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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說 明 

都 市 計 畫 名 稱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水湳機場原址地區整體開發）案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法 令 依 據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機 關
臺中市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

申請變更都市計

畫之機關名稱或

土地關係人姓名

無 

第 一 次

公 開 展 覽

自 97 年 4 月 8 日起至 97 年 5 月 7 日止，合

計 30 天（刊登自由時報 97 年 4 月 9 日第 G14
版、自由時報 97 年 4 月 10 日第 G12 版、自

由時報 97 年 4 月 11 日第 G17 版）。 

第 一 次

公 開 說 明 會

97 年 4 月 24 日上午 9 時 30 分於市立西苑高

中中正紀念堂舉行、同日下午 3 時於北屯區

公所 6 樓會議室舉行。 

第 二 次

公 開 展 覽

自 98 年 12 月 29 日起至 99 年 1 月 27 日止，

合計 30 天（刊登自由時報 98 年 12 月 29 日

第 G15 版、自由時報 98 年 12 月 30 日第 G8
版、自由時報 98 年 12 月 31 日第 G5 版）。 

本案公開展覽之

起 訖 日 期

第 二 次

公 開 說 明 會

99 年 1 月 15 日上午 9 時 30 分於市立西苑高

中中正紀念堂舉行。 

人民團體對本案

之 反 映 意 見
詳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市 級

臺中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7 年 10 月 16 日第

231 次會議、97 年 11 月 11 日第 232 次會議

審查通過。 本案提交各級都

市計畫委員會審

核 結 果
內 政 部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98 年 12 月 8 日第

720 次會議、99 年 4 月 13 日第 728 次會議

、99 年 11 月 30 日第 744 次會議審查通過。

 



 



臺 中 市 擬 定 都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說 明 

都 市 計 畫 名 稱 
擬定臺中市都市計畫（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細部計

畫案 

擬 定 都 市 計 畫 

法 令 依 據 
都市計畫法第 17 條、第 22 條 

擬 定 都 市 計 畫 

機 關 
臺中市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請變

更都市計畫之機關名稱

或 土 地 關 係 人 姓 名 
無 

公 開 展 覽

自 97 年 4 月 8 日起至 97 年 5 月 7 日止，合

計 30 天（刊登自由時報 97 年 4 月 9 日第

G14 版、自由時報 97 年 4 月 10 日第 G12

版、自由時報 97 年 4 月 11 日第 G17 版）。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開說明會

97 年 4 月 24 日上午 9 時 30 分於市立西苑高

中中正紀念堂舉行、同日下午 3 時於北屯區

公所 6 樓會議室舉行。 

人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之 

反 映 意 見 
詳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本案提交各級都市計畫

委 員 會 審 核 結 果 
市 級

臺中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7 年 10 月 16 日第

231 次會議、97 年 11 月 11 日第 232 次會議

、99 年 5 月 20 日第 244 次會議、99 年 12 月

15 日第 249 次會議、100 年 6 月 29 日第 5 次

會議、100 年 8 月 12 日第 6 次會議、100 年 9

月 7 日第 7 次會議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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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壹、計畫緣起 

水湳機場於民國 25 年落成啟用，原為軍用機場；隨後為改善離島運輸問題，於

59 年改為軍民合用機場。91 年因應「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設立中部國

際機場（配合遷移水湳機場）的政策，水湳機場土地有了再生的機會。 

因應中部國際機場的設置，佇足近 70 個年頭的水湳機場終於在 93 年 3 月 6 日

遷建至清泉崗機場，並於 94 年 7 月解除機場飛航管制禁限建規定；更在 96 年 12 月

22 日將水湳機場移交國有財產局，再部分轉交臺中市政府代管。在眾人殷切期盼的

關注中，自此臺中市除了解除相關地區的飛航禁限建管制，讓市區近三分之二土地

重獲空權外，也使得水湳機場及周邊農業區計約 253.31 公頃的土地，獲得再發展的

新契機。 

為加速推動水湳機場原址地區的再發展，本府自 92 年起即積極展開規劃工作，

除於 93 年辦理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時提出規劃水湳地區為

公園、文教專用區之策略建議，並配合調整周邊道路系統，後續並依行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多次協調指示，辦理整體發展先期規劃、BOT 可行性評估及都市設計構想

等工作，更於 96 年 1 月參考國際競圖方式委託辦理水湳機場原址地區整體規劃。 

本計畫係配合「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設立中部國際機場（配合遷移

水湳機場）政策，並經本府列入臺中市重大市政建設，准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遂依據國際競圖整體規劃及都市設計成果，進行

主要計畫變更並併同擬定細部計畫，俾利水湳機場原址地區後續開發建設。 

 

貳、辦理依據 

變更主要計畫：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擬定細部計畫：都市計畫法第 17 條及第 22 條。 

 

 



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都市計畫摘要本 

 2

參、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臺中市西屯區與北屯區交界處，介於環中路、中清路、文心路、

第十二期重劃區及西屯舊市區之間。計畫範圍北至 80M 外環道（環中路）、東接整

體開發地區單元八細部計畫區、南略以河南路及「公 51」公園用地為界、西側緊鄰

僑光科技大學、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漢翔公司及逢甲大學等機構，並與第十二

期重劃區為鄰。 

計畫範圍以水湳機場原址地區整體規劃範圍 253.31 公頃為主，並將機關用地變

更為創新研發專用區之 0.10 公頃一併納入細部計畫範圍，以及逢甲大學第二校區土

地（0.07 公頃）剔除於細部計畫範圍外，故細部計畫區總面積合計約 253.34 公頃。

細部計畫範圍詳見圖 1-1。 

 

圖 1-1 細部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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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變更計畫概述 

壹、變更計畫範圍與面積 

變更計畫範圍包含水湳機場原址地區整體規劃範圍及周邊配合變更範圍。 

水湳機場原址地區整體規劃範圍北至 80M 外環道（環中路）、東接整體開發地

區單元八細部計畫區、南至河南路與「公 51」用地南界、西側緊鄰中山科學研究院、

漢翔公司、逢甲大學等機構，並與第十二期重劃區為鄰，另包含十二期重劃區與漢

翔公司間之農業區土地，面積合計約 253.31 公頃。範圍內包含原水湳機場、空軍第

二後勤指揮部、刑事警察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等單位所在之

機場用地、原臺中航空站所在之民用航空站用地、港尾溪所在之排水道用地、80 M

外環道以內之農業區、「油專 20」加油站專用區、「公 51」公園用地，以及規劃範圍

內之計畫道路。 

規劃範圍涉及都市計畫變更部分，除已開闢之 20M-76 號道路（黎明路）及港

尾溪維持原計畫不予變更外，其餘依整體規劃內容進行都市計畫變更，故變更計畫

面積約 243.05 公頃。 

另外，依據臺中市政府 97 年 3 月 11 日召開之「臺中市水湳經貿園區規劃草案

協商會議」會議紀錄（臺中市政府 97 年 3 月 21 日府都計字第 0970064514 號函檢送），

延伸 30M-41 號計畫道路往東穿越航空事業專用區（漢翔公司）銜接本規劃區，並

就規劃區周邊相關單位用地（逢甲大學第二校區、僑光科技大學、中山科學研究院

等）計畫圖與現況不符問題，一併進行調整變更；配合水湳機場整體規劃有關聯外

道路系統之完整性及為改善周邊交通系統，於本案一併調整擴大河南路與中平路交

叉路口截角、拓寬中平路為 20 公尺，並將逢甲大學西側文華路部分路段拓寬為 12

公尺；同時將規劃範圍北側尚未取得之環中路道路用地，納入整體開發範圍。配合

調整變更之面積約 3.20 公頃。 

圖 2-1 為變更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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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變更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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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變更計畫內容 

表 2-1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配合水湳機場原址地區整體開發）案變更內容綜理表 

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註

1 1 水湳機場原

址北側及南

側農業區 

農業區 

（83.25 公頃）

生態住宅專用區 

（28.42 公頃） 

經貿專用區 

（21.99 公頃） 

文化商業專用區 

（1.75 公頃） 

文教區 

（0.07 公頃） 

文教區（供私立大專

院校使用） 

（0.56 公頃） 

創新研發專用區 

（3.85 公頃） 

公園用地 

（14.77 公頃） 

公園用地兼供道路

使用（0.06 公頃）

機關用地 

（3.96 公頃） 

園道用地 

（1.25 公頃） 

排水道用地 

（0.17 公頃） 

道路用地 

（5.26 公頃） 

道路用地兼供經貿

服務設施使用 

（1.14 公頃） 

1.配合中部國際機場設

置，水湳機場遷建清泉崗

機場，騰空後的水湳機場

原址土地將配合都市發

展需求重新規劃，以適度

解決目前臺中市所面臨

如知識經濟產業用地有

限、大型公共設施不足等

都市發展瓶頸問題。 

2.解決鄰近中部科學園

區、西屯逢甲大學生活

圈、北屯中清交流道地區

都市發展帶來之發展壓

力，考量周邊地區道路系

統之完整性，整體規劃合

理之土地使用與交通系

統，藉此縫合長期因機場

設置而阻斷的都市紋理。 

3.因應全球化、兩岸經貿發

展前景及中臺區塊未來

發展需求，規劃具國際門

戶意象的國際經貿園

區，以及三個不同的特色

分區（生態住宅社區、創

新研究園區、文化商業

區），並由近 70 公頃蜿蜒

的中央公園整合為一完

整的都市活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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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註

水湳機場原

址 

機場用地 

（146.57 公頃）

經貿專用區 

（0.13 公頃） 

文化商業專用區 

（22.75 公頃） 

文教區（供私立大專

院校使用） 

（20.96 公頃） 

文教區（供中小學使

用） 

（2.24 公頃） 

創新研發專用區 

（37.37 公頃） 

機關用地 

（0.88 公頃） 

公園用地 

（44.04 公頃） 

公園用地兼供道路

使用 

（3.69 公頃） 

園道用地 

（2.52 公頃） 

道路用地 

（11.99 公頃） 

1 1 

原水湳機場

民用航空站

民用航空站用

地 

（0.83 公頃）

經貿專用區 

（0.30 公頃） 

文化商業專用區 

（0.28 公頃） 

公園用地 

（0.03 公頃） 

園道用地 

（0.15 公頃） 

道路用地 

（0.07 公頃） 

4.中央公園為全區開發主

軸，蜿蜒的型式不僅可

增加與建築用地接壤的

機會，完整且大規模的

開放空間，將成為調節

都市環境的「都市之

肺」；公園規劃以寧適、

生態、景觀、滯洪、減

災、減碳、淨化空氣及

遊憩等功能為主，同時

部分保留舊機場的歷史

記憶，道路或建築物穿

越公園部分應採立體化

設計，以保留人行動線

暢通及開放空間系統的

連續。 

5.依據現行法令規定，將

來全區採區段徵收方式

開發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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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註

港尾溪 排水道用地 

（0.60 公頃）

排水道用地兼供經貿

服務設施使用 

（0.35 公頃） 

道路用地 

（0.24 公頃） 

道路用地兼供經貿服

務設施使用 

（0.01 公頃） 

計畫區西北

側 

「油專 25」

加油站專用區

（0.56 公頃）

生態住宅專用區 

（0.15 公頃） 

公園用地 

（0.35 公頃） 

道路用地 

（0.06 公頃） 

1 1 

中科東向聯

外道路

60M-6 號道

路、水湳機

場原址北側

20M-157 號

道路、港尾

溪北側

15M-77 號

道路、僑光

科技大學西

側 15M-78

號道路、逢

甲大學東側

25M-35 號

道路、原臺

中航空站東

側 30M-79

號道路等 

道路用地 

（5.06 公頃）

生態住宅專用區 

（0.45 公頃） 

經貿專用區 

（0.50 公頃） 

文教區（供私立大專

院校使用） 

（0.87 公頃） 

文教區（供中小學使

用） 

（0.19 公頃） 

公園用地 

（0.48 公頃） 

機關用地 

（0.13 公頃） 

廣場用地 

（0.16 公頃） 

綠地用地 

（1.08 公頃） 

園道用地 

（0.67 公頃） 

排水道用地 

（0.02 公頃） 

道路用地兼供經貿服

務設施使用 

（0.5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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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註

2 2 港尾溪（黎明

路與 25M-17

道路交叉口附

近） 

排水道用地 

（0.07 公頃） 

道路用地 

（0.07 公頃） 

配合將 25M-17 號道路結合

本案開發拓寬為 30M計畫道

路，以作為水湳開發區東側

南北向主要聯外道路，其中

將道路跨港尾溪部分變更為

道路用地，以符實際。 

 

3 4 中山科學研究

院西南側範圍

界 

機關用地 

（0.04 公頃） 

文教區 

（0.04 公頃） 

中山科學研究院西南側與僑

光科技大學交界範圍，因地

權範圍與計畫範圍不符，依

實際地權範圍調整變更。 

 

航空事業專用

區 

（0.04 公頃） 

機關用地 

（0.04 公頃） 

4 5 漢翔公司廠區

西側 

機關用地 

（0.10 公頃） 

創新研發專用

區 

（0.10 公頃） 

1.配合中山科學研究院出入

口使用現況，將漢翔公司

西側範圍與 20M 道路所夾

之隙長航空事業專用區變

更為機關用地，供中山科

學研究院使用。 

2.漢翔公司西南側機關用地

原為第二次通盤檢討時依

現況使用由農業區變更為

機關用地（供航發中心使

用，現為漢翔公司），因該

範圍現況非漢翔公司廠

區，地權亦為私人所有，

故依該土地原使用性質納

入本案區段徵收開發；其

中 20M 道路東側土地參酌

使用現況變更為創新研發

專用區，西側維持機關用

地，以利整體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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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註

航空事業專用

區 

（1.24 公頃） 

航空事業專用

區兼供道路使

用 

（1.24 公頃） 

廣場兼停車場

用地（廣兼停

159） 

（0.24 公頃） 

航空事業專用

區 

（0.24 公頃） 

5 6 水湳機場原址

西側航空事業

專用區（漢翔

公司）及附近

地區 

道路用地 

（0.35 公頃） 

航空事業專用

區 

（0.35 公頃） 

1.為改善長期以來受機場阻

隔的東西向道路系統，延

伸 30M-41 號道路穿越漢

翔公司，銜接至水湳園區

內東西向園道。  

2.30M-41 號道路延伸段穿越

漢翔公司路段，未來應以

地下化施作為原則，以促

進土地利用效率，且其有

關道路工程施作方式應由

開發單位於設計施工前與

漢翔公司先行協調。 

3.配合廢除漢翔公司南側廠

區內之計畫道路及廣兼停

用地，以利廠區整體規劃

利用；但為利廠區外南北

向 8M 道路迴車使用，於廠

區內留設迴車道，以確保

無礙消防車救災及提供足

夠的迴車空間。 

 

公園用地兼供

水資源回收設

施使用 

（5.91 公頃） 

6 7 「公 51」公園

用地 

公園用地 

（6.18 公頃） 

道路用地 

（0.27 公頃） 

1.民國 89 年規劃之臺中市污

水下水道系統未考量本規

劃區未來發展所需之污水

處理設施；依本規劃區未

來計畫人口及活動人口

數，以及整體開發地區單

元八之計畫人口進行推

估，約需 3.6 公頃之水資源

回收設施用地。 

2.考量水資源回收設施用地

應位於規劃區相對位置之

最低處，故以「公 51」公

園用地多目標使用方式設

置；未來興闢時應以生態

工法進行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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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註

6 7    3.甘肅路臨接公園用地部

分，利用部分公園用地

將該路段拓寬為 30 公尺

計畫道路，以利於水湳

經貿園區南側入口意象

的塑造。 

 

7 8 河南路與中平

路交叉路口附

近住宅區 

住宅區 

（0.12 公頃） 

道路用地 

（0.12 公頃） 

1.考量本規劃區東側南北

向 30M-83 號道路銜接

河南路路段為主要聯外

道路之一，30M-83 號道

路應儘量與河南路順

接，以兼顧交通系統順

暢與安全性。 

2.配合往北單側拓寬中平

路為 20 公尺，以利採雙

向車道與河南路銜接，

並擴大河南路與中平路

路口為 19 公尺特殊截

角；故變更部分住宅區

為道路用地，以確保交

通運輸之順暢及車行安

全。 

3.變更範圍納入區段徵收

整體開發。 

 

8 逾 逢甲大學西側

文華路附近 

文教區（文教

12） 

（0.03 公頃） 

道路用地 

（0.03 公頃） 

配合水湳機場原址地區整

體規劃，將逢甲大學西側

部分文教區變更為道路用

地，使逢甲路至文華路間

之 8M 道路拓寬為 12M，

以改善逢甲大學校門口附

近交通瓶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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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註

9 逕 規劃範圍北側

環中路（西屯

區廣福段

739-1 及 740-1

地號等兩筆土

地） 

道路用地開發

方式：未載明 

（0.97 公頃） 

 

道路用地開發方

式：指定納入水

湳機場原址地區

整體開發範圍 

（0.97 公頃） 

 

西屯區廣福段 739-1、

740-1 地號等兩筆土地位

於規劃範圍北側環中路

上，非屬 75 年臺中市都市

計畫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時所劃設之整體開發

區，因此未載明開發方

式。此兩筆土地於 85 年配

合臺中市八十米外環道路

新闢工程提供土地使用同

意書由臺中市政府先行使

用迄今，經內政部都市計

畫委員會審查同意，將其

納入水湳機場原址地區整

體開發範圍，並於計畫書

敘明，以資明確。 

 

註：1.表內「新編號」欄係指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重新整理之變更編號；「原

編號」係指公開展覽時之變更編號。 

2.原編號欄內所列之「逾」係指公開展覽期間逾期人陳案編號，「逕」係指逕向內

政部陳情意見之編號。 

3.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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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變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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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質發展計畫 

壹、計畫年期與人口 

以民國 115 年為計畫目標年。 

計畫人口為 20,000 人，人口淨密度約每公頃 290 人。 

貳、土地使用計畫 

一、生態住宅專用區 

（一）第一種生態住宅專用區：係提供優質之低層住宅使用為主，鼓勵設置文化及創

意服務業，並允許於地面第一層以下作一般零售、飲食業、日常服務業等使用。 

（二）第二種生態住宅專用區：係提供優質之中層住商混合使用為主，鼓勵設置文化

及創意服務業、文化教育設施，並允許於地面第一層以下作一般零售、服務、

飲食業等使用。 

（三）第三種生態住宅專用區：係提供優質之中高層住商混合使用為主，鼓勵設置文

化及創意服務業、文化教育設施，並允許於地面第一層以下作一般零售、服務、

飲食業等使用。為落實生態住宅區發展願景，各種生態住宅專用區均適用「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綠建築基準有關建築基地綠化、保水及建築物節

約能源等規定。 

二、文化商業專用區 

（一）第一種文化商業專用區：係以塑造優質之公園景觀生活區，提供高層純住宅使

用及商務住宅或旅館業使用。 

（二）第二種文化商業專用區係以塑造優質之高層住商混合區，提供設置大型零售

業、餐飲業、工商服務業、金融保險不動產業、旅館業等，及地面第三層以下

設置各種零售業、各種服務業等使用，並允許於地面第六層以上作住宅使用。 

（三）第三種文化商業專用區係以發展時尚精品購物街為主要目標，計畫塑造為臺中

的第五大道精品購物街，提供設置大型零售業、餐飲業、娛樂服務業、文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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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服務業、金融保險不動產業、旅館業等，及獎勵地面第三層以下設置各種

零售業之國際精品與旗艦店，以及獎勵作為文化及創意服務業使用，並允許於

地面第六層以上作住宅使用。 

三、創新研發專用區 

（一）第一種創新研發專用區係為發展大學城目標而劃設，主要提供行政機關、公用

事業、教育機構、研究機構、企業營運總部、企業研發中心及會展產業等使用。 

（二）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係為服務大學城目標而劃設，提供服務大學城生活機能

之中層住商混合使用。 

四、經貿專用區 

（一）第一種經貿專用區以發展商務服務及複合性商業機能為主，提供會展服務、大

型零售、餐飲、購物中心、旅館、金融保險不動產、娛樂服務、文化與社教設

施、文化及創意服務業等使用。 

（二）第二種經貿專用區以發展大型會展、交通轉運、商務服務及複合性商業機能為

主，提供展覽、會議、餐飲、大型零售、購物中心、轉運中心、旅館、金融保

險不動產、文化與社教設施、文化及創意服務業等使用。 

五、文教區 

主要計畫原劃設文教區 4 處，係為解決中部地區私立大專院校用地需求，並以

發展為大學城為目標。考量私立大專院校用地需求，將原「文教 20」分為南、北二

區開發，並增訂北側為「文教 21」之編號。細部計畫共劃設文教區 5 處。詳如表 3-1。 

表 3-1 文教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一覽表 

編號 面積（公頃） 備註 

文教 17 0.56 供私立大專院校使用 

文教 18 2.43 供中小學使用 

文教 19 5.71 供私立大專院校使用 

文教 20 10.38 供私立大專院校使用 

文教 21 5.73 供私立大專院校使用 

小計 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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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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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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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一覽表 

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 

(公頃) 
比例

(%) 

細部計畫

面積增減

(公頃)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 

(公頃) 
比例 
(%) 

第一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13.77 5.44

第二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8.01 3.16

第三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2.26 0.89
生態住宅專用區 29.02 11.45 -4.98

小 計 24.04 9.49

第一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2.87 1.13

第二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10.55 4.16

第三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6.58 2.60
文化商業專用區 24.78 9.78 -4.78

小 計 20.00 7.89

第一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13.67 5.40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22.14 8.74創新研發專用區 41.32 16.31 -5.51

小 計 35.81 14.14

第一種經貿專用區 7.33 2.89

第二種經貿專用區 14.55 5.74經貿專用區 22.92 9.05 -1.04

小 計 21.88 8.64

文教區(供私立大專院校使用) 22.38 8.83

文教區(供中小學使用) 2.43 0.96文教區 24.82 9.80 -0.01

小 計 24.81 9.79

機關用地 4.97 1.96 0 機關用地 4.97 1.96

公園用地 59.67 23.55 +2.37 公園用地 62.04 24.49

公園用地兼供水資

源回收設施使用 
5.91 2.33 0

公園用地兼供水資源回

收設施使用 
5.91 2.33

公園用地兼供道路

使用 
3.75 1.48 0 公園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3.75 1.48

廣場用地 0.16 0.06 0 廣場用地 0.16 0.06

綠地用地 1.08 0.43 +1.00 綠地用地 2.08 0.82

園道用地 4.59 1.81 +5.26 園道用地 9.85 3.89

排水道用地 3.95 1.56 -0.18 排水道用地 3.77 1.49

排水道用地兼供經

貿服務設施使用 
0.35 0.14 0

排水道用地兼供經貿服

務設施使用 
0.35 0.14

道路用地 24.39 9.63 +7.87 道路用地 32.26 12.73

道路用地兼供經貿

服務設施使用 
1.66 0.66 0

道路用地兼供經貿服務

設施使用 
1.66 0.6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110.48 43.61 +16.32 小 計 126.80 50.05

總 計 253.34 100.00  0 總 計 253.34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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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公共設施計畫 

表 3-3 公共設施用地編號一覽表 

項目及編號 
面積 

（公頃）

占公共設施用地

總面積比例（%）
備註 

機 159 4.09 3.23 供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使用。 

機 198 0.88 0.69 
供刑事警察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及

相關警政消防機關使用。 
機關用地 

小計 4.97 3.92  

公 136 0.55 0.43  

公 137 1.44 1.14  

公 138 9.30 7.33 

公 139 48.38 38.15 

1.為中央生態公園。 

2.建築構造物比例不得超過公園面

積 8%為原則。 

3.應考量全區開發衍生之地表逕

流，於中央生態公園內以生態景

觀池方式設置滯洪池。（參見主要

計畫訂定之生態環境營造原則）

4.應多目標設置足夠之停車空間。

細公 1 0.54 0.43  

細公 2 0.66 0.52  

細公 3 1.17 0.92  

公園用地 

小計 62.04 48.93  

公園用地兼供水資

源回收設施使用 
公 51（兼） 5.91 4.66 

水資源回收設施應以地下化及生態

工法進行規劃設計。 

公園用地兼供道路

使用 
公兼道 3.75 2.96 

 

廣場用地 廣 0.16 0.13  

綠 1.01 0.80  

細綠 1 0.13 0.10  

細綠 2 0.13 0.10  

細綠 3 0.13 0.10  

細綠 4 0.68 0.54  

綠地用地 

小計 2.08 1.64  

園道用地 園道 9.85 7.77 
共 10 處，詳見表 5-4。其中細園道

5、細園道 6、細園道 7 考量施設寬

度至少 4M 之河道景觀設施。 

公共設施用地總計 126.80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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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交通系統計畫 

 
圖 3-3 道路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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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道路編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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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32 條及同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35 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獨戶住宅：僅含一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築物。 

（二）雙併住宅：含有二個住宅單位，彼此在平行面基地相連之建築物。 

（三）連棟住宅：含三個以上相連住宅單位之建築物，每一住宅單位之左右以牆與

其他住宅單位分隔，並有單獨出入之通路可供進出者。 

（四）集合住宅：含有三個以上住宅單位，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之建築

物。 

（五）商務住宅：具有生活及睡眠之設備及服務，有共同之入口、門廳，供公私團

體或機構雇用人員、學生、觀光客或商務中長期住宿之建築物。 

（六）旅館：具有生活及睡眠之設備及服務，有共同之入口、門廳，供旅客短期留

宿之建築物。 

（七）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八）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道路之基地線。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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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臨接二條以上

道路者，由建築基地申請人任選未臨接道路之其他一側為後面基地線。 

（十）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非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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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基地寬度： 

1.平均寬度：同一基地內兩側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離。 

2.最小寬度：同一基地內兩側面基地線間之最小水平距離。 

（十三）前院：沿前面基地線之庭院。 

（十四）後院：沿後面基地線之庭院。 

（十五）側院：沿側面基地線留設而不屬前院或後院之庭院。 

（十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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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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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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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小淨距離不得小於 1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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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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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臺、屋簷、雨遮、花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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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鄰棟間隔：相鄰二棟建築物，其外牆或代替柱中心線間（不含突出樓梯間

部分）之最短水平距離。 

（二十一）附屬使用：在同一基地內，經常附屬於主要用途之使用。 

（二十二）離街裝卸場：道路外供貨車裝卸貨物之場所或空間。 

三、本計畫區內，劃定下列使用分區： 

（一）第一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二）第二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三）第三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四）第一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五）第二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六）第三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七）第一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八）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九）第一種經貿專用區 

（十）第二種經貿專用區 

（十一）文教區 

四、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物之使用，依其性質分為下列各組： 

第一組：獨門獨院住宅 

1.獨戶住宅 

2.雙併住宅  

第二組：連棟住宅 

第三組：集合住宅 

第四組：商務住宅 

第五組：學前教育設施 

1.幼稚園 

第六組：社區遊憩設施（各種生態住宅專用區內禁止作營業性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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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戶內遊憩設施 

2.公園、兒童遊戲場 

3.戶外籃球場、網球場、棒球場、游泳池、溜冰場及其他運動場 

4.綠地、廣場 

第七組：醫療保健設施 

1.醫院、診所、藥局，但不包括傳染病及精神病院 

2.衛生所（站） 

3.產後護理機構 

4.醫事技術業 

第八組：社會福利設施 

1.兒童、青少年、老人福利機構、托兒所、課後托育中心（安親班） 

2.其他公益性社會福利機構 

第九組：行政機關 

1.各級行政機關 

2.各級民意機關 

3.國際組織機構、外國駐華機構 

4.公務機構及國防事業 

第十組：公用事業設施 

1.公共汽車或其他公眾運輸場站設施 

2.捷運場站設施 

3.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社區電臺、廣播公司、電視公司。 

4.自來水或下水道抽水站 

5.電信機房 

6.其他公用事業設施 

第十一組：文化與社教設施 

1.圖書館 

2.社會教育館 

3.藝術館 

4.紀念性建築物 

5.博物館、科學館、歷史文物館、陳列館、水族館、植物園 

6.音樂廳 

7.體育場所、集會場所 

8.文康活動中心 

9.文化中心 

10.流行音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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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教研究機構 

12.劇場、表演廳 

第十二組：一般零售業甲組 

1.鞋類零售業 

2.皮包、手提袋、皮箱零售業 

3.服飾品零售業 

4.裝飾品零售業 

5.日常用品零售業 

6.清潔用品零售業 

7.化粧品零售業 

8.書籍、文具零售業 

9.玩具、娛樂用品零售業 

10.鐘錶零售業 

11.眼鏡零售業 

12.首飾及貴金屬零售業 

13.便利商店業 

14.集郵、錢幣 

15.花卉零售業 

16.觀賞魚零售業 

17.食品、飲料零售業 

18.一般百貨業 

第十三組：一般零售業乙組 

1.布疋零售業 

2.成衣零售業 

3.家具零售業 

4.五金零售業 

5.祭祀用品零售業 

6.醫療器材零售業 

7.運動器材零售業 

8.家用電器零售業 

9.自行車及其零件零售業 

10.照相器材零售業 

11.超級市場業 

12.衛浴設備展售業 

13.精密儀器零售業 

14.度量衡器零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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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事務性機器設備零售業 

16.其他零售業 

第十四組：大型零售業 

1.百貨公司 

2.購物中心 

3.批發商場 

4.量販店 

第十五組：飲食業（限於營業樓地板面積不超過 300 平方公尺） 

1.冰果店 

2.點心店 

3.速食店 

4.麵食店 

5.自助餐廳 

6.飲食店  

7.餐廳 

8.咖啡館 

9.茶藝館 

10.紅茶店 

第十六組：餐飲業（營業樓地板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飲食業） 

第十七組：日常服務業 

1.美髮服務業 

2.美容服務業 

3.圖書、錄影帶出租業 

4.裁縫服務業 

5.傘、皮鞋修補及擦鞋業 

第十八組：一般服務業 

1.職業介紹所、傭工介紹所 

2.訓練服務業 

3.裱褙（藝術品裝潢） 

4.移民、留、遊學服務業 

5.觀光及旅遊服務業 

6.塑身美容業 

7.驗光、配鏡服務業 

8.仲介服務業 

9.刻印、鎖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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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洗衣業 

11.補習班 

12.水電工程服務業 

13.寵物美容百貨業 

14.環保服務業 

15.照相及影像處理沖印業 

16.產品包裝設計業 

17.產品展示服務業 

第十九組：辦公事務所及工商服務業 

1.技術顧問業 

2.投資顧問業 

3.管理顧問業 

4.營養諮詢顧問業 

5.藝術品資訊顧問業 

6.資訊服務業 

7.徵信服務業 

8.速記、打字、晒圖、影印、沖印、刻印及複印業 

9.翻譯業及其他工商服務業 

10.律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不動產估價師、地政士等自由職業事

務所 

11.工程及技術服務 

12.一般廣告服務業 

13.基金會、人民團體、職業團體等辦事處 

14.電信業門號代辦業 

15.藥品檢驗業 

16.就業服務業 

17.公寓大廈管理服務業 

18.保全服務業 

19.人力派遣業 

20.公益彩券業 

21.其他行業辦公處所 

第二十組：會展產業 

1.大型會議中心 

2.大型展覽中心 

3.展覽服務業 

4.國際貿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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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組：文化及創意服務業 

1.小說、漫畫、戲劇、詩歌、散文、繪畫、雕刻、塑造等創作業 

2.藝文表演業 

3.電腦軟體設計 

4.影片及動畫製作服務業 

5.聲音錄製及音樂出版 

6.都市、景觀、建築、室內設計 

7.廣告企劃服務 

8.服裝、珠寶、飾品設計 

9.工藝設計 

10.藝術創作與展示 

11.出版業 

12.攝影業 

13.廣播、電視及電影事業 

第二十二組：創新研發產業 

1.創新育成中心 

2.研究機構 

3.教育機構 

4.企業營運總部 

5.企業研發中心 

第二十三組：金融、保險及不動產業 

1.金融業 

2.投資典當業 

3.證券業 

4.期貨業 

5.保險業 

6.金融控股公司業 

7.不動產開發業 

8.不動產經紀業 

9.不動產買賣租賃業 

第二十四組：運輸服務業 

1.汽車運輸業 

2.大眾捷運系統 

3.計程車客運服務業 

4.停車場經營業 

5.郵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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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報關業 

第二十五組：旅館業 

1.旅社（旅館） 

2.觀光旅館 

3.國際觀光旅館 

4.汽車旅館 

第二十六組：娛樂服務業 

1.歌廳經營業 

2.舞廳業、舞場業 

3.夜總會 

4.酒吧業、酒家業、酒店業 

5.營業性浴室、三溫暖業 

6.按摩院 

7.特種咖啡廳 

8.視聽歌唱業 

9.休閒活動場館業（含 SPA） 

10.俱樂部 

五、本計畫區內各種專用區之容許使用組別，詳如表 4-1 所示。 

六、本計畫區內建築基地之使用強度應符合表 4-2 之規定。 

七、本計畫區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內建築基地之後院深度為 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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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各種專用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組別容許表 

 
第一種 

生態住宅

專用區 

第二種

生態住宅

專用區

第三種

生態住宅

專用區

第一種

文化商業

專用區

第二種

文化商業

專用區

第三種

文化商業

專用區

第一種 

創新研發

專用區 

第二種 

創新研發

專用區 

第一種

經貿  

專用區

第二種

經貿  

專用區

第一組：獨門獨院住宅           

第二組：連棟住宅           

第三組：集合住宅     C C     

第四組：商務住宅     C C     

第五組：學前教育設施           

第六組：社區遊憩設施           

第七組：醫療保健設施 ● ●         

第八組：社會福利設施           

第九組：行政機關           

第十組：公用事業設施           

第十一組：文化與社教設施  ▲ ▲  ▲ B(獎)     

第十二組：一般零售業甲組 A A A  B (獎)  A   

第十三組：一般零售業乙組   A  B B(獎)  A   

第十四組：大型零售業           

第十五組：飲食業 A A A     A   

第十六組：餐飲業           

第十七組：日常服務業 A A A  B B  A   

第十八組：一般服務業  A A  B B  A   

第十九組：辦公事務所及工商服務業           

第二十組：會展產業           

第二十一組：文化及創意服務業    B B (獎)     

第二十二組：創新研發產業           

第二十三組：金融、保險及不動產業           

第二十四組：運輸服務業           

第二十五組：旅館業           

第二十六組：娛樂服務業           

註：一、A：限於地面第一層及地下第一層。 

B：限於地面第三層（含）以下，地下第一層以上。 

C：限於地面第六層（含）以上。 

：允許使用。 

▲：得設置本要點第 10 點規定之公益性設施。 

●：限作診所、藥局使用。 

二、表內標〝獎〞者表示鼓勵於地面第二層（含）以下、地下第一層以上設置使用組別，包含：1.第十一組文化與社教設施、2.

第十二組一般零售業甲組（除清潔用品零售業外）之國際精品店與旗艦店、3.第十三組一般零售業乙組（第 3、7、8、9、10

等細項）之國際精品店與旗艦店、4.第二十一組文化及創意服務業之藝術創作與展示等設施；其設置之樓地板面積占該建築

物總樓地板面積五分之一以上者，給予基礎容積率加上 20%之獎勵（例如基礎容積為 300%，加上 20%之獎勵後為 320%）。 

三、本表所稱「國際精品店」係指以國際品牌零售或提供專屬服務為主之商店；「旗艦店」係指某一品牌在本市集最大的營業面

積、最為豐富齊全的品牌商店、最快的上市速度等特點為一體的品牌專賣店或專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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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土地及建築物使用強度管制表 

使用分區 
建蔽率

(%) 
容積率

(%) 
最高建築

高度(M)
容積移轉

接受基地

基地最小

開發規模 
高度比 

基地最

小面寬

第一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50 140 16 － 150 ㎡ 1.5 7M 

第二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50 200 32 － 500 ㎡ 1.5 7M 

第三種生態住宅專用區 50 280 48  1000 ㎡ 1.5 7M 

第一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40 500 
如圖 4-1

規定  1500 ㎡ － － 

第二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40 500 
如圖 4-1

規定  1500 ㎡ － － 

第三種文化商業專用區 60 300 
如圖 4-1

規定  

全街廓 

(註 1) 
1.5 － 

第一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50 250 40 － 全街廓 1.5 － 

第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50 200 32 － 500 ㎡ 1.5 7M 

第一種經貿專用區 80 360 48  全街廓 1.5 － 

第二種經貿專用區 80 500 －  

全街廓 

(註 2) 
－ － 

文教區（供私立大專院

校使用） 
40 250 50 － 全街廓 1.5 － 

文教區（供中小學使用） 40 150 24 － 全街廓 1.5 － 

機關用地 40 200 － － － 1.5 － 

註：1.指該街廓內第三種文化商業專用區之全部範圍。 

  2.第二種經貿專用區街廓倘因「道路用地兼供經貿服務設施使用」、「排水道用地兼供經

貿服務設施使用」土地分隔者，開發時應考量周邊相關設施，以適當方式予以連接。 

  3.如經「臺中市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專案審查同意者，不受本表所訂最高建築高度之限

制。 

  4.各種生態住宅專用區內經區段徵收後保留之既有建物及其所定著之土地，得依原領建

築執照繼續使用。惟將來拆除新建時，除基地最小開發規模不得小於 100 平方公尺，

且不受前表基地最小面寬之限制外，其餘仍應受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相關規

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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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各種文化商業專用區最高建築高度管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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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共開放空間 

（一）本計畫區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內指定沿街面留設公共開放空

間之寬度及型式，詳如圖 4-2 所示；街廓內應留設帶狀性公共開放空間之位

置與規模，詳如圖 4-3 所示。 

（二）公共開放空間需相互連通，地面高程應順平且相接處必須平順，坡度不得大

於 1：12，其舖面必須使用防滑材質。其與人行道相接處，悉依前述規定辦

理。 

（三）建築基地所留設之帶狀式開放空間、廣場式開放空間及無遮簷人行道等公共

開放空間，不得設置圍牆、柵欄等障礙物及不計建築面積之陽臺、屋簷、雨

遮等設施，除設置街道家具及植栽綠美化設施外，以供行人通行為原則（除

另有規定者外，其寬度不得小於 2 公尺）；惟為創造高品質、創意、悠閒的

商業活動空間所必需設置之臨時性設施，經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專案許可

者，不在此限。 

（四）為環境綠美化及推動人本交通之需要，應於建築基地內留設之公共開放空間

上妥為植栽綠美化並設置街道家具、自行車停車架…等相關設施，其規劃設

計應經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查同意。 

（五）指定留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得計入法定空地計算。 

九、本計畫區指定部分地區設置架空走廊、人行通道，其設置位置與規模等規定如圖

4-4 所示。 

十、為鼓勵建築基地設置公益性設施、實施綠美化、加速開發建設、整體開發建築及

進行綠建築設計，訂定下列獎勵措施： 

（一）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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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勞工、老人等

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留設之樓地板面積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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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道路交通主管機關核准

者。 

3.文化商業專用區內合併二個完整街廓整體開發，以人工地盤、架空走廊或地

下通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道路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其中人工地盤或架空

走廊之投影面積得不計入建蔽面積，惟不計部分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之 20%。 

（二）為維護都市景觀、環境衛生及公共安全，本計畫區內建築基地得依「臺中市

空地綠美化獎勵自治條例」之規定辦理。 

（三）為鼓勵本計畫區加速開發建設，建築基地於區段徵收登記作業完成之日起

算，於三年以內申請建造執照者，得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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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乘以基準容積率之 15%為限。（備註：有關申請建造執照，依本市都委

會第 222 次會臨時動議第 2 案決議之規定，應於申請後 7 個月內領得建造執

照，否則視同不符獎勵規定。） 

（四）為鼓勵基地整體開發建築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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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下表規定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並就增加之樓地板面積折

繳代金。其代金之繳納應於核准使用執照前繳入「臺中市都市更新及都市發

展建設基金」。 

（五）第一種經貿專用區、第一種創新研發專用區及文教區（供私立大專院校使

用），如取得綠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綠建築分級評估，得依下表規定提高建

築高度。 

最高建築高度 

取得綠建築候選證書之分級 適用土地使用分區 

銀級 黃金級 鑽石級 

第一種經貿專用區 60M 72M 84M 

第一種創新研發專用區 48M 60M 72M 

文教區（供私立大專院校使用） 63M 76M 88M 

（六）本計畫區內之建築基地不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有關開放空

間獎勵與本市增設停車空間獎勵之規定。 

 

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 

取得綠建築候選證書之分級 
適用土地使

用分區 

整體開發建

築基地規模 
銅級 銀級 黃金級 鑽石級 

折繳代金計算

方式 

第一種文化

商業專用區 

第二種文化

商業專用區 

5000 ㎡（含） 

以上 

基地面積×

基準容積

率×14%

基地面積×

基準容積

率×16%

基地面積×

基準容積

率×18%

基地面積× 

基準容積率

×20% 

基地面積×基地

平均公告土地

現值×1.4×10%

第一種文化

商業專用區 

第二種文化

商業專用區 

第三種文化

商業專用區 

完整街廓 

（街廓規模

小於 5000 ㎡

者不得適用） 

基地面積×

基準容積

率×24%

基地面積×

基準容積

率×26%

基地面積×

基準容積

率×28%

基地面積× 

基準容積率

×30% 

基地面積×基地

平均公告土地

現值×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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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指定沿街面留設公共開放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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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指定街廓內留設公共開放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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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指定留設架空走廊、人行通道示意圖 

 



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都市計畫摘要本 

 37

十一、綠建築 

（一）各種生態住宅專用區、各種創新研發專用區、各種文化商業專用區開發建築

時，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綠建築基準有關建築基地綠化、

建築基地保水、建築物節約能源等規定。 

（二）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建築樓地板面積達 10,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除適用第

（一）款規定外，另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綠建築基準有關

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之規定。 

十二、景觀及綠美化 

（一）本計畫區內綠色公共設施用地之規劃、設計及施工除需考量地區防洪、治水

之功能外，應朝向親水、生態設計之原則辦理，兼顧生態環境之保育、生態

廊道之延續、整體景觀之要求，並應考量與周邊街廓活動之延續，與開放空

間系統、人行及自行車道系統之完整銜接。 

（二）建築物鄰接或面向公園、綠地、園道及其他公共開放空間，其廢氣排出口、

通風口、冷氣主機等有礙觀瞻之設施設備，應有適當之遮蔽處理與設計；且

廢氣排出口、通風口不得面對上述公共開放空間設置。 

（三）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應栽植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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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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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計畫區內「公 138」、「公 139」及「公 51」等公園用地，以及港尾溪北側

綠帶系統應整體規劃設計，並應納入都市設計審查。 

（五）本計畫區內之人孔蓋板、消防栓、交通號誌、電信、電力箱及自來水相關公

用設備等公用設施設備需予以景觀美化處理，並盡量設置於道路中央分隔

島，若無分隔島可設置者，則需設置於人行道最外緣。 

（六）建築物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其圍牆應採鏤空設計，所設之圍牆高度不得

超過 1.5 公尺（不含大門及車道入口），其中實牆部分最高不得超過 0.5 公尺，

其餘應為透空欄杆，且視覺穿透率不得低於 30％；惟採綠圍籬設計者，不受

前述視覺穿透率之限制。 

（七）各種經貿專用區、各種文化商業專用區、各種創新研發專用區、文教區、第

二、三種生態住宅區內建築物應實施屋頂綠化，其綠覆面積不得低於建築物

頂層（含露臺）面積之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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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都市設計專案審查通過者，不在此限。 

（八）「公 51」用地設置水資源回收設施應以地下化方式施設。 

（九）生態住宅專用區 25 公尺園道用地內應施設寬度至少 4 公尺之河道景觀設施，

以引入親水功能，營造水岸生活之地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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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為落實本計畫區生態環境構想，提升植樹固碳效益，建築基地沿街面留設之

公共開放空間由臺中市政府併區段徵收工程施作 2 公尺植栽綠化帶，栽植喬

木；建築基地開發時如經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專案許可，得暫時移植前述喬

木，並於取得使用執照前予以復原。其設置位置如圖 4-5 所示。 

 
圖 4-5 指定建築基地沿街面設置植栽綠化帶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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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招牌廣告物 

本計畫區內設置廣告招牌除臺中林蔭大道二側另有規定外，其餘地區應依「臺

中市申請設置招牌廣告物及豎立廣告物執行要點」之規定辦理，但設置側懸式

招牌廣告物，不得突出建築物牆（柱）面超過 1 公尺。 

十四、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 

（一）建築物應於基地地面層室內、外或其上下一層之室內無妨礙衛生及觀瞻處以

集中方式設置垃圾貯存空間，並按每滿 500 平方公尺樓地板面積設置 0.5 平

方公尺之貯存空間附設之（餘數應計入）。 

（二）做商業使用者應依前項規定加倍留設。 

（三）集中式室內垃圾貯存空間之附設面積以各棟建築物為計算單位，且應設置通

風處理及排水設備接通排水溝，其最低淨高應為 2.4 公尺以上。 

（四）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設置於法定空地者，應有適當之景觀及公共衛生維護設

施，且其場所需接通建築線或基地內通路。 

（五）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如採用垃圾子車設備者，應留設供垃圾收集車進出之車

道及操作空間。 

（六）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應注意垃圾分類及資源回收。 

十五、基地開挖 

本計畫區內建築基地地下層開挖規模之規定，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為鼓勵第一、二種經貿專用區及公園用地之地下停車場採整體開發且連通使

用，其地下開挖規模不予規定。 

（二）細園道 3 及細 15M-5 號道路以北之第三種文化商業專用區臨接臺中林蔭大道

二側建築基地，其自道路境界線起淨深 6 公尺範圍不得開挖地下層，以預留

將來捷運路線車站出入口、通風口所需空間。 

（三）除第（一）款以外各類用地之地下一層開挖面積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之 70%，

以下各層開挖面積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之 85%。 

（四）地下層開挖面積以外牆牆心核計。 

（五）基地條件特殊者，得經臺中市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專案審查同意後，酌予擴

大開挖規模。 

十六、重點地區管制 

（一）第二種經貿專用區之建築物應整體規劃設計，其中「公 139」公園用地北側

街廓之建築應透過地面層挑高透空或地景建築方式之設計，使「公 138」、「公

139」所形成的中央公園系統予以連接，其連接部分不得小於與「公 139」銜

接面土地面積之 40%（詳下圖）；其中建築物倘採地面層挑高透空方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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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挑高高度不得小於 15 公尺。 

 
與「公 139」銜接面之第二種經貿專用區範圍示意圖 

（二）「公 139」公園用地臨園道 2 範圍（自道路境界線 15 公尺以內）作多目標使

用設置社會教育機構、文化中心、體育館等大型設施，其建築設計應以人工

地盤方式跨越臺中林蔭大道（園道 2）與第二種經貿專用區連結；該人工地

盤寬度不得小於 100 公尺，且應考量跨越臺中林蔭大道下方道路採光、通風

問題，並應實施綠美化，其綠覆率不得小於 60%。 

（三）「公 139」公園用地作多目標使用設置之景觀塔（臺灣塔）為本市之重要地標，

應考量以本市環境特性及象徵臺灣精神作為規劃設計之參考依據，其淨高度

以超越大肚山頂點之高度並可眺望臺灣海峽為原則。 

（四）臺中林蔭大道（園道 3）及其兩側建築基地，為形塑精品商業及休閒購物氛

圍，相關規定如下： 

1.臺中林蔭大道（園道 3）內喬木植栽樹間距不得大於 10 公尺且不得小於 8

公尺，樹冠底離地淨高 2.5 公尺以上，根部應保留適當透水面積，樹種應以

抗汙染性、枝葉濃密、樹型優美且有花期之喬木為原則，以形塑本地區之林

蔭大道之景觀意象。 

2.臺中林蔭大道（園道 3）兩側之建築物地面層立面需有 50%以上之開放性櫥

窗立面設計，以增加本計畫區之獨特消費空間感。 

3.招牌廣告物設置標準如下： 

(1) 正面型招牌廣告物設置面積，不得大於該建築物該層該戶臨接外牆正

面總面積之三分之一，並不得封閉必要之採光及逃生開口；建築物各

層招牌得合併整體設計，則不受前述分層檢討之規定。招牌廣告物設

置高度不得超過自基地地面樑起 15 公尺或 4 層樓，其招牌下端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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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高度不得低於 3 公尺。 

(2) 建築物禁止設置側懸式招牌廣告物，屋頂禁止設置招牌廣告。 

(3) 經都市設計專案審查通過者，不在此限。 

（五）計畫區內具歷史意義之建築物或紀念性地景之保留與維護規定如下： 

1.「文教 20」及「文教 21」範圍內經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之歷史建築及周

邊環境劃定之區域（計畫圖上標有附註者，詳圖 4-6），不得新建、增建建築

物，但除已建築之基地範圍外，得計入法定空地計算；該範圍內應留設 8 公

尺人行通道，並與中央公園以立體人行設施銜接。 

2.歷史建築應照原有形貌保存，其修護與再利用應按臺中市有關歷史建築修復

或再利用之相關規定辦理；如經臺中市文化局同意，依規由進駐之大專院校

認養再利用。其建築樓地板面積得不納入該街廓允建容積計算。 

3.原機場跑道應配合「公 139」公園用地整體規劃設計，予以適度保留及再利

用，以保留除役機場之歷史記憶。 

（六）位於 20M-76 號道路（黎明路）以西北之生態住宅專用區內建築基地，建築

物高度在 16 公尺或 4 層樓以下者，原則上應設置斜屋頂，其斜屋頂面積不

得小於建築水平投影面積的二分之一。惟若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6000 平方公

尺有其他景觀考量者，得經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專案審查許可者不受此限。 

（七）為維護文化商業專用區內建築物對中央公園視覺景觀之通透性，相關規定如

下： 

1.第一種文化商業專用區內建築物之量體坐落應以垂直中央公園為原則，並應

維持適當鄰棟間隔，以維持後排建築物之視覺景觀權利。 

2.第一種文化商業專用區基地之建築物面寬與各該宗地臨中央公園用地面寬

之比例不得超過 60%。 

十七、建築物外觀夜間照明 

（一）本計畫範圍內之第二種經貿專用區、臺中林蔭大道（園道 3）及兩側建築物

應設置建築物外觀夜間照明。 

（二）指定實施建築物外觀夜間照明建築物，其底層部距地面二至三層範圍內之沿

街行人尺度範圍，其照明應配合街道燈光，並考量行人之視覺與活動，塑造

舒適之行人光環境。 

（三）建築物外觀及夜間照明不得對鄰近建築物及都市空間造成光害，亦應考慮其

本身及使用者之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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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文教 20」、「文教 21」範圍內標示「附註」範圍示意圖 

十八、停車空間 

本計畫區內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設置標準規定如下： 

（一）第一、二、三種生態住宅專用區、第一、二種創新研發專用區，其建築樓地

板面積在 150 平方公尺以下者，應留設汽車、自行車停車空間各一輛，超過

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或其餘數超過 75 平方公尺者應再增設各一輛。但以汽

車坡道集中留設於地下室且整層供停車空間使用，留設停車空間數量在前開

設置標準兩倍以內者，其樓地板面積得不計入容積計算。 

（二）第一、二、三種文化商業專用區、第一、二種經貿專用區，其建築樓地板面

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下者，應留設汽車、自行車停車空間各一輛，超過部分

每 100 平方公尺或其餘數超過 50 平方公尺者，應再增設各一輛。但以汽車

坡道集中留設於地下室且整層供停車空間使用，留設停車空間數量在前開設

置標準兩倍以內者，其樓地板面積得不計入容積計算。 

（三）作為住宅使用者，每一戶至少須留設汽車、自行車停車空間各一輛，每戶已

設置達 3 輛汽車停車位及 2 輛自行車停車位者，得不再增設。 

（四）供旅館業使用者，其房間數在 30 間以下者，應留設一輛大客車停車空間，

超過部分每 30 間及其零數應增設一輛；每留設一輛大客車停車空間，得減

少 3 輛小汽車停車空間。 

（五）自行車停車空間標準為每輛之長度不得小於 2 公尺、寬度不得小於 0.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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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離街裝卸場 

（一）裝卸車位數量：本計畫區內建築物，應依表 4-3 規定設置離街裝卸場： 

（二）裝卸空間標準： 

1.最小裝卸空間尺度： 

(1)小貨車：長度 6 公尺，寬度 2.5 公尺，淨高 2.7 公尺。 

(2)大貨車：長度 13 公尺，寬度 4 公尺，淨高 4.2 公尺。 

(3)淨高於斜坡面時，應以平行間距為標準。 

2.前述最小空間不包括車道、操作空間及裝卸平臺等空間。 

3.每設置 10 部裝卸車位時，應於其中設置 1 部大貨車之裝卸空間。 

4.裝卸空間之出入車道距該街廓之道路境界交叉點至少應有 15 公尺。 

5.裝卸空間應單獨設置，且不得佔用前院與指定留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及法定停

車空間。 

表 4-3  離街裝卸場車位數配置表 

建築物用途 應附設裝卸車位數 備註 

第七、八、九、十、

十一、十九、二十

一、二十二、二十

三、二十四、二十

五組 

使用樓地板面積在 2,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5,000
平方公尺者，設置 1 裝卸車位。 

在 5,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10,000 平方公尺者，

設置 2 裝卸車位。 

在 10,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20,000 平方公尺者，

設置 3 裝卸車位。 

超過 20,000 平方公尺者，每增加 20,000 平方公尺

應增設 1 裝卸車位。 

第十二、十三、十

四、十六、二十組 
使用樓地板面積在 1,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2,000
平方公尺者，設置 1 裝卸車位。 

在 2,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4,000 平方公尺設置

2 裝卸車位。 

在 4,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6,000 平方公尺者，

設置 3 裝卸車位。 

超過 6,000 平方公尺者，每增加 6,000 平方公尺應

增設 1 裝卸車位。 

第十七、十八、二

十、二十六組 

 

使用樓地板面積在 1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4,000
平方公尺者，設置 1 裝卸車位。 

在 4,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10,000 平方公尺者，

設置 2 裝卸車位。 

超過 10,000 平方公尺者，每增加 10,000 平方公尺

應增設 1 裝卸車位。 

建築物具有二種

以上使用情況

時，其離街裝卸車

位設置數量，應依

各使用組別的設

置標準分別計

算，未滿一車位

者，以一車位計

算，並得合併設

置。 



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都市計畫摘要本 

 44

二十、本計畫區地面上各種開發建設之設計案均應提送「臺中市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

審查同意後，始得依法申請建照或施工。 

二十一、本計畫得另行訂定都市設計準則、都市設計審議規範，進行全區都市設計管

理。 

為達成本計畫朝向低碳生活之目標，得於都市設計準則內訂定各種開發建設

使用再生能源之規範。 

二十二、本要點第四點所規定各組組別之認定及管制爭議事項得提請本市都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 

二十三、為提升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建立便捷、順暢之地區人行動線系統，本計

畫區之立體人行設施及其他公共設施之規劃、設計與建設，得以「平均地權

基金」支應。 

二十四、本計畫區內各項開發建設應參考主要計畫訂定之「生態環境營造原則」內容

（詳附件）辦理。 

二十五、本計畫得由臺中市政府成立專責開發機構，進行區內開發建設、經營管理工

作。 

二十六、計畫區內建築基地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預留光纖寬頻建築相關

硬體設施（機房、管道、管線、光纖網路架構、個別家戶宅內配電箱、集線

盒、資訊插座等必要設施）所需空間，其開發執行內容等圖說或計畫應納入

都市設計審查。 

二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令及規定辦理。 



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都市計畫摘要本 

 45

第五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壹、區段徵收範圍 

一、區段徵收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段徵收範圍北至 80M 外環道（環中路）、東接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八細

部計畫區、南至河南路與「公 51」用地南界、西側緊鄰中山科學研究院、漢翔公司、

逢甲大學等機構，並與第十二期重劃區為鄰，另包含十二期重劃區與漢翔公司間原

屬農業區之土地。除上述水湳機場原址地區整體規劃範圍外，尚且包括配合本計畫

道路系統整體性及土地利用合理性一併調整變更之範圍，以及規劃範圍北側尚未取

得之環中路道路用地，但不包括區內已開闢完成之港尾溪用地及逢甲大學第二校區

土地，區段徵收總面積約 250.57 公頃。圖 5-1 為區段徵收範圍示意圖。 

另外，計畫範圍內港尾溪因本區開發而需增改建 8 座橋樑（面積約 0.54 公頃）

之工程費用，以及穿越漢翔公司道路（面積約 1.66 公頃）之工程費，仍應納入區段

徵收開發費用負擔。其中 30M-41 號道路穿越漢翔公司之工程應以地下化方式施作，

其地下化範圍應包含引道段之工程。 

 
圖 5-1 區段徵收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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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段徵收分區辦理範圍 

本計畫將來區段徵收將採同期、分區方式辦理，考量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分布

情形，主要以細部計畫「細 20M-2」、「細園道 1」等道路北側及其延伸線為界線，

區分為北側及南側兩區區段徵收範圍；其中考量本計畫區內農業區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土地分配之權利及一致性，將計畫區南側原農業區所在之完整街廓（包括 20M-79

號道路、細 12M-7 號道路南側及其延伸線以南之創新研發專用區、道路用地及部分

公 139 用地），以及河南路、中平路配合道路截角變更之原住宅區部分，以跨區區段

徵收方式納入北側區段徵收區辦理開發。北側面積約 122.20 公頃，南側面積約 128.37

公頃。區段徵收分區範圍詳如圖 5-2 所示。 

 
圖 5-2 分區區段徵收範圍示意圖 

北側122.20ha 

南側128.37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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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發總費用 

一、地價補償費 

本計畫假設各區區段徵收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20%領取現金補償費，徵收

當期平均公告現值暫以98年平均公告土地現值加一成估算，則地價補償費約256,839

萬元。 

二、地上物補償費及遷移費 

本計畫尚未進入實質區段徵收作業程序階段，故依國內其他案例及一般經驗

值，將地上物補償費區分為建物補償及農作物補償二類，建物補償及遷移參考臺中

市建築改良物補償費用單價估算，並依「臺中市辦理公共工程拆遷補助及獎勵金發

放作業要點」加計建築物補償金額 60%之自動拆遷獎勵金；農作物補償費則以每公

頃 100 萬元估算。 

三、協議價購地價 

本計畫假設計畫區內無協議價購土地之情事。 

四、公共設施費用 

依據「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公共設施費用包括道路、

橋樑、溝渠、雨污水下水管道、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及兒童遊樂場等公共設施之

規劃設計費、施工費、材料費、工程管理費、整地費、管線工程費用及其他經主管

機關核定必要公共設施之全部或部分費用。 

公共設施開發經費包括公園用地建設費、道路用地建設費、橋樑工程建設費、

電力電信管線工程費、共同管道建設費及工程管理費，實際工程費用約 838,213 萬

元，再依政府採購法加計工程管理費，公共設施開闢總經費合計約 866,781 萬元（詳

見表 5-1）。 

五、土地整理費用 

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土地整理費用指依其他規定應發

給之自動拆遷獎勵金、救濟金、地籍整理費及其他辦理土地整理必要之費用。其中

自動拆遷獎勵金已納入地上物補償費及遷移費估算，其他如地籍整理、地上物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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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行政作業費用，以每公頃 120 萬元估算，合計行政費用約 29,952 萬元。 

六、貸款利息 

參考近五年五大銀行平均基準利率，將計畫執行時之貸款利率訂為 3.5%，依開

發年期及工程進度分年動支，計息 10 年。 

表 5-1 公共設施開闢經費概算表 

項 目 單價 面積 總價（萬元）

公園用地建設費 

含公園、公園兼道路使用、公園兼水資源

回收設施使用、廣場及綠地等工程費 

5,000 萬元/公頃 73.94 公頃 369,700

道路用地建設費 

含道路、道路兼供經貿設施使用、園道建

設費、景觀工程費及上下水道工程費等 

3,000 萬元/公頃 43.56 公頃 130,680

30M-41 號道路穿越漢翔廠區地下化工程

（地下化範圍應包含引道段之工程） 
36,333 萬元/公頃 1.66 公頃 60,313

排水道用地 4,000 萬元/公頃 0.17 公頃 680

跨港尾溪 8 座橋樑工程建設費 2,000 萬元/座 8 座 16,000

電力、電信管線工程費 200 萬元/公頃 249.70 公頃 49,940

共同管道建設費（以長度計） 10,000 萬元/公里 16.1 公里 161,000

整地費 200 萬元/公頃 249.70 公頃 49,940

小  計 838,213

中央公園（公 138、公

139）、公 51 及公兼道用地

規劃、設計、監造及施工

階段之專案管理費（含辦

理國際競圖所需經費） 

5,000 萬元×67.34 公頃×5％ 16,835

公共設施工程

管理費（註） 
其他公共設施規劃、設

計、監造及施工階段之專

案管理費 

30,000 萬元×3.5%＋20,000 萬元

×3% ＋ 50,000 萬 元 ×2.5% ＋

401,513 萬元×2.2% 

11,733

總  計 866,781

註：1.中央公園屬需高度技術之服務案件，其工程服務費用暫依工程經費之 5%概估，其

餘公共工程管理費則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建造費用在 3 億元以下部分，專案管理費

不得超過 3.5%；超過 3 億元至 5 億元部分，專案管理費不得超過 3%；超過 5 億元

至 10 億元部分，專案管理費不得超過 2.5%；超過 10 億元部分，專案管理費不得超

過 2.2%。 

  2.環中路面積 0.97 公頃因已開闢完成，未予納入區段徵收公共設施工程經費估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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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有土地以作價方式提供使用之地價款 

國有土地除依抵價地比例保留 5.04 公頃土地供中科院及中部打擊犯罪中心使用

外，其餘全數作價。南北兩區區段徵收範圍之國有土地，扣除應抵充之土地後，平

均公告土地現值約為每平方公尺 8,990 元，預估以 98 年度平均公告現值加一成作價

方式提供使用之地價款約為 1,458,034 萬元。其中 72.54 億元由營改基金先行支應作

為空軍二指部遷建經費部分應予以歸墊。國有土地作價之地價款估算方式如下： 

國有土地作價之地價款＝［（國有土地－應抵充之土地）－（依抵價地比例保

留土地之發還前面積）］×公告土地現值＝[163.52-3.48-(5.04/0.4)]公頃 ×8,990

元/㎡×1.1＝1,458,034 萬元 

八、區段徵收費用概估 

以八成私有土地所有權人領回土地概算，本計畫區段徵收開發成本所包含項目

及經費概算詳見表 5-2，實際開發費用合計約為 38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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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區段徵收開發經費概算表 

支出項目 支出預估金額（萬元） 備註 

一、地價補償費 1,714,873  

1、私有土地補償金 256,839

預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二成領取補償金，並

暫以 98 年平均土地公告現值加一成計算，

實際補償標準應依徵收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計算。 

2、公有土地作價之

地價款 
1,458,034

除依抵價地比例保留 5.04 公頃土地供中科

院及中部打擊犯罪中心使用（發還前面積為

12.6 公頃），並扣除區段徵收前已作道路、

溝渠使用之 3.48 公頃，無償撥供主管機關

統籌規劃開發，其餘暫以 98 年平均土地公

告現值加一成作價，實際補償標準應依徵收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算。 

二、地上物補償費 629,749   

1、農作改良物 3,823 面積約 38.23 公頃，以 100 萬元/公頃計之。

2、建築改良物 625,926

1.參考臺中市建築改良物補償費用單價並

加計 6 成自拆獎勵金。 

2.刑事局中部犯罪打擊中心原建物保留，未

列入地上物拆遷補償計算。 

三、公共設施費用 866,781 詳表 5-5。 

四、土地整理費用 29,952
含地籍整理、地上物查估等行政作業費用，

以每公頃 120 萬元計算。 

五、貸款利息 560,517 以年利率 3.5%，年期 10 年，複利計算。

總計 3,801,873   

註：本表所列開發經費得視實際情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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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生態環境營造原則 

本計畫區發展定位為「經貿生態園區」，計畫區內之開發建設應將生態關懷、永

續經營之理念落實到實質環境，創造整合生態、都市及活動的 21 世紀新都市典範。

以下為主要計畫針對中央公園生態化、綠色基礎設施建置及人本交通概念之落實所

提出之生態環境營造原則，以為細部計畫相關管制訂定及後續開發建設之參考。 

壹、中央公園生態化 

中央生態公園以寧適、生態、景觀、滯洪、減災、減碳及遊憩等功能為主，其

生態化原則如下： 

1.中央公園內應減少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其中倘有設置建築構造物之需求，

其建築構造物比例不得超過 8%為原則。 

2.為避免暴雨時園區逕流水溢流，公園之鋪面宜使用透水性材質，使用不透水

人工構材面積比例以不超過公園總面積 30%為原則。 

3.公園作立體多目標使用，其地下建築物或構造物上方應採人工地盤類保水設

施，其覆土深度應達 120 公分以上。 

4.基地開發後之出流洪峰流量不得大於開發前之洪峰流量，且不應超過下游排

水系統之容許排洪量。滯洪設施之最大洪峰流量，得依合理化公式估算之，

洪峰流量之流歷線至少採重現期距 50 年以上之洪水；另考量周遭雨水下水道

防洪標準，出流歷線則為重現期距 5 年以下之洪水。有效滯洪面積占全面積

比例應達 80%以上為原則。 

5.應考量計畫區全區開發衍生之地表逕流，於中央公園內設置滯洪池，以儲存

延滯地面之逕流水；滯洪池應以生態景觀池方式設計，並以挖池造丘方式規

劃，生態景觀池間盡量以景觀草溝串連。 

6.公園內植栽應形塑地區整體意象，並優先考量採用原生植物，展現季節性變

化之色彩搭配與誘鳥及誘蝶之功能。 

7.公園穿越道路應考慮生物的延續性、移動性。 

8.公園穿越道路應以交通寧靜區方式設計，以減少機動車輛穿越對公園的衝

擊，創造寧適的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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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綠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建置 

為創造整合生態、都市及活動的 21 世紀新都市典範，計畫區之公共建設應納入

「綠色基礎設施」之觀念。綠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的核心理念是環境、

生態、人文的系統性整合，強調土地規劃過程中自然環境的重要性。如從都市基盤

設施觀點來看，簡而言之就是將過去「灰色」、「硬性」的水泥工程，改以「綠色」、

「軟性」的城市基礎建設，使城市中充滿植栽的綠地，讓雨水自由滲入土壤，補注

地下水，提供生物棲息地，維持生物多樣性，並維護空氣品質及水資源，促進人類

健康與生活品質。 

本計畫區綠色基礎設施之建置，主要透過綠色開放空間的串聯，以及藉由相關

管制規定促使公、私有開放空間朝向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方式開闢，主要原則如

下： 

一、基礎設施生態化 

1.提高公共綠色開放空間的可及性：以服務半徑 300 公尺以內且其面積不小於

0.5 公頃之原則，劃設公園、綠地、兒童遊樂場、園道等用地。 

2.增進公共綠色開放空間之延續性：善用綠手指、綠園道、水岸綠帶等帶狀開

放空間，串連區內的公園、綠地，形成友善的生態綠網。 

3.道路寬度在 12 公尺以下之社區出入道路，建議其透水鋪面面積達 1/2 以上為

原則，以增加雨水入滲率；道路寬度超過 12 公尺以上之主要道路，應加強植

栽綠化。 

4.計畫區內道路寬度在 15 公尺以上者，應設置共同管溝，全面地下化，並視公

用事業單位施設需求，盡量將管線整合至共同管溝。 

5.園道用地應營造樹廊的景觀意象，其植栽選擇與種植應以能創造生物多樣性

的生態空間為原則。 

6.計畫區內污水處理系統應妥善規劃，並與區域外幹管銜接。水資源回收設施

應以地下化方式施設，其興闢工程應以生態工法進行規劃設計。 

二、永續生態營建 

1.建築基地盡量實施保水計畫為原則。 

2.經貿專用區、文化商業專用區實施屋頂綠化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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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基地應規範設置屋頂雨水收集、雨水中水回收設施為原

則。 

4.配合綠建築規範，達到生態永續的目標。 

參、人本交通概念之落實 

所謂「人本交通」即為「以人為本位，追求人類永續美好生活所需之交通系統」，

其目標為建立人性化、親和力、可靠性、舒適性及健康性之交通環境，並具備(1)以

綠色運具為主要發展架構；(2)以自然能源為主要機動力來源；(3)展現對使用者的人

性關懷；及(4)重視社區化與在地化建設方式等四項特質。本計畫為落實人本交通概

念，後續交通建設及道路設計時建議參酌以下原則辦理： 

一、大眾運輸系統 

1.大眾運輸以短期引入公車捷運系統、長期設置地下化大眾捷運系統為原則。 

2.大眾捷運系統應以地下化方式設計；未來配合捷運車站地下化，捷運路線應

預留車站出入口、通風口所需空間，且其兩側建築物應限制地下開挖範圍。 

二、人行步道系統 

1.計畫道路兩側應留設帶狀開放空間，供行人通行，其寬度不得小於 4 公尺，

並以無障礙通行為原則。 

2.整合中央公園人行動線，創造鼓勵步行的交通環境，提供易行、安全、便利、

流暢、舒適的人行空間。 

3.中央公園內人行通道穿越計畫道路部分，採立體化設計為原則，以維護人行

空間的延續性與安全性，其寬度至少為 12 公尺。 

4.公園內應設置相互銜接之人行步道系統，且公園之出入口應配合周邊社區主

要人行動線及大眾運輸系統配設。 

5.社區出入道路應適度運用交通寧靜措施，塑造安全的步行環境。 

6.人行道應妥予植栽綠化，以增加遮蔭及淨化空氣之效果，其樹種以直幹、直

根者較佳，以避免破壞人行步道舖面，影響行人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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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行車道系統 

1.計畫區內寬度 25 公尺以上道路應預留自行車專用道；區內次要道路得利用人

行步道規劃自行車道，提供都會區綠色交通運輸路網。 

2.中央公園周邊、園道及河岸綠地規劃景觀自行車道，並以能建構環狀自行車

道系統為原則。 

四、具景觀功能道路系統 

本計畫具景觀功能之道路系統包含臺中林蔭大道、中央公園穿越道，以及分布

於文化商業專用區、生態住宅專用區、創新研發專用區內之園道系統，其環境營造

原則如下： 

1.臺中林蔭大道應創造出休閒園林道的意象及行人友善的街道空間，並盡量減

少產生通過性車流，林蔭大道的設計，除提供雙向各一線車道兼供公車捷運

系統（BRT）與一般車道使用外，其餘空間將規劃為景觀植栽帶及人行空間，

並透過交通寧靜及其他交通管制措施，減緩車速。臺中林蔭大道（園道 3）道

路設計參考建議如附圖 1 所示。 

 

附圖 1 臺中林蔭大道（園道 3）斷面參考示意圖 

 

註：本圖實際內容應以經核定之工程設計圖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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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公園穿越道之設計應加強植栽綠化，並於適當地點設置景觀天橋、緩坡

陸橋或其他立體化通道供人行使用，其寬度至少 12 公尺，以確保中央公園的

整體景觀及公園內人行動線的連貫性，其設計參考建議如附圖 2 所示。 

 

附圖 2 公園穿越道斷面參考示意圖 

 

3.生態住宅專用區內規劃園道系統，係為串連既有水道、延伸水岸空間，以及

整合區內綠網而劃設。其中寬度 30M 園道（廣福路），未來道路設計應加強

植栽綠化，以減少道路交通量對周邊住宅社區之衝擊；寬度 25M 之園道，建

議於園道範圍內施設寬度至少 4M 之河道景觀設施，創造親水、集水之功能，

設計參考建議詳如附圖 3、附圖 4。 

4.文化商業專用區內規劃園道系統，係為創造「綠手指」意境，使公園綠地空

間可以向都市地區延伸而劃設。 

5.創新研發專用區規劃園道，係為打造學術綠廊所劃設，未來將成為串聯中央

公園東西兩側大學城最主要的人行動線及開放空間。設計參考建議詳如附圖

5。 

 

註：本圖實際內容應以經核定之工程設計圖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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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生態住宅專用區 30M 園道斷面參考示意圖 

 

附圖 4 生態住宅專用區 25M 園道斷面參考示意圖 

 

附圖 5 學術綠廊園道斷面參考示意圖 

註：本圖實際內容應以經核定之工程設計圖說為準

註：本圖實際內容應以經核定之工程設計圖說為準

註：本圖實際內容應以經核定之工程設計圖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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