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道3號銜接台66線增設系統交流道工程」
第1次公聽會會議紀錄

壹、事由：

為辦理「國道3號銜接台66線增設系統交流道工程」興辦事業計畫，報經

許可前進行宣導及溝通，聽取民眾意見並廣納各界意見舉行本公聽會。

貳、日期：

第1場：桃園市大溪區永昌及員林段，108年 3月 5日(星期二)上午10時。

第2場：桃園市大溪區東隆段，108年 3月 5日(星期二)下午2時。

第3場：桃園市大溪區南興、仁德、仁愛及仁和段，108年 3月 6日(星期三)

上午10時。

參、地點：

桃園市大溪區多目標體育館二樓演藝廳（桃園市大溪區登龍路22號）。

肆、主持人及記錄人之姓名：

交通部高公局廖副總工程司肇昌                     記錄：蔡瑞峰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之姓名：(詳附錄一簽名單)

陸、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姓名：(詳附錄一簽名單)

柒、興辦事業概況：(詳附錄二評估報告及簡報資料)

捌、詳實計載事業計畫之公益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一、公益性評估

1.社會因素評估

(1)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年齡結構

行經大溪區南興里、仁和里、員林里，查107年 12月戶政事務

所統計資料，總人口數為 14,014 人，戶數 4,511，年齡結構以 35

～54歲為主。本案範圍內估算影響約301戶，人口約9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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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計畫可分散既有大溪交流道進出車流，並能紓解聯絡道縣道

112甲之壅塞情況，提高地區居民生活品質；減少遊憩人潮對當地

居民生活之影響，對周圍社會現況為正面影響。

(3)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配套安置措施(人口遷移費、租金補償等)，降低徵收對弱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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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道路工程用地內未涉及污染事業使用，對居民健康風險不致

造成影響。

本計畫路段通車後，可大幅改善市區平面道路之空氣汙染，有

益於環境空氣及居民健康。

本案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業經環保署環評審查委員會審查通

過。

2.經濟因素評估

(1)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本計畫工程完工後，有助於高快速路網串聯及地區行車安全，

並提升大溪及其周邊地區觀光遊憩區之交通便利性，將能增加地區

產業經濟發展及當地地方性產業稅收之效益。

(2) 徵收計畫對糧食安全影響

本計畫使用農地約4.1公頃，現況多屬未耕作之雜木林、草地

等，應不致影響糧食安全。

(3)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工程之勘選已儘量避開建物，須配合部分拆除建築物數量已

降至最低，對需就業或轉業人口之影響輕微；且增設系統交流道匝

道，將加強整體路網之鏈結，提升交通路網之便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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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情

形，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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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總經費 46.09億元，其中大溪交流道環道及機車專用道

用地及地上物拆遷補償共4.65億元由桃園市政府編列預算支應。其

餘用地費、規設、工程建造經費41.44億元由國道公路建設管理基金

編列預算辦理。

(5) 徵收計畫對農林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案僅使用農地約4.1公頃，且本工程計畫屬於線狀設施，對

既有農林漁牧產業鏈影響輕微。

(6) 徵收計畫對土地利用完整性影響

本工程計畫在既有高速公路用地兩側新增系統道，工程設施緊

鄰既有國道及聯絡道，不致切割農業用地，保持農地利用性之完整

性，對土地利用完整性影響輕微。

3.文化生態因素評估

(1)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工程計畫緊鄰既有國道，工程完工後，對於現有城鄉自然風

貌影響輕微。未來於道路兩側栽植當地原生樹種，除可遮蔽綠化橋

墩柱外，亦可融合現有景觀，降低對城鄉風貌之影響。

(2)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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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對於現有農路、灌溉排水路均將維持其機能，避免對當

地居民生活產生影響，另外本案於交流道區新闢機車專用道將有助

於提升地區行車安全及交通便利，對居民原本之生活條件或模式有

正向之影響。

(4)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計畫工程路線並未行經公告生態保護區、不可開發區或特殊

限制之發展區位，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並無太大影響。

(5)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增設系統交流道工程計畫可分散既有大溪交流道進出車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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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紓解既有聯絡道縣道 112甲之壅塞情況，提高地區居民生活品

質。

減少交通壅塞對當地居民生活之影響，同時亦有助於促進地區

觀光產業之發展，促進土地整體開發利用，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

為正面之影響。

4.永續發展因素評估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交通發展為永續發展政策綱領中「永續的經濟」層面之面向之一，

交通部依永續發展的理念，研擬整體的交通運輸政策，基於落實

「永續發展」理念及因應「節能減碳」需求，架構臺灣地區便捷交通

網，提供優質永續之運輸服務。

(2) 永續指標

本計畫工程完工通車後，可有效串聯高快速路網，並提高大溪

地區整體聯外交通效率，減少車輛壅塞所產生之碳排放量，達到節

能減碳需求及永續發展指標。

(3) 國土計畫

本計畫用地範圍使用非都市土地，預計變更為交通用地，依規

定辦理用地變更以符合區域計畫。

5.其他因素評估：無。

二、必要性評估

1.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理關連理由

本計畫所在之桃園市大溪地區兼具產業及觀光發展優勢，區域中

長程交通需求大。目前國3及台66線轉換需借由聯絡道縣道112甲，使

得高快速公路運轉效能受制，於尖峰時段造成交流道服務水準降低及

地區幹道嚴重壅塞衝擊。

聯絡道縣道 112甲主要路口多處服務水準呈現 C～F級，新增系統

交流道後路口大致可改善服務水準提升為 C～D級，並優化地區交通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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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於計畫範圍內勘選較符公益性，且具工程及經濟可行性之系統

交流道形式，辦理規劃設計及後續工程施工作業，徵收私有土地有其

必要。

2.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度範圍理由

本系統交流道工程設施緊鄰國道3號及聯絡道縣道112甲用地，減

少對私有土地的使用；另本計畫採用土地徵收使用最小之方案，擬徵

收之土地確屬必要，且已達必要最小限度範圍。

3.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計畫工程範圍係於既有大溪交流道上增設北向系統交流道，並

以縣道 112甲作為聯絡道銜接台 66線，使用縣道 112甲中央分隔帶立

墩以節省用地，故無其他可替代區位。

另本計畫於規劃階段研提三方案，經評估均可滿足運輸功能需求，

皆具備經濟可行性。其中本工程方案土地用地最小且執行困難度較低，

故為建議方案，並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4.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否，本計畫高速公路工程屬於永久性設施，經評估應以徵購方式

取得土地，較符合公路管理及經濟效益。本計畫於土地變更完成後將先

行與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協議價購取得用地，無法以價購或其他方式取

得者，將依土地徵收條例規定辦理徵收作業。

5.其他評估必要性理由：無。

三、適當性評估

1.區位適當性

(1)本計畫工程範圍係於大溪交流道附近，並以縣道 112甲作為聯

絡道銜接台66線，使用部分大溪交流道既有土地，其中於縣道

112甲採中央立墩以節省用地，故區位有其適當性。

(2)本增設系統交流道工程位置，位於國道 3 號埔頂隧道(里程

60k+660)與大溪交流道(里程 63k+700)間，恰可紓解大溪交流

道匝道及縣道112甲交通量，交通服務區位具有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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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交流道型式適當性

本案交流道採高架橋梁型式沿縣道 112甲中央立墩以銜接台 66線

快速道路，可滿足運輸功能需求，且具備經濟可行性，並可節省用地

需求，交流道型式有其適當性。

四、合法性評估

1.符合土地徵收條例之規定

本計畫方案為用地取得最小之方案，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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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符合公路法之規定

依據公路法第9條之規定：公路需用之土地，得依法徵收或撥用公

有土地。

五、公益性、必要性及預計徵收私有財產之利益比較衡量評估

經由未來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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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內部報酬率(IRR)為 7.59%，具有經濟效益。

另因用地取得對民眾產生之影響，依「桃園市政府農業局辦理徵收土地

農林作物查估標準作業程序」與「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桃園市

辦理徵收土地農林作物補償、水產養殖、畜禽遷移費查估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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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土地所有權人權益保障

1.法定補償情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之

補償市價、拆遷補償等基準）

(1)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

式取得，協議價購不成才以徵收方式辦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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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改良物之補償、遷移

費由桃園市政府定之相關規定辦理，以維公平、公開原則。

6



(3)徵收法定補償情形(依各直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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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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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物被徵收後拆遷安置以發放補償金為主，相關拆遷安置計畫

則依桃園市政府相關規定辦辦理。

(2)就業輔導或救濟，如土地所有權人另有需求則可於辦理協議價

購說明階段協助與桃園市政府溝通協調會。

玖、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意見，及對其意見回應及處理情形：

第1場（桃園市大溪區永昌及員林段）
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1 陳振吉 108.3.5

合法農舍因本工程拆除

後，可否在原地籍位移，

重新興建農舍。

因目前合法農舍申請不

易。

本次公聽會為聽取並蒐集各利害

關係人對規設內容之建議，就本

案涉及農舍拆除，是否可原地位

移或重新興建，因屬桃園市政府

之權責，本局將於後續用地範圍

核定後，召開「用地協議價購或以

其他方式取得協議會」時，邀集桃

園市政府詳細說明。

2 溫貴靜 108.3.5

高速公路現有的圍籬(南

興里)完工好是否可以不

要，視線比較好。

高速公路為封閉道路系統，設置

圍籬之目的為防止人及動物誤

入，以提升安全。經查本工程國道

3 號於南興段大部分屬於路塹地

形，設置圍籬防止墜入應屬必要。

3
徐福全

南興里長
108.3.5

里辦公處提供牆面貼設計

大圖。

感謝里長的建議，後續將提供公

聽會張貼之大圖供里民參考。

4 陳俊明 108.3.5

高速公路南向北方向下

方，永昌路向東方向並無

貫通，可否考慮多加道路

讓他貫通，增加居民方便

性。

考量機慢車進入大溪交流道區域

將造成嚴重交織而影響行車安

全，本工程於國 3 大溪交流道北

上側沿匝環道坡腳新建地區道路

供在地居民通行使用，亦可串連

既有地區道路，增加使用上的便

利。

5 藍漢宗 108.3.5 請設隔音牆防噪音、污染。

本工程將維持既有隔音牆設置位

置，並於細設階段進一步考量於

鄰近民房處加設隔音牆，以降低

對居民生活品質之影響。

6 徐清庚、 108.3.5 1. 施工期間空氣污染改 1. 施工期間將依本計畫核定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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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徐清基、

徐偉翔、

藍文土、

徐清堂、

藍文章

善、交通安全標誌。

2. 爭 取 南 興 一 段 313

號、315 號、317號增設

隔音牆(並不會因房子

低層噪音減少、空氣污

染)。

3. 鴻禧鎮至南下交流道

口周邊增設隔音牆。

4. 北 二 高 已 徵 收 一 甲

多，再次施工請維護

我們農民住的品質。

5. 高速公路拆遷證明興

建 房 子 無 法 合 法 變

更，造成我們受災戶

更大的傷害。

差報告進行環境監測，確保施

工期間之環境品質皆能獲得正

面效益。此外，本工程施工期

間將依「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設置相關標誌，

提醒用路人注意。

2. 本工程將維持既有隔音牆設置

位置，並於細設階段進一步考

量於鄰近民房處加設隔音牆，

以降低對居民生活品質之影

響。

3. 同上

4. 本計畫將妥適規劃施工順序以

降低對在地居民之影響。

5. 有關本局於興闢北部第二高速

公路時開立之「拆遷證明」，僅

為協助建築改良物所有人確認

其建物設施確實因國道工程需

要辦理拆遷；至其建築改良物

之合法性及後續重建申請作

業，係屬桃園市政府權責，台

端陳述事項將協助轉請市府查

處答復。

7 藍志宏 108.3.5

目前 112 線交通已非常繁

忙、壅塞，在施工期間勢

必在作立墩時造成道路封

閉和施工不便，交通黑暗

期儘量不要造成環境和交

通的更壅塞，和出入交通

的影響，也要充分讓我們

知道施工進度。

本計畫於縣道 112 甲中央立墩施

作系統匝道橋，施工期間中央分

隔帶以圍籬區隔。縣道112甲將在

維持既有車道數通行的前提下，

車道往兩側公有地路權調整，另

施工階段之交通維持計畫將送桃

園市政府審核，以減少施工期間

交通壅塞。

8 藍健祐 108.3.5

新增建二高南迴環線與原

先永昌路北上交叉因 112

甲線還是有車流量存在，

是否會造成車輛行車不

順、交通打結。

新建國 3 南出環道與原有北入環

道屬於苜蓿葉型交流道設計，於

縣道 112 甲確實會產生車流交

織，惟相關設計符合法規規定，

且本工程完工後，台 66往北銜接

國 3 之車流均改由系統匝道直接

進入國3，縣道112甲上之車流應

大幅減少，行車安全應無虞。

9 江支源、

江衍徵

108.3.5 我是北二高拆遷戶，大溪

區永昌段 1046 號，持高

速公路拆遷證明興建並持

有建造執照、使用執照、保

存登記，但今年元月農業

有關本局於興闢北部第二高速公

路時開立之「拆遷證明」，僅為協

助建築改良物所有人確認其建物

設施確實因國道工程需要辦理拆

遷；至其建築改良物之合法性及

8



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局來會查，土地與建照不

符合，應把土地變為建

地，但當初本想有建造使

用執照就好，也不知變為

建地，導致現在困難重

重，希望高公局能為我們

解決，謝謝。

後續重建申請作業，係屬桃園市

政府權責，台端陳述事項將協助

轉請市府查處答復。

10 王淑如 108.3.5

國道 3下方涵洞維護工程

沒真正落實，牆壁雙邊及

路燈(涵洞內的)髒亂，希

望在人車通行時仍能有確

實的環境安全維護，尤其

是在臨公墓的涵洞，請公

部門單位加以重視，如此

在地居民才能感受土地徵

收後不心痛的心態，減少

日後的永久抱怨。

涵洞分別由本局（結構）及桃園

市政府（鋪面及路燈）辦理維護

管理作業，本局未來將持續辦

理，並轉請市府查處答復。

11 江滿雄 108.3.5

本人的土地大溪區永昌段

632地號將被徵收一部分。

懇請拓寬後的高速公路之

邊坡旁(退縮之 3公尺)能

幫我們鋪上柏油，以利進

出(目前為雜木、高聳之草

叢原始樣貌，毒蛇、蚊蟲

孳生)，能夠通行出入。

目前公告之路權圖尚未核定，所

提意見將於細部設計階段審慎評

估設置之公益性及必要性。

12 陳浴集 108.3.5 路燈影響作物能否改善。

後續設計階段將納入設計考量，

儘量降低路燈照度對農作物之影

響。

13 藍武土 108.3.5

1. 希望可以更換土地，1

坪換1坪。

2. 希望不要增加機慢車

道。

1. 本局所承辦業務為興建高速公

路，所取得之土地均須作為高

速公路使用，係為道路用地，

並無多餘之土地可供交換，因

此以地易地事宜，尚無從辦

理。

2. 考量機慢車進入大溪交流道區

域將造成嚴重交織而影響行車

安全，本工程於國 3大溪交流

道北上側沿匝環道坡腳新建地

區道路供在地居民通行使用，

亦可串連既有地區道路，增加

使用上的便利。

14 陳俊明 108.3.5 1. 我們確實有在使用這

些土地，絕非是荒廢

農地，把我及老婆的

1. 本計畫以減少用地徵收為原

則，徵收之用地係對本計畫有

其必要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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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土地徵收，那我們將

如何再使用下去。

2. 期待以地換地，讓我

們可以繼續生活下去。

3. 之前每平方米公告地

價有 3 仟元，這幾年

調降成百元上下，實

在不合理。

4. 建議永昌路上打通高

速公路南向北的高速

上之下方貫通一條慢

道路，以方便下方住

戶交通。

5. 建議第 4 公墓遷移，

換地給我們。

本計畫將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34

條之 1規定，就徵收公告 1年

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戶人口，或情境相同經

桃園市政府社工人員查訪屬實

者，有配套安置措施，期能降

低對弱勢族群生活之影響。

2. 本局所承辦業務為興建高速公

路，所取得之土地均須作為高

速公路使用，係為道路用地，

並無多餘之土地可供交換，因

此以地易地事宜，尚無從辦

理。

3. 本計畫將於用地範圍經報奉交

通部核定後，由本局依土地徵

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以市價

（委託不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場

正常交易價格）與地主協議。

倘地主無意願出售土地，且亦

不願（或經評估無法）以其他

方式提供土地予本局作為本工

程使用，致協議不成，為工程

需要，本局不得已將依程序申

請徵收，屆時由桃園市政府依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

規定查估徵收市價，爰土地補

償數額無涉及公告地價之漲

跌。

4. 本工程於國 3大溪交流道北上

側沿匝環道坡腳新建地區道路

供在地居民通行使用，亦可串

連既有地區道路，增加使用上

的便利。

5. 同 2。

15

廖婉婷

(陳朝時

代)

108.3.5

大溪區員林段 32、 32-

2、34-2地號是否有在徵收

範圍。

經依設計草案資料初步查詢，相

關地號均非位於徵收範圍內，惟

此為設計階段草案，實際使用範

圍仍應以地政機關正式分割成果

為準。

第2場（桃園市大溪區東隆段）
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1 陳瑞宏 108.3.5 南向環道興建完成後既有

346巷是否繼續存在。

大溪交流道新建南出環道，既有

南入匝道及 346 巷(桃 42)將配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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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往外側改道，維持既有功能。

2 徐福慶 108.3.5

南興路二段 346 巷沿著高

速公路，請蓋隔音牆，謝

謝。

本工程將維持既有隔音牆設置位

置，並於細設階段進一步考量於

鄰近民房處加設隔音牆，以降低

對居民生活品質之影響。

3 簡慶和 108.3.5

1. 北二高加一層如中山

高就可疏暢。

2. 交流道拓寬在大道路

也無法暢通北二高主

道路。

3. 徵收土地造成民怨之

外並無法治本。

1. 有關國 3拓寬議題非屬本案工

程範圍。

2. 本計畫效益為串連高快速公路

路網，並改善聯絡道交通壅塞

之情形。本工程完工後，高快

速公路間轉換之車流將改由系

統匝道高架橋通行，預期能有

效分散縣道 112甲車流，紓解

地區交通並改善路口交通延

滯。

3. 本計畫將於用地範圍經報奉交

通部核定後，由本局依土地徵

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以市價

（委託不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場

正常交易價格）與地主協議。

倘地主無意願出售土地，且亦

不願（或經評估無法）以其他

方式提供土地予本局作為本工

程使用，致協議不成，基於工

程需要，本局不得已將依土地

徵收條例規定申請徵收，尚祈

諒解。

4 曹敏瑞 108.3.5 本 人 土 地 東 隆 段

1960 、1963號，若依貴單

位之設計、施工，上述二

筆土地之徵收面積及地價

為何？ 

土主陳情之單位？

煩請告知！謝謝

1. 依目前設計草案資料，東隆段

地號1960徵收面積約為 2,089

平方公尺，地號 1963 徵收面

積約為 106平方公尺，實際使

用範圍仍應以地政機關正式分

割成果為準。

2. 本計畫將於用地範圍經報奉交

通部核定後，由本局依土地徵

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以市價

（委託不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場

正常交易價格）與地主協議。

至協議價格及查估方式、內

容，屆時將併「用地協議價購

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協議會」開

會通知單，個別提供地主知

悉，並於會中向地主說明及協

11



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議。

5 鐘春美 108.3.5

1. 66 延伸國 3 環道施工

時 ， 必 影 響 周 邊 交

通，可否繪出施工時

替代道路圖，使居民

可知施工時將會影響

到的範圍。

2. 因國 3 於假日及上下

班時間本較壅塞，若

塞車時間就算經環道

上國 3 也上不去，會

不會一樣平面也一樣

塞呢？且環道施工須

用幾年時間，會不會

造成的交通影響更大

呢？

本工程工期約 3 年，施工期間將

盡量維持既有道路通行，並以減

少對地區交通之影響為前提研提

施工交通維持計畫。施工交通維持

計畫將送桃園市政府審核，後續

依計畫辦理改道及使用替代道路。

本局於施工前將依審核交通維持

計畫內容加強宣導。

6 江宗政 108.3.5

1. 用地編列費用徵收標

準如何？

2. 大範圍都市計畫區域

規劃為何？建議大範

圍整頓。

1. 本案建設計畫所編列之用地費

數額，係以周邊實價登錄網站

所載參考市價進行估算，後續

將由本局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委託不動產估價師依

「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查

估協議市價後，與地主協議。

倘地主無意願出售土地，且亦

不願（或經評估無法）以其他

方式提供土地予本局作為本工

程使用，致協議不成，為工程

需要，本局不得已將依程序申

請徵收，屆時由桃園市政府依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

規定查估徵收市價。

2. 本案非屬都市計畫範圍，又都

市計畫權責單位係屬桃園市政

府，非本局。

7 蘇瑞行 108.3.5
66快速道路大溪東段請增

設排水溝及周邊圍籬。

本工程於台 66東行方向僅拆除四

跨橋梁銜接系統匝道橋，對現況

地區道路影響小；另有關該道路

之維管係屬公路總局權責，台端

陳述事項將協助轉請該局查處答

復。

8 葉文童 108.3.5 1. 儘量不要徵收土地。

2. 高速公路高架化。

1. 本計畫系統匝道利用既有聯絡

道縣道 112甲中央立墩，儘量

使用公有土地施作。此外，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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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3南出環道部分，為減少土地

徵收，局部路段採擋土牆型式

取代邊坡，期能將對居民之影

響降至最低。

2. 為降低土地徵收面積，本計畫

系統匝道及部分路段大溪交流

道匝道儘可能採高架橋型式構

築，地區道路亦盡量利用橋下

空間通行，務使徵收面積最

小。

9 許麗珠 108.3.5

希望沿線都能作隔音牆，

不要等測到太吵才作隔音

板，目前已經很吵了。

本工程將維持既有隔音牆設置位

置，並於細部設計階段進一步考

量於鄰近民房處加設隔音牆，以

降低對居民生活品質之影響。

10 江支峰 108.3.5

此計畫已經規劃將近十年

的時間，為何 107 年新建

的房子會通過建造及使用

執照，致使房屋新建完工

沒多久便要被徵收。

本計畫之建設計畫行政院於 107

年 5 月核定，後續規設係依核定

時程辦理，方可確認實際用地徵

收範圍，而產生時間之落差，又

因農舍建築執照屬桃園市政府權

責，故有此情事。

11 江支潭 108.3.5

1. 請高架化才可解決交

通問題。

2. 國三通就不會有問題。

1. 為降低土地徵收面積，本計畫

系統匝道及部分路段大溪交流

道匝道採高架橋型式構築，地

區道路亦盡量利用橋下空間通

行，務使徵收面積最小。

2. 本計畫效益為串連高快速公路

路網，並改善聯絡道交通壅塞

之情形。本工程完工後，高快

速公路間轉換之車流將改由系

統匝道高架橋通行，經評估能

有效分散縣道112甲車流，紓

解地區交通並改善路口交通延

滯。

12 陳錦進 108.3.5 桃 64道路前段為8米寬道

路，及其後段為 4~5 米寬

的路幅，由於動工時勢必

造成交通黑暗期，為期交

通的順暢，懇請拓寬桃 64

後段道路寬度。惟目前南

興路二段 346 巷緊鄰高速

公路旁，其道路亦有高公

局高速公路排水系統(未

加蓋)，導致車輛跌落溝

中，建請該路段可否加蓋

1. 國 3南出環道施工採先建後拆

方式施作，會先將外移之國 3

南入匝道及地區道路桃 64 施

作完成後，再施作環道，以降

低對地區交通之影響。

2. 有關桃 64 後段路幅之拓寬，

考量需徵收較多私有土地，不

符計畫公益性原則，故既有道

路(桃 64)復舊以維持既有寬度

為原則。

3. 有關道路排水溝加蓋之需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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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或拓寬，以維行車安全。
將於後續細部設計階段納入考

量。

13

鑫興社區

管理委員

會

108.3.5

1. 鑫興社區使用功能為

住宅區，請貴局設計

本 社 區 臨 快 速 道 路

側，至少長度六十米

隔音牆固定設備。

2. 貴局增設系統交流道

工程計畫施工區間為

七年八個月，請規劃

未來施工期間影響鑫

興社區事宜：

(1) 施工期間鑫興社區

行車疏導方案。

(2) 施工期間鑫興社區

行人專用道設置。

(3) 施工期間減少噪音

與空氣污染之設備

建置。

3. 請貴局 108 年度先行

增設大溪區永昌路臨

台 66 線側之行人專用

道先導工程。

1. 本工程將維持既有隔音牆設置

位置，並於細部設計階段進一

步考量於鄰近民房處加設隔音

牆，以降低對居民生活品質之

影響。

2. 本計畫施工期約為 3年，考量

鑫興社區鄰近工區，細部設計

階段將妥善規劃施工期間台

66 線車輛改道方案，降低對

社區之影響，另施工階段之交

通維持計畫將送桃園市政府審

核，期降低對交通影響。此

外，為降低噪音與空氣污染，

除設置隔音牆外，橋梁將加大

伸縮縫間距，以降低車輛行駛

時的噪音。惟現況台66側車道

並無設置行人專用道，基於減

少用地徵收之原則，本工程並

無增設之規劃。

3. 本工程系統匝道利用既有聯絡

道縣道112甲中央立墩施作，

施工期間在不縮減縣道112甲

車道數的前提下，須利用道路

外側公有地路權將車道往外調

整。查既有公有地路權範圍內

已無空間增設行人專用道。

14 台灣電力

公司新桃

供電區營

運處

108.3.11 1. 本案工程徵收土地範

圍內計有本公司 3 座

鐵塔，分別為 69 千伏

金陵分歧線#5 鐵塔連

接站及地下電纜管路

（坐落大溪區東隆段

1571地號土地）、161

千伏松樹~瑞源線#12

鐵塔（坐落大溪區員

林段 33 地號土地）及

161 千伏松樹~東社線

#13鐵塔（坐落大溪區

永 昌 段 704 地 號 土

地）。

2. 以上輸電線路鐵塔設

施及地下電纜管路遷

感謝提供相關資料。本工程將儘量

避免徵收鐵塔用地，惟本工程系

統匝道橋施工期間，可能對既有

纜線造成影響，恐需辦理管線臨

時遷移。後續相關施工界面問題，

本局將召開管線協調會說明。

14



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移不易，其中 69 千伏

金陵分歧線#5 鐵塔連

接站及地下電纜管路

（大溪區東隆段 1571

地號土地）係配合呂

玉玲立法委員受託民

眾陳情架空線路地下

化工程案並於 107 年

度下地完成，為免重

複浪費公帑，請貴單

位研議避開本公司鐵

塔方式規劃設計，相

關施工介面問題請與

本公司協調。

第3場（桃園市大溪區南興、仁德、仁愛及仁和段）
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1 陳浴集 108.3.6
南向環道興建完成後既有

346巷是否繼續存在。

大溪交流道新建南出環道，既有

南入匝道及 346 巷(桃 42)將配合

往外側改道，維持原有功能。

2

伍坤金

(陳治文

議員主

任)

108.3.6

1. 台 66 接國 3 北上匝包

含在本工程內，但南

下匝道為預留，為何

不一次做完？

2. 能否一次作完，避免

多次工程增加不必要

的費用與施工困擾。

1. 依目標年 130年交通量預測，

南 向 交 通 量 約 為 200 ～

300pcu/hr ， 未 達 1 車 道 需

求，新建南向匝道暫不具經濟

效益。惟本案已預留未來增設

南向匝道平縱面銜接之可行

性，後續待地方經濟發展帶動

交通量成長後再行推動。

2. 同上

3 黃仲黎 108.3.6 1. 依照主席報告徵收以

市價之價格徵收。

2. 個別土地徵收之預訂

市價多少請能個別通

知。

1. 本計畫將於用地範圍經報奉交

通部核定後，由本局依土地徵

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以市價

（委託不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場

正常交易價格）與地主協議。

至協議價格及查估方式、內

容，屆時將併「用地協議價購

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協議會」開

會通知單，個別提供地主知

悉，並於會中向地主說明及協

議。

2. 倘地主無意願出售土地，且亦

不願（或經評估無法）以其他

方式提供土地予本局作為本工

程使用，致協議不成，基於工

15



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程需要，本局不得已將依土地

徵收條例規定向內政部申請徵

收，屆時將由桃園市政府依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

規定查估徵收市價。

4 林正山 108.3.6

1. 徵 收 請 徵 收 一 定 數

量，不要多次徵收。

2. 價格不要跟原始的價

格差太多。

3. 仁和路往北徵收多寬

要通知。

1. 本案新增路權範圍，係依工程

規劃當時需要及考慮必要性、

適當性及最小面積原則劃設，

倘有不同時期之多次徵收，實

屬不得已，尚祈諒解。

2. 本計畫將於用地範圍經報奉交

通部核定後，由本局依土地徵

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以市價

（委託不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場

正常交易價格）與地主協議。

至協議價格及查估方式、內

容，屆時將併「用地協議價購

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協議會」開

會通知單，個別提供地主知

悉，並於會中向地主說明及協

議。倘地主無意願出售土地，

且亦不願（或經評估無法）以

其他方式提供土地予本局作為

本工程使用，致協議不成，基

於工程需要，本局不得已將依

土地徵收條例規定向內政部申

請徵收，屆時將由桃園市政府

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規定查估徵收市價。

3. 目前公告之路權圖為設計階段

草案，尚未核定，實際使用範

圍及面積仍應以地政機關正式

分割成果為準。

5 林賢三 108.3.6 1. 會徵收的地號請儘快

確定與通知所有權人。

2. 小面積地號，多人擁

有(共有)如未全地號

徵收，會造成持有人

的困擾，例 91.22m2，

共有200人。

(1) 希望不要再分割而

能全筆徵收，以減

少後人困擾。

(2) 希望政府協助整合

1. 目前公告之路權圖為設計階段

草案，尚未核定，實際使用範

圍及面積仍應以地政機關正式

分割成果為準。

2. 本案用地範圍，僅能就工程所

需劃設及辦理取得，有關剩餘

土地申請一併價購（或一併徵

收）部分，依內政部 93 年 4

月 8日台內地字第0930005543

號函釋意旨，依法得徵收之土

地，倘業主同意讓售工程需用

16



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剩餘畸零地，由某

一人來承購，減少

政府稅單作業。

土地，其剩餘土地因面積過

小、形勢不整，致不能為相當

之使用，得申請一併價購該剩

餘土地。本案業主需先同意以

本局所訂定協議價格作為買賣

價格，讓售本工程需用土地，

俟工程需用土地完成過戶及發

價後，本局將會同桃園市政府

辦理現勘，認定是否符合前述

（參照土地徵收條例第 8條）

之要件，如符合，則由本局辦

理後續一併價購取得事宜。倘

逾期未表達同意價購者，即認

定業主對於價格不滿意，仍無

意願出售土地，且亦不願（或

經評估無法）以其他方式提供

土地予本局作為本工程使用，

致協議不成，本局基於工程需

要，不得已將依土地徵收條例

規定辦理徵收。至有關徵收後

剩餘土地擬申請一併徵收補償

1節，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8條

規定，略以：「…所有權人得

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年內向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一併徵收，逾期不予受

理」，是以，屆時可依前開規

定向桃園市政府申請辦理。

6 黃教維 108.3.6
農地上的合法及違建，拆

遷方式補償

有關農地上建築改良物之查估項

目及補償（救濟）方式，俟用地

範圍核定後，由本局會同桃園市

政府權責單位依「桃園市興辦公共

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例」實

地查估，並於本局召開「用地協議

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協議會」

時，邀集相關主管機關詳細說明。

7 藍治 108.3.6 埔頂段 1079-006、1079-

0013~15 、 1083-

0001、1084-0001

仁愛段 0717-0000、0718-

0000、0723-0000

仁德段 0490-0000、0509-

0000、0524-0000、0536-

0000

經初步查詢相關地號均非位於徵

收範圍內，惟此為設計階段草

案，尚未核定，實際使用地號仍

應以地政機關正式分割成果為準。

17



編

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仁和段 1449-0000、1453-

0000~1456-0000

請幫我查詢於一星期內答

覆

8 鄧衍龍 108.3.6

我是南興段社角小段254-

3 地號地主，因土地臨近

高速公路，本地有農用之

產業道路(也靠近高速公

路)，希望本案工程須規

劃本土地之聯外道路，保

障本人通行權，謝謝。

查南興段社角小段 254-3 地號現

為南興段 0165地號，本工程完工

後，該筆地號可利用新建之鄰接

道路通行。

9 趙信發 108.3.6

目前持有農地進出只有 1

米寬，看可不可增寬供汽

車出入。

1. 查該筆地號為南興段 0769 地

號，現況該筆地號並無鄰接道

路，出入方式為使用桃園市政

府之土地進出。

2. 目前公告之路權圖為設計階段

草案，實際使用範圍尚未核

定，後續將於細部設計階段審

慎評估設置之公益性及必要

性。

10 黃教維

(Email)
108.3.8

你好，我們是南興路一段

151 巷 150 弄 23-1，附近

黃氏家族大約十戶左右，

還有附近居民，高速公路

北向這邊，涵洞附近這

裡，我要建議的事項是，

高速公路長期不準自來水

公司經由涵洞箱涵，埋設

自來水管線，想藉由這次

工程希望能順便埋設管

線，讓我附近居民有自來

水飲用，不用再喝地下

水，以免長期不滿高速公

路的情緒影響工程進行。

本計畫係增設系統交流道以銜接

高、快速道路，意見所提涵洞非屬

本計畫範圍；而有關台端所提事

項，相關單位可依本局規定申請

埋設或附掛通過涵洞之管線，將

協助轉請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查

處答復。

11 林宏茂

(Email)

108.3.12 1. 是否可新增台 66 往國

道 3 南入連絡道及國

道 3 北出往台 66 連絡

道

2. 我們所屬地號 866 剛

好在紫線邊界，何時

間點可知道是否會需

徵收?

3. 議購價格是否可上網

公開揭露透各地主每

1. 依目標年 130年交通量預測，

南 向 交 通 量 約 為 200 ～

300pcu/hr ， 未 達 1 車 道 需

求，新建南向匝道暫不具經濟

效益。惟本案已預留未來增設

南向匝道平縱面銜接之可行

性，後續待地方經濟發展帶動

交通量成長後再行推動。

2. 目前公告之路權圖為設計階段

草案，尚未核定，實際使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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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筆單價

4. 施工期間是否影響靠

近徵收邊界旁(地籍圖

紫線)土地使用與種植

農作?(會有施工車輛

經過非徵收地或機具

暫放於非徵收地等情

形)

5. 112縣道仁和路跨越國

道 3 陸橋地下管路道

路下方工程可否一併

施工規劃考慮，事後

又開挖(目前台電已經

佔用道路 2~3 年還沒

完工)

圍仍應以地政機關正式分割成

果為準。

3. 本案協議價購土地之市價價

格，係由本局委託不動產估價

師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估

價，並有斟酌內政部實價登錄

網站蒐集近期相同或鄰近土地

之買賣實例做為參考，及經由

學者、專家開會審查後訂定協

議價購之價格，前開協議價格

亦將以專函提供地主並另召開

協議會與地主協議。惟因各宗

地之周邊環境條件、道路條件、

發展情形等個別因素不同，為

避免該價格資訊遭他人誤解或

扭曲之可能，歉難全部上網公

告週知，尚祈諒解。

4. 本工程路權劃設原則上已考量

所需施工空間，對於路權外現

況土地使用與種植農作影響不

大。

5. 查縣道 112(仁和路)為國道 3

號上方之地區道路跨越橋，非

屬本工程範圍。

拾、結論：

一、 本興辦事業經向與會機關代表、民意代表、地方民眾、土地所有權人及

利害關係人說明後，悉數瞭解本事業計畫興辦之內容，盼早日取得地

方共識，順利推動本工程。

二、 如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對會議內容有事實及法律上陳述者，請

於7日內以書面向本局提出陳述意見，未於上開期間內提出者，視為

無意見。

三、 本次會議與會代表及土地所有權人所提意見，除經本局及相關人員於

現場說明，民眾發言陳述意見之回應及處理情形，本局回應內容已記

載於會議紀錄，並寄予提問者知悉（需函請其他單位協處部分，亦將

於辦理第2次公聽會前妥處），及於本局網站提供下載並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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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壹、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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