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辦理 109 年度
「臺北市第二殯儀館聯外道路新築工程」第 2 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事 由：說明本府 109 年度「臺北市第二殯儀館聯外道路新築工
程」之興辦事業概況，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
當性及合法性暨本工程土地及地上物所有權人及利害
關係人陳述意見之回應及處理結果。
二、時 間：109 年 7 月 6 日 下午 4 時 00 分
三、地 點：臺北市市政大樓（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2 樓南區
S216 會議室
四、主持人：丁正工程司仲仁代

紀 錄：簡宏瑋

五、出席單位及人員：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王毓均、梁婷茹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未派員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洪瑜敏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陳俊宇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陳文彬、陳光義
國立臺灣大學：未派員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 朱增士、楊宗熹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王昭惠、翁儷倩、胡思媁
魏鉦叡、陳月鳳
六、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土地所有權人： 陳○興、杜○益、陳○三（陳○君代）、陳○
絨（陳○君代）、洪○璉、楊○筎、丁○義、
吳○全、林○宏
利害關係人： 林○鈞、鄒王○幸
七、興辦事業概況：
新工處報告：
（一）各位出席單位代表、各位鄉親大家好，感謝各位於百忙之中抽
空參加本府辦理「臺北市第二殯儀館聯外道路新築工程」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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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公聽會，舉辦本次公聽會係為落實土地徵收條例立法精神，
有關依都市計畫法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申請徵收前應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 10 條及內政部 99 年 12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0990257693 號令訂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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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舉行公聽會。
（二）臺北市政府為改善臺北市第二殯儀館（簡稱二殯）設施老舊
問題及因應未來人口老化而增加的治喪需求，辦理推動二殯二
期整建工程並規劃興建殯儀館綜合大樓 1 棟，本工程係配合本
府民政局「臺北市第二殯儀館改建工程」，建請本處配合開闢
周邊道路，改善地區交通及提高第二殯儀館可及性。本路段係
本市都市計畫劃定寬度 8 公尺之主線道路及道路範圍外寬度
3 公尺護坡設施，共寬 11 公尺之計畫道路，為未開闢之道路，
開闢後可供公眾往來通行。
八、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說明：
(一)社會因素：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本工程坐落位置為本市大安區
學府里，依據大安區戶政事務所截至 109 年 1 月統計資料，學府里
人口數約 2,719 人，年齡結構為 0 至 100 歲，其中以 25 至 60 歲人
口居多。本道路工程開闢後，受益對象主要為道路周邊居民，對年
齡結構較無影響。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本工程係辦理大安區自芳蘭路至
二殯西側道路開闢，長約 568 公尺，寬 11 公尺。本道路開闢符合
「改善交通瓶頸，開闢後受益人數較多者」之原則，對周圍現況有
正面助益。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現況土地上無弱勢族群居
住，俟本道路開闢將增加交通便利性並有效提升消防安全，對生活
型態將有助益。
4.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本府於取得土地後，將開闢
寬度 8 公尺之主線道路及道路範圍外寬度 3 公尺護坡設施，共寬
11 公尺計劃道路，道路長度約 568 公尺，依山側開闢，且部分路段
為高架，對居民影響較低。
(二)經濟因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本工程範圍於 108 年劃為公共設施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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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用地）
，徵收後對政府稅收並無影響。反而徵收計畫完成後，
將因消防、交通品質改善，帶動地區發展及增加不動產交易，極可
能增加地方相關稅收，故對政府稅收有正面助益。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都市計畫劃定為「道路用地」，且現況
無農耕使用，徵收後將不影響糧食安全。
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本工程開闢無影響任何工廠及
公司搬遷，並不影響就業、轉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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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所需經費已列入本府工務局 109 年度-公共用地補償項
下，所編列經費已足敷支應，並無造成財政排擠效果。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徵收範圍內並無農林漁牧之產業
鏈，故對農林漁牧產業並無影響。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本案土地為都市計畫道路用地，
已整體規劃，因本工程開闢改善都市生活機能，增加土地利用完整
性。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因本案用地已劃定為道路用
地，致當地居民無法做其他使用，本次徵收範圍係新闢寬度 8 公
尺之主線道路及道路範圍外寬度 3 公尺護坡設施，共寬 11 公尺之
道路，對原有生態環境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環境風貌將有改善。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本工程範圍內無古蹟、遺址或登
錄之歷史建築。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本案工程計畫將使區
域路網完善，並使該路段的交通更為順暢，提供民眾一個更為安全
便利的交通環境。
4.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本工程範圍內無環境敏感區
域，並無破壞生態環境之虞。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本工程完工後可改善該地
區交通狀況，有效降低車輛車流交織情形及提供二殯多元動線引導
或交通管制手段之可能性，對社會整體環境之發展將有助益。
(四)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本案土地闢建為道路後，可令交通更順暢便
利，因本工程東西兩側皆緊鄰道路，該路段開闢後符合土地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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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升周圍居住環境品質，建立自然及人文和諧並存的生態都
市，故對國家政策「永續環境」
、
「永續社會」及「永續經濟」之提
升實有助益。
2.永續指標：本案土地依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
，符合「永
續環境」的土地利用，當道路開闢後生活品質提升，並且使災害防
救更加順暢，符合「永續的社會」的探討面相；本案為交通事業，
為達成「永續的經濟」中的永續交通，開闢此路段後，可使周邊路
網完整，增進地區交通流暢，有助於土地適當且合理之利用。
3.國土計畫：本案私有土地依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公共設施保留地徵
收後，開闢為道路使用，增進地區交通流暢，加速地區繁榮發展，
美化市容觀瞻，提升人民生活品質。將能建構一個免於災害恐懼、
高品質的生活環境，以及人性化的永續發展的生活空間，故將充分
達成國家計畫永續發展之目標。
(五)其他因素：
本工程施作後有助交通環境改善，強化災害防救能力，改善市容
觀瞻，促進整體生活圈的均衡發展；並經評估本工程符合下列公
益性、必要性、適當及合理性：
1. 公益性：本工程係配合本府民政局「臺北市第二殯儀館改建
工程」
，建請本處配合開闢周邊道路，改善地區交
通及提高第二殯儀館可及性，本案道路開闢後有助
於地區交通順暢，提升周邊住戶出入通行安全，使
區域路網更加完善。
2.必要性：目前二殯聯外交通僅有辛亥路 3 段可供通行，平時易
產生交通壅塞。倘完成計畫道路開闢，有助於交通動
線安排，本工程完工後，可改善二殯進出場車輛對辛
亥路之衝擊，並有效降低車輛車流交織情形及提供二
殯多元動線引導或交通管制手段之可能性；另開闢後
助於增進市民對本府工程推動效率觀感，提升市民及
車輛出入通行安全，增進地區交通順暢，改善地區居
住環境，加速地區繁榮發展，美化市容，提升市民生
活品質及安全。
3.適當性及合理性：本工程預算經臺北市議會審議通過後，即循
序辦理用地取得作業，後續依內政部 98 年訂定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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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辦理相關工程設計及施
工作業。另本工程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及
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規定辦理用地取得，用地徵收範
圍係依據公告之道路用地範圍線辦理。道路開闢後，
有助於改善當地交通及居住環境，對社會整體之發展
有益，故本案有其適當及合理性。
九、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
形：
(一)本案工程第 1 次公聽會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如下：
「臺北市第二殯儀館聯外道路新築工程」第 1 次公聽會
土地所有權人及相關權利人陳述意見及回應處理情形表
項
次

所有權人
及利害關
係人姓名

1

辛亥段五
小段 125
地號土地
所有權人
洪○璉

陳述意見內容

需地機關回應及處理結
果
有關本次討論聯外道路工程，依本 交通局說明：
人在當地居住逾 60 年之經驗，二殯 新闢聯外道路係為配合
二殯二期整建工程，未來
前堵車之癥結來自停車場車位不
足，新闢聯外道路無法解決問題。 在二殯二期整建工程中
亦會增加停車空間，提升
車輛容納數量，但二殯二
期整建工程之目的非舒
緩交通量。因二殯出口道
路為辛亥路，大部分車流
會在辛亥隧道前迴轉，亦
有車輛為了進入停車場
而在車道上停等占用車
道，未來二殯二期整建工
程也會針對此部分一併
改善，車輛之停等空間將
在二殯基地內處理，而聯
外道路將銜接二殯二期
停車場之出口，離場車輛
將直接從聯外道路往芳
蘭路行駛，以減少車輛在
辛亥路與辛亥隧道前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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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及交織之情形，依本局
評估，本案聯外道路目前
規劃係自二殯至芳蘭路
之單行方向車道，未來衍
伸之車流量有限，不會有
大量車流從聯外道路進
出，故可做為紓解二殯交
通的一個通道。
2

利害關係
人林○鈞

工程範圍內之萬善堂內無主遺骨之 經新工處 109 年 6 月 10
處理方式為何?
日邀集殯葬處及萬善堂
與會討論後，依會議結
論，萬善堂內無主遺骨之
處理方式如下：
(一)萬善堂內及於後山
坡之無主骨骸如配合工
程實際施作範圍無破壞
之虞，則就地封存於道路
範圍外；如前述方法
不可行，則請殯葬處協助
移葬至本市富德公墓 11
區。
(二)萬善堂內之無主骨
罐請殯葬處協助清查數
量及辦理晉塔
安置作業。
(三)萬善堂內神主牌位
亦請殯葬處協助清查數
量並遷移至本
市經管塔樓安置。
(四)萬善堂內神像請萬
善堂先行尋找有無民間
場所可收容，
如尋找未果則請殯葬處
協助辦理法會後一併處
理。

(二)本次公聽會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如下：
1.辛亥段五小段 104-1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楊○筎意見：本人所有
土地因工程需要被切分成 3 塊，現場有 3 座墳墓，2 座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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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1 座在範圍外，有關工程範圍外之墳墓得否協助與範
圍內需遷葬之墳墓一同辦理遷葬?
殯葬處說明：
本處係配合辦理工程範圍內之墳墓遷葬，本市僅陽明山臻愛樓
有剩餘塔位，原則上都會遷葬至該處，工程範圍內墳墓遷葬涉
及補償事宜，範圍外之墳墓需依殯葬管理相關規定自行遷葬。
新工處說明：
工程範圍內需遷葬之墳墓，墓主於遷葬公告期間依規定得自行
遷葬，並於遷葬後得申請遷葬補償費及遷葬救濟金，如應遷葬
之墳墓屆期未遷葬者，則由用地機關代為遷葬，並扣除代為遷
葬之費用；工程範圍外之遷葬行為請依殯葬管理相關規定自行
遷葬，不另補償。
2.辛亥段五小段 102-1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陳○興意見：二次公聽
會皆未針對土地徵收之實際程序與欲協議價購或徵收之實際價
格公布予地主知悉。
新工處說明：
本處係依土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辦理公聽會及協議價購，協議
價購之價格係由實價登錄、公告現值反映市價百分比、委請估
價師辦理市價查估及本府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市價等 4 種價格
擇優辦理，並將於協議價購通知函中載明價格，預計於 109 年
8 月辦理協議價購會議。
3.利害關係人林○鈞意見：公聽會上有聽說請殯葬處配合萬善堂
來做清冊估算，但從頭到尾我們都沒收到任何通知或公文，但
反而是坊間葬儀社來帶著殯葬處應發給萬善堂之公文說要做清
點，這讓我們業者覺得程序上是否有問題？原應發給萬善堂之
公文卻到別人手中。
殯葬處說明：
前經開會討論後，殯葬處會配合清查，目前尚未開始清查，屆
時亦會通知。
新工處說明：
查本府 109 年 6 月 18 日府授工新字第 1093062371 號函正本受
文者為萬善堂，副本受文者為殯葬處，該函正本業於 109 年 6
月 18 日掛號寄送，109 年 6 月 20 日投遞成功，且現場確認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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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地址無誤，為避免類似情形發生，日後如有重要文件需寄送，
本處將採用郵務送達方式寄送。
4.辛亥段五小段 125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洪○璉意見：第 2 次公聽
會簡報內容與第 1 次完全相同，僅增加陳述意見與其回應，可
見只為完成行政程序而舉辦此二次公聽會，且公聽會內容缺少
開閉本案道路之可行性評估，包含停車空間、實際車流變動狀
況、開闢後車流紓解改善情形等評估，前述內容都應於會上提
出供民眾參考。
新工處說明：
本處係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需於徵收前舉辦
2 場公聽會及 1 次協議價購會議，2 次公聽會係為提供民眾充分
反映意見之機會；另有關協議價購之價格將俟報府核定後於協
議價購會議通知中載明。
交通局說明：
二殯連外道路係因二殯二期整建工程配合開闢，因辛亥路現況
為二殯主要進出孔道，目前二殯主要交通問題為進入二殯停車
場車輛會占用辛亥路車道，且車輛如要從二殯離開往市區必須
於辛亥隧道前迴轉，將形成車流交織問題，進而與辛亥路上往
來文山區及大安區的車輛形成回堵或壅塞的狀況，為解決辛亥
路因治喪車流造成堵塞問題，就停車空間部分，未來二殯二期
亦會增加停車空間，由約 320 個汽車停車位增加至約 603 個汽
車停車位及 150 機車停車位增加至約 386 個機車停車位，確實
會大幅提升汽機車停車空間；雖二殯因民間習俗觀念，於特定
時間將造成辛亥路上交通尖峰，與一般上下班交通尖峰有所錯
開，惟實際上二殯位於辛亥隧道前，為大安區與文山區之間重
要的節點，本聯外道路係為提供二殯有第 2 個孔道進出，避免
車流只集中於辛亥路，本聯外道路工程主線道路寬 8 公尺並規
畫為 2 線道，由二殯往芳蘭之單行道，只出不進，且直接連接
至二殯二期停車場之出口，不會經過辛亥路，對辛亥路之干擾
最小，為目前二殯能夠找到之解決方案；新闢聯外道路後如辛
亥路有壅塞狀況，可於二殯內停車場出入口有更彈性之管制，
且二殯亦有相關調節措施，新闢聯外道路後應不至於產生大量
車流造成附近社區交通干擾，故能為二殯提供另一個交通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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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十、臨時動議：
無。
十一、結論：
本案公聽會場次已辦畢兩場，嗣後將再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
購，協議價購不成再辦理徵收作業。
十二、散會：下午 5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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