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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檢討原則與變更內容 

第一節  檢討變更原則 

本次通盤檢討案除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配合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成果、

發展現況、發展課題與對策、各單位意見及人民陳情等內容，適當調整現行計

畫之規劃，訂定各項實質規劃內容之變更原則，作為實質計畫擬定之依據。 

一、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進行計畫圖更新及計畫面積修正 

原計畫為1/1200都市計畫圖，因臺中市政府已完成全市比例尺1/1000
數值測量都市計畫地形圖（臺中市政府91年8月16日0920120995號函公

告），並完成樁位套繪及地理資訊系統（GIS）之資料庫建置。本次通盤

檢討乃利用此一成果並進行地形修補測作業，參酌現況開闢情形及臺中市

樁位修檢測結果，在符合原規劃意旨及不損及私人權益前提下，檢核地籍

圖及實際執行情況，酌予修正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界線，以避免後續執行

時產生疑義。 

爰此，本細部計畫即以都市計畫圖重製檢討後之圖面修正各項土地使

用分區及用地面積，藉以提高法定計畫書圖之精確度，強化都市計畫之行

政管理，重製前後土地及用地面積對照詳參見表6-1及6-2。有關使用分區

及用地之修正涉及主要計畫需配合調整部分，建議主要計畫應再另循程序

更正。 

二、計畫範圍調整 

現行計畫範圍之四界並未明確界定，考量計畫管理與細部計畫邊界能

完整銜接，本次檢討建議調整細部計畫範圍之東、西、南及北界與鄰近細

部計畫範圍之邊界線銜接。 

北界以99年5月19日發布實施之「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台中體育場

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計畫範圍南側為界；南界以

100年3月11日發布實施之「擬定台中市都市計畫（配合台中都會區鐵路高

架捷運化計畫-台中車站地區）細部計畫案（第一階段）」計畫範圍北側為

界；東、西界以92年12月30日發布實施之「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舊有市

區、後車站地區、後庄里地區、北屯東山重劃區附近地區、西屯中正重劃

區附近地區及西南屯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計畫範圍為界。 

配合鄰近細部計畫範圍邊界線，經檢討調整後，台中市都市計畫（干

城商業區地區）細部計畫範圍東、西、南、北四界為以進德路、雙十路、

南京路及自由路三段之道路中心線為界。 

三、計畫年期 

依循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次通

盤檢討）之目標年，將計畫年期調整為民國115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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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使用計畫調整 

隨著基地周邊陸續推動大規模土地開發規劃及重大交通建設計畫，重

新為位居核心區的干城商業區帶來新發展契機，故配合本細部計畫之整體

發展定位、規劃構想及因應現況發展需求，進而調整商業區之細項分區，

賦予土地及建物使用容許項目更高開發彈性，以引導干城商業區新發展。 

此外，為避免商業區分類名稱與現行臺中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造

成認知上混淆，故遵循「台中市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訂定原則」之商業區土地使用及強度訂定之精神，且考量本細部計畫之規

劃原意，進而調整本細部計畫之商業區分類，俾利後續計畫管理與執行。 

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調整 

本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配合中央法令、地方法令、

民國96年3月12日臺中市政府府都計字第0960036260號發布實施之「變更

台中市部分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及為促

進計畫區開發，提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修正調整，包括土地及建築

物使用項目類別、公益性設施設置獎勵及空地綠美化獎勵措施等。另外，

依都市計畫通盤檢討辦法規定，應視實際需要擬定生態都市規劃原則，故

配合增訂雨水貯留及都市保水滯洪等相關規定內容。 

本計畫區內商業區土地細分為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第四種及第

五種商業區，分別各自載明商業區土地容許使用項目及發展強度之規定，

為符合時空背景變遷導致不合時宜之土地遲遲尚未開闢，於本次通盤檢討

除創造地區產業發展契機外，更期許帶動臺中市舊市區商業復甦，故依循

原規劃精神、形塑優良生活環境品質及符合市場發展趨勢，進而調整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內容，並參考「台中市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訂定原則表」修訂商業區土地使用管制內容規定，以提高整體商業區

土地使用之彈性及利於後續管理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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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臺中市都市計畫（干城商業地區）細部計畫圖重製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行計畫 都市計畫圖重製後 

商業區 

街廓編號 組別編號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面積 

（公頃）

誤差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備註

街廓 1 商 4 0.3635 1.95 0.3080 -0.0555 1.47   

街廓 2 商 3 0.3570 1.92 0.3928 +0.0358 1.88   

街廓 3 商 3 0.4126 2.22 0.4035 -0.0091 1.93   

街廓 4 商 4 0.4150 2.23 0.4400 +0.0250 2.10   

街廓 5 商 2 0.4728 2.54 0.4612 -0.0116 2.20   

街廓 6 商 1 0.3652 1.96 0.4046 +0.0394 1.93   

街廓 7 商 1 0.2968 1.60 0.3077 +0.0109 1.47   

街廓 8 商 5 0.6506 3.50 0.6141 -0.0365 2.93   

街廓 9 商 1 0.4707 2.53 0.4008 -0.0699 1.91   

街廓 10-1 商 5 0.3217 1.73 0.3361 +0.0144 1.61   

街廓 10-2 商 1 0.4855 2.61 0.4849 -0.0006 2.32   

街廓 11 商 1 0.3221 1.73 0.3350 +0.0129 1.60   

街廓 12 商 5 0.2795 1.50 0.2797 +0.0002 1.34   

街廓 13-1 商 5 0.3203 1.72 0.3201 -0.0002 1.53   

街廓 13-2 商 4 0.1050 0.56 0.0812 -0.0238 0.39   

街廓 14-1 商 4 0.2531 1.36 0.2298 -0.0233 1.10   

街廓 14-2 商 3 0.2625 1.41 0.2615 -0.0010 1.25   

街廓 15 商 3 0.2680 1.44 0.2419 -0.0261 1.16   

街廓 16-1 商 3 0.1857 1.00 0.1859 +0.0002 0.89   

街廓 16-2 商 5 0.1221 0.66 0.0931 -0.0290 0.44   

街廓 17 商 3 0.3328 1.79 0.3397 +0.0069 1.62   

街廓 18 商 5 0.7552 4.06 0.7191 -0.0361 3.43   

街廓 19 商 1 0.8509 4.57 0.8861 +0.0352 4.23   

街廓 20 商 1 0.2690 1.45 0.2779 +0.0089 1.33   

街廓 21 商 1 0.3804 2.05 0.4150 +0.0346 1.98   

街廓 21-1 商 5 0.4028 2.17 0.4428 +0.0400 2.11   

街廓 22 商 1 0.1712 0.92 0.2809 +0.1097 1.34   

街廓 23 商 4 0.2712 1.46 0.2834 +0.0122 1.35   

街廓 24 商 5 0.3567 1.92 0.3570 +0.0003 1.71   

街廓 25-1 商 4 0.0800 0.43 0.0694 -0.0106 0.33   

街廓 25-2 商 1 0.2424 1.30 0.2482 +0.0058 1.19   

街廓 26-1 商 1 0.2156 1.16 0.2440 +0.0284 1.17   

街廓 26-2 商 1 0.4292 2.31 0.4296 +0.0004 2.05   

街廓 27 商 4 0.1499 0.81 0.1570 +0.0071 0.75   

街廓 28 商 4 0.1058 0.57 0.1137 +0.0079 0.54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計 11.7428 63.14 11.8457 +0.1029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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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臺中市都市計畫（干城商業地區）細部計畫圖重製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續） 

現行計畫 都市計畫圖重製後 

項目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面積 

（公頃）

誤差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備註 

停 1 0.3046 1.64 0.2791 -0.0255 1.33   

停 2 0.3208 1.72 0.3370 +0.0162 1.61   停車場用地 

小計 0.6254 3.36 0.6161 -0.0093 2.94   

廣 1 0.1039 0.56 0.1396 +0.0357 0.67   

廣 4 0.2048 1.10 0.2048 +0.0000 0.98   廣場用地 

小計 0.3087 1.66 0.3444 +0.0357 1.64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4145 2.23 0.4043 -0.0102 1.93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0.3337 1.79 0.3536 +0.0199 1.69   

變電所用地 0.2352 1.26 0.2087 -0.0265 1.00   

車站用地 0.8963 4.82 0.9008 +0.0045 4.30   

道路用地 3.8784 20.85 6.0944 +2.2160 29.11 
調整計畫範

圍產生誤差

人行步道用地 0.1640 0.88 0.1696 +0.0056 0.8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計 6.8562 36.86 9.0919 +2.2357 43.42  

合計 18.5990 100.00 20.9376 +2.3386 100.00 
調整計畫範

圍產生誤差

 
表 6-2 臺中市都市計畫（干城商業地區）細部計畫圖重製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重製後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註 

第 1 種商業區 4.7147 22.52   

第 2 種商業區 0.4612 2.20   

第 3 種商業區 1.8253 8.72   

第 4 種商業區 1.6825 8.04   

第 5 種商業區 3.1620 15.10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商
業
區 

小    計 11.8457 56.58   

停車場用地 0.6161 2.94   

廣場用地 0.3444 1.64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4043 1.93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0.3536 1.69   

變電所用地 0.2087 1.00   

車站用地 0.9008 4.30   

道路用地 6.0944 29.11   

人行步道用地 0.1696 0.8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9.0919 43.42  

合      計 20.937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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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檢討變更內容 

本次通盤檢討共提出9個變更案，有關變更位置、內容與變更理由詳參見表

6-3變更內容綜理表、表6-4變更前後商業區組別編號對照表、表6-5變更前後面

積對照表、圖6-1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干城商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變更位置示意圖、圖6-2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干城商業區）細部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示意圖、表6-6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更前後對照表。 
 

表 6-3 台中市都市計畫（干城商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更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一 
都市計畫

圖重製 

原都市計畫圖 

比例尺1/1200 

重製之都市計

畫 圖 比 例 尺

1/1000 

原計畫使用之都市計畫圖係民國62年

5月發布實施，法定圖面為早期以平

板測量之紙本，其比例尺為1/1200，

現已沿用近40年，因計畫圖老舊無法

適用，且精度不高，不適應當今發展

需求。本次通盤檢討配合臺中市政府

91年8月16日府工都字第0920120995

號函公告之比例尺一千分之ㄧ航測數

值地形圖（TWD67座標系統）及經地

形修補測作業以更新計畫圖，作為本

次辦理細部計畫通盤檢討之基本圖。 

現行計畫範圍

之四界並未明

確界定 

計畫範圍四界

分 別 以 進 德

路、雙十路、

南京路及自由

路三段之道路

中心線為界 

二 
計畫範圍

及面積 
1.重製前現行

計畫面積為

18.5990 公

頃 

2.現行計畫各

土地使用分

區及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

明細詳見表

2-4及表2-6 

1.重製後現行

計畫面積為

20.9376 公

頃 

2.重製後各土

地使用分區

及公共設施

用地面積明

細詳見表6-

1及表6-2 

1.現行計畫範圍之四界並未明確界

定，考量計畫管理與細部計畫邊界

可完整銜接，故計畫區範圍北以99

年5月19日發布實施之「變更台中

市都市計畫（台中體育場附近地

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計畫範圍為界；南以100年3月

11日發布實施之「擬定台中市都市

計畫（配合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

運化計畫-台中車站地區）細部計

畫案（第一階段）」計畫範圍為

界；東、西則以92年12月30日發布

實施之「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舊

有市區、後車站地區、後庄里地

區、北屯東山重劃區附近地區、西

屯中正重劃區附近地區及西南屯地

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計畫範

圍為界。 

2.重製誤差面積係因早期原都市計畫

圖之各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面積乃

由人工利用機械求積儀量測都市計

畫圖所得，加上測量儀器準確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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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台中市都市計畫（干城商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綜理表（續） 

變更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足，且圖紙伸縮因素所

致，但各分區或用地之相

對位置皆無顯著位移情

形，總面積之誤差不涉及

地籍權屬面積異動，亦無

損民眾權益與公眾利益。

3.計畫總面積、各土地使用

分區及各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配合都市計畫重製重新

丈量。 

三 計畫年期 民國95年 民國115年 

原計畫目標年已屆滿，故依

循「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之

目標年，將計畫年期調整為

民國115年。 

商業區街廓編號6、

7、11、20、21、

22、25-2 

第1種商業區 

（2.2693公頃）

商業區街廓編號5 
第2種商業區 

（0.4612公頃）

商業區街廓編號14-

2、15、16-1、17 

第3種商業區 

（1.0290公頃）

商業區街廓編號1、

4、 13-2、 14-1、

23、25-1、27、28 

第4種商業區 

（1.6825公頃）

商 業 區 街 廓 編 號

12、13-1、16-2、

21-1、24 

第5種商業區 

（1.4927公頃）

第4-1種 

商業區 

（6.9347公頃）

商業區街廓編號9、

10-2、19、26-1、

26-2 

第1種商業區 

（2.4454公頃）

商業區街廓編號2、

3 

第3種商業區 

（0.7963公頃）

四 

商業區街廓編號8、

10-1、18 

第5種商業區 

（1.6693公頃）

第6種商業區 

（4.9110公頃）

1.隨著臺中市都市發展策略

調整、舊市區更新、基地

因周邊陸續推動大規模土

地開發及交通建設計畫帶

來產業發展契機，但現行

都市計畫未能因應新興行

業使用型態，導致現況仍

無法開發。故配合產業多

元發展需求及市場發展趨

勢，於本次調整商業區土

地容許使用項目以賦予計

畫區更高開發彈性，以強

化地區發展競爭優勢。 

2.為避免商業區分類名稱與

臺中市管制內容造成認知

上混淆，故遵循「台中市

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訂定原

則」之商業區土地使用及

強度訂定之精神，且考量

本細部計畫規劃原意、形

塑優良生活環境品質及符

合市場發展趨勢，進而調

整本細部計畫之商業區分

類，俾利後續計畫管理與

執行，詳參見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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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台中市都市計畫（干城商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綜理表（續） 

變更內容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五 

位於廣四用

地西南側道

路截角 

廣場用地 

（0.0006公頃）

道路用地 

（0.0006公頃）

地籍及現況皆已照道路標準截角

完成分割及開闢，故配合道路開

闢完成現況及地籍分割成果調整

變更，以符實際。 

六 

位於公園東

路及南京三

街上之人行

步道用地 

人行步道用地 

（0.1696公

頃） 

道路用地 

（0.1696公

頃） 

人行步道係為配合早期干城商業

地區整體開發計畫而劃設，然因

現況人行步道已同周邊計畫道路

開闢使用，無鋪設人行步道專用

之鋪面，且供一般車輛通行使

用，故已無實質功能之需求。 

七 

原計畫書公

用設備現況

圖 

台中市干城地

區 給 水 管 線

圖、電力系統

圖、電信系統

圖、污水下水

道圖、瓦斯管

路圖 

刪除 

本計畫區已全區開闢完成，區內

相關公用設備應回歸各管理機關

執行後續管理維護。 

八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已訂定 

增修訂部分條

文 

因應地區發展需求，調整土地使

用內容、項目及強度，相關修增

訂內容，詳參見表6-6。 

九 
都市防災計

畫 
未訂定 增訂 

為融入防災觀念及策略、並避免

或降低災害發生之衝擊，宜增訂

都市防（救）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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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台中市都市計畫（干城商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前後商業區組別 

      編號對照表 

街廓編號 
都市計畫圖重製後 

計畫面積（公頃） 

現行計畫 

商業區組別編號 

通盤檢討變更後 

商業區組別編號 

街廓 1 0.3080 商 4 商 4-1 

街廓 2 0.3928 商 3 商 6 

街廓 3 0.4035 商 3 商 6 

街廓 4 0.4400 商 4 商 4-1 

街廓 5 0.4612 商 2 商 4-1 

街廓 6 0.4046 商 1 商 4-1 

街廓 7 0.3077 商 1 商 4-1 

街廓 8 0.6141 商 5 商 6 

街廓 9 0.4008 商 1 商 6 

街廓 10-1 0.3361 商 5 商 6 

街廓 10-2 0.4849 商 1 商 6 

街廓 11 0.3350 商 1 商 4-1 

街廓 12 0.2797 商 5 商 4-1 

街廓 13-1 0.3201 商 5 商 4-1 

街廓 13-2 0.0812 商 4 商 4-1 

街廓 14-1 0.2298 商 4 商 4-1 

街廓 14-2 0.2615 商 3 商 4-1 

街廓 15 0.2419 商 3 商 4-1 

街廓 16-1 0.1859 商 3 商 4-1 

街廓 16-2 0.0931 商 5 商 4-1 

街廓 17 0.3397 商 3 商 4-1 

街廓 18 0.7191 商 5 商 6 

街廓 19 0.8861 商 1 商 6 

街廓 20 0.2779 商 1 商 4-1 

街廓 21 0.4150 商 1 商 4-1 

街廓 21-1 0.4428 商 5 商 4-1 

街廓 22 0.2809 商 1 商 4-1 

街廓 23 0.2834 商 4 商 4-1 

街廓 24 0.3570 商 5 商 4-1 

街廓 25-1 0.0694 商 4 商 4-1 

街廓 25-2 0.2482 商 1 商 4-1 

街廓 26-1 0.2440 商 1 商 6 

街廓 26-2 0.4296 商 1 商 6 

街廓 27 0.1570 商 4 商 4-1 

街廓 28 0.1137 商 4 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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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台中市都市計畫（干城商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 

通盤檢討後 

項目 
重製後面積

（公頃） 

變更增減面積

（公頃） 
檢討變更後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第 1 種商業區 4.7147 -4.7147 0.0000 0.00 
第 2 種商業區 0.4612 -0.4612 0.0000 0.00 
第 3 種商業區 1.8253 -1.8253 0.0000 0.00 
第 4 種商業區 1.6825 -1.6825 0.0000 0.00 
第 4-1 種商業區 0.0000 +6.9347 6.9347 33.12
第 5 種商業區 3.1620 -3.1620 0.0000 0.00
第 6 種商業區 0.0000 +4.9110 4.9110 23.46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商

業

區 

小計 11.8457 0.0000 11.8457 56.58 
停車場用地 0.6161 - 0.6161 2.94 
廣場用地 0.3444 -0.0006 0.3438 1.64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4043 - 0.4043 1.93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0.3536 - 0.3536 1.69 
變電所用地 0.2087 - 0.2087 1.00 
車站用地 0.9008 - 0.9008 4.30 
道路用地 6.0944 +0.1702 6.2646 29.92 
人行步道用地 0.1696 -0.1696 0.0000 0.0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計 9.0919 0.0000 9.0919 43.42 
合計 20.9376 0.0000 20.9376 100.00 

註：表列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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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干城商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變更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說明

第一條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卅二條及台

灣省施行細則第卅一條規定訂定

之。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32條及同法臺中

市施行自治條例第49條規定訂定之。 

配合「都市計畫

法臺中市施行自

制條例」修訂。

（未規定） 二、本計畫區內之建築及土地使用，應依本

要點之規定管制，本要點未規定者，適

用有關法令之規定，其用語亦同。 

1.增訂條文。 

2.配合 96年 3月
12日發布實施

「台中市都市

計畫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訂定

原則」增訂。

第二條 本要點用語定義如左： 

（一）使用：建築或土地所從事之活動或作

業。 

（二）住宅：專供單戶或多戶家庭居住使用

之建築物。 

（三）寄宿單位：供一人以上居住使用，但

無廚房之建築物。 

（四）寄宿舍：含有一個以上寄宿單位之建

築物。 

（五）旅社：設有寄宿單位，供旅客休息、

住宿之營利性建築物。 

（六）辦事及接待處：供機關團體接待賓客

或僱用人員短期留宿之非營利性寄宿

舍。 

（七）角地：位於兩條以上交叉道路口之基

地。 

（八）建築基地之界限：基地與所使用範圍

之界線。 

（九）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較寬道路之境

界線。 

（十）後面基地線：除前面基地線外，建築

物基地線之與圍成該基地之道路境界

線平行或角度在四十五度以內但不相

交者；如角度在四十五度以外時，以

四十五度線為準。 

（十一）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不屬前面基

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十二）前院深度：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

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

離，但陽台、屋簷突出建築物、外

牆中心線或柱中心線超過一‧五公

尺或與雨遮突出超過○‧五公尺

者，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一‧五公

三、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二）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道路之基地

線，臨接二條以上道路者，由建築基

地申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基地線。 

（三）後面基地線：基地線之延長線與前面

基地線（或其延長線）平行或形成之

內角未滿45度者，內角在45度以上

時，以45度線為準。 

（四）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非屬前面基地

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五）基地深度：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

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離。 

（六）前院：沿前面基地線之庭院。 

（七）後院：沿後面基地線之庭院。 

（八）前院深度：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

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水平距離。 

1.條次調整。 

2.配合 96年 3月
12日發布實施

「台中市都市

計畫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訂定

原則」修訂。

3.配合本次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檢討內容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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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說明

尺或○‧五公尺作為中心線。 

（十三）後院深度：建築物後牆或後柱中心

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

離，但陽台、屋簷突出建築物、外

牆中心線或柱中心線超過一‧五公

尺或與雨遮突出超過○‧五公尺

者，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一‧五公

尺或○‧五公尺作為中心線。 

（十四）側院寬度：建築物側牆或側柱中心

線與該側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

離，但陽台、屋簷突出建築物外牆

中心線或柱中心線超過一‧五公尺

或雨遮突出超過○‧五公尺者應自

其外緣分別扣除一‧五公尺或○‧

五公尺作為中心線。 

（十五）停車空間：非都市計劃之停車場用

地，且係道路外供停放汽車或其他

車輛之場所。 

（十六）裝卸場：道路外供貨車裝卸貨物之

場所。 

（十七）使用組：為分區管制之目的，將土

地及建築物各種相容或相同之使用

彙成之組別。 

（十八）電影及文化等招牌廣告：指凡為電

影、戲劇、音樂、美術等之招牌廣

告。 

（十九）陸橋：跨越道路上方連通兩建物或

人工地盤供行人通行之構造物。

（如圖一） 

（二十）人工地盤：架設於基地上方，且能

與相鄰街廓連接之露天高架平台

（如圖一）。人工地盤上方得設置

採光頂蓋或陽台、屋簷（距建築物

外墻或外柱中心線一‧五公尺之構

造物）、雨遮（距建築物外墻或外

柱中心線○‧五公尺之構造物）。

（二十一）高架通道：架設於道路上方連通

人工地盤或建築物，並供行人通

行之通道。 

 

（九）後院深度：建築物後牆或後柱中心線

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後院平均水平距

離，但最小淨深度不得小於後院深度

1/2。 
 
 
 

（十）側院寬度：建築物側牆中心線與該側

面基地線間之側院平均水平距離。 

 
 
 
 
 
 
 
 

（十一）離街裝卸場：道路外供貨車裝卸貨

物之場所或空間。 

（十二）建築物高度比：建築物各部分高度

與自各該部分起量至面前道路對側

道路境界線之最小水平距離之比。

建築物不計建築物高度者及不計建

築面積之陽台、屋簷、雨遮等，得

不受建築物高度比之限制。 

        建築基地臨接或面前道路對側有公

園、綠地、廣場、河川、體育場、

兒童遊樂場、綠帶、計畫水溝、平

面式停車場、行水區、湖泊、水堰

或其他類似空地者，其建築物高度

比之計算，得將該等寬度計入。 

第三條 本地區內之土地細分及編號如圖二並

分為左列各種使用分區： 

（一）第一種商業區。 

（二）第二種商業區。 

（三）第三種商業區。 

（四）第四種商業區。 

（五）第五種商業區。 

四、商業區土地細分及編號如圖1，其使用分

區類別及使用如下： 

（一）第 4-1 種商業區：除不得為舞廳

（場）、酒家、酒吧（廊）、飲酒店

業、特種咖啡茶室、浴室、性交易場

所或其他類似營業場所之使用外，其

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

商業區規定使用。 

1.條次調整。 

2.圖編號調整。

3.干城商業區為

配合民國66年
臺中市中心區

及都會區未來

發展需求，規

劃為一新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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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說明

上列分區內土地及建築物容許使用如表一。 （二）第6種商業區：除不得為舞廳（場）、

酒家、酒吧（廊）、飲酒店業、特種

咖啡茶室、浴室、性交易場所或其他

類似營業場所之使用外，其餘依都市

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商業區規

定使用。 

上列（一）至（二）項商業區作為一般住宅

使用時，其設置樓層只限於二層樓（不含）

以上。 

業中心，其土

地使用內容以

百貨公司、商

場及辦公大樓

為主，因時空

變遷已不合時

宜，現行都市

計畫土地管制

內容無法因應

新興行業使用

型態，導致現

況仍未開發。

故配合臺中市

舊市區都市更

新、周邊重大

建設計畫、本

區發展定位與

規劃構想、產

業及經濟多元

發展需求，調

整土地容許使

用項目，以提

高土地利用彈

性及強化地區

商 業 競 爭 優

勢。檢討前後

土地細分及編

號圖詳參見圖

6-3、圖6-4。

4.刪除表一，商

業區土地及建

築物容許使用

項目管制內容

改以負面表列

方式規定。 

第四條 本地區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依其性

質分為左列各組： 

第一組 一般住宅 

（一）集合住宅（包括一般公寓及高層公

寓）。 

（二）寄宿舍及非營業性接待所。 

第二組 日常零售 

（一）飲食品零售（指外售商店）。 

（二）超級市場。 

（三）日用雜貨。 

（四）日用五金。 

第三組 一般零售業 

（一）飲食店。 

（二）百貨商行（非分門別類之大規模百貨

（刪除） 配合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第四

條修訂，刪除本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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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說明

公司）。 

（三）服裝、衣飾、布行、皮件。 

（四）銀樓、珠寶、首飾。 

（五）家用器具（包括傢俱、裝飾、廚具

等）。 

（六）中西藥品。 

（七）書籍、紙張、文具及體育用品。 

（八）汽車、機車、自行車及其零件等之出

售樣品間，但不包括修理。 

（九）古玩、藝品。 

（十）地毯。 

（十一）鮮花、禮品。 

（十二）鐘錶、眼鏡。 

（十三）照相器材。 

（十四）樂器。 

（十五）縫紉。 

（十六）獵具、釣具。 

（十七）音響視聽器材及唱片、錄音帶。 

（十八）電器、機械器具出售及樣品間，但

不包括修理。 

（十九）科學儀器。 

（二十）假髮。 

（二十一）醫療衛生用品。 

（二十二）茶葉。 

（二十三）委託行。 

（二十四）集郵、錢幣。 

（二十五）打字機及其他事務用機器。 

（二十六）度量衡器。 

（二十七）估衣。 

（二十八）觀賞魚類、鳥類。 

（二十九）玻璃及鏡框。 

（三十）種子、園藝及園藝用品。 

（三十一）玩具。 

（三十二）茶葉、咖啡館。 

第四組 日常服務業 

（一）洗染。 

（二）理容。 

（三）照相。 

（四）服裝製作。 

第五組 一般服務業 

（一）病理檢驗、家畜醫院、小型診所、助

產室（總樓地板面積不得超過三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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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說明

方公尺，且不為傳染病及精神病

院）。 

（二）職業介紹所、僱工介紹所。 

（三）當舖。 

（四）營業性補習班。 

（五）禮服及其他物品出租。 

（六）電器修理。 

第六組 一般事務所 

（一）房地產買賣、租賃等業。 

（二）建築開發公司及營造業。 

（三）土地開發業。 

（四）貿易、報關行。 

（五）經銷、代理、廣告、徵信。 

（六）報社、通訊社、雜誌社。 

（七）速記、打字、晒圖、影印、複印、油

印、刻印。 

（八）翻譯。 

第七組 自由業事務所 

（一）律師、建築師、會計師。 

（二）工程及技術服務。 

（三）代書。 

第八組 金融機構 

（一）銀行、金融及投資總機構。 

（二）證券交易商、保險公司、信託業。 

（三）信託銀行保險、合會、信用合作社等

金融分支機構。 

第九組 娛樂健身服務業 

（一）戲院、電影院、歌廳。 

（二）夜總會、舞廳、俱樂部。 

（三）廣播公司、電視公司。 

（四）保齡球館、撞球、桌球房。 

（五）健身房。 

（六）兒童樂園。 

（七）橋棋社。 

（八）電動玩具。 

（九）冰宮、室內溜冰場、室內游泳池。 

第十組 旅遊及運輸服務業 

（一）貨運行、貨櫃運輸公司等辦事處。 

（二）旅行社及遊覽汽車客運公司辦事處。

（三）航空、海運運輸公司辦事處。 

（四）託運行辦事處。 

第十一組 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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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說明

（一）觀光旅館。 

（二）國際觀光旅社。 

（三）大型餐飲設施。 

第十二組 大型百貨公司 

第十三組 公害極輕微之輕工業 

在不牴觸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十七

條之規定時，方得從事下列各項之使

用： 

（一）麵包、糖果、糕餅等製造。 

（二）手藝品製造。 

（三）紙製品加工。 

（四）布類製品之縫繡製作。 

（五）珠寶及貴重金屬製品加工。 

（六）服飾品製造。 

（七）棉被製造。 

（八）編織業。 

第十四組 社區通訊設施 

（一）郵局、郵政支局代辦所。 

（二）電信分支局、辦事處。 

第十五組 公務機關 

（一）各級行政機關。 

（二）各級民意機關。 

（三）國際機構及外國駐華機構。 

第十六組 文教設施 

（一）圖書館。 

（二）社會教育館。 

（三）藝術館。 

（四）展示館及紀念性建築物。 

（五）博物館、科學館、歷史文物館、陳列

館、水族館。 

（六）音樂廳。 

（七）體育場所、文教場所。 

（八）文康活動中心。 

（九）其他文教設施。 

第五條 土地使用強度 

本地區各建築基地內建物之建蔽

率、容積率依圖三（台中市干城地

區土地使用強度管制圖）及表二規

定辦理。 

五、土地使用強度 

（一）本計畫區內各類商業區之建蔽率及容

積率規定如下表規定辦理。 

項目 建蔽率（％） 容積率（％） 

商4-1  60 500 

商6 60 600 
 

（二）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

率及容積率等規定詳如下表： 

1.原規劃之新型

商業中心因時

空變遷已不合

時宜，且為避

免高強度建築

開發影響整體

環境品質，故

依原都市計畫

精神調整商業

區建蔽率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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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建蔽率（％） 容積率（％） 

停車場用地 70 420 

廣場兼停車

場用地 
80 100 

變電所用地 40 400 

車站用地 45 600 

 
 

積率。 

2.參照 96年 3月
12日發布實施

「台中市都市

計畫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訂定

原則」，依建

蔽率及容積率

訂定商業區分

類。檢討前後

建蔽率及容積

率調整對照表

詳 參 見 表 6-
6。 

3.刪除圖三及表

二。 

4.各項公共設施

用地之建蔽率

及容積率經彙

整後以文字及

表格呈現之。

 

第六條 最小基地面積 

本地區內各編號之基地，應以一宗

土地申請建築為限，如營建前必須

分割者，應經台中市政府之核准始

得向地政機關辦理分割，且分割後

之最小基地面積規定如下： 

（一）原基地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分割後之最小基地面積不得小於原基

地面積之五分之一。 

（二）原基地面積小於三千平方公尺者，分

割後之最小基地面積不得小於原基地

面積之三分之一。 

六、最小基地面積 

本地區內各編號之基地，應以一宗土地

申請建築為限，如營建前必須分割者，

應經臺中市政府之核准始得向地政機關

辦理分割，且分割後之最小基地面積規

定如下： 

（一）原基地面積在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分割後之最小基地面積不得小於原基

地面積之1/5。 

（二）原基地面積小於3,000平方公尺者，分

割後之最小基地面積不得小於原基地

面積之1/3。 

文句酌予修訂。

第七條 鄰棟間隔 

（一）本地區內建築物之背面應設置後院，

其最小後院深度不得小於三公尺，後

院上方並得架設地盤面與陸橋、人工

地盤、高架通道、高架廣場等相連

接。 

（二）本地區內建築物與同一基地內之其他

建築物或同一座建築物對面部份（如

天井部份）之淨寬不得小於該建築物

高度的○‧一五倍，並不得小於三公

尺；但其鄰棟間隔已達五公尺以上者

得免再增加。 

 

七、鄰幢間隔 

（一）本地區內建築物之背面應設置後院，

其最小後院深度不得小於3公尺。 

（二）本地區內建築物與同一基地內之其他

建築物或同一幢建築物對面部分（如

天井部分）之淨寬不得小於該建築物

高度的0.15倍，並不得小於3公尺；

但其鄰幢間隔已達5公尺以上者得免

再增加。 

1. 文 句 酌 予 修

訂。 

2.配合建築技術

規則用語定義

調 整 條 文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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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說明

第七條之ㄧ 多層陸橋 

本地區各街廓間得於道路上方

設置多層陸橋，並得加設採光

頂蓋。 

第七條之二 人工地盤 

本地區土地上方得設置人工地

盤或多層陸橋，並得加設採光

頂蓋。 

第七條之三 高架通道 

本地區道路上方得架設高架通

道與人工地盤、陸橋、高架廣

場等相連接。（圖四） 

第七條之四 廣兼停用地設置規定 

本地區廣兼停用地上方得設置

高架平台與人工地盤、陸橋、

高架通道等相連接（圖五）。

高架平台以做廣場使用為限，

不得設置任何構造物；廣場下

方應做停車使用。其建蔽率為

八十%，容積率為一○○%。 

第七條之五 陸橋及人工地盤設置規定 

（一）多層陸橋之設置規定： 

1.多層陸橋之設置應經道路兩側土地所

有權人同意始得設置。 

2.多層陸橋之設置，其覆蓋面積不得超

過該路段道路面積之二十%。 

3.多層陸橋其淨寬不得小於（四）公

尺，下部與道路間之淨高不得小於

（五）公尺，並得加設頂蓋。 

（二）人工地盤之設置： 

人工地盤淨寬不得小於（五）公尺，

人工地盤面之最高高度不得大於

（七）公尺，下部與道路間之淨高不

得小於（五）公尺。 

第七條之六 高架通道設置規定 

1.高架通道之設置應經道路兩側土地所

有權人之同意始得設置。 

2.高架通道之設置其覆蓋面積不得超過

該路段面積之八○%。 

3.高架通道之淨寬不得小於（八）公

尺，下部與道路之淨高不得小於

（五）公尺。 

4.高架通道以架設於公園東路及南京三

街上方為限。 

5.高架通道上方得設置多層陸橋。 

八、本計畫區得以設置架空（或地下）走

廊，其空間以二、三層天橋（以道路中

心線高程為基準，淨高至少4.6公尺）及

地下道連接，相接處必須平順，其舖面

必須連續且平整，若坡度大於1/50須設

置坡道，坡道之坡度不得大於1/12，應

考量行動不便者之通行需求設置相關設

施。 

    架空（或地下道）走廊投影面積可計入

法定空地，街廓內建築物應預為留設供

連接使用之空間，其位置由本市都市計

畫審查委員會審查確認。並由建築管

理、道路、交通、都市計畫…等相關業

務主管機關會同制定連通與使用管制等

相關規定。 

1.條次調整。 

2.本計畫區內多

層陸橋、人工

地盤、高架通

道及廣兼停用

地等設置規定

係為配合早期

干城商業地區

整體開發計畫

之建築配置而

訂定，如今整

體開發計畫延

宕失敗，為增

加未來基地建

築 開 發 之 彈

性，故刪除多

層陸橋、人工

地盤、高架通

道及廣兼停用

地設置規定內

容、圖四及圖

五指定設置路

橋 、 高 架 通

道、人工地盤

及高架廣場位

置圖。 

3.廣場兼停車場

用地之建蔽率

及容積率管制

整併於第五條

土地使用強度

規定。 

4.考量商業區合

併街廓之建築

開發需求，參

考「變更台中

市 都 市 計 畫

（新市政中心

專用區）細部

計畫（第三次

通 盤 檢 討 ）

書」土地使用

管制內容增訂

設置架空（或

地下）走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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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開放空間 

（一）本地區各基地依規定所需留設之法定

空地，應作為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

並不得設置屋簷、雨遮、圍牆或其他

障礙物。 

（二）開放空間之設置應儘量面臨道路、廣

場留設並充份考慮與現有廣場、綠

地、步道、鄰地留設之空地連接。 

第八條之一 退縮建築（圖六） 

本地區內之基地，凡臨接雙十

路、南京路、進德路、自由路

及復興路五段，均應退縮至少

四公尺始得建築，退縮部份得

計入法定空地。 

九、開放空間 

（一）本地區各基地依規定所需留設之法定

空地，應作為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

並不得設置屋簷、雨遮、圍牆或其他

障礙物。 

（二）開放空間之設置應儘量面臨道路、廣

場留設並充份考慮與現有廣場、綠

地、步道、鄰地留設之空地連接。 

（三）退縮建築 

凡面臨7公尺（含7公尺）以上計畫道

路之建築基地，均應退縮至少4公尺

始得建築，退縮部份得計入法定空

地。 

（四）指定留設街角廣場 

依圖2指定位置留設街角廣場，其規

劃設計原則如下： 

1.指定留設街角廣場之開放空間，其廣

場鋪面材質應採透水性材料，鋪面造

型與色彩應加以變化排列。 

2.指定留設街角廣場內得配設景觀設施

及植栽，利用水、雕塑、照明等，共

同創造空間景觀，其以不妨礙駕駛之

視線為原則。 

3.指定留設街角廣場內不得設置任何建

築構造物。 

1.條次調整 

2. 整 併 條 文 內

容。 

3.配合 96年 3月
12日發布實施

「台中市都市

計畫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訂定

原則」修訂退

縮建築規定。

4.刪除圖六，將

開放空間位置

圖納入第七章

第六節開放空

間計畫內容說

明。 

5.為創造商業區

良好購物環境

品質，以主要

計 畫 道 路 交

角、公共設施

附近及商業發

展軸上之商業

區建築基地交

角處增訂指定

留 設 街 角 廣

場。 

第九條 為鼓勵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

設置公益性設施，訂定下列獎勵措

施： 

（一）凡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街廓或符合左列

各項規定，並依規定設置公共開放空

間者，得依第三款規定增加興建樓地

板面積。 

1.基地有一面臨接寬度在八公尺以上之

道路，其臨接長度在二十五公尺以上

或達周界總長度五分之一以上者。 

2.基地面積在商業區為一千平方公尺以

上者。 

（二）建築物提供部份樓地板面積供左列使

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板面積，

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

率之百分之三十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

術中心、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

集中留設之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

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

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刪除） 1.本計畫商業區

所訂定之容積

率已屬較高強

度之開發，考

量地區整體環

境品質，除綠

建築容積獎勵

外，不提供其

他相關建築容

積獎勵，故刪

除本條文。 

2.「實施都市計

畫地區建築基

地綜合設計鼓

勵辦法」於92
年3月20日已

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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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說明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

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

者。 

（三）依第一款規定所得增加之樓地板面積

（△FA）按左式計算，但不得超過

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百分之

二十： 

△FA = S × I 

Ａ：基地面積 

Ｓ：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Ｉ：鼓勵係數，依左列規定計算 

商業區：Ｉ= 2.89√Ｓ/Ａ – 1.0 

前項所列關於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之

定義與計算標準依「實施都市計畫地

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勵辦法」之規

定。 

（四）依第一款規定設置公共開放空間之建

築基地，其面臨道路為二○公尺以

上，且基地面積在商業區為一千五百

平方公尺以上者，其所得增加之樓地

板面積（△FA）得依第三款規定核

算之增加樓地板面積乘以百分之ㄧ百

二十五。 

第九條之ㄧ 建蔽率放寬限制規定 

基地留設連通高架通道、高架

廣場、陸橋等之人工地盤，其

建蔽率准許適度放寬，其規定

如下： 

1.該留設之人工地盤面積不得小於基地

面積之十分之一，且人工地盤面積之

計算應以作為通路或開放空間使用部

份為限。 

2.人工地盤連通部份若有高低差，應設

置坡道，其坡度不得超過一比十二。

3.符合前述二款規定之基地，其建蔽率

得增加百分之十，其最大建蔽率不得

大於八十%。 

（未規定） 十、為鼓勵基地申請興建綠建築，訂定下列

綠建築獎勵措施： 

（一）申請綠建築設計取得綠建築候選證書

及通過綠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者，

給予基準容積6％之獎勵，取得黃金

級以上者，給予基準容積8％之獎

勵，取得鑽石級以上者，給予基準容

積10％之獎勵。 

 

1.增訂條文。 

2.因氣候變遷及

節 能 減 碳 政

策，鼓勵申請

興建綠建築，

故增訂綠建築

容 積 獎 勵 標

準。 

3.本計畫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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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說明

綠建築分級
增加興建容積樓地板面積 

佔基準容積比例 

銀級 6％ 

黃金級 8％ 

鑽石級 10％ 

（二）申請者並應與臺中市政府簽訂協議

書，保證於使用執照核發後2年內，

取得綠建築標章，且申請使用執照

時，應提供因綠建築所獎勵增加樓地

板面積法定工程造價之5倍保證金。 

      前項保證金退還依下列規定： 

1.依限取得該等級綠建築標章者，保證

金無息退還。 

2.未依限取得銀級以上綠建築標章者，

保證金不予退還。 

3.依限取得銀級以上但未達原申請等級

者，保證金於扣除原申請等級與實際

取得等級之獎勵容積差額之樓地板面

積法定工程造價5倍之金額後無息退

還。 

（三）除申請綠建築容積獎勵外，本計畫區

內基地不得申請其他相關建築容積獎

勵。 

率已屬較高強

度之開發，考

量地區整體環

境品質，除綠

建築容積獎勵

外，不提供其

他相關建築容

積獎勵。 

第十條 本地區內有關停車空間之設置如左

列規定： 

（一）本地區內之基地依建築技術規則第五

十九條規定之ㄧ‧五倍留設停車空

間。 

十一、停車空間 

（一）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59條所列

第一類建築物用途，樓地板面積150
平方公尺以下免設停車位，超過部分

每100平方公尺設置一輛，其餘數部

分超過50平方公尺應設置一輛；第二

類建築物用途，樓地板面積150平方

公尺以下免設停車位，超過部分每

150平方公尺設置一輛，其餘數部分

超過75平方公尺應設置一輛。（表

1） 

（二）依前述規定計算建築物新建、增建及

既有建築物應留設之停車位在5輛以

下無法設置者，得繳納代金，並依

「臺中市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

停車空間繳納代金及管理使用自治條

例」辦理。 

（三）其餘依建築技術規則停車空間相關規

定辦理。 

1.條次調整。 

2.配合 96年 3月
12日發布實施

「台中市都市

計畫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訂定

原則」修訂。

3.增訂停車空間

表詳參見表6-
7。 

第十一條 本地區內有關裝卸場之設置，應

依表三「裝卸場規定」之規定，

在同一基地內設置離街裝卸場。

十二、本地區內有關裝卸場之設置，應依表

2「裝卸場規定」之規定，在同一基

地內設置離街裝卸場。 

1.條次調整。 

2. 表 名 編 號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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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說明

第十二條 本地區內之設置招牌廣告依左列

規定辦理： 

（一）照明應為散射，不得直射相鄰住宅

區。 

（二）電影等文化招牌廣告，可設置於屋頂

或該項使用建物之三至五層，其所設

之招牌廣告面積不得大於建物該些樓

層正面總面積之二分之一。 

（三）除前款規定之電影及文化招牌廣告

外，任何許可設置之商業招牌廣告僅

可置於建物之第三層以下，且面積不

得大於建築物該層正面總面積之十分

之一。 

（四）招牌廣告不得突出建築線○‧五公

尺，離地面或人工地盤面之高度不得

小於三‧六公尺，如突出車道時，不

得小於四‧六公尺。 

（五）設置於屋頂之廣告牌（塔）應符合左

列規定： 

1.構造不得妨礙公共安全、公共衛生、

採光、通風、及市容觀瞻。 

2.廣告塔之面積（不計算支撐鐵架）以

最大水平投影面積為計算標準，廣告

牌以全部表面積為計算標準。 

3.高度及面積應受航空安全高度限制。

4.高度及面積應受建築高度比之限制，

但屋頂廣告塔之面積未超過建築面積

之百分之二十，且廣告牌寬度未超過

建築物正面寬度三分之一者不在此

限。 

5.屋頂廣告塔高度不得大於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之高度，並不得突出建築物外

牆。 

6.廣告牌（塔）之最高點高於地平面二

十公尺時，應設置避雷設備，高度超

過三十五公尺者，應另裝設紅色閃光

燈。高度超過四十五公尺者，應裝設

航空警示燈。 

7.設置於交通管制號誌前面之招牌，不

得設有閃光的、間歇的、紅色、綠色

或黃色的照明。 

十三、計畫區內設置廣告招牌應依「臺中市

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設置辦法」之規

定辦理。 

1.條次調整。 

2.臺中市政府已

訂定「臺中市

招牌廣告及樹

立廣告設置辦

法」，故有關

設置招牌廣告

應依上開辦法

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  本地區之都市設計含建築物設

計、使用種類、容積、高度、人

工地盤、陸橋、高架通道、廣兼

停用地、街道加蓋、景觀設計、

廣告招牌之設置及地下停車場之

十四、本地區都市設計審議為建築造型、色

彩、景觀設計、廣告招牌型式等有關

事項，應先經臺中市都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核可後始准依法申請建造。 

1.條次調整。 

2.條文文字內容

酌予修訂。 



第六章  檢討原則與變更內容 

6-24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說明

連通等有關事項，應先經台中市

政府都市設計委員會核可後始准

依法申請建照。 

第十四條 本地區內之人行步道（如圖七）

禁止一般車輛通行。 
（刪除） 配合本案通盤檢

討都市計畫變更

人行步道用地為

道路用地，故刪

除人行步道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

（未規定） 十五、景觀及綠化原則 

（一）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面積1/2以上，

應栽植花、草、樹木予以綠化，且法

定空地面積每滿64平方公尺應至少植

喬木1棵，其綠化工程應納入建築設

計圖說於請領建造執照時一併核定

之，覆土深度草皮應至少30公分、灌

木應至少60公分、喬木應至少120公
分。應予綠化之開放空間、庭院及空

地，其不透水舖面所佔面積應在1/2
以下，但屋頂、室內及地下開放空間

不在此限。 

（二）建築物鄰接或面向公園、鄰里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綠帶、排水道等開放空

間，不得設置鐵窗、欄杆及暴露通

風、通氣、廢棄排出口、窗型冷氣機

口等有礙觀瞻之設施、設備；必要時

應有適當之遮蔽處理與設計。 

（三）建築物高度超過15公尺或4樓層者，

應實施屋頂綠化，其綠覆面積不得低

於建築物頂層（含露台）面積之

1/3，倘因屋頂設置再生能源設備，

致使綠化面積比例未符本規定者，經

臺中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

者不在此限。 

（四）前三項有關建築物屋頂綠化、立面景

觀及基地綠化工程應納入建築設計圖

說於請領建照執照時一併核定之。 

1.增訂條文。 

2.配合 96年 3月
12日發布實施

「台中市都市

計畫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訂定

原則」增訂建

築基地綠化條

文。 

（未規定） 十六、為增加雨水貯留與滯洪功能，建築基

地應設置雨水貯留設施，其所需之樓

地板面積得不計入容積。其適用基地

條件與雨水貯留設施之最小滯留量規

定如下： 

（一）適用基地條件：建築基地面積達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且建築樓地板面積達

150平方公尺以上者。 

（二）最小滯留量=建築基地面積x0.05公
尺。 

1.增訂條文。 

2.為增加雨水貯

留 與 滯 洪 功

能，建築基地

應設置雨水貯

留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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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理由說明

（三）雨水貯留設施之設置形式應納入建築

設計圖說於請領建築執照時一併核定

之，並由水利主管機關協助審查。 

（未規定） 十七、為提升建築基地保水性，基地開挖地

下室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建築基地地下開挖率不得超出80％。 

（二）基地條件特殊或地下室設計困難，經

臺中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得酌予調整，惟其調整後之地下各

層樓平均開挖面積不得高於85％，單

層不得高於90％。 

（三）建築基地開挖地下室深度不得大於

14.5公尺（地下4層）。 

（四）高層建築依建築技術規則辦理。 

1.增訂條文。 

2.基地地下開挖

率依臺中市都

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 101年第

75次會議決議

內容訂定。 

3.為提升都市保

水 及 滯 洪 能

力，故增訂開

挖地下室範圍

及 深 度 之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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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臺中市干城地區土地細分與設施用地編號圖（修訂前） 

 

 

 

 

 

 

 

 

 

 

 

 

 

 

 

 

 

 

圖 6-4 臺中市干城地區土地細分與設施用地編號圖（修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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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建蔽率及容積率調整對照表 

建蔽率（％） 容積率（％） 容許建築面積（㎡） 容許容積面積（㎡）街廓 

編號 

基地面積 

（㎡） 變更前 變更後 變更前 變更後 變更前 變更後 變更前 變更後 

1 3,080 70 60 500 500 2,156 1,848 15,400 15,400 

2 3,928 60 60 600 600 2,357 2,357 23,568 23,568 

3 4,035 60 60 600 600 2,421 2,421 24,210 24,210 

4 4,400 70 60 500 500 3,080 2,640 22,000 22,000 

5 4,612 65 60 560 500 2,998 2,767 25,827 23,060 

6 4,046 80 60 500 500 3,237 2,428 20,230 20,230 

7 3,077 70 60 500 500 2,154 1,846 15,385 15,385 

8 6,141 50 60 500 600 3,071 3,685 30,705 36,846 

9 4,008 80 60 400 600 3,206 2,405 16,032 24,048 

10-1 3,361 60 60 600 600 2,017 2,017 20,166 20,166 

10-2 4,849 50 60 300 600 2,425 2,909 14,547 29,094 

11 3,350 70 60 350 500 2,345 2,010 11,725 16,750 

12 2,797 55 60 700 500 1,538 1,678 19,579 13,985 

13-1 3,201 55 60 600 500 1,761 1,921 19,206 16,005 

13-2 812 70 60 500 500 568 487 4,060 4,060 

14-1 2,298 70 60 500 500 1,609 1,379 11,490 11,490 

14-2 2,615 65 60 600 500 1,700 1,569 15,690 13,075 

15 2,419 80 60 600 500 1,935 1,451 14,514 12,095 

16-1 1,859 70 60 450 500 1,301 1,115 8,366 9,295 

16-2 931 65 60 560 500 605 559 5,214 4,655 

17 3,397 80 60 500 500 2,718 2,038 16,985 16,985 

18 7,191 60 60 680 600 4,315 4,315 48,899 43,146 

19 8,861 55 60 1000 600 4,874 5,317 88,610 53,166 

20 2,779 55 60 100 500 1,528 1,667 2,779 13,895 

21 4,150 65 60 620 500 2,698 2,490 25,730 20,750 

21-1 4,428 65 60 700 500 2,878 2,657 30,996 22,140 

22 2,809 65 60 620 500 1,826 1,685 17,416 14,045 

23 2,834 70 60 500 500 1,984 1,700 14,170 14,170 

24 3,570 80 60 450 500 2,856 2,142 16,065 17,850 

25-1 694 70 60 500 500 486 416 3,470 3,470 

25-2 2,482 70 60 500 500 1,737 1,489 12,410 12,410 

26-1 2,440 60 60 600 600 1,464 1,464 14,640 14,640 

26-2 4,296 70 60 300 600 3,007 2,578 12,888 25,776 

27 1,570 70 60 500 500 1,099 942 7,850 7,850 

28 1,137 70 60 500 500 796 682 5,685 5,685 

合計 118,457 - - - - 76,747 71,074 656,506 64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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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臺中市干城地區指定留設街角廣場位置圖 

 

表 6-7 停車空間表（增訂） 

都市計畫內區域 
類別 建築物用途 

樓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150平方公尺以

下部分。 
免設。 

第  

一  

類 

戲院、電影院、歌廳、國際觀光旅館、

演藝場、集會堂、舞廳、夜總會、視聽

伴唱遊藝場、遊藝場、酒家、展覽場、

辦公室、金融業、市場、商場、餐廳、

飲食店、店鋪、俱樂部、撞球場、理容

業、公共浴室、旅遊及運輸業、攝影棚

等類似用途建築物。 

超過150平方公

尺部分。 
每100平方公尺設置一輛，

其餘數部分超過50平方公尺

應設置一輛。 

150平方公尺以

下部分。 
免設。 

第  

二  

類 

住宅、集合住宅等居住用途建築物。 超過150平方公

尺部分。 
每150平方公尺設置一輛，

其餘數部分超過75平方公尺

應設置一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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