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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收  土  地  計  畫  書 

本局為興建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北區北園街用地）工

程需要，申請徵收坐落臺南市北區富台段 1-1 地號等 6 筆土地，

合計面積 0.0159公頃。茲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三條

之一規定，擬具計畫書並檢同有關附件計 15份，請准予照案徵收。

另本案土地奉准徵收後，依行政院 101 年 9 月 26 日院臺交字第

1010059618 號函示，逕行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名義登記

為管理機關。 

   此 請 

內政部 

一、徵收土地原因 

(一)本局為興建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北區北園街用地）

工程，必需使用本案土地。 

(二)本局為興辦臺南市區鐵路化下化北區工程(C211 標案)經內

政部 107年 10月 24日核准徵收；臺南市政府 81年為開闢

「臺南市北區 I-6 都市計畫道路」工程，徵收北區富台段

1-1 地號等 22 筆土地(分割後為富台段 1-1 地號等 35 筆土

地)，因未依核准計畫完成使用，該府經核准廢止徵收後於

108年 6月 18日公告廢止徵收，其中同段 34筆土地屬 C211

標工程範圍，都市計畫並已變更為「鐵路用地」，因部分

土地未能達成協議，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規定辦理徵

收。 

(三)有關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北區富台段 1-1地號 8筆土

地)因現況坐落於北區北園街範圍，故調整工程名稱為臺南

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北區北園街用地），工程範圍不變。 

二、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一)擬徵收坐落臺南市北區富台段 1-1 地號等 6 筆土地，合計

面積 0.0159 公頃，詳如徵收土地清冊、徵收土地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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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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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依該要點第二點檢視需用土地範圍位置之適

當性及必要性。 

(三)徵收土地為都市土地，範圍內無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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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法第 7條第 1項及都市計畫法第 48條。 

(三)奉准興辦事業文件： 

如后附行政院 98年 9月 9日院臺交字第 0980054496號函、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8 年 8 月 19 日總字第 0980003918

號函暨交通部 103 年 11 月 3 日交路(一)字第 1038800117

號函影本;另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29 日院臺交字第

1050049762號函核定第一次修正計畫，計畫期程展延至 113

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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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理由： 

1、為解決臺南地區社經發展產生之交通問題，及均衡區域

開發、改善鐵路營運及都市交通狀況，促進運輸系統之

整合及協調和改善環境，經行政院 98年 9月 9日院臺交

字第 0980054496 號函核定了「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

畫」，本計畫工程起點為永康區大橋站，終點為仁德區

大林路平交道南側，全長 8.23km，工程貫穿臺南市北、

東及仁德 3個行政區，工程分 C211至 C214等 4個標案。 

2、臺南市區鐵路沿線現有鐵路路權非等寬度，路軌段約

14~21 公尺，為配合鐵路地下化施工並維持現有鐵路正

常安全營運，必須新增路權以容納多股軌道的配置，本

計畫路權劃設範圍說明如下：非車站區之地下化隧道及

其兩側連續壁寬度，總和為 14.3公尺，緊鄰現有鐵路東

側佈設，西側連續壁外緣距現有鐵路東正線中心 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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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兩側連續壁外緣再向外 1 公尺即為路權線，故路權

寬度為 16.3公尺（＝14.3+1+1）（如下圖），惟若有少

數配置其他鐵路設施處（如號誌壁龕、通風口、緊急出

口及抽水機房等），須另外再向東增加 2 至 6 公尺寬之

路權。 

 

 

 

 

 

 

 

 

 

 

 

3、鐵路地下化工程為永久性設施，所取得土地之下方係供

本計畫鐵路地下化隧道使用，為保護隧道結構物以確保

行車安全，隧道上方之土地不宜進行開發建設，土地所

有權人即已無法繼續使用，故本計畫必須取得私有土地

之所有權，始能達成使用目的，又為避免隧道上方之土

地荒置，衍生公共安全及衛生問題，另藉由臺南市政府

配合辦理都市計畫，將隧道上方之土地開闢為公園道，

其目的是為改善交通服務品質，提升居民生活水準；改

善市容景觀及都市環境，促進土地再利用。 

4、內政部 107 年 10 月 24 日核准徵收本計畫臺南市北區開

元段 3-3地號等 65筆土地，並一併其土地改良物；本次

申請徵收之北區北園街用地土地，係臺南市政府 81年開

闢「臺南市北區 I-6 都市計畫道路」工程，徵收富台段

1-1地號等 22筆土地(分割後為富台段 1-1地號等 35筆

土地)，其中因未依核准計畫完成使用，經內政部核准廢

 

隧道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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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徵收後該府於 108年 6月 18日公告廢止徵收，並已發

還為私有土地。其中 34 筆土地屬本計畫路段 C211 標工

程範圍須辦理取得，都市計畫並已變更為「鐵路用地」，

目前已與部分土地之所有權人達成協議價購，其餘土地

所有權人對協議價格不合意致未能達成協議，為符工程

施工期程，爰申請徵收土地。 

5、另基於下列工程特性及經費理由，本計畫臺南市北區北

園街用地之徵收有其急迫性及必要性： 

(1)鐵路地下化工程於都會中心車輛、人口密集地區施

工，困難度高且極具挑戰性。其特性為： 

◎施工用地受限(對施工機具、材料、人員及進出動線

之管理規劃尤為重要) 。 

◎施工中須維持鐵路正常營運及安全。 

◎須維持鄰近道路交通之順暢(交通維持計畫)。 

◎須維持沿線管線之功能(吊掛、改道、遷移方式)。 

◎常緊臨民房施工，對民房設施之保護及人車之安全

維護。 

◎於淨高受限之橋下施工段須以限高之改良機具施

工。 

◎對於環保、噪音、震動、空氣，水污染之管制。 

(2)北區北園街用地範圍之 C211標工程項目計有： 

◎整地及排樁工程 

◎北引道段及平面銜接段工程 

◎隧道工程 

◎交通維持工程 

◎既有軌拆除及整地工程等 

(3)本案路段為 C211標臺南北段地下化工程，屬本計畫之

要徑工程，全長約 0.220 公里，目前正進行北引道工

程及軌道地下化主體工程。 

本案辦理用地取得之急迫性理由如下： 

①本案土地為本工程北引道工程，施工時除需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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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及排樁工程外，亦需施作銜接隧道主體工程，

又本案北側鄰聖功女中路段鐵路與現行道路高程差

距約 4 米落差極大，拆除現有軌需謹慎且耗時，工

程難度甚高，為利後續隧道主體工程接續施工，本

案確有用地取得之急迫性。 

②本區隧道主體工程向南延伸至臺南車站，因車站與 

軌道工程整合之項目繁多，結構連續壁施工亦需連

貫，故須辦理用地取得以配合隧道工程同步施工。 

③另本案於隧道主體工程施工時，仍需維持現有軌二

正線及二副線，以維持台鐵正常營運，另本區工程

範圍橫交現有道路眾多，亦必須維持既有交通動

線。為減少對臺南市交通之衝擊影響及時程，並考

量結構、機電等工程之連貫性，本工程將採分段多

工作面施工方式同時進行，以縮短工期及有效降低

交通衝擊，故亦有同時取得本案全區工程用地之必

要。 

④綜上，為減少施工期間對區域交通影響，施工工程

必要，並達成 111 年 12 月底鐵路地下化營運之目

標，本案確有取得工程用地之急迫性。 

(4)另為減低施工衍生對交通之負荷，於施工期間將採取

交通維持相關措施如下： 

①本工程係採明挖覆蓋工法，取得工程所需用地後，

明挖覆蓋工程將於連續壁施作後，設置覆蓋板以維

持地面交通或提供施工通道，各橫交道路設施配合

交通維持將分階段或封閉施工。又為降低施工之交

通衝擊，將依序以影響道路較小之道路開始依序施

工。 

②施工期間之交通維持計畫需同時配合相關之交通管

制措施，以將對交通之衝擊減至最低，各施工路段

交通維持設施佈設應配合交通維持計畫書圖各階段

施作，相關標誌、標線與指示牌面依交維計畫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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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範辦理，未來施工期間可視其需要再行提送變

更的交通維持計畫予臺南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審查，關於交通維持設施及交通管制配合措施，於

施工階段將循序檢討俾降低交通之衝擊。 

 

(二)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計畫之路線係以目前鐵路路廊為主，經考量鐵路現況、

土地地形、行車安全及運轉需求等事項，依據相關法令規

章據以規劃設計，所使用之土地以臺鐵既有土地為主，計

畫使用之土地均為達成鐵路地下化必需使用之最小限度範

圍，已達徵收私有土地必要最小限度範圍。 

(三)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無。 

本計畫係將平面鐵路改建為地下化，並非新闢路線或改

線，爰其路線應以目前鐵路路廊(臺鐵局原有路權)範圍為

原則，依據核定方案並考量鐵路現況、土地地形、行車安

全及運轉需求等事項，依據相關法令規章據以規劃設計，

又為配合原鐵路路線內之臺南車站為國定古蹟，有無法遷

移之因素，為避免施工時傷及該古蹟，將該古蹟劃於路權

範圍外，將永久隧道(即地下化之軌道)設於盡量貼近既有

軌道之東側，所需用地及拆遷面積較少，是一符合公共利

益之最佳方案。 

(四)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計畫為鐵路地下化工程，考量工程結構安全，隧道上方

之土地不宜進行開發建築，爰以取得土地所有權為妥。 

其他各種取得土地方式及可行性茲明列並分析如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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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惟本案鐵路沿線附近多為建築，依工程屬性不適合

聯合開發，且涉及資金籌措等技術問題，有其不可行性。 

2、捐贈： 

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仍視土地所有權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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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動提出，本局樂觀其成，並願意配合完成相關手續，

惟並無人有捐贈意願。 

3、公私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 

(1)本局取得之土地均需作為鐵路使用，並無多餘之土地

可供交換，因此以地易地方式尚無從辦理。 

(2)另查「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

地交換辨法」第 2條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經臺南市政表示並無餘裕之公有土地可供交換。 

4、租用： 

本計畫為鐵路永久設施，不宜以租用方式取得。 

5、設定地上權： 

隧道上方之土地不宜進行開發建築，故不宜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取得土地之說明如後： 

(1)隧道上方於工程完工後，覆土深度由 0m(近引道口)漸

變加深至約 8m(臺南車站南側)，平均覆土深度約為

4m，如採地上權方式辦理用地取得，隧道上方土地無

法建築使用，亦無法開挖地下室。 

(2)考量工程結構安全、鐵路行車安全，鐵路地下化工程

完工後其上方騰空廊帶必要之車站站體、通風口、逃

生口、抽水機房等營運所必須之附屬設施等為延伸至

地面上之建築，故隧道上方土地並非完全騰空，無法

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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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量日後部分地上及地下設施仍需配合鐵路營運需

求，辦理新建、改建等建築行為，如採設定地上權方

式辦理，亦增加日後產權管理之難度。 

(4)本案工程係永久使用，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 

(5)另鐵路地下化後如發生火災、事故等，其地面亦具安

全疏散人潮之功能。 

＊覆土深度由 0m(近引道口)漸變加深至約 8m(臺南車站南側) 

＊隧道覆土深度 0～8m(平均約 4m) 

因土地所有權人對協議價格不合意致未能達成協議，經評估

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故須以徵收方式取得。 

(五)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1、依臺灣鐵路管理局統計資料所示，本計畫工程內現有平

交道對交通順暢及安全衝擊極大，事關人命維護，更突

顯推動鐵路地下化以保障用路人交通安全之急迫性與必

要性。 

2、本計畫工程範圍全長 8.23 公里(北區北園街用地長度約

0.220公里)、寬度約 16.3公尺，待地下隧道完工後與既

有軌合併之地面騰空廊帶寬度約 25～40公尺，臺南市政

府主要規劃為公園道用地，將具有疏解周邊交通需求之

替代功能，改善市區南北向交通狀況；同時提供適度綠

化、休憩空間，滿足市中心區綠色交通運輸之需求，其

帶來之效益為全民共享，將本計畫之效益擴及臺南市之

都市發展，故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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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計畫北區北園街用地屬都市土地，私有土地共 6筆，

土地所有權人共計 4人，直接影響人口數約 29人，年

齡結構：1~80歲，並以中年齡層居多。 

(2)直接影響鐵路沿線附近居民約 7,000 人；間接影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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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受益對象之旅運人次每日約 5.2 萬人。又增設林

森及南臺南二通勤車站，推估工程完工後，該二車站

之日運量分別可達到 5,006 人次及 6,355 人次，因本

徵收案而受惠之人口數勢必再增加。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1)本計畫為鐵路地下化工程，完工後將消除鐵路沿線 9

處平交道、8處地下道及 5座陸橋，除能解決平交道交

通意外事故、提升運輸服務外，亦考量各種限制條件、

周邊環境重建等需求，臺南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配合工程所需將騰空土地規劃為市區道路系統(地

下層做鐵路使用)，未來將新增 25~40 米南北向公園

道，對於市容景觀及紓解市區交通有莫大幫助。 

(2)本計畫又增設 2 座通勤車站(林森站與南臺南站)，縮

短臺鐵的站距，強化都會區通勤運輸功能，發揮臺鐵

捷運化之效益。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1)本局訂有「交通部鐵道局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工

程用地以協議價購或一般徵收用地之安置計畫」規

定，另對於單獨負擔家計婦女及其他特殊弱勢族群亦

視個案情形專案處理給予救濟。 

(2)鐵路地下化工程有助於改善地區交通，促進土地整體

開發利用，提高地區內所有族群之生活品質，改善其

生活型態。 

4、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1)正面影響為完工後地面上無鐵路行車之噪音以及將消

除鐵路沿線 9處平交道、8處地下道及 5座陸橋，改善

交通服務品質並消除平交道事故。 

(2)負面影響為施工期間會連帶影響交通通行，屬短期之

交通影響，且期間將採環保節能工法與技術，加強環

境監測，以減少對環境之衝擊，降低對居民身心健康

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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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案徵收土地之性質屬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規

定之交通事業，非興建具污染性之工業區，非屬法令

規定需進行居民健康風險評估範圍。 

(二)經濟因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1)鐵路地下化工程闢建後，消除鐵路平面阻隔，改善地

區交通，土地使用價值提高，預期可提昇土地所有權

人加強土地使用強度意願，帶動都市發展，提昇經濟

及生活品質；臺南市政府配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或地

區再造計畫，將鐵路沿線低開發地區之土地使用再提

升，吸引居民進住，將能增加政府稅收。 

(2)鐵路地下化工程闢建後，顯著改善臺南市區的交通，

有助於再提升臺南地區觀光人潮，增加觀光消費稅收。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徵收範圍內土地均已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鐵路用地。其

使用現況為住宅，現況無農業使用之土地，故徵收計畫

對糧食安全無影響。 

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交通建設即是經濟建設，本案藉由鐵路地下化工程之興

建，將可提高交通便捷性，促進地方產業經濟發展，對

於提昇周邊地區人口就業機會有正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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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建設總經費計新臺幣 293.6

億元整，由中央負擔 256.9億元(87.5%)，臺南市政府負

擔 36.7 億元(12.5%)。本次徵收所需經費來源為 108 年

度至 109 年度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二期特別預

算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編列新臺幣 74.55億元整。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徵收範圍內土地均已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鐵路用地。其

使用現況為住宅及空地，無農林漁牧業使用之土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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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並無影響。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1)臺南市政府 105年 12月 1日變更臺南市北區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配合台南市區鐡路地下化計畫)變更為鐵

路用地，108年 11月 7日變更臺南市北區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仍維持為鐵路用地，符合都

市計畫。 

(2)臺南市政府配合本計畫工程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地面

下為鐵路隧道，工程完工後，可消除鐵路平面阻隔，

改善地區交通，平衡都市發展。鐵路地下化工程考量

各種限制條件、周邊環境重建等需求，都市計畫配合

工程所需將地面上土地規劃為市區道路系統(地下層

做鐵路使用)，未來將新增南北向道路，紓解市區各道

路交通，對於土地利用之完整性有正面意義。 

(3)地下化沿線鐵路噪音消除及交通可及性增加，大幅改

變原有住宅區之居家品質，將使鐵路沿線低矮建物或

空地轉變為高層建物，增加其土地使用強度。 

(4)本計畫之土地徵購範圍已儘量減少，對被徵購土地除

給予市價補償，且依據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7年 4

月 16 日南市都綜字第 1070402463 號書函之「臺南市

區鐵路地下化計畫」整建、重建機制說明，適用「臺

南市興辦公共設施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

辦法」及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案等內容，提供原地重建更新容積獎勵，減少被徵購

戶徵購前、後可建築容積之差異。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本案徵收土地無涉及文化古蹟，惟施工中若發現文化遺

址，將依文化資產相關規定辦理。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1)鐵路地下化路段不再有平交道交通壅塞，亦無列車噪

音，同時可減少汽車停等造成之空氣污染，也不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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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道事故，對於促進交通安全及提升生活品質均有

正面影響，可大幅提升市民居住生活條件。 

(2)本徵收案內之建物部分為集合式住宅部分為透天住

宅，臺南市政府所提供本計畫拆遷戶之「專案照顧住

宅」為公寓大廈，雖然住的空間模式不同，初期難免

不適應，但「專案照顧住宅」為大型社區，具完善之

公共設施及生活條件，為合宜安置之方案。 

2、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1)本案徵收用地內僅拆遷鐵路沿線部分建築改良物，未

影響人口住宅密集地區及環境敏感地區，故對地區居

民或生態環境並無明顯影響。 

(2)關於本計畫之環境影響評估說明如下： 

①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

本)」經前臺灣省政府環境保護處 85年 8月 12日八

五環一字第 48375號函同意備查。 

②依行政院 98 年 9 月 9 日院臺交字第 0980054496 號

函核定之綜合規劃報告書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通

部 98年 9月 15日交路字第 0980050835號函核發開

發許可，提出「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環境現況

差異分析及對策報告」及「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

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經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99 年 7 月 30 日環署綜字第 0990063154A 號

函同意備查。 

③本局中部工程處依前臺灣省政府環境保護處前揭號

函審查結論一，以 99 年 8 月 30 日鐵中技字第

0990006132號函送「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施

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該署 99

年 9月 3日環署督字第 0990079241 號函復「收悉」

在案。 

④自依前揭第 3 項辦理後，本計畫工程之施工環境監

測自報開工起迄今持續監測中。符合「環境影響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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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法」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之規定。 

⑤配合 NCL201標保安車站周邊改善工程辦理環境影響

評估之「開發變更內容差異表」於 102 年 1 月 4 日

獲環保署同意備查。 

⑥99 年通過環差是依行政院 98 年核定計畫辦理與現

行工程施工範圍一致。 

⑦保安車站與本環評案之關係說明如後： 

依 99 年核定之環差報告第 1.3.5 節「周邊改善工

程」：配合臺南車站地下化，經檢討原環說報告之永

康車站改善工程將取消，而保安車站於西側增加一

岸壁式月台面，以提供上行電車避車之用，保安車

站改善工程為本計畫環差報告開發行為變更內容之

一部分。 

(3)本案「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定

稿本）」經前臺灣省政府環境保護處 85年 8月 12日八

五環一字第 48375 號函同意備查，嗣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為交通部 98年 9月 15日交路字第 0980050835號

函核發開發許可後，提出「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

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報告」及「臺南市區鐵路地

下化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經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99年 7月 30日環署綜字第 0990059089號

函備查。因本計畫之保安車站等周邊改善工程標於100

年 1 年 3 月開工，經本局檢視並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條之 1規定「開發單位於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

估書審查，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

後，逾三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

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主管機關審查。」之情事。 

(4)本局中部工程處施工環境監測持續監測中，並於 107

年 4 月 24 日函送第 29 期及 109 年 4 月 29 日函送第

37期環境監測工作成果報告書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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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案經自行檢視確業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

理。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1)未地下化之鐵路沿線有 9 處平交道，周邊居民除常聽

聞在平交道上發生的種種意外事故外，又要長期忍受

平交道之噪音及交通阻礙，鐵路地下化工程完工後，

不但將消弭前述所有現象，臺南市政府更規畫以鐵路

地下化和未來之捷運為骨幹，建構整個綠色運輸網，

以良好的綠色運輸結合臺南文化的細緻及古蹟區，再

展臺南古都新風貌。故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

體均有正面影響。 

(2)依據交通部歷年調查資料，臺南車站進出旅客量已由

85 年 1,130 萬人次成長至 109 年 1948 萬人次（增幅

近 7 成）;列車每日班次，也由 85 年 141 班次成長至

108年 218班次（增幅逾 6成）。每年輸運旅客量僅次

於臺北、桃園、板橋等車站，成為全台第 4 大車站，

更超越了臺中、高雄等直轄市車站。本計畫可解決鐵

路沿線 9 處平交道、8 處地下道（5 處車行地下道、3

處人行地下道）、2處鐵路橋涵及 3處陸橋所衍生之交

通問題，提高鐵路、公路行車安全及服務水準，社會

整體均蒙其利。 

(四)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1)依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所提出之「永續發展」

的概念，研擬整體交通運輸政策，並以行政院於 97年

6月 5日核定之「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作為運輸部門節

能減碳最高指導方針。 

(2)本計畫完工後可消除平交道屏障，改善市區車輛之阻

滯情形，減少汽機車廢氣及二氧化碳之排放，降低對

自然生態的破壞。 

(3)將消除市區百年來鐵路的阻隔，縫合都市空間並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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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發展，再造臺南市區繁榮新風貌，創造優質永續

的生活環境。 

2、永續指標： 

(1)基於落實「永續發展」理念及因應「節能減碳」需求，

運輸部門在永續運輸之具體發展重點包括：架構臺灣

地區便捷交通網、提供優質公共運輸服務、提供民眾

安全的運輸環境，以及提升交通設施興建與營運維護

效能等。 

(2)永續發展不但關注環境面向，也需要經濟面向的支

持，地下化後因現有鐵路所造成之交通、環境公害及

景觀問題獲得改善，環境品質提升，土地利用強度提

升促進經濟成長，有助於徵收土地地區之永續發展。 

(3)本鐵路地下化工程可改善運輸效能與節省旅運時間，

提升國家綠色運輸服務品質，兼顧環境的永續經營，

使交通系統與整體環境相生相成，達成國家永續發展

之交通發展政策。 

3、國土計畫： 

(1)國土計畫法施行後主要取代原有區域計畫之功能，成

為空間發展之上位指導計畫。但國土計畫法第 23條第

2 項規定「…但屬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

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

因此已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不因國土計畫法而影響任

何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進度。 

(2)行政院 98年 9月核定之「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

全長 8.23公里，途經臺南北區、東區、仁德區等行政

區，均為公告發布實施多年之都市計畫區域，本案土

地使用計畫符合都市計畫，為國土計畫之一環。 

(五)其他因素： 

本計畫係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重大交通建設，其目的是為改

善交通服務品質，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另外亦藉由臺南市

政府配合辦理都市縫合計畫，改善市容景觀及都市環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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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品質，促進土地再利用。 

(六)綜合評估分析： 

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之 2 規定進行各項評估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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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 

本計畫工程完工後將消除鐵路沿線 9處平交道、8處地下

道及 5座陸橋，對於臺南市民及社會大眾均具公益性。 

(1)解決嚴重之平交道交通意外事故： 

目前每日約有 218班列車通過臺南，其中約有 51班列

車集中在上、下午尖峰時段，造成平交道平均每約 5

分鐘便要遮斷一次，每次遮斷時間約 2 分鐘。統計 93

年至 104 年平交道事故 49 次，造成 13 死 4 傷；102

年迄今，9處平交道鄰近路段共發生 3起 A1事故(造成

人員當場或 24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及 637起 A2(造

成人員受傷或超過 24 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事故。事

關人命維護，更突顯推動鐵路地下化以保障用路人交

通安全之急迫性與公益性。 

(2)提升臺南車站運輸服務品質： 

依據交通部歷年調查資料，臺南車站進出旅客量每年

輸運旅客量僅次於臺北、桃園、中壢等車站，成為全

台第 4 大車站，更超越了臺中、高雄等直轄市車站。

本計畫工程可解決鐵路沿線 9處平交道、8處地下道（5

處車行地下道、3 處人行地下道）、2 處鐵路橋涵及 3

處陸橋所衍生之交通問題，提高鐵路、公路行車安全

及服務水準。 

(3)未來新增 25~40 米南北向公園道，疏解交通： 

因鐵路地下化工程用地已定線且隧道上方不作建築開

發，考量各種限制條件、周邊環境重建等需求，都市

計畫配合工程所需將地面土地規劃為市區道路系統

(地下層做鐵路使用)，可配合臺南市政府未來將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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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市區南北向道路，紓解市區交通。 

2、必要性： 

(1)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具合理關連理由、預

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用地勘選無

其他可替代地區且無其他土地取得方式，爰本計畫工

程申請徵收之土地確有其必要性。 

(2)98年行政院核定「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本計畫

可解決及改善現在臺南市所面臨之問題下，著實有其

必要性： 

①解決鐵路平交道所衍生之交通瓶頸問題，提高鐵、

公路行車安全。 

②改善鐵路行車所產生之噪音、震動及汽、機車輛因

等平交道時所排放之廢氣及二氧化碳等環境公害問

題，提升生活品質。 

③促進都市整體發展，消弭臺南市區鐵路二側發展的

落差，提高土地利用。 

④改善鐵路設施提高服務水準，促進鐵路客貨運輸之

現代化。 

3、適當性： 

(1)本計畫依鐵路規劃進行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取得及

土地改良物拆除，以進行鐵路地下化工程，工程範圍均

作為鐵路及相關附屬設施用地使用。 

(2)依鐵路法相關規定及鐵路建設用地範圍劃設原則，以不

影響鐵路營運為前提，在拆遷、爭議最小之原則下劃設

用地範圍。 

4、合法性： 

(1)本計畫為奉行政院 98年 9月 9日核定之國家重大建設。 

(2)依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規定設置之公共設施用地，按人

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現狀及土地使用分區預期之發展

配置，土地之使用不妨礙都市計畫，符合都市計畫法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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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計畫屬鐵路交通事業，使用都市計畫區土地，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 3 條、鐵路法第 7 條及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

規定得徵收之。 

六、土地使用之現況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工程用地範圍西側為現有鐵路，東側土地使用現況以住宅為

主，空地及農林作物(住宅自種之景觀植物)。 

七、土地改良物情形 

徵收範圍內土地多屬空地、建物及部分農林作物。 

八、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 

無(徵收範圍內之改良物己協議取得)。 

九、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 

用地範圍東側為住宅及道路、西側毗鄰鐵路、房屋、道路等、

南側臨道路及部分空地、北側毗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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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徵收土地區內無古蹟、亦無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 

(二)本次徵收用地施工中若發現文化遺址，將依文化資產相關

規定辦理。 

十一、舉行公聽會、說明會、聽證會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錄

及出席紀錄 

(一) 本計畫北區北園街用地徵收用地，已於 109年 2月 21日

、109 年 3 月 20 日依土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召開 2 場次

之公聽會。 

(二) 業於 109年 2月 11日及 109年 3月 4日將舉辦各場次公

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臺南市之區(里)辦公處

之公告處所及區(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並依土地登

記簿所載住所通知有關之土地所有權人，且刊登政府公

報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並於 109年 2月 21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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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20日召開 2場次公聽會。詳如后附公告與刊登政

府公報或新聞紙文件影本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

文件，及各場公聽會之紀錄影本。 

(三) 公聽會上業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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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拍照及錄影存檔。 

(四) 公聽會會議紀錄已依規定載明相關事項並就有關陳述意

見及回應處理情形逐一記錄，於 109 年 3 月 3 日及 109

年 3月 26日公告於臺南市之區(里)辦公處之公告處所及

區(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並將上開會議紀錄依土地

登記簿所載住所通知送達土地所有權人並寄送到場陳述

意見之利害關係人，且已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詳如

后附會議紀錄公告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站證明文件。 

(五) 已於 109 年 3 月 20 日第 2 場次之公聽會，針對 109 年 2

月 21日第 1場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陳

述意見進行明確回應及處理，詳如后附本局 109 年 3 月

26日鐵道產字第 1093601086號函檢送之會議紀錄。 

十二、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其他方

式取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 

(一)本局 109年 4月 1日鐵道產字第 1093601188號開會通知單

，檢附協議價購用地說明、契約書、徵收補償說明資料、

土地歸戶清冊及陳述意見書等文件，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協

議，並於 109年 4月 17日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詳如后附

協議通知及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不

成之證明文件或協議紀錄影本。 

(二)本案用地於申請徵收前，依規定將開會通知單寄至土地所

有人土地登記簿所載住址(含通訊地址)，俾利土地所有權

人陳述意見。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議僅部分所有權人或利

害關係人提出陳述意見，其餘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

並無於陳述意見之期限內提出陳述意見。詳如后附陳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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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回應處理情形相關函文影本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

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因協議不成無其他方式取得，需以

徵收方式取得。 

(三)另原案內臺南市北區富台段 1-1、1-5地號等 2筆土地所有

權人陳○○，109年 5月 5日移轉登記由陳○○持有，本局

109 年 5 月 15 日檢送本案 2 場公聽會及協議價購會會議紀

錄，通知陳○○可於同年 5月 25日前辦理協議價購，並說

明倘對於公聽會、協議價購或因協議不成辦理徵收有意見

時，亦可於上述期間前，依行政程序法第 105 條規定，以

書面就事實及法律上之意見提出陳述，逾期視為放棄陳述

機會，並已合法送達。 

(四)協議土地價格： 

1、本案協議價購價格係依據內政部 101年 10月 11日台內地

字第 1010328533號函示意旨，參考政府相關公開資訊，並

經本局專案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理查估取得土地市價資

訊，該不動產估價師並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

辦理查價，估價報告書應記載事項已依技術規則規定製

作，且依上開技術規則第 97條，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

保留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無買賣實例者，得

比較其與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度差異，及土地價值

減損情形，並斟酌毗鄰土地平均價格為基礎辦理，符合估

價技術規則規定。 

2、經本局綜合評估後，採以該不動產估價師查估之土地市價

價格（69,900 元/㎡及 77,300 元/㎡），並加發協議價購

獎勵金 120元/㎡，作為本次協議市價之基準，應符合土地

徵收條例第 11條之正常市場交易價格，並確實與土地所有

權人進行協議。 

3、本局 109 年 4 月 21 日召開本計畫(北區富台段 1-1 地號 8

筆土地)用地協議價購會議，均已於會議進行簡報說明上開

協議市價查估依據，並請不動產估價師針對各項意見或疑

義提出說明，現場並提供協議價購市價之估價報告書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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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予與會所有權人之參考。 

4、會後並將協議價格、估價節本及鄰近比準地、比較案例等

資料，以本局 109 年 4 月 22 日鐵道產字第 1093601457 號

函寄送本案所有之土地所有權人作為雙方協議之參考，並

給予陳述意見及協議期限至 109 年 4 月 27 日(公示送達至

109 年 5 月 14 日期滿)，以充分保障所有權人之意見陳述

及申請協議之權益。 

十三、土地或土地改良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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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涉及原住民之徵收 

無。 

十六、安置計畫 

(一)本局 107年 10月 19日訂定「交通部鐵道局臺南市區鐵路

地下化計畫工程用地以協議價購或一般徵收用地之安置計

畫」辦理安置，其中臺南市政府並已另提供「專案照顧住

宅方案」以成本價（住宅平均單價約每坪 10.5萬元）先建

後拆方式由受拆戶選購，並協商臺灣銀行比照公教優惠利

率，提供受拆戶申請專案照顧住宅全額貸款各在案。 

(二)另依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7年 4月 16日南市都綜字第

1070402463號書函之「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相關整

建、重建機制說明，並適用「臺南市興辦公共設施拆除合

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及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

計畫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案等內容，已提供原地重建更新容

積獎勵，減少被徵購戶徵購前、後可建築容積之差異。 

十七、興辦事業概略及其計畫進度 

(一)計畫目的：臺南市區原本被鐵路隔絶，透過鐵路地下化、



 22 

站區規劃及騰空土地利用計畫，使東西兩側都市空間連結

起來，活絡交通動線與居民活動。 

(二)計畫範圍：詳如徵收土地圖說。 

(三)計畫進度：於 107年 2月 1日開工(於公有土地及已協議取

得之土地先行施工)，預定 113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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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11,370,100元。 

(二)地價補償金額：11,370,100元。 

1、經臺南市政府 109年 1月 3日府地價字第 1081535108 號

函送該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108 年第 9 次會議

評定之 109年徵收補償地價。 

2、徵收補償地價：新台幣 69,400/㎡及 75,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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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74.55 億元整，足敷支應本案補償

金額。 

(二)經費來源及概算： 

本案經費於 108 年度至 109 年度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第二期特別預算內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編列新臺幣

74.55億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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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計畫圖及土地使用現況(1/4) 

 

 

 

 

 

 

 

 

 

 

 

 

 

 

 

 

 
 
 
 

 
 

北區工程範圍 

107 年 10 月 24 日

奉准徵收 

東區工程範圍 

107 年 10 月 24 日

奉准徵收 

仁德區工程範圍 

106 年 12 月 14 日

奉准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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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計畫圖及土地使用現況(2/4) 
 
 

北區工程（C211標）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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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計畫圖及土地使用現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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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已達成協議 

拆除中 

建物已達成協議 

拆除中 

建物已達成協議 

拆除中 

圖  例  

Ｃ211標工程範圍  

北區北園街用地範圍 

←大橋車站 臺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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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計畫圖及土地使用現況(4/4)  

 

 

 

 

 

 

 

 

 

 

 

 

 

 

 

 

 

 

 

臺南車站→ 
建物已達成協議 

拆除中 

建物已達成協議 

拆除中 

圖  例  

Ｃ211標工程範圍  

北區北園街用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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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土地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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