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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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第二場）
一、時間：101 年 8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二、地點：臺南市東區龍山社區活動中心（臺南市東區林森路 1 段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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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鐵路地下化說明會是配合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於今年 4 月份套圖確認所
有路線後交由市政府辦理的都市計畫變更公開展覽說明會。因與民眾權益影響很
大，所以東區與北區各辦理兩場說明會，仁德區已辦理完成。今天的說明會會由市
府針對都市計畫說明，路線及施工部分則由鐵路改建工程局為各位解釋。今天的傳
單下方都有各單位的聯絡窗口，假如您對內容還有問題，可以撥電話到都發局詢
問，其他意見我們也會轉達相關單位跟你聯繫進行說明，以下就都市計畫進行報告。
(二)都市發展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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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待會兒涉及路線及工程部份由鐵工局統一說明，徵收補償由市府地政局協助說明，
施工期間周邊交通出入的衝突影響也會由市府交通局及鐵工局報告。
(二)民眾 1：
我住在青年路鐵路平交道的東邊，成大土木系畢業，我曾派去日本考察，本人的住
家原來深度是 16 米 15，寬是 8 米 86，這次徵收計畫徵收 13 米深度剩 3 米 2，其他
青年路 225 巷住家也只剩下一小塊畸零地，實在不懂都市計畫會如此規劃？鐵路地
下化原來計畫可以施工後再還給地主土地，為何現在計畫卻要東移還要徵收。本人
建議舊車站保留做古蹟新的車站遷移南邊或北邊，如此東移不會太多，也不用徵收
那麼多土地，我的孩子是台北一間國立大學教授這次專程回來我請他說明。
(三)民眾 2：
我姓陳。第一、鐵路地下化為何一定要用徵收，為何不選擇徵用。依土地徵收條例
規定也可以採徵用方式，台北捷運也是地面上維持民宅使用。第二點，本來核定的
計畫並未東移那麼多，採行徵用方式對大家影響較小，原來的車站要做古蹟，採用
東移方式，那完工後鐵道修回來軌道就不用整條七公里路東移那麼嚴重，還可減少
徵收。另外鐵路就算東移，本來鐵道上並未使用的部份，我們認為可以土地徵收條
例折價地的方法，拿地跟我們東側被徵收的民眾交換，讓我們從東側換到西側還可
以繼續生活，這樣比較公平。據說目前鐵路西側有一些鐵路局的土地仍被商家佔
用，現在卻不收回使用，反而徵收東側土地這是不公平的。另外鐵路地下化就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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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留古蹟，也可以選擇將車站北移或南移，古蹟一樣可以保留，或者鐵路不用偏
移以原來台鐵土地施工，把古蹟留在上面把車站改在下面，影響不是更小嗎？政府
想要省錢但卻要東邊居民付出代價，是否有其他方法可用？譬如現在採明挖法，我
認為應該採用雪山隧道的挖法，可以挖深一點，那鐵道上的土地仍是可以蓋房子
的，我們並不會被影響到，所以我們希望他們採取最深的挖法，車站與鐵路都在下
面。還有有關未來規劃為綠地的部份，我覺得很奇怪，規劃的綠地只有 16.3 公尺，
但長 7 公里，16.3 公尺的綠地可以作何使用，如果作為自行車或其他運動，球都跑
出去了，台北或高雄其他城市自行車道都在河邊或海邊，有人把自行車道放在市中
心嗎？這件事情根本就沒有公益性，整個工程是必須要符合必要性，但我們看到很
多事情都是不必要的，規劃那麼窄的綠地可以如何使用，我不知道未來要怎麼開
發。其實根據政府紀錄，桃園機場捷運徵收後是交給財團的，我們願意接受這樣的
事情嗎？所以我建議工程應該採取挖深一點，把上面的地還給我們。另外我覺得需
要爭取兩件事，第一、根據土地徵收條例，就算徵收留下的畸零地事實上我們無法
使用，雖然根據法律徵收公告一年之內可以申請徵收，但我覺得沒意義。我們應該
爭取的是保留建築的權利，建議爭取將畸零地的建蔽率跟容積率提高以保障我們的
權益。另外第二、場外現在有一個機構正在彙整大家的意見，我建議我們應該要在
臉書上集結大家的力量，彙整所有的意見。另外還有一件事，我之前跟台南市政府
索取資料，市府卻推託要找交通部，但是徵收土地的最大受益者是市政府，因此我
們要求市政府應嚴格監督這件事。
(四)民眾 3：
我住前鋒街，姓張。請問是用徵收的方法呢？還是用租用的方法？如果是採租用，
未來我們仍可回來祖先的土地不必離開。鐵路地下化與開闢道路不同，道路沒徵收
有無法通行的問題，但鐵路地下化不同，地下化經過七年後我們還有希望回來原來
的土地。另外徵收之後未來鐵路路權上方將要作何使用？假使政府高價轉賣土地給
其他人，那對我們原地主不是太不公平了嗎？請勿濫用公權力，並確實記錄本人發
言，民主時代，不要用強迫的方式傷害人民。我會採用行政訴訟、訴願再訴願，然
後到行政法院一個人一件，集結大家力量。
(五)民眾 4：
我是曼哈頓社區的居民。我本來認為鐵路地下化計畫非常好，對我們房屋的價值有
所提升。但路線經過東移後會影響我們社區大樓的建築結構，市府設計上面保留古
蹟、規劃綠地，這是以政府立場規劃卻未站在人民的立場考量。人民徵收就沒有房
子可以住，補助也沒有辦法達到買房子的標準，我們社區共有二百多戶，是否有想
過我們社區地基受到的影響。政府顧著保護古蹟或都市發展，也應該為人民居住安
全、品質設想，每個家庭都是很多人口居住，不是說發展鐵路就好。
(六)民眾 5：
我是住在長榮地下道附近的居民，敝姓謝。第一、有關引道部分，剛剛是說從中華
路橋附近開始往下，到底是哪裡到哪裡？從網路上提供的 1646 檔案圖資根本太小，
無法清楚了解。第二、地下道哪些沒有要拆，市區地下道是否全部拆除以及未來會
如何使用？第三、長榮地下道與實踐街未來會規劃為十字路口，還是只有長榮路只
有單向設計，未來如何規劃？第四、市府應針對拆遷戶做妥置安頓，避免工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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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居民抗爭，而造成工程延宕或對市區土地價值有所影響？
(七)鐵工局代表：
路線部份絕對沒有故意增加徵收面積，我們已經盡可能將連續壁、隧道等工程依標
準設計並將影響降低最小。規劃是連續壁出去預留 1 米，就是土地徵收的部份。至
於這個案子為何不採潛盾方式開發，是因為各地方地質差異，台南是砂質地質，我
們評估以潛盾方式對台南未來會有地上安全顧慮，因此檢討過後採明挖方式。
(八)民眾 6：98 年 7 月行政院核定版，上面就是寫明在既有鐵路下是可行的。
(九)民眾 2(續)：
海底隧道或雪山隧道也都是採用潛盾方式開發，台北可以採潛盾方式且可以在上面
開發，台南為何不行？請提出地質相關資料才能說服大眾？
(十)鐵工局代表：
98 年 7 月行政院核定版本報告清楚寫明本案就是採明挖方式開發，至於雪山隧道是
岩層地質。這個案子我們的考量是因為施工範圍的兩側，一邊是鐵路，一邊是民眾
的建築物，我們一定要採用對兩者最妥當的方法，不然到時候可能影響鐵路運行、
或造成大家房子傾倒，這方面是我們最審慎考量的。本案進行之前已進行過台南地
區地質調查，以評估究竟採取何種開挖方式比較安全。潛盾隧道施工方式經過我們
的評估在原台南鐵道下所產生的風險很大，以台鐵火車行車最高速度來看，只要工
程一有閃失，將會造成行駛車輛重大的公共災害。至於台北捷運為何可採潛盾方
式，是因捷運沿線兩側大樓開發的已近差不多，捷運完工後兩側新建建築機會較
少，但台南的部份地下化後，兩側建築物仍有機會重新建築，這部份是我們應該要
考量的，這是在座民眾的房產，仍要保留未來建築安全評估的可能。因此有關明挖
的施工方式，總體來說原因還是第一、地質因素、安全的考量。第二、若採用潛盾
施工方式，未來將造成沿線兩側建築重建建築限制較高。
(十一)主席：
1.有關徵收範圍鐵道上的規劃，我們是考量未來地下化後，地面上將有通風口、鐵
道設施及必要分隔島，這些東西在未來利用上並不適合其他建築開發行為，所以
對市府而言考量地上的突出物，儘量規劃作為公共設施使用。
2.工程頂板距離路面很淺，因此地面上要做任何開發使用仍有困難。
3.土地徵用部份，請地政局回應說明。
(十二)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有關徵用部份，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58 條規定：國家因興辦臨時性之公共建設工程，
得徵用私有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用期間一次是三年，由徵用需地機關認定是否採
用徵用方式處理，因此這部份要看交通部決定是否採用徵用方式。
(十三)主席：
1.剩下的土地是否一併徵收，一併徵收的情形是土地徵收公告後一年內由所有權人
提出申請並非由政府提出，所以這是各位的權利，每個人的狀況有所不同。
2.剩餘地建蔽率、容積率調整提高的可能性，我們會納入都委會審議參考。
3.鐵道西側土地，就現行建築法規定最小建築物深度是 16 公尺，經過評估西側土
地多低於 16 公尺，因此未來仍有無法建築的問題。
4.有關徵收部份以地易地的方式，確實經過查證並無相關規定得以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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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民眾 2(續)：
西側土地 16 公尺不能蓋房子，這是臺南市政府規定的，所以可以修改，本來就應
該回饋給我們，西側土地就應該給我們，而且應該放寬西側鐵路用地建築規範，不
管是 16 公尺或建蔽容積都應該為我們修改。
(十五)民眾 7：
徵收範圍土地過去已繳交土地增值稅，但徵收後土地增值受益人最後是政府得到最
後土地增值利益，我認為這部份不合理。最後市政府得利但市民白白繳交土地增值
稅，建議應退還。
(十六)主席：
您是指未徵收前土地移轉的部分，這部份早上說明會也有提到，我們會帶回由稅捐
單位研究對策，看看是否有時效性的問題。
(十七)民眾 8：
吳○○。我相信大家都為自己的利益設想，我住在前鋒路與鐵路邊社區，因為我們
家位在 16 公尺禁建地方，我想請問施工期間是否受到影響，鐵路局未來如何處理？
(十八)民眾 9：
青年路 232 巷，江○○。我們那邊一排 30 年前也是經過市政府同意建商才蓋，也
留了 10 公尺才到水溝，對面要拆 16 公尺，那我們原來留了 10 公尺已經不夠。聽
說這樣面前的房子會拆除一半，不能住的時候我們要住哪裡？建議利用空地比例，
以前 10 坪蓋 6 坪，總共 5 樓 53 戶，未來從這裡調整。有的人一樓是店面使用，未
來店面不能營業應該賠償，我建議要求依原權狀坪數蓋給我們，還給我們。我們在
這裡居住久了，老人家到醫院、學校都很方便，鐵路地下化東移後我們的生活將成
了問題，房子沒辦法居住，請保障我們的權益。
(十九)王定宇議員：
1.大家的訴求就是不要東移、縮小拆除面積，讓在鐵路兩側等了多年地下化的市
民，至少會因鐵路地下化得到好處。民眾反彈越大工程越不順利，鐵路地下化不
會有人反對，一個好的事情是提升所有人的權益，我認為剛剛上述市府或鐵工局
的解釋說明都無法讓底下的民眾充分了解，幾個問題：第一、為何要拆我家？是
否有非拆不可或非得徵收我家土地的理由跟必要性。如果說得清楚，那大家絕對
聽得進去。如果有不得已，你先用借的，把理由說清楚，我非得徵用徵收拆除，
但不清楚的時候大家會懷疑你要圖利財團，而且大家會懷疑你到底要做什麼？在
既有鐵路廊道下施工到底可不可行，這一點要說明清楚。為什麼一定要拆我家？
不能把東西蓋完後還給我們。鐵工局你很專業，但你說明的語詞讓民眾無法清
楚，大家無法了解必要性，我也相信你不會故意糟蹋所有土地。第二、在座有的
人未必住在鐵路兩邊，鐵路地下化影響最大除了是受到拆除的居民，但是有些人
是因為受到施工影響所以坐在這邊，這些人關心的是我會受到多大影響，你究竟
會挖多寬？工程施工期間影響或損鄰我們可以找誰處理？另外引道部份到底會
到家門牌哪裡？我跟各位報告，其實說明會早上一場下午一場，北區還有兩場，
其實依法他們只要辦一場就可以，所以還是要請大家充分表達意見。我從成大到
現在聽了好多年要地下化，我知道現在變成要被拆除一定不願意，請務必將意見
想法寫出來，都委會審議時讓委員了解，政府應該做到非不得已才能拆除民眾房
4

子，要站在民眾的立場著想盡量民眾財產一定要保留。
2.施工範圍有的人是會拆到一部分，有的人是 1-2 公尺，每個人請注意界線關係。
我希望鐵工局應建立民眾諮詢窗口，讓民眾個案地諮詢了解，如果未來因為施工
把我家門面遮住，那施工期間的停車位也要配套因應提供我可以停車，這部份請
斟酌處理。假使工程真的必須拆除，那徵收補償一定要讓大家滿意。另外都發局
長有提到，有些基地因拆除部份土地，若維持原來建蔽率或容積率可能有所使用
影響，如果可以透過建蔽率及容積率的調整解決個案基地受到的影響，也是可以
解決很多民眾的問題。這個工程對台南市有很大的好處，但民眾的傷害請一件一
件處理，可以少拆一公分就少拆一公分，當作自己的家就不會這樣做。
(二十)主席：
住在鐵道旁邊施工時是否受到影響？鐵工局如果有更詳細的說明，請待會兒補充。
鐵工局本身會委託包商，但合約很清楚施工之前周邊房屋都會進行鑑定，確定現在
房屋的狀況，如果施工期間有造成問題直接找鐵工局，鐵工局會出面找包商，他們
會清楚如何處理也有工程保險，他們會再轉請包商協助處理。那另外謝先生提到引
道部份，會後請鐵工局把引道的正確位置提供您清楚。第三、如果有施工期間因便
道或一小部份拆除的部份，還是會協調，施工便道或出入道路部份是以協調方式處
理，不一定要強硬拆除民眾土地或建物。如果大家有因為施工部份而造成的拆除，
可能是鋼板圍籬或其他工程設施，因每個部份不同請大家盡早提出疑問讓鐵工局因
應設想，考量大家的出入或使用。
(二十一)民眾 10：
林森路地下道旁邊，林○○。我的發言和我沒有直接利害關係，我認為地下化本來
是好事，但會拆除到民眾的房子就是不好。第一、不管何種開發方式，我建議會拆
除的地方就先進行租用，將鐵路移置其他位置通行再進行開挖地下，等完工後再回
復以原軌道通行，我不知道可不可行，但這種方式會皆大歡喜。第二、林森路站要
興建車站是為了市民方便，應該要位於交通方便位置，將來要連接輕軌其他也較為
可行，結果車站設置在巷子內，位置不明顯且對台南市發展沒有幫助，反而後面民
宅被財團購買重建，未事先考量大家通行便利，建議可設在林森路與中華東路這些
地方應沒有困難，應站在人民的立場考量。
(二十二) 泉南里里長：
我們是拆除道最嚴重的部份。我早上有提過，市府說里辦公處都有收到，我到現在
都沒收到，我跟大家一樣都是第一次參加座談會，我泉南里拆到很多也造成很多民
怨，但是如果議會不要通過預算等大家都協調好再通過，那就不用這項工程。施工
期間都沒有對外窗口，和沿線的里民和里長都應建立窗口。假使市議會通過那是議
員的事，里長我們沒辦法要求不要施工，但是議員可以建議暫時用什麼方式處理解
決後再繼續施工。另外議員也可以協助談賠償問題，這部份要請議會議員多多協
助，大家的賠償金較高當然民怨也較少。
(二十三)主席：
剛剛有說明可能提供圖資部分有些疏忽，但明天所有詳細的圖一定都會送到里長手
中。有關詳細圖面及涉及查估補償的部份，今天說明會傳單都有留各單位電話，大
家如有問題不知道要問誰，先打來都發局，我們會幫您確認問題由哪個單位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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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鐵工局代表：
1.大家剛剛的問題，第一、施工方法；第二、為何要徵收土地及第三、施工方法，
您提到的一個重點是如果您的方法可行，其實可以不必拆除那麼多房子，但施工
方法過程中我們考慮很多，如你所說台北市不是所有都是潛盾開發，台北市也有
明挖，台北市捷運也有高架。全世界各個國家中所謂地下化鐵路都是捷運部份，
沒有把長程鐵路地下化，台灣算是少見的。長程鐵路地下化成本高，我們花了那
麼多納稅人的錢，當然不會無緣無故拆大家的房子。我現在跟大家第一次在這裡
見面，也是因為鐵路地下化要拆到各位的土地，但今天這個工程當然是這裡面我
們選擇損害最小的，整體而言是損害比較小的，非常抱歉是損害到各位的房子。
2.剛剛提到 98 年核定版本，我們可以說現在選擇的方式是損害最小，如果越做損
害越大，那議員也不會接受。議員也提到為何沒在原鐵路底下挖隧道，從剛剛斷
面圖可看到十幾公尺寬，各位坐火車坐在上面都可感受到震動，假使地下挖 20
公尺深坑道，在坑道上方坐行火車您覺得安全嗎？所有工程我們都把風險考慮在
內，如果有火車掉下去這也是大家不想看到的。在這些狀況下需要取得大家的土
地，我們也想以減輕大家損失的方式處理。剛剛陳老師提到為何不用徵用的、為
何不用租用的？跟您報告，從 91 年土地徵收條例發布實施以來，全國第一個徵
用案就是由我申請，而為何申請徵用因為他是臨時使用土地，在土地徵收條例裡
面才有這樣的規定，短期使用土地可以採用徵用，用完後政府不用就還給地主，
規定要在三年以內，如果超過三年當事人可以申請要求徵收，所有這些方法都有
利有弊。譬如剛剛講到租用，現在我們在外面也租用土地、也徵用土地、也徵收
土地，這些交錯應用的方式就是為了減輕各位的損害。譬如現在我跟你租土地是
有租金，但金額很少，您只能得到土地一部份費用，但是拆到您的房子您現在也
需要找住所，等到八年後也住到其他地方，租金也無法支應買房子，針對這些優
缺點來說我們要選擇對大家最有利的方式。另外徵收土地未來會發生最大效益用
途，未來土地要如何規劃，一個都市發展是動態的，不可能幾百年都不變，即便
台南市的發展算是保存比較好的，但都市不是都不變，全世界各個國家也不是都
不改變。
3.有關鄰近建物安全維護問題，開挖施工之前就會有建物調查。建物調查就是針對
隧道兩側各 50 公尺內，我們會進行建物現況調查並做紀錄，以後您覺得房子受
到顫動或影響因此損害，把原來的圖調出來比對作為參考，如確實損害時也有工
程保險，如果有這些問題您們對象就是鐵工局，請找我們鐵工局，至於我們和包
商之間就是按照合約辦理。
4.把鐵路調到另外一側的想法，以現在來講調過來拆到別人家一樣有這種狀況，如
果調過來可能拆得更多或損害更大；另外後續補償的問題，徵收是不得已的，徵
收之前依規定我們一定會一一拜訪，那開會也是一種形式，會有詳細作業流程。
(二十五)民眾 2(續)：
我希望大家現在不要有最後談補償的心態，現在不是談補償的時候，如果議會通過
那我們會記住哪些人通過，我們會記住他們，如果市長通過那下一任就不用當市
長。剛剛您提到第一個徵用案是您用，如果您用的徵用案是根據剛剛所提的方法那
您違法了。根據土地徵收條例第 58 條，有關徵用部份是可以參照徵收方式進行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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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不只是要補償要徵用的土地，如果拆了我們家還要補償給我們，徵用土地則要
還給我們。現在鐵路本來就存在，不論採何種施工方式，也可以先徵用土地開闢一
條臨時的鐵道，以明挖法方式開挖現有鐵道部份的土地，等到鐵路完工後再將土地
還給我們。這個方案是從前中興顧問公司的報告，剛剛有一位先生也說這是已經通
過的，為何不這樣做？從我現在的了解，剛剛提到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卻都沒有公
布技術上問題，譬如說地質調查是否有經過第三單位公正，就算要採明挖法為何不
用徵用土地然後開闢條鐵路之後再還給我們。
(二十六)民眾 11：
我姓董。現在鐵路旁邊就有一定比例是鐵路局的地，建議地上部份鐵路應先做臨
時，看是要偏哪一邊修正路線，那另一邊不夠再強徵土地跟拆毀土地比例更少，對
大家傷害更少，您往一邊挪讓現有火車可以通行，另外一邊採任何施工方式，就剩
一點點再徵收大家的土地，對大家傷害不是更小嗎？為何不要談這個問題，你把方
便建築在民眾的痛苦上，沒有把我們每個人的房子當自己的房子，你們說挖就挖，
所有的樓梯、衛浴都拆除房子還可以住人嗎？你說沒有以地易地？我們能去住哪
裡？你們要怎麼賠？
(二十七)鐵工局代表：
徵用這一部份，即使今天只拆到您一位，也會是今天這個情況，因為每個人都是個
體，所以我們把各位都當作每一個個體來處理，不是說你同意了別人就不同意，這
是不相等。剛剛跟陳老師報告為何不用徵用，即使今天可以用徵用土地，假設不是
永久使用者，在土地徵收條例上徵用規定還是有保留申請徵收，但是徵用的費用是
徵用部份的百分之十，譬如土地現值是一平方公尺一萬，補償金就是公告土地現值
百分之十，就是一千元。土地徵收條例對於徵用是公告土地現值的百分之十，請把
法令看清楚。按照公告現值百分之十來計算，並沒有市價這件事，你拿到百分之十，
你要搬到其他地方要租房子或買房子，您願意但別人未必願意，每一家都不同都是
個案。徵用是臨時使用，對於永久性使用土地並不適用。
(二十八)民眾 2(續)：
你借我們土地來蓋臨時鐵道，但是您還給我們，至於有的人願意被徵收或被徵用，
就公開出來，願意徵用的人就徵用，願意徵收就徵收。
(二十九)鐵工局代表：
我們回頭說明為何不使用台鐵的地，有土地不見得就都可以使用，現有這些土地是
要作為現行鐵路運行使用的部份，火車本身不會轉彎是靠鐵軌來移動轉彎，因此也
需要靠許多周邊土地來運用。火車每一節車廂 20 公尺，一輛火車 330 公尺長，在
市區轉彎，也需要一定轉彎範圍供使用。
(三十)民眾 2(續)：
我們只是希望能把鐵道漸漸移至旁邊的土地，開挖台鐵原來的土地後，施工完成還
給我們。請大家不要被這些技術官僚給騙了。
(三十一)鐵工局代表：
陳老師您提出這些技術問題我另外請人跟您報告，因為在場其他人不見得關心這些
技術的部份，您在台北或在台南我們都可以另外跟您進行討論跟說明。
(三十二)民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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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姓彭。現在鐵道兩側都有一定寬度是台鐵的地，只要往其中一邊偏移通車，既有
台鐵的原鐵道都可隨便挖，如果寬度不夠你再徵用鄰地跟拆除民房比例就比較少，
那徵用也不會那麼多，請回答這個問題。
(三十三)鐵工局代表：
現在台鐵車站一個月台長度 330 公尺，現行鐵道兩側台鐵的土地也是要相同長度與
寬度，假使月台平移過去目前是沒有您說的那種寬度可供使用，如果可以使用現有
台鐵土地，我們也不需要徵收大家的土地，徵收大家的土地我們也痛苦，造成大家
損失，所以這個案子我們也討論很多，因此選擇對大家損害最小的方式進行。
(三十四)民眾 13：
我姓劉。為何台北市捷運 26 公里用了一千多億，台南市幾公里卻只用了 297 億，
只要把預算提高，很多工法就可以達成，不用破壞人民居住權利，如果你要這麼做
我就抗爭到底。
(三十五)民眾 2(續)：
這不是技術為題，這是價值問題，這是房子要被拆的問題。陳工程司一直把問題導
引到技術問題，這就是技術官僚的習慣。他沒有回答的就是，原來規劃案可以不用
拆除東側居民，但是根據現在說法本來規劃案比現在傷害越大，我無法理解，請把
本來規劃案攤開來比較，告訴我們為何現在傷害較小，以前傷害較大。因為我們在
鐵路兩側的居民都感受到不是這樣，為何在鐵路上面施工傷害比較大，我無法理
解。最後，我一定要把我們家狀況說出，因為我們家被拆到只剩前面的庭院，我們
家的建築是爸爸自己設計媽媽親自監工，裝潢設計非常不同，早期還有很多建築師
來參考。這個土地我爸媽住在這裡，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根，因為這個土地我才叫
台南人，這件事我要堅持。因此我呼籲大家，後面有個單位蒐集大家資料，請大家
團結起來串聯，在臉書上可以看到我的意見，我也會要求那個單位把每個不同住戶
意見都匯集起來，避免他們把我們分化。
(三十六)民眾 1(續)：
以前規劃鐵路地下化計畫時，是暫時將房子使用之後再還我們，當初規劃是這樣現
在卻是要拆除，不知是什麼原因？本來計畫是否有錯誤，為何現在需要變更，變更
後我們這些受害者到現在才知道，之前的計畫是錯誤嗎？那之前的報告如有錯誤應
該要追究責任。
(三十七)民眾 14：
剛剛簡報提到，鐵路地下化計畫從民國 82 年擬定一直到民國 98 年定案，經過 16
年。現在民國 101 年，三年內卻推翻之前的計畫請問是否有與之前做過比較，為何
本來不用犧牲現在卻要犧牲叫做損害最小？
(三十八)鐵工局代表：
實際上我們所有的規劃案時間都蠻長的，這當中我們同時不是只有台南部份，同時
進行也包括員林、嘉義、台北南港、高雄、板橋、松山這麼多案子在進行，每個地
方都有要求。鐵路的收入是靠火車運行，至於有沒有地下化，真正會影響到是當地
居民，以及對這個都市的總體影響。地下化並不是增加鐵路收入，站在鐵路局的立
場不見得需要地下化，但地下化工程卻可以改善的整體都市風貌。另外，我所謂的
損害最小，是譬如說假使我移那邊需要拆除兩坪，移這邊需要拆除一坪，那我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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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選擇拆除一坪的方案，這些地下化建設未來是留在台南這裡，真的很不幸拆到各
位房子，真的很抱歉但還是有免不了的時候，真的是不得已。
(三十九)民眾 15：
現在的方案要拆除這麼多房子卻說是損害最小，原來 98 年核定版出來時候大家都
能接受，為何現在卻要拆除房子，我無法看出損害最小到底是哪裡最小，現在變成
偏一邊要拆民房。
(四十)民眾 16：
我是住在青年路 232 巷的居民，我姓蔡。我不想要我的土地被徵收，五十年前我在
這裡出生、在這裡唸小學，在這間房子念到博士畢業，這是我的一生。但現在被技
術不是很純良的團隊官僚，活生生把我的一生連根拔起。鐵路局要徵收我的土地我
就一定要賣給他嗎？這是一個民主的社會，但是看起來卻比共產黨還可怕。我家的
房子五十年前買，是一塊四十坪的土地蓋五樓，現在拆除後剩 2 公尺，我要的是為
了地下化我們可以短暫的犧牲，我們可以為了都市發展而犧牲，但是你傷害的我們
的情感是在地的情感，你把我們的生活連根拔起，給我們一輩子的回憶連根拔起，
但你卻告訴我們說拆我們東側 400 個人，我如果拆西側可能會有 1000 多人會反對，
那是指說我們 400 多人比較好欺負嗎？
(四十一)民眾 2(續)：
剛剛有民眾把當初核定的計畫提供給我，我覺得很荒謬，本來的計畫青年路有的地
方只要拆一公尺或二公尺而已，我無法瞭解只要多拆幾公尺的範圍，卻說成損害會
比較大，這是挑撥大家的感情，挑撥西側跟東側民眾的感情，而且並沒有正面回答
本來的計畫為何只要拆一點點，現在要拆那麼多人的房子卻是損害較小的，卻說這
是技術性問題。
(四十二)民眾 17:
你們本來就是要用最好的技術建設，而非出了問題說要如何申請賠償，我們社區 200
多戶，東移後到我們社區旁邊我們因此真的很煩惱，就按照之前的計畫，為何現在
要東移。而且西側都是建築物後側，大多是廁所使用，而現在東側卻是店面使用，
這樣的規劃真是莫名其妙。
(四十三)民眾 18：
我住在生產路附近，其實徵收對我來說並沒有影響，但我所關心的地下化之後工程
的影響。另外有那麼多受災戶是不是要應該要分成兩場座談來談，從開始到現在都
是受災戶的意見，那我們其他影響戶對工程卻完全不了解，對工程的資訊無法充分
了解。
(四十四)民眾 1(續)：
我住在鐵路平交道東邊，我房子的深度是 16 米 15，現在徵收 13 米，剩 3 米 2 的畸
零地，整條巷子都徵收只剩畸零地未來要怎麼辦？沒辦法住應如何處理？
(四十五)民眾 20：
我姓蘇。我父親是建築師，他當初在鐵路東邊蓋房子就再三確認房子不會被拆到，
鐵路的西邊三十多年前就已經預留將來鐵路改建用的土地，西邊已經有留，西邊蓋
的是平房現在也是中密度的住宅區，與東邊相同，所以拆遷的補償是一樣的價值，
沒有西邊特別的貴。現在都發局公告出來的閱覽圖，上面西區是中密度住宅區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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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東區是一樣的，鐵路兩側西邊已經預留可拆的土地，為何已經一定要東移，東側
的建築都是已經有核定建照完成的 183 建築物，為何一定要拆？都發局與鐵工局這
樣對嗎？鐵工局告訴我們告訴我們西邊是比較貴的嗎？我們這樣可以接受嗎？
(四十六)主席：
市政府跟交通部還是有個平台會議，從去年平台會議市府一直持續和交通部針對路
線進行討論，過程中唯一有進度的就是民族路到車站那個部份，本來角度很大，經
過討論半年決定針對夾束地區修正以減少拆除。過程中市府一樣是希望地方這邊不
用被徵收，例如剛剛提到施工便道跟圍籬部份都盡可能希望可以減少民眾損失，但
核定一定有核定的理由。剛剛陳先生提到，我們也希望大家把意見都彙整起來，很
多技術上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跟交通部反映，意見越清楚我們跟他們溝通時候表達
就能夠更詳盡，各位的意見也一定會送到都委會審議。請大家一定要把意見書面寫
下來，市府一定會把這個意見忠實強烈地表達出來。所有的開發案，都市計畫都是
第一關，一年來都發局也很想把現地測出，而我們也吃了很多悶虧，很多人知道是
鐵路地下化後都拒絕我們，現在我們的路線是逐步逐步套繪出來，但是最終還是要
依發布實施的路線才能辦理定樁。過程中也為了避免不確定因素造成大家更多誤
解，我們也是等交通部確認路線後才儘速辦理都市計畫公展說明會，請大家務必把
意見提出。如果有個別住戶的一些問題我們都會在這邊協助大家解答。星期五我們
在北區還有兩場，如王議員所提即使法律規定說明會只需辦理乙場，但我們仍考慮
到案情對民眾權益影響很大，因此特別召開四場說明會，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機
會充分的表達意見。包括公展結束及市都委會審議期間我們照樣受理大家意見，即
使之後到內政部審議，各位意見我們仍然一定送到內政部。最後說明會到這裡，如
果還有任何問題我們會留下來為各位解答，謝謝！
七、散會（下午 5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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