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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北區長榮新城社區)工程用地徵收前 

協議價購會議會議紀錄(第二場)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13 時 30 分 
二、地點：臺南市北區大仁社區活動中心(臺南市北區和緯路 1 段 1 號) 

三、主席：規劃組施副組長文雄 記錄：王重凱 

四、出席單位、土地所有權人：詳如出席會議簽名單 

五、主席說明： 

  (一)各位鄉親，我是鐵工局副組長施文雄，今天率鐵工局工作人員及土地、地

上物的查估公司、臺南市政府，向大家說明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工程

用地協議價購的程序、土地及地上物查估相關的作業原則。首先針對內容

先行簡報，跟大家說明收到的開會通知單所附的是土地及地上物的補償價

格估價的原則，同意協議價購的相關程序，在簡報中一併說明，簡報之後

大家可提出問題，我們現場回復，另外在會場我們設置 4處諮詢服務區，

有電腦設備及專人說明，提供協議價購各別問題之諮詢服務。 

(二)由於本案社區人數眾多，除二場協議價購會議，並派員駐點長榮新城社

區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提供服務，其時間、地點如下： 

       1.駐點協議價購時間：107年 5月 18日(星期五) 上午 10時至下午 5 

         時及 107年 5月 19日(星期六)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2.駐點協議價購地點：臺南市北區長榮新城社區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臺南

市北區長榮路 5段 41巷 2號) 
六、協議價購說明簡報： 

(一)用地取得方式說明 

1.「臺南鐵路地下化計畫」98 年 9 月 9 日奉行政院核定。計畫範圍北起臺

南巿永康區臺鐵大橋站南端(即柴頭港溪北岸)，地下化路線由既有鐵路東

側岔出進入地下，行經北區、東區、至仁德區亞航社區附近爬升，再匯

回接回地面鐵路，全長約 8.23 公里。 
2.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申請徵收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

其他方式取得…，取得方式計有協議價購、設定地上權、聯合開發或公

私有土地交換及贈與，因本案工程用地係供鐵路永久使用，配合施工及

整體管理需要，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及以地易地方式辦理。 
3.需用土地範圍之地籍套繪圖已張貼於會場，供大家參閱。 

(二)協議價購之價格標準及作業程序說明(詳如簡報) 

1.依內政部 101 年 2 月 2 日台內地字第 1010085864 號函:協議價購應依市

價與所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該市價資訊之取

得可參考政府相關公開資訊或不動產仲介業之相關資訊，或委由不動產

估價師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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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係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以當期(107 年)之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公開

資訊作為市價參考，綜合評估後另為鼓勵業主配合，如達成協議，每平

方公尺加發 120元之計算方式，核算為協議價格。 

3.地上物補償係依臺南市政府「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

條例」規定辦理，並完成地上物查估。 

4.達成協議價購時，土地所有權人若土地設有抵押權等他項權利、三七五

租約等，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1)如屬未辦繼承登記土地，需全體繼承人至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竣繼承登

記。 

(2)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或土地上建物有出租情事者，土地所有權人應

檢附終止租約證明。 

(3)如有設定抵押權等他項權利登記、限制登記及其他登記者，土地所有

權人應自行協議塗銷、終止他項權利等登記。 

(4)公同共有之土地，應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5.辦理土地產權移轉依法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賣方)負擔產權登移轉前各期

地價稅、房屋稅等之相關稅費。登記費、印花稅、契稅、其他規費等由

鐵工局(買方)負擔。 

6.平均地權條例第 42條第 3項規定，協議價購免徵增值稅，並於移轉登記

完成後一次付清價款；另所得稅法第 4-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被徵收

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者，免納所得稅。 
7. 依「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一併價購土地作業原則」，協議價購之土地，

其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土地所有權

人得於協議價購簽約之日起一年內以書面申請一併價購，逾期不予受理，

並得於一併價購之土地申請移轉登記掛號前，以書面撤回之。 

  七、第二場協議價購會議所有權人之陳述意見暨相關機關綜合答復： 

編

號 

陳述人 

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梁耀尹君 

（蕭美人

代） 

107.5.17 請問我們是不是可以申購照顧

住宅？ 

臺南市政府都發局回應說明：查

依「南市鐵路地下化工程拆遷戶

專案照顧住宅申購作業要點」規

定，因鐵路地下化工程施工需

要，合法建築物遭全部或部分徵

收拆除，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

人得於臺南市政府公告期間申

購照顧住宅。經查陳述人尚未符

合前揭要點規定，無法申購照顧

住宅。 

2 楊俊傑君 107.5.17 1.因為你們施工一定有在監

測，對於 A棟及 S棟的監測是不

是可以做一個看板？ 

 

1.本案將督請承商及監造單位

建立溝通管道，並建立緊急

狀況應變計畫處理機制，由

專責人員負責現場施工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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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噪音跟空氣污染的問題，有沒

有什麼補救的措 

 

 

 

3.我個人的意見是，可不可以就

不要談地上物的補償，比較簡單

的方式就是恢復原狀就好了。  

 

 

 

 

 

 

 

4.你們在估價土地的時候，只參

考三個案例夠嗎？請說明。另

外你們取得了土地之後，地價

會上漲，環境會更好，一來你

們取得土地的價格沒有考慮

到未來土地上漲的情況，另外

我們的土地會因為行情上

漲，要繳更多的增值稅，這樣

是不是會讓我們的權益受

損？ 

 

 

 

 

 

 

5.你們有沒有一個簡單的流程

圖讓大家容易瞭解，讓我們知

道接下來要怎麼做，或是說再

找一天來我們長榮新城社

區，對於仍然有疑問的人，再

做說明。 

 

 

 

測結果研判，發現達警戒値

或行動値時，即刻處理相關

事宜。 

2.將督請承商依環評承諾事

項，採用低噪音、低汙染工

法，且定期派員灑水以降低

空氣汙染，並指派專職人員

監督現場環境。 

3.依「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

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及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104

年8月13日訂定之「臺南市區

鐵路地下化計畫」工程用地

內建築改良物拆遷救濟金、

自動拆遷獎勵金發放原則」

規定辦理。本計畫施工單位

另案召開施工說明會，說明

工程設計及施工方式。 

4.經本局委託之估價師說明，

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27條，參考三個案例是符合

規定的。長榮新城被徵收土

地為社區住戶共同持有之土

地，目前現況為社區外圍紅

磚道、花圃、車道路入口，

並無任一戶建物被拆除，對

現有住戶房屋價值並無影

響，因區分所有建物係以建

物坪數計價，建物未拆除，

建坪未減少，對房地總價無

影響，且因綠園道之開闢將

使社區整體價格更為提升，

會直接反映在每位住戶之房

地價格。 

5.所提陳述意見，本局業於107

年5月28日鐵工規第

1073100425號函已提供長榮

社區臨鐵路範圍示意圖、臺

南鐵路地下化工程用地範圍

示意圖、協議價購及徵收作

業流程說明圖、臺南鐵路地

下化未來公園道路景觀示意

圖等4張1份2份送達社區管

委會協助張貼閱覽。 

6(1)長榮新城社區民眾對於鐵

工局取得筆土地之方式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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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個人意見是，因為我們是一

個社區，情況比較單純，補償的

金額也不高，你們這樣一個一個

談，效率真的不高，我認為你們

整體考量，讓我們社區有一個比

較好的利益的情況下，通盤考

量，對我們比較方便，這樣子處

理事情效率也才會比較好啊！

不然的話，我真的覺得政府的效

率欠佳，讓我們困擾。 

望能夠簡便，不要擾民，

每一戶領到不多，最好蓋

章領錢就好。前項事宜，

鐵工局已製作協議價購及

徵收作業流程說明圖放置

管委會俾供住戶瞭解作業

情形。 

 (2)服務窗口單位如下： 

    工程建設部份：鐵道局土

建組：鍾皓斌工程司， 

    電話： 

    (02)8072-3333分機2205 

現場施工部分：鐵道局中

部工程處工六段：俞景芳

段長，電話： 

(06)2687307分機101 

用地部份：鐵道局地產組 

    甘旻澤先生，電話： 

    (02)8072-3333分機5405 

    地上物部份：鐵道局中工  

    處綜合課林偉玲小姐， 

    電話： 

    (04)2225-2627分機332 

3 王振遠君 107.5.17 請你們說明補償的價格是以何

基準計算？是以公告地價或是

市價？請說明。  

經本局委託之估價師說明，依

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

務網從 106年 1月至 107年 1

月之成交案例為評估比較案

例。依照相關法令規定，以市

價作為查估基準及遵守內政部

101年 12月 11日台內地字第

1010373546號函之市價資訊之

取得方式，經不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中各項因素之修正調整，

求得土地價格，而此價格自與

市價相當。 

4 楊惠鵑君 107.5.17 1.我今天是第一次來，但是之前

有收到很多你們的資料，我剛

剛聽你們講了很多工程相

關、很多很籠統的東西，但是

我們今天過來開會的主題不

是「協議價購」嗎？都沒有聽

到你們講這一塊，今天大家特

地來到這裡，可不可以跟大家

講一下跟協議價購比較相關

的資訊？ 

 

1.經本局委託之估價師說明，長

榮新城被徵收土地為社區住

戶共同持有之土地，目前現況

為社區外圍紅磚道、花圃、車

道路入口，並無任一戶建物被

拆除，對現有住戶房屋價值並

無影響，因區分所有建物係以

建物坪數計價，建物未拆除，

建坪未減少，對房地總價應無

影響，且因綠園道之開闢將使

社區整體價格更為提升，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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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們今天來這麼多人，應該要

有備而來，並且備齊我們所需

要的資料。我們期望的是，當

我們有疑問的時候你們要馬

上回答，否則的話你們這樣的

表現很不專業，請你們詳細說

明價格的依據以及計算金額

的方式，跟大家詳細的說明。 

 

3.請問你們在其他的地段也是

用跟長榮新城一樣方式去估

價嗎？現在你們是徵收還是

買賣，如果是買賣的話，是不

是我們還可以有議價的空間

呢？ 

 

 

 

 

 

 

 

 

 

 

 

4.逕為分割後是用協議價購還

是徵收的方式？ 

接反映在每位住戶之房地價

格。估價師事務所以內政部不

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蒐

集區域合適之比較標的，經修

正調整後求得比準地價格，再

據此求得各區段地價，完全符

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

範。 

2.經本局委託之估價師說明，協

議價購說明會中現場除估價

師親自簡報說明相關估價方

式外，會場亦有估價師事務所

人員分組提供個別諮詢並詳

細說明相關估價方式及提供

資料。如會後仍有需要相關資

料者，請與本所聯繫要求提供

之。 

3.經本局委託之估價師說明，協

議價購階段估價方式係依照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理，同

時遵照內政部101年12月11日

台內地字第1010373546號函

之市價資訊之取得方式選取

相關案例後調整比較而得土

地價格。在此案中，所有協議

價購所需被查估之土地，皆依

循以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至

於最後是以協議價購或徵收

方式辦理，非本所能決定，而

估價師事務所受託辦理協議

價購階段之土地價格查估，自

以法令規定為依據，於客觀事

實上加以查估，並提出最終土

地查估價格結果。 

4.在協議價購階段，若地主同意

價購之金額，自以協議價購流

程辦理；然若所有權人拒絕參

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

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

者，始得依法申請徵收。 

5 劉媛君

（林蕙珠

代） 

107.5.17 不同意協議價購。 本局竭誠與各土地所有權人溝

通協議。如土地所有權人拒絕參

與協議或有其他考量未能成

立，為利本工程之順利進行，將

依法申請徵收，請予以諒解。 

八、107年 5月 18日駐點協助價購所有權人之陳述意見暨相關機關綜合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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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述人 

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張國輝君 

 

107.5.18 1.請施工單位以專業考量結構

安全問題，連續壁施作時以最

安全方式施作，並請於施工說

明會解說（分段施工或一次完

成）。 

 

 

 

 

 

 

 

 

 

 

2.土地價格太低，請提高價格以

安民心。 

 

 

 

 

 

 

 

 

 

 

 

 

3.銀行抵押權如何處理。 

 

1.依本局多年施工經驗，足可顯

示以連續壁及鋼構作為開挖

擋土支撐之明挖覆蓋隧道工

法，確為一成熟且安全之工

法;另本局及監造顧問將督導

施工廠商採用最適當且安全

之施工方式及機具，並設置完

善嚴謹之監測系統與應變措

施，以確保包括長榮新城在內

鄰近建物之安全。另施工前將

另召開施工說明會詳細說明。 

2.經本局委託之估價師說明，長

榮新城被徵收土地為社區住

戶共同持有之土地，非店面也

無實際建物可供居住，目前現

況為社區外圍紅磚道、花圃、

車道路入口等，依據不動產估

價技術規則辦理查估，所參考

之案例來源亦依據內政部不

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近

一年登錄之公開資訊，所查估

之金額與同類型態土地價格

相當。因本所查估之金額已與

市價相若，若要再提高金額，

將依協議價購會議中主席之

裁示辦理，以符合協議價購之

實質意義，亦將評估是否可在

相關法令規定內酌再予以修

正調整。 

3.如有設定抵押權等他項權利

登記、限制登記及其他登記

者，土地所有權人應自行協議

塗銷、終止他項權利等登記。 

2 沈軒任君 107.5.18 1.不同意協議價購。 

 

 

 

 

 

2.土地價格因素：本人所有 R棟

比較靠近施工區域，應給予較

優補償！（因受施工影響較

大） 

1.本局竭誠與各土地所有權人

溝通協議。如土地所有權人拒

絕參與協議或有其他考量未

能成立，為利本工程之順利進

行，將依法申請徵收，請予以

諒解。 

2.經本局委託之估價師說明，查

估之價格為該被徵收土地之

價格，非陳述人所住R棟建物

價格，且被徵收土地為社區住

戶共同持有之土地，亦非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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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獨有，故本所依相關法令

規定以市價查估時，無法以沈

君所提之因素予以調整。沈君

所提意見為受施工影響較大

故應給予較優補償，此層面之

問題應是工程施工問題造成

陳述人所住R棟建物之影響，

並非該被徵收土地本身受施

工影響，故陳述人反映之施工

問題。本局將注意工程維護及

施工安全。 

3 顧佩雲君 107.5.18 不同意協議價購（地上物因素）：

本社區靠近鐵路側，地面漏水，

施工恐有地層下陷危機，本人不

同意協議價購。 

 

1.本局竭誠與各土地所有權人

溝通協議。如土地所有權人拒

絕參與協議或有其他考量未

能成立，為利本工程之順利進

行，將依法申請徵收，請予以

諒解。 

2.本局將督促施工廠商於地下

隧道連續壁施工前，依建物現

況調查結果，對地下室壁體可

能因施工引發滲漏處及其他

可能影響項目，預先進行必要

之止漏等建物保護措施，以確

保長榮新城社區安全;另依本

局多年施工經驗，足可顯示以

連續壁及鋼構作為開挖擋土

支撐之明挖覆蓋隧道工法，確

為一成熟且安全之工法。 

4 胡清宇君 107.5.18 請更改通訊地址。 

 
本局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第十條」第2款規定，以土地登

記簿所載住所臺南市北區長榮

里長榮路五段４１巷…郵寄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又陳述現址坐

落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6鄰綏遠

路二段…，以上兩個地址本次開

會通知單寄送，避免疏漏，造成

不便，尚請見諒；惟建請陳述人

至地政單位更新土地謄本通信

住址，以維權益。後續本局將

以陳述人「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

6鄰綏遠路二段…」住址，寄送

本次會議紀錄。 

5 林美里君 107.5.18 請更改地址。 

 

本局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

則第十條」第 2款規定，以土

地登記簿所載住所高雄市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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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本和里５鄰大福街…郵寄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又陳述現址

坐落臺南市北區長榮路 5段 41

巷…，以上兩個地址本次開會

通知單寄送，避免疏漏，造成

不便，尚請見諒；惟建請陳述

人至地政單位更新土地謄本通

信住址，以維權益。後續本局

將以陳述人「臺南市北區長榮

路 5段 41巷…」住址，寄送本

次會議紀錄。 

6 齊榮豪君 107.5.18 請更改地址。 

 

本局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第十條」第2款規定，以土地登

記簿所載住所臺南市東區復興

里１９鄰東成街…郵寄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又陳述現址坐落新

北市蘆洲區長樂路…，以上兩個

地址本次開會通知單寄送，避免

疏漏，造成不便，尚請見諒；惟

建請陳述人至地政單位更新土

地謄本通信住址，以維權益。。

後續本局將以陳述人「新北市蘆

洲區長樂路…」住址，寄送本次

會議紀錄。 

7 黃韋舜君 107.5.18 請更改地址。 後洽陳述人已收到郵寄通知。 

九、107年 5月 19日駐點協議價購所有權人之陳述意見暨相關機關綜合答復： 

編

號 

陳述人 

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厲建瑾君 

 

107.5.19 土地價格非常不合理，合理價格

至少 45萬/坪以上。 

 

經本局委託之估價師說明，長榮

新城被徵收土地為社區住戶共

同持有之土地，屬社區外圍紅磚

道、花圃、車道路入口，並無任

一戶建物被拆除，對現有住戶房

屋價值並無影響，因區分所有建

物係以建物坪數計價，建物未拆

除，建坪未減少，對房地總價無

影響，且因綠園道之開闢將使社

區整體價格更為提升。以單一戶

店面成交價格拆分土地價格，與

本次價購社區共用土地性質不

同，無法相較。 

2 陳晨曦君 107.5.19 希望施工期間，由於施工噪音、

落塵等等影響，造成居住不適，

希望鐵工局相關單位考量是否

可以以租金補貼方式，建議一戶

本局將責成承商於施工期間維

持住戶生活品質，減少民眾困

擾。另租金補貼一節，相關法令

無此規定，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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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 4,000元以上。  

3 許驪貞君 107.5.19 土地歸戶清冊中所列的地址是

舊的，那個地方房子已經賣掉，

請更正，不要再顯示永安街的地

址。 

本局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第十條」第 2款規定，以土地登

記簿所載住所台南市南區建南

里 20鄰永安街 378巷…郵寄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又陳述現址坐

落臺南市北區長榮路 5段 41

巷…，以上兩個地址本次開會通

知單寄送，避免疏漏，造成不

便，尚請見諒；惟建請台端至地

政單位更新土地登記簿謄本通

信住址，以維權益。後續本局

將以台端「臺南市北區長榮路 5

段 41巷…」住址，寄送本次會

議紀錄。 

4 傅菡芳

君、傅菡

蒂君 

(傅菡芳

代) 

107.5.19 1.目前不同意協議價購。 

 

2.傅鵬過戶予傅菡蒂，請更正資

料；傅菡蒂請更改地址。 

 

1.詳如107年5月17日編號5回應

說明。 

2.所提傅鵬過戶予傅菡蒂，將

依土地登記簿謄本登載資料

更正；地址更改為臺北市內

湖區康寧路１段…。 

5 王柏文君 107.5.19 1.基本同意協議價購，但手續要

很簡便不要太麻煩，金額可再

提高。 

 

 

 

 

 

 

 

 

 

 

 

 

 

 

 

2.另地上物補償及重建費用 24

萬，無法恢復原狀，也不足以

保固日後的使用。 

1.協議價購移轉土地之程序對

於台端之現況如太繁瑣，將另

行考量採取簡便利民的方式

處理。另經本局委託之估價師

說明，長榮新城被徵收土地為

社區住戶共同持有之土地，非

店面也無實際建物可供居

住，目前現況為社區外圍紅磚

道、花圃、車道路入口等，本

所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辦理查估，所參考之案例來源

亦依據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

價查詢服務網近一年登錄之

公開資訊，所查估之金額與同

類型態土地價格相當。因本所

查估之金額已與市價相當，若

要再提高金額，將依協議價購

會議中主席之裁示辦理，以符

合協議價購之實質意義，亦將

評估是否可在相關法令規定

內酌予修正調整。 

2.地上物補償費由管委會領

取，復原部分將依工程設計

予以恢復水溝及人行道，細

節將予施工說明會詳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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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6 謝碧蘭君 107.5.19 沒收到通知書，請重寄。 

 

確認台端已收到通知依土地登

記簿所載住所，以雙掛號交寄

本局已收回執；又陳述現址坐

落臺南市北區長榮路5段…號

13樓之5，以上兩個地址本次開

會通知單寄送，避免疏漏，造

成不便，尚請見諒；惟建請陳

述人至地政單位更新土地登記

簿謄本通信住址，以維權益。

後續本局將以陳述人「臺南市

北區長榮路5段…號13樓之5」

住址，寄送本次會議紀錄。 

十、結論： 

   (一)感謝各位所有權人撥冗參加，出席人員所提意見，鐵工局及相關 

人員除於現場說明外，相關陳述意見之回應及處理情形將載入會議

記錄寄送各所有權人，民眾對於協議價購有任何問題，現場設置 4

個服務處繼續和大家溝通、協議，倘有任何意見，請於 107年 5月

28日前寄達鐵工局俾納入會議紀錄。5月 29日以後寄達者，將另以

正式公文另行回復。 

      (二)有關長榮新城社區民眾陳述需要瞭解協議價購及徵收等作業情形一

節，請鐵工局取得土地之方式希望能夠簡便，不要擾民，每一戶領到

不多，最好蓋章領錢就好等事宜，本局將納入後續方式處理。另鐵工

局業以107年5月28日鐵工規字第1073100425號函送「協議價購及徵收

作業流程說明圖」放置社區管委會俾供住戶閱覽參考。 

      (三)許多土地所有權人表達協議價格偏低，請估價公司務必在相關法規範

圍內，從優查估補償。 

      (四)本局將依相關法令規定及現實狀況，竭誠與各所有權人溝通協議。如

土地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其他考量未能成立，為利本工程之順利

進行，將依據土地徵收條例規定申請徵收。 

十一、散會(15時 22分) 


	2.駐點協議價購地點：臺南市北區長榮新城社區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臺南市北區長榮路5段41巷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