民或社會整

體發展有益。 

(四)永續發

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交通建設為都市重要指標，屬永續發展政

策綱領中「永續經濟層面」之一，本案道

路拓寬路段為都市計畫劃設之道路用

地，預計工程完工後將可提升南投市地區

之道路交通便利性，結合區域交通路網，

提供優質永續之運輸服務，以永續南投市

地區發展。 

2.永續指標 公路運輸系統是民眾的交通工具，更是民

眾生活環境一環，為確保人民擁有安全、

健康及舒適的運輸環境，除了降低運輸工

具所產生的空氣污染外，本案工程施工工

法採順應地形、地勢，配合地方特色以降

低環境衝擊，確保地方永續發展。 

3.國土計畫 本案工程用地屬都市計畫劃定之道路用

地，經都市計畫程序進行整體評估並完成

相關法定程序公告在案，並無妨礙都市計

畫使用情形，符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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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五)其他 依徵收計畫個別情

形，認為適當或應加

以評估參考之事項。 

本案拓寬路段依既有道路拓寬對當地影

響最小，完工後可改善鳳山路瓶頸路段，

考量地區整體交通路網安全、順暢，確有

必要辦理本案道路拓寬工程。另本案係屬

道路工程，考量用路人財產生命安全，尚

不能剔除無意願者之土地。 

(六)綜合評

估分析 

本案道路拓寬工程在符合都市計畫相關規定下辦理，本案拓寬工

程完工後，可提高行車安全及提升沿線土地利用價值，並有助於

帶動區域發展效益，符合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合法

性，經評估應屬適當。 

 

(二) 本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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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予

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1. 公益性： 

(1) 本案拓寬路段現況路寬狹窄不利會車，影響往來民眾行車安全

及觀光業發展，本案道路拓寬完工後，可改善當地居民用路安

全及促進觀光業發展，提供更舒適行車品質及安全交通路網。 

(2) 本案拓寬道路完工後，可提昇農業運輸條件，有助於農產品銷

售，可改善既有狹窄道路，提供安全舒適行車環境，帶動觀光

業發展，故本案事業計畫對於農產品銷售、交通運輸及觀光業

發展均有助益，符合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2. 必要性： 

(1) 鳳山路（投 18 線）由八卦路（縣道 139 線）至彰南路（省道台

14 丁線）止，屬都市計畫道路，道路全長約 3,246 公尺，計畫

寬度 8 公尺，其中西側近八卦路約 200 公尺路段之現況寬度僅

約 3~5 公尺，東側近彰南路約 816 公尺路段之現況寬度約僅

4~5.5 公尺，其餘路段已拓寬 8 公尺完竣，因尚未拓寬路段路面

狹窄不利會車，為鳳山路（投 18 線）瓶頸路段，經向內政部申

請補助，已核定列入「104-111 生活圈交通系統建設計畫」補助

經費辦理。 

(2) 鳳山路尚未拓寬路段用地取得本府分段辦理，本府於 110 年 4

月完成東側近彰南路約 816 公尺路段用地取得完畢，故鳳山路

全長僅剩西側近八卦路約 200 公尺路段尚未用地取得，該路段

為本案之用地取得工程範圍。 

(3) 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可改善鳳山路目前瓶頸路段，屆時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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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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觀光業發展及交通運輸扮演重要之角色，因

此辦理私有土地徵收確有其合理性。 

3. 適當與合理性：  

(1) 本案拓寬路段在符合都市計畫相關規定下辦理。 

(2) 本府經審慎勘選工程用地後，礙於地形環境及前後路段銜接，

經審慎勘選工程用地後，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依都市計畫

劃設道路拓寬對當地影響最小，工程規劃範圍內僅就必要之道

路工程及其他附屬工程施設，使道路拓寬計畫對於社會及居民

生活之影響降縮至最小限度，符合事業計畫造成侵害最少之適

當與合理性原則。 

4. 合法性： 

(1) 本案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及都市計畫法第 48條規

定辦理用地取得作業。 

(2) 本案經費已奉內政部核定「104-111生活圈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補助辦理，且已納入預算足敷支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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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曾振炎議員： 

(一) 有關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

可促進地方繁榮。 

(二) 地價補償以市價辦理。 

(三) 本案工程用地範圍內有墓

地，請縣府排定會勘，詳

細與土地所有權人溝通及

說明處理情形。 

 

一、 

(一) 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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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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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有關墓地乙案，本府訂於 110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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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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現場會

勘，本府已先請測量公司將工程用地

範圍放樣，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邀集

相關單位會商研議處理。 

第二場公聽會補充說明： 

本案經委託工程顧問公司現場依道

路計畫樁位放樣計畫道路範圍，並邀

集墓園所有權人到場指界確認無

誤，惟該墓園所有權人甚多，會勘是

日到場所有權人未全數到齊，本日會

勘確認道路範圍位置，將請到場所有

權人代表人協助周知，倘有其他意見

或建議，請洽本府工務處(土木工程

科)辦理。 

二、 張嘉哲議員： 

(一) 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可改

善鳳山路目前瓶頸路段，

提供安全行車路線。 

(二) 所有權人有何問題請踴躍

發言，請縣府詳細與土地

所有權人溝通說明。 

(三) 本案工程用地範圍內有墓

地，請縣府與土地所有權

人溝通及說明處理情形。 

 

二、 

(一) 鳳山路全長僅剩西側近八卦路約 200

公尺路段之現況寬度僅約 3~5公尺路

段尚未用地取得，該路段為本案拓寬

路段之用地取得工程範圍，本路段拓

寬工程完工後，可提供用路人安全行

車路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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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有關墓地乙案，本府訂於 110年 8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現場會

勘，本府已先請測量公司將工程用地

範圍放樣，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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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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單位會商研議處理。 

第二場公聽會補充說明： 

本案經委託工程顧問公司現場依道

路計畫樁位放樣計畫道路範圍，並邀

集墓園所有權人到場指界確認無

誤，惟該墓園所有權人甚多，會勘是

日到場所有權人未全數到齊，本日會

勘確認道路範圍位置，將請到場所有

權人代表人協助周知，倘有其他意見

或建議，請洽本府工務處(土木工程

科)辦理。 

三、 于秀英議員助理張婉慈： 

(一) 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可促

進地方發展。 

(二) 所有權人有何問題請踴躍

發言，請縣府重視並用心

解決。 

(三) 本案工程用地範圍內有墓

地，請縣府與土地所有權

人溝通及說明處理情形。 

 

三、   

(一) 本案道路拓寬工程在符合都市計畫

相關規定下辦理，本案拓寬工程完工

後，可提高行車安全及提升沿線土地

利用價值，並有助於帶動區域發展效

益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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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有關墓地乙案，本府訂於 110年 8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現場會

勘，本府已先請測量公司將工程用地

範圍放樣，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邀集

相關單位會商研議處理。 

第二場公聽會補充說明： 

本案經委託工程顧問公司現場依道

路計畫樁位放樣計畫道路範圍，並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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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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墓園所有權人到場指界確認無

誤，惟該墓園所有權人甚多，會勘是

日到場所有權人未全數到齊，本日會

勘確認道路範圍位置，將請到場所有

權人代表人協助周知，倘有其他意見

或建議，請洽本府工務處(土木工程

科)辦理。                        

四、 藍豐文里長： 

建請公墓段變更路線設計。 

四、  

有關墓地乙案，本府訂於 110年 8月 19日

(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現場會勘，本府已

先請測量公司將工程用地範圍放樣，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及邀集相關單位會商研議處

理。 

第二場公聽會補充說明： 

本案經委託工程顧問公司現場依道路計畫

樁位放樣計畫道路範圍，並邀集墓園所有

權人到場指界確認無誤，惟該墓園所有權

人甚多，會勘是日到場所有權人未全數到

齊，本日會勘確認道路範圍位置，將請到

場所有權人代表人協助周知，倘有其他意

見或建議，請洽本府工務處(土木工程科)

辦理。 

五、 藍宏仁： 

土地路線會用到藍氏家族墓

地，希望路線可以用既有路線，

不要影響到墓地。 

五、  

有關墓地乙案，本府訂於 110年 8月 19日

(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現場會勘，本府已

先請測量公司將工程用地範圍放樣，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及邀集相關單位會商研議處

理。 

第二場公聽會補充說明： 

本案經委託工程顧問公司現場依道路計畫

樁位放樣計畫道路範圍，並邀集墓園所有

權人到場指界確認無誤，惟該墓園所有權

人甚多，會勘是日到場所有權人未全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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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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本日會勘確認道路範圍位置，將請到

場所有權人代表人協助周知，倘有其他意

見或建議，請洽本府工務處(土木工程科)

辦理。 

六、 林世鎔： 

對於南投市鳳山里八卦路與鳳

山路口瓶頸拓寬工程我們既有

地上物 (圍牆 )跟水電相關設

施、地下排水管路都會受到很大

影響，是不是在拓寬前先把我們

地上物跟相關水電設備、地下排

水管路先行移到適當位置，保障

我們權益。 

另外一點就是，整條鳳山路最大

的缺失應該是中間路段彎路部

份，行車非常不順暢，安全性也

受到質疑，是不是也列入一並考

量，不然整體拓寬效益也大打折

扣。 

六、  

本案地上物查估委請南投縣政府地政處依

據南投縣政府主管機關訂定之查估基準估

定之。地上物(圍牆)部分依規辦理地上物

補償作業，水電相關設施及地下排水管路

部分，本府於施工階段會與台端協調，先

行移到適當位置，保障台端權益。 

另「整條鳳山路最大的缺失應該是中間路

段彎路部份，行車非常不順暢，安全性也

受到質疑」部分，本府說明:該路段非屬本

案工程用地範圍，且本案係爭取中央補助

經費辦理，目前並無相關經費一併辦理改

善中間路段彎路部份，宜另案研議辦理。 

七、 鄭淑霞： 

邊坡部分應設置擋土牆保護，避

免土石流入道路。 

七、  

本府於邊坡部分設置擋土牆保護，避免土

石流流入道路。 

八、 藍忠雄： 

建議興建拓寬道路乙案 

(一)、 對於地區繁榮經濟發展

很好。 

(二)、 地與物賠償問題，希望優

惠補助。 

(三)、 土地所有權人望上級能

優惠補助。 

以上幾點建議望請上級能于採

納。 

八、  

感謝台端支持興建本案拓寬工程。 

(一)、 本案拓寬工程完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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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 地價補償部分: 

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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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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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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於會議中詳細說明地價(協議價購市

價)評估依據說明。 

2. 地上物部分: 

本案地上物查估委請南投縣政府地政

處依據南投縣政府主管機關訂定之查

估基準估定之。 

第二場公聽會補充說明：協議價購地

上物以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 

(三)、 本案工程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用地

取得，本府均依土地徵收條例及相

關規定辦理，在法律範疇內以較土

地所有權人較有利方式辦理。 

感謝台端提供寶貴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