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計畫(八里區)
第二場公聽會紀錄
一、事由:說明「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簡介、興辦事業土地勘選作
業、用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
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二、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三、地點:新北市八里區下庄市民活動中心 4F
四、主持人:陳代理處長松堂

記錄:馬發珍、洪熒璞

五、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後附簽名單。
六、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後附簽名單。
七、興辦事業計畫概況說明，會中以簡報方式報告，詳附件簡報，摘要如下:
(一)工址現況:
計畫路線南起臺北港聯外道路(台 61 甲線)，北迄至淡海新市鎮 1-3 道路止，全長約 6 公
里。
沿線設置銜接台 64 線匝道、北堤匝道、八里端匝道；主線自中正路/沙崙路路口前降至
平面，並設置往漁人碼頭匝道(濱海匝道)銜接中正路 2 段 51 巷，另於沙崙路底興建約
200m 明挖覆蓋隧道。
(二)計畫效益:
1.完工後可銜接臺北港二期聯外道路(台 61 甲線)，健全西濱快速公路網及擴大快速公路
服務範圍至淡水河北岸，提供便捷之交通網路。
2.縮短淡水及八里兩地產業活動及通勤距離(完工後淡水與八里間旅次不須繞行關渡大
橋，縮短約 15 公里路程)，可擴大發展腹地，促進鄰近地區之繁榮發展。
3.加強銜接淡水及八里兩地，串聯北部濱海(含臺北港特定區)及八里左岸遊憩活動，節省
行車時間，促進觀光事業持續發展。
4.淡江大橋興建後約可減少台 2 線竹圍路段及關渡大橋 30%交通量，平均旅行速率可提
升 11%，改善交通擁塞。
5.預估通車後 30 年內，整體路網旅次可節省油耗約 97.67 百萬公升，減少 CO2 排放約 22
萬公噸，可達到節能減碳之正面效益。

八、興辦事業徵收土地勘選作業
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本次用地範圍位於「臺北港特定區計畫」範圍內，依上開要點第 2 點規定辦理:
勘選用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得徵收之私有土地，以徵收方式取得前應再檢視需用土地範
圍位置之適當性及必要性。

九、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一)八里端地籍現況
1.用地取得範圍共約 11.26 公頃，其中公有地 10.84 公頃，約占 96.3%；公私共有地 0.22
公頃，約占 1.9%；私有地 0.20 公頃，約占 1.8%。
2.依相關規定，公有地將辦理撥用，私有地辦理協議價購或徵收。
(二)土地使用之現狀及土地改良物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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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里端連絡道路自紅水仙溪起東行，行經臨港大道，銜接已預留之橋梁(台 61 甲線)，
北側為臺北港港區，內有行政大樓、台電施工中之大樓、台塑石油槽、廠商及其他設
施等。
2.東南側主要為帶狀隔離水域、空地及停車場，土地大多未開發。
3.八里端連絡道路通過臺北港北堤後為沙灘、空地及公園。
4.台 64 線及商港路往南經中山路路口後，兩側住宅大樓、商店、社區林立。
(三)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詳如後附簡報。

十、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
公益性評估
(一)社會因素:
1.影響人口之多寡
(1)新北市近年人口呈成長趨勢，93 年~102 年間人口由 371 萬人增加為 395 萬人，增
加 24.6 萬人，人口成長率 0.4% ~1.04%。
(2)淡水區人口成長更為迅速，93 年~102 年間人口由 12.6 萬人增加為 15.5 萬人，增加
2.9 萬人，成長率 1.41%~3.55%。
(3)八里區人口亦呈正成長，93 年~102 年間人口由 3.1 萬人增加為 3.6 萬人，增加 0.5
萬人，人口成長率 0.83%~2.45%。
(4)淡江大橋(八里端)位於淡水河左岸，附近並無合法住宅及人口；連絡道沿臨港大道
中央佈設，除臺北港港區範圍外，兩側為隔離水域、空地、沙灘、停車場，路權範
圍內並無合法居住人口。
(5)興建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並不影響居民生活之便利，並將給予淡水、八里兩地區
19.1 萬人及大台北區域便捷之交通，施工期間更可提供當地就業機會。
2.年齡結構:
(1)新北市人口以青壯年(15~64 歲)為主，約占 76.2%，其次幼年人口(0~14 歲)約占
13.1%，再其次老年人口(65 歲以上)約占 10.7%。
(2)淡水區人口以青壯年(15~64 歲)為主，約占 76.3%，其次幼年人口(0~14 歲)約占
12.4%，再其次老年人口(65 歲以上)約佔 11.3%。
(3)八里區人口以青壯年(15~64 歲)為主，約占 77.5%，其次幼年人口(0~14 歲)約占
12.7%，再其次老年人口(65 歲以上)約佔 9.8%。
(4)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施工期間可增加當地青壯年人口就業機會。
3.對周圍社會現況、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及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用地範圍為隔離水域、空地、沙灘、停車場，並非人口稠密之住宅、商業社區，對周
圍社會現況、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及健康風險並無影響，預估通車後 30 年內，整體路網
旅次可節省油耗約 97.67 百萬公升，減少 CO2 排放約 22 萬公噸，達到節能減碳之正面
效益。
(二)經濟因素
1.對稅收、糧食安全、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之影響:
(1)施工期間可提供地區就業機會，增加地方稅收。完工後可改善交通狀況，減少旅行
時間。
(2)計畫範圍多為隔離水域、空地、沙灘、停車場，平時並無種植水稻或蔬菜，並非糧
食主要供應來源，無糧食安全問題。
(3)工程完工後，可增加快速公路服務範圍，改善台 2 線竹圍路段及關渡大橋交通擁塞，
縮短通勤、工作時間，有效提供淡水、八里之人口來往，或至其他地區之工作旅次，
確保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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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徵收費用、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
除配合淡海輕軌運輸系統八里延伸線共構經費(約 13.3 億元)由新北市政府負擔外，其
餘經費(約 141 億元)分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內政部及新北市政府三方分攤，預定 109 年
底全線通車。
3.農林漁牧產業鏈及土地利用之完整性
(1)計畫範圍多為隔離水域、空地、沙灘，平時並無種植水稻、蔬菜、林木，亦無水產、
畜牧養殖，並非糧食主要供應來源，徵收用地並無產業鏈問題。
(2)計畫範圍附近並無住宅社區，路線兩旁為農業區，多為隔離水域、空地、沙灘，不
影響土地利用之完整性。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徵收計畫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文化古蹟、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1)計畫範圍多為空地，主橋構想緣於雲門舞集舞蹈，完工後與夕照融合之新風貌，將
可提升城鄉自然風貌。
(2)鄰近地區並無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古蹟、遺址或歷史建築。
(3)完工通車後交通更為便利、快速，民眾生活條件或模式更佳。
2.徵收計畫對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計畫範圍內多為空地，沿線並未經過臺北港北堤濕地、挖子尾濕地及挖子尾自然保留
區，徵收計畫對本地區生態環境並無影響。
3.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計畫為交通建設，完成後交通更為便利、快速及安全，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屬正
面提升。
(四)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完工後可擴大快速公路服務範圍，縮短淡水及八里兩地產業活動及
通勤距離，擴大發展腹地，促進鄰近地區及國家產業軸帶之發展。
2.永續指標:依「永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政策白皮書(核定本)」針對公共工程需達成國家
節能減碳之整體目標，並提出評鑑指標，包括以卜作嵐材料(爐石粉、飛灰)等取代部份
水泥-「綠色營建材料」
、採高強度混凝土減少結構尺寸等及綠色內涵效益評估，可達永
續指標。
3.國土計畫:已避開相關重要開發計畫；所需用地確屬必要且已縮減至最小之範圍。配合
行政院核定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西部創新發展軸」之發展構想，本計畫之推動將
有助城鄉轉型與發展的核心價值。
(五)其他因素
淡江大橋完工後為臺灣第一座輕軌運輸系統與公路共構橋梁，主橋橋塔構想緣於雲門舞
集舞蹈，完成後為全世界最長跨度之單塔不對稱斜張橋，除提供休憩功能空間外，並串
聯淡水河兩岸鄰近遊憩景點，使淡江大橋與淡水夕照融合之美景，形塑國家門戶新地標。
必要性評估
(一)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制、合理關聯理由
1.考量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進出交通之方便性、合理性，已將用地範圍縮至最小，土
地作最經濟之利用。
2.盡量使用空地，納入公有土地，降低私有地使用面積，並避免拆遷既有建築。
(二)用地勘選有無可替代地區評估
路線大部分經過空地，盡量利用公有土地，避開鄰近住宅區，經評估無其他替代地區土
地。
(三)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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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屬於永久設施，因此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
地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
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其協議之內容應作成書面，並應記明協議之結果。如未能達成協
議，應記明未達成協議之理由，於申請徵收時送交中央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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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申請徵收。在
採以一般徵收之方式前，先行與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協議價購或其他方式辦理用地取得，
協議不成才以徵收方式辦理。
(四)其他:適當性評估
1.目前八里端台 15 線、台 64 線、商港路及臨港大道平日或假日尖峰時段交通狀況良好，
服務水準可維持 A 級；
「淡江大橋及其聯絡道路」計畫完工後不致對周邊主要道路產生
衝擊。
2.淡水端之台 2 線竹圍路段佈設雙向 6 車道(4 快 2 混合車道)，現況平日或假日尖峰時段
仍多呈壅塞狀態，道路服務水準於平日與假日大多降至 E 級。
3.台 2 線(竹圍路段)拓寬施工中交通維持計畫無法執行、基督書院路段工程複雜困難等因
素，實際不易克服及推動；拓寬後需設置人行道、停車帶、分隔帶及自行車道等設施，
估計單向僅可增加 1 車道，交通問題改善有限。
4.淡水河北側平面道路較無法有效改善關渡大橋交通問題。
5.以公路建設計畫而言，現階段興建「淡江大橋及其聯絡道路」具適當性。
(五)其他:合法性評估
1.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88 年 12 月 13 日函復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2 年 9 月 10 日核復備查。
2.行政院 103 年 1 月 15 日院臺交字第 1030121836 號函核定本案建設計畫。
3.新增用地部分，本計畫依「土地徵收條例」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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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舉辦公聽會，預計淡水區、八里區各
辦理 2 場(合計 4 場)；目前已於 104 年 10 月 21 日辦理八里區第 1 場公聽會，本場次為
八里區第 2 場公聽會。
4.公有土地撥用、私有土地取得依據「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
劃分原則」
、「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
5.施工中影響交通部分將依法向交通主管機關提出交通維持計畫。

十一、第一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及地方人士陳述之意見，本局
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均已於會後逐一函復說明，並於本(第二)
次公聽會再次簡報說明，說明內容詳如後附簡報；第一次及第二次公聽
會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及地方人士陳述之意見詳如本會議記錄附件(陳
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
十二、結論:各位鄉親所陳述之意見，除經本局及相關單位人員於現場說明及會
議紀錄答覆函送各陳述意見人，並將公告於公路總局網站最新消息
(http://www.thb.gov.tw/)。如尚有不了解者，可以書面或電話(02-26183062
用地課承辦人:馬發珍(分機 152)、設計課承辦人:洪熒璞(分機 124))方式洽
本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地址: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一段 92 號)
協助處理。
十三、散會:下午 1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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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計畫(八里區)
第一場公聽會紀錄
編
號

1

2

3

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
陳述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日期
本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 104
年 10 月 26 日邀集洪○雄先生與設計單
位(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及頂罟里洪
里長辦理現勘，結論如下:
1.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路線
係依對環境影響最小之目標選定，且
目前已報奉核定，現階段無法再調整
1.橋墩往外移，
路線；計畫路權範圍涉及保安林地解
遷移到防風林
編部分，除依「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
外牆，東北風
路規劃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內容
104 年 10
洪○雄 先生
來時，才不會
辦理防風林補植，補償面積將為損失
月 21 日
房子被吹掉。
面積之 1.5 倍，至於陳述意見路段經
2.補植防風林。
會勘結果，日後施工時將配合栽植原
3.噪音問題。
生防風樹種，以期達成防止海風等防
護自然災害之功能。
2.於鄰近臺北港北堤濕地路段將依「淡
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規劃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內容裝設透明板隔音
牆，並加大伸縮縫間距減少伸縮縫數
量，以降低噪音干擾，另將加裝燈具
遮光罩，以降低光害。
1.經查土地徵收條例第八條第一款規定:
徵收土地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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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埤子頭小段 20-2
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
及 24-20(地號土
祭祀公業法人 104 年 10
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地)徵收後殘餘
新北市林○源 月 21 日
一併徵收，逾期不與受理。
土地希一併徵
2.爰此，如前面所提您可於本工程辦理
收。
用地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新北
市政府」申請一併徵收，如有疑義，
本處將竭誠協助辦理。
1.有關本工程路權範圍內有、無主墳墓
遷葬補償事宜，依據新北市政府殯葬
管理處 104 年 7 月 22 日新北殯綜字第
104 年 10 有墓地無墓碑應
1043475189 號函示應按「新北市政府
洪○吉 先生
月 21 日 予補償。
辦理公立公墓遷葬標準作業程序」相
關規定辦理；至於每門墓地補償標
準，將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
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第 26
5

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4

張○琪 先生

5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新
竹林區管理處

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
陳述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日期
條所附『墳墓遷葬補償救濟查估標準
表』辦理(附影本)。
2.由於您的說明，本處已錄案登記為墓
主關係人，將於日後辦理查估計價作
業時將再通知您配合辦理以維護您的
權益。
1.有關本工程路權範圍內有、無主墳墓
遷葬補償事宜，依據新北市政府殯葬
管理處 104 年 7 月 22 日新北殯綜字第
1043475189 號函示應按「新北市政府
辦理公立公墓遷葬標準作業程序」相
關規定辦理；至於每門墓地補償標
有兩門墓地僅簡
104 年 10
準，將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
略以石頭布設應
月 21 日
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第 26
予補償。
條所附『墳墓遷葬補償救濟查估標準
表』辦理(附影本)。
2.由於您的說明，本處已錄案登記為墓
主關係人，將於日後辦理查估計價作
業時將再通知您配合辦理以維護您的
權益。
本案淡江大橋及
其連絡道路新建
工程涉及本處轄
管土地部分共 15
筆，另涉及編號
第 1052 號保安
林範圍，請交通
部公路總局西部 遵照辦理，涉及編號第 1052 號保安林範
104 年 10
濱海公路北區臨 圍，將於補正綠覆補償相關規劃及書件
月 21 日
時工程處依本處 後，再行提出送審。
104 年 9 月 25 日
竹政字第
1042213693 號函
補正『綠覆補償
相關規劃及書件
後，再行送本處
提出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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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

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
利害關係人
陳述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姓名
日期
1.有關本工程路權範圍內有、無主墳墓
遷葬作業，本處將於 104 年底前完成
上網招商辦理查估計價作業。至補償
事宜，依據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 104
年 7 月 22 日新北殯綜字第 1043475189
1.墳墓遷葬辦理
號函示應按「新北市政府辦理公立公
情形及有、無
墓遷葬標準作業程序」相關規定辦
主墳墓補償事
理；至於每門墓地補償標準，將依據
宜。
頂罟里
104 年 10
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
2.聯絡道部分請
洪○成 里長 月 21 日
拆遷補償救濟標準第 26 條所附『墳墓
規劃為商圈、
遷葬補償救濟查估標準表』辦理(附影
自行車步道以
本)。
提高利用價
2.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主
值。
橋段)已規劃設置自行車道，另規劃商
圈已非屬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及建設計畫所列開
發範疇，建議另洽新北市政府研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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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計畫(八里區)
第二場公聽會紀錄
編號

所有權人姓名

1

王○勝 先生
王○淵 先生

2

吳○純 女士

3

張○義 先生

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
陳述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日期
1.經查土地徵收條例第八條第一款規
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
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1.所有坐落埤子頭
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
小段 25-7 及 25-9
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地號土地被徵收
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爰此，
104 年 12 月
後剩餘土地是否
如前面所提您可於本工程辦理用地徵
3日
可以一併徵收。
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新北市政府」
2.其毗鄰之 25 及
申請一併徵收，如有疑義，本處將竭
25-11 地號土地
誠協助辦理。
亦請一併徵收。
2.至路權外毗鄰之 25、25-11 地號土地
是否可以一併徵收疑義，仍請依據前
揭說明向新北市政府一併提出申請。
經查該建築物確位於路權範圍內需全
所有房屋座落八里
部拆除，施工前將依據「新北市政府辦
104 年 12 月 區挖子尾 20 號是
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
3日
否 需 拆 除? 其補 償
標準」相關規定辦理查估及計算補償救
費如何計算
濟金額。
1.經查該建築物確位於路權範圍內需全
1.本人所有「神樹
部拆除，施工前將依據「新北市政府
宮」是否在路權
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
內?是否須拆除?
濟標準」相關規定辦理查估補償救濟。
半拆是否全部賠
2.至「宮外浮雕是否全部補償」疑義，
104 年 12 月
償?
因該建築物需全部拆除自當全數列入
3日
2.宮外浮雕是否全
補償。
部補償?
3.宮中榕樹是否由政府移植到公園疑
3.宮中榕樹是否由
義，本處業與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協
政府移植到公
議，本工程路權範圍內列管之有價林
園?
木，施工時將配合辦理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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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
(八里區)第2場公聽會
串聯幸褔的公路人 交通部公路總局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本公聽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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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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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簡介

Happiness of Highways

工  計畫路線南起臺北
址 港聯外道路(台61
現 甲線)，北迄至淡
況 海新市鎮1-3道路

止，全⻑約6公里 。

計
畫
效
益

 健全⻄濱快速公路服務網。
 縮短淡水及八里兩地產業活動及
通勤距離。
 改善台2線竹圍段及關渡大橋交
通擁塞問題。

本次需用土地範圍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
點規定」第2點辦理：用地取得前應再檢視需用
土地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必要性。

2

平、縱面線型(1/2)
八里端起點

Happiness of Highways

STA.2+146

台北港

八仙樂園

預留台北港
特定區匝道

台64線系統匝道(N.I.C)

50
40
30
20
10
0
-10

-0.01%

+0.22%

台64線匝
道
(NIC.)

商港
路

台北港
北堤濕地
新設北堤匝道

新設八里端南向匝道

十三行
博物館

台北
北向
港匝
道

八里污水
處理廠

八里端工程範圍

台南已
北向完
港匝工
道
(

)

-0.22%

台64線匝
道

降低道路縱坡
維護海岸景觀

-0.69%

3

平、縱面線型(2/2)

Happiness of Highways

漁人
碼頭
新設濱海匝道

淡
水
河

新設八里端北向匝道

文化公園

淡水端終點
STA.8+165

J

配合都市計畫
調整平面線形

淡水
高爾夫球場

淡江大橋主橋(第三標)

忠
孝
路

中正
路

淡水河

淡海
路

淡水端工程範圍

砲台公園

50
40
30
20

+0.53% +0.15%

10
0
-10

-0.39%

4

需用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1/2)

Happiness of Highways



1

土地使用現況及土地改良物之情形

尚未完工橋梁

4

台北港區內石油槽

9
8
7

2

台北港區內行政大樓

4
3

聯絡道南側帶狀水域

1

5

周邊雜草叢生

6

2
3

7

5

台64線東側空地

8

聯絡道北側空地

6

聯絡道路尾端停車場

9

挖子尾

需用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2/2)

Happiness of Highways



八里端需地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中華⺠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中華⺠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中華⺠國 國防部軍備局
交通部航港局
公有 中華⺠國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
未登錄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小計
公私共有
-私有
-小計

 用地取得範圍共
約11.30公頃，其
中公有地10.84公
頃，占約96.3% ；
公私共有地 0.22
公頃，占約1.9%；
私有地0.20公頃，
占約1.8% 。

使用面積 百分比
(%)
24,554
21.8
43,118
38.3
3,240
2.9
3,025
2.7
85
0.1
7,594
6.7
26,801
23.8
108,415
96.3
2,173
1.9
1,977
1.8
112,565 100.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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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1/10)



公益性:社會因素

 影響人口之多寡
 近年新北市、淡水區及
八里區人口情形，皆呈
現穩定成⻑。

(

新北市

年度
)

⺠國

人口數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3,708,099
3,736,677
3,767,095
3,798,015
3,833,730
3,873,653
3,897,367
3,916,451
3,939,305
3,954,929

成⻑率
(%)
0.86
0.77
0.81
0.82
0.94
1.04
0.61
0.49
0.58
0.40

淡水區
人口數
126,132
128,087
129,898
132,101
135,355
140,156
143,481
146,756
150,687
155,241

成⻑率
(%)
2.01
1.55
1.41
1.70
2.46
3.55
2.37
2.28
2.68
3.02

八里區
人口數
31,453
31,989
32,470
32,738
33,231
33,958
34,791
35,423
35,721
36,201

成⻑率
(%)
1.61
1.70
1.50
0.83
1.51
2.19
2.45
1.82
0.84
1.34

 淡江大橋(端)位於淡水河左岸，附近無合法住宅及人口；連絡道
沿臨港大道中央佈設，除臺北港區範圍外，兩側為隔離水域、
空地、沙灘、停車場，路權範圍內並無合法居住人口。
 對周圍社會現況、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及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用地範圍為隔離水域、空地、沙灘、停車場，並非人口稠密之住
宅、商業社區，對周圍社會現況、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及健康風險
並無影響。

7

Happiness of Highways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3/10)



公益性:經濟因素

 對稅收、糧食安全、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之影響：
 施工期間可提供地區就業機會，增加
地方稅收。完工後可改善交通狀況，
減少旅行時間。
 計畫範圍多為隔離水域、空地、沙灘、
停車場，平時並無種植水稻或蔬菜，
並非糧食主要供應來源，無糧食安全
問題。
 工程完工後，可增加快速公路服務範
圍，改善台2線竹圍路段及關渡大橋交
通擁塞，縮短通勤、工作時間，有效
提供淡水、八里之人口來往，或至其
他地區之工作旅次，確保經濟效益。
8

Happiness of Highways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4/10)



公益性:經濟因素

 徵收費用、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
 除配合淡海輕軌運輸系統八里延伸線共
構經費(約13.3億元)由新北市政府負擔外，
其餘經費(約141億元)分由交通部公路總
局、內政部及新北市政府三方分攤，預
定109年底全線通車。
 農林漁牧產業鏈及土地利用之完整性
 計畫範圍平時並無種植水稻、蔬菜、林木，亦無水產、畜牧
養殖，並非糧食主要供應來源，徵收用地並無產業鏈問題。
 計畫範圍並無住宅社區，路線兩旁為農業區，多為隔離水域、
空地、沙灘、停車場，不影響土地利用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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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5/10)



公益性:文化及生態因素

 徵收計畫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文化古蹟、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計畫範圍多為空地，主橋構想緣於雲門舞集舞蹈，完工後與夕照
融合之新風貌，將可提升城鄉自然風貌。
 鄰近地區並無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古蹟、遺址或歷史建築。
 完⼯通⾞後交通更為便利、快速，⺠眾⽣活條件或模式更佳。
 徵收計畫對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計畫範圍內多為空地，沿線並未經過臺北港北堤濕地、挖子尾濕
地及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徵收計畫對本地區生態環境並無影響。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計畫為交通建設， 完成後交通更為便利、快速及安全，完工後
對周邊居⺠或社會整體屬正⾯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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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6/10)



公益性:永續發展因素



公益性:其他因素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完工後可擴大快速公路服務範圍，縮短淡水及八里
兩地產業活動及通勤距離，促進鄰近地區及國家產業軸帶之發展。
 永續指標:依「永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政策白皮書(核定本)」針對公
共工程需達成國家節能減碳之整體目標，並提出評鑑指標，以達永續
指標。
 國土計畫:配合⾏政院核定國⼟空間發展策略計畫「⻄部創新發展軸」
之發展構想。
 淡江大橋完工後為臺灣第⼀座輕軌運輸系統與公路共構橋梁，主橋主
橋構想緣於雲門舞集舞蹈，完成後為全世界最⻑跨度之不對稱斜張橋，
除提供休憩功能空間外，並串聯淡水河兩岸鄰近遊憩景點，使淡江大
橋與淡水夕照融合之美景，形塑國家門戶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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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7/10)



必要性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制、
合理關聯理由
 考量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進出
交通之方便性、合理性，已將用
地範圍縮至最小，土地作最經濟
之利用。
 盡量使用公有土
地，降低私有地
使用面積。
 已避免拆遷既有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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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8/10)



必要性

 用地勘選有無可替代地區評估
 路線為既有道路拓寬，大部分經過空地，已盡量利用公有土地，
避開鄰近住宅區，經評估無其他替代地區土地。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工程屬於永久設施，因此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需用
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
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
權人協議，其協議之內容應作成書面，並應記明協議之結果。
如未能達成協議，應記明未達成協議之理由，於申請徵收時送
交中央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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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申請徵收。
採以⼀般徵收之式之前，先行與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協議價購或
其他方式辦理用地取得，協議不成才以徵收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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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9/10)



必要性

 其他:適當性評估
 目前八里端台15線、台64線、商港路及臨港大道平日或假日尖峰
時段交通狀況良好，服務水準維持A級。
 目前台2線竹圍路段佈設雙向6車道(4快2混合車道)，現況平日或
假日尖峰時段仍多呈壅塞狀態，道路服務水準於平日與假日大多
降至E級。
 台2線(竹圍路段)拓寬施工後需設置人行道、停車帶、分隔帶及自
行車道等設施，估計單向僅可增加1車道，交通問題改善有限。
 淡水河北側平面道路較無法有效改善關渡大橋交通問題。
以公路建設計畫而言，現階段興建「淡江大橋及其聯絡道路」具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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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10/10)



必要性

綜上所述，本案具合法性
 其他:合法性評估
 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88年12月13日函復有條
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經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102年9月10日核復備查。
 行政院103年1月15日院臺交字第1030121836號函核定本案建設
計畫。
 新增用地部分，本計畫依「土地徵收條例(100.1.6)」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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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舉辦淡水區、八里區各2場公聽會(合計4場)；
目前已於104年10月21日辦理八里區第1場公聽會，
本場次為八里區第2場公聽會
 公有土地撥用、私有土地依據「土地徵收條例」、「各級政府機
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規定辦理。
 施工中影響交通部分將依法向交通主管機關提出交通維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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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八里區第1場公聽會意見回覆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本局⻄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程處104年10月26日邀集
1.橋墩往外移，遷 洪○雄先生與設計單位(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及頂罟
:
移到防風林外牆， ⾥洪⾥⻑辦理現勘，結論如下
1.
經會勘結果，日後施工時
將配合栽植原生防風樹種，
洪○雄 先生 東北風來時，才不
會房子被吹掉。 以期達成防止海風等防護自然災害之功能。
2.補植防風林。 2.於鄰近臺北港北堤濕地路段將依「淡江大橋及其連絡
道路規劃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內容裝設透明板隔音
3.噪音問題。
牆，並加大伸縮縫間距減少伸縮縫數量，以降低噪音干
擾，另將加裝燈具遮光罩，以降低光害。
1.經查⼟地徵收條例第八條第⼀款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
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土

埤子頭小段20-2及 地所有權⼈得於徵收公告之⽇起⼀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
祭祀公業法人 24-20(地號土地)徵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併徵收，逾期不與受理。
新北市林○源 收後殘餘⼟地希⼀
2.爰此，如前面所提您可於本工程辦理用地徵收公告之
併徵收。
⽇起⼀年內向「新北市政府」申請⼀併徵收，如有疑義，
本處將竭誠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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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八里區第1場公聽會意見回覆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洪○吉 先生 有墓地無墓碑應予補償。

1.有關本工程路權範圍內有、無主墳墓遷葬補
償事宜，依據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104年7月
22日新北殯綜字第1043475189號函示應按

張○琪 先生 有兩門墓地僅簡略以石頭布
設應予補償。

相關規定辦理；至於每門墓地補償標準，將依
據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
償救濟標準第26條所附『墳墓遷葬補償救濟查
估標準表』辦理。
2.由於您的說明，本處已錄案登記為墓主關係

「新北市政府辦理公立公墓遷葬標準作業程序」
人，將於日後辦理查估計價作業時將再通知您
配合辦理以維護您的權益。

本案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
新建工程涉及本處轄管土地
部分共15筆，另涉及編號第
行政院農業委 1052號保安林範圍，請交
遵照辦理，涉及編號第1052號保安林範圍，將
通部公路總局⻄部濱海公路
員會林務局新 北區臨時工程處依本處104 於補正綠覆補償相關規劃及書件後，再行提出
送審。
竹林區管理處 年9月25日竹政字第
1042213693號函補正『綠
覆補償相關規劃及書件後，
再行送本處提出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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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Highways
八里區第1場公聽會意見回覆

利害關係
人姓名

頂罟里
洪○成
⾥⻑

陳述意見

回應及處理結果

1.墳墓遷葬辦理情形及有、無主墳
墓補償事宜。
2.聯絡道部分請規劃為商圈、自行
車步道以提高利用價值。

1.有關本工程路權範圍內有、無主墳墓遷葬作
業，本處將於104年底前完成上網招商辦理查
估計價作業。至補償事宜，依據新北市政府
殯葬管理處104年7月22日新北殯綜字第
1043475189號函示應按「新北市政府辦理公
立公墓遷葬標準作業程序」相關規定辦理；
至於每門墓地補償標準，將依據新北市政府
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
第26條所附『墳墓遷葬補償救濟查估標準表』
辦理。
2.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主橋段)已
規劃設置自行車道，另規劃商圈已非屬淡江

大橋及其連絡道路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及
建設計畫所列開發範疇，建議另洽新北市政
府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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