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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辦理99年度用地及管線遷移業務，主要包含國道2

號拓寬工程、國道1號增設銅鑼、頭屋、虎尾、民雄交流道

等工程之用地取得、地上物處理、管線遷移等業務，續辦中

山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改善工程增設園區交流道(科學工業園

區公地撥用)等業務，以及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拓寬工程新

增用地財產入帳等作業，茲將辦理情形分述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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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地取得

前述工程用地取得業務包含徵收、撥用作業、地上物拆遷等，簡述如

下：

(一)、 徵收(協議價購)作業：

國道2號拓寬工程建設計畫，本處已在98年完成各標段非都市計畫

路段之用地取得作業，惟其中H21A標應施作坐落於H12標用地範圍內之

P37W墩柱，因H12標路線調整暫緩辦理，為利工程施作，故修訂H21A標

路權範圍，將P37W墩柱用地納入需辦理用地取得作業。

查P37W墩柱需取得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段海豐坡小段540-11地號等4

筆私有土地，其中同段558-6地號等2筆土地經協調土地所有權人於99年9

月23日簽訂協議價購同意書，並於99年10月21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為

高公局完竣；至於同段540-27地號等2筆土地，經土地所有權人(桃園農

田水利會)要求以徵收方式辦理，經報奉內政部99年11月12日台內地字第

0990228684號函准予徵收，並經桃園縣政府於100年1月25日公告徵收，

並訂於同年3月4日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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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併徵收作業：

99年辦理國2拓寬工程一併徵收案件共計6案，合計徵收桃園縣大園

鄉埔心段海豐坡小段115-23地號等30筆土地(含持分)，面積為0.0750公

頃，辦理情形表列如下：

編號 一併徵收標的
面積

(公頃)
核准徵
收日期

公告徵
收日期

發價日期
移轉登
記日期

1 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段海豐坡小段
115-23地號等5筆土地

0.028050 99.01.05 99.01.25~
99.02.24 99.03.10 99.05.11

2 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段海豐坡小段
115-23地號 (部分持分)

0.000225 99.12.01 100.01.26~
100.02.26

100.03.04 辦理中

3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圍段191-8地號等
3筆土地

0.007500 98.12.31 99.01.12~
99.02.11 99.02.12 99.03.15

4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圍段609-6地號 
(部分持分) 0.000266 99.11.05 99.11.15~

99.12.15 99.12.22 100.01.04

5 桃園縣桃園市埔子段八角店子小段
192-32地號等7筆土地

0.022660 99.02.25 99.03.10~
99.04.09 99.04.22 99.05.31

6 桃園縣八德市中華段281地號等13筆
土地

0.016299 99.11.15 99.11.26~
99.12.26 99.12.29 10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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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撥用作業：

國道2號拓寬工程第H21A、H21B、H21C、H31等標非都市土地需有

償撥用(共同使用)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等經管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段海豐坡小

段115-39地號等51筆公有土地，面積合計0.3908公頃，已於99年完成管理

機關變更登記，相關案別如下表：

編
號

標示
面積

(公頃) 權 屬 管理機關
奉准撥用(同
意使用)日期

移轉登
記日期

1 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段海豐坡小段
115-39地號等8筆 0.046587 中華

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
98.12.17

99.6.8
(桃園市)
99.6.9

(蘆竹鄉)

2 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段海豐坡小段
251-26地號等5筆 0.027600 中華

民國
桃園縣大園

鄉公所
98.11.13 99.5.12

3 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段海豐坡小段
298-18地號等3筆 0.092400 桃園縣

桃園縣大園
鄉公所

99.1.11 99.5.27

4 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段海豐坡小段
298-20地號等20筆 0.174100 桃園縣大園

鄉
桃園縣大園

鄉公所
98.11.26 99.6.2

5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圍段599-37地號
等3筆 0.024013 桃園縣蘆竹

鄉
桃園縣蘆竹

鄉公所
98.11.16 99.5.28

6 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段海豐坡小段
1076-4地號1筆 0.013800 中華

民國
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
98.11.23 99.5.7

7 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段海豐坡小段
421-10地號等2筆 0.000400 中華

民國
交通部高速
鐵路工程局

98.12.28 -

8 桃園縣桃園市八角段847地號等10筆 0.011900
中華
民國,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 98.0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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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上物處理：

A、 國道1號增設銅鑼交流道工程

1. 墳墓遷移

本工程新增用地範圍內需遷葬墳墓計有坐落銅鑼鄉西田洋段家

族墓園1座，業主因遷葬補償費及自動遷葬獎勵金不足其遷葬至鄰鎮

公有納骨塔所需費用（因銅鑼鄉無公有納骨塔），及要求延遷期限1

個月而向立法委員陳情提高遷葬相關費用、並協助協調通霄鎮公所

比照該鎮鎮民使用公有納骨塔享有之優惠，以補補償費之不足。經

積極協調各相關單位給與必要之協助，並向業主說明相關事宜，除

延遷期限依工程進度同意配合外，其他均須依法辦理，獲得渠等諒

解，該墓園於99年6月5日遷葬完竣。

2. 建築物拆遷

本處辦理本工程用地範圍建築物拆遷疏導作業，須拆遷建築物

計住宅9間、工廠1間、倉庫2間及鐵皮屋1間等，除1間住宅陳情免拆

核准外，餘分別於99年7、8月間拆除完竣。

3. 陳情路權退縮免拆房屋

(1) 銅鑼鄉銅鑼村李君陳情其所有3層樓住宅僅需拆除約50公分，是否

可以免予拆除，案經本處研議於不影響工程施作及無違反相關法

令規範並為維護民眾權益，可酌予退縮路權，經報高速公路局99

年6月4日工字第0990017595號函同意修正路權線，目前續辦撤銷

徵收作業中。

(2) 銅鑼鄉銅鑼村業主謝君及養菌農場管有建築物，拆除中發現部分

結構突出於路權範圍內僅微小面積，拆除後將影響其使用之完整

性，分別陳情退縮部分路權得以保留免拆，經於99年11月29日邀

集業主及監造等單位辦理現地會勘，並請渠等於99年12月30前，

檢具日後願配合辦理撤銷徵收相關事宜之同意書提送本處；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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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於99年12月27日簽具同意書到處，本處遂以100年1月21日拓

用字第1000000508號函，提送相關圖資請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研

議是否可行，俟該公司回覆後再行續辦，

B、 國道1號增設頭屋交流道工程

本案奉內政部99年12月15日台內地字第0990251084號函，准予徵

收苗栗縣頭屋鄉孔聖段241地號內等40筆非都市土地，並一併徵收其土

地改良物，又查本工程目前尚在發包作業階段，茲將已辦理主要作業

略摘於后：

1. 99年8月25 、26日配合苗栗縣政府辦理本工程新增用地範圍內地上物

徵收查估作業。

2. 99年12 月8日配合苗栗縣政府辦理本工程新增用地範圍內需遷移墳墓

現地會勘會勘。

C、 高鐵雲林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新闢斗六聯絡道路國道1號增設虎

尾交流道工程（第524標）

本案用地取得與工程同步進行，且於土地公告徵收後，方辦理水

井查估補償作業，地上物計有工廠、倉庫、棚架、圍籬、農林作物，

及墳墓遷葬作業須辦理；除有業主因查估補償金額偏低、拆遷權益受

損及合法地上物認定等事由提出陳情及反彈，並組成虎尾交流道自救

會，為免造成執行困擾，本處竭力協調雲林縣政府及相關單位克服困

難，並消彌拒遷抗爭情事發生，以減民怨，終於99年5月配合工程進行

順利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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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國1號增設民雄交流道工程(第534標)

1. 地上物拆遷

本案用地地上物大致均配合工程進行拆遷完竣，惟其中張君及

何君因土地及建物補償費偏低，多次向嘉義縣政府陳情，雖案經本

處多次協調嘉義縣政府儘速辦理複估，並經該府通知渠等2戶限於99

年8月18日前遷移完竣；張君等2戶陳情因天候不佳影響其新建建物

完工日期，要求延至99年9月底再行拆遷，基於敦親睦鄰，本處臺南

工務所函請監造顧問評估，於調整施工順序不影響工進之情形下，

經本課協調後終至99年10月拆遷完竣。

2. 農路E用地取得寬度不足8公尺疑義

查農路E工程係作為地方道路使用，且併於本交流道工程內施

作，管理機關為嘉義縣民雄鄉公所。

本案緣起於承包商進場施作時，經現場放樣結果，該農路可施

工路幅寬度不足原設計8公尺，經多次邀集嘉義縣政府、大林地政事

務所、民雄鄉公所研商，最終確認係地籍圖幅兩圖接合處寬度不一

而導致分割寬度不足，再經大林地政事務所就寬度不足部分土地再

進行假分割；惟因本工程預定施作時程最遲需於99年9月底前取得用

地，為免影響民眾權益、延宕工期及衍生後續履約爭議，經陳請高

公局99年9月24日函請嘉義縣政府協調本案新增用地範圍內全部地

主，於99年9月底先行提供用地施工同意書，俾便進場施工，嗣後再

依程序辦理用地取得。

嗣經嘉義縣政府洽請民雄鄉公所辦理，惟部分地主堅決反對提

供土地，以致在上述期限前未完成提供施工同意書事宜，故本處依

高公局99年9月24日路字第0990030520函示，就用地範圍無爭議部

分，依已取得用地現況規模辦理施工，不再就寬度不足部分辦理用

地取得。



高速公路局拓建處99年度年報
142

3業務報告/用地及管線遷移業務

(五)、 中山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改善工程增設園區交流道工程新增用

地都市計畫變更及公地撥用作業

1. 本處奉示辦理本工程新增用地都市計畫變更及公地撥用事宜，於98

年9月24日函請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查復本案用地都市計畫變更辦理

情形，案經該局於98年11月30日召開協調會議，惟會後因該局內部

意見分歧，其會議紀錄未見函送。雖經本處一再催辦，未獲結果。

乃於99年8月2日拓用字第0996004135號函告該局，未免本案延宕不

決及用地管理之需要，擬於近日將本案用地現況相關圖說送請新竹

市政府辦理通盤檢討，該局99年8月27日函復：該局刻請顧問公司

依本處所送工程範圍圖說辦理都市計畫套繪程序中，俟完成套繪作

業，再與本處討論都市計畫變更之確定範圍。

2. 鑒於本案自95年10月通車以來，洽請科管局辦理本案都市計畫變更

作業，歷經多年多次會勘、協商，並依科管局意見修正路權圖，惟

該局以撥用範圍影響園區廠商權益，無法達成共識，致公地撥用作

業遲遲無法完成。

3. 頃悉新竹市政府刻正辦理科學園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作業，為免本

案用地撥用範圍久懸不決，影響後續作業推展，經洽新竹市政府同

意，遂將本案工程路權圖及相關協商資料以99年10月6日拓用字第

0990008304號函請該府一併辦理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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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線遷移

(一)、 國道1號增設銅鑼交流道工程

本工程計有中華電信公司、臺灣電力公司、新世紀資通公司、台灣大

哥大公司、臺灣自來水公司、臺灣中油公司、裕苗企業公司、銅鑼鄉公

所、陸軍傳輸連等轄管影響施工管線，自99年5月6 日開工以來，本處即

以不影響工進為前提，積極協助承包商辦理管線遷移作業，截至99年12

月止辦理情形如下表：

項次 單位名稱 位置 處理情形 備註

1

中華電信公司

編號九湖＃9、九湖＃9南分＃1～＃12等
段計13支 已遷移完成 　

2 TM（UG）及TS（UG）幹、配線地下管道 就地保護 　

3 長話211、長話211左分2、長話211左分1 已遷移完成 　

4

臺灣電力公司

RAM A、G及苗38-1 已遷移完成 　

5 RAMP E及交流道主線橋 主線橋樑部分已遷移 目前不影響施工

6 RAMP C及高公局轄管交控設備電力引進 　 目前不影響施工

7 台電銅義＃14右1～＃14右3電力桿及架空
線

已遷移完成 　

8 苗34車行箱涵EH∮150*9高壓管 施工前通知 目前不影響施工

9 新世紀資通公司 穿越PG1基礎管線 已遷移完成 　

10 台灣大哥大公司 穿越PG1基礎管線 已遷移完成 　

11 臺灣自來水公司 苗34車行箱涵自來水管∮1500推進管 　

99.10.14會勘自
來水公司允諾於
99.12.31臨遷完

成。水公司已設計
完成於99.12.14通

知業主繳費。

12 臺灣中油公司 經過PA10、PC1天然氣管線
99.08.13會議結論由中油施

作保護，已施作完畢中
　

13 裕苗企業公司 尖豐公路地下瓦斯管
裕苗表示裡面未有通氣，將

於PG1施作時改管
目前不影響施工

14 陸軍傳輸連 軍方通訊管線 　
已廢棄停用不妨礙

施工

15 銅鑼鄉公所
九湖村2鄰01、銅鑼村18鄰01、銅鑼村34

鄰03、銅鑼村34鄰04 已遷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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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道1號增設頭屋交流道工程

99年7月19日、99年12月10日配合高速公路局及設計顧問公司辦理本

工程公共管線遷移協調會，會中決議：將視各管線單位之需求，另擇期與

個別管線單位至現場會勘。

三、 新增用地財產移交作業

本處辦理國道1號員林－高雄段拓寬工程，共取得新增用地929  筆（含

臺南縣市有各持分1/4計138筆），面積計13.854553公頃 ，用地取得經費計

新臺幣11億4,054萬9,534元整。因部分地區辦理地籍圖重測及地籍合併作

業，經本處辦理換狀、重新申請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將經費分攤後製作

土地財產統計表，連同國有公用土地財產卡，土地所有權狀、地籍圖及土地

登記謄本，分別於99年8月31日及99年11月29日函報高公局執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