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更臺南市主要計畫（配合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第一階段）」、「變更
臺南市北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第一階
段）」
、
「變更臺南市東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
（配合臺南市區鐵路地下化計畫）
（第一階段）」等 3 案都市計畫公開展覽說明會會議紀錄（東區第一場）
一、時間：101 年 8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二、地點：臺南市東區德光里活動中心（臺南市東區崇德路 111 號）
三、出席：詳如簽到表
四、主席：臺南市政府都市發展局吳局長欣修
五、業務單位報告：
(一) 主席：
1.今日是都市計畫的說明，路線部份雖然是從 98 年核定，但都市計畫照交通部所
核定路線詳細的套圖製作，因為製圖的關係，一直等到測量和套疊完成，才能確
定。路線的部份，我們會請鐵工局(土地需求單位及施工單位)來做詳細的說明；
都市計畫部分也會有詳細的說明。有關補償及徵收的權益問題，也會請代辦交通
部土地徵收的單位(地政局)來說明。
2.各位也很關心施工過程中出入的問題、施工動線的問題，這部份鐵工局和市府交
通局都會向大家說明。如果等會說明的時間不足，無法讓大家在現場陳述時，我
們主辦人員會後會留在現場，向大家說明。下午在龍山社區活動中心也會舉辦一
場。雖然照法令規定只需要召開一場說明會，但是我們堅持東區和北區一定要召
開 4 場說明會，盡力向大家說明。請各位把握時間提出問題，時間不夠也可以在
下午那場提出。今天各位所提出的書面意見，我們一定會以公文方式向各位回
覆，先向各位報告到此，接下來由都發局單位簡報。
(二) 都發局:略
(三) 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簡稱鐵工局)：略
六、綜合意見摘要：(依發言順序)
(一)泉南里里長：
我先抗議一下，剛剛報告說報告書有交給里辦公室，我問了一下有誰收到，沒人有
收到，百姓說里長你都不知道，沒人寄給我我怎麼會知道，這要局長幫我澄清一下。
(二)主席：
我們之前有製作都市計畫計畫書、圖，有些里長說沒收到，原本的設定是所有路線
邊的里長都會寄一套，也有可能在套圖的時候寄到其他里的里長那，變成有些里有
有些里沒有收到。這部分我們會重新校訂，重新檢覈寄出。
(三)王議員定宇：
1.下午龍山社區還有一個會，我知道很多人的財產受到影響，有很多的不滿，但是
說明會草草辦過，就算辦過，法律規定辦一場就可以，所以拜託大家，你有任何
的訴求，請說清楚留下紀錄，不然說明會就算辦過了。
2.第二點向主辦單位拜託，這些人在鐵路邊已經住了一輩子了，鐵路地下化的好處
還沒享受到，身家財產就沒了，這是天大地大的不公平。所以可以少拆一吋就請
少拆一吋，可以用租的就用租的，不要直接徵收。但是這個工程對於東區、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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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北區影響太大，這是一個重大工程，有正面的好處，但是不能多數人獲得好
處就要少數人付出代價，所以能影響越少越好。請大家將訴求表達清楚留下紀
錄，將來才有攻防和討論，這點影響大家權利很重要，我們儘量保全大家的權益，
但是鐵路地下化也是很重要的，很多人期待很久的大工程，希望大家付出的代價
越少越好，感謝大家！
(四)陳議員文科：
鐵路地下化雖然對臺南市而言是重大建設，但是重大建設還是要維護到民眾的權
益，如果大家需要任何的意見，一定要送到台南市政府，我在這邊也要求都發局及
相關單位，所有的意見一定要彙整起來，送一份給台南市議會，讓所有關心的議員
都了解。如果大家對於回復不滿意，可以透過議員來協商。希望這次鐵路地下化能
讓大家有滿意的答覆。另外我要求鐵路地下化開始施工時，中華東路路橋、東門路
橋、小東路地下道一定要同步拆除，不能用剩餘款來做，一定要一起處理。另外，
忠孝、崇明活動中心拆除後也要有個交代。謝謝大家。
(五)民眾 1：是哪個單位保險？
(六)民眾 2(黃先生)：
1.我們家世代都住在東門路一段，是祖先留下來土地。今天在各地這種房屋土地的
徵收，是必須取得住戶的同意才可以進行的，看台北文林苑，有一戶不同意就可
以強制把它遷離，為什麼我們的土地被劃了 2 條線，就要把土地、房屋通通讓出
來呢？我們世世代代都住在東門路鐵路平交道邊，30 幾年前，那時候張市長劃
了一個陸橋，就在我們土地前面 3 公尺作了一個陸橋，使我們這個區段土地房屋
全都變得不值錢。以今天的標準來看，完全不合乎對這個環境的影響，這對我們
的權益影響有多大，當時還要收我們工程受益費；今天我們等了 30 多年，等到
陸橋可以拆除，稍微回復我們本來的權利及土地原有的價值，結果今天給我們一
個公告，陸橋拆除沒關係，連旁邊的土地房屋都要把我們徵收，叫我們情何以堪。
請站在我們的立場想想看。
2.剛剛王定宇議員說，他在市議會質詢時提到，為了鐵路進站的方便及古蹟保留，
需要大幅東移。以現在的工程技術無法從現有鐵路路線及古蹟下面直接挖下去，
而不要影響住在鐵路沿線東側居民的權益，可以用工程技術克服的卻一定要犧牲
我們人民的權利來配合。不要口口聲聲說行政院核定，核定時間是多少年前核
定，要我們惦惦的被徵收。我剛剛聽到你們說要以現在的市價來補償，我們現在
的土地根本就不值錢，為了鐵路和陸橋變成長期沒人要買的土地，至少要用 10
倍的價格，或 10 年、15 年後的價格來計算，怎麼可以就這樣徵收，如果萬不得
已需要使用到我們的土地，也可以用租的，為何要直接買走。行政院是誰，交通
部也是行政院的，行政院核定到底指誰核定？
(七)民眾 3：
這個路線是原設計嗎？東移的路線是原設計嗎？當時你的原設計是在既有鐵道之
下建築鐵路，98 年鐵工局核定版就是在原有鐵路地下做地下化，為何現在又要變更
為東移。當時我申請建照的時候，我還尊重程序退鐵路局的地給你們。
(八)鐵工局代表：
1.我姓陳，今天是都市計畫的說明會，第一次跟大家見面，以後會常常見面，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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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路改建工程局的工程司。政府體制是這樣的，不至於是總統核准的就總統來報
告，我們今天代表鐵工局來說明，大家最關心的路線東移問題，在任何一個案件
最後成立之前，我們大家都經過許多討論和設計，討論它的優缺點，要拆多少房
子，如何將損失減到最少。剛才的簡報，我們在施工的同時，要維持原鐵路的兩
個軌道能繼續營運，我們現在提的設計是對這個案子損害最小的。
2.剛才有一位問到，如果我們在施工期間損害了他的房屋怎麼辦？實際上在我們工
程開工之前，我們都會有一個鄰近的建物調查，包括我們自己的地質狀況、施工
方式還有您建物的狀況，是不是原來就有裂痕、原來鋼筋有外露、原來是海砂屋
嗎？這些都會做詳細的調查，做好紀錄拍好照片存證以後，雙方面的權利義務劃
分清楚。第一我們有做明確的界定，第二個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損害的話，我
們施工的每一個承包商，都有要求他投保，對於安全施工過程的投保，以足夠支
付您的損傷。如果屆時出了任何問題，您的對象都不是廠商，負責的就是我們交
通部鐵工局，就是找我們。
3.今天跟各位報告的是都市計畫，至於施工，我們現在在台南有一個工程段，因為
還沒有開工，我們放了一個段在這個地方，會有人在現場處理，如果有任何細節，
我們會請這個段的人來處理。
4.剛才黃先生談到的幾個事情，第一個你講到是為了方便，我想鐵路的設計是不可
能為了方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在火車行進的時候，每一個轉彎，各位可以看到
火車本身是不會轉彎的，而是要靠鐵軌引導他，所以火車在進站的時候，車站變
的很寬，因為它有月台、有軌道又有通過的路線，不可能像汽車一樣，轉個直角
就走了，火車是不會這樣轉彎的，所以不是為了方便而已。是為了行車安全以及
需要在一定的曲線之下它才能開的動，火車一節 20 公尺長，一列火車有 330 公
尺長，他不會隨便轉彎，不會為了我們的方便而損害您的權益。
5.我們在選擇路線的時候，是儘量使用鐵路局原來的土地，所以鐵路局的土地佔了
大部分。那您的問題當中，還有一個就是可不可以用租的方式，或設定地上權的
方式，我們在工程連續下去的時候，有的這樣有的那樣，可能會不好處理，更何
況我們徵收來的土地，地下做了隧道，地面上以後還有其他的設施，不是只有做
隧道這一件事情，一個土地我們做了多重的使用，充分利用現有的土地。這個先
生提到用租的方式，在某些情況下是可行，租土地的話，您拿到的只是土地租金，
但當上面有房子時，要拆房子怎麼辦，您拿著房子的補償金卻買不起另外一棟房
子？我們在屏東或其他地方，我們也有租土地，但是它是條件適合、各方面都能
配合的情況下。
6.現在徵收土地的價格，新的土地徵收條例規定，假如是徵收，除了中間的程序（等
一下再回頭報告）以外，最後最不得已的方式，才會用到徵收，現在規定要用市
價來徵收，市價當然不是我們隨意定的價格，是經過地價評議的程序，交由地價
評議委員會去評定的。跟以前的公告現值加成不一樣，不用以前的觀念了。地價
評議委員會會按個筆土地的不同，比如說你是三角窗土地，他會按三角窗區位的
價格，如果是裡地，價格就會不一樣。徵收土地當然是不得已，這部份等一下還
有地政局可以跟大家報告。
(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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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大家都有提到市價徵收的問題，等一下問題可能會非常的多，我們包括地政
局、交通局、鐵工局、土地徵收及施工單位都在。但是如果時間不夠，請你先留下
來，我們有服務人員，會幫大家把意見作紀錄。
(十)民眾 4：
1.我是住在泉南里樹林街，我姓吳。鐵路東移是從火車站到林森路東移對嗎？但是
為什麼同樣是路，從林森路的地下道到中華路這邊，只有現有鐵軌過來的便道去
施工，為什麼我們泉南里的人要犧牲那麼多，因為我們泉南里這邊也有一條便道
阿，跟林森路地下道過去是平行的！剛剛說為了保護古蹟所以做了一個大轉彎，
所以原本的鐵道都沒有用到！從火車站青年路這邊到地下道這一段，原本的鐵路
都沒有用到！然後到林森路地下道的時候右轉進去！難道不能從林森路地下道
這一段到火車站這一段施工的時候，單線雙向通行嗎？就是你可以通一條鐵軌不
要用，你用內部的鐵軌，是不是就可以減少拆除泉南里這邊住了 30 年的房子。
徵收不徵收、補償不補償根本沒有用！不然就是施工完後，地上物蓋回去給人
家。你們都沒有去注意施工圖的重點，一直在討論要不要徵收，竟然說上面要做
很多的用途，那你拆掉的房子蓋回去給人家，不然留那條鐵軌幹麻！去克服工
程！你就原本兩條變一條！施工期間就雙向單邊通行。保留古蹟沒關係，你們不
能用這個去塘塞，因為原本的火車站是沒有拆掉的！包括所有月台，但是火車站
的新站址是在倉庫那邊，所以沒有什麼徵收的問題，還有你們裡面寫說徵收西邊
是商業用地地價比較高，，東邊徵收是住宅區，說什麼東邊徵收可以減少幾億，
還有說減少拆房子幾戶至幾戶，
（雖然我沒拆到房子，但是我在樹林街住了 30 幾
年，我斜對面的鄰居住了 30、40 年的房子現在要被拆）
，因為路線圖是一個大轉
彎嘛！為了配合保留古蹟，所以路線整個左轉，到林森路時再切進去，不然全部
都直得話，光崇明路到車站這邊，全部都要拆掉，為什麼那邊一間房子都沒有拆，
整個泉南里、整個東門路、青年路全部的房子都拆到，原本這條路跟人家拆了一
條路過來，幾乎都要拆到第三間房子，情何以堪。
2.如果說是工程上技術的問題，要去克服，為什麼不能在原有鐵道底下，隧道深度
幾米？20 米的話根本不會影響到民宅，拆完之後土地要留著自己用，哪有這種
事。因為你另外一邊，拆不多也徵收不多，這樣下去剛好從青年路、從火車站後
面整排拆光光，一直拆到民族地下道。如果說今天剛好有很多大樓在這邊，你說
調整那沒關係，但是如果那邊全部都沒有大樓，而且怎麼拆都不會拆到。如果說
是施工問題，要去克服，就像剛剛蘇先生講的，你原本 98 年的設定，原本直接
過來就是幾米而已，沒有東移的話，你一東移的話要拆 6 米，6 米等於是 2、3
間房子，甚至於 8 米！不然就鐵路單軌雙向！一邊克服你的工程，保留一個鐵
軌，在鐵軌地下執行，你說 20 米根本不會影響地上鐵軌運作！你們要去克服工
程！不是要拆人家住了 30 年的房子。你如果有辦法，你將火車站到林森路到中
華路這邊的房子拆起來看看，情何以堪，一邊全沒有拆、一邊全拆光光。你說後
面有一個林森站，林森站你們等到回到正軌了才設一個林森站，那個都沒有房子
阿，你們怎弄都沒關係，問題是你們要保護這邊居民的權益阿。
3.我們都贊成鐵路地下化，但是施工要去考慮，至少要考慮到兩條鐵路，一條是當
軌道運作，另一條留下來做工程，而且 98 年不是東移的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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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民眾 5：
1.公道鐵到民族路，站區都沒有通過，是不是站區裡鐵路局隨便怎麼搞都可以？如
果說我們開車開到火車站，到民族路口後要繞一圈再到火車站去，不能直接進火
車站，那火車站又亂七八糟，在都市計畫裡要劃出來，不能空白讓鐵路局去弄，
要由都市計畫強制他，要有停車場、空地，這才是解決交通的問題。
2.被徵收到的人有徵收補償金，沒有徵收到的，照都市計畫裡規定公道 30 要退縮
5 米，換句話說，你沒有拆到的第一間是零價值的，因為它是空地，在下去 50
米內是限建，你不能挖地下室，換句話說只能蓋 5 層、4 層以下的。所以拆 400
間，兩側還有 800 間的房子是零價值，上面還有 50 米內的房子是什麼價值我不
知道，一毛錢都沒有得補償。所以，房子拆了以後怎麼修繕，沒有法規規定，到
時後拆一半的，我們看海安路，台南市已經弄一個海安路了，現在是不是第二條
海安路，這是很值得探討的事情。你看海安路上拆一半的房子，能不能蓋？不能
蓋，前面的不讓，後面的不能買，所有路上都是房子半間半間，，這一條不要期
待它什麼，再過 20 年，前面也不讓，肯讓的房子也不肯拆，所以這是一條貧民
窟，不是我們想像的那麼美好。
（十二）泉南里里長：
你們說有送來給我們閱覽，其實就是沒收到。上次在忠孝國中說明會時，現任的交
通部長就說，沒有東移的問題。現在這個東移在鐵工局設計時，市政府就得配合它
嗎？應該要有意見！鐵工局要劃路線時，市政府應該要針對拆到民房表示意見，我
們都市計畫不應該配合鐵工局，現在為了配合鐵工局，拆這麼多的房子，造成民怨，
做這條鐵路就沒意思了。當時要做鐵路地下化時，大家的想法，就是在既有的鐵道
下開挖，沒想到現在是東移，很多百姓都會反應為何拆東邊不拆西邊，據你們的解
釋是因為西邊有古蹟，我認為你們沒有事先說明，連我們當里長的都不知道，到現
在你們都沒有資料給我們，百姓來問我，我ㄧ問三不知，如今造成這麼多民怨，你
們是黑箱作業。一日到晚都有人抗議說中華陸橋沒有編入拆除，所以產生很多疑
慮，不要去配合鐵工局的設計，沒有市府的配合，他的設計也不能執行，不要拆那
麼多，如果工程可以克服，就儘量在既有鐵道下興建。
(十三)民眾 6：
報紙上報導，說路線是台南市政府跟鐵工局在協調，與大地主鐵路局協調，我們也
是地主阿，怎麼都沒有跟我們協調過，我們是住了 30 年的住戶。事情都是要看報
紙才知道，結果就憑一封掛號信，就要把我們的房子拆了，我上有老母，下有小孩，
該怎麼辦，如何生活？大小地主分別，我們也沒少繳稅，我們也是忍受著鐵路轟隆
隆，請你們要好好考慮一下，我們小市民的心聲也要顧到。難道現在是媒體治國嗎？
我們什麼消息都要透過媒體才知道。
(十四)圍下里里長：
鐵路地下化講十幾年了，我剛想到有一次開會中聽某單位說過，鐵路沒有東移，他
說都沒有影響到，會往下挖，上面火車照走，不過在哪次會議，我也忘了。接著有
外縣市的人跟我說，台南並不適合鐵路地下化，因為台南的地質較軟，挖下去的話
會很嚴重，就像高雄高速公路完工後，每遇颱風，大水都淹過高速公路，在阿蓮通
往岡山那裡，整段路都淹水。台南市東區水路，如果工程有進行，地質問題沒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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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好，很有可能會變成像高雄那樣，以上建議。
(十五)主席：
路線的部份剛剛大家也提出了一些疑問，這個路線在 98 年就經核定，都市計畫是
為了到現地測量及套圖，所以在鐵工局要進行後續相關工程，或土地取得前，第一
步就是要完成都市計畫。去年交通部將路線交給我們時，我們就先跟鐵工局協調
過，過程中能減少拆除、能少做便道的都有討論過，包括原本要在民族路那裡設置
一處大轉彎的部份，我們也是有跟鐵工局及台鐵局協調過，所以那個大轉彎後來有
縮小，所以過程中，市府確實有努力，但是實際決策的過程、路線的決定、施工方
式等，仍然請鐵工局陳簡派工程司，向各位做更詳細的說明。
(十六)鐵工局代表：
1.交通部底下有幾個單位，我們是鐵路改建工程局，另外有一個兄弟單位叫台灣鐵
路管理局，他負責營運。我們整個決策過程，不是關起門來自己做就可以解決的，
任何一個計畫或工程，前置作業都很久，要報告交通部，檢核後才報行政院，行
政院核定之後才會有經費下來，是經過這樣一個過程，不是關起門來損害誰的權
益，或刻意閃開誰的房子，絕對沒有。
2.施工技術部份，單線雙向運轉，不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今天即使在高速公路上，
如果逆向行駛，會發生什麼問題，現在不可能做這樣的事情。在施工上，講白一
點，我們要挖一個很深的大水溝，但也不單是這麼簡單，我們為什麼要做這麼多
的擋土牆擋起來，就是為了避免兩邊的土向中間崩塌，也避面地下的土浮上來，
要做很多的事情，並不是各位想的那麼簡單。當然在施工技術上能克服的我們會
克服。
3.剛才講到為什麼不潛盾、不用其他的方法，任何一個施工的方法，都有其技術上
的限制，一樣的工程，我們在高雄也是這樣的施工方式，在台北也是，只有台北
捷運的其中一個路段，用了潛盾的方法。
(十七)主席：
剛剛里長講到水路的問題，之前議員反映過，在施工過程中會特別注意水路的問題。
(十八)東門里里長：
我是東門里里長，我們里內和沿線民眾心聲都一致，鐵路地下化已經講很久了，每
天都在關心鐵路地下化的議題，常常有里民問起，我所有相關的會議大小都去聽，
從頭聽到現在，這個施工和設計其實不錯，但還是要注意安全措施，這很重要，因
為旁邊都是大樓。第二點是這個區域，水源應該少，當時我蓋房子時，挖得很下面，
也沒有半滴水，再往下那段之前是大水溝，那邊可能要很小心，旁邊又有大樓。
最重要的事也是拆到房子的里民們最關心的事，就是希望賠償高一點，如果真的要
拆房子，就儘量爭取更高的賠償金。
(十九)民眾 7：
剛才有說到鐵路兩側 50 米有限建的要求，我想我們這個工程花了這麼多錢，工程
應該是很堅固，為什麼沿線兩側 50 米都不可以挖地下室？你看台北或高雄捷運兩
側還是都有蓋大樓，這樣台南市都不用發展了，還影響了附近的土地價值，不能說
為了安全的顧慮就禁止這邊的建築。
(二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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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都市計畫本身管制的問題，我向各位說明，我們唯一的禁建是，施工過程中，
工程範圍內房屋的整修、重建，但是兩側 50 米不是禁限建，它的意思是如果有建
築物的新建、整建、整修，建管單位在審查建照的過程中，要會同鐵路局審查，不
是禁限建。如同您所說的，現在的工程技術都很好，只是擔心萬一兩側開挖地下室
的範圍，會不會去碰觸到工程的連續壁，只是顧慮這個安全問題，並未禁限建。
(二十一)忠孝里里長：
1.我有兩點要發言，第一點是忠孝里內可能有 8 間房子和兩筆土地可能會被徵收
到，可是我看示意圖，可能只有 1 米而已，但這裡的住戶都住了二、三十年了，
是南北座向房屋，所以你們的地籍圖看起來可能會削到他們的牆壁，那以後你們
是要重蓋一個牆壁給他們，還是如何？只是里民不想被徵收，只有 1 米而已，可
否稍微把工程範圍微調，不要拆到大家的牆壁。
2.我們和崇明里中華東路陸橋一定要拆除，鐵路地下化後，如果還留著陸橋，我們
兩邊的住戶噪音、什麼困擾都很多，麻煩要處理。
(二十二)崇明里里長：
1.第一點請務必要注意施工。台南市有一條地下街，就是因為連續壁的關係，市長
一個個都差點被抓去關，許市長只是爭取一筆預算要來加強連續壁。為何會這樣
呢？因為我們的水文是東西向的，東邊流向西邊，要用土去硬阻擋自然的東西，
最後會發現滲水滲的很嚴重，到時又要不停地花錢解決。
2.第二點，百姓為了經過鐵道，所以蓋了高架橋、地下道，而住在高架橋下兩側的
土地，房地產價格都很低，沒人要買，又被火車吵。結果鐵路地下化後，地下道
也不填平、高架橋也不拆，這是應該要編預算的，說要用節餘款來做，那如果沒
有節餘款呢？你們說東門橋、開元橋都要拆，就只有我們中華東路橋不拆，只是
因為牽涉到下面有兩間活動中心，就因為拆了之後還要花錢蓋，所以鐵工局和市
政府互相踢皮球，這筆預算，照理講鐵工局本來就要想到、要想好，不是現在才
說要用節餘款來做。
(二十三)民眾 8(趙先生)：
我是住在泉南里的，雖然我不是台南人，但我媽是，我也算半個台南人，我在台南
念成大，後來因為很喜歡台南，就定居下來，住了 10 多年。我這裡有幾件事情要
反應，第一件事，我家剛好在東門路橋下，鐵路地下化 98 年核定，我們就一直在
等待，到底後面有沒有後續動作，結果最近終於有在動了，我們就去關心，好不容
易說明會從 6 月底拖到 7 月中,搞到現在 8 月底終於開了，應該給我們一個對話的
窗口，我相信大家問題還有很多，不可能在這邊一場就搞定。剛剛在那邊終於確定
我們家被拆到了。今天大家問題很多，都不太一樣，希望能有一個固定的對話窗口，
或者網路上有一個可以發表、可以看到大家的意見的地方。不然開會開半天我都沒
有聽到我想要的東西，我只聽到很美的大餅而已。
(二十四)主席：
感謝趙先生，我們今天的傳單有留鐵工局蔡段長、都發局兩位承辦，還有地政局、
交通局的電話，各位如果因為提問不知道要問誰的話，沒關係，請先打來都發局，
我們會先幫你們了解問題的內容，再來看要找哪個單位與你聯繫，像剛剛有位太太
因為地下室出入的問題，就有留下聯絡方式，由鐵工局來與她聯繫說明。如果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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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是屬於施工問題，當然就是打給鐵工局，如果沒辦法判斷，沒關係，先打給都
發局。
(二十五)大德里里長：
1.今天聽一聽覺得我們里長實在很冤枉，我們和民眾一樣，同步得知，今天也是第
一次開會，從來沒有召集我們沿線的里長先討論或研究一下。里民第一線就是找
里長，所有的東西，包含你們說的示意圖，可以到里長家閱覽，結果我們都說沒
有時，你們該怎麼辦，我們里長就被罵，今天我們不是來澄清，主要是這個鐵路
地下化以後真的要做的時候，你們要來和沿線的里長大家事先溝通一下。
2.第二點，今天是不是確認鐵路地下化一定會做會執行，林森地下道及中華陸橋為
何要視財源的狀況才要填平，我們都有陪同你們勘查過，結果也沒有確認要不要
拆，拜託確認一下。
3.我們大德里立德九路到大同路 2 段 60 巷 136 號沿線有一些緊臨鐵道工程邊，大
家一直在煩惱，施工期間，我們這些四、五十年的老房子，絕對會受影響，這個
涉及生命財產安全，請務必要保護我們。
(二十六)主席：
1.有關地下道的部份，交通部有明確核示，有節餘款的時候會優先來辦理，市府與
交通部已來回協調 3、4 次，就像我們鐵路地下化的仁德段，都市計畫已經審議
通過，接著就會開辦，這一個工程標如果開標，標餘款就會優先處理這個問題，
如果最後還是有困難的話，市長是不會坐視不管的，不可能鐵路都地下化了，還
放一個地下道或陸橋在那。
2.施工過程中，有部分房屋雖然沒有拆到，但是有緊鄰，剛剛也有人反應過，被擋
到出入道路的，或者出入巷道受到施工影響。施工過程是一段段執行，我相信鐵
工局會跟各位進行協調，他們也會擔心因為你們無法出入，造成施工的問題，不
可能不管大家有沒有辦法出入還堅持施作，過程中鐵工局會主動出面協調，但是
也有可能是他們忽略沒有注意到的事情，屆時也請里長會同協助勘查、了解，再
向鐵工局反映。
3.如果還有其他的疑問，或是想要了解的，我們相關人員還是會留在現場，不管是
對地政還是交通，有任何的意見，歡迎您留下來讓我們即時說明，或留下聯絡方
式，方便我們回去後向您說明。
七、散會（下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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