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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由  

鐵路運輸系統長久以來為都市城際間客、貨運交通聯絡的主要運

具選擇，然鐵路帶動了經濟發展，也間接區隔了台中市之都市發展，

造成都市的「邊界效應」，其影響包括：都市紋理阻隔、都市發展不

均、交通聯絡阻礙等課題。 

為決解上述問題，行政院遂於民國 94 年 12 月 13 日邀集相關單

位研商「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之可行性，並於民國 95
年 1 月 12 日列入新十大建設計畫(詳附件一)，其後於民國 95 年 2 月

21 日完成綜合規劃報告之審定(詳附件二)。本計畫之主要目的係將原

阻隔台中市東、西活動串聯性之鐵道以高架化方式重新改造，消弭

25 處因鐵道平交道穿越所造成之空間限制，減少鐵路兩側都市發展

的屏障，並配合台鐵捷運化增設 3 處(松竹、精武、五權)通勤車站；

另一方面台中車站已列入內政部營建署辦理之都市更新計畫，未來車

站高架化計畫配合都市更新計畫，一併整體更新開發，可大幅提高車

站地區及其週邊土地價值並促進區域發展。 

另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為維持鐵

路兩側地區道路整體性與提升道路系統可及性，於橫交道路新增路口

與恢復平面道路之規劃。 

綜上因工程規劃之「永久路權線及新增路口與恢復平面道路」劃

入之土地，部分土地使用屬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內之鐵路用地、

道路用地、排水道用地，與現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不符，故需迅

行辦理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以利後續工程之推進。 



 

貳、變更法令依據  

一、本案係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都市計

畫經發布實施後，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

設施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

所，應視實際情況迅行變更」辦理變更。 

二、業經  內政部民國 96 年 5 月 22 日內授營都字第 096008125

8 號函，得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理個案變

更都市計畫（詳附件三）。 



 

參、變更計畫位置與範圍  

「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台中市路段計畫範圍

沿線長度約 9,720 公尺(不含台中車站附近地區) ，計畫面積約 2
9.5463 公頃 (計畫面積為鐵路用地與永久路權線之總合)。 

本計畫變更範圍以台中火車站為中心點【不包含台中車站附

近地區，其範圍北起進德路，南至台中路】，依行經路線可分為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與「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等二區。「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係由松竹車站預定地以北之台中市與潭子

鄉交界處至台中車站附近地區北側，「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係

由台中車站附近地區南側至大慶車站內之台中市與烏日鄉交界

處。 

現行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與「台中

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台中市路段工程規劃之「永久路權

線」及「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中之「新增

路口與恢復平面道路」間配合高架化工程需變更面積約 12.2209
公頃(變更計畫位置如圖一所示)。變更路段待工程完成後，將全

程以高架橋型式行經現行原有車站(包含太原、台中(屬台中車站

附近地區)、大慶)及配合鐵路高架捷運化後預定新增之通勤車站

(包括松竹、精武、五權)等站；計畫起點自台中縣、市界後沿途

跨越松竹路、東山路一段、精武路…等路段；於行經進德路後，

進入台中車站附近地區(非本次變更範圍，其範圍北起進德路，

南至台中路)；出台中車站附近地區後，續往南行沿途跨越五權

路、忠明南路、文心南路…等路段後，進入大慶車站，至車站內

之台中市與烏日鄉界止為本變更案之終點。 

 



 

 
 
 
 
 
 
 
 
 
 
 
 
 
 
 
 
 
 
 
 
 
 
 
 
 
 
 
 
 
 
 
 
 
 
 
 
 
 
 
 

 

圖一  變更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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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行都市計畫概要  

台中市都市計畫於民國 45年 11月發布實施舊市區範圍之主要計

畫；其後因工商人口迅速發展，陸續辦理了四期擴大都市計畫；並於

民國 65 年 8 月發布實施大坑風景區計畫，至民國 66 年台中市整個行

政轄區皆列入都市計畫範圍內。 

後續於民國 75 年 2 月發布實施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 (不包括大

坑風景區)(第一次通盤檢討)，確立了台中市都市主要發展架構；於民

國 80 年為解決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問題，發布實施第一期主要計

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於民國 84 年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

檢討，以重新套繪縣市界及修正原計畫之誤差。 

於民國 96 年 11 月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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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都市計畫實施歷次詳表一，現行

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之土地使用詳參表二、

圖二。 

 



 

表一  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發布實施歷程表  
 計畫名稱 計畫範圍 核定文號 發佈實施文號 

台中市都市計畫 舊市區 45年台內地字 
第85938號 

45.11.01府金建字
第25591號 

台中市第一期擴
大都市計畫 西屯地區 64年台內營字 

第47899號 
64.05.23府工都字
第29369號 

軍功里、水景里地區 
舊社、三光里、平田
里、平和里、松竹里地
區 
四張犁地區 
後庄里地區 
西南屯地區 
南屯楓樹里地區 
文山里、春社里地區 
西屯福安里地區 

台中市第二、三、
四期擴大都市計
畫 

干城計畫地區、都市發
展用地外之全部農業
區 

66年台內營字 
第713196號 

66.01.18府工都字
第03109號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不含大坑風景區）通
盤檢討案 

75.02.18台內地字
第378107號 

75.02.22府工都字
第12291號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第一期主要計畫公共
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80.08.23內營字 
第8071260號 

80.09.17府工都字
第87028號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
地、干城地區道路系統除外）主要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 

84.01.23內營字 
第8472104號 

84.02.15府工都字
第016274號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含大坑風
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圖、
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用地、後期發展
區部分）案 

93.06.09台內營字
第0930084598號 

93.06.15府工都字
第0930091958號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含大坑風
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經內政部都市
計畫委員會第604及607次會議審決部分）案

94.06.10台內營字
第0940006552號 

94.06.22府工都字
第0940103654號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含大坑風
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經內政部都市
計畫委員會第615次會議審決部分）案 

94.10.11台內營字
第0940086451號 

94.10.20府工都字
第09401948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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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內政部都
市計畫委員會第604及607次會議決議辦理
再公展確定部分）案 

95.02.06台內營字
第0950800530號 

95.02.15府都計字
第09500231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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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內政部都
市計畫委員會第615及624次會議審決部分）
案 

95.02.10台內營字
第0950800616號 

95.02.22府都計字
第09500285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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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內政部都
市計畫委員會第630次會議審決部分）案 

95.05.10台內營字
第0950802609號 

95.05.19府都計字
第0950094686號 

訂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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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內政
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604及607次會議決議
辦理再公展確定部分）(變更內容綜理表編
號第39案)案 

95.11.8台內營字 
第0950806813號 

95.11.22府都計字
第09502380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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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屯區市政路
延伸路段（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668
次會議審決部分）案 

96.11.27台內營字
第0960807520號 

96.11.30府都計字
第0960277054號 



 

表二  現行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之土地使用表 

項目 現行計畫面積（公頃）
占都市發展用地面積

（％） 
占計畫面積
（％） 

住宅區 3914.7373 39.37  31.14 
新市政中心專用區 108.1073 1.09  0.86 
商業區 500.8643 5.04  3.98 

甲種工業區 28.4430 0.29  0.23 
乙種工業區 620.8690 6.24  4.94 
零星工業區 8.1900 0.08  0.07 

工
業
區 

小計 657.5020 6.61  5.23 
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 13.7030 0.14  0.11 
倉儲批發專用區 1.1771 0.01  0.01 
工商綜合專用區 3.6343 0.04  0.03 
園區事業專用區 213.3000 2.15  1.70 
航空事業專用區 29.8874 0.30  0.24 
電信事業專用區 0.0000 0.00  0.00 
電信專用區 14.6511 0.15  0.12 
農會專用區 0.2384 0.00  0.00 
加油站專用區 6.1297 0.06  0.05 
醫療專用區 3.7057 0.04  0.03 
宗教專用區 0.1005 0.00  0.00 
保存區 4.2251 0.04  0.03 
文教區 73.6505 0.74  0.59 
文小用地 214.0041 2.15  1.70 
文中用地 170.3223 1.71  1.35 
文中小用地 4.2028 0.04  0.03 
文高用地 66.3242 0.67  0.53 
文大用地 248.9158 2.50  1.98 
機關用地 246.7661 2.48  1.96 
公園用地 385.8406 3.88  3.07 
兒童遊樂場用地 33.5005 0.34  0.27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2.7313 0.23  0.18 
綠地、綠帶 36.6553 0.37  0.29 
生態綠地 1.5575 0.02  0.01 
體育場用地 48.1210 0.48  0.38 
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6.5166 0.07  0.05 
園道用地 58.8673 0.59  0.47 
市場用地 42.0890 0.42  0.33 
批發市場用地 4.8049 0.05  0.04 
註：表列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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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604 及 607 次會議審決部分)書，94.6.22 
 
 
 
 
 



 

 
表二  現行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之土地使用表(續一) 

項目 現行計畫面積（公頃）
占都市發展用地面積

（％） 
占計畫面積
（％） 

加油站用地 0.3919 0.00  0.00 
廣場用地 3.8133 0.04  0.03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28.0508 0.28  0.22 

停車場用地 27.0586 0.27  0.22 

停
車
場
用
地 小計 55.1094 0.55  0.44 

污水處理廠用地 34.8097 0.35  0.28 
垃圾處理場用地 71.0539 0.71  0.57 
廢棄物處理場用地 2.1029 0.02  0.02 
屠宰場用地 0.0000 0.00  0.00 
殯儀館用地 1.8502 0.02  0.01 
火葬場用地 1.1909 0.01  0.01 
機場用地 146.8366 1.48  1.17 
民用航空站用地 0.8271 0.01  0.01 
車站用地 1.1012 0.01  0.01 
電路鐵塔用地 0.0151 0.00  0.00 
消防用地 0.2787 0.00  0.00 
郵政事業用地 4.6792 0.05  0.04 
變電所用地 8.7929 0.09  0.07 
電信事業用地 0.0000 0.00  0.00 
電信用地 0.4699 0.00  0.00 
電力用地 10.8531 0.11  0.09 
自來水事業用地 2.2901 0.02  0.02 
社教機構用地 26.0042 0.26  0.21 
醫療衛生機構用地 27.5508 0.28  0.22 
交通用地 11.7902 0.12  0.09 
上下水道用地 0.1244 0.00  0.00 

排水道用地 189.8574 1.91  1.51 

排水道用地兼作道

路使用 
0.2661 0.00  0.00 

排
水
道
用
地 

小計 190.1235 1.91  1.51 
註：表列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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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604 及 607 次會議審決部分)書，94.6.22 
 
 
 
 



 

表二  現行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之土地使用表(續二) 

項目 現行計畫面積（公頃）
占都市發展用地面積

（％） 
占計畫面積
（％） 

道路用地 1935.6935 19.47  15.40 
道路用地兼作鐵路
使用 2.1403 0.02  0.02 

道路用地兼作鐵路
及河川使用 0.0878 0.00  0.00 

道路用地兼作河川
使用 2.7554 0.03  0.02 

道路用地兼作排水
道使用 3.8194 0.04  0.03 

道
路
用
地 

小計 1944.4964 19.56  15.47 
鐵路用地 38.7652 0.39  0.31 
鐵路用地兼作社教
機構使用 0.4077 0.00  0.00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
使用 0.0800 0.00  0.00 

鐵路用地兼作河川
使用 3.7939 0.04  0.03 

鐵
路
用
地 

小計 43.0468 0.43  0.34 
公墓用地 94.9638 0.96  0.76 

高速公路用地 117.2732 1.18  0.93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
鐵路使用 2.9063 0.03  0.02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0.6704 0.01  0.01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
鐵路及道路使用 0.2396 0.00  0.00 

高
速
公
路
用
地 

小計 121.0895 1.22  0.96 
農業區 2487.1236 -  19.79 

河川區 139.8380 -  1.11 
河川區兼作道路使
用 1.0503 -  0.01 

河
川
區 

小計 140.8883 -  1.12 
合計 12570.5006 100.00  100.00 

註：表列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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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604 及 607 次會議審決部分)書，94.6.22 
 



 

圖二  現行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示意圖 



 

伍、變更範圍使用現況  

一、鐵路沿線交通系統現況說明 

台中市鐵路沿線目前設置太原、台中(本次變更不包含台中

車站附近地區)、大慶等三座鐵路車站，待高架化完成後，將增

設松竹、精武、五權等三座簡易通勤站，屆時台中市將有六座鐵

路車站提供民眾鐵路通勤運輸服務；未來鐵路高架化後，高架

橋淨高約 8～10 公尺，鐵路兩側原受鐵路阻隔之道路系統，在鐵

路高架化後將可連通，可大幅提昇聯外交通便利性。現行鐵路沿

線之交通現況說明如下： 

 (一)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之既有鐵路車站為太原站，鐵路沿

線之道路系統分為平行道路與橫交道路兩部分，現況與鐵路平行

之道路包括東光路、南京東路、北屯路、建國路等；現況與鐵路

橫交之道路則有碧柳一巷、松竹路、東山路、北屯路 240 巷、三

光巷、太原路、天祥街、興進路、力行路、精武路、十甲路、自

由路、建成路、進化路、復興路四段等 15 處，該交叉路口處

設有平交道、陸橋、地下道供民眾通行 (詳表三及圖三)。 
 

表三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橫交道路與鐵路交叉型式一覽表 
橫交道路 交叉型式 備註 

碧柳一巷 平交道  
松竹路 陸橋 高架跨越鐵路與北屯路 
東山路 地下道 往西續接文心路四段 
北屯路240巷 
(東光路一段892巷) 地下道(單向) 為南京東路、東光路兩路段北端終點 

三光巷 機車專用地下道  
太原路 地下道 地下道穿越南京東路與東光路 
天祥街 地下道 地下道兩端為南京東路與東光路，U型地下道 
興進路 平交道 與東光路形成T字路口 
力行路 地下道 地下道兩端為南京東路與東光路，U型地下道 
精武路 地下道 地下道穿越南京東路與東光路 
十甲路 平交道  
自由路三段 -自由
路四段 地下道  

建成路 地下道 地下道穿越南京路與復興東路 
進化路-旱溪街 機車專用地下道 地下道兩端分別為南京路與復興東路，U型地下道
復興路五段-四段 陸橋 高架跨越復興東路與新民街 

資料來源：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定案報告)，96.04 

 



 

 

圖三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鐵路沿線道路系統圖 

資料來源：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定案報告)，96.04 

圖三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鐵路沿線道路系統圖 

台中車站 
附近地區



 

(二) 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 

「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既有鐵路車站為大慶站，鐵路沿線

之道路系統分為平行道路與橫交道路兩部分，現況與鐵路平行之

道路包括建國南路與建國北路；現況與鐵路橫交之道路有台中路

、民生路、康樂街、林森路、五權路、三民路一段、美村路、忠

明南路、崇倫街、文心南路、大慶街二段等 11 處，該交叉路口

處設有平交道、陸橋、地下道供民眾通行。(詳表四及圖四) 
表四  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橫交道路與鐵路交叉型式一覽表 

橫交道路 交叉型式 備註 
台中路-民權路 平面道路 上有鐵路陸橋 
民生路 地下道(鐵路涵洞) 高度限制4.6公尺 
康樂街-正義街 地下道(鐵路涵洞) 高度限制3.0公尺 

林森路-國光路 地下道(鐵路涵洞) 
高度限制3.2公尺，為維持地下道淨高，
建國北路路面抬高跨越林森路，立體交
叉設施阻隔建國南路連通。 

五權路 地下道 地下道穿越建國北路與建國南路 
三民路一段 平交道  

美村路 地下道 地地下道穿越建國北路與建國南路，立體
交叉設施阻擋半個建國南路路口。 

忠明南路 地下道 地下道穿越建國北路與建國南路 
崇倫街 機車專用地下道  
文心南路 陸橋+側車道 高架跨越建國北路與建國南路 
大慶街二段 平交道  

資料來源：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定案報告)，96.04 



 

 

 

 

圖四  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鐵路沿線道路系統圖 

 

 

 

 

 

 

 

 

 

 

 

 

 

 

 

資料來源：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定案報告)，96.04 

圖四  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鐵路沿線道路系統圖 

台中車站 
附近地區 



 

二、鐵路沿線土地使用現況說明 

(一)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 

現行「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既有火車站為太原火車站，本

次變更所涉及之鐵路用地東側沿線之土地使用類型可約略分為

下述 6 種類型(詳參圖五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之使用現況說明(
一)～(三))： 

１. 農田或荒地：自台中市與潭市鄉界南側起至東山路北側止，

該鐵路用地東側沿線之土地多為農田或荒地使用。 

２. 園道：自東山路南側起至自由路四段止，該鐵路用地東側沿

線之土地多為園道使用，園道內現有綠化植栽並設有街道傢

俱與自行車道，供民眾休閒遊憩使用。 

３. 停車場：自東光路 892 巷南側起至太原火車站止，該鐵路用

地東側沿線之土地現為停車場，供鄰近住戶及搭乘火車之民

眾停放小客車使用。 

４. 平交道：該段鐵路用地東側沿線共行經碧柳一巷、興進路及

十甲路等 3 座鐵路平交道。 

５. 陸橋：該段鐵路用地東側沿線共行經松竹路、復興路五段-

四段等 2 座陸橋。 

６. 地下道：該段鐵路用地東側沿線共行經東山路、北屯路 240

巷、三光巷、太原路、天祥街、力行路、精武路、自由路三

段-自由路四段、建成路、進化路-旱溪街等 10 座地下道。 

 



 

 
圖五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之使用現況說明(一) 



 

圖五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之使用現況說明(二) 

 



 

圖五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之使用現況說明(三) 



 

(二)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 

現行「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之既有火車站為大慶火車站，

本次變更所涉及之鐵路用地南側沿線之土地使用類型可約略分

為下述 8 種類型(詳參圖六 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之使用現況說

明(一)～(三))： 

１. 臨時性建物：自台中路西側起至民生綠橋東側止，該段鐵路

用地南側沿線之土地現為民眾搭建鐵皮居住使用。 

２. 綠川：部分鐵路橫跨綠川上方。 

３. 道路用地：自民生路西側起至學府路東側止，該段鐵路用地

南側沿線之土地現為 8m～15m 道路使用。 

４. 園道：自學府路西側起至大慶街二段東側止，該段鐵路用地

南側沿線之土地現為園道使用。 

５. 停車場：自大慶街二段西側起至大慶火車站止，該段鐵路用

地南側沿線之土地現為大慶火車站之機、踏車停車場使用。 

６. 平交道：該段鐵路用地南側沿線共行經台中路-民權路、三

民路一段、大慶街二段等 3 座鐵路平交道。 

７. 陸橋：該段鐵路用地南側沿線行經文心南路陸橋乙座。 

８. 地下道：該段鐵路用地南側沿線共行經民生路、康樂街-正

義街、林森路-國光路、五權路、美村路、忠明南路、崇倫

街等 7 座地下道。 



 

圖六  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之使用現況說明(一) 



 

圖六  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之使用現況說明(二) 



 

圖六  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之使用現況說明(三) 

 

 

 

 

 

 



 

陸、橫交道路改善計畫  
現行台中市鐵路兩側原受鐵路阻隔之道路系統，於鐵路高架

化後，高架橋下淨高約 8～10 公尺，已無道路淨高限制之問題。 

依「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未來台中

市整體路網結構，現行鐵路橫交道路介面處理方式包括「現有地

下道填平恢復為平面道路」、「現有地下道填平不連通」、「跨鐵路

陸橋拆除恢復為平面道路」、「維持地下道型式(側車道連通)」、「
維持平面道路」、「新增橫交道路連通」等六種方式處理之。 

其中鐵路橫交道路非市區主要道路或現有立體橫交主要道

路立體交叉線形不佳者，則恢復為平面道路，以增道路系統之可

及性；另為維持鐵路兩側地區道路整體性，適當連通鐵路兩側道

路寬度 8 公尺以上之道路，以與其它市區主要道路銜接，故於鐵

路沿線既有路口間距 500 公尺以上新增路口。 

配合未來都市計畫開發與計畫道路規劃，鐵路高架墩柱應避

開計畫道路路口，以預留未來連通之缺口。其鐵路高架化後道路

橫交型式改善措施說明如下： 



 

(一)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

計畫研究案」，為維持鐵兩側地區道路整體性及可及性，納入本

計畫範圍之新增路口共 2 處(包括北屯路 226 巷-東光路 822 巷、

進德路)，陸橋恢復平面道路 1 處(松竹路)、地下道恢復平面道路

6 處(文心路四段–東山路、天祥街、力行路、精武路、自由路

三段-四段、進化路-旱溪街/泉源街)，其鐵路高架化後道路橫交

型式改善，詳表五、圖七。 
表五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鐵路高架化後橫交道路改善構想說明表 

橫交道路名稱 
兩側道
路寬度 

(m) 
現況交 
叉型式 

橫交道路介面
處理方式 

與上方
路口距
離  (m)

與下方
路口距
離  (m)

備註 

碧柳一巷 6 平交道 維持平面道路 ─ 272  

松竹路 30 陸橋 陸橋恢復平面
道路 272 1371 參考台中捷運烏日文心北屯

線建設計畫之平面道路規劃 

文心路四段–東山路 40─15 地下道 地下道恢復平
面道路 1371 70 需與東山路南側之東光路與

南京東路一併開闢 
北屯路240巷 
(東光路一段892巷) 8 地下道 

(單向) 
地下道填平不
連通 70 195 與東山路路口間距過近 

北屯路226巷-東光路
822巷 8 未貫通 新增橫交道路 195 220 文心路-東山路與太原街路口

間距578公尺 

三光巷 4─6 
機車專
用地下
道 

地下道填平，
不連通 220 93 與太原路路口間距過近 

太原路 25─35 地下道 維持地下道 
(側車道連通) 93 493 

地下道改建為雙向2車道，僅
供汽車通行，機慢車可行駛側
車道 

天祥街 10─20 地下道 地下道恢復平
面道路 493 547 地下道線形不佳，建議恢復為

平面道路 
興進路 12 平交道 維持平面道路 547 546  

力行路 10 地下道 地下道恢復平
面道路 546 305 地下道線形不佳，建議恢復為

平面道路 

精武路 19─16 地下道 地下道恢復平
面道路 305 367 緊鄰精武車站，建議恢復平面

道路 
十甲路 10-15 平交道 維持平面道路 367 220  

自由路三段-四段 15─20 地下道 地下道恢復平
面道路 220 201 地下道線形為U型，建議恢復

平面道路 

建成路 30 地下道 維持地下道 
(側車道連通) 201 131 為地區主要道路且有足夠的

側車道空間 

進化路-旱溪街/泉源
街 10─6 

機車專
用地下
道 

地下道恢復平
面道路 131 213 地下道線形不佳，建議恢復為

平面道路 

進德路 26 未貫通 新增橫交道路 213 325 
進化街與復興路路口間距約
538公尺，進德路往北連接自
由路並與進德北路銜接 

復興路五段-四段 20─25 陸橋 陸橋恢復平面
道路 325 225 

參考台中車站特定專用區(配
合鐵路立體化工程)整體開發
計畫之平面道路規則，建議恢
復為平面道路。 

註：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之橫交道路改善工程不包括位於台中車站附近地區範圍內之復



 

興陸橋(復興路五段-四段)恢復平面道路部分。 
資料來源：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定案報告)，9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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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定案報告)，96.04 

圖七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橫交道路改善構想示意圖 



 

(二) 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 

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

計畫研究案」，為維持鐵兩側地區道路整體性及可及性，納入本

計畫範圍之新增路口共 3 處(包括柳川東路一段-南陽街、西川一

街、東興路)，鐵路涵洞恢復平面道路 2 處(包括民生路、康樂街

─正義街)、地下道恢復平面道路 1 處(美村路)，其鐵路高架化後

道路橫交型式改善，詳表六、圖八。 
表六  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鐵路高架化後橫交道路改善構想說明表 

橫交道路名稱 
兩側道
路寬度

(m) 
現況交叉
型式 

橫交道路介面
處理方式 

與上方
路口距
離(m)

與下方
路口距
離(m)

備註 

台中路─民權路 28-25 平面道路 維持平面道路 ─ 239  

民生路 10 鐵路涵洞
涵洞恢復平面
道路 239 235  

康樂街─正義街 10─20 鐵路涵洞
涵洞恢復平面
道路 235 231  

林森路─國光路 25 鐵路涵洞 保留鐵路涵洞 231 856  

五權路 30 地下道 保留地下道 856 149 地區主要道路，側車道路寬
約7公尺 

三民路一段 20 平交道 維持平面道路 149 504  

美村路 20 地下道
地下道恢復平
面道路 504 340 地區聯絡道路 

柳川東路一段-南陽街 10 未貫通 新增橫交道路 340 55  

忠明南路 30 地下道
保 留 地 下 道
(側車道不連
通) 

395 178  

崇倫街 10 機車專用
地下道

地下道填平不
連通 178 39 地下道線形不佳，兩側道路

寬約6公尺 

西川一街 15 未貫通 新增橫交道路 39 477 忠明南路和文心南路路口間
距約1099公尺 

東興路 25 未貫通 新增橫交道路 477 406 忠明南路和文心南路路口間
距約1099公尺 

文心南路 40 陸橋+側
車道 

拆除陸橋，改
建地下道 406 192  

大慶街二段 15 平交道 維持平面道路 192 ─  
資料來源：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定案報告)，9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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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車站停車供給及旅客轉運措施  

本案目標年為民國 120 年(西元 2031 年)，依據「台中都會區鐵路

高架捷運化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內容節錄，各車站於尖峰小時進出

站人數介於 918～2,272 人間(詳表七)。 
未來本計畫內各車站有關汽車、自行車、機車等停車供給及旅客

轉運措施均應納入「交通衝擊評估計畫」，於辦理車站用地都市設計

審議前，應先行將「交通衝擊評估計畫」送至台中市政府交通處審核。 
 

表七  各站進出及站間通過量初步運量預測結果 
全日運量（人次/日） 尖峰小時運量（人次/時） 

站名 進站
人數 

出站
人數 

上行 
通過量 

下行
通過量

進站人
數 

出站人
數 

上行 
通過量

下行
通過量 

尖峰小時 
進出站人數
（人次/時）

松竹站 6,145 6,137 30,184 30,400 1,136 1,136 5,585 5,624 2,272 
太原站 3,674 3,661 32,636 32,861 680 677 6,037 6,079 1,357 
精武站 2,483 2,474 32,996 33,234 459 458 4,920 4,912 918 
五權站 5,304 5,284 32,930 33,301 981 978 6,092 6,161 1,959 
大慶站 3,337 3,205 32,708 33,099 618 593 6,051 6,123 1,210 
資料來源：「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 



 

捌、變更理由  

本案係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

畫」，將原阻隔台中市東、西活動串聯性之鐵道以高架化方式重新改

造，消弭 25 處因鐵道平交道穿越所造成之空間限制，減少鐵路兩側

都市發展的屏障，並配合台鐵捷運化設置通勤車站。 
本次變更範圍係依上開計畫之「永久路權線」規劃及「車站站體

與相關附屬設施」範圍辦理變更，其與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不

符者；擬將部分道路用地變更為「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部分排

水道用地變更為「鐵路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且配合本次新增或原

車站站體與相關附屬設施所需用地，擬將部分道路用地及鐵路用地變

更為「車站用地」。 
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中，為維持鐵

路側兩側地區道路整體性，適當連通鐵路兩側道路寬度 8 公尺以上之

道路，以與其它市區主要道路銜接，辦理「新增路口」；及為提升道

路系統之可及性，於鐵路橫交道路非屬市區主要道路或現有立體橫交

主要道路立體交叉線形不佳，將「恢復為平面道路」，故變更為「鐵

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另因永久路權線規劃致部分道路用地畸零狹小，一併變更為「鐵

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以利管理。 
 



 

玖、變更計畫內容  

變更後之道路用地減少 9.1865 公頃，排水道用地減少 0.0345 公

頃、鐵路用地減少 2.9999 公頃；車站用地增加 4.7315 公頃、鐵路用

地兼作道路使用增加 7.4549 公頃、鐵路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增加

0.0345 公頃。其變更內容說明如下： 

一、變更部分道路用地為車站用地，面積為 2.0136 公頃。 

二、變更部分鐵路用地為車站用地，面積為 2.7179 公頃。 

三、變更部分道路用地為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面積為 7.1729 公頃。 

四、變更部分鐵路用地為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面積為 0.2820 公頃。 

五、變更部分排水道用地為鐵路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面積為 0.0345 公

頃。 
變更內容詳見表八及圖九～圖十，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詳見表

九。 



 

表八  變更內容明細表 
變更內容 編

號 位       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

註

1 

台中市與潭

子鄉界南側

至舊社公園

東側 

道路用地 
(0.6736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0.6736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將原阻隔台中市東、西活動
串聯性之鐵道以高架化方式重新改造，消弭
25處因鐵道平交道穿越所造成之空間限
制，減少鐵路兩側都市發展的屏障。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之永
久路權線規劃所需用地變更。 

3.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
究案」，將松竹路陸橋恢復為平面道路。 

2 
道路用地 
(0.3446ha) 

車站用地 
(0.3446ha) 

3 

舊社公園東

側至松竹車

站站體 鐵路用地 
(0.3109ha) 

車站用地 
(0.3109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台鐵捷運化通勤車站之設置。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新增
松竹車站站體及相關附屬設施所需用地變
更。 

松

竹

車

站

4 
松竹車站站

體南側至東

光路724巷 

道路用地 
(1.5803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1.5803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將原阻隔台中市東、西活動
串聯性之鐵道以高架化方式重新改造，消弭
25處因鐵道平交道穿越所造成之空間限
制，減少鐵路兩側都市發展的屏障。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之永
久路權線規劃所需用地變更。 

3.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
究案」，將文心路四段–東山路地下道恢復
為平面道路。 

5 

北屯路226巷
及東光路822
巷與鐵路用

地橫交處 

鐵路用地 
(0.0638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0.0638ha) 

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
研究案」中，為維持鐵路側兩側地區道路整體
性，適當連通鐵路兩側道路寬度8公尺以上之
道路，以與其它市區主要道路銜接，辦理新增
路口之變更。 

新

增

路

口

6 
道路用地 
(0.5412ha) 

車站用地 
(0.5412ha) 

7 
鐵路用地 
(0.1013ha) 

車站用地 
(0.1013ha) 

8 

台
中
火
車
站
以
北
地
區 

東光路724巷
至太原車站

站體 
鐵路用地 
(0.2607ha) 

車站用地 
(0.2607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台鐵捷運化通勤車站之設置。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太原

車站站體及相關附屬設施所需用地變更。 

太

原

車

站

註：1.凡本次變更未指明變更部份，均應以現行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依據「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永久路權線圖之區域線控制點

座標，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及「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中，新

增路口及陸橋、地下道、鐵路涵洞恢復為平面道路之規劃範圍，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

割測量面積為準。 
3.現況為園道、綠地及道路用地等土地，於配合高架化後，應以不妨礙原使用功能為原

則；鐵路高架化後之騰空土地，應以整體規劃為原則並優先規劃為自行車道使用。 
4.變更內容詳見附件四變更內容示意圖。 



 

表八  變更內容明細表(續一) 
變更內容 編

號 位       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

註

9 

太原車站站

體南側至東

光路 204 巷 3
弄北側 

道路用地 
(1.1100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1.1100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將原阻隔台中市東、西活動
串聯性之鐵道以高架化方式重新改造，消弭
25處因鐵道平交道穿越所造成之空間限
制，減少鐵路兩側都市發展的屏障。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之永
久路權線規劃所需用地變更。 

10 
天祥街與鐵

路橫交處 
鐵路用地 
(0.0531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0.0531ha) 

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
研究案」，將天祥街地下道恢復為平面道路。

11 
力行路與鐵

路橫交處 
鐵路用地 
(0.0352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0.0352ha) 

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
研究案」，將力行路地下道恢復為平面道路。

 12 
道路用地 
(0.2962ha) 

車站用地 
(0.2962ha) 

13 

東光路204巷
3弄北側至精

武車站站體 鐵路用地 
(0.5135ha) 

車站用地 
(0.5135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台鐵捷運化通勤車站之設置。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新增
精武車站站體及相關附屬設施所需用地變
更。 

精

武

車

站

14 
精武路與鐵

路橫交處 
鐵路用地 
(0.0532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0.0532ha) 

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
研究案」，將精武路地下道恢復為平面道路。

15 
精武車站站

體南側至交

四北側附近 

道路用地 
(1.0920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1.0920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將原阻隔台中市東、西活動
串聯性之鐵道以高架化方式重新改造，消弭
25處因鐵道平交道穿越所造成之空間限
制，減少鐵路兩側都市發展的屏障。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之永
久路權線規劃所需用地變更。 

3.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
究案」，將自由路三段–自由路四段及進化
路–旱溪街/泉源街等2處地下道恢復為平
面道路。 

16 

台

中

火

車

站

以

北

地

區 

進德路與鐵

路用地橫交

處 

鐵路用地 
(0.0036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0.0036ha) 

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
研究案」中，為維持鐵路側兩側地區道路整體
性，適當連通鐵路兩側道路寬度8公尺以上之
道路，以與其它市區主要道路銜接，辦理新增
路口之變更。 

新

增

路

口

註：1.凡本次變更未指明變更部份，均應以現行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依據「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永久路權線圖之區域線控制點

座標，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及「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中，新

增路口及陸橋、地下道、鐵路涵洞恢復為平面道路之規劃範圍，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

割測量面積為準。 
3.現況為園道、綠地及道路用地等土地，於配合高架化後，應以不妨礙原使用功能為原

則；鐵路高架化後之騰空土地，應以整體規劃為原則並優先規劃為自行車道使用。 



 

4.變更內容詳見附件四變更內容示意圖。 



 

表八  變更內容明細表(續二) 
變更內容 編

號 位       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

註

17 
台中路西側 
至綠川東側 

道路用地 
(0.0647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0.0647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將原阻隔台中市東、西活動
串聯性之鐵道以高架化方式重新改造，消弭
25處因鐵道平交道穿越所造成之空間限
制，減少鐵路兩側都市發展的屏障。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之永
久路權線規劃所需用地變更。 

3.因永久路權線規劃致台中路西側部分道路
用地畸零狹小，一併變更為鐵路用地兼作道
路使用以利管理。 

18 綠川(近台中
路附近) 

排水道用地
(0.0303ha) 

鐵路用地兼作
排水道使用

(0.0303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將原阻隔台中市東、西活動
串聯性之鐵道以高架化方式重新改造，消弭
25處因鐵道平交道穿越所造成之空間限
制，減少鐵路兩側都市發展的屏障。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之永
久路權線規劃所需用地變更。 

19 
綠川西側至
五權南路西
側 

道路用地 
(1.4069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1.4069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將原阻隔台中市東、西活動
串聯性之鐵道以高架化方式重新改造，消弭
25處因鐵道平交道穿越所造成之空間限
制，減少鐵路兩側都市發展的屏障。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之永
久路權線規劃所需用地變更。 

3.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
究案」，將民生路及康樂街–正義街等2處
鐵路涵洞地下道恢復為平面道路。 

20 綠川(近機55
附近) 

排水道用地
(0.0042ha) 

鐵路用地兼作
排水道使用

(0.0042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將原阻隔台中市東、西活動
串聯性之鐵道以高架化方式重新改造，消弭
25處因鐵道平交道穿越所造成之空間限
制，減少鐵路兩側都市發展的屏障。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之永
久路權線規劃所需用地變更。 

21 
道路用地 
(0.3796ha) 

車站用地 
(0.3796ha) 

22 
鐵路用地 
(0.2189ha) 

車站用地 
(0.2189ha) 

23 

台
中
火
車
站
以
南
地
區 

五權南路西
側至五權車
站站體 

鐵路用地 
(0.4369ha) 

車站用地 
(0.4369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台鐵捷運化通勤車站之設置。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新增
五權車站站體及相關附屬設施所需用地變
更。 

五
權
車
站

註：1.凡本次變更未指明變更部份，均應以現行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依據「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永久路權線圖之區域線控制點

座標，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及「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中，新

增路口及陸橋、地下道、鐵路涵洞恢復為平面道路之規劃範圍，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

割測量面積為準。 
3.現況為園道、綠地及道路用地等土地，於配合高架化後，應以不妨礙原使用功能為原

則；鐵路高架化後之騰空土地，應以整體規劃為原則並優先規劃為自行車道使用。 



 

4.變更內容詳見附件四變更內容示意圖。 



 

表八  變更內容明細表(續三) 
變更內容 編

號 位       置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理由 備

註

24 
五權車站站
體西側至文
心南路西側 

道路用地 
(1.2454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1.2454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將原阻隔台中市東、西活動
串聯性之鐵道以高架化方式重新改造，消弭
25處因鐵道平交道穿越所造成之空間限
制，減少鐵路兩側都市發展的屏障。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之永
久路權線規劃所需用地變更。 

3.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
究案」，將美村路地下道恢復為平面道路。

25 
柳川東路與

鐵路用地橫

交處 

鐵路用地 
(0.0308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0.0308ha) 

26 
西川一路與

鐵路用地橫

交處 

鐵路用地 
(0.0423ha) 

鐵路用地兼作

道路使用 
(0.0423ha) 

配合「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
研究案」中，為維持鐵路側兩側地區道路整體
性，適當連通鐵路兩側道路寬度8公尺以上之
道路，以與其它市區主要道路銜接，辦理新增
路口之變更。 

新

增

路

口

27 
道路用地 
(0.4323ha) 

車站用地 
(0.4323ha) 

28 

文心南路西

側至台中市

與烏日鄉界 鐵路用地 
(0.8757ha) 

車站用地 
(0.8757ha) 

29 

台

中

火

車

站

以

南

地

區 

文心南路西

側至台中市

與烏日鄉界

(建國北路沿

線) 

道路用地 
(0.0197ha) 

車站用地 
(0.0197ha) 

1.配合新十大建設中之「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
捷運化計畫」台鐵捷運化通勤車站之設置。

2.依「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大慶
車站站體及相關附屬設施所需用地變更。 

大

慶

車

站

註：1.凡本次變更未指明變更部份，均應以現行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依據「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永久路權線圖之區域線控制點

座標，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及「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中，新

增路口及陸橋、地下道、鐵路涵洞恢復為平面道路之規劃範圍，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

割測量面積為準。 
3.現況為園道、綠地及道路用地等土地，於配合高架化後，應以不妨礙原使用功能為原

則；鐵路高架化後之騰空土地，應以整體規劃為原則並優先規劃為自行車道使用。 
4.變更內容詳見附件四變更內容示意圖。 



 

圖九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

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位置總圖 



 

圖十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

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一) 



 

圖十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

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二) 



 

圖十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

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三) 



 

圖十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

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四) 



 

圖十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

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五) 



 

圖十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

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六) 



 

圖十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

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七) 



 

圖十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

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八) 



 

圖十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

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九) 

 



 

表九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會區鐵

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面積增減統計表 



 

表九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會區鐵

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面積增減統計表(續一) 
 



 

拾、實質計畫  

一、計畫範圍說明 

「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台中市路段計畫範圍

沿線長度約 9,720 公尺(不含台中車站附近地區) ，計畫面積約 2
9.5463 公頃 (計畫面積為鐵路用地與永久路權線之總合)。 

本計畫變更範圍以台中火車站為中心點【不包含台中車站附

近地區，其範圍北起進德路，南至台中路】，依行經路線可分為

「台中火車站以北地區」與「台中火車站以南地區」等二區，配

合高架化工程需變更面積約 12.2209 公頃 (詳表十～表十一)。 

變更沿線分別行經「台中市都市計畫(東光、三光地區)細部

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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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都市計畫(樹德地區)細部計畫」等 3
個細部計畫區(詳圖十一所示)。 



 

 
 

 

 

 

圖十一  計畫位置與細部計畫區之區位關係示意圖 

台中縣潭子鄉 

台中縣烏日鄉 

太太原原火火車車站站  

台中縣太平市 

台中縣大里市 

松松竹竹火火車車站站((預預定定))  

精精武武火火車車站站((預預定定))  

五五權權火火車車站站((預預定定))  

大大慶慶火火車車站站  
東光、三光地區細部計畫 

台中車站附近地區範圍線 

台台中中火火車車站站  

松 

竹 

路 

東
路

一
段

路

文 

心

南

文 心 路 四 段 山

忠

明

南

路

五

權 

路

精
武 路

太 原 路 三
段

台中車站附近地區 

變更位置 

變更範圍 

樹德地區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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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一  計畫位置與細部計畫區之區位關係示意圖 



 

二、土地使用計畫 

本案配合「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之「永久路權

線」規劃及「車站站體與相關附屬設施」與「台中市鐵路高架化

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於橫交道路「新增路口」與「恢復平面

道路」辦理變更及因永久路權線規劃致部分道路用地畸零狹小，

一併變更為「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以利管理。現況為園道、

綠地及道路用地等土地，於配合高架化後，應以不妨礙原使用功

能為原則。其變更後之土地使用計畫說明如下： 

(一)車站用地 

現行計畫範圍內並無車站用地，本次配合鐵路高架化設置車

站站體及相關附屬設施之需求，共新增 4.7315 公頃。 

本次新增之車站用地，依計畫分別作松竹車站(面積 0.6555
公頃)、太原車站(面積 0.9032 公頃)、精武車站(面積 0.8097 公頃

)、五權車站(面積 1.0354 公頃)及大慶車站(面積 1.3277 公頃)等 5
處車站站體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車站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40%、容積率不得大於 200% (
高架月台不計入容積)，得作為汽車、機車、自行車之租賃與自

行車之買賣與修理使用；車站建築設施需經都市設計審議，並依

「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都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要點」之規定辦理。  

各車站用地停車位之劃設原則，於辦理都市設計審議前，應

先擬具交通衝擊評估計畫送交通處審核，其中應評估機車與自行

車實際停車之需求，並於開發時依實際需求設置足量機車與自行

車停車位；停車位（含機車與自行車停車位）不計入容積率計算

。 

 (二)鐵路用地 

現行計畫範圍之鐵路用地面積為 20.3253 公頃，本次配合鐵

路高架化之及新增路口與恢復平面道路之需求，面積減少 2.999
9 公頃；變更後之鐵路用地面積為 17.3254 公頃，其中部分作高

架鐵路之使用面積約為 5.8937 公頃。鐵路高架化後之騰空土地

面積約為 11.4316 公頃，應以整體規劃為原則並優先規劃為自行

車道使用。 



 

 

 

(三)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現行計畫範圍內並無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本次配合鐵路

高架化及新增路口與恢復平面道路之需求，新增 7.4549 公頃之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四)鐵路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現行計畫範圍內並無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本次配合鐵路

高架化之需求，新增 0.0345 公頃。 

 
表十  計畫範圍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行計畫範圍
面積（公頃）

本次變更增減面積 
(公頃) 

變更後面積 
 (公頃) 

車站用地 0.0000 +4.7315 4.7315

排水道用地 0.0345 -0.0345 0.0000

道路用地 9.1865 -9.1865 0.0000

鐵路用地 20.3253 -2.9999 17.3254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0.0000 +7.4549 7.4549
鐵路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0.0000 +0.0345 0.0345
總計 29.5463 0.0000 29.5463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永久路權線圖之區

域線控制點座標，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及「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

計畫研究案」中，新增路口及陸橋、地下道、鐵路涵洞恢復為平面道路之規

劃範圍，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表十一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會區

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行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更
增減面積

(公頃) 
變更後面積 

(公頃) 
占都市發展
用地面積
（％） 

占計畫面積
（％） 

住宅區 3914.7373 3914.7373 39.37 31.14
新市政中心專用區 108.1073 108.1073 1.09 0.86
商業區 500.8643 500.8643 5.04 3.98

甲種工業區 28.4430 28.4430 0.29 0.23
乙種工業區 620.8690 620.8690 6.24 4.94
零星工業區 8.1900 8.1900 0.08 0.07

工
業
區 

小計 657.5020 657.5020 6.61 5.23
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 13.7030 13.7030 0.14 0.11
倉儲批發專用區 1.1771 1.1771 0.01 0.01
工商綜合專用區 3.6343 3.6343 0.04 0.03
園區事業專用區 213.3000 213.3000 2.15 1.70
航空事業專用區 29.8874 29.8874 0.30 0.24
電信事業專用區 0.0000 0.0000 0.00 0.00
電信專用區 14.6511 14.6511 0.15 0.12
農會專用區 0.2384 0.2384 0.00 0.00
加油站專用區 6.1297 6.1297 0.06 0.05
醫療專用區 3.7057 3.7057 0.04 0.03
宗教專用區 0.1005 0.1005 0.00 0.00
保存區 4.2251 4.2251 0.04 0.03
文教區 73.6505 73.6505 0.74 0.59
文小用地 214.0041 214.0041 2.15 1.70
文中用地 170.3223 170.3223 1.71 1.35
文中小用地 4.2028 4.2028 0.04 0.03
文高用地 66.3242 66.3242 0.67 0.53
文大用地 248.9158 248.9158 2.50 1.98
機關用地 246.7661 246.7661 2.48 1.96
公園用地 385.8406 385.8406 3.88 3.07
兒童遊樂場用地 33.5005 33.5005 0.34 0.27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2.7313 22.7313 0.23 0.18
綠地、綠帶 36.6553 36.6553 0.37 0.29
生態綠地 1.5575 1.5575 0.02 0.01
體育場用地 48.1210 48.1210 0.48 0.38
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6.5166 6.5166 0.07 0.05
註：1.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含農業區及河川區之面積。 

2.表內面積應依據「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永久路權線圖之區域線控制點座標，

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及「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中，新增路口及陸

橋、地下道、鐵路涵洞恢復為平面道路之規劃範圍，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3.表內未註明變更部分應依現行計畫為準。 



 

表十一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會區

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續一) 

項目 
現行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更 
增減面積 

(公頃) 
變更後面積 

(公頃) 
占都市發展
用地面積
（％） 

占計畫面積
（％） 

園道用地 58.8673 58.8673 0.59 0.47
市場用地 42.0890 42.0890 0.42 0.33
批發市場用地 4.8049 4.8049 0.05 0.04
加油站用地 0.3919 0.3919 0.00 0.00
廣場用地 3.8133 3.8133 0.04 0.03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28.0508 28.0508 0.28 0.22

停車場用地 27.0586 27.0586 0.27 0.22

停
車
場
用
地 小計 55.1094 55.1094 0.55 0.44

污水處理廠用地 34.8097 34.8097 0.35 0.28
垃圾處理場用地 71.0539 71.0539 0.71 0.57
廢棄物處理場用地 2.1029 2.1029 0.02 0.02
屠宰場用地 0.0000 0.0000 0.00 0.00
殯儀館用地 1.8502 1.8502 0.02 0.01
火葬場用地 1.1909 1.1909 0.01 0.01
機場用地 146.8366 146.8366 1.48 1.17
民用航空站用地 0.8271 0.8271 0.01 0.01
車站用地 1.1012 +4.7315 5.8327 0.06 0.05
電路鐵塔用地 0.0151 0.0151 0.00 0.00
消防用地 0.2787 0.2787 0.00 0.00
郵政事業用地 4.6792 4.6792 0.05 0.04
變電所用地 8.7929 8.7929 0.09 0.07
電信事業用地 0.0000 0.0000 0.00 0.00
電信用地 0.4699 0.4699 0.00 0.00
電力用地 10.8531 10.8531 0.11 0.09
自來水事業用地 2.2901 2.2901 0.02 0.02
社教機構用地 26.0042 26.0042 0.26 0.21
醫療衛生機構用地 27.5508 27.5508 0.28 0.22
交通用地 11.7902 11.7902 0.12 0.09
上下水道用地 0.1244 0.1244 0.00 0.00

排水道用地 189.8574 -0.0345 189.8229 1.91 1.51

排水道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0.2661 0.2661 0.00 0.00

排
水
道
用
地 小計 190.1235 -0.0345 190.0890 1.91 1.51
註：1.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含農業區及河川區之面積。 

2.表內面積應依據「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永久路權線圖之區域線控制點座標，
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及「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中，新增路口及陸
橋、地下道、鐵路涵洞恢復為平面道路之規劃範圍，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3.表內未註明變更部分應依現行計畫為準。 



 

 
表十一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台中都會區

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續二) 

項目 
現行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更 
增減面積 

(公頃) 
變更後面積 

(公頃) 
占都市發展
用地面積
（％） 

占計畫面積
（％） 

道路用地 1935.6935 -9.1865 1926.5070 19.38 15.33

道路用地兼作鐵路使用 2.1403 2.1403 0.02 0.02
道路用地兼作鐵路及河川使
用 0.0878 0.0878 0.00 0.00

道路用地兼作河川使用 2.7554 2.7554 0.03 0.02
道路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3.8194 3.8194 0.04 0.03

道
路
用
地 

小計 1944.4964 -9.1865 1935.3099 19.47 15.40
鐵路用地 38.7652 -2.9999 35.7653 0.36 0.28
鐵路用地兼作社教機構使用 0.4077 0.4077 0.00 0.00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0.0800 +7.4549 7.5349 0.08 0.06
鐵路用地兼作河川使用 3.7939 3.7939 0.04 0.03
鐵路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0.0000 +0.0345 0.0345 0.00 0.00

鐵
路
用
地 

小計 43.0468 +4.4895 47.5363 0.48 0.38
公墓用地 94.9638 94.9638 0.96 0.76

高速公路用地 117.2732 117.2732 1.18 0.93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鐵路使用 2.9063 2.9063 0.03 0.02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0.6704 0.6704 0.01 0.01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鐵路及道
路使用 0.2396 0.2396 0.00 0.00

高
速
公
路
用
地 

小計 121.0895 121.0895 1.22 0.96
農業區 2487.1236 2487.1236 19.79

河川區 139.8380 139.8380 1.11
河川區兼作道路使用 1.0503 1.0503 0.01

河
川
區 小計 140.8883 140.8883 1.12
合計 12570.5006 12570.5006 100.00 100.00
註：1.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含農業區及河川區之面積。 

2.表內面積應依據「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案」永久路權線圖之區域線控制點座標，

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及「台中市鐵路高架化後都市縫合計畫研究案」中，新增路口及陸

橋、地下道、鐵路涵洞恢復為平面道路之規劃範圍，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3.表內未註明變更部分應依現行計畫為準。 

 



 

拾壹、實施進度及經費  

「台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工程經費之主要內容可分為

用地取得、地上物補償費及工程建造費三部分，均依其有關規定由交

通部自民國 97 年～民國 103 年逐年編列經費，並採全額負擔方式辦

理，其事業及財務計畫詳參表十二。 

 
表十二  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公共設施

用地 
面積 

(公頃)  徵
購 

市地

重劃 

獎

勵

投

資 

公

地

撥

用

土地徵

購費及

地上物

補償費

工程費 其他 合計 

主

辦

單

位 

預定完成

期限 
(會計年度)

經費

來源

車站用地 4.7315    97,448 250,000 347,448 

鐵路用地

兼作道路

使用 
7.4532    202,552 776,000 978,552 

鐵路用地

兼作排水

道使用 
0.0345    150 150 

鐵路用地 17.3254     1,553,850 1,553,850 

交

通

部

鐵

路

改

建

工

程

局 

97年 
| 

103年 

交
通
部
編
列
預
算 

合計 29.5446     300,000 2,580,000 2,880,000    
註：鐵路用地之工程費係指原鐵路用地位於永久路權線範圍內土地，配合鐵路高架化

所需之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