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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都市計畫內容 

一、變更理由 

(一)因應社會變遷和都市消費型態轉型，傳統市場沒落，量販店、

超市、黃昏市場、便利商店等衝擊傳統市場計畫機能，促

使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之實際使用需求大幅低落。 

(二)本基地為 921震災倒塌之市場用地(原聯合商場)，其都市更

新推動因受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之限制，遲遲無法獲得進展，

經更新會提出變更都市計畫方案，已獲得縣市合併前之臺

中縣政府及營建署之支持，故擬配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將

原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以利都市更新事業的推動。 

(三)本案目前已獲得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65.17％，所有土地

面積 82.71％之同意。 

二、變更後都市更新開發效益 

(一)恢復商業活力 

本基地建物於 921震災後拆除閒置多年，更新重建後沿街規

劃店舖，可使向陽路、豐東路沿街商業活動得以延續，促進

本地區商業的活化。 

(二)改善社區環境 

都市更新開發後可賦予當地新的生命與活力，改善生活環境、

提升居住品質、改善市容、促進土地使用、加強公共安全等。 

(三)改善居住品質 

採整體開發，統一規劃公共設施、庭園、停車場、建築配置，

提供防災、衛生、綠地與開放空間等社區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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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房地產價值 

依台北市經驗，都市更新對於房市的影響表現在該區房價與

租金隨都市更新的實施而上揚，平均漲幅介在一成到二成之

間。 

三、變更內容 

變更都市計畫內容詳見如下圖、表： 

表三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變

更內容綜理表 

表四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變

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圖十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主

要計畫示意圖 

圖十一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

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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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 

變更內容明細表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豐東路與

向陽路交

叉口西側 

市(四)市

場 用 地

( 原 聯 合

市場) 

市場用

地 

0.77 

公頃 

住宅區 

0.77 

公頃 

(一)因應社會變遷和都

市消費型態轉型，傳統市

場沒落，量販店、超市、

黃昏市場、便利商店等衝

擊傳統市場計畫機能，促

使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之

實際使用需求大幅低落。 

(二)本基地為 921震災倒

塌之市場用地(原聯合市

場)，其都市更新推動因

受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之

限制，遲遲無法獲得進

展，經更新會提出變更都

市計畫方案，已獲得縣市

合併前之臺中縣政府及

營建署之支持，故擬配合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將原

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以利都市更新事業的

推動。 

(三)本案目前已獲得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 65.17

％，所有土地面積 82.71

％之同意。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依「訂定豐原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案之住宅

區劃定原則，劃設為

第二種住宅區。 

(二)五年內未完成開

發，則恢復原計畫。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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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項目 

變更計畫

前面積

(公頃) 

個案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計畫後 

面積(公頃) 

百分比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514.66 +0.77 515.43 23.46 

斷層帶住宅限建區 6.14  6.14 0.28 

商業區 76.29  76.29 3.47 

甲種工業區 64.22  64.22 2.92 

乙種工業區 83.79  83.79 3.81 

零星工業區 4.41  4.41 0.20 

宗教專用區 0.96  0.96 0.04 

保存區 0.54  0.54 0.02 

行水區 18.86  18.86 0.86 

保護區 36.90  36.90 1.68 

農業區 935.33  935.33 42.57 

斷層帶農業限建區 7.91  7.91 0.36 

河川區 11.36  11.36 0.52 

小計 1,761.37 +0.77 1,762.14 80.2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28.56  28.56 1.30 

社教機構用地 0.15  0.15 0.01 

文小用地 30.03  30.03 1.37 

文中用地 21.01  21.01 0.96 

文高用地 13.39  13.39 0.61 

公園用地 48.85  48.85 2.22 

綠地 21.91  21.91 1.00 

批發市場用地 0.81  0.81 0.04 

市場用地 9.22 -0.77 8.45 0.38 

停車場用地 3.68  3.68 0.1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10  2.10 0.10 

廣場用地 2.08  2.08 0.09 

變電所用地 3.52  3.52 0.16 

變電所用地(兼道

路) 

0.19  0.19 0.01 

電路鐵塔用地 0.81  0.81 0.04 

加油站用地 0.57  0.57 0.03 

鐵路用地 23.68  23.68 1.08 

道路用地 202.79  202.79 9.23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用地 0.14  0.14 0.01 

殯儀館用地 0.00  0.00 0.00 

墓地用地 6.45  6.45 0.29 

污水處理廠 8.09  8.09 0.37 

自來水事業用地 7.15  7.15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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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計畫

前面積

(公頃) 

個案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計畫後 

面積(公頃) 

百分比 

(％) 

電力事業用地 0.39  0.39 0.02 

小計 435.57 -0.77 434.80 19.79 

合計 2,196.94  2,196.94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圖十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
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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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 

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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