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 9 月 11 日黃線綜合規劃作業鳳山區地方說明會意見及回覆表
單位
李雅靜議
員

意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鳳山區說明會請重辦一次
請問五甲地區有多少人口數?
對於民眾的意見，是否逐字稿?
或重點摘要?
對於本席於服務處及議會上的
意見並沒有任何的改善
捷運黃線沿線周邊是否有補
償?
建議先用公車試營運黃線路
線，尤其是五甲路
請將相關捷運黃線建設訊息通
知五甲居民。
可否將捷運黃線規劃路線改往
保泰路?出入口可設置於善美
公園
請問預估運量如何計算?
捷運黃線建設對後續五甲居民
的營業及生活品質恐有大影
響。
五甲二路及五甲三路沒有人行
道
捷運黃線沿線管線共構的可行
性?
評估報告時間是否過短，有太
草率之虞。
捷運黃線的評估報告是否有納
入民意?
五甲路徵收須花多少公帑?保
泰路有很多公地，較無徵收問
題。

意見回覆
1.
2.
3.
4.
5.

6.

7.
8.
9.

本局已於 108 年 9 月 21 日召開黃
線綜合規劃作業公聽會。
五甲地區目前約有 17 萬人。
說明會採重點摘要，公聽會採逐
字稿。
議員意見已納入考量評估，並於
108 年 9 月 20 日向議員報告。
捷運興建期間對於周邊商家有房
屋稅、營業稅及地價稅減免等方
案，施工期間將協助辦理。
目前已有公車路線黃 1 及黃 2 採
捷運黃線之路線營運，歡迎民眾
多加利用。
本局已於官方網站設立黃線專
區。
已納入考量進行評估，並於 108
年 9 月 20 日向議員報告。
捷運黃線可行性研究係採用傳統
程序性運輸規劃之四大步驟(旅次
發生、旅次分布、運具分配及交
通量指派)進行運量預測，並利用
運輸規劃專業軟體 CUBE 建構高
雄都會區運輸需求預測模型，其
中基年模型之校估係以民國 101
年之住戶訪問及屏柵周界交通量
調查結果為基礎。該預測模型已
應用於高雄各項軌道計畫，包括
民國 101~104 年的高雄捷運整體
路網規劃案、105~107 年的岡山
路竹延伸線(一、二階段)綜合規劃
案等，預測模型之相關資料已提
送鐵道局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查
核，亦因應交通部委員要求，進
行 105 年模型值與實際值之比
對，已驗證該模型確實具備良好
的預測能力。

10. 車站範圍將以半半施作，儘量降
低對民眾之影響，相關配套措施
於施工前會提報交通維持計畫經
市府道安會報核定後實施。
11. 此屬工務局權責範圍，配合後續
捷運工程設計時將請工務局列入
考量。
12. 此屬工務局權責範圍，工務局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向議會進行專
案報告時，已將與黃線共線之共
同管道列入通盤檢討。
13. 評估報告皆為專業公司完成，且
有市政府及交通部嚴格把關。
14. 本局於 108 年 9 月召開 3 場地方
說明會及 1 場公聽會，10 月召開
1 場地方說明會，所蒐集之民意均
會納入評估考量。
15. 已於 108 年 10 月 23 日開會研商
五甲路及保泰路道路徵收費用之
可行性，後續將納入評估妥適處
理。
吳益政議
員

1.
2.
3.
4.
5.
6.
7.
8.

9.

建請將第一場公聽會民眾意見
納入後續公聽會說明
捷運黃線沿線周邊用地先做調
查再設計。
國泰路三段至五甲一路之捷運
黃線路線可行性
Y18 車站出入口設置請重新評
估
建議澄清路沿路支線可評估設
立捷運出入口
捷運黃線延伸出入口設置儘可
能規劃至公園或新建大樓
請研究 Y17 車站可否與台鐵站
再靠近一點
建議出入口不要只設單側，且
要雙向電梯，電梯最好可以直
達月台層方便民眾使用。
黃線要與紅、橘線及輕軌轉乘

1.
2.

3.

4.
5.

6.

7.

已於 108 年 9 月 21 日召開之公聽
會向民眾及民意代表說明。
先規劃捷運相關用地範圍，再洽
詢土地所有人意願及可行方式。
若不同意，會另尋用地。
經可行性研究階段的評估，國泰
路三段至五甲一路的路線，其效
益較南京路至五甲二路低。
Y18 車站出入口設置將視 Y18 車
站站位位置確定後重新評估。
澄清路沿路支線設立捷運出入
口，將視周邊土地取得情形評估
考量。
出入口設置位置以公有土地優先
為原則(含公園)，私人土地或新建
大樓則持續溝通聯合開發之可行
性。
Y17 臨台鐵正義站，亦臨鳳山行

8.

9.
民眾 1

1.
2.
3.

鄭先生

1.

2.

3.

4.

5.

政中心，故其位置將就出入口用
地取得難易、地下連通道合理長
度等因素評估車站位置。
儘量以雙邊設出入口為主；若出
入口土地無法取得，將於單邊設
出入口。出入口的電梯以設置一
台為主；出入口儘量設置雙向電
扶梯。因有區分付費區及非付費
區，故電梯無法於出入口處直達
月台層。
黃線與紅、橘線及輕軌轉乘均有
轉乘之規劃。

捷運黃線 Y17 車站與台鐵正義 1.
澄清站的距離有多遠?
轉乘方式是地上轉乘還是地下 2.
轉乘?
百年大計，捷運黃線與台鐵轉 3.
乘極為重要，黃線 Y17 車站為
鳳山去搭台鐵高鐵的唯一轉乘
地點

捷運黃線 Y17 車站與台鐵正義澄
清站的距離約為 200 公尺。
Y17 車站與台鐵正義澄清站目前
評估以地下連通道連接。
承上，Y17 車站與台鐵正義澄清
站目前評估以地下連通道連接，
方便乘客轉乘。

Y20~Y22 以潛盾隧道施工如何
確保安全?與道路兩側建築物
有否安全距離?多遠?
Y21~Y22 地下兩車站採用疊式
月台設計，其最小寬度(月台+
軌道)多少米?此段路線軌道寬
度有多少米?使用道路土地路
幅多寬幾米?
建議於 Y20 站東南方位於「五
甲路東側農業區區段徵收計畫
範圍」區內設置出入口，服務
未來本區(92 公頃)人口及中崙
國宅社區民眾，以提升運量。
Y20~Y22 路線用地取得方式如
何?路線上有已開闢計畫道路
但未徵收之既成道路目前作道
路交通使用如何處理?建議納
入工程規劃設計範圍內。
建議龍成宮處不要有車站。

捷運的潛盾工法已於台灣捷運行
之有年，且施工前會有地質鑽
探，若遇到不好的地質，會有地
質改良工法以確保施工安全。在
施工中亦會有監測儀器隨時監
控。潛盾隧道與道路兩側建築有
安全距離，至少 2 米。
疊式車站最小寬度約 15.8 公尺。
疊式軌道寬度約 6.5 公尺。五甲二
路路幅約 20 公尺。
將納入考量增設出入口，以服務
「五甲路東側農業區區段徵收計
畫範圍」區及中崙國宅社區民
眾，以提升運量。
Y20~Y22 路線係於目前道路下方
除車站出入口外，如五甲路道路
用地如有未徵收情形，路線地下
空間之取得待綜合規劃案經行政
院核定後納入評估處理，本案已

1.

2.

3.

4.

6.
7.
8.

開會要公開，亦可於有線電視
台用跑馬燈方式公佈資訊。
民眾有問題無法得到答覆，機
關沒有派相關單位參與。
於捷運局網站上查得，疊式車
站開挖及潛盾風險較高，請問
是否安全?

5.
6.

7.

8.
民眾 2

1.

2.

民眾 3

民眾 4

1.
2.

1.

出口用地取得應以公地或空地 1.
為原則，避免拆除民宅，損害
居民權益
2.
五甲二路(20M 路寬)太窄，Y22
站設在五甲三路(40M 路寬)或
路線改走保泰路接南京路，避
免拆除百姓賴以為生的店面

建議龍成宮及鳳南站取消
南和街前面有國有土地，建議
可規劃停車場

1.

辦理說明會，部分問題無法得
到答覆，建議市府相關局處人
員應參加

1.

2.

於 108 年 10 月 23 日開會研商五
甲路及保泰路道路徵收費用之可
行性，後續將納入評估妥適處理。
將檢討車站位置。
說明會公聽會召開前已發函至沿
線各里辦公處代為宣傳周知，並
於媒體及官網發布新聞稿及公告
請民眾踴躍參加。後續說明會另
於有線電視台採跑馬燈、LINE 官
方帳號等方式公佈資訊。
涉及本局權責以外的事項，本局
均有函文給市府相關單位，未來
綜合規劃報告提出後，市府將會
邀集相關單位組成推動小組審
查，屆時亦可將問題向各局處反
映。
捷運的潛盾工法已於台灣捷運行
之有年，因此是安全的。
用地取得優先順序為國、公有土
地、國營事業土地、私有土地。
捷運黃線為地下捷運，於五甲路
係採疊式設計，車站最小寬度約
15.8 公尺，最大寬度亦在 20 公尺
範圍內，故無須拆除百姓店面。
另出入口用地如為私人用地，會
協議徵收或共同開發等方式辦
理，不會強拆民宅。另路線採五
甲路或保泰路之方案，本局將以
問卷調查方式收集民眾意見供路
線決策之參考。
Y21 站及 Y22 站將調整適當位
置。
後續設計施工階段會建議土地持
有單位評估考量。
涉及本局權責以外的事項，本局
均有函文給市府相關單位，未來
綜合規劃報告提出後，市府將會
邀集相關單位組成推動小組審
查，屆時亦可將問題向各局處反

映。
鳳新高中
羅校長

1.

鳳新高中學生人數現有 2092
1.
人，每年配合辦理國中會考、
大學學測、指考、大考英聽、
國家級考試、全民英檢考試及
假日場地供外界、公益團體租
借次數頻繁，常造成新富路交
通擁擠及周圍社區民眾行的困
擾，在平日新富路與南京路口
交通流量大，上下班時間車流
多，公車班次少且間隔長，若
能利用捷運作為疏散，相信更
能發揮捷運大眾運輸的效能，
建議 Y19 站設在凱旋路與南京
路口，並在新富路與南京路口
周遭設置捷運出入口，以紓解
改善學校學生及社區民眾的交
通問題。

Y19 站位配合出入口設置在公有
地，故車站位置維持在輜汽路與
南京路，在此站位鳳新高中及鳳
甲國中均屬捷運站 500 公尺服務
範圍內，有關 Y19 站靠鳳新高中
之出入口位置將視用地許可儘量
以最接近鳳新高中及鳳甲國中之
位置設置，以便利學校師生通勤
使用。

龍成宮
黃先生

1.

Y22 車站的出入口及通風井設
置在哪?
龍成宮的後門不能開，有破壞
風水之虞，如漏財等。
五甲路是否有整條徵收?若不
徵收，則抗爭到底。
龍成宮主委等雖同意通風井配
置案，但不代表全體同意，建
議不要使用龍成宮土地。

Y22 車站出入口及通風井會與站
旁私人土地所有權人洽談徵收或
聯合開發後設置。
尊重廟方意見，目前已無規劃於
龍成宮內施作。
Y20~Y22 路線係於目前道路下方
除車站出入口外，如五甲路道路
用地如有未徵收情形，路線地下
空間之取得待綜合規劃案經行政
院核定後納入評估處理，本案已
於 108 年 10 月 23 日開會研商五
甲路及保泰路道路徵收費用之可
行性，後續將納入評估妥適處理。
尊重廟方意見，出入口及通風井
目前已無規劃於龍成宮內施作。

2.
3.
4.

1.

2.
3.

4.

龍成宮
鄭先生

1.

2.

3.
4.
5.
6.

今天會議沒有接收到通知，覺 1.
得市府在進行黑箱作業，市議
員要監督
五甲二路的車站為疊式月台，
開挖深度較深，是否會有危險?
要如何證明?
五甲二路的土地如何取得?
2.
五甲二路路幅小，且店家居
多，停車位置如何規劃?
3.
風險有無評估?
目前捷運黃線行經五甲二路，
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之路線?
4.

5.
6.

龍成宮
王先生

1.
2.

3.

路線已定，無法修改，辦說明
會的用意為何?
民眾的問題，如用地徵收、商
家補償等沒有得到相關單位的
答覆，且相關單位也沒出席。
每個車站都有設置通風井，還
是只有某幾個站有?

1.

2.

3.
五甲商圈
店家
林女士

1.

五甲二路施工圍籬何時架設?
何時撤離?商家距施工圍籬還
有多少空間?

1.

說明會公聽會召開前已發函至沿
線各里辦公處代為宣傳周知，並
於媒體及官網發布新聞稿及公告
請民眾踴躍參加。後續說明會另
於有線電視台採跑馬燈、LINE 官
方帳號等方式公佈資訊。
疊式月台在台灣捷運行之有年，
故不會有危險。
Y20~Y22 路線係於目前道路下
方，除車站出入口外，如五甲路
道路用地有尚未徵收情形，路線
地下空間之取得待綜合規劃案經
行政院核定後納入評估處理。
五甲二路停車規劃，後續將配合
捷運建設之進行納入轉乘設施規
劃，並循本府道安會報機制，提
報審議通過後進行設置。
於行政院核定之可行性研究報告
中已有風險評估。
目前有評估保泰路，至於後續路
線係採五甲路或保泰路之方案，
本局將以問卷調查方式收集民眾
意見供路線決策之參考。
路線於綜合規劃階段還是可以調
整，惟經費部分不能增加。目前
理說明會主要係希望讓民眾了解
規劃進程，並聽取在地民眾意
見，俾利後續將持續與民眾溝通
協調。
涉及本局權責以外的事項，本局
均有函文給市府相關單位，未來
綜合規劃報告提出後，市府將會
邀集相關單位組成推動小組審
查，屆時亦可將問題向各局處反
映。
每個車站皆須通風井。
車站範圍從施工開始到結束，其
施工圍籬架設時間約 3~4 年。施
工圍籬淨間距至少 12 公尺，以五

2.
3.

4.
5.
6.
7.

五甲路上的車流多，如何在顛
峰流量期間做好疏導車流?
五甲路上的商家幾乎 100%是
承租的，如何協助商家渡過施
工期間的慘淡期?是否有補償
方案?
五甲二路路幅小，且無規劃停
車位，請問未來是否有停車位?
五甲路的土地如何徵收?
可考慮開發保泰路來替代，影
響會較小。
房屋稅、地價稅等，無助於商
家，因那只利於房東，不利於
商家的經營。

2.

3.

4.

5.

6.
7.

衛武營
特助

1.

2.
3.

甲二路(路寬 20 公尺)為例，施工
期間，五甲二路路寬約 8 公尺，
施工前將提交通維持計畫送本府
道安會報審議通過後辦埋。
施工除採半半施作外，亦會使用
告示牌告知用路人替代道路的路
線。
捷運興建期間對於周邊商家有房
屋稅、營業稅及地價稅減免等方
案，施工期間將協助辦理。
停車空間的設置主要以機車、腳
踏車等為主，後續納入轉乘設施
規劃辦理。
Y20~Y22 路線係於目前道路下
方，除車站出入口外，如五甲路
道路用地有尚未徵收情形，路線
地下空間之取得待綜合規劃案經
行政院核定後納入評估處理。
目前有評估保泰路方案，將視後
續民意結果後決定。
有關營業損失補貼及租金補貼部
份，因本府捷運工程施作並無營
業損失補助或租金補貼之相關規
定，且本府相關工程皆無前例，
經詢問台北、新北、台中捷運亦
皆無相關補貼機制。

捷運黃線 Y18 車站與衛武營站 1.
轉乘距離過長，是否可設置行
人輸送帶?
2.
建議出入口可與周遭生活機能
結合。
3.
建議車站設於福誠高中及前鎮
高中，以利學生搭乘。

有關連通道內設置電動步道，將
納入本次綜合規劃考量。
出入口會優先與周遭生活機能結
合之方案辦理。
目前預定車站位置設置在前鎮高
中旁。

衛武營
黃先生

1.

建議黃線衛武營站預留地下連
通道連接口與衛武營國家藝術
中心連接。

1.

目前評估以地下連通道連接，方
便藝術中心旅客搭乘。

民眾 5

1.

瑞隆東路的三角公園旁，七老
爺區未來會新建許多大樓，後
續人口將會增加，建議設置車

1.

有關瑞隆東路的三角公園旁建議
增設出入口，將納入規劃考量。
Y20~Y22 路線係於目前道路下方

2.

2.

站或出入口。
五甲路的徵收方式及費用計算
為何?

除車站出入口外，如五甲路道路
用地如有未徵收情形，路線地下
空間之取得待綜合規劃案經行政
院核定後納入評估處理，本案已
於 108 年 10 月 23 日開會研商五
甲路及保泰路道路徵收費用之可
行性，後續將納入評估妥適處理。
捷運黃線路線約在地下 10~20 公
尺，感謝提醒，於後續的規劃設
計作業將會注意。

民眾 6

1.

自強一路五甲三路三誠路 1.
凱旋路中華五路十全
路：該路段地下 30M 有台電
345KV 輸電電纜線，自強一路
地下亦有 161KV 輸電線。依捷
運黃線路線，五甲三路路段有
345KV 輸電線經過，請問捷運
路線設計在地下幾公尺?請務
必考慮地下輸電線問題，確保
施工及完工後之使用安全。

台灣基進
黃先生

1.

衛武營站的黃線及橘線轉乘，
建議增設行人輸送帶，地下連
通道可增加商業行為，及轉乘
優惠。
五甲路請再協調車站及用地等
問題，學生們應會樂見有捷運
車站。

1.

鳥松機廠的出入口會有幾個?
捷運黃線於鳥松區大約延伸到
哪裡?可否延伸到大寮?
是否延伸到同富街社區?

1.

2.

黃先生

1.
2.
3.

2.

2.

3.

林先生

1.

Y21 車站在鳳南路與五甲二路 1.
之出口，如果會影響商家生意
或人行通道太小，建議可移至
國道 1 號右側旁的公有地(舊鳳
山清潔隊，現為廢空地)，與對

黃線與橘線轉乘會規劃地下連通
道，是否增設電動步道將納入考
量。
將持續與民眾溝通協調。

儘量以雙邊設出入口為主；若出
入口土地取得有困難，將於單邊
設出入口。
Y1 車站設置在神農路與大同路交
叉路口處。因經費有限及運量未
達效益，故本計畫無法額外增設
車站等相關工程。
因經費有限及運量未達效益，故
本計畫法額外增設車站等相關工
程。
有關您建議之 Y21 車站位置，將
納入規劃考量。

面農業區開發可規劃出口，並
規劃大型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