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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更位置及發展現況分析 

一、變更位置與範圍 

本案變更位置位於東勢都市計畫範圍內，為原東勢高工校地(文高

二)。地理位置約 232400mE~232800mE、2682500mN~2682900mN 之間，基地

南側臨石角溪、東側鄰劉宅及雜林、北側鄰雪山一村、西側鄰市地重劃住

宅區(原機關用地七變更為第一住宅區細部計畫)。詳圖 5-1、圖 5-2 所示。 

圖 5-1  地理位置示意圖

東勢林業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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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套繪自 960702 變更台中縣東勢鎮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後歷次變更、細部計畫，包含 971006 擬定台中縣東勢鎮都市

計畫(原『文 小二』變更為第一種住宅區)細部計畫、981218 擬定台
中縣東勢鎮都市計畫(原[文中二])變更為第一種住宅區細部計畫

案、990709 擬定台中縣東勢鎮都市計畫（原「機關用地七」變更為

第一種住宅區）細部計畫案、1000826 變更東勢都市計畫(「市十」
市場用地為機關用地(供財政部臺灣省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使

用))案、1010613 變更東勢都市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等 

本案變更範圍 

圖 5-2  本案變更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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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質發展現況 

（一）現行都市計畫使用分區 

本案變更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為東勢高工舊校址，使用分區為文高二，

面積 8.3987 公頃。詳圖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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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變更範圍

圖 5-3  現行都市計畫分區示意圖 

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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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 

本案變更範圍包含臺中市東勢區文昌段 197 地號等 59 筆土地、東勢

區東勢段石角小段 188 地號等 23 筆土地及未登錄地 2 筆，共計 84 筆土地

(含未登錄地)，變更總面積約 8.3987 公頃(面積應依地籍登記為準)，土地

權屬包含中華民國、祭祀公業邱禮千嘗、私有地及未登錄地 (詳圖 5-4 土

地權屬分布示意圖及附件二、土地清冊)。 

圖 5-4  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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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況發展使用說明 

 

圖 5-5  土地使用現況說明圖Ⅰ 

基地主要入口寬度約
8公尺 

圓樓街為連接基地西
側出入口之聯絡道路 

基地西側緊鄰市地重
劃區 

基地南側鄰石角溪 基地南側主要聯外橋
樑-龍神橋 

既有舊東勢高工原建
築、空間已閒置多年 

位於基地最高處之現
有建物為圖書資料館 

基地內網球場為附近居
民之休閒運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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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土地使用現況說明圖Ⅱ 

既有校門口位於文高二
用地範圍外，都市計畫
為道路用地 

校內外高程差約 4~6.5 公尺，且範圍分界(擋土
牆)與都市計畫分區不符 

基地南側部分學校圍牆 
、建築及操場位於河川
區範圍 

基地東側巷道現況，
東側土地使用分區為
農業區 

位於圖書資料館後方山
坡樹木林立、雜草叢生 

765-2 地號私有土地雖
位於文高二分區，但仍
為民眾私人使用 

既有操場擋土牆已因土
石崩塌損毀，且部分位
於文高二分區範圍外 

文高用地(基地內) 

道路用地(基地外) 

772-2 地號私有土地位於基地內，設有土地公
廟及墳墓。 

圖書館前「東勢神社狛
犬」，為臺中市文資管理
中心擬提送文化資產審
議之古物 

996 地號私有土地現
地為原校內停車及
道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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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環境現況 

1.地形地勢 

本計畫區範圍東西向長約 400 m、南北向寬約 350 m，海拔高度介

於 369 m～400 m 之間，高差約 31 m，坡度大多為 1~3 級坡，少部分位

於 4~5 級坡，平均坡度約為 19.34 %。其中基地範圍內中間最高點為舊

東勢高工校舍建築，基地北側為坡面朝東北向之坡面，因植生茂密且有

既有擋土牆目前無災害產生；基地東南側則為運動場地地形較平緩平

坦，但運動場之北側邊坡則有小規模崩塌狀況；基地西南側亦為原學校

建築校舍，其地勢為區內最低處。 

2.地質(斷層) 

(1)基地地質 

本基地位於卓蘭層(Cl)地層範圍內；依據現場地質調查及鑽

探(15 m、20 m)二種深度研判，地層可概分為二個主要層次：(1)

未固結地層：主要由表土覆蓋層(SF)；(2)固結地層：由頁岩夾砂

岩(SH/ss)、砂岩夾頁岩(SS/sh)及砂岩頁岩互層(SS-SH)所組成。 

(2)地震斷層 

參考中央地質調查所「東勢圖幅,2000、國姓圖幅,1999」資

料，本基地鄰近地區 12 km 範圍內活動斷層為大茅埔-雙冬斷層、

車籠埔斷層及三義斷層，詳表 5-1 各鄰近斷層特性說明。 

表 5-1  各鄰近斷層特性說明表 

斷層名稱 活動性 方位 最近點之距離

大茅埔-雙冬斷層 第一類活動斷層 基地東側 約 3.4km 

車籠埔斷層 第一類活動斷層 基地西北側 約 3.9~4.7km 

三義斷層 第一類活動斷層 基地東側 約 10.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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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資源 

基地位於臺中市東勢區屬大甲溪流域，基地周邊河川為大甲溪支流

之石角溪、中嵙溪及沙連溪，基地周邊環境水系詳圖 5-8 環境水系示意

圖。 

圖 5-7  區域地質圖 

圖資來源：中央地質調查所"東勢圖幅,2000、國姓圖幅,1999"1/50,000

圖 5-8  環境水系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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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氣候 

本計畫位於臺中市東勢區，依據中央氣象局氣候民國 92 年至民國

101 年統計年報資料，歷年月平均溫度介於 20.3~20.9℃，平均累計年

降水量為 3,051.4mm，雨量多集中於六至九月，平均年累積降雨日數為

128 天平均相對溼度年平均值約 74%，平均測站氣壓為 1,002.6hpa，平

均風速為 1.1 m/s，年平均累積蒸發量為 1,135.3 mm，年累積平均日照

時數為 1,982.7 小時。 

(五)社會經濟現況 

1.歷史沿革 

本基地於昭和 12 年（1937）為東勢神社，而於 1946 年創設「東勢

工業技術講習班」起，歷經多年改制，現為「國立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本基地為東勢神社及東勢高工舊校址，學校設校於此逾五十年，

直至 1999 年震災後，於 2004 年遷校。基地現址仍保留原有校舍、校園

空間及東勢神社狛犬及參道，對於當地學子求學、居民生活而言，擁有

重要的場域空間記憶。 

2.產業發展 

東勢區自明末時已有先民經營樟腦業之紀錄，後因居民生活需要，

對於山區林相完整之原始森林進行開墾，日據時期東勢山區之林相多為

雜木林，如相思樹、油桐、竹子等，當時在地方有心人士積極運作下，

開啟了林業事業的發展，包含造林、伐木等，尤以杉木為主，因杉木屬

於高級建材、低維護管理、少病蟲害，再加上大雪山本身蘊藏的豐富林

木資源，民國 45 年籌設大雪山林業公司，惟民國 62 年因杉木產業衰落，

大雪山林業公司解散裁併林務局。因此，東勢林業開啟了地方重要的發

展。 

期間，除了林業發展外，香蕉亦是東勢地區重要農產業之一，且又

因山區有許多竹園，因此竹編產業也隨之興起，作為食衣住行的各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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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甚至作為果籠，但經紙箱及塑膠果籠的普遍，竹編事業逐漸消失，

香蕉產業也因時代，逐漸沒落。現今，東勢地區重要產業為高接梨。 

3.人口 

(1)東勢區現有人口 

依據臺中市東勢區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資料，東勢區因受到

921 大地震等衝擊，導致東勢區人口外移嚴重，近十年人口成長呈

現逐年遞減狀態，總人口數由93年56,230人，102年下降至51,953

人，其中 93 年至 102 年幼年人口由 10,299 人降至 6,496 人，壯

年人口由 38,828 人降為 37,085 人，而老年人口則由 7,103 人增

至 8,327 人，人口結構趨於高齡少子化。 

(2)計畫人口 

本計畫係依據東勢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計畫人口、

居住密度、計畫年期所述如下： 

A.計畫人口：60,000 人 

B.居住密度：292 人/公頃 

C.計畫年期：以民國 110 年為計畫目標年 

本計畫變更係將東勢都市計畫文高二用地變更為文教專用區

(供客家文化事業相關設施使用)，屬於都市計畫區的公共設施用

地，故不影響計畫人口數。 

(四)交通運輸現況 

本基地主要聯外道路為東崎路五段(中 47 線)，往東可至臺中市和平

區，往西與豐勢路交接進入東勢區市中心；中 47 線再往西直行可接中正

路、東關路(台 8 線)，台 8 線往北可銜接台 3 線至臺中市石岡區，並銜接

國道 4 號系統，另台 8 線往南可至臺中市新社區，詳圖 5-9  基地聯外交

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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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豐勢路往北，進入東勢市區後，可至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東豐自

行車道綠廊、東勢形象商圈等觀光遊憩景點；台 8 線往南於(新)東勢高工

旁可至東勢林業文化園區，林業文化園區與本案同為臺中市 34 項重大建

設之一。 

(五)公共設施現況 

東勢都市計畫現行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為 187.7835 公頃，詳參圖 5-3

現行都市計畫分區示意圖。本案變更東勢都市計畫文高二用地變更為文教

專用區，未來仍供公共使用。 

(六)名勝古蹟及具有紀念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築 

依據臺中市文化資產管理中心 102.12.26 中市文資二字第 1020007006

號函所示，本案變更範圍內之「東勢神社狛犬」，臺中市文化資產管理中

心擬提送文化資產審議之古物，日後各項開發行為，應避免影響該物件之

完整，以利未來文化資產之保存。 

圖 5-9  基地聯外交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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