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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都會線(黃線) 

環境影響說明書公開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  間：民國 109 年 09 月 22 日(星期二)晚上 19 時 

二、地  點：高雄市鳳山行政中心大禮堂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32 號後棟 1 樓) 

三、主 持 人：張又仁                                   記錄：陳建隆 

四、出席人員：詳附會議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 

各位親愛的市民，關心黃線進度的市民，大家晚安，很高興能在這麼好

的場地來辦理說明會，今天在場的來賓很踴躍，非常感謝。首先跟市民報告

黃線進度，在 108 年的 5 月 24 號行政院正式核定可行性研究後，市府這邊

接下來就辦理綜合規劃及環境影響評估。目前綜合規劃已經送交通部審查中

了，至於環境影響評估部分，今天就是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十五條辦理這場公開會議，利用這個時間，來跟各位關心黃線進度的市民，

說明我們規劃的路線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所採行的因應作為，為讓市民

對環境影響評估能更多瞭解，先請顧問公司簡報，再請大家提供意見及看法。 

六、簡報內容：略 

七、意見表達及回應說明： 

(一)許智傑立委： 

希望能詳細說明目前的進度讓大家參考。 

捷運局回應： 

黃線可行性研究於 108 年 5 月獲行政院通過後，隨即就進行綜合規

劃作業跟環評作業；其中綜合規劃報告在今年 109 年 3 月份已送到交通

部，目前交通部正審查當中。另外環評部份，我們也在年初的時候啟動，

預定 10 月份就會把環境影響說明書送到交通部先審查後，再轉環保署

審查。如果環評和綜合規劃報告書能夠順利於明年年底獲核定，後續接

下來將進行設計跟發包，希望於 111 年底可以動工，工期預估是 6 年多

的時間，也就是 117 年可以通車。117 年是有紀念性的年份，高雄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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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線跟橘線是 97 年通車，讓第三條捷運黃線能在 20 年後通車，是我們

努力的目標。 

(二)邱俊憲議員(另參書面發言單) 

1.公開的資訊太少且簡報內容並沒事先公開，會讓民眾沒辦法對這些資

料來做意見的表達，造成資訊不對等。 

2.希望捷運局及高雄市政府的網站能對這些公開資訊有網頁的連結，方

便民眾參閱。 

3.希望對於 Y1 站以高架的方式，相關單位能更完整的蒐集當地居民的意

見。 

4.捷運施工期間對於一些路段的交通狀況，及醫院附近救護車車輛的影

響該如何處理。 

5.Y4 站(長庚醫院)建議用地下的通道連接到長庚醫院，這部分的工法及

對於環境的影響、醫院的使用等，希望能有更詳細的說明。 

6.希望能再辦幾場到鳥松、鳳山及三民等地區，針對當地的民眾去做一

些更仔細的資料蒐集。 

(二)鳥松區仁美里居民 吳 儒先生：(另參書面發言單) 

1. Y1 是單邊出口還是雙邊出口？ 

2.建議 Y1 到 Y2 站地下化不要高架化。 

(三)黃捷議員： 

1.資料提早公開，要讓市民瞭解，整個捷運黃線的規劃，同時也要讓市

民知道若有意見要如何反映。 

2.目前站點是否已經確定？後續是否還有調整的空間？ 

3.各轉乘站點間的連接，是站內轉乘還是站外轉乘，希望能補充說明清

楚。 

4.針對未來這麼長的施工黑暗期，尤其在五甲路這邊，希望能說明有何

因應方案。 

5.希望能調整 Y19 車站位置，使車站的服務範圍能涵蓋到鳳新高中。 

6.提供的資料，要標示清楚每個站點詳細位置，讓市民知道。 

(四)許智傑立委(第二次發言)： 

1.選址的部分希望能多注意，真的要思考是不是還有調整的空間。 



 -3- 

2. 車站規劃要將市長所提出之「鳳山中城」計畫，以衛武營國家藝術文

化中心為軸心，打造高雄國際文化特區之構想納入考量，使捷運開發

能串聯起周邊整體都市的發展。 

(五)曾麗燕議長助理： 

1.施工期間將對五甲二路的交通造成影響，請說明要如何維持雙線？ 

2.希望能確實做到捷運車站無障礙空間設施的規劃設計。 

捷運局回應： 

在 106 年的時候，黃線列入行政院前瞻計畫的時候，我們就在高雄

市政府捷運局裡面建立了黃線的專屬網頁，裡面有詳細的辦理歷程還有

路線規劃的相關圖資。另外市府於去年（108 年）9 月跟 10 月這兩個月，

即綜合規劃報告書辦理期間，共舉辦 5 場的說明會跟公聽會，向市民報

告路線及車站規劃資訊，這 5 場會議的簡報資料及會議記錄，包括所收

集到的民眾意見和我們回覆的資料，亦都有刊載於網頁內。關於車站位

置這些資訊，市民可於上述這個黃線專屬網頁內查到。 

關於車站的位置還會不會再調整問題，目前捷運黃線長度大約是 23
公里，共設置 23 座車站，亦即大約 1 公里 1 座車站。一般而言車站的

服務範圍為 500 公尺，剛好就是每個車站都是佈滿的狀況。目前規劃報

告書只是規劃車站之大略位置，未來核定後，還須進行基本設計及細部

設計，車站部分都還可以微調，然而微調的基礎應還是以公益為先。 

有關曾議長團隊所提到的電扶梯及電梯的問題，我們原則是儘量在

車站兩側各設置一個電梯及電扶梯，但有時還是會有困難，例如車站出

入口的地方，剛好是人口密集區，有時候連找出入口用地都很困難，但

我們會儘量努力，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長輩，我們自己也會慢慢老去，

我們也會需要使用這些設施，我們一定會考量老年化的問題並納入規劃

設計。  

世曦回應： 

說明一下為什麼 Y1 站會規劃成高架，其實最主要是去年 108 年 5
月可行性研究核定的時候，行政院有下但書，希望規劃要將現在的 Y1
到 Y5 車站及五甲路這兩個路段採高架化的方式納入評估。經目前綜合

規劃評估結果，五甲路部分因路幅窄，若高架化的話，車站需採疊式設

計，基本上會影響到兩旁住戶的景觀與救災，故建議仍採地下化；至於

Y1 到 Y5 車站，其實行政院是希望開發單位能將此處整個路段高架化，

但我們認為這樣其實是不好的，故目前送交通部審核之規劃方案僅 Y1
站採高架化，採高架化之原因為 Y1 站馬上接到維修機廠，就是鳥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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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墓用地，因地勢較高，若採地下化的話，經費會相對增加相當多。

我們知道，鳥松區的民眾很希望 Y1 站地下化，基本上，我們也會想辦

法去跟中央反應，看看是不是可以幫民眾爭取，因為增加的費用是蠻龐

大的，所以還是要跟中央溝通，關於民眾的反映，我們會在行政院審查

會的時候，反應給交通部的長官們知道民眾的心聲。 

今天大家很關心施工期間交通衝擊的問題，我們做過評估比較擔心

那種 30 米以下比較窄的道路，現在大概就是本館路，以及球場路其實

也有一部份還沒完全開闢，本館路部分兩側還有各 5 米的綠帶，我們要

開闢成 25 米之後再去做施工的圍籬，所以我們原則是儘量維持原來的

道路寬度或是車道數，但是其實縮減車道是在所難免。經過我們評估之

後，大概有兩個路段是我們比較擔心的，一個是神農路，一個是五甲二

路，這兩條路其實已經沒有空間，但是捷運施工跟輕軌不一樣，施工不

是全線圍，而是只有車站圍，而車站圍的範圍大概就是兩個街廓到三個

街廓會受到工區的影響，其他的路段是不受影響。當然在這兩個路段經

過工區時還是會塞，神農路這個部分我們也建議先做道路的拓寬，因為

神農路計畫道路有 30 米，而目前有些路段是 20 米，建議是先做完道路

拓寬後再做工區圍設。然後我們也提供替代道路與路徑導引，譬如五甲

路，至少維持雙向通行但是每一個方向大概只剩下一個車道，所以希望

機車儘量利用提供的替代道路行駛，不要跟汽車擠在工區路段，同時也

有提供替代道路的路徑，並且在沿線做導引。 

捷運局補充回應： 

再補充回答關於邱俊憲立委特別提到的，Y4 站可不可以設置地下

聯絡通道連接長庚大樓，關於這個部分我們已在處理，也跟長庚醫院相

關單位協調過，預計出入口將會拉至於醫院門診大樓下方。另外，剛剛

有幾位民眾也特別關心 Y1 那邊 1 公里高架路段問題，雖然中央是希望

開發單位能用高架化方式節省經費，不過，以市府捷運局立場，還是會

持續跟中央爭取地下化，雖然經費可能會多增加三、四十億，不過我們

仍會極力跟中央爭取。另外有民眾特別提到 Y1 車站單邊出入口問題，

這部分我們相當重視且亦去現場會勘過，現在 Y1 站一邊是鳥松第三公

墓前面，也是機廠開發範圍，另外一邊則因目前都是建成區，佈設出入

口有用地困難，不過我們有跟那邊鳥松區農會溝通，並跟經濟部持續接

洽，未來基本設計和細部設計有機會的話，我們還是會讓車站有兩個出

入口，這樣對民眾來講是比較方便的，也是我們設計的原則，我們會儘

量朝這個方向努力，以上報告。 

世曦補充回應： 

再補充說明，因應民眾使用需求及未來老年化社會，目前車站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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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基本上是朝雙向設置電扶梯跟電梯之原則規劃，但因為用地取得優先

順序是以公有地為主，接下來才是私人的，公有地一定是沒問題，會規

劃好一點服務民眾，但是私有地部分，就會有用地取得問題，但我們仍

然是以雙向規劃為目標。 

(六)鳥松區仁美福德祠萬應公廟文化發展協會總幹事 莊 和： (另參書面發

言單) 

1.交通建設乃國家百年大計，請落實沿線民意的蒐集。 

2.目前捷運黃線與台鐵正義站的轉乘距離 380 公尺、與橘線衛武營站的

轉乘距離 450 公尺，轉乘距離太遠，對老人及殘障人士不友善。 

3.學生每天上下學都要坐到，為何鳳新高中的學生無法享受捷運黃線之

運輸效益，請將此學區考慮進去。 

6.希望能在連接長庚醫院及正修科大的部分，設計成地下商城。 

4.捷運紅線、橘線都沒有高架，為何黃線 Y1 站要高架化，應再審慎評估。 

5.捷運黃線為 Y 字型，未來是如何營運？是 Y1〜Y15 再繞回 Y16〜Y23，
還是兵分二路 Y1〜Y15 、Y16〜Y23 不回繞。 

 (七)坔埔里心福園生態園區農夫 黃 娟小姐： (另參書面發言單) 

1.本人支持大眾捷運系統，因為可以有效降低空污，減緩氣候暖化，希

望當局能將極端氣候納入重要考量因素。 

2.捷運開發消息一出，鳥松地區農田開始飆漲，違章工廠接連出現，農

地快速消失，呼籲政府在做任何建設之前，要有環境永續的思維，不

要只看短期利益，期望鳥松這片農田不會因開發案而變成工業區。 

3.希望輔導鳥松在地有機農業轉型成高經濟價值的觀光農業，再結合長

庚醫療體系，打造有機養老生態村，與自然和平共處。 

(八)坔埔里蔡財旺里長： 

1.抗議全線只有鳥松區有高架路段。 

2.捷運不影響神農路附近之交通。 

(九)清豐里里民 余 威先生： (另參書面發言單) 

1.有些轉乘站點距離過長，地下連通道是否可以不僅為連通使用，也可

以規劃商家進駐等其他更多用途。 

2.轉乘站點的轉乘方式為何，是需要站外轉乘還是可以站內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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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線為 Y 字型路線，那行車的方式為何？ 

(十)民眾 張 瑋先生： (另參書面發言單) 

1.平常時路邊若有臨停或違停，就會造成機車被迫騎到汽車道上，那施

工期間也會有這樣的問題，請問如何規劃解決。 

捷運局回應： 

關於民眾提到的轉乘問題，因為紅線、橘線這些車站的位置已經是

既成的，像橘線衛武營站基本上距離澄清路就已經兩百多公尺，我們已

儘量朝最短距離及地下聯絡通道的方式去做轉乘規劃，如果是轉乘捷運

紅線、橘線，原則上是站內轉乘的方式，避免有站外轉乘日曬雨淋狀況。

另外關於極端氣候部分，捷運局也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因為現在淹水事

實上非常多，所以在每個出入口的地方都會考量到兩百年防洪水位高度

避免水淹到車站裡面。至於 Y1 車站高架段部分，我們會極力向中央爭

取地下化方式。 

剛剛有民眾提到，台鐵正義站跟目前黃線車站轉乘距離過長，跟各

位報告一下，黃線目前長約 23 公里有 23 座車站，大概 1 公里 1 座車站，

車站位置除需考量跟前、後站會不會有太近問題，另外也會考慮用地取

得的難易程度，還有人潮的進出量；現在車站位置設在鳳山行政中心，

旁邊還有鳳山高中，是一個人潮聚集的地方，而且這兩個地方有很多的

公有土地，在出入口用地的取得上也比較容易，但捷運局還是會儘量把

車站往北朝靠近正義站的方向去做一個處理。 

最後有民眾關心說捷運黃線這個百年建設是不是很隨便就規劃起

來，其實不是這樣，捷運局已在去年 108 年規劃作業過程中，到各區辦

理過共五場的公聽會及說明會，所蒐集到的民眾意見，都有謹慎納入考

量，而且也都有將處理說明這個部分公布在捷運局網站上。我們高雄市

好不容易爭取到前瞻計畫，做這個一條一千四百多億元的地下捷運，捷

運局絕對是用很謹慎的方式，兢兢業業的方式去做最妥善的規劃。讓民

眾可以享受這一條捷運，因為民眾是高雄人，捷運局這邊大部分也都是

高雄人，現在我們把捷運蓋好，讓民眾享受我們捷運，所以是共同齊力，

以上。 

世曦回應： 

有關這個汽車會違停而占用到機車道，然後讓機車去跟汽機車混

流。這個部份其實在工區的車道，我們是禁止臨時停車，這個部分會加

強取締，所以在工區的部分不用擔心違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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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民眾 方 倫先生：(另參書面發言單)  

1.車站位置選址的可能性，是否仍有調整的空間？若調整的話，那是否

還要再重新送中央評估核定，還有目前規劃的時程，是不是也會變動。 

2.是否會發生黃線與輕軌同時施工的狀況，因為對當地民眾是雙重壓

力，是否有工期錯開的安排。 

(十二)仁慈里里民 吳 謙先生：(另參書面發言單)  

1.是否可拆除民族陸橋以增加 Y10 車站轉乘台鐵的便利性。 

2. 目前規劃的 Y12 站與 Y13 站過近，是否可將 Y12 站北移接近雄商，

以服務雄商的學生及更多的民眾。 

3. Y2 到 Y1 間出土段完工後，神農路將會由現有的 2 快 1 慢變更為 1 快
1 慢，是否有考慮到會塞車的問題。 

(十三)國隆里里民 王 邯小姐：(另參書面發言單) 

1.若需要覆蓋鳳高中學區，建議可調整 Y20 站位置，目前 Y20 車站服務

範圍內有一半都非人口聚集處，如往北移，可服務到更多民眾。 

(十四)李雅靜議員： 

1.前幾場說明會所提到的問題並未公開、正式回覆及改善。 

2.鳳山五甲地區人口眾多，捷運黃線在鳳山五甲路段出口站就有 3-4 站，

其中有兩站出口的設置，因為路幅不足（需 30 米）可供施作平行雙向

通車軌道，所以採地下疊式工法施作，地下站體約在地下 20～30 米

間、左右臨透天距離僅 5 米左右，未來捷運黃線如果依照這樣設計施

工後，不只影響五甲路段兩旁透天住戶發展性（例如新建限建問題），

更漠視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3.捷運黃線五甲路段沿線，如五甲龍成宮站 Y22 站、鳳南路 Y21 站的出

口站口在哪裡?沒有清楚表示。 

4.捷運黃線在施工的過程中，是否有先做土壤的鑽探？有沒有考量土壤

需要改良的問題？未來是否會對沿線住戶的房屋造成損害？ 

5.捷運黃線五甲路段沿線的出口站，未來搭乘轉乘的民眾，臨停接駁及

搭捷運時的停車空間問題，端看現有的橘線鳳山西站、鳳山站、鳳山

國中站，都有民眾臨停接送及停車困難的問題。 

6.五甲二路、五甲三路計畫道路規劃 30 米，目前部分還未完全拓寬，是

否先改良路幅，重新檢討地下平行雙向通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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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捷運黃線未來在施工時，工區周邊範圍都禁止停車，對於兩旁住戶的

進出及停車需求如何解決?影響店家營業生計等問題! 

8.捷運黃線在轉乘時，部分轉乘通道過長，為方便行動不便的民眾，應

該比照機場設置電動步道。 

9.捷運黃線 Y19 站，鳳新高中校長反應，應把鳳新高中涵蓋進去，透過

設置地下連通道的方式，就可以把問題解決。 

10.全線唯一高架 Y1 站到 Y2 站能夠轉為地下化，減少噪音及交通衝擊。 

11.大眾捷運系統都會線(黃線)環境影響說明書公開會，雅靜具體建議在

其他捷運黃線涵蓋的區域再增開說明會議，應多傾聽當地民意，不要

草率地做決定。 

捷運局回應： 

關於車站位置調整，規劃報告書需不需要重新報核這個部分，實際

上如果計畫核定之後，需要再重新提修的原因，一個是計畫期程的改

變，一個是總經費的變動。目前規劃報告書車站只是點出一個概略的位

置，所以真正在設計施工的時候，基本上來講不需要再做重新報核的部

分。另有民眾提到黃線工期會不會與輕軌工期有重疊的地方，大概是指

大順路那個地方，目前輕軌在大順路美術館這個部分，還在聽取民眾的

意見，還沒有做決定，但未來如果是決定要蓋，絕對是輕軌會先完成，

因為黃線是要到 117 年才通車。另外有民眾問到民族路的陸橋有沒有要

拆，依據目前了解，民族陸橋的主橋確定不拆，所以黃線的車站就是往

民族路橋左側儘量靠近台鐵民族站來做轉乘。另有民眾提到 Y12 車站可

否北移服務雄商的學生，目前 Y12 車站是設在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這

邊，主要是用地的考量，四維行政中心及對面的四維國小的公有地，對

於車站出入口用地取得方面來講是比較容易的，不過我們還是會思考這

個部份的問題。那另外有民眾提到 Y20 車站是不是可以做某種程度的移

動，因為 Y20 站若再往南就會轉到五甲路，那裡是屬於一個轉彎段的線

形不適合設站，另外就是 Y20 車站主要服務鳳山地區外，在車站東側那

邊也還有一個七老爺重劃區的發展。另外李雅靜議員所提到的五甲路出

入口這個部分，因為當地出入口用地取得的困難性比較高，目前我們都

是朝跟民眾在談以這個土地開發方式，來取得出入口及通風井用地。 

世曦回應： 

捷運黃線現階段是在綜合規劃階段，主要係就路線及車站的位置做

考量，有關地質鑽探將會於後續設計階段辦理。另有關疊式車站是否危

險，其實在台北捷運目前已有幾站是採疊式設計，這麼多年來國內已累

積有相當之施工經驗，另外捷運局這邊，在施工前亦會針對沿線鄰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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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先進行保護調查，開挖的時候也會隨時監測，只要鄰房有一點點歪斜

或受損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會馬上啟動相關保護作業程序，所以這個部

分民眾可以放心。 

有關施工期間工區停車部分，其實只有工區路段兩百五十公尺，大

約兩個街廓的部分會禁止停車，而取消的停車格位會補充在橫向的道

路。 

(十五)李雅靜議員(第二次發言)： 

1.五甲路會協助全面拓寬嗎？鄰近建物若受損該如何賠償處理？ 

2.龍成宮這邊的通風口設在哪裡？請詳細說明。  

世曦回應： 

有關五甲路拓寬，目前都市計畫道路大部分是二十米，只有在自強

路以南的部分才是三十米，但已經不在車站段，所以施工交維期間，即

使拓寬五甲路，只有自強路以南是三十米，其他路段都還是二十米。至

於五甲路其他路段拓寬的部分，因為旁邊已經是建成區，所以也沒有辦

法再做拓寬。至於龍成宮出風口設置問題，我們已參酌去年規劃說明會

龍成宮那邊民眾所提意見，調整了出風口規劃的位置，會找適當的地點

去設置。 

(十六)龍成宮委員： 

1.龍成宮出風口位置的處理要透明化，要正式發文通知讓我們安心。  

 
九、結語 

感謝出席的各位市民、市議員、立法委員、里長還有代表，有關今天大

家提到的議題，主要多是包括對於未來施工的交維要如何處理，另外就是轉

乘規劃、出入口設置、還有施工的安全問題。今天真的很感謝大家撥冗來參

加說明會，所有民眾的發言，我們都會帶回去再做一個適當的整理與回覆後

公告在網站上。此外大家比較關心會議資訊公開問題，我們會檢討，日後像

類似的說明會，會提早將相關的會議資料公告在網站上，以利民眾事先參

考，我們今天會議就到這裡結束，謝謝大家，謝謝。 
 
十、散會：晚上 9 點 10 分 
 
公開說明會民眾或機關、團體書面意見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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