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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都市計畫概要 

一、計畫發布實施經過 

本細部計畫於民國62年5月發布實施，並於民國74年辦理都市計畫變

更，後為配合臺中市及臺中都會區未來發展，開闢一新型商業中心，以容

納較高層次之商業活動，故於民國85年11月23日府工都字第155422號函發

布實施「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干城商業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書」，於第一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迄今，僅辦理1次都市計畫變更

案，有關本細部計畫辦理歷程詳參見表2-3。 

表 2-3 都市計畫辦理歷程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發布實施文號 

1 干城營區細部計畫（甲案） 
民國62年05月25日  

府建都字第26326號

2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干城營區主要計畫）（部份商業區為

道路及車站用地、部份車站用地為道路用地、部份機關用地

為道路及變電所用地）案 

民國74年07月26日  

府工都字第57857號

3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干城商業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 

民國85年11月23日  

府工都字第155422號

4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干城商業地區）細部計畫（第四種商

業區基地編號14-1土地及建築物容許使用組別增列第十五組

公務機關使用）案 

民國87年1月21日 

府工都字第10429號

 

二、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現行都市計畫以「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干城商業地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書」為依據，其計畫內容敘明如下。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臺中市中心東側，基地四周以南京路、自由路、進德

路、雙十路為界，計畫面積為18.5990公頃。 

（二）計畫年期與計畫人口 

以民國95年為計畫目標年，計畫人口訂為1,000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皆為商業區，商業區包括第一至第五種商業

區，面積共計11.742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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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變電所用地1處、公園兼兒童遊戲場用地1處、廣場兼停車場用

地1處、廣場用地2處、停車場用地2處及車站用地1處，面積共計2.8138
公頃。 

（五）交通系統計畫 

1. 主要出入道路：雙十路、自由路、進德路、南京路。 

2. 服務道路：自由一街、自由二街、自由三街、復興路五段、南京四街、進德

一街、進德二街、公園東路。 

3. 人行步道：街廓內道路除特定時間允許車輛裝卸貨物、運送垃圾外，地面層

規劃為人行徒步區，禁止一般車輛進入，劃設面積 0.1640 公頃。 

 

表 2-4 現行干城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一覽表 

項目 現行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 

第一種商業區 4.4990  24.19 

第二種商業區 0.4728  2.54 

第三種商業區 1.8186  9.78 

第四種商業區 1.7435  9.38 

第五種商業區 3.2089  17.25 

土地使用 

分區 

商 

業 

區 

小計 11.7428  63.14 

變電所用地 0.2352  1.26 

車站用地 0.8963  4.82 

停車場用地 0.6254  3.36 

廣場用地 0.3087  1.66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4145  2.23 

公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0.3337  1.80 

人行步道用地 0.1640  0.88 

道路用地 3.8784  20.85 

公共設施 

用地 

小計 6.8562  36.86 

合計 18.5990  100.00 

     資料來源：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干城商業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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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以「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干城商業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書」為依據，並彙整「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干城商業地區）細

部計畫（第四種商業區基地編號14-1土地及建築物容許使用組別增列第

十五組公務機關使用）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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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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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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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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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之圖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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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之圖例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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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條 本地區內之土地細分及編號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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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列分區內土地及建築物容許使用如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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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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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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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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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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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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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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旅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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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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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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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台中市干城地

區土地使用強度管制圖）及表 2-6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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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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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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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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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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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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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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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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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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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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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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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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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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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本地區內有關裝卸場之設置，應依表 2-7「裝卸場規定」之規定，在同

一基地內設置離街裝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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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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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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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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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禁止一般車輛通行。 

 

 

 



第二章  相關計畫及都市計畫概要 

2-18 

 

 

 

 

 

 

 

 

 

 

 

 

 

 

 

 

 

 

圖 2-3 陸橋與人工地盤 

 

 

 

 

 

 

 

 

 

 

 

 

 

 

 

 

 

 

圖 2-4 臺中市干城地區土地細分與設施用地編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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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臺中市干城地區土地及建物使用組別容許表 

第一種 

商業區 

第二種 

商業區 

第三種 

商業區 

第四種 

商業區 

第五種 

商業區 

 

6、7、9、

10-2、11、

19、20、

21、22、 

25-2、 

26-1、26-2

5 

2、3、 

14-2、15、

16-1、17 

1、4、 

13-2、 

14-1、23、 

25-1、27、 

28 

8、10-1、

12、13-1、

16-2、18、

21-1、24 

1.一般住宅 △ △ △ △ △ 

2.日常零售業   ○ ○ ○ 

3.一般零售業 ○  ○ ○ ○ 

4.日常服務業   ○ ○  

5.一般服務業 △ △ ○ ○ ○ 

6.一般事務所 △ △ △  ○ 

7.自由業事務所 △ △ △  ○ 

8.金融機構     ○ 

9.娛樂健身服務業 ○     

10.旅遊及運輸服務業     ○ 

11.餐旅業 ○  ○   

12.大型百貨公司 ○ ○   ○ 

13.公害輕微之輕工業  △  ○ ○ 

14.社區通訊設施     ○ 

15.公務機關   ○ ☉ ○ 

16.文教設施 ○     

圖例： 
1.○：許可組別（不受樓層限制）。 
2.△：許可組別（只限於二層樓以上）。 
3.☉：第四種商業區基地編號14-1之土地及建築物容許使用組別得作為第十五組之使用。 
4.各組使用項目詳依第四條規定辦理。 
（註）：第十三組在不牴觸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十七條之規定時，方得從事各款

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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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臺中市干城地區土地使用強度管制圖 

 

 

 

 

 

 

 

 

 

 

 

 

 

 

 

 

 

 

圖 2-6 臺中市干城地區指定設置陸橋、高架通道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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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街廓建蔽率及容積率對照表 

街廓 

編號 

基地面積 

（㎡） 

建蔽率 

（％） 

容積率 

（％） 

容許建築面積 

（㎡） 

容許容積面積

（㎡） 

1 3,635 70 500 2,544.50  18,175.00 

2 3,570 60 600 2,142.00  21,420.00 

3 4,126 60 600 2,475.60  24,756.00 

4 4,150 70 500 2,905.00  20,750.00 

5 4,728 65 560 3,073.20  26,476.80 

6 3,652 80 500 2,921.60  18,260.00 

7 2,968 70 500 2,077.60  14,840.00 

8 6,506 50 500 3,253.00  32,530.00 

9 4,707 80 400 3,765.60  18,828.00 

10-1 3,217 60 600 1,930.20  19,302.00 

10-2 4,855 50 300 2,427.50  14,565.00 

11 3,221 70 350 2,254.70  11,273.50 

12 2,795 55 700 1,537.25  19,565.00 

13-1 3,203 55 600 1,761.65  19,218.00 

13-2 1,050 70 500 735.00  5,250.00 

14-1 2,531 70 500 1,771.70  12,655.00 

14-2 2,625 65 600 1,706.25  15,750.00 

15 2,680 80 600 2,144.00  16,080.00 

16-1 1,857 70 450 1,299.90  8,356.50 

16-2 1,221 65 560 793.65  6,837.60 

17 3,328 80 500 2,662.40  16,640.00 

18 7,552 60 680 4,531.20  51,353.60 

19 8,509 55 1000 4,679.95  85,090.00 

20 2,690 55 100 1,479.50  2,690.00 

21 3,804 65 620 2,472.60  23,584.80 

21-1 4,028 65 700 2,618.20  28,196.00 

22 1,712 65 620 1,112.80  10,614.40 

23 2,712 70 500 1,898.40  13,560.00 

24 3,567 80 450 2,853.60  16,051.50 

25-1 800 70 500 560.00  4,000.00 

25-2 2,424 70 500 1,696.80  12,120.00 

26-1 2,156 60 600 1,293.60  12,936.00 

26-2 4,292 70 300 3,004.40  12,876.00 

27 1,499 70 500 1,049.30  7,495.00 

28 1,058 70 500 740.60  5,290.00 

合計 117,428 - - 76,173.25  647,3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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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臺中市干城地區指定設置人工地盤、高架廣場位置圖 

 

 

 

 

 

 

 

 

 

 

 

 

 

 

 

 

 

 

圖 2-8 臺中市干城地區指定開放空間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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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臺中市干城地區設置裝卸場規定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種類 應附設裝卸單位數 

一、百貨公司、商場、超級市場 

    、餐廳零售業、服務業、批

發業及商業事務所。 

總樓地板面積1,500平方公尺以上至3,000平方公尺以下

者，應附設一裝卸位；超過3,000平方公尺總樓地板面積

者，每超過3,000平方公尺或其零數應添設一裝卸位。 

二、旅社 

總樓地板面積2,500平方公尺以上至7,500平方公尺以下

者，應附設一裝卸位；超過7,500平方公尺總樓地板面積

者，每超過2,000平方公尺或其零數應添設一裝卸位。 

註：1.每一裝卸位面積平均以35平方公尺計，露天或有頂蓋均可，有頂蓋者之高度不得小
於4.2公尺。 

    2.同一建築物內供二類以上用途適用者，設置標準分別計算。 
    3.各裝卸位需與服務道路系統連通。 

 

 

 

 

 

 

 

 

 

 

 

 

 

 

 

 

 

 

 

圖 2-9 臺中市干城地區人行步道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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