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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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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都會區尖峰時段國1

路段交通量趨於飽和，聯

絡道交通亦超出負荷，未

來大雅及台中交流道周邊

建設持續增加，道路系統

交通負荷日益嚴重。 

 本案「國道1號新增系統

交流道銜接台74線」搭配

「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

潭子段」，形成內環高快

速公路網，主線交通量可

獲得轉移，並同時改善大

雅、台中等交流道及地方

聯絡道交通壅塞問題 

水湳智慧城

範圍含括大雅區、北屯區、西屯區 



一、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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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1號：本計畫範圍位於國道1號豐原交流道(168K)

與大雅交流道(174K)之間，並預計於172K(雅潭路跨

越橋附近)增設南出及北入兩支匝道，續沿員寶庄圳以

高架橋方式往南銜接台74線。 

 

台74線：以Y型方式分別設置四支匝道連接台74主線

東西兩方向，並整合保留台74線既有北屯二交流道。 



一、計畫概述(第一次公聽會計畫路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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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概述(調整路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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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整範圍 

 本計畫於108.1.7辦理用地公聽會時，部分地主提出訴求，希望調
整路廊利用員寶庄圳西側公有地(港尾路)佈設，減少使用私有地。 

 經與台中市政府建設局協商後初步同意本次調整路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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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概述(調整路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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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新建跨河橋梁 

東岸農路維持現況 

涉及地區道路調整改道部分，由高公局負責用地取得及施工，由市府接管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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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概述(調整路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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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興辦事業之種類及徵收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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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興辦事業種類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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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辦事業種類 

興辦事業之性質屬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

之交通事業 

 

辦理本次公聽會法令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 

內政部99.12.29台內地字第0990257693號令訂

定作業要點 



三 興辦事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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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 

  沿線主要為農作使用
，少數鐵皮工廠及臨
時建築物 
 

 臺中市都市計畫 
 大雅都市計畫 
 高速公路豐原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農業區、道路用地

及高速公路用地 
 

工程範圍 

三、興辦事業概況 



三、興辦事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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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用地示意圖： 
 全線座落於台中市大
雅區西員寶北段、馬
岡段、員寶段、西屯
區廣順段、廣昌段、
北屯區同榮段 
 

 國道一號側暨高架匝
道路段位於台中市大
雅區西員寶北段、馬
岡段、員寶段、西屯
區廣順段 

 需地範圍 

馬岡段 

西員寶北段 

員寶段 

廣順段 

廣昌段 

同榮段 

國道一號側暨高架匝道路段範圍 



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公有地辦理撥用 
私有地辦理協議價購，協議不成才以徵收方式辦理 

三、興辦事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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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道一號側暨高架匝道
路段用地取得範圍共約
4.89公頃，其中公有土
地0.79公頃，占約
28.91% ；私有土地3.48
公頃，占約71.09% 
 

 需地面積 
土地權屬 筆數 新增用地面積(㎡) 百分比(%) 

中華 
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 1,127.20 2.30%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4 6,202.74 12.67% 

臺中市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4 3,140.17 6.42%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 960.20 1.96%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1 2,014.74 4.12% 

未登錄地 4 705.82 1.44% 

私有土地 126 34,791.11 71.09% 

總計 170 48,941.98 100.00% 



四 興辦事業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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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興辦事業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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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評估(社會因素) 

社
會
因
素 

行經西屯區港尾里、北屯區同榮里、大雅區三和里及西寶里，
查107年10月戶政事務所統計資料，總人口數為24,739人，戶
數7,834，年齡結構以35~54歲為主，本案範圍內估算預計影
響戶數約124戶，影響人數約406人，加上本次辦理徵收範圍大
部分為空地、水田及草作地，對於當地人口數量及年齡影響低 

藉由系統交流道之建置提升交通的便利性，促進地方整體的發展 
現況為農業區，沿線土地使用主要為農作使用，僅少數為鋼筋混
凝土造建物、鐵皮工廠及臨時建築物 

行經路線非人口稠密之住宅、商業區，對於周圍社會現況影響低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四、興辦事業公益性 

17 

公益性評估(社會因素) 

社
會
因
素 

工程建置後，減少車輛停滯時間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對居民健
康風險無影響 

涉及建物拆遷者皆依法核發補償費，且配合自動拆除者再核發獎
勵金，另依實際情形勘查有無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或情境相當
者，訂定安置計畫，對於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影響低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4.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四、興辦事業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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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評估(經濟因素) 

經
濟
因
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藉由系統交流道之建置提升交通的便利性，增加地方工作與休閒
旅次，促進地方整體的發展，對於地方的財政與稅收有正面提升
效益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屬交通事業計畫，需地類型為線狀的土地型態，且行經路線非主
要糧食供應來源，不致影響糧食安全存量 

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屬高速公路新增交流道工程，施工期間可提供地區就業機會，
增加地方稅收 

本計畫已避開聚落及減少拆遷，徵收範圍內現有工廠，建議輔
導遷至合適地點 



四、興辦事業公益性 

19 

公益性評估(經濟因素) 

經
濟
因
素 

4.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政支出及負擔情
形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屬帶狀區域，非屬大面積徵收的情形，且行經路線非主要糧食供
應來源，徵收用地並無產業鏈問題 

本計畫已避開聚落及減少拆遷，已儘量以工程克服方式將徵收面
積達最小幅度，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輕微 

經費來源將依「公路法」相關規定，本計畫工程所需之用地取
得費、農林作物補償費、房屋拆遷補償費共約11.63億元，經費
由中央負擔 



四、興辦事業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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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評估(文化生態因素) 

文
化
生
態
因
素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本徵收計畫範圍及周邊地區無公告之古蹟或歷史建築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屬系統交流道之建置，改變之影響使得當地交通更為便利，對其
原本之生活條件或模式有正向之影響 

在景觀工程首重提高用路人舒適度、行車安全，兼顧易維護好管
理、耐空氣汙染等原則，除了路堤段以擋土牆美化之外，於國道
銜接臺74線路口處營造一綠樹門戶空間，減緩交通建設與周邊城
鄉自然風貌景觀衝突現象 



四、興辦事業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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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評估(文化生態因素) 

文
化
生
態
因
素 

跨越員寶庄圳支線及大埔厝圳支線堤頂，規劃橋梁結構於河中以
不落墩為原則，不影響水域生態 

路線在勘選上已避開環境敏感區域，對於生態環境並無影響 

4.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案工程完工後，將能改善當地交通瓶頸，紓解國道1號大雅、臺
中及南屯三處交流道及其聯絡道交通壅塞，並提升整體高快速路網
效能，對周邊居民與社會整體有正向影響 



四、興辦事業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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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評估(永續發展因素) 

永
續
發
展
因
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本交流道完工後，強化臺中生活圈整體高速路網結構，提昇交通
運作效率，降低能源的損耗，即是一種透過有限資源利用的方式，
來達到維持既有生活品質之目的，本質上符合永續工程的精神 

2.永續指標 

建置本系統交流道後，有效降低行車成本，節省能源消耗及減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 

對環境、節能減碳、生產、生活、城鄉文化指標，均有正面效益 

3.國土計畫 

本計畫道路勘選已避開相關重要開發計畫，所需用地確屬必要且
已縮減至最小之範圍 

徵收範圍主要為都市土地，徵收後作高速公路用地，依規定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與國土計畫並無扞格之處 



五 興辦事業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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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興辦事業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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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評估 

本工程目的係為建構完善高快速公路路網，轉移國道1號臺中路段(豐
原交流道至南屯交流道)交通量，提升區域快捷運輸服務，紓解大雅交
流道、臺中交流道及南屯交流道之車流負荷，爰於計畫範圍內勘選較
符公益性，且具經濟可行性之路線，徵收私有土地有其必要 

1.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2.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路線之勘選已儘可能利用沿線公有土地，減少私有土地徵收的需求以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路線研擬已避開聚落及減少拆遷，目前擬徵收之土地確屬必要，且已
縮減至最小之範圍 



五、興辦事業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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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評估 

3.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工程屬永久性設施，故以取得土地所有權為主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先行與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協議價購或以
其他方式取得，協議不成才以徵收方式辦理 

研選路線方案已就「道路線形」、「運輸功能」、「結構型式」、
「地質條件」、「用地取得」、「房屋拆遷」、「環境影響」、「地
方民意」、「工程經費」及「工期」等項目進行檢討與綜合評估，已
評估為最適當方案，並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4.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六 興辦事業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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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興辦事業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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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性分析 

   路線適當性 

本工程核心目標為建構完善高快速公路路網，轉移國道1號臺中路段
(豐原交流道至南屯交流道)交通量，提升區域快捷運輸服務，紓解大雅
交流道、臺中交流道及南屯交流道之車流負荷 

路線起於國道1號大雅交流道(174K)及豐原交流道(168K)間，終點與
臺74線北屯二交流道銜接，路線已避開聚落及減少拆遷，並儘量使用
公有土地 

本計畫於107年11月14日環評大會審議通過『國道1 號增設銜接台74 
線系統交流道』，路線對於當地各項生態環境之影響均合乎要求 



七 興辦事業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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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興辦事業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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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分析 

  符合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 

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規定：『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
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
者為限：… 二、交通事業。 … 』 

依據公路法第9條之規定：公路需用之土地，得依法徵收或
撥用之 



八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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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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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未來路網及交通量指派結果，計算目標年本工程建置效益，
益本比(B/C)約為1.17，內部報酬率(IRR)為6.15%，具經濟可行性 
 

依「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與「臺
中市辦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水產養殖物、畜禽類補償遷移費查
估基準」給予合理之補償與救濟，務求私人財產損失減至最低，
以兼顧公益與私益 

公益性、必要性與預計徵收私有財產之利益比較衡量評估 



八、其他 

32 

徵收法定補償情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所評定之補償
市價、拆遷補償等基準) 

地價補償費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按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地價 
本案需用土地範圍內之建築及農作改良物之補償、遷移費由臺中市政府
制定之相關規定辦理，以維公平、公開原則 

徵收後之安置、就業輔導具體作法或救濟計畫情形(生存權之保障)(中低
收入戶調查情形)： 

拆遷安置計畫：原則上以發放補償金為主；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4-1
條規定，徵收公告1年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
因其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者，或情境相同經臺中市政府
社會工作人員查訪屬實者，將協調訂定安置計畫，並於徵收計畫書內
敘明安置計畫情形 

就業輔導具體作法或救濟計畫：主要以發放補償金為原則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保障 



九 第一場公聽會意見回覆(108.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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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
人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劉○華 

君 

(地主： 

林○益
君) 

1. 大雅交流道壅塞問題應該是要尋求大雅交流道，車
流上下之間堵塞的問題，看要往上或往下就近在大
雅交流道增設引道或好好利用SEVEN 到加油站之
間設立弧形道，因為原本加油站為90 度會造成堵
塞，又加上紅綠燈，車流大部分來自市區不是從74

號下來，應好好利用目前大雅交流道閒置的綠地來
建設，政府怎會殺雞取卵把歪腦筋重力到距離大雅
交流道遙遠的同榮里來建造呢? 

2. 依據開發單位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發內容
P.5-P.8 圖5.2-1 所示，本案所規劃之台74線銜接國
道1號之B 斷面顯示，無論匝道A 及匝道B之設計規
劃皆位於員寶庄圳之左側(面北時)。然而開發單位
於舉辦公聽會時所說明之匝道規劃竟變更設計，將
匝道路線規劃位於員寶庄之右側!!除了須徵收較多
私有地外，另依據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
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容，因此請問開
發單位是否經上述機關核准?若否，恐有違環境影
響評估法之嫌! 

3. 請問這都市計畫圖何時公開?何時開公聽會讓我們
這些地主同意，我們怎麼都不知道，又請問地主同
意書在哪裡。政府怎可未經人民同意隨意占地主之
土地房屋財產? 

4. 都市計畫圖是否有經過地主同意，我們都不知情，
怎可為告知人民使用我們的房屋土地，我們只有這
一個居住的家，我們堅決反對交流道從我們家經過。 

1. 國1臺中都會區路段尖峰時段交通量趨於飽和，聯
絡道交通亦超出負荷，我們期以透過高速公路及
快速公路的串聯，改善大雅、臺中等交流道及地
方聯絡道交通壅塞問題，另外路線的勘選已就線
型、結構、運輸、地質、用地及環境影響等各項
條件進行檢討與綜合評估後，擇定此路線方案。 

2. 依據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圖5.2-1，道路平面配
置清楚標示B斷面處之匝道A/B係位於員寶庄圳東
側，本案均依此路線進行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 

3. 斷面圖係做為平面圖輔助說明之用，本局於環說
書定稿作業時已發現環說書之圖5.2-1標示之B斷
面標示之橋墩鏡像反射位置與平面圖所表達之位
置不符，目前正循環評作業程序辦理勘誤中。因
斷面圖繪製之疏漏造成各位之誤解，本局深表歉
意，惟須澄清規劃階段之路線線形並未有改變。 

4. 本計畫俟興辦事業計畫書奉核定後將接續依照都
市計畫相關法規辦理變更，於地方公展及召開說
明會等，讓在地居民與關心本計畫的民眾及團體
皆能充分參與及表達。 

5. 本會議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於108.01.03 及
108.01.07 依用地取得方式之不同分別辦理工程
需用土地之法定第一場公聽會，後續將俟蒐集並
處理完成各位所陳述意見，再循程序召開第二場
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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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
人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王○照 

里長 

(口述) 

之前有參加過三次環評會議，但路
線是走西側，路口行經廣順段跟廣
昌段這邊，為什麼這次的工程範圍
跟環評會議不一樣？ 

1. 本次公聽會簡報之路線與環評會議簡報路線
平面圖一致。 

2. 依據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圖5.2-1，道路平
面配置清楚標示B斷面處之匝道A/B係位於員
寶庄圳東側，本案均依此路線進行規劃及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 

3. 斷面圖係做為平面圖輔助說明之用，本局於
環說書定稿作業時已發現環說書之圖5.2-1標
示之B斷面標示之橋墩鏡像反射位置與平面圖
所表達之位置不符，目前正循環評作業程序
辦理勘誤中。因斷面圖繪製之疏漏造成各位
之誤解，本局深表歉意，惟須澄清規劃階段
之路線線型並未有改變。 

4. 有關建議「路線由員寶圳東側改為西側」乙
節，經與台中市政府協商結果已辦理方案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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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陳○福 

君 

因國有地在西側， 為何不用？ 全
用地私人土地及房屋。本人不同
意。 

路線若布設於員寶庄圳西側，涉及港尾橋引道落
墩與封閉，經與台中市政府協商結果已辦理方案
調整。 

賴○木 

君 

(地主： 

賴廖○春
君) 

有關國道1號增設銜接臺74線系統
交流道乙案，依臺中市都發局通
盤檢討圖經地政機關依其樁位辦
理逕為分割其地點為西屯區廣昌
段21-2 、22-2 、17-2 、2-2 地號
等。唯今貴局108年1月7日第1次
公聽會將其位置往東偏一百多米
為其銜接國道1號，原都發局通盤
檢討計劃圖經地政機關依其樁位
辦理逕為分割，今貴局為何往東
偏移一百多米為其交流道銜接因
何依據法條。 

台端所述位置(地號)為臺中市都市計畫之10米計
畫道路，屬於計畫道路，為地方道路使用，目前
尚未開闢，權責機關屬臺中市政府。 

本工程與上項10米計畫道路分屬二項工程計畫，
分由本局與臺中市政府辦理，故無往東偏移一百
多米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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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陳○成 

君 

第一次公聽會，就說要徵收我們的地，
毫無預警，突然被告知，於情於理都
讓人無法接受， 那邊有大片國有地，
是不是應以那為優先考量。 

1. 目前本計畫尚未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後續變更將依
照都市計畫相關法規辦理，於地方公展及召開說明
會等，讓在地居民與關心本計畫的民眾及團體皆能
充分參與及表達。 

2. 本會議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於108.01.03 及
108.01.07 分別依用地取得方式之不同辦理工程需
用土地之法定第一場公聽會，後續將俟蒐集並處理
完成各位所陳述意見，再循程序召開第二場公聽會。 

3. 路線若布設於員寶庄圳西側，涉及港尾橋引道落墩
與封閉，經與台中市政府協商結果已辦理方案調整。 

許○定 

君 

第一次公聽會，就說要徵收我們的地，
毫無預警，突然被告知，於情於理都
讓人無法接受， 那邊有大片國有地，
是不是應以那為優先考量。 

1. 目前本計畫尚未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後續變更將依
照都市計畫相關法規辦理，於地方公展及召開說明
會等，讓在地居民與關心本計畫的民眾及團體皆能
充分參與及表達。 

2. 本會議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於108.01.03 及
108.01.07 分別依用地取得方式之不同辦理工程需
用土地之法定第一場公聽會，後續將俟蒐集並處理
完成各位所陳述意見，再循程序召開第二場公聽會。 

3. 路線若布設於員寶庄圳西側，涉及港尾橋引
道落墩與封閉，經與台中市政府協商結果已
辦理方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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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廖○築 

君 

本人廖○ 築同榮段2334 地號，因涵蓋國道1號增
設銜接台74線系統交流道工程。本人廖○築訴求，
我不同意讓政府徵收土地。我們長期居住在這裡
二三十年，生活機能方便，環境舒適安逸，及地
理位置交通便利。房子興建過程，本人皆參與其
中辛苦建立，因此，懷有深厚情感，家中人口有
8人，而現今房屋地價高漲，難以尋得，土地位
置，居住環境及機能便利，皆能符合家中成員的
需求，因對面為14期重劃區，而未來的地價，勢
必也會隨著有所不同，本人建議系統交流道工程，
應以經過國有土地及市有土地為主，以免徵收過
多民地，造成民怨。 

1. 計畫路線勘選已儘可能利用沿線之公有
土地，減少徵收土地面積及建物拆遷，
為達道路通行運能及安全之必要，將用
地範圍縮至最小，土地作最經濟之利用。 

2. 路線若需改為員寶庄圳西側，因涉及港
尾橋引道落墩與封閉，經與台中市政府
協商結果已辦理方案調整。 



九、第一場公聽會意見回覆(108.01.07) 

39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廖○象 

君 

1. 公共工程之規劃原則因盡量使用公有地，減
少徵收民地。本案之規劃路線顯然捨棄原有
港尾路及二側之公有地，而偏向徵收使用較
多私有地來作為本案開發之路段，陳情希望
能調整路線往西邊之港尾橋共構，或是至少
依照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發內容
及規劃路線切實執行。 

2. 依據開發單位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
發內容P5-8圖5.2-1所示，本案所規劃之台74

線銜接國道1號之B 斷面顯示，無論匝道A及
匝道B之設計規劃皆位於員寶庄圳之左側(面
北時)。然而開發單位於舉辦公聽會時說明之
匝道規劃竟變更設計，將匝道路線規劃位於
員寶庄圳之右側!!!除了須徵收較多私有地外，
另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規定，已通過
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
容。因此請問開發單位是否經上述主管機關
核准？若否，恐有違環境影響評估法之嫌! 

1. 感謝指教，路線改為員寶庄圳西側，涉
及港尾橋引道落墩與封閉，經與台中市
政府協商結果已辦理方案調整。 

2. 依據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圖5.2-1，道
路平面配置清楚標示B斷面處之匝道A/B

係位於員寶庄圳東側，本案均依此路線
進行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3. 斷面圖係做為平面圖輔助說明之用，本
局於環說書定稿作業時發現環說書之圖
5.2-1標示之B斷面標示之橋墩鏡像反射
位置與平面圖所表達之位置不符，目前
正循環評作業程序辦理勘誤中。因斷面
圖繪製之疏漏造成各位之誤解，本局深
表歉意，惟須澄清規劃階段之路線線形
並未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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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王○仁 

君 

1. 公共工程之規劃原則因盡量使用公有地，減
少徵收民地。本案之規劃路線顯然捨棄原有
港尾路及二側之公有地，而偏向徵收使用較
多私有地來作為本案開發之路段，陳情希望
能調整路線往西邊之港尾橋共構，或是至少
依照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發內容
及規劃路線切實執行。 

2. 依據開發單位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
發內容P5-8圖5.2-1所示，本案所規劃之台74

線銜接國道1號之B 斷面顯示，無論匝道A及
匝道B之設計規劃皆位於員寶庄圳之左側(面
北時)。然而開發單位於舉辦公聽會時說明之
匝道規劃竟變更設計，將匝道路線規劃位於
員寶庄圳之右側!!!除了須徵收較多私有地外，
另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規定，已通過
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
容。因此請問開發單位是否經上述主管機關
核准？若否，恐有違環境影響評估法之嫌! 

1. 感謝指教，路線改為員寶庄圳西側，涉
及港尾橋引道落墩與封閉，經與台中市
政府協商結果已辦理方案調整。 

2. 依據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圖5.2-1，道
路平面配置清楚標示B斷面處之匝道A/B

係位於員寶庄圳東側，本案均依此路線
進行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3. 斷面圖係做為平面圖輔助說明之用，本
局於環說書定稿作業時發現環說書之圖
5.2-1標示之B斷面標示之橋墩鏡像反射
位置與平面圖所表達之位置不符，目前
正循環評作業程序辦理勘誤中。因斷面
圖繪製之疏漏造成各位之誤解，本局深
表歉意，惟須澄清規劃階段之路線線形
並未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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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林○益 

君 

1. 公共工程之規劃原則因盡量使用公有地，減
少徵收民地。本案之規劃路線顯然捨棄原有
港尾路及二側之公有地，而偏向徵收使用較
多私有地來作為本案開發之路段，陳情希望
能調整路線往西邊之港尾橋共構，或是至少
依照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發內容
及規劃路線切實執行。 

2. 依據開發單位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
發內容P5-8圖5.2-1所示，本案所規劃之台74

線銜接國道1號之B 斷面顯示，無論匝道A及
匝道B之設計規劃皆位於員寶庄圳之左側(面
北時)。然而開發單位於舉辦公聽會時說明之
匝道規劃竟變更設計，將匝道路線規劃位於
員寶庄圳之右側!!!除了須徵收較多私有地外，
另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規定，已通過
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
容。因此請問開發單位是否經上述主管機關
核准？若否，恐有違環境影響評估法之嫌! 

1. 感謝指教，路線改為員寶庄圳西側，涉
及港尾橋引道落墩與封閉，經與台中市
政府協商結果已辦理方案調整。 

2. 依據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圖5.2-1，道
路平面配置清楚標示B斷面處之匝道A/B

係位於員寶庄圳東側，本案均依此路線
進行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3. 斷面圖係做為平面圖輔助說明之用，本
局於環說書定稿作業時發現環說書之圖
5.2-1標示之B斷面標示之橋墩鏡像反射
位置與平面圖所表達之位置不符，目前
正循環評作業程序辦理勘誤中。因斷面
圖繪製之疏漏造成各位之誤解，本局深
表歉意，惟須澄清規劃階段之路線線形
並未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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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林○富 

君 

1. 公共工程之規劃原則因盡量使用公有地，減
少徵收民地。本案之規劃路線顯然捨棄原有
港尾路及二側之公有地，而偏向徵收使用較
多私有地來作為本案開發之路段，陳情希望
能調整路線往西邊之港尾橋共構，或是至少
依照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發內容
及規劃路線切實執行。 

2. 依據開發單位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
發內容P5-8圖5.2-1所示，本案所規劃之台74

線銜接國道1號之B 斷面顯示，無論匝道A及
匝道B之設計規劃皆位於員寶庄圳之左側(面
北時)。然而開發單位於舉辦公聽會時說明之
匝道規劃竟變更設計，將匝道路線規劃位於
員寶庄圳之右側!!!除了須徵收較多私有地外，
另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規定，已通過
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
容。因此請問開發單位是否經上述主管機關
核准？若否，恐有違環境影響評估法之嫌! 

1. 感謝指教，路線改為員寶庄圳西側，涉
及港尾橋引道落墩與封閉，經與台中市
政府協商結果已辦理方案調整。 

2. 依據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圖5.2-1，道
路平面配置清楚標示B斷面處之匝道A/B

係位於員寶庄圳東側，本案均依此路線
進行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3. 斷面圖係做為平面圖輔助說明之用，本
局於環說書定稿作業時發現環說書之圖
5.2-1標示之B斷面標示之橋墩鏡像反射
位置與平面圖所表達之位置不符，目前
正循環評作業程序辦理勘誤中。因斷面
圖繪製之疏漏造成各位之誤解，本局深
表歉意，惟須澄清規劃階段之路線線形
並未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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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林○傑 

君 

1. 公共工程之規劃原則因盡量使用公有地，減
少徵收民地。本案之規劃路線顯然捨棄原有
港尾路及二側之公有地，而偏向徵收使用較
多私有地來作為本案開發之路段，陳情希望
能調整路線往西邊之港尾橋共構，或是至少
依照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發內容
及規劃路線切實執行。 

2. 依據開發單位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
發內容P5-8圖5.2-1所示，本案所規劃之台74

線銜接國道1號之B 斷面顯示，無論匝道A及
匝道B之設計規劃皆位於員寶庄圳之左側(面
北時)。然而開發單位於舉辦公聽會時說明之
匝道規劃竟變更設計，將匝道路線規劃位於
員寶庄圳之右側!!!除了須徵收較多私有地外，
另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規定，已通過
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
容。因此請問開發單位是否經上述主管機關
核准？若否，恐有違環境影響評估法之嫌! 

1. 感謝指教，路線改為員寶庄圳西側，涉
及港尾橋引道落墩與封閉，經與台中市
政府協商結果已辦理方案調整。 

2. 依據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圖5.2-1，道
路平面配置清楚標示B斷面處之匝道A/B

係位於員寶庄圳東側，本案均依此路線
進行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3. 斷面圖係做為平面圖輔助說明之用，本
局於環說書定稿作業時發現環說書之圖
5.2-1標示之B斷面標示之橋墩鏡像反射
位置與平面圖所表達之位置不符，目前
正循環評作業程序辦理勘誤中。因斷面
圖繪製之疏漏造成各位之誤解，本局深
表歉意，惟須澄清規劃階段之路線線形
並未有改變。 



九、第一場公聽會意見回覆(108.01.07) 

44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林○溶 

君 

1. 公共工程之規劃原則因盡量使用公有地，減
少徵收民地。本案之規劃路線顯然捨棄原有
港尾路及二側之公有地，而偏向徵收使用較
多私有地來作為本案開發之路段，陳情希望
能調整路線往西邊之港尾橋共構，或是至少
依照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發內容
及規劃路線切實執行。 

2. 依據開發單位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
發內容P5-8圖5.2-1所示，本案所規劃之台74

線銜接國道1號之B 斷面顯示，無論匝道A及
匝道B之設計規劃皆位於員寶庄圳之左側(面
北時)。然而開發單位於舉辦公聽會時說明之
匝道規劃竟變更設計，將匝道路線規劃位於
員寶庄圳之右側!!!除了須徵收較多私有地外，
另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規定，已通過
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
容。因此請問開發單位是否經上述主管機關
核准？若否，恐有違環境影響評估法之嫌! 

1. 感謝指教，路線改為員寶庄圳西側，涉
及港尾橋引道落墩與封閉，經與台中市
政府協商結果已辦理方案調整。 

2. 依據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圖5.2-1，道
路平面配置清楚標示B斷面處之匝道A/B

係位於員寶庄圳東側，本案均依此路線
進行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3. 斷面圖係做為平面圖輔助說明之用，本
局於環說書定稿作業時發現環說書之圖
5.2-1標示之B斷面標示之橋墩鏡像反射
位置與平面圖所表達之位置不符，目前
正循環評作業程序辦理勘誤中。因斷面
圖繪製之疏漏造成各位之誤解，本局深
表歉意，惟須澄清規劃階段之路線線形
並未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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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江○一 

君 

1. 國道1號增設銜接台74線系統交流道工
程路線位置， 前經 貴局公告確定，並
經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局囑託地政事務所
辦理辦理逕為分割登記在案。 

2. 最近接獲 貴局通知參加公聽會，才發現
原規劃之位置已東移，令陳情人大為吃
驚，原已公告確定之路線位置且環評都
已通過的案件，竟然可以變更東移，致
造成陳情人權益受損，請 貴局應堅守原
規劃路線之立場，切勿遭受外力之影響
輕易更改路線，致造成民怨。 

1. 本案尚未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及逕為
分割登記相關作業。本次公聽會係
依土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主
要聽取民眾意見並廣納各界意見，
後續會再召開第二場公聽會，回覆
第一場公聽會民眾陳述意見及處理
情形。 

2. 另有相同陳述意見指稱「位置東移」
1 節， 查「地政事務所辦理辦理逕
為分割登記」係指臺中市都市計畫
之10米計畫道路， 屬於計畫道路，
為地方道路使用，目前尚未開闢，
權責機關屬臺中市政府。 

3. 本工程與上項計畫道路為分屬二項
工程計畫，故無往東偏移一百多米
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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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林○程 

君 

1. 平常日此處的交通流量還算順暢，
唯有假日時才會塞車，而塞車均
未至太平、大里、北屯的車輛要
上二高，相信豐潭正興建接4號的
工程一旦完工，就會改善這裡常
塞車的處境，請謹慎評估是否有
其必要性。 

2. 老百姓辛苦拚一輩子，好不容易
建立的家業財產，都仍在貸款中，
面臨經濟不景氣，賺錢不易的當
日，孩子三個正值大學花費不斐，
如迫工廠拆遷，損失經濟來源，
全家無家可居的苦境，老公愁容
度日，憂鬱再起， 不知如何是好。
如真搬遷，還請政府從優體恤，
以利往後搬遷是好。 

1. 本工程目的係為建構完善高快速公路路網，
轉移國道1號臺中路段(豐原交流道至南屯
交流道)交通量，提升區域快捷運輸服務，
且轉移交流道車流， 紓解大雅交流道、臺
中交流道及南屯交流道之車流負荷，改善
聯絡道服務水準，完善整體行車環境品質。
另外改善交通瓶頸路段，通過性及地區性
交通分流，優化地區交通運轉效能，爰於
計畫範圍內勘選較符公益性，且具經濟可
行性之路線，辦理規劃等後續作業，徵收
私有土地有其必要。 

2. 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需用土地依土
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以協議價購或
其他方式取得，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
他方式取得者使得以徵收方式辦理。其地
價補償費依條例規定，按徵收當期之市價
補償地價，建築及農作改良物之補償、遷
移費由臺中市政府制定之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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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張○昌 

君 

1. 公共工程之規劃原則因盡量使用公有地，減
少徵收民地。本案之規劃路線顯然捨棄原有
港尾路及二側之公有地，而偏向徵收使用較
多私有地來作為本案開發之路段，陳情希望
能調整路線往西邊之港尾橋共構，或是至少
依照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發內容
及規劃路線切實執行。 

2. 依據開發單位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明之開
發內容P5-8圖5.2-1所示，本案所規劃之台74

線銜接國道1號之B 斷面顯示，無論匝道A及
匝道B之設計規劃皆位於員寶庄圳之左側(面
北時)。然而開發單位於舉辦公聽會時說明之
匝道規劃竟變更設計，將匝道路線規劃位於
員寶庄圳之右側!!!除了須徵收較多私有地外，
另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規定，已通過
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非經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原申請內
容。因此請問開發單位是否經上述主管機關
核准？若否，恐有違環境影響評估法之嫌! 

1. 感謝指教，路線改為員寶庄圳西側，涉
及港尾橋引道落墩與封閉，經與台中市
政府協商結果已辦理方案調整。 

2. 依據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圖5.2-1，道
路平面配置清楚標示B斷面處之匝道A/B

係位於員寶庄圳東側，本案均依此路線
進行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3. 斷面圖係做為平面圖輔助說明之用，本
局於環說書定稿作業時發現環說書之圖
5.2-1標示之B斷面標示之橋墩鏡像反射
位置與平面圖所表達之位置不符，目前
正循環評作業程序辦理勘誤中。因斷面
圖繪製之疏漏造成各位之誤解，本局深
表歉意，惟須澄清規劃階段之路線線形
並未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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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李○娟君
與 

梁○輝君 

我是北屯區同榮段2620地號的地主，我的
土地有被徵收一點點(目視約6~7坪)，基於 

維持土地的完整性，是否可以調整匝道路
線形狀。 

1. 路線之勘選需就線形、結構、運輸、
地質、用地及環境影響等各項條件
進行檢討與綜合評估後， 方能擇定
路線方案。爰線形調整亦須就上項
各條件檢討是否有調整空間， 故難
度頗大。 

2. 惟土地使用可分為墩柱用地、橋面
板下投影、側向近距及匝道所夾用
地等，功能各有不同。爰需俟工程
路線圖與地籍圖套繪後，方能確認
台端持有土地之使用功能，並於第
二次公聽會時向台端說明其後續辦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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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忠實記錄您的意見，主辦單位備有發言單，煩請填寫後交給工作人員。 

 本會議簡報資料將於會後於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網站提供下載，為維持會議

秩序恕不於本會場提供，敬請見諒。 

 會後若另有意見表達，請於會後7日內提出俾納入本次會議紀錄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地址:24303 新北市泰山區黎明里半山雅70號 

承辦人：王裕仁先生 

電話:02-29096141#2173 

傳真:02-22975641 

 e-mail：yuren@freeway.gov.tw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