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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業務報告 »»用地及管線遷移業務

本課辦理96年度用地取得及管線遷移業務，主要包含國

道高速公路（通車路段）橋梁耐震補強（第一期）工程、國

道1號員林－高雄段拓寬工程、銜接路竹科學園區新增交流

道工程、鼎金系統交流道增設南下右轉高架銜接國10匝道工

程、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增建東西向快速公路萬里瑞濱線

大華系統交流道工程及臺北縣特二號道路銜接土城交流道工

程等；茲將上述工程「用地取得」、「路權界樁復樁埋設」

及「管線遷移」執行項目分述如后：

一、用地取得

前述工程用地取得業務包含補辦徵收、撥用作

業、協議價購、地上物處理、新增建築物第一次登記

及用地徵收等，簡述如下：

(一)、補辦徵收及撥用作業：

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拓寬(臺南都會區路段)工

程於民國89年4月開工，依路權界址施作，惟臺南

縣政府於民國89年底辦理地籍重測，90年12月29日

辦竣地籍圖重測登記，發現部分工程完工後座落仁

德鄉田厝段1264-6地號（重測後民安段416地號等15

筆土地（私有13筆，公有2筆）；即部分設施未於

路權內；為考量工程完整性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至依重測結果辦理徵收及撥用等相關事宜。

惟上揭土地屬都市土地，需依規定先申辦都市

計畫變更， 95年12月20日臺南縣政府以府城都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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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260302A號公告「變更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高速公路用地）案，95年12月22日發布實施；另於96年05月02日以府城

都字第0960093235B號公告變更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本處即展開用地徵

收及撥用作業，並代辦部稿致送內政部及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有關私有13筆土地，內政部於96年10月08日台內地字第0960152279號

函：「准予徵收」；公有2筆土地，行政院於96年12月10日以院授財產接字

第0960033921號函：「准予有償撥用」。

(二)、協議價購

國道1號新竹-員林段拓寬工程，已完工之邊坡及圍籬（即位於頭份苗

栗段北上側里程116K+356至116K+368附近），經查座落於頭份鎮尖山下段

1542-2及1543-2地號2筆私有土地及臺灣電力公司所有同地段459-2地號土地

上。

邊坡及圍籬在無法退縮情況下，95年度與私有土地業主完成簽訂土地買

賣契約書作業，於96年3月6日完成移轉國有登記；另屬臺電公司所有之土

地，95年度未達成協議，本年度賡續協調（即96年2月9日續邀該公司開會協

商），終獲同意以協議價購方式讓售，亦於96年5月30日雙方簽訂土地買賣

契約書，辦理移轉國有登記。

有關3筆土地已分別於96年4月4日及96年6月22日現地會勘，點交予高公

局中區工程處苗栗工務段接管養護。

(三)、地上物處理：

A、「國道高速公路（通車路段）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1期）第M13C標工程

基隆29號橋P24及P25橋墩施工，既有橋下地上建築物（基隆市營

造業職業工會候工所）需配合辦理拆除。高公局96年8月2日以路字第

0960019132號函請本處儘速召開協調會，以利承包商進場施工，本處即分

別於96年08月17日、09月10日及11月08日三次邀請基隆市政府暨基隆市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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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職業工會等單位辦理現地會勘及開會研商，基隆市營造業職業工會與

會代表均表示：「該建築物經國道高速公路局同意建造，於73年3月竣工，

使用迄今；請高公局研議免予拆除候工所RC建物之其它替代方案，若無法

克服，同意配合施工拆除，惟完工後請復舊」。

有關免予拆除候工所RC建物之替代方案部分，經林同棪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審慎研議，建議維持原設計橋墩P24及P25基礎之耐震補強方式

施工，至完工後復舊部分，另請基隆市政府鼎力協助解決，並經該府社會

局、工務局分別於96年10月25日及96年12月26日主政召開協調會，預計隔

（97）年2月底前辦竣拆遷作業。

B、國道1號銜接路竹科學園區新增交流道（564A及564C） 工程

本案工程新增用地及其土地改良物，業依法定程序辦理徵收補償完

畢，95年度魚塭業主未積極配合辦理地上物拆遷，本年度賡續協調，96年

1月15日以拓用字第0960000684號函請業主鼎力協助於91年1月19日前遷

移，並於96年1月12日 及同年1月26日分別與高雄縣政府工務局、農業局

開會協商處理方案，亦請承包商工信工程公司依工程特訂條款積極配合辦

理；惟高公局96年3月16日工字第0966002707號函指示本案工程移交高公

局南工處接辦，本處於96年4月4日以拓用字第0960004011號函移交用地業

務相關文件；高公局於96年10月9日96年第16次局務會報紀錄五、各單位

工作報告四、南工處報告：略以：「……工程於10月8日移交拓建處接續辦

理」。 

(四)、新增建築物第一次登記

高公局95年11月23日路字第0950034330號函囑辦理員林及斗南兩收費站

區擴建工程（第511T標及第521T標）新增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有

關員林收費站部分，計有南下、北上地磅站辦公室及收費棚等新增設施，於

96年8月15日辦竣埤頭鄉埤頭段建號：941、942、943、944登記：至斗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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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站部分，計有南下地磅站辦公室及收費棚等新增設施，亦於96年10月1日

辦竣大埤鄉茄苳腳段建號：306及大埤鄉蘆竹巷段建號：680登記。

另高公局95年10月11日路字第0950029705號函囑辦理仁德服務區北上

及南下建築工程（第565標）新增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計有2樓辦

公室、旅客及戶外休憩區、電氣室、工具室及水箱等新增設施，經台南縣歸

仁地政事務所審核完成，並於96年12月17日辦理建物所有權第1次登記公告

（收件號碼：歸地總字第3250號及歸地總字第3260號），俟隔（97）年1月

公告期滿後辦理登記。

(五)、用地徵收

高公局94年8月18日工字第0940020071號函指示本處辦理國道1號第5315

標嘉義交流道聯絡道工程，即於95年3月8日邀請嘉義縣（市）政府等相關

單位開會協商，有關新增用地取得作業，依「高速公路增建交流道及改善交

流道用地經費分攤原則」執行要點，請嘉義縣政府協助辦理，並作成會議結

論。

嘉義縣政府即依設計顧問公司規設新增路權，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及用

地徵收作業，經查96年10月8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0960156818號函准予徵收

（義縣太保市南新段2-1地號等8筆土地），該府即以96年10月26日府交企字

第0960007608號函請高公局（副知本處）依上揭用地經費分攤原則執行要點

第四點規定，撥付配合款用地經費二分之一（新台幣1,729,529元）；惟部分

事項需先釐清再辦理後續作業。

本處依高公局指示，於96年12月7日辦理現地會勘，經查交流道以西南

側用地明顯不足，需徵收3公尺用地，另匝道、機車道及外側溝渠亦需配合調

整，以利維持交通運轉之順暢，故新增用地確屬「高速公路改善交流道用地

經費分攤原則」執行要點規定範疇。另查本案亦涉及上揭執行要點第7點，即

新增用地所有權登記國有事宜，尚需隔（97）年積極續洽嘉義縣政府協調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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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拓寬工程路權界樁復樁埋設工程

本處93年11月25日邀集高速公路局（列席指導）暨中、南區工程處（含轄

區工務段）與各標監造顧問公司等相關單位研商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拓寬工程

竣工路權界樁復樁等相關事宜，會中高公局與會代表意見如下：

(一)、 依據92年第10次局務會報紀錄結論主席裁示事項及業務單位檢

討，路權界樁應全面恢復。因考量以往零星復樁效率較低且不一

致，本案建議由拓建處協助併入員高段拓寬工程辦理全面復樁，

以收一勞永逸之效。

(二)、 經查員高段各標工程契約文件，對於路權界樁復樁，僅員林大林

段依施工技術規範15.5（76年3月版）規定於詳細價目表內編列路

權鑑界費用（乙式計價），其餘各路段則無編列，且情況未盡相

同。本案併入各標工程交承包商一併施作，如涉及契約變更，請

考量原契約規定工作，仍應由承包商負責完成，並避免有重複計

價情形，且以不增加工期為原則。

另會議結論重點如下：

(一)、 既有路權界樁應全面埋設新樁，所需水泥界樁由轄區養護工程處

提供；惟需請員高拓寬計畫各監造單位詳細清點路權界樁之數量

（以標別計，不含已完工標），並於接獲本會議紀錄後一週內提

送高公局拓建處彙整，俾利函請轄區養護工程處依預定竣工時程

備妥界樁。

(二)、 本案因各標工程契約文件中有關路權界樁復樁之規定未盡相同，

惟於各標之特訂條款內仍明定承包商對於已點交之路權界樁應負

管理維護並於完工後點還之責任，至在以不增加工期為原則下，

應各標依各標工程契約相關規定復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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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既有路權界樁復樁若遇與鄰地產生爭議時，仍循往例由轄區養護

工程處向當地地政事務所申請鑑界解決；倘於工程竣工前仍未能

解決，則請轄區養護工程處自行辦理復樁，目前已拓寬完工之

標，亦由轄管工程處自行辦理復樁。

(四)、 為利日後路權管理，各標工程竣工圖上應明確標示路權線、圍籬

型式及路權界樁位置（含副樁）、座標成果表（含測設之導線

點）。

(五)、 有關員高段路權座標成果等相關資料，請高公局路產組協助依各

標工程完工之順序，於94年3月底前提供拓建處交承包商辦理後續

作業。

經查本處再於95年9月25日邀集上述與會單位及各標承包商，就路權界樁復

樁執行面相關問題開會研商；另查高公局於96年6月26日以路字第0966004924號

函送「員高段路權界樁復樁埋設成果檢核方案」，請本處確依前開方案辦理復

樁事宜，以確保復樁後成果與高公局所提供路權坐標資料一致；本處各工務所

即依指示辦理，辦理情形如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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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拓寬工程路權界樁復樁工程一覽表

項次 標別 辦理情形 督導工務所

1 511 承包商提報復樁完竣，樁位資料彙整中。 斗南工務所

2 511T 同上 同上

3 512 同上 同上

4 521T 同上 同上

5 521 預計97年7月完成復樁點交。 同上

6 531 同上 同上

7 532 預計 97年1月底抽驗會勘，3月底完成點交。 臺中工務所

8 541 1、96年12月6日 高公局派員抽驗。
2、預計97年2月底完成點交。

同上

9 541T 95年11月7日完成樁位點交新營工務段。 同上

10 543T 95年5月3日完成樁位點交新營工務段。 同上

11 542A 96年4月24日樁位點交新營工務段，擇期補辦抽驗會勘。               
                      同上

12 542B 96年3月21日樁位點交新營工務段，擇期補辦抽驗會勘。 同上

13 543 96年5月16日樁位點交新營工務段，擇期補辦抽驗會勘。 同上

14 551 承包商提報復樁完竣，樁位資料彙整中。 臺南工務所

15 552 同上 同上

16 561
合併標

96年12月19日辦理抽驗，另訂於97年1月15日辦理缺失改善複驗。 同上

17 571 96年12月18日辦理抽驗，樁位資料彙整中。 同上



高速公路局拓建處96年度年報

3業務報告/用地及管線遷移業務

215

三、管線遷移

有關管線遷移作業續95年度辦理，除依設計顧問公司規劃設計定案須遷移

之公共設施管線彙整至各標「妨礙施工管線遷移明細表」外，並依設計顧問公

司建議遷移時程邀集管線單位現地會勘或召開協調會；施工前需遷移之管線積

極協調管線單位遷移，另須配合施工遷移之管線，則依設計顧問公司建議遷移

時程，配合工進辦理；茲將本年度執行重點摘要說明如下：

(一)、國道高速公路（通車路段）橋梁耐震補強（第一期）工程

A、第M12標

位於承德橋段河川公地妨礙施工之台灣中油公司長途油、氣管線

遷移，該公司要求遷移費需由高公局支付，高公局96年1月8日路字第

0950039673號函略以：「…於河川公地之 管線遷移經費，…依現場實作數

量計算金額，（參卓修正前之公共設施管線工程挖掘道路注意事項規定，

即按新設經費減去拆除材料折舊價值後之金額…）；故油、氣管線遷移經

費由本工程工程費預算項下支應」；台灣中油公司分別於96年6月8日、12

日遷竣，惟尚未來函要求撥款。

B、第M14標

本工程位於台13線景山溪橋STA.154k+623附近，原規劃設計無妨礙施

工管線，經會勘台灣自來水公司表示自來水管埋設於耐震補強範圍內，96

年7月18日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函請本處召開管線遷移協調會，即於96年8

月1日邀集各管線單位及設計顧問公司開會協調，會後並至現地會勘，確認

台灣中油及台灣自來水公司管線妨礙施工須遷移，請其儘速將新埋設管路

位置之設計相關資料逕送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審核，再依規定逕向道路主

管機關提出路證申請，並於97年3月28日前遷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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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道1號鼎金系統交流道增設南下右轉高架銜接國10號匝道工程

位於大中一路臺電公司妨礙施工須遷移之管線，該公司原於96年3月6日

函送管線遷移設計圖，業經臺灣世曦公司審核可行，本處於96年3月26日以

拓用字第0960003578號函，惠請該公司需於96.6.1前遷竣。

惟高公局於96年6月第8次局務會報主席裁示本工程，移交南區工程處接

辦，本處於96年6月25日以拓用字第0966000679 號函移交南區工處在案。

高公局於96年10月第16次局務會報紀錄：略以：「……工程於96年10月

8日移交拓建處接續辦理」。

本處即於96年10月19日召開協調會，各管線單位同意依排定時程將妨礙

施工管線遷竣；惟臺電公司擬將管線設置於愛河箱涵北端，後又擬採下地方

式辦理，本處臺南工務所要求臺電儘速備妥相關資料，逕洽高雄市政府工務

局下水道工程處申請；至96年底臺電公司遷移方式遲未定案。

(三)、國道1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

本案工程奉行政院經建會96年8月13日函指示略以：「…新五路路段配

合銜接東西快八里新店線第2-3Z標之相關匝道及改善工程須配合「東西向快

速公路八里新店線八里五股段建設計畫」於97年底前完成通車（原預計98年

3月完成），以發揮台北港聯外運輸交通之功效…」。故妨礙施工之管線亦需

配合施工較原排定時程提前遷移。

本處於96年12月3日邀集臺灣電力公司、南亞科技公司及遠東資源開發

公司等單位開會協商，希鼎力配合於96年12月前完成69仟伏東林~遠泰線

#36~#34電力線線遷移，茲因南亞科技公司96年12月7日來函表示為避免該公

司巨額損失，須於97年4月底始能配合停電供臺電公司遷移；經濟部工業局緊

急分別於96年12月17及20日開會協商，在損失最少情況下，請臺電公司配合

國家重大建設務必於97年1月19~20日辦理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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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縣特二號道路銜接土城交流道工程

為利本工程日後施工順利，本處於96年9月20日邀集臺北縣政府、土城市

公所、臺灣電力公司、中華電信公司、台灣自來水公司等相關單位，研商妨

礙施工管線遷移相關事宜，經查顧問公司原設計之遷移位置恐與臺北縣政府

施作之大安圳雨水箱涵牴觸，請臺北縣政府及土城市公所務必提供大安圳雨

水箱涵竣工圖等相關資料，供顧問公司再詳實評估；復於96年10月11日函送

顧問公司提供之妨礙施工管線建議遷移位置平面圖供各管線單位確認並提供

建議；96年11月經彙整各管線單位意見，再函請設計顧問公司再次研提管線

遷移可行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