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都市計畫縫合疑義綜理表暨圖冊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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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1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計畫範圍 

臺中市都市計

畫東側，太平

（新光地區）

都 市 計 畫 西

側，都市計畫

範圍交界處 

1.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圖目前尚未辦理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惟區段徵收範圍已完成整體開發作業，且已有 TWD97 樁

位資料。 
2.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圖為 TWD67 系統圖資，惟目前尚未辦理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且本段都市計畫範圍除旱溪段附近

外，其餘大部分皆有樁位成果資料。 
3.「變更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配合太平區新光地區區段徵收第二次專案變更）案」規劃方案研擬過程中，已配合縣市

地籍範圍，提列都市計畫範圍修正案，並研商決議納入本案辦理。 
4.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區段徵收範圍外之計畫範圍建議依地籍範圍展繪，但涉及地籍地段（太平區番子路段等）屬數化

地籍區，故建議依數值地籍區（東區旱溪段）地籍範圍展繪。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與臺中市都市計畫間之都

市計畫範圍，建議參考「變更太平（新光地區）都市

計畫（配合太平區新光地區區段徵收第二次專案變

更）案」太平區地籍範圍研商結論，以及參考臺中市

地籍範圍展繪新計畫範圍（原則範圍-4），並配合調

整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以符合實際現況使

用及減少都市計畫執行之疑義。 

除區段徵收區外之太平

區番子路段等地籍地

段，因已完成地籍重測

作業，依其重測後地籍

範圍為新計畫範圍外，

其餘依建議處理方式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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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01 

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太平（新

光地區）都市計畫及臺中市都市

計畫，三個都市計畫範圍交界處 

1.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部分錯開，重疊或錯開附近兩個都市計畫皆為道

路用地。 
2.100.1.19 發布實施之「擬定台中市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十三）

細部計畫案」計畫範圍，係已配合太平（新光地區）區段徵收範圍劃

設。 

1.有關計畫範圍部分，「擬定台中市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十三）細部計畫案」已研

商決議依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區段徵收範圍樁位資料，作為計畫範圍展繪依據，

建議配合該研商結果，修正臺中市都市計畫範圍。 
2.建議道路用地範圍依原則交-1「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現況已開闢，參考地

籍分割及發展現況調整」，以及原則交-3「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且現況未開

闢，參考地籍分割、規劃意旨與使用現況檢討調整」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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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02 

臺中市都市計畫 25M-4（太順

路）、20M-18（景賢八路）號計

畫道路與計畫範圍交界處 

1.兩都市計畫之計畫道路未順接，道路用地範圍地籍已分割，太平（新

光地區）部分計畫道路已開闢，臺中市部分計畫道路未開闢。 
2.100.1.19 發布實施之「擬定台中市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十三）

細部計畫案」計畫範圍，係已配合太平（新光地區）區段徵收範圍劃

設。 

1.有關計畫範圍部分，「擬定台中市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十三）細部計畫案」已研

商決議依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區段徵收範圍樁位資料，作為計畫範圍展繪依據，

建議配合該研商結果，修正臺中市都市計畫範圍。 
2.建議道路用地範圍依原則交-1「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現況已開闢，參考地

籍分割及發展現況調整」，以及原則交-3「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且現況未開

闢，參考地籍分割、規劃意旨與使用現況檢討調整」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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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新光 
地區）- 

03 

臺中市都市計畫 20M-19 號計畫

道路南段與計畫範圍交界處 

1.都市計畫縫合後，兩都市計畫之計畫道路未順接，除未登錄地未分割

外，道路用地範圍地籍已分割，且太平（新光地區）部分計畫道路已

開闢，臺中市部分計畫道路未開闢。 
2.100.1.19 發布實施之「擬定台中市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十三）

細部計畫案」計畫範圍，係已配合太平（新光地區）區段徵收範圍劃

設，且劃設細 20M-1 號計畫道路，銜接兩都市計畫區之道路系統。 

1.有關計畫範圍部分，「擬定台中市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十三）細部計畫案」已研

商決議依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區段徵收範圍樁位資料，作為計畫範圍展繪依據，

建議配合該研商結果，修正臺中市都市計畫範圍。 
2.有關道路系統斷裂部分，已於「擬定台中市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十三）細部計

畫案」劃設細 20M-1 號計畫道路銜接。 
3.錯開部分建議依原則土-1「計畫範圍兩側土地使用分區相同或土地使用管制相似，依所

屬都市計畫範圍鄰近土地使用分區，展繪兩側土地使用分區」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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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新光 
地區）- 

04 

臺中都市計畫 15M-159 號計畫

道路西段、太平（新光地區）都

市計畫太興路東段與計畫範圍

交界處 

1.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 20M 之計畫道路，臺中市都市計畫為

15M 之計畫道路。 
2.100.1.19 發布實施之「擬定台中市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十三）

細部計畫案」計畫範圍，係已配合太平（新光地區）區段徵收範圍劃

設，且已規劃廣兼停 11 用地臨計畫道路側，留設 10M 供道路使用，

並於 15M-159 號計畫道路增設 10M 細部計畫道路。 

1.有關計畫範圍部分，「擬定台中市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十三）細部計畫案」已研

商決議依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區段徵收範圍樁位資料，作為計畫範圍展繪依據，

建議配合該研商結果，修正臺中市都市計畫範圍。 
2.建議道路用地範圍依原則交-4「道路無順接，地籍未分割，現況未開闢，依計畫圖參考

計畫樁位及規劃意旨調整」辦理，參考 20M 計畫道路（太興路）路幅修正臺中市都市計

畫廣兼停 11 用地範圍。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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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05 

臺中市都市計畫 25M-1、20M-6
（天祥街）、15M-27（旱溪西路

二段）號計畫道路與計畫範圍交

界處 

兩都市計畫之計畫道路未順接，除未登錄地未分割外，道路用地範圍地

籍已分割，且除臺中市都市計畫 25M-1 號計畫道路未開闢，其餘計畫道

路已開闢。 

1.建議道路用地範圍依原則交-1「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現況已開闢，參考地

籍分割及發展現況調整」，以及原則交-3「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且現況未開

闢，參考地籍分割、規劃意旨與使用現況檢討調整」辦理。 
2.錯開部分建議依原則公-1「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相同，依新都市計畫範圍展繪兩

側公共設施用地」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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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新光 
地區）- 

06 

臺中市都市計畫 15M-27 號計畫

道路（旱溪西路二段）與計畫範

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部分錯開，重疊或錯開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

市計畫為河道用地、道路用地，臺中市都市計畫為排水道用地、道路用

地、未定義土地使用分區，且 15M-27 號計畫道路已開闢。 

1.經查臺中市都市計畫兒 15 用地及周邊住宅區與計畫範圍間土地，於歷次通盤檢討之都市

計畫圖，皆未劃設分區（未著色且未劃設道路編號），屬未定義使用分區之土地，建議

依原則土-1「計畫範圍兩側土地使用分區相同或土地使用管制相似，依所屬都市計畫範

圍鄰近土地使用分區，展繪兩側土地使用分區」辦理。 
2.有關 15M-27 號計畫道路依原則交-1「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現況已開闢，

參考地籍分割及發展現況調整」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8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07 

太平（新光地區）兒 15 用地東

側，臺中市都市計畫宗教專用區

西側與計畫範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部分錯開，重疊或錯開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

市計畫為住宅區、宗教專用區，臺中市都市計畫為未定義土地使用分區。

經查臺中市都市計畫兒 15 用地及周邊住宅區與計畫範圍間土地，於歷次通盤檢討之都市計

畫圖，皆未劃設分區（未著色且未劃設道路編號），屬未定義使用分區之土地，建議依原則

土-1「計畫範圍兩側土地使用分區相同或土地使用管制相似，依所屬都市計畫範圍鄰近土

地使用分區，展繪兩側土地使用分區」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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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新光 
地區）- 

08 

臺中市及太平（新光地區）都市

計畫住宅區與計畫範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重疊附近兩都市計畫皆為住宅區、道路用地、未定

義土地使用分區。 

經查臺中市都市計畫兒 15 用地及周邊住宅區與計畫範圍間土地，於歷次通盤檢討之都市計

畫圖，皆未劃設分區（未著色且未劃設道路編號），屬未定義使用分區之土地，建議依原則

土-1「計畫範圍兩側土地使用分區相同或土地使用管制相似，依所屬都市計畫範圍鄰近土

地使用分區，展繪兩側土地使用分區」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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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新光 
地區）- 

09 

臺中市都市計畫兒 16 用地東側

與計畫範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重疊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住宅區、道

路用地，臺中市都市計畫為兒童遊樂場用地、道路用地、未定義土地使

用分區，且兒童遊樂場及道路用地未開闢。 

1.經查臺中市都市計畫兒 15 用地及周邊住宅區與計畫範圍間土地，於歷次通盤檢討之都市

計畫圖，皆未劃設分區（未著色且未劃設道路編號），屬未定義使用分區之土地，建議

依原則土-1「計畫範圍兩側土地使用分區相同或土地使用管制相似，依所屬都市計畫範

圍鄰近土地使用分區，展繪兩側土地使用分區」辦理。 
2.重疊部分建議依原則公-3「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不相同，範圍重疊或錯開，都市

計畫範圍重疊，其兩側分別為公共設施及其他土地使用分區且重複劃設者，都市計畫範

圍應參考樁位圖、地籍圖與土地使用現況情形展繪，公共設施及土地使用分區則依其所

屬計畫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展繪」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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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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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都市計畫 12M-6 號計畫

道路（東成三街）南段與計畫範

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重疊附

近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

畫為住宅區、道路用地，臺

中市都市計畫為綠地用地、

排水道用地、道路用地、未

定義土地使用分區，且公共

設施用地皆已開闢。 

1.經查臺中市都市計畫兒 15 用地及周邊住宅區與計畫範圍間土地，於歷次通盤檢討之都市計畫圖，皆未劃設分區（未著色且未劃設

道路編號），屬未定義使用分區之土地，建議依原則土-1「計畫範圍兩側土地使用分區相同或土地使用管制相似，依所屬都市計畫

範圍鄰近土地使用分區，展繪兩側土地使用分區」辦理，未定義使用分區之土地於臺中市都市計畫部分，建議變更為綠地用地。 
2.重疊部分建議依原則公-3「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不相同，範圍重疊或錯開，都市計畫範圍重疊，其兩側分別為公共設施及其

他土地使用分區且重複劃設者，都市計畫範圍應參考樁位圖、地籍圖與土地使用現況情形展繪，公共設施及土地使用分區則依其所

屬計畫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展繪」辦理，並參考臺中市都市計畫規劃意旨，於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變更為排水道用地及綠地

用地。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12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11 

臺中市都市計畫 12M-5 號計畫

道路（東光一街）東段與計畫範

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部分錯開，重疊或錯開附近，太平

（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住宅區，臺中市都市計畫為綠

地用地、排水道用地、道路用地、公園用地、未定義土

地使用分區，且道路用地已開闢。 

1.經查臺中市都市計畫兒 15 用地及周邊住宅區與計畫範圍間土地，於歷次通盤檢討之都市計畫圖，皆未

劃設分區（未著色且未劃設道路編號），屬未定義使用分區之土地，建議依原則土-1「計畫範圍兩側土

地使用分區相同或土地使用管制相似，依所屬都市計畫範圍鄰近土地使用分區，展繪兩側土地使用分

區」辦理。 
2.重疊或錯開部分建議依原則公-3「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不相同，範圍重疊或錯開，都市計畫範圍

重疊，其兩側分別為公共設施及其他土地使用分區且重複劃設者，都市計畫範圍應參考樁位圖、地籍

圖與土地使用現況情形展繪，公共設施及土地使用分區則依其所屬計畫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展繪」辦

理，並依據 TWD97 樁位資料及排水路線需要展繪綠地用地、排水道用地、公園用地及道路用地。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13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12 

臺中市都市計畫公 9 用地東側

與計畫範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錯開，錯開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住宅區、道

路用地、河道用地，臺中市都市計畫為公園用地、排水道用地、道路用

地，且公園用地未開闢。 

錯開部分建議依原則公-3「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不相同，範圍重疊或錯開，都市計

畫範圍重疊，其兩側分別為公共設施及其他土地使用分區且重複劃設者，都市計畫範圍應

參考樁位圖、地籍圖與土地使用現況情形展繪，公共設施及土地使用分區則依其所屬計畫

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展繪」辦理，並依據 TWD97 樁位資料展繪分區界線。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14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13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旱溪

東路一段南段、臺中市都市計畫

20M-8 號計畫道路（中山路四

段）東段與計畫範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錯開，錯開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河道用地、

道路用地，臺中市都市計畫為排水道用地、道路用地，且道路用地已開

闢。 

建議道路用地範圍依原則交-1「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現況已開闢，參考地籍

分割及發展現況調整」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惟展繪後之道路用地與

現況仍有差異，故有關

道路及河道用地錯開部

分，會請水利主管機關

表示意見後，納後續通

盤檢討辦理。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15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14 

臺中市都市計畫住宅區南側與

計畫範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錯開，錯開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住宅

區、綠地用地、道路用地，臺中市都市計畫為住宅區、道路用地，

且.錯開部分造成道路系統斷裂。 

1.道路系統部分建議依原則交-4「道路無順接，地籍未分割，現況未開闢，依計

畫圖參考計畫樁位及規劃意旨調整」辦理，且依據 TWD97 樁位資料展繪道路

用地，並劃設道路標準截角。 
2.錯開部分建議依原則公-3「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不相同，範圍重疊或錯

開，都市計畫範圍重疊，其兩側分別為公共設施及其他土地使用分區且重複劃

設者，都市計畫範圍應參考樁位圖、地籍圖與土地使用現況情形展繪，公共設

施及土地使用分區則依其所屬計畫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展繪」辦理。 

太平區番子路段等地籍地段，已完成地籍

重測作業，建議依太平重測後地籍範圍展

繪新都市計畫範圍，其餘依建議處理方式

辦理（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範圍專案通盤

檢討變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辦理中「大

里、太平及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主要計

畫、細部計畫分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16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15 

臺中市都市計畫 20M-8 號計畫

道路（精武東路）西段與計畫範

圍交界處 

都市計畫縫合後，兩都市計畫之計畫道路未順接，除未登錄地未分割

外，道路用地範圍地籍已分割，且計畫道路已開闢。 
建議道路用地範圍依原則交-1「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現況已

開闢，參考地籍分割及發展現況調整」辦理。 

太平區番子路段等地籍地段，已完成地籍

重測作業，建議依太平重測後地籍範圍展

繪新都市計畫範圍，其餘依建議處理方式

辦理（（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範圍專案通

盤檢討變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辦理中

「大里、太平及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主

要計畫、細部計畫分離規劃作業案」研

議）。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17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16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住宅

區南側與計畫範圍交界處 

1.計畫範圍部分重疊或錯開，重疊或錯開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市

計畫為住宅區，臺中市都市計畫為住宅區、商業區。 
2.臺中市都市計畫商 2-1，係為第二次通盤檢討由住宅區變更為商業

區，惟應依附帶條件內容辦理。 

重疊或錯開部分建議依原則土-2「計畫範圍兩側土地使用分區不同，且其

分區重疊或錯開未劃設，都市計畫範圍錯開，部分土地未劃設土地使用

分區者，土地使用分區依所屬都市計畫範圍鄰近土地使用分區展繪」辦

理。 

太平區番子路段等地籍地段，已完成地籍

重測作業，建議依太平重測後地籍範圍展

繪新都市計畫範圍，其餘依建議處理方式

辦理（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範圍專案通盤

檢討變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辦理中「大

里、太平及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主要計

畫、細部計畫分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18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17 

臺中市都市計畫公 13 用地與計

畫範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重疊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兒童遊樂場

用地、道路用地，臺中市都市計畫為公園用地。 

重疊部分建議依原則公-3「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不相同，範圍重疊或錯開，都市計

畫範圍重疊，其兩側分別為公共設施及其他土地使用分區且重複劃設者，都市計畫範圍應

參考樁位圖、地籍圖與土地使用現況情形展繪，公共設施及土地使用分區則依其所屬計畫

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展繪」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納入計畫範圍專案通

盤檢討變更）。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19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18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遊

14 用地、臺中市都市計畫公 14
用地與計畫範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重疊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兒童遊樂場

用地、住宅區、道路用地，臺中市都市計畫為公園用地。 

重疊部分建議依原則公-3「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不相同，範圍重疊或錯開，都市計

畫範圍重疊，其兩側分別為公共設施及其他土地使用分區且重複劃設者，都市計畫範圍應

參考樁位圖、地籍圖與土地使用現況情形展繪，公共設施及土地使用分區則依其所屬計畫

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展繪」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納入計畫範圍專案通

盤檢討變更）。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20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19 

臺中市都市計畫公 14 用地與計

畫範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重疊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住宅區、道

路用地，臺中市都市計畫為公園用地、道路用地。 

重疊部分建議依原則公-3「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不相同，範圍重疊或錯開，都市計

畫範圍重疊，其兩側分別為公共設施及其他土地使用分區且重複劃設者，都市計畫範圍應

參考樁位圖、地籍圖與土地使用現況情形展繪，公共設施及土地使用分區則依其所屬計畫

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展繪」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納入計畫範圍專案通

盤檢討變更）。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21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20 

臺中市都市計畫公 16 用地與計

畫範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重疊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住宅區、道

路用地，臺中市都市計畫為公園用地、道路用地。 

重疊部分建議依原則公-3「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不相同，範圍重疊或錯開，都市計

畫範圍重疊，其兩側分別為公共設施及其他土地使用分區且重複劃設者，都市計畫範圍應

參考樁位圖、地籍圖與土地使用現況情形展繪，公共設施及土地使用分區則依其所屬計畫

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展繪」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納入計畫範圍專案通

盤檢討變更）。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22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21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體育

場用地西側與計畫範圍交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重疊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體育場用地、

道路用地，臺中市都市計畫為公園用地、道路用地。 

重疊部分建議依原則公-3「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不相同，範圍重疊或錯開，都市計

畫範圍重疊，其兩側分別為公共設施及其他土地使用分區且重複劃設者，都市計畫範圍應

參考樁位圖、地籍圖與土地使用現況情形展繪，公共設施及土地使用分區則依其所屬計畫

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展繪」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納入計畫範圍專案通

盤檢討變更）。 

 

 

公
開

展
覽

版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23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22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污水

處理廠用地西側與計畫範圍交

界處 

計畫範圍部分重疊，重疊附近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污水處理廠

用地、體育場用地、道路用地，臺中市都市計畫為公園用地、道路用地。

重疊部分建議依原則公-3「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不相同，範圍重疊或錯開，都

市計畫範圍重疊，其兩側分別為公共設施及其他土地使用分區且重複劃設者，都市計

畫範圍應參考樁位圖、地籍圖與土地使用現況情形展繪，公共設施及土地使用分區則

依其所屬計畫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展繪」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臺中市

部分納入計畫範圍專案通盤

檢討變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霧峰都

市計畫區整併及主要計畫、細

部計畫分離規劃作業案」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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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24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23 

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特三

號計畫道路（環大西路）西段與

計畫範圍交界處 

都市計畫縫合後，將影響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特三號計畫道路之

道路系統，除未登錄地未分割外，道路用地範圍地籍已分割，且道路用

地已開闢。 

建議道路用地範圍依原則交-1「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現況已開闢，參考

地籍分割及發展現況調整」辦理，並依據 TWD97 樁位資料展繪道路用地範圍。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臺中市

部分納入計畫範圍專案通盤

檢討變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霧峰都

市計畫區整併及主要計畫、細

部計畫分離規劃作業案」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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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新光地區）-25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新光 
地區）- 

24 

1.太平都市計畫、太平（新光地

區）都市計畫及臺中市都市計

畫，三個都市計畫範圍交會處 
2.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河

道用地與計畫範圍交界處 

1.計畫範圍部分錯開，錯開附近於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河道用

地，於太平都市計畫為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於臺中市都市計畫為排

水道用地。 
2.都市計畫縫合後，將影響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道路系統，目前

已有現況道路。 
3.「擴大及變更太平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保留案）」擴大原太平

都市計畫範圍部分為河川區、部分為道路用地。 

1.三個都市計畫間之都市計畫範圍，因太平都市計畫新範圍線已經 102.7.30 內政部都市計

畫委員會第 808 次會議審竣，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區段徵收範圍，且已完成整

體開發作業，故建議調整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以符合實際使用管理需求（原

則範圍-2、原則範圍-4）。 
2.錯開部分建議依原則公-1「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相同，依新都市計畫範圍展繪兩

側公共設施用地」辦理。 
3.建議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範圍依原則交-2「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現況部分

開闢」辦理，並依據 TWD97 樁位資料展繪河道用地、道路用地範圍。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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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1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計畫範圍 

臺中市都市計

畫東側，太平

都 市 計 畫 西

側，都市計畫

範圍交界處 

1.太平都市計畫圖為精度 1/1000 之 TWD97 座標系統數值圖資，已完成都市計畫圖重製檢討作業，並於 96.12.11 公告發布實施

之「變更太平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編號第 21、24、31、33 案）案」完成都市計畫法定程序。 
2.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圖為 TWD67 系統圖資，惟目前尚未辦理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且本段都市計畫範圍無樁位成果資料。

3.太平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調整計畫範圍部分，係以 88 年臺灣省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之擴大都市計畫範圍為依據，調

整計畫範圍，並納入「擴大及變更太平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保留案）」辦理，目前該案已經 102.7.30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

員會第 808 次會議審竣。 

太平都市計畫與臺中市都市計畫間之都市計畫範

圍，建議參考「擴大及變更太平都市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保留案）」變更後範圍線為新計畫範圍（原

則範圍-2），並配合調整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

範圍，以符合實際現況使用及減少都市計畫執行之

疑義。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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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2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 
01 

1.太平都市計畫、太平（新光地

區）都市計畫及臺中市都市計

畫，三個都市計畫範圍交會處 
2.太平都市計畫河川區兼供道

路使用部分與計畫範圍交界

處 

1.計畫範圍部分錯開，錯開附近於太平都市計畫為河川區兼供道路使

用，於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河道用地，於臺中市都市計畫為

排水道用地。 
2.都市計畫縫合後，將影響太平都市計畫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之道路系

統，目前已有現況道路。 
3.「擴大及變更太平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保留案）」擴大原太平

都市計畫範圍部分為河川區、部分為道路用地。 

1.三個都市計畫間之都市計畫範圍，因太平都市計畫新範圍線已經 102.7.30 內政部都市計

畫委員會第 808 次會議審竣，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為區段徵收範圍，且已完成整

體開發作業，故建議調整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以符合實際使用管理需求（原

則範圍-2、原則範圍-4），惟為避免造成臺中市都市計畫範圍畸零不整，建議太平（新光

地區）都市計畫亦配合微幅調整計畫範圍線。 
2.錯開部分建議依原則公-1「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相同，依新都市計畫範圍展繪兩

側公共設施用地」辦理。 
3.建議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範圍依原則交-2「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現況部分

開闢」辦理，並依據 TWD97 樁位資料展繪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範圍。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臺中市部分納入計畫

範圍專案通盤檢討變

更，太平新光部分納入

辦理中「大里、太平及

霧峰都市計畫區整併及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

離規劃作業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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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3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 
02 

臺中市都市計畫 20M-12 號計畫

道路（振興路）東段、太平都市

計畫 20M-2 號計畫道路（太平

路）西段，以及臺中市都市計畫

40M-9 號計畫道路（東西向快速

公路快官霧峰線）與計畫範圍交

界處 

1.都市計畫縫合後，兩都市計畫之計畫道路未順接，除未登錄地未分

割，道路用地範圍地籍已分割，且計畫道路已開闢。 
2.「擴大及變更太平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保留案）」擴大原太平

都市計畫範圍部分為河川區、部分為道路用地，且變更行水區為河川

區。 

有關道路用地未順接部分，建議依原則交-1「道路無順接，地籍已依樁位分割，

現況已開闢，參考地籍分割及發展現況調整」辦理，並依據 TWD97 樁位資料

展繪道路用地範圍，涉及變更部分納本案辦理，或由「擴大及變更太平都市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保留案）」再提會修正。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納入計畫範圍

專案通盤檢討變更），惟涉及變更部

分，考量道路現況已開闢較不影響民

眾權益，且避免影響「擴大及變更太

平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保留

案）」推動時程，建議納入本案辦理

都市計畫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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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都市計畫部分 

 太平-4

 

編號 位置 疑義說明 建議處理方式 決議 

太平- 
03 

1.臺中都市計畫排水道用地、太

平都市計畫行水區、堤防用地

與計畫範圍交界處 
2.太平都市計畫、擴大大里都市

計畫及臺中市都市計畫，三個

都市計畫範圍交會處 

1.計畫範圍部分錯開，錯開附近於太平都市計畫為行水區、堤防用地，

於擴大大里都市計畫為河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於臺中市都市

計畫為排水道用地。 
2.「擴大及變更太平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保留案）」擴大原太平

都市計畫範圍部分為河川區，且變更行水區為河川區，變更堤防用地

為河川區。 

1.三個都市計畫間之都市計畫範圍，太平都市計畫新範圍線與擴大大里都市計畫吻合，且

太平都市計畫新範圍線已經 102.7.30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808 次會議審竣，擴大大

里都市計畫範圍已經整體開發範圍研商，故建議調整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以

符合實際使用管理需求（原則範圍-2、原則範圍-4）。 
2.錯開部分建議依原則公-1「計畫範圍兩側公共設施性質相同，依新都市計畫範圍展繪兩

側公共設施用地」辦理。 

依建議處理方式辦理

（納入計畫範圍專案通

盤檢討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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