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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本案基地為 921 震災受損拆除後之原聯合市場土地，位於臺中

市豐原區豐原都市計畫區之東端，北臨 21 公尺向陽路，東臨 18 米

之豐東路，聯合市場為民國 75 年至 79 年開發完成之商場，屬都市

計畫市場用地。本商場原為沿街店鋪住宅及一棟商場大樓組成，共

計 177 戶，聯合市場原有建築物因九二一震災嚴重受損，經主管機

關判定為全倒之社區，並劃定為迅行實施都市更新之地區。本基地

之都市更新重建事業，已經縣市合併前之臺中縣政府於民國 97 年 5

月 14日核准「豐原市下南坑段 1232等 74筆地號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及民國 97年 7月 21日府建城字第 0970188417號函核准「豐原市下

南坑段 1232 等 74 筆地號都市更新會」立案。惟因本案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涉及變更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條規定：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定或變更，涉及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變更

者，應於依法變更主要計畫後，依前條規定辦理其僅涉及主要計畫

局部性之修正不違背其原規劃意旨者，或僅涉及細部計畫之擬定、

變更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得先行依前條規定程序發布實施，據以

推動更新工作，相關都市計畫再配合辦理擬定或變更。」，故本案

爰依法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俾利後續更新事業之推動。 

貳、變更法令依據 

本案辦理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變更係依據下列法令： 

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列

情事之一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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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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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得指定各該

原擬定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  

二、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條 

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定或變更，

涉及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變更者，應於依法變更主要計畫後，依

前條規定辦理其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正不違背其原規劃意

旨者，或僅涉及細部計畫之擬定、變更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得

先行依前條規定程序發布實施，據以推動更新工作，相關都市計

畫再配合辦理擬定或變更。」 

相關文函詳如附件一。 

參、變更位置、範圍 

本案變更都市計畫位置位於豐原都市計畫區東側，豐東路與向陽

路交叉口西側「市(四)」市場用地(原聯合市場)，土地座落豐原區下

南坑段 1232等 74筆地號，變更範圍面積依都市計畫書所載為 0.77公

頃，依土地登記簿所載為 7,566平方公尺。(參見圖一  計畫位置圖、

圖二  計畫範圍圖、圖三  現況地形圖、圖四  地籍範圍圖、附表一  

土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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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 

計畫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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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 

計畫範圍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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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 

現況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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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 

地籍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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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基地發展現況分析 

一、基地位置 

基地位於臺中市豐原區向陽路與豐東路口，原為聯合市場，921

地震後已倒塌拆除，現為空地。 

二、土地權屬 

本基地坐落於豐原區下南坑段 1232、1232-1〜10、1233、1233-1

〜8、1234-2〜8、1235-2〜9、1236〜1238、1238-1〜7、1239-1〜13、

1240、1240-1〜-2、1241、1241-1〜5、1242、1242-1〜6地號之土地

上，共有 74 筆地號，為一宗四面臨路街廓完整之建築基地，面積為

7,566 平方公尺。本基地經統計土地登記簿謄本資料顯示，目前共有

179位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持有狀態中有 61筆地號為單獨所有

（含 4筆地號原為保留地），另有 13筆地號為分別共有（含 8筆地號

為原建築物之法定空地），其土地相關權屬請參照附表一  土地清冊。 

本基地土地產權之公、私有分布狀態詳如表一  土地權屬統計

表。 

表一  土地權屬統計表 

土地權屬 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比例(%) 

公
有
土
地 

國有地 17.35 0.23% 

縣(市)有地 0.00 0.00% 

鄉(鎮市區)有地 23.35 0.31% 

私有土地(謄載) 7525.30 99.46% 

合         計 7566.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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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近地區土地使用現況 

本基地所在位置為豐原都市計畫區東端，北陽路市地重劃區內，

北陽重劃區北側則為三陽自辦市地重劃區。區域內環境土地多規劃為

住宅區，大部分土地業已開發利用呈中度利用。 

另區域環境建物約 80%為 5層以下樓房，20%為 6～12層樓房，地

面層多以商業使用為主，地上二層以上則以住家使用為主。 

四、公共設施現況 

附近公共設施除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停車場外，其餘如公

路局豐原監理站、豐東派出所、豐東國中等公共設施，均為正常運作，

各項生活機能必須之設施及商業設施(商家、市場及金融機構)則位於

豐東路及向陽路沿線，距本基地均在一千公尺範圍內，故都市整體公

共設施堪稱完備。 

五、附近地區交通現況 

豐原區主要聯外道路為圓環路、豐勢路、中山路、中正路等，其

中圓環路環繞市區可與主要道路銜接，是最重要的交通動脈；中正路

連結向陽路則東西向橫貫本市精華區，其餘聯外道路則於火車站為中

心點向外呈現輻射狀，與台中市區、潭子、后里、神岡、石岡、東勢

等地聯絡亦十分便利。本基地位於豐原區中心偏東方位置，附近道路

有圓環東路、向陽路、豐東路、北陽路、豐原大道等，連接區內重要

地標，如葫蘆墩文化中心、豐東派出所、豐東國中、監理站、署立豐

原醫院等，交通道路便利，詳圖六  交通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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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 

周邊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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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 

交通系統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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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原有都市計畫概述 

豐原區境內共有豐原都市計畫區及豐原交流道特定區兩處都市

計畫區，都市發展主要集中於豐原都市計畫區，現行豐原都市計畫為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臺中縣政府民國 99 年 6 月

21日府建城字第 09901783642號函公布實施)。 

一、發布實施經過 

豐原最初之都市計畫係於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發布實施，計畫

面積僅六十七公頃，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因全省各縣市行政區域調整，

臺中縣政府在此設治，並因人口日增，工商業漸趨發達，致原有計畫

範圍不足容納日增之都市發展需要，乃於民國四十七年十月十六日發

布擴大豐原都市計畫，向四周擴大計畫範圍，其後又因都市發展甚遽，

民國七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再度發布實施擴大豐原都市計畫，復於民國

七十二年十一月將原有都市計畫與擴大都市計畫合併辦理第一次通盤

檢討，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布實施。 

二、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一)計畫範圍 

現行豐原都市計畫區東至石岡區界(既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範圍界)及山坡地，西至中山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範圍界及中山高速公路，南鄰潭子都市計畫範圍界，北至大甲溪

南岸附近，計畫面積為 2,196.94公頃。範圍包括豐原區之大部分

地區，及神岡區的豐洲里、神洲里及大社里的部分地區。 

現行都市計畫及期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詳見表二及圖八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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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年期 

現行豐原都市計畫之計畫目標年為民 110年。 

三、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170,000人。 

四、住宅區分布 

豐原都市計畫住宅區分布於市中心外圍，按鄰里單元構想規

劃，共分十二個鄰里單元，合計面積為 514.66公頃。 

1.第一鄰里單元：軟埤溪以北，豐洲路與五權路附近地區。 

2.第二鄰里單元：軟埤溪以南，豐原國小以北附近地區。 

3.第三鄰里單元：軟埤溪以南，中正路以北之間地區。 

4.第四鄰里單元：中正路以南，圓環南路東側地區。 

5.第五鄰里單元：中正路以南，圓環南路西側地區。 

6.第六鄰里單元：圓環東路以北，縱貫鐵路以東地區。 

7.第七鄰里單元：圓環東路以南，田心路以西地區。 

8.第八鄰里單元：圓環東路以東，南陽路以南地區。 

9.第九鄰里單元：圓環東路以東，水源路以南地區。 

10.第十鄰里單元：豐勢路南、北兩側及翁子國小附近地區。 

11.第十一鄰里單元：葫蘆墩公園南側及南陽路兩側附近地區。 

12.第十二鄰里單元：三豐路兩側及豐洲國小附近地區。 

詳細分布狀況，詳見圖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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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豐原都市計畫鄰里單元分布圖 

 

五、細部計畫擬定情形 

豐原都市計畫內已擬定細部計劃地區共計 15處，各細部計畫區分布位

置，詳見圖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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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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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現行豐原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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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豐原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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