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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收 土 地 計 畫 書 

臺南市政府為開闢鹽水公 2、公 3及公 16新闢公園週邊聯外道路

工程需要，擬徵收坐落臺南市鹽水區月港段 804地號等 4筆土地，

合計持分面積 0.006039 公頃，茲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 13 條及第

13 條之 1 規定，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 14 份，請准予照

案徵收。 

此請 

內政部 

一、徵收土地原因  

為開闢鹽水公 2、公 3及公 16新闢公園週邊聯外道路工程必

需使用本案土地。 

二、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一）擬徵收坐落臺南市鹽水區月港段 804地號等 4筆土地，

合計持分面積 0.006039 公頃。詳如徵收土地清冊與徵收

土地圖說。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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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土地屬都市計畫內道路用地，已依作業

要點第 2 點規定檢視需用土地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必要

性。) 

三、興辦事業之種類及法令依據 

（一）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二）興辦事業之法令依據：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

規定及都市計畫法第 48條規定辦理。 

（三）奉准興辦事業文件：本案土地屬道路用地，臺南市政府

本於權責辦理，依法無須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為

辦理該項工程，已編列經費於 108 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並經臺南市議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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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一）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臺南市溪北人口面臨衰退，鹽水舊市中心區經營面

臨蕭條，本府希望整合地方資源，落實城鄉均衡發展，

透過公有閒置空間活化轉型計畫之引入，提昇地方生活

品質，興盛觀光及導入市區停留和消費。 

本道路緊鄰鹽水區公 2、3、4、16 公園及綠地（公

16 東側），該等公園及綠地為「城鎮之心工程計畫」六

大行動方案之「鹽水水岸環境建置」，已於 108 年 5 月

取得用地，108年 7月開始動工。公園開闢後除了能有效

改善月津港水域環境外，更可滿足社區鄰里居民日常休

憩空間的需求，提供居民散步、遊憩、運動或集會的場

所。 

本案道路鄰近鹽水區都市計畫住宅區、建物密集，

公園興闢後當地居民或遊客若欲前往公 2、3、4、16 公

園現況尚無聯絡道路可供使用，故擬開闢本案道路。本

案 L 型道路位處住宅區及公園用地中間位置，可供通行

至公園用地，又四座公園間無可聯繫道路，故納入該 L

型道路西北段、中段、及南段計畫道路一併開闢使用。

本府於四座公園內設計公園步道，供此區路人步行、運

動使用，本案東側及西側上方土地係屬都市計畫道路用

地，故於四座公園辦理用地取得時未納入範圍內，若於

本案道路未取得，則將造成公 4、公 16 及公 3 用地間遭

私人用地阻隔，不僅無法完整的使用公園設施，未來若

私人用地以其他方式將土地圍堵將不利公園發揮其功

能，亦無法串聯綠帶使用。 

月津港親水公園每年吸引大批遊客湧入，近年來不

僅台南元宵節期間月津港燈會在此舉辦、有名的蜂炮活

動也經常吸引人潮聚集，成為當地著名景點。未來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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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擴大燈區或舉辦湖畔野餐等大型企劃，新闢公園用

地作為月津港親水公園腹地，其周圍聯外道路將扮演重

要角色，以供遊客通行、停車、遊覽使用。故本案道路

不僅日常可供當地居民休閒休憩空間；亦能提供擴大舉

辦燈節等活動，提升觀光及當地文化復甦，有其開闢之

必要。 

（二）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計畫位置位於台南市鹽水都市計畫道路，係依據

106年 11月 20日發布實施之「變更鹽水都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含都市計畫圖重製）（第一階段）」

所規劃之路線及寬度辦理。路線設計標準採內政部函頒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平原區服務道路標

準，設計速率 Vd=30(公里/小時)。 

本工程起點為西門路鹽水區停三停車場，往南約 230

公尺處現況無道路為新闢路段，開闢路寬為 8 公尺；再

轉往東約 140 公尺處現況道路 6-8 公尺為拓寬路段，道

路拓寬為 8 公尺，全長共計約 370 公尺。另有部分開闢

道路穿插於公園用地公 4、公 16、公 3 及公 2 之間供通

行使用，現況無道路為新闢路段，開闢路長 33~108公尺、

路寬為 4-8公尺。 

本案路線周邊連結月津港水岸公園，其與橫交道路

皆依都市計畫道路範圍銜接，道路劃定沿公 4、公 16、

綠 3、公 3、公 2周遭分布，以利當地行人、遊客通行使

用。 

勘選用地範圍已優先選擇現況既有道路之路線，並

儘量使用公有土地，另西側上方用地係為現正開闢公 4

及公 16公園步道銜接之必要土地，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

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損害已降

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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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道路工程用地多屬 106 年 11 月 20 日發布實施之

「變更鹽水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含都市計

畫圖重製）（第一階段）」內之計畫道路。 

本道路工程周邊配合「鹽水水岸公園建置工程(含公

2、3、16、4公園)」設置，形成一連貫的開放水岸文化

休閒空間，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最小限度範圍，其路

線勘選已對土地所有權人影響最低，經評估本計畫道路

擬拓寬路段已為最佳路段，無其他可替代之路段。 

（四）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依據本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規定，本市之公共設施

用地取得本府以徵收或撥用辦理。本案申請徵收前，依

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

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

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

徵收。 

本案業於 108年 5月 24日辦理協議價購會議，同意

協議價購面積共計 0.264771 公頃，同意協議價購面積約

達本路段私有土地面積 97.77%，餘未同意者因公益需

要，始依程序辦理徵收。 

以其他方式取得用地分析概述： 

      1.設定地上權及租用：因本案工程係永久使用，為配合

工程施工及整體管理需要，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或租用

方式取得。 

      2.聯合開發：聯合開發方式，雖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

發建設方式之ㄧ，惟涉及資金籌措等技術問題，亦不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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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捐贈：私人土地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ㄧ，仍視土

地所有權人意願主動提出，本府樂觀其成，並願意配

合完成相關手續，惟本案所有權人無捐贈意願。 

      4.公私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按都市計畫法第 50-2

條規定，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得申請與公有非公用土

地辦理交換，本案用地屬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

地，得依內政部訂頒之「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

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規定提出申請。惟屬

本辦法第 4條規定，不得辦理交換之私有公共設施保

留地，或依同辦法第 6條規定，不予列入交換之公有

非公用土地，不得辦理交換。 

另依據本府 107年 5月 11日府都管字第 1070514099B

號、108年 3月 25日府都管字第 1080347567B號公告，

本市 107、108 年度無適當可供交換之公有非公用土

地。 

（五）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無。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一）社會因素：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道路工程申請徵收範圍位於鹽水區都市計畫範圍

內，行政區包含臺南市鹽水區月港里及橋南里。截至 108

年 6月，鹽水區總戶數 10,073戶，總人口數 25,322 人，

男性人口 13,183 人，女性人口 12,139 人；月港里總戶

數為 723戶，總人口數 1812人，男性人口 931人，女性

人口 881 人；橋南里總戶數為 1664 戶，總人口數 4348

人，男性人口 2186 人，女性人口 2162 人，年齡結構以

15-64歲為主。 

工程所需土地為鹽水區月港段共計 37筆土地，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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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16 筆，面積 1,616.97 平方公尺(37.39%)；私有土

地 21 筆，面積 2,708.10 平方公尺(62.61%)，總面積為

4,325.07 平方公尺，工程範圍內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

89人。本案現況使用主要為道路及空地、夾雜零星果樹、

違章工作物，工程影響一戶非合法建物，惟僅部分拆除，

不影響現有人口居住或導致遷出問題，故無土地徵收條

例第 34條之 1規定需辦理安置計畫之情形。 

推估本計畫間接影響或工程受益對象為鹽水區月港

里及橋南里及周邊地區交通通行人口，而本計畫為道路

工程對人口年齡結構較無直接影響。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道路工程範圍內無涉及當地信仰中心或集會場

所，且道路拓寬開闢後，將打通即將闢建之公園旁道路，

使車輛通行更加安全便利，也解決大型救災車輛進出不

易問題，故對周圍社會現況具正面影響。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道路工程所需土地範圍內使用現況主要為道路及

空地、夾雜零星果樹、違章工作物，雖拆除 1戶建築改良

物，惟不影響主體建築使用，亦無造成人口遷移問題，故

無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又於道路拓寬開闢後能提升當地通行便利性及安全

性，提升都市防災機能，對周遭區域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具

正面影響。 

4.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本道路工程開闢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規定之

交通事業，非興建具污染性之工業區，且範圍現況部分

已為道路使用，且並無涉及建築改良物拆除，故整體工

程施作並不會對當地居民健康風險有太大影響。 

（二）經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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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本道路工程為都市計畫區之道路用地，其中權屬為私

有土地之面積占全範圍面積 62.61%，徵收取得土地依據

平均地權條例第 42條規定免徵其土地增值稅。 

本道路工程拓寬及開闢能建全地區整體建設與周邊

土地銜接，有助於改善整體居住環境，增加居民置產意

願，對於地價稅、土地增值稅等地方稅收及屬中央政府稅

收之營業稅等也均有增加稅收之效益。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道路工程周邊土地使用分區以住宅區、公園用地

為主，範圍現況使用主要為道路及空地、夾雜零星果樹、

違章工作物，並無涉及農業使用土地，故無影響糧食安

全之虞。 

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道路工程土地使用現況使用主要為道路及空地、

夾雜零星果樹、違章工作物，道路周邊多為住宅區及公

園用地，範圍內涉及土地改良物僅部分拆除，經評估不

影響人口轉業及減少就業情形。 

道路工程拓寬後，能提升道路通行便利性，並完善

交通路網，促進土地利用發展及健全地區道路系統功

能，有助於增進地區就業人口。 

4.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

及負擔情形 

本工程範圍擬徵收土地涵蓋本市鹽水區月港段 804

地號等 4筆土地，合計持分面積 0.006039公頃，總徵收

費用計新台幣 984,465 元。本案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

評定，業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108 年第 4

次會議評定通過。 

徵收土地費用已編列經費於 108 年度預算項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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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並經臺南市議會通過。本案道路編列用地費

41,000,000 元，工程費 19,500,000 元，總經費

60,500,000元，故徵收補償費來源無虞，不致對財政造

成排擠效果。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道路工程土地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周遭多屬住

宅區及公園用地使用，範圍內現況未涉及農、林、漁、

牧業相關使用，對其產業鏈不造成影響。 

本工程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無農業用

地，故無須檢附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之

文件。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道路工程依都市計畫規劃範圍開闢，本道路工程

所在位置鄰近當地主要住宅區及商業區，且工程範圍西

側將闢建公園，道路開闢完成後，能使周邊地區往來更

通暢、進而使區域土地使用更趨完善，符合都市計畫規

劃，對地區發展及土地利用具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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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道路工程範圍現況部分已為道路使用，透過本次

道路開闢工程施作，打通即將闢建之公園旁道路，將改

善環境視野及鄰近住宅景觀，對城鄉自然風貌皆有正面

改善。 

依據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 7 月 3 日環綜字

第 1080066444號函認定，本案「鹽水公 2、公 3及公 16

新闢公園週邊聯外道路工程」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經查臺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本範圍並無文化古蹟範園或資產，日後施工倘發現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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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化資產將由施工單位依文化資產等相關規定辦

理。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道路鄰近住宅區及公園用地，距離本區域都市計畫

中心商業區約 150公尺，周遭設有里活動中心、區公所、

國小、市場等，觀光景點眾多，生活條件便利。 

本道路工程為公園旁道路闢建，透過道路拓寬開闢，

將打通公園旁無道路供用路人通行之問題，使用路人通行

更安全、便利，完善都市計畫機能。 

4.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工程土地現況主要為道路、空地、部分雜項工作

物，並無稀有物種生態，且工程將依據工程施工計畫進行

施工，已降低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依據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年 7月 3日環綜字第

1080066444 號函認定，本案「鹽水公 2、公 3 及公 16 新

闢公園週邊聯外道路工程」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透過道路拓寬開闢，將打通公園旁無道路供用路人

通行之問題，使用路人通行更安全、便利，也提升地區

防災機能，使周邊住戶居住安全更有保障。 

（四）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105 年 3 月永續發

展政策綱領中所羅列之重點發展政策，共分為 4個層面：

「永續的環境」、「永續的社會」、「永續的經濟」、

「執行的機制」。 

「永續的社會」層面之第二面向「居住環境」、第

五面向「災害防救」分別提及為提升城市競爭力與居住

生活品質及全球變遷下災害加劇，重視各項災害防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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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的重要性，而本計畫道路開闢完成後，將有助於提

升居民生活品質，並進而加強社區防災機能，符合國家

永續發展政策。 

在「永續的經濟」層面中，第三面向「交通發展」

提及提升整體運輸網路運轉效率及用路人對交通運輸服

務品質滿意度，本計畫落實原都市計畫規劃原意，提升

交通品質及便利性與改善整體防災機能，並建構社區便

捷交通路網，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2.永續指標 

本計畫係依民國 106 年 11 月 20 日發布實施之「變

更鹽水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含都市計畫圖

重製）（第一階段）」計畫進行開闢，以建構完善地區

交通路網，提升地區防災機能，促進區域整體發展，符

合永續發展理念。 

3.國土計畫 

本案工程範圍用地係屬於 106 年 11 月 20 日發布實

施之「變更鹽水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含都

市計畫圖重製）（第一階段）」內之計畫道路用地，已

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完成擬定。 

另外，勘選土地係配合國土計畫，依都市計畫劃定

之道路用地範圍，並期以最少的土地使用及影響範圍，

達成最大交通改善及道路服務效能。勘選範圍內無優良

農田及農業設施，不影響農業經營管理。綜合以上，本

計畫符合國土計畫之規範。 

（五）綜合評估分析： 

本工程符合下列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經評估應屬適當： 

1.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通過道路開闢以達建全區域內街廓、路網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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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改善道路路線銜接與通行安全及都市防災機能，

使地區生活機能提高，因此本案除提升道路交通品質外

更能一併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提高該區土地使用潛

力，因此本道路開闢工程符合本事業公益性目的。 

2.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 

本道路工程為鹽水區都市計畫道路開闢，鹽水公 2、

公 3、公 16 公園闢建後周邊並無道路可提供行人及車輛

通行較為不便，因此為達都市計畫規劃原意並考量公園

及道路公共設施整體開發而闢建本道路，道路開闢後除

完備公共設施並改善交通便利性外，也能提高附近居民

生活品質，以達防災、便利、安全等目標，故本道路開

闢工程有其必要性。 

3.興辦事業計畫之適當性 

本道路工程規劃係需符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

規範為前提，且為使本工程道路建構完整街廓，提高該

區土地使用之潛力，考量道路路線銜接與通行安全，其

路線勘選已對土地所有權人損害最低。另道路開闢、拓

寬工程，係為符合工程設計永續利用之目的，及保障公

共利益，應取得開闢道路範圍之土地所有權，故不宜以

租用或設定地上權等方式取得土地。 

本徵收計畫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文化古蹟及生態

環境；徵收範圍均係道路開闢、拓寬必需使用之土地，

並已考量土地現況、權衡計畫對於居民生活影響及道路

開闢需求，由於道路開闢對社會及居民生活將更加便

利，符合適當性原則。 

4.興辦事業計畫之合法性 

本計畫道路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私有土地取得作業，

係依據下列規定辦理，具備興辦事業之合法性： 

(1)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第 2款：交通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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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市計畫法第 42條及第 48條。 

(3)民國 106 年 11月 20日發布實施之「變更鹽水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含都市計畫圖重製）（第

一階段）」。 

六、土地使用之現狀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本案工程範圍現況使用主要為道路及空地、夾雜零星果樹、

違章工作物。徵收工程用地範圍內有私有既成道路，均已列

入徵收。 

七、土地改良物情形 

本案現況土地改良物包含零星果樹及雜項工作物。 

八、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 

無，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土地改良物已全數協議價購取得，故

無需辦理徵收。 

九、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 

本案計畫道路呈 L 型，南側、北側銜接西門路；東側為住宅

區，多屬住宅使用，西側為公園用地，現況為空地。 

十、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並註明其

現狀及維護措施 

無。 

十一、舉行公聽會、說明會、聽證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錄及

出席紀錄 

(一）鹽水公 2、公 3 及公 16 新闢公園週邊聯外道路工程係民

國 106年 11月 20日發布實施之「變更鹽水都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含都市計畫圖重製）（第一階段）」

內計畫道路，依土地徵收條例、同條例施行細則及申請

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行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

機會作業要點規定舉行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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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於 108年 1月 19日、108年 3月 18日將舉辦第一場、

第二場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

在地之公共地方、臺南市政府、鹽水區公所及鹽水區橋

南里、月港里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橋南里、月港里住

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依土地登記簿、戶籍及稅籍所載住

址，以書面通知有關之土地所有權人，並於 108 年 1 月

20日、108年 3月 19日刊登在中華日報，及於 108 年 1

月 22日、108年 3月 19日張貼於臺南市政府網站，並於

108 年 1 月 31 日、108 年 4 月 1 日舉行公聽會，詳如后

附公告與刊登新聞紙文件影本及張貼於臺南市政府網站

證明文件影本。 

（三）公聽會上業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10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說明興辦事業概況與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

性及合法性，並已拍照存檔。 

（四）公聽會會議紀錄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於 108 年 3

月 11日、108年 4月 15日將第一場、第二場公聽會之會

議紀錄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臺南市政

府、鹽水區公所及鹽水區橋南里、月港里辦公處之公告

處所，與橋南里、月港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及張貼

於臺南市政府網站，並郵寄予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

人，詳如后附會議紀錄公告及張貼於臺南市政府網站等

文件影本。 

（五）已於 108年 4月 1日第二場公聽會針對 108年 1月 31日

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進行

明確回應及處理，詳如后附 108年 4月 15日府工新三字

第 1080433553C號函檢送之會議記錄。 

十二、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

方式取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 

（一）以 108 年 5 月 10 日府工新三字第 1080519338 號函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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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單通知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繼承人)協

議，依規定以市價與所有權人(及繼承人)辦理協議價

購，協議價購地價表併同開會通知單提供予土地所有權

人(及繼承人)，並於 108年 5月 24日與土地及土地改良

物所有權人(及繼承人)協議，詳如后附協議通知及與土

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繼承人)協議以價購或其他

方式取得不成之協議紀錄影本。 

（二）協議價購之市價係依據「臺南市政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

及一併價購作業要點」，參考地政機關提供之地價資訊，

並委請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價，經綜合評估並送協議價

購價格審查會審查後，作為協議價購之市價。 

（三）申請徵收前，已併協議價購開會通知單書面通知土地及

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繼承人)陳述意見。本府於召開

協議價購會前即向戶政事務所查詢戶籍住址、向稅務機

關查詢稅單投遞地址，其通知函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址

及戶籍住址、稅單投遞地址，以掛號附回執方式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及繼承人)，並給予陳述意見至 108 年 5 月

24日。 

（四）案內所有權人周世昌、周世榮、周振文等 3 人已死亡，

已洽戶政機關查明其合法繼承人，並依相關戶籍及稅務機

關查詢之稅單投遞地址一併通知其協議，均已合法通知全

體繼承人，惟於召開協議價購會時尚未辦竣繼承登記，爰

依規定以 108年 7月 12日府工新三字第 1080805717B號公

告對周世昌、周世榮、周振文等 3 人及其之全體繼承人名

義辦理公示送達，公告期間自 108年 7月 19日至 108年 8

月 8日，陳述意見至 108年 8月 18日，惟期限內無人提出

陳述意見。 

 (五)本案未全數同意協議價購之原因：部分持分土地所有權人

已死亡，其繼承人無意願辦理繼承登記；部分土地有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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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故經協議仍無法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爰依土地徵

收條例規定申請徵收。 

十三、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姓名住所 

詳附徵收土地清冊。 

十四、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 

詳如土地使用計畫圖。 

十五、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 

無，本案工程未涉及原住民土地。 

十六、安置計畫 

本案現況使用主要為道路及空地、夾雜零星果樹、違章工

作物，工程影響一戶非合法建物，惟僅部分拆除，不影響

現有人口居住或導致遷出問題，故無土地徵收條例第 34條

之 1規定需辦理安置計畫之情形。 

十七、興辦事業概略及其計畫進度 

（一）計畫目的：改善社區交通動線，俾利區域交通與都市防

災設施之改善。 

（二）計畫範圍：詳如徵收土地圖說。 

（三）計畫進度：預定 109年 1月開工，110年 12月完工。 

十八、應需補償金額總數及其分配 

（一）應需補償金額總數：984,465 元。 

（二）地價補償金額：984,465元。 

（三）土地改良物補償金額：0元。 

（四）遷移費金額：0元。 

（五）其他補償費：0元。 

十九、準備金額總數及其來源 

（一）準備金額總數：60,500,000 元，所列預算足敷支應。 

（二）經費來源及概算：為辦理該項工程，已編列經費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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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預算項下支應，並經臺南市議會通過。本案道路編

列用地費 41,000,000 元，工程費 19,500,000 元，總經

費 60,500,000元，所列預算足敷支應(科目來源:工程建

築及設備-工程建築及設備-新建工程-設備及投資-公共

建設及設施費-其他營建工程)。 
 

 

需用土地人：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市長 黃偉哲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