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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回饋計畫 

一、回饋計畫內容 

自北陽細部計畫 6米計畫道路向本計畫基地內單向退縮 2公

尺調整為 8公尺計畫道路並依規劃設截角，作為回饋之公共設施

並應開闢完成後無償捐贈予臺中市政府。(參見圖十一) 

拓寬 2米道路面積約 340平方公尺，回饋比例約 4.42%。 

二、本案降低回饋之理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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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經更

新輔導團隊之建議及縣市合併前之臺中縣政府及營建署之支持，

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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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主動、非志願性質之變更，與一般市場變

更為住宅區之情形有別，屬情形特殊案例，故予以回饋之降低。 

(二)市場變更為住宅區並未增加使用性質及強度(詳如後表五  變更

前後容積樓地板面積比較表)。 

表五  變更前後容積樓地板面積比較表 

項目 
原計畫 變更後 

增減比較 
市場用地 第二種住宅區 

面積(公頃) 0.77 0.736  

建蔽率(％) 60 60  

容積率(％) 240 200  

容積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18,480 14,720 -3,760 

註：原聯合市場樓地板面積： 

七層一棟 8戶：16,121.403平方公尺 

三層四棟 25戶：5,130.295平方公尺 

合計 21,251.698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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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案辦理都市更新開發經費包括工程費、權利變換費用、

利息、管理費等合計為新台幣 315,249,756元。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實施進度預估約 15個月：(實施進度及經費詳如表六、表七) 

二、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實施方式 

本更新單元之重建，將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五條」

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

實施本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並將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

扣除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

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二)經費分擔原則 

本都市更新事業有關費用，除爭取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給

予補助外，其餘費用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由權

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實施者按其更新前之權利價值

或提供資金之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

築物折價抵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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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市(四)」市場用地為住宅區)案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種類 住宅區 備註 

土地取得方式 

徵收   

協議價購   

市地重劃   

公地撥用   

都市更新 V  

開發經費 

(萬元) 

工程費 273,199,638  

權利變換 

費用 
12,602,000  

利息 6,058,983  

管理費用 23,389,135  

合計 315,249,756  

主辦單位 都市更新實施者  

預計完成期限 民國 101年 
都市更新事業實施

進度參見表七 

經費來源 
由參與分配之土地所有權人

及實施者負擔 
 

註：表內實施進度及經費得視實際需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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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補充敘明事項 

本案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72 次會議決議略以：「一、

查原聯合市場係依「台灣省獎勵興建公共設施辦法」規定核准投資

興建，請臺中市政府補充本案無法依「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辦法」原址興建市場之理由，並納入計畫書中敘明，以利查考。

二、本案變更為住宅區之回饋內容，擬自細部計畫 6 公尺道路向本

計畫基地單向退縮 2 公尺調整為 8 公尺計畫道路並依規定劃設截角，

回饋比例約 4.42%乙節，原則同意，惟請臺中市政府補充敘明本案無

法依照臺中市有關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之通案性規定辦理之理由

與特殊性，以及將來其他都市計畫市場用地變更案件不得要求援引

比照辦理之規定，納入計畫書中敘明，以利查考。」。茲針對上開

事項補充敘明如下： 

 

一、本案無法依「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原址興建市場之

理由 

(一)本市場於倒塌前即已閒置不具市場功能 

原聯合市場外圍 3F 店鋪及中間 5F 大樓(加建至 7 樓)建築

物係分別於民國 78年 3月及 79年 3月峻工，依據何肇喜先生博

士論文於民國84年8月之調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零售市場用地

再開發機制之研究，民國 85年 1 月，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博士論文)，除外圍 3F 店鋪做住宅及商業使用外，中間 7F大樓

僅 5F作 KTV使用，其餘樓層皆已閒置，不具市場功能(參見圖十

二)，足見此地缺乏市場經營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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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周邊市場及類似設施現況 

基地周邊 1公里服務範圍內已有一家量販店(愛買豐原店)、

二處超市(全聯福利中心及台灣楓康超市)、三處黃昏市場(豐東、

大東區、永康)，故市場類似設施之供給實已飽和(參見圖五)。 

(三)豐原區市場用地發展現況 

目前豐原區已開闢之八處零售市場用地僅公有第一市場及

多目標開發使用之家樂福經營良好，其餘皆已閒置，由於都市計

畫市場用地多已不具開發需求，豐原區亦已於近年來相繼檢討變

更二處市場用地為住宅區(參見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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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豐原聯合市場倒塌前閒置情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何肇喜，都市計畫公共設施零售市場用地再開發機制之研究，民國 85年 1

月，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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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豐原都市計畫市場用地開闢及使用現況表 

都市計畫

名稱 

市場 

編號 

面積 

(公

頃) 

開闢情形(已開闢(○)；未開闢(╳)) 

開闢 

情形 
使用現況 

豐原都市

計畫主要

計畫 

市 1 0.98 ○ 三豐市場，已閒置 

市 2 0.85 ○ 新隆城購物廣場、家樂福(6層多目標使用

大樓) 

市 3 0.24 ○ 豐原公有第一零售市場 

市 4 0.77 ╳ 空地(原聯合市場 921倒塌) 

市 5 0.68 ○ 南陽市場，已閒置 

市 6 3.13 ○ 豐原市六公有零售市場(1層)、社皮地下停

車場(多目標使用) 

市 7 0.96 ○ 今日市場，已閒置 

市 8 0.72 ╳ 停車場、資源回收場 

市 9 0.89 ○ 豐南市場，已閒置 

批市 1 0.81 ○ 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臺中分社豐原柑桔

包裝場 

10處 10.03  開闢 8處，面積 8.81，開闢率 85% 

烏牛欄細

部計畫 

細市 0.22 ╳ 空地、菜園 

 (南田里

附近、豐

洲、大湳

地區)細

部計畫 

細市 1 0.20 ╳ 民房 

細市 2 0.20 ○ 民有市場，已閒置 

細市 3 0.20 ╳ 原細市 3(註 1)、細市 4(註 2)已分別辦理個

案變更為住宅區 細市 4 0.20 ╳ 

細市 5 0.20 ╳ 汽車修理廠 

註 1：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南田里附近、豐洲、大湳地區)細部計畫(部分零售市

場用地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及部分廣場用地為住宅區、道路用地)，95.2.21

發布 

註 2：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南田里附近、豐洲、大湳地區）細部計畫（南陽重劃

區）（配合九二一震災重建）案，91.12.30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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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無法依照臺中市有關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之通案性規定辦理之

理由與特殊性 

(一)本案變更回饋依豐原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98年 9月 4日第 25屆第

一次會議決議：「因本縣對市場用地變更之回饋內容並無法令規定，

考量本案屬災後重建案例，加上本案土地所有權人屬非主動、非志願

性變更，故決議本案變更回饋比例為零。」。又依民國 100 年 9 月 7

日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 次會議審議決議為：「自北陽細部計畫

6 米計畫道路向本計畫基地內單向退縮 2 公尺調整為 8 公尺計畫道路

並依規劃設截角，作為回饋之公共設施並應開闢完成後無償捐贈予臺

中市政府。」，拓寬 2米道路面積約 340平方公尺，回饋比例約 4.42%。 

(二)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訂定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變更處理原則」(內政部 93.2.19 台內營字

第０９３００８２１１９號函訂定)規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檢討變更為非公共設施用地，應符合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

七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有關公共設施用地之檢討標準，

除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自治條例或各該原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書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其變更後應提供捐贈或其他附帶事項，應由

核定機關之都市計畫委員會就實際情形審決之。 

另依彰化、南投、雲林等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都市計畫土地變更回

饋原則規定，都市計畫委員會對變更回饋比例得依標準做上下 5%內之

調整，又其他特殊之情形經提都委會審議通過者得免回饋。 

依 95 年 1 月 25 日行政院院臺建字第 0950081323 號函准予修正

核定「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之「配合措施」明訂，鑑於都

市更新推動將創造都市再發展機會，並活絡地區產業與商機，

與個案土地變更性質不同；為加速都市更新工作之推動，避免

因土地之變更回饋影響作業時程，應檢討都市計畫變更回饋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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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係因聯合市場遭受 921 地震天災而被迫更新重建，並配合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且變更為住宅區後容積反較原有為低(參見表五)，屬特

殊情形，故符合減免回饋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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