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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近年來全球氣候異常，短延時長降雨事件頻繁，為賡續推動區域排水整治及環

境營造工作，維持水利工程推展之延續性，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刻正辦理「柳

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研擬適

當之截水道規劃路線，以利後續截水道設計及用地徵收依據，並改善未來潭子地區

北屯支線下游及四張犁支線下游淹水問題。 

北屯支線及四張犁支線屬灌溉圳路，因鄰近地區無小型雨水下水道設施，故灌

溉圳路擔起區域排水角色，在都市發展迅速及氣候變遷影響下，北屯支線下游及四

張犁支線下游無法負荷大量之降雨逕流，故暴雨逕流順地形地勢向低窪區漫溢，導

致潭子區福仁里、潭陽里及潭北里因地勢較低，造成暴雨逕流漫溢兩岸。 

北屯支線及四張犁支線最終分別流入中央管區排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並分

別隸屬柳川排水集水區及土庫溪排水集水區。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下游進入臺中

市市區，因可用腹地空間不足、拓寬排水工程困難，故前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

「臺中縣潭子鄉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民國 74 年），以分洪概念為構想，研擬

沿潭子地區新闢截水道，於柳川排水上游渠段利用潭子外圍截水道分洪至旱溪，紓

減往下游傳遞之洪峰量，以解決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下游兩岸可用腹地空間不足、

渠道拓寬之困難。 

本截水道雖於民國 92 年再由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辦理「臺中地區柳川

排水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改善規劃」、民國 99 年潭子區公所辦理「潭子鄉雨水下水道

檢討規劃」、民國 102 年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辦理「潭子地區截水道檢討規劃」等規劃，

然均未落實於用地變更及工程施作。 

因此為配合重大市政建設（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爰依經濟部水利署

第三河川局民國 105 年 12 月「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

（含潭子外圍截水道）」規劃成果及經濟部民國 106 年 7 月 3 日經授水字第

10620207620 號函公告之用地範圍線（詳附件一），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將該截水

道用地變更為河道用地，以加速用地變更審議期程與及早取得土地，進行區域排水

整治建設計畫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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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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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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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經臺中市政府民國 105 年 11 月 10 日府授水規字第 1050244471 號函（詳見

附件二）表示：本案屬本市治水防洪工程，符合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1 號函示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時」之規定，爰本府同意旨案辦理個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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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位置及面積 

潭子外圍截水道以旱溪匯流處為起點，流經北屯支線，以四張犁支線分流處為

終點；用地範圍部分位於潭子都市計畫區內，部分位於非都市土地；其中位於都市

計畫範圍內之面積約為 0.8085 公頃，約佔總截水道用地面積 37.76%，非都市土地約

為 1.3327 公頃，約佔總截水道用地面積 62.24%，如表 1 所示。 

而本案之變更範圍為截水道座落於潭子都市計畫區範圍內的部分，由北至南分

別位於計畫道路 15-15M（祥和路）北側住宅區（區塊一）、計畫道路 15-15M（祥和

路）南側乙種工業區（區塊二）及計畫道路環道-25M（福貴路）東側農業區（區塊

三及四），變更範圍面積約 0.8085 公頃；有關變更位置示意詳如圖 1 所示。 

表 1 潭子外圍截水道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比例表 

土地類別 面積(公頃) 比例(%) 

都市土地 0.8085 37.76 

非都市土地 1.3327 62.24 

總計 2.1412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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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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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及現行計畫概要 

一、上位及相關計畫 

本案之上位與相關計畫茲彙整如下： 

（一）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104-109 年）（經濟部水利署，103 年 5 月） 

1.內容要述 

為延續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民國 98 年-103 年度），維持水利工程

推展之延續性，復依據行政院「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計畫內容，以及前期計畫檢討結果，提出 4 項策略及多項具體措

施，詳表 2。 

2.與本計畫之關聯 

本案截水道係屬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之一部分，故亦遵循該計畫

之治理原則；又該案闡述強化治水效果之發展策略，與本案係以透過有效截

流、分流之治理計畫，以保全周邊地區及居民財產安全之原意相符。 

表 2 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執行策略及方法 

發展策略 具體措施 

因應氣候變遷，強化

非工程措施 

1.區域排水淹水預警機制建置。 

2.提升防汛技術並加強防汛志工及水患潛勢地區疏散避難機制演練 

3.加強民眾防災資訊與民眾參與防災意願宣導，建構全民防汛觀念。 

配合出口河川及海

岸整治，並整合各類

排水界面 

1.辦理排水路之情勢調查、都會區排水防洪安全計畫研究、排水資料庫建

置與分析系統等相關研究。 

2.辦理區域排水治理計畫檢討，修正區域排水治理計畫。 

3.辦理其他相關排水計畫研究案。 

強化環境營造，營造

近自然環境 

1.排水路環境改善，依現地狀況營造渠道近自然環境。 

2.配合既有堤防、護岸整建及改善，以植被覆蓋等，修飾改善環境景觀。 

3.選擇具親水空間及風險度低之排水渠段，重點辦理親水環境建置。 

結合國土整體計畫

策略，共同推動出流

管制及逕流分擔 

1.短程對策對於集水區域內重要保全對象持續投入治水經費，採工程與非

工程措施並行，並搭配既有出流管制措施，以改善淹水情況。 

2.中程對策將強化出流管制，並過渡至逕流分擔，讓土地開發者負有分擔

地表逕流的責任。 

3.長期對策將採取流域全面逕流分擔，以流域整體治理計畫進合理運用。 

資料來源：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104-109 年），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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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縣潭子鄉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前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74 年） 

1.內容要述 

民國 74 年前省住都局規劃完成之「臺中縣潭子鄉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報告」計畫目標為迅速排除市區排雨水，維護環境衛生，採分流制下水道系

統方式規劃，規劃於東北側沿都市計畫邊界闢建截水溝，分流北屯支線及四

張犁支線上游集水面積約 578 公頃之外圍雨水逕流，於仁愛路嘉新橋附近排

入旱溪。 

2.與本計畫之關聯 

該案初擬潭子外圍截水道之闢建方式及路線，其規劃緣由及路線劃設方

式可作為本計畫後續之參考。 

（三）潭子鄉雨水下水道檢討規劃（前臺中縣潭子鄉公所，99 年） 

1.內容要述 

由於潭子都市計畫區境內及外圍工商業發展快速，人口快速成長，潭子

地區工廠、建物遍佈原規劃路線上游北屯支線兩岸，原截水道規劃路線上建

物林立，故截水道工程推動困難，爰此，依當地居民意見研擬 7 條截水道方

案（包含 74 年原規劃方案）進行討論與分析。 

2.與本計畫之關聯 

該案針對截水道路線所提出之檢討調整原則，及民眾意見等，皆可作為

本計畫用地取得之必要及適當條件。 

（四）潭子地區截水道檢討計畫成果報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02 年 11 月） 

1.內容要述 

原潭子區公所民國 99 年「潭子鄉雨水下水道檢討規劃」所研擬之截水

道規劃路線範圍內已有建物，無法依原規劃路線予以施作，需重新評估選定

路線並辦理治理計畫。爰此，臺中市政府委辦「潭子地區截水道規劃及治理

計畫」，藉由本計畫研擬適當之截水道計畫路線，以利後續截水道設計及用

地徵收依據，並改善潭子地區北屯支線下游及四張犁支線下游淹水問題。 

2.與本計畫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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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已蒐集過往歷史災害資料，並分析基地周邊渠道排水狀況，研擬潭

子地區截水道之規劃路線及型式，該案主要截水道範圍可作為本計畫後續之

參考。 

（五）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3/3）

正式成果報告（經濟部水利署，105 年 12 月） 

1.辦理緣起 

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於民國 92 年完成規劃報告，民國 98 年 6 月 5 日

以經授水字第 09820205870 號函核定治理計畫，然自麻園溪太原路截水道以

上渠段至權責終點石岡壩南幹渠分水閘門間之渠段均未劃設治理計畫線及

用地範圍線，故依據「臺中地區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報告」，

辦理排水治理計畫，修訂柳川排水並納入潭子外圍截水道。完成之治理計畫

及排水圖籍供後續工程進行及維護管理依據。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系統計

畫區域範圍詳圖 2。 

2.主要治理方式 

先採用分洪措施削減上游傳遞之洪峰流量（潭子外圍截水道），續採護

岸改建、加高及改建阻水之跨渠構造物等併行措施，防止洪流自排水堤岸漫

溢造成淹水災害，減輕淹水災害。 

3.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置 

(1)柳川及土庫溪排水：大部分渠段通水能力可達保護標準 10 年重現期

距計畫洪水量不溢堤者、部分渠段通水能力不足者或無明顯保全對象者，則

維持現況，其餘採工程方式予以改善，包含兩岸護岸加高等工程。(2)潭子外

圍截水道：下游段 0K+000~1K+060 為「新闢明渠併雙孔箱涵段」，中游段

1K+060~1K+400 為與柳川共構之「既有柳川護岸拓寬加高改善段」，上游段

1K+400~1K+475 為銜接柳川及四張犁支線之「新闢明渠段」，截水道計畫水

道橫斷面詳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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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系統計畫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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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潭子都市計畫 

（一）計畫歷程 

潭子都市計畫於民國 62 年 7 月公布實施，並分於民國 65 年 3 月、民國

74 年 4 月及民國 78 年 10 月辦理第一次、第二次通盤檢討及第一期公共設施

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則配合都市計畫圖重製，於民國 94 年

4 月公告實施。而自第三次通盤檢討後，另辦理 4 次都市計畫變更及 1 次擬定

細部計畫；另潭子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已經臺中市政府

民國 106 年 2 月 7 日府授都企字第 1060011603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 

（二）計畫內容概要 

現行主要計畫係以「潭子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

之內容為準，茲說明如下： 

1.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為民國 115 年。 

2.計畫人口與密度 

計畫人口為 50,000 人，居住淨密度每公頃約為 340 人。 

3.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區劃設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零星工業區、加工出口專

用區、加油站專用區、電信專用區、宗教專用區、保存區、文教區、農業區、

河川區等土地使用分區。 

4.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區劃設機關、學校（文高、文中、文小）、停車場、市場、公園、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兒童遊樂場、體育場、綠地、倉庫、變電所、

郵政事業、電信、自來水事業、污水處理廠、溝渠、廣場及車站等公共設施

用地。 

現行潭子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土地使用計畫詳表 3 及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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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現行潭子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百分比(%)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35.82 23.97 34.89 
 

商業區 8.27 1.46 2.12 
 

乙種工業區 75.89 13.40 19.50 
 

零星工業區 0.11 0.02 0.03 
 

農業區 174.35 30.77 -- 
 

文教區 3.91 0.69 1.00 
 

河川區 2.93 0.52 -- 
 

加工出口專用區 26.30 4.64 6.76 
 

加油站專用區 0.09 0.02 0.02 
 

電信專用區 0.21 0.04 0.05 
 

宗教專用區 0.12 0.02 0.03 
 

保存區 0.30 0.05 0.08 
 

小計 428.30 75.60 64.4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18.25 3.22 4.69 
 

機關用地 1.38 0.24 0.35 
 

停車場用地 0.69 0.12 0.18 
 

市場用地 1.70 0.30 0.44 
 

公園用地 3.52 0.62 0.90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24 0.22 0.32 
 

兒童遊樂場用地 1.02 0.18 0.26 
 

綠地用地 0.83 0.15 0.21 
 

體育場用地 2.87 0.51 0.74 
 

倉庫用地 2.61 0.46 0.67 
 

變電所用地 0.41 0.07 0.11 
 

郵政事業用地 0.20 0.04 0.05 
 

電信用地 0.42 0.07 0.11 
 

自來水事業用地 0.06 0.01 0.02 
 

污水處理廠用地 5.40 0.95 1.39 
 

溝渠用地 0.06 0.01 0.02 
 

廣場用地 1.01 0.18 0.26 
 

道路用地 81.15 14.32 20.85 
 

人行步道用地 0.19 0.03 0.05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1.69 0.30 0.43 
 

鐵路用地 9.03 1.59 2.32 
 

高速公路用地 0.66 0.12 0.17 
 

園道用地（得兼供自行車專

用道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0.97 0.17 0.25 

 

車站用地 2.88 0.51 0.74 
 

小計 138.24 24.40 35.51 
 

合計 566.54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89.26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潭子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 

註：1.所列計畫面積包括各另擬細部計畫區之面積。 

  2.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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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現行潭子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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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範圍現行計畫內容 

變更範圍現行計畫為住宅區（面積約 0.0189 公頃）、乙種工業區（面積約 0.0618

公頃）、道路用地（面積約 0.0011 公頃）及農業區（面積約 0.7267 公頃）。變更範圍

之現行計畫詳圖 4 及圖 5。 

 

圖 4 變更範圍現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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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一 

 

區塊二 

圖 5 變更範圍現行計畫示意圖（分幅） 



14 

 

區塊三 

 

區塊四 

圖 5 變更範圍現行計畫示意圖（分幅）（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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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發展背景分析 

一、土地使用現況 

茲就周邊及變更範圍內之各土地使用分區現況概述如下： 

（一）住宅區 

周邊住宅區座落於本變更範圍第一區塊之西側，祥和路以北，多為三、

四層樓透天建築，其中有北屯支線圳道流經。 

（二）工業區 

周邊工業區座落於本變更範圍第二區塊之西側，祥和路以南，現況多數

已作工業使用，其餘部分作停車使用，部分則為閒置空地。其中有北屯支線

圳道流經。 

（三）農業區 

周邊農業區位於本變更範圍第三區塊及第四區塊之西側，現況除零星建

物分佈外，多作農業使用。 

（四）變更範圍使用現況 

本案變更範圍依其區位概分為四個區塊，各區塊範圍之使用現況詳如圖 6，

概述如下： 

區塊一現況為北屯支線圳道，圳道西側緊鄰透天住宅，並有鐵皮陽臺、

鐵窗等突出至圳道上的狀況；東側空地部分作停車使用，部分作農作使用。 

區塊二現況亦為北屯支線圳道，圳道東北兩側皆為工業廠房，堤邊東側

有高約 1.5 米圍牆，堤邊西側則多分佈有植栽。 

區塊三現況為農作使用，東西兩側分佈零星建物，南側至都市變更範圍

外則流有茄荎角分線之圳道。 

區塊四現況亦為農作使用，僅東南側至都市計畫邊界處為既有巷道貫穿，

變更範圍外南側則為農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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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一 

 

 

 
區塊二 

圖 6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分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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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三 

 

 

 區塊四 

圖 6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分幅）（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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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發展 

（一）人口統計 

變更範圍位於潭子區栗林里與嘉仁里，兩里人口合計自民國 101 年 9,823

人至民國 105 年 9,881 人，平均年成長率 0.15%，詳見表 4。 

表 4 潭子區栗林里與嘉仁里人口成長統計表 

年度 
栗林里 嘉仁里 兩里總計 

人口數(人) 成長率(%) 人口數(人) 成長率(%) 人口數(人) 成長率(%) 

101 5,322 -- 4,501 -- 9,823 -- 

102 5,344 0.41 4,545 0.98 9,889 0.67 

103 5,301 -0.80 4,532 -0.29 9,833 -0.57 

104 5,259 -0.79 4,531 -0.02 9,790 -0.44 

105 5,287 0.53 4,594 1.39 9,881 0.93 

年平均成長率 -0.16 -- 0.51 -- 0.15 

資料來源：潭子區戶政事務所及本計畫彙整。 

（二）戶數及戶量 

栗林里與嘉仁里兩里總計戶數於民國 101 年為 2,949 戶，至民國 105 年為

3,043 戶，共增加 94 戶，平均成長率為 0.79％。戶量則概呈現減少的趨勢，

由民國 101 年 3.33 人/戶，至民國 105 年為 3.25 人/戶（參表 5），近五年皆約

為 3 人/戶左右，顯示家庭型態概以折衷家庭或小家庭型態為主。 

表 5 潭子區栗林里與嘉仁里戶數成長統計表 

年度 
栗林里 嘉仁里 兩里總計 

戶數(戶) 成長率(%) 戶數(戶) 成長率(%) 戶數(戶) 成長率(%) 戶量(人/戶) 

101 1,649 -- 1,300 -- 2,949 -- 3.33 

102 1,673 1.46 1,318 1.38 2,991 1.42 3.31 

103 1,660 -0.78 1,317 -0.08 2,977 -0.47 3.30 

104 1,663 0.18 1,323 0.46 2,986 0.30 3.28 

105 1,694 1.86 1,349 1.97 3,043 1.91 3.25 

年平均成長率 0.68 -- 0.93 -- 0.79 -- 

資料來源：潭子區戶政事務所及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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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邊排水系統 

潭子外圍截水道起於與旱溪匯流處，經北屯支線，止於四張犁支線分流處，其

中北屯支線隸屬柳川排水集水區，而四張犁支線屬土庫溪排水集水區。（詳見圖 7）。 

柳川排水係屬中央管區域排水，而土庫溪排水係屬臺中市管區域排水；兩排水

早期皆以農圳型式為主，多具灌排兼用功能，排水系統錯綜繁雜，其中柳川排水集

水區面積為 22.23 平方公里，主流長度 27.62 公里；土庫溪排水全長約 23 公里，集

水區面積約 39 平方公里。 

兩排水最終皆於烏日區流入旱溪廢河道排水，係屬旱溪廢河道排水流域內之排

水支線，因排水下游出口烏日地區局部地區地盤較低，易受旱溪廢河道外水頂托造

成出口局部低窪地區淹水現象。 

 

圖 7 周邊排水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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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洪災資料收集 

參考 104 年度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臺中市易淹水及近三年重大淹水地區，

潭子外圍截水道計畫位置鄰近區域無淹水情形，淹水情況主要發生在潭子區大富里、

大豐里、福仁里、潭北里及潭秀里，多分佈於北屯支線兩岸，相關位置如表 6 及圖 8。 

表 6 變更範圍附近易淹水及近三年重大淹水地區表 

里別 淹水位置 

大豐里 
大豐路二段 122 巷至潭富路二段 156 巷大豐路活動中心周邊 

大豐路二段與十一張圳交叉口 

福仁里 
大新路與復興路口  

合作街與北屯支線(復亨橋) 

潭北里 人和路 167 巷  

潭秀里 潭富路一段 17 巷及 35 巷附近  

資料來源：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104 年。 

 

 

圖 8 歷史淹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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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權屬 

潭子外圍截水道用地落於潭子區祥和段、嘉仁段及嘉豐段，土地權屬多為私有，

面積約 2.0230 公頃，佔總截水道面積約 94.48%；而公有土地面積約 0.1182 公頃，佔

總截水道面積約 5.52%。 

變更範圍（潭子都市計畫區內）之土地共計 32 筆，私有地共計 29 筆，其中 5

筆土地為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所有，共 0.1133 公頃，佔變更範圍面積 14.01%，其餘

24筆土地為一般私有土地，共計 42位土地所有權人，面積合計 0.6840公頃，佔 84.60%。

變更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合計約 0.7973 公頃，佔變更範圍面積 98.61%。 

而公有地共計 3 筆，面積約 0.0112 公頃，佔變更範圍面積 1.39%，由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管理。有關變更範圍之土地權屬關係，詳見表 7 及圖 9；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詳見附件四。 

表 7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一覽表 

權
屬 

管理者 
變更範圍(都計區內) 都計區外 截水道整段總計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公頃) 比例(%) 

公
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0112 1.39 0.1035 7.77 0.1147 5.36 

經濟部水利署 0.0000 0.00 0.0035 0.26 0.0035 0.16 

小計 0.0112 1.39 0.1070 8.03 0.1182 5.52 

私有土地小計 0.7973 98.61 1.2257 91.97 2.0230 94.48 

合計 0.8085 100.00 1.3327 100.00 2.1412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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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變更範圍地籍套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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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計畫內容 

本案依變更範圍之 4 個區塊，共提列 4 處變更案。變更計畫之內容詳如表 8、圖

10 及圖 11；變更前後之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詳如表 9；變更後之計畫示意圖詳如圖

12 及圖 13。 

表 8 變更計畫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區塊

一 

計畫道路 15-15M

（祥和路）北側住

宅區 

住宅區 

0.0189 公頃 

河道用地 

0.0189 公頃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第三河川局「柳川及

土庫溪排水系統治

理規劃檢討及治理

計畫檢討（含潭子外

圍截水道）」規劃成

果及截水道用地位

置，變更部分住宅

區、乙種工業區、農

業區為河道用地及

部分道路用地為河

道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以改善潭子地區

北屯支線及四張犁

支線下游淹水問題。 

 

2 
區塊

二 

計畫道路 15-15M

（祥和路） 

道路用地 

0.0011 公頃 

河道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0.0011 公頃 

計畫道路 15-15M

（祥和路）南側乙

種工業區 

乙種工業區 

0.0618 公頃 

河道用地 

0.0618 公頃 

3 
區塊

三 

計 畫 道 路 環 道

-25M 東側農業區 

農業區 

0.4794 公頃 

河道用地 

0.4794 公頃 

4 
區塊

四 

計 畫 道 路 環 道

-25M 東側農業區 

農業區 

0.2473 公頃 

河道用地 

0.2473 公頃 

註：本表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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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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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1 案（區塊一） 

 

變 2 案（區塊二） 

圖 11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分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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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3 案（區塊三） 

 

變 4 案（區塊四） 

圖 11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分幅）（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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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本次個案變更後 
備註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百分比(%)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135.82 -0.02 135.80 23.97 34.90   

商業區 8.27   8.27 1.46 2.13   

乙種工業區 75.89 -0.06 75.83 13.38 19.49   

零星工業區 0.11   0.11 0.02 0.03   

農業區 174.35 -0.73 173.62 30.65 --    

文教區 3.91   3.91 0.69 1.00   

河川區 2.93   2.93 0.52 --    

加工出口專用區 26.30   26.30 4.64 6.76   

加油站專用區 0.09   0.09 0.02 0.02   

電信專用區 0.21   0.21 0.04 0.05   

宗教專用區 0.12   0.12 0.02 0.03   

保存區 0.30   0.30 0.05 0.08   

小計 428.30   427.49 75.46 64.49   

公共

設施

用地 

學校用地 18.25   18.25 3.22 4.69   

機關用地 1.38   1.38 0.24 0.35   

停車場用地 0.69   0.69 0.12 0.18   

市場用地 1.70   1.7 0.30 0.44   

公園用地 3.52   3.52 0.62 0.90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24   1.24 0.22 0.32   

兒童遊樂場用地 1.02   1.02 0.18 0.26   

綠地用地 0.83   0.83 0.15 0.21   

體育場用地 2.87   2.87 0.51 0.74   

倉庫用地 2.61   2.61 0.46 0.67   

變電所用地 0.41   0.41 0.07 0.11   

郵政事業用地 0.20   0.2 0.04 0.05   

電信用地 0.42   0.42 0.07 0.11   

自來水事業用地 0.06   0.06 0.01 0.02   

污水處理廠用地 5.40   5.4 0.95 1.39   

溝渠用地 0.06   0.06 0.01 --   

廣場用地 1.01   1.03 0.18 0.26   

道路用地 81.15 -0.00* 81.149 14.32 20.85   

人行步道用地 0.19   0.19 0.03 0.05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1.69   1.69 0.30 0.43   

鐵路用地 9.03   9.03 1.59 2.32   

高速公路用地 0.66   0.66 0.12 0.17   

園道用地（得兼供自行車專用

道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0.97   0.97 0.17 0.25   

車站用地 2.88   2.88 0.51 0.74   

河道用地 0 +0.81 0.81 0.14 --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 +0.00* 0.001 0.0002 --    

小計 138.24   139.05 24.54 35.51   

合計 566.54   566.54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89.18    389.10 -- 100.00   

註：1.本表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道路用地減少 11 平方公尺；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增加 11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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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變更後之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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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一 

 
區塊二 

圖 13 變更後之計畫示意圖（分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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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三 

 
區塊四 

圖 13 變更後之計畫示意圖（分幅）（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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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土地取得 

本案變更範圍之公有土地面積約0.0112公頃，於未來本案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

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撥用；私有土地面積約 0.7973 公頃（其中臺灣臺中農田水

利會土地面積約 0.1133 公頃）依「都市計畫法」與「土地徵收條例」等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徵收。 

二、實施進度及經費 

依據「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

道）」之潭子外圍截水道工程實施計畫所列，潭子外圍截水道整段之開發經費估計約

86,167 萬元；而本案變更範圍（僅都市計畫區內）則依上述之檢討報告之經費估算

方式推估，預估之土地徵收費約 19,295 萬元、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約 20 萬元、工

程費約 14,870 萬元，合計總開發經費約 34,184 萬元；其所需經費由經濟部水利署編

列預算進行工程建設，詳表 10。 

本案截水道實施進度預計於民國 107 年辦理徵收、108 年實施工程施工，於民國

109 年底完工，惟得視實際執行進度予以調整。另非都市土地部分，刻由經濟部水利

署第三河川局另行辦理用地變更編定中。 

表 10 事業及財務計畫經費一覽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開發經費 

(萬元) 

土地取得方式 主辦 

單位 

經費 

來源 

預定完

成期限 撥用 徵收 

本
案
範
圍 

(

都
計
區
內) 

0.8085 

土地徵收費 19,294.66 

v v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第
三
河
川
局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編
列
預
算 

民國 106

年至 109

年底 

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 20.06 

工程費 14,869.62 

合計 34,184.34 

潭
子
外
圍
截
水
道 

(

含
非
都
及
都
計
區) 

2.1412 

土地徵收費 50,034.00 

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 66.00 

工程費 36,067.29 

合計 86,167.29 

註：1.各項費用係參考「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估算方式

推估（土地徵收費以約每坪 8萬估算、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以平方公尺 27.6元估算、工程費依比例概估）。 

  2.本案截水道路線均避開既有之建築物，且工程施作亦不涉及建築改良物之拆遷。 

  3.本表預計開發經費及完成期限僅供參考，得視主辦單位實際執行狀況酌予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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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生態及低碳城市規劃原則 

依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 36 條規定，研提生態及低碳城市規劃

原則，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生態治理原則 

根據民國 105 年「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

子外圍截水道）（3/3）正式成果報告」所研擬之治理計畫原則，排水路集水區經劃定

後，應避免開發對原地表高程及排水系統之影響，檢討是否有重新切割現況集水系

統、阻礙水路通洪、增加地表逕流、加重下游水路排洪量等問題，使排水量不超過

原設計流量，致排水條件惡化，以避免增加原環境之負荷。另民國 103 年「區域排

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104～109 年）」亦針對相關排水設施之規劃設計作原則性指

導策略，整體願景為「有效降低淹水風險，營造近自然排水路環境」，故規劃之排水

設施除考量防洪功能外，需同時考慮生態保育需求及景觀、親水之功能，配合地方

特色採用生態工法治理，提升生活環境品質，達到整體環境營造之功效。 

而本案之截水道則依據民國 105 年「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

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3/3）正式成果報告」將工程大致分為三區塊，分

別為旱溪至北屯支線分流後於農地新闢截水道之「新闢明渠併雙孔箱涵」段，北屯

支線分流前至北屯支線匯流後之「既有北屯支線護岸拓寬加高改善」段，及北屯支

線分流前至四張犁支線分水處於農地新闢截水道之「新闢明渠段」。其中「新闢明渠

併雙孔箱涵」段，於旱溪高灘地處，與旱溪流向順向排入旱溪，並在適當坡降之截

水道路線基礎下，以結合既設道路（建置箱涵）及現有排水路為原則，以減少對旱

溪之環境負荷衝擊。 

二、水與綠網絡系統串聯原則 

本案變更後為河道用地，依民國 105 年「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

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3/3）正式成果報告」所研擬之整治原則及設

計標準，整治規劃成果需結合生態、水質調查分析及區域排水路環境改善，以營造

排水路周邊水域環境。故本案截水道經環境營造規劃後，可串連既有之四張犁支線、

北屯支線及旱溪，形成潭子都市計畫區內之藍帶系統，並連結計畫區內多處公園、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及綠地用地等所形成之點狀綠點和綠核空間，形塑完整水與

綠之網絡系統，以營造富含生物多樣性的永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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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域綜合治水之相關配合 

綜合治水係使用土地利用管制、防災策略、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與相關技

術規範等方法，達到出流管制、滿足保護基準與防災減災之目的；其中逕流分擔與

出流管制策略透過流域內上、中、下游及都市與非都市之滯蓄及保水設施，增加入

滲及蓄留能力，回復流域之自然水循環功能，為達成生態與低碳城市之策略之一。

而本截水道係屬柳川及土庫溪排水集水區，故應配合集水區上、中、下游之相關綜

合治水策略，以提高整體之生態環境效益。根據民國 105 年「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

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3/3）正式成果報告」，相關

之配合事項如下： 

（一）出流管制措施 

柳川及土庫溪排水集水區範圍內含括諸多現正開發之土地重劃區（如捷

運北屯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13 及 14 期市地重劃等），及都市計畫外圍之非

都市土地（如本案之潭子外圍截水道部分流經潭子地區之都市計畫區外圍等），

上述之未開發或低度開發之地區，未來開發時應符合排水管理辦法或臺中市

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辦法第 4 條、第 6 條相關規定提送排水計畫書審查核定後，

始得開發。此外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3 條規定，新建之

建築物應依據規定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 

（二）逕流分擔措施 

柳川及土庫溪排水集水區範圍包含諸多都市計畫區，因都市土地使用改

變、不透水表面增加，使地表逕流量增加，造成既有下水道或下游承受水體

之負擔；然高度發展之都市計畫區內，較難規劃大面積滯洪池用地以蓄存多

餘之逕流。故為解決上述問題，應可於適當地點，如公園用地、停車場用地

及其他公有土地內，依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權責

單位申請提出多目標使用，以鋪設透水舖面、增設水撲滿或其他儲水設施，

達削減洪峰之目的，降低既有下水道改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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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為維護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規定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之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本案依「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理之變更都市計畫草案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用

地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並於本節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說明本案事業計畫之

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一、公益性 

本案截水道之興建將提高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下游排水路之保護標準，改善

潭子地區以南之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下游高密度都會區之淹水問題，以降低淹水

災害之發生及減少洪災損失，並增加人民生命財產之保障及提高土地利用之價值。 

二、必要性 

（一）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之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案截水道前於民國 74 年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辦理之「臺中縣潭子

鄉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依水文分析、現況水理及淹水調查，初步研擬本案

截水道之路線；於民國 99 年臺中市潭子區公所（前臺中縣潭子鄉公所）辦理

「潭子鄉雨水下水道檢討規劃」，因原規劃截水道路線上建物林立，遂依當地

居民意見研擬 7 條截水道路線方案進行比較；後又於民國 102 年臺中市政府

水利局辦理「潭子地區截水道檢討規劃」及 105 年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

道）」，經多次研商及檢討後，以下列幾點原則作為路線調整之依據： 

1.路線規劃以避開民屋住宅等結構物為優先，進行微調。 

2.路線以束縮滿足通洪能力為原則。 

3.適當坡降之截水道路線基礎下，以結合既設道路（建置箱涵）及現有排水路

為原則，降低對當地生態之影響。 

4.截水道通行路線以行經公有地為優先考量，若僅能通過私有地，則儘量以地

籍邊界劃設，以不留畸零地為原則，以增高民眾徵收意願。 

5.私有地則以水利地為優先，農地次之，以不拆遷既有建物為原則。 

6.與既有水路共構或跨越段，依據測量成果規劃以共構或渡槽方式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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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所述，本案截水道用地範圍係經水文分析、現況水理，及依地籍、

地形及既有建物等現況，並經民眾參與及多次檢討調整後劃設，故已達使用

效益必須取得私人用地之最小使用限度範圍。 

（二）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案藉截水道將洪水排入旱溪，以分洪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故以旱

溪匯流處為起點，流經柳川排水之支線北屯支線，以土庫溪排水之四張犁支

線為終點；該規劃路徑係經水文、水理分析及地形地勢等因素所勘定，且未

通過人口住宅密集地區，符合勘選用地範圍之原則。 

（三）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案係都市計畫河道用地之開闢，尚無整體開發之方案，故不採取市地

重劃、區塊徵收等方案，而以一般徵收取得；另本案之截水道工程開闢為永

久使用，若以其他方式取得，如設定地上權、租用、聯合開發等方式，經研

判為不可行，理由如下： 

1.設定地上權：因本案工程作為河道使用，係為分洪功能之永久使用公共設施，

故為配合工程施工及後續開發管理考量，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 

2.捐贈：私人捐贈須視土地所有權人之意願，倘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捐贈，將

配合完成相關手續。 

3.租賃：因本案工程係為永久河道使用，必須取得範圍內私有土地之所有權，

方能使分洪、淹水改善計畫得以長遠落實，故不宜以租賃方式取得。 

4.聯合開發：本案工程未來係作公共設施，且無法建築，亦無報酬及收益，不

符聯合開發之立意，故本案不適宜以聯合開發方式取得。 

三、公益性及必要性綜合評估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2 條規定，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

續發展因素等因素予以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說明如下： 

（一）社會因素 

1.影響人口之多寡 

本案之用地取得範圍位於潭子區栗林里及嘉仁里，截至民國 105 年臺中

市潭子戶政事務所之統計資料，該兩里全體人口數為 9,881 人。而本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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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一般私有土地共計 24 筆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共 42 人，約占該兩里總人

口數之 0.43%，對當地人口之整體影響屬輕微。 

2.對周圍社會現況影響 

本案之截水道開闢完成後，除能解決潭子地區柳川排水上游（北屯支線）

及其周邊區域排水狀況不佳之問題外，亦針對既有灌溉水路進行改善，對周

圍民眾之居住及財產安全保障有正面的提升。 

3.對農業區之農業生產環境及土地所有權人之影響 

本案農業區變更業經本府農業局民國 106 年 6 月 27 日中市農地字第

1060021949 號函依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

審查同意辦理在案（詳附件五）。又本案涉及農業區變更之土地共 19 筆，變

更範圍約 0.73 公頃，共 27 位土地所有權人，是否影響農業區土地所有權人

農民健康保險資格，依「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作業要

點」規定，符合該要點規定者，得依該要點規定繼續參加農保 3 年，且本案

變更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於變更前持有農業用地大於 0.1 公頃者（參加農

保之自有農業用地之面積條件：平均每人面積 0.1 公頃以上），於變更後持有

農業用地皆亦大於 0.1 公頃，故應無因本案變更而致無法續參加農保。綜上，

本案之農業區變更應不至對農業生產環境及其土地所有權人有不利影響。 

4.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影響 

查本案變更範圍內有一土地所有權人為臺中市潭子區中低收入戶應計

人口（詳附件六），查其土地面積僅 12.23 平方公尺（變更範圍面積亦為 12.23

平方公尺），且並無需拆遷之建築改良物，故應不造成土地所有權人無屋可

居或對其生活型態產生影響，惟後續辦理徵收相關程序時，若有土地徵收條

例第 34 條之 1 所稱之「徵收公告一年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人口，因其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者」，將請相關主管機

關妥依該條例訂定相關安置計畫。 

5.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 

本案之截水道於工程設計之初，已考量淹水災害位置轉移之風險，故於

高重現期距降雨發生時，多餘之洪水將往柳川排水下游運移，並無導致截水

道周圍淹水而致影響周圍居民健康；此外施工期間將針對廢棄物、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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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振動、水質、交通維持等皆研擬相關防治措施，將工程對居民之健康風

險影響降至最低。 

（二）經濟因素 

1.對稅收之影響 

俟本案截水道開闢完成後，將有效降低該地區之淹水風險並改善排水環

境，提高土地利用價值，進而增加政府稅收。 

2.對糧食安全之影響  

本案截水道範圍屬農業區部分約 0.73 公頃，佔潭子都市計畫農業區

（174.35 公頃）0.42%，所佔比例甚低，且現況部分為住家觀賞盆栽，對糧

食安全甚微。 

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案截水道範圍部分屬工業區，然該部分為既有水路，僅涉及拓寬及加

高等工程，並不影響周圍之工廠作工業使用，故不減少就業及轉業人口。 

4.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本案係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

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新闢截水道工程用地需求，業

獲經濟部水利署同意負擔興建經費。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案截水道於住宅區及工業區部分現況已為既有灌溉水路，其拓寬及改

善的工程不致造成自然風貌的改變；而農業區部分，本案之截水道已於其規

劃報告中載明將配合地方特色採用生態工法治理，故亦不造成影響。 

2.對文化古蹟之改變 

本案截水道範圍內無文化古蹟，故不會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3.對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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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截水道用地範圍於住宅區及工業區以使用既有渠道為主，而於農業

區新闢渠道部分亦避開既有之建築物，並另於截水道兩側設置通行便道，改

善農業經營之出入通道，是以應不使原生活條件發生改變。 

4.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案之截水道於其規劃報告中已載明將考慮生態保育需求及景觀、親水

之功能，配合地方特色採用生態工法治理，提升生活環境品質，達到整體環

境營造之功效，故對生態環境無負面影響。 

（四）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本案係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

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該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工

作，符合行政院「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故亦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

策。 

2.永續指標 

本案之截水道河道用地開闢，係為提高排水路保護標準，減少淹水發生，

達到治水利水及防災減災之目標，以維國家之永續發展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

安全，故符合永續發展指標。 

3.國土計畫原則 

本案之截水道範圍內無國土復育方案禁止開發土地，亦非屬國家公園變

更範圍內，符合國土計畫原則。 

四、適當性 

（一）變更範圍之適當性 

本案之變更範圍係以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

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規劃成果所定之潭子外

圍截水道用地範圍線為依據；又該截水道用地範圍係依民國 74 年「臺中縣潭

子鄉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所劃，並分別於民國 92 年、99 年及 102 年以

不影響既有建物及無穿越淹水、地勢低漥區等原則進行檢討，擇定最適當且

影響最小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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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的之適當性 

為提高下游高密度都會區之排水路保護標準，改善潭子地區淹水問題，

進行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之分洪工程計畫及都市計畫河道用地之開闢，計

畫目的具適當性。  

（三）用地取得之適當性 

本案將依法進行用地取得、用地範圍內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其中公有

地用地取得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撥用；而因工程完工後將永久作為截水

道使用以達分洪之目的，必須取得範圍內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故依「都市計

畫法」與「土地徵收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徵收；此外並遵循「依都市

計畫法第 27條規定辦理之變更都市計畫草案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用地應行注

意事項」第 5 點規定，由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會同地政主管機關、需用土地人

召開公開展覽說明會，並踐行完整程序。 

五、合法性 

（一）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依內政部民國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1 號函有關「都市

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

施」係指配合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有迅行變更之必要，經直

轄市、縣（市）政府參酌下列四項原則逕予認定者。 

1.已列入地方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計畫者。 

2.已編列預算達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地方重大建設者。 

3.報經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補助二分之一以上經費興建之重大

設施者。 

4.其他符合都市計畫相關法令或審議規範規定，得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

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者。 

本案係配合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新闢截水道工程用地需求，因本案業獲經

濟部水利署同意負擔興建經費，符合內政部民國 93 年函示原則二認定之重

大設施，且防洪治水攸關整體區域安全，得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理個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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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土地法第 20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

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 

一、國防設備。 

二、交通事業。 

三、公用事業。 

四、水利事業。 

五、公共衛生。 

六、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 

七、教育學術及慈善事業。 

八、國營事業。 

九、其他由政府興辦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 

本案截水道符合該條文第 4 款，水利事業之規定。 

（三）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

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 

一、國防事業。 

二、交通事業。 

三、公用事業。 

四、水利事業。 

五、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事業。 

六、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 

七、教育、學術及文化事業。 

八、社會福利事業。 

九、國營事業。 

十、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 

本案截水道符合該條文第 4 款，水利事業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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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民國 106年 6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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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潭子外圍截水道計畫水道橫斷面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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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潭子外圍截水道計畫水道橫斷面圖(2/2)



附件四、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序號 區 段 地號 登記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變更範圍面積(m2) 土地所有權人 

1 潭子區 祥和段 259 75.42 1/1 75.42 1.35 楊＊＊ 

2 潭子區 祥和段 260 414.95 1/1 414.95 170.92 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 

3 潭子區 祥和段 261 105.21 1/1 105.21 14.14 朱＊＊ 

4 潭子區 祥和段 262 91.09 1/1 91.09 2.14 林＊＊ 

5 潭子區 祥和段 275 497.83 1/1 497.83 257.40 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 

6 潭子區 祥和段 277 313.83 

45/100 141.22 

115.14 

張＊＊ 

30/100 94.15 許＊＊ 

10/100 31.38 陳＊＊ 

10/100 31.38 蔡＊＊ 

5/100 15.69 余＊＊ 

7 潭子區 祥和段 277-1 264.06 1/1 264.06 14.62 鉅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潭子區 祥和段 312 619.91 1/1 619.91 469.18 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 

9 潭子區 祥和段 312-15 3024.70 1/1 3024.70 468.94 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 

10 潭子區 祥和段 313 97.32 1/1 97.32 19.29 天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 潭子區 祥和段 313-1 797.05 1/1 797.05 14.91 天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潭子區 祥和段 313-3 84.97 
1/2 42.49 

11.51 
洪＊＊ 

1/2 42.49 鍾＊＊ 

13 潭子區 祥和段 314 613.76 1/1 613.76 33.29 鎔利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4 潭子區 嘉仁段 58 12.23 
650/1890 4.21 

12.23 
張＊＊ 

1240/1890 8.02 林＊＊ 



附件四、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序號 區 段 地號 登記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變更範圍面積(m2) 土地所有權人 

15 潭子區 嘉仁段 126 2,798.88 1/1 2,798.88 883.14 吳＊＊ 

16 潭子區 嘉仁段 127 1,948.32 1/1 1,948.32 480.88 蔡＊＊ 

17 潭子區 嘉仁段 128 2,119.22 

1/3 706.41 

446.47 

鄭＊＊ 

1/3 706.41 鄭＊＊ 

1/3 706.41 鄭＊＊ 

18 潭子區 嘉仁段 145 1,365.63 

1/3 455.21 

350.95 

鄭＊＊ 

1/3 455.21 鄭＊＊ 

1/3 455.21 鄭＊＊ 

19 潭子區 嘉仁段 146-4 616.29 1/1 616.29 52.32 張＊＊ 

20 潭子區 嘉仁段 146-6 863.85 1/1 863.85 378.78 張＊＊ 

21 潭子區 嘉仁段 148 2,182.03 

453/1000 988.46 

952.42 

邱＊＊ 

119/1000 259.66 陳＊＊ 

428/1000 933.91 張＊＊ 

22 潭子區 嘉仁段 151 183.22 1/1 183.22 32.57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3 潭子區 嘉仁段 152-1 750.21 
1/2 375.11 

602.21 
江＊＊ 

1/2 375.11 陳＊＊ 

24 潭子區 嘉仁段 212-1 1,322.10 1/1 1,322.10 55.45 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 

25 潭子區 嘉仁段 252 801.41 
1/2 400.71 

191.49 
邱＊＊ 

1/2 400.71 陳＊＊ 

26 潭子區 嘉仁段 253 3,100.59 6/12 1,550.30 6.86 林＊＊ 



附件四、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序號 區 段 地號 登記面積(m2)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m2) 變更範圍面積(m2) 土地所有權人 

3/12 775.15 林＊＊ 

3/12 775.15 林＊＊ 

27 潭子區 嘉豐段 197 2,860.33 1/1 2,860.33 979.19 江＊＊ 

28 潭子區 嘉豐段 198 1,148.26 

1/6 191.38 

766.74 

高＊＊ 

1/6 191.38 高＊＊ 

1/2 574.13 高＊＊ 

公同共有 1/6 191.38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29 潭子區 嘉豐段 199 560.51 1/1 560.51 257.56 林＊＊ 

30 潭子區 嘉豐段 269 867.89 1/1 867.89 33.34 藍＊＊ 

31 潭子區 嘉豐段 271 835.03 1/1 835.03 56.65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2 潭子區 嘉豐段 272 205.28 1/1 205.28 23.02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註：變更範圍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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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1 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6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開會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303 會議室 

三、主持人：林主任委員陵三 

記錄彙整：陳玉姍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第 70 次）及執行情形 

決定：准予確認。 

 

七、討論案件： 

第一案：擬定潭子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決議：本案除下列意見外，其餘准照第 8 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

正後通過（參見表 2）： 

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後條文第一點：法源依據保留依都市

計畫法第 22條規定並增列第 32條規定。 

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後條文第十五點：請都發局參照其他

相關案例，統一用語寫法。 

 

第二案：變更潭子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乙種工業區及農業區為河

道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合潭子

外圍截水道）案 

決議：本案除「市都委會專案小組意見處理情形補充資料」附錄 8 生

態及低碳城市規劃原則中「三、流域綜合治水之相關配合（二）

逕流分擔措施」之論述修正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建議意見及

前開補充資料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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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變更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明傳產業園區部分)」暨

「擬定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明傳產業園區部分)」案 

決議：本案應針對計畫範圍鄰近區域之現況使用、整體環境及政策發

展導向等整體性考量，並加強說明計畫目的與區域計畫中農業

區現況使用之關連性，以及設置本園區之必要性，爰請申請單

位重新檢討本案變更理由與內容後，再提本會審議。 

第四案：變更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梨山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配合梨山消防分隊遷建）案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變更新社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暨擬定新社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案 

決議：本案除下列意見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後通

過： 

一、主計變5案(含人陳第6案)：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通過，說明如下： 

（一）變更為加油站專用區部分：依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陳情意

見表示該公司尚未民營化，故維持原計畫。 

（二）中正段524地號私有土地部分：因中油公司迄今尚未協商取

得該私有土地，爰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變更恢復為農業區，

以兼顧相關權益人之權益。 

二、主計變6案(含人陳第8案)：依變更內容照案通過。 

三、人陳第4案：酌予採納，以現有既成道路劃設為4公尺計畫道路取

代現行4公尺人行步道用地，東側截角寬度為5公尺，其變更為計

畫道路部分較原回饋25%土地面積(31平方公尺)多4.78平方公

尺，一併由陳情人無償捐贈，並請陳情人出具同意書納入計畫書

辦理。 

四、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修正後條文第一點：法源依據保留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規定

並增列第3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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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散會：中午 12 時整。  

（二）修正後條文第十一點：請都發局參照其他相關案例，統一用語

寫法。 

第六案：擬定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配合市場用地(市61)為第四種住宅區及兒童遊樂場

用地) 案 

決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依第59次市都委會審決條文通過，

餘請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決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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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二案 所屬行政區 臺中市潭子區 

案

由 

變更潭子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乙種工業區及農業區為河道用地，部分道路用

地為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合潭子外圍截水道）案 

說 

明 

一、計畫緣起 

近年來全球氣候異常，短延時長降雨事件頻繁，為賡續推動區域排水整

治及環境營造工作，維持水利工程推展之延續性，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

刻正辦理「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

圍截水道）」，研擬適當之截水道規劃路線，以利後續截水道設計及用地徵收

依據，並改善未來潭子地區北屯支線下游及四張犁支線下游淹水問題。 

北屯支線及四張犁支線屬灌溉圳路，因鄰近地區無小型雨水下水道設施，

故灌溉圳路擔起區域排水角色，在都市發展迅速及氣候變遷影響下，北屯支

線下游及四張犁支線下游無法負荷大量之降雨逕流，故暴雨逕流順地形地勢

向低窪區漫溢，導致潭子區福仁里、潭陽里及潭北里因地勢較低，造成暴雨

逕流漫溢兩岸。 

隸屬柳川排水集水區之北屯支線及土庫溪排水集水區之四張犁支線，下

游進入臺中市市區，因拓寬辦理排水工程改善困難，故前臺灣省住宅及都市

發展局「臺中縣潭子鄉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民國 74年)，以分洪概念

為構想，研擬沿潭子地區新闢截水道，俾截導北屯支線其外圍雨水逕流；另

本截水道雖再經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民國 92年辦理「臺中地區柳川

排水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改善規劃」、潭子區公所民國 99 年辦理「潭子鄉雨水

下水道檢討規劃」、臺中市政府水利局民國 102年辦理「潭子地區截水道檢討

規劃」等規劃，然均未落實於用地變更及工程施作。 

因此為配合重大市政建設（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爰依經濟部

水利署第三河川局 105年 12月「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

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規劃成果，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將該截水

道用地變更為河道用地，以加速用地變更審議期程與及早取得土地，進行區

域排水整治建設計畫之推動。 

二、辦理機關：臺中市政府。 

三、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四、變更位置及面積 

本案之變更位置位於潭子都市計畫區東北側，變更範圍為截水道座落於

潭子都市計畫區範圍內的部分，由北至南分別位於計畫道路 15-15M（祥和路）

北側住宅區（區塊一）、計畫道路 15-15M（祥和路）南側乙種工業區（區塊

二）及計畫道路環道-25M（福林路）東側農業區（區塊三及四），變更範圍面

積約 0.81公頃。詳圖 1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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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內容 

詳表 1變更計畫內容綜理表、圖 2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 

六、實施進度與經費 

依據「潭子地區截水道檢討規劃成果報告」之潭子地區截水道工程實施

計畫估算位於都市計畫區內之工程經費，而土地徵收費係以鄰近地區之實價

登錄資訊概估；預估之土地徵購補償費約 16,456 萬元，工程費約 10,000 萬

元，合計約 26,456 萬元；其所需經費由經濟部水利署編列預算進行工程建

設。詳表 2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七、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 106年 4月 20日起 30天（刊登於 106年 4月 20日

台灣新生報第 12 版、106 年 4 月 21 日台灣新生報第 13 版及 106 年 4

月 22日台灣新生報第 11版） 

（二）公開說明會：106 年 5 月 4 日上午 10 時 00 分假本市潭子區公所 4 樓

會議室舉行。 

（三）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共計 4件。（詳參見表 3） 

市 

都 

委 

會 

專

案

小

組

建

議

意

見 

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王委員大立（召集人）、周委員廷彰、巫委員哲緯、

張委員梅英、林委員宜欣等五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於 106 年 6 月 6 日

召開第 1 次簡報會議後，並已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本案建議除下列各點外，

其餘建議照案通過。 

一、本案係配合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

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而為之都市計畫變更，故請於計畫書

中再予補充說明其辦理緣起及規劃治理內容；另有關潭子外圍截水道部分，

宜補充全線之用地範圍、工程設計與事業及財務計畫（含非都及都計區）等

內容。 

二、事業及財務計畫中補充說明土地徵收補償費之估算依據、拆遷之建築物面積

及相關之辦理期程。 

三、本案涉及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故請於本案提送大會審議前，需取得農業主

管有關農業用地變更使用之同意文件，後續並納入計畫書載明；另對於徵收

用地後，是否影響原土地所有權人農保資格，亦請釐清並敘明可因應措施。 

四、請查明本案變更範圍是否影響弱勢族群（屬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若有，

則請妥為研議適當之安置處理計畫 

五、關於生態及低碳城市規劃原則部分，再請補充其相關內容。 

六、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詳參表 1。 

七、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部分：詳參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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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都 

委 

會 

決 

議 

本案除「市都委會專案小組意見處理情形補充資料」附錄 8 生態及低碳城市規劃

原則中「三、流域綜合治水之相關配合（二）逕流分擔措施」之論述修正外，其

餘准照專案小組建議意見及前開補充資料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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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 

表 1 變更計畫內容綜理表 

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

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 
區塊

一 

計畫道路 15-15M

（祥和路）北側

住宅區 

住宅區 

0.02 公

頃 

河道用地 

0.02公頃 

依據經濟部水利署第

三河川局「柳川及土庫

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

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

（ 含潭子外 圍截水

道）」規劃成果及截水

道用地位置，變更部分

住宅區、乙種工業區、

農業區為河道用地及

部分道路用地為河道

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以

改善潭子地區北屯支

線及四張犁支線下游

淹水問題。 

本案除「因

變更範圍涉

及人民權益

甚鉅，應精

確計算其變

更面積至小

數 點 後 四

位」外，其餘

建議照案通

過。 

照 專 案

小 組 初

步 建 議

意 見 通

過。 

2 
區塊

二 

計畫道路 15-15M

（祥和路） 

道路用地 

0.00 公

頃* 

河道用地兼

供道路使用 

0.00公頃* 

計畫道路 15-15M

（祥和路）南側

乙種工業區 

乙種工業

區 

0.06 公

頃 

河道用地 

0.06公頃 

3 
區塊

三 

計畫道路環道-

25M東側農業區 

農業區 

0.48 公

頃 

河道用地 

0.48公頃 



2-5 
 

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

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4 
區塊

四 

計畫道路環道-

25M東側農業區 

農業區 

0.25 公

頃 

河道用地 

0.25公頃 

註：1.本表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道路用地及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面積為 10.06平方公尺。 

 

圖 2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 

表 2 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項目 

面積 

(公

頃) 

土地取得方

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經費來源 

預定 

完成 

期限 撥用 徵收 

截水 0.81 ˇ ˇ 土地徵收補 16,456 經濟部 經濟部水利 民國10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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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工

程範

圍 

償費 水利署

第三河

川局 

署編列預算 至 110年 

工程費 10,000 

合計 26,456 

註：1.土地徵收補償費用係參考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訊估算。 
    2.工程費係參考「潭子地區截水道檢討規劃成果報告」所列工程費用估算。 

    3.本表預計開發經費及完成期限僅供參考，得視主辦單位實際執行狀況酌予調整之。 

表 3 公開展覽期間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及 

建議位置 
陳情內容及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1 吳劉月美 

嘉仁段 126

號 

陳情內容： 

將河道截彎取直 

1.可降低徵收面積及成本。 

2.有效利用土地及農業生產。 

3.避免拆除已興建完成民宅。 

建議事項： 

河道可由嘉仁段加水溝蓋至祥

和路以便疏解嘉豐路車潮與行

車安全，帶動地方繁榮。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依據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

106 年 6 月 5 日 水 三 產 字 第

10650061370 號函示（如附函）略以：

陳情人建議路線，分洪工將設置於柳

川排水左岸之受攻擊弱面，經評估截

彎取直後分洪工將直接受洪水衝擊

易受破壞，且洪災有轉移至旱溪周邊

之疑慮。為避免上述澇災發生，故不

予調整目前規劃之路線；另為後續清

淤及維護管理工作，仍不宜加蓋使

用。 

照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通

過。 

2 陳舒婷 陳情內容： 

政府機關為民謀益施作截水

道，但是否達到確實效益，施行

規範應透明公開，避免因環境

人員變動而影響計畫。 

建議事項： 

請依公文明確回文，徵收方式

及金額，若無法先行徵收再變

更分區，條規依據為何？若變

更後一年內未徵收將如何給予

所有權人保障。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依據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

106 年 6 月 5 日 水 三 產 字 第

10650061370 號函示略以： 

1.本局辦理用地取得，應依據水利法

第 82 條及 83條規定辦理，基此，

若要辦理用地徵購及工程施作，必

須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水利用

地才得辦理，如未完成都市計畫變

更程序，無法源依據辦理用地取

得。 

2.按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需

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

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協議

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

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指市場

正常交易價格。」，另依內政部 101

年 2月 2日台內地字第 1010085864

號函示，「協議價購應依市價與所

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係指市場正

常交易價格，該市價資訊之取得可

參考政府相關公開資訊或不動產

仲介業之相關資訊，或委由不動產

估價師查估。」，又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 30 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

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

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

照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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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 

建議位置 
陳情內容及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

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

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將來辦

理用地取得將依上該規定辦理，在

未完成都市計畫程序及確認用地

取得之期程，自無法評估用地取得

當年期之市價。 

3 張瑞發 陳情內容： 

1.變更後是否確定何時徵收，

如何給予地主明確保障。 

2.如何訂定徵收價格之標準應

事先告知地主溝通。 

3.若變更後無法徵收如何因

應。如何回歸地主原本之地類

別。 

建議事項： 

1.先徵收再變更。 

2.公開徵收價格方式。 

3.陳情後處理方式及後續應主

動告知追蹤。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同人 2。 

照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通

過。 

4 吳宗壁 

等 14 人 

陳情內容： 

如變更為河道用地再徵收的

話，屆時需用地機關又遲遲不

辦理徵收，那民等之權利影響

甚鉅。 

1.農民之農保資格會喪失，農

地有貸款無法繼續貸款，還得

籌措資金償還，農民等生活艱

難困苦無保障。 

建議事項： 

1.既已規劃河道用地，應先辦

理徵收程序再由需地機關依

通盤檢討方式辦理變更分區，

即可減少紛爭還可以保障農

民之權利等。 

2.農民取得徵收補償金，可先

購置農地繼續耕作並保障農

保資格，其生活也有保障。 

3.政府人民為雙贏。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1.同人 2 

2.依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農地被

徵收繼續加保作業要點規定，符合

該要點規定者，得依該要點規定繼

續參加農保 3年。 

照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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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函 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 106年 6月 5日水三產字第 1065006137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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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1次會議【第二案】 

變更潭子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乙種工業區及農業區為河道用地，部分

道路用地為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合潭子外圍截水道）案 

市都委會專案小組意見處理情形補充資料(修正後) 

市都委會專案小組意見處理情形綜理表 

編號 專案小組意見 處理情形 

1 

本案係配合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柳川及土庫

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

外圍截水道）」而為之都市計畫變更，故請於計畫

書中再予補充說明其辦理緣起及規劃治理內容；另

有關潭子外圍截水道部分，宜補充本截水道於柳川

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水計畫中之定位及執行情形，

及截水道全線之用地範圍、工程設計與事業及財務

計畫（含非都及都計區）等內容。 

1.「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

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

截水道）」之辦理緣起與規劃治理

內容，及截水道之定位部分補充於

計畫書第壹章及第肆章-一-(四)，

詳附錄 1及附錄 2。 

2.潭子外圍截水道全線用地範圍相

關內容補充於計畫書第參章，詳附

錄 3。 

2 
事業及財務計畫中補充說明土地徵收補償費之估

算依據、拆遷之建築物面積及相關之辦理期程。 
補充於計畫書第柒章，詳附錄 4。 

3 

本案涉及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故請於本案提送大

會審議前，需取得農業主管有關農業用地變更使用

之同意文件，後續並納入計畫書載明；另對於徵收

用地後，是否影響原土地所有權人農保資格，亦請

釐清並敘明可因應措施。 

1.補充於計畫書第玖章-三-(一)-3，

詳附錄 5。 

2.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

使用之同意文件詳附錄 6。 

4 

請查明本案變更範圍是否影響弱勢族群（屬低收入

戶或中低收入戶），若有，則請妥為研議適當之安

置處理計畫。 

補充於計畫書第玖章-三-(一)-4，詳

附錄 7。 

5 
有關生態及低碳城市規劃原則部分，再請補充其相

關內容。 
補充於計畫書第捌章，詳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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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計畫書第壹章 

壹、計畫緣起 

近年來全球氣候異常，短延時長降雨事件頻繁，為賡續推動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

營造工作，維持水利工程推展之延續性，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刻正辦理「柳川及

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研擬適當之截

水道規劃路線，以利後續截水道設計及用地徵收依據，並改善未來潭子地區北屯支線

下游及四張犁支線下游淹水問題。 

北屯支線及四張犁支線屬灌溉圳路，因鄰近地區無小型雨水下水道設施，故灌溉

圳路擔起區域排水角色，在都市發展迅速及氣候變遷影響下，北屯支線下游及四張犁

支線下游無法負荷大量之降雨逕流，故暴雨逕流順地形地勢向低窪區漫溢，導致潭子

區福仁里、潭陽里及潭北里因地勢較低，造成暴雨逕流漫溢兩岸。 

北屯支線及四張犁支線最終分別流入中央管區排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並分別

隸屬柳川排水集水區及土庫溪排水集水區。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下游進入臺中市市

區，因可用腹地空間不足、拓寬排水工程困難，故前臺灣省住宅及都市發展局「臺中

縣潭子鄉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民國 74年），以分洪概念為構想，研擬沿潭子地

區新闢截水道，於柳川排水上游渠段利用潭子外圍截水道分洪至旱溪，紓減往下游傳

遞之洪峰量，以解決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下游兩岸可用腹地空間不足、渠道拓寬之

困難。 

本截水道雖於民國 92 年再由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辦理「臺中地區柳川

排水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改善規劃」、民國 99年潭子區公所辦理「潭子鄉雨水下水道檢

討規劃」、民國 102年臺中市政府水利局辦理「潭子地區截水道檢討規劃」等規劃，然

均未落實於用地變更及工程施作。 

因此為配合重大市政建設（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爰依經濟部水利署第

三河川局 105 年 12 月「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

子外圍截水道）」規劃成果，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將該截水道用地變更為河道用地，

以加速用地變更審議期程與及早取得土地，進行區域排水整治建設計畫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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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計畫書第肆章-一-(四) 

肆、相關及現行計畫概要 

一、上位及相關計畫 

（四）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

（3/3）正式成果報告（經濟部水利署，民國 105年 12月） 

1.辦理緣起 

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於民國 92 年完成規劃報告，民國 98 年 6 月 5 日

以經授水字第 09820205870 號函核定治理計畫，然部分渠段未劃設治理計畫

線及用地範圍線，故依據「臺中地區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報

告」，辦理排水治理計畫，修訂柳川排水並納入潭子外圍截水道。完成之治理

計畫及排水圖籍供後續工程進行及維護管理依據。 

2.主要治理方式 

先採用分洪措施削減上游傳遞之洪峰流量（潭子外圍截水道），續採護岸

改建、加高及改建阻水之跨渠構造物等併行措施，防止洪流自排水堤岸漫溢造

成淹水災害，減輕淹水災害。 

3.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置 

(1)柳川及土庫溪排水：大部分渠段通水能力可達保護標準 10 年重現期

距計畫洪水量不溢堤者、部分渠段通水能力不足者或無明顯保全對象者，則維

持現況，其餘採工程方式予以改善，包含兩岸護岸加高等工程。(2)潭子外圍

截水道：下游段 0K+000~1K+060 為「新闢明渠併雙孔箱涵段」，中游段

1K+060~1K+400 為與柳川共構之「既有柳川護岸拓寬加高改善段」，上游段

1K+400~1K+475 為銜接柳川及四張犁支線之「新闢明渠段」，截水道計畫水道

橫斷面詳圖 1。 

4.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系統計畫區域圖：詳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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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潭子外圍截水道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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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柳川排水及土庫溪排水系統計畫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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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計畫書第參章 

參、變更位置及面積 

潭子外圍截水道以旱溪匯流處為起點，流經北屯支線，以四張犁支線分流處為終

點；用地範圍部分位於潭子都市計畫區內，部分位於非都市土地；其中位於都市計畫

範圍內之面積約為 0.8085 公頃，約佔總截水道用地面積 37.76%，非都市土地約為

1.3327公頃，約佔總截水道用地面積 62.24%，如表 1所示。 

而本案之變更範圍為截水道座落於潭子都市計畫區範圍內的部分，由北至南分別

位於計畫道路 15-15M（祥和路）北側住宅區（區塊一）、計畫道路 15-15M（祥和路）

南側乙種工業區（區塊二）及計畫道路環道-25M（福林路）東側農業區（區塊三及四），

變更範圍面積約 0.8085公頃；有關變更位置示意詳如圖 3所示。 

表 1 潭子外圍截水道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比例表 

土地類別 面積(公頃) 比例(%) 

都市土地 0.8085 37.76 

非都市土地 1.3327 62.24 

總計 2.1412 100.00 

資料來源：本計畫彙整。 

 
圖 3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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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計畫書第柒章 

柒、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土地取得 

本案變更範圍之公有土地面積約 0.0112公頃，於未來本案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向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撥用；私有土地面積約 0.7973公頃（其中臺灣臺中農田水利會土地面

積約 0.1133公頃）依「都市計畫法」與「土地徵收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徵收。 

二、實施進度及經費 

依據「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之

潭子外圍截水道工程實施計畫所列，潭子外圍截水道整段之開發經費估計約 86,167萬元；

而本案變更範圍（僅都市計畫區內）則依上述之檢討報告之經費估算方式推估，預估之土

地徵收費約 19,295萬元、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約 20萬元、工程費約 14,870萬元，合計

總開發經費約 34,184萬元；其所需經費由經濟部水利署編列預算進行工程建設，詳表 2。 

而本案之實施進度預計於民國 107年辦理徵收、108年實施工程施工，於民國 109年底

完工，惟得視實際執行進度予以調整。 

表 2 事業及財務計畫經費一覽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開發經費 

(萬元) 

土地取得方式 主辦 

單位 

經費 

來源 

預定完

成期限 撥用 徵收 

本
案
範
圍 

(

都
計
區
內) 

0.8085 

土地徵收費 19,294.66 

v v 

經
濟
部
水
利
署
第
三
河
川
局 

經
濟
部
水
利
署
編
列
預
算 

民國

106年

至 109

年底 

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 20.06 

工程費 14,869.62 

合計 34,184.34 

潭
子
外
圍
截
水
道 

(

含
非
都
及
都
計
區) 

2.1412 

土地徵收費 50,034.00 

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 66.00 

工程費 36,067.29 

合計 86,167.29 

註：1.各項費用係參考「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估算方式推估（土

地徵收費以約每坪 8萬估算、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以平方公尺 27.6元估算、工程費依比例概估）。 

  2.本案截水道路線均避開既有之建築物，且工程施作亦不涉及建築改良物之拆遷。 

  3.本表預計開發經費及完成期限僅供參考，得視主辦單位實際執行狀況酌予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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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計畫書第玖章-三-(一)-3 

玖、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三、公益性及必要性綜合評估 

（一）社會因素 

3.對農業區之農業生產環境及土地所有權人之影響 

本案農業區變更業經本府農業局 106.6.27 中市農地字第 1060021949 號

函依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審查同意辦理在

案（詳附錄 6）。又本案涉及農業區變更之土地共 19 筆，變更範圍約 0.73 公

頃，共 27位土地所有權人，是否影響農業區之土地所有權人農民健康保險資

格，依「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繼續加保作業要點」規定，符合該

要點規定者，得依該要點規定繼續參加農保 3 年，且本案變更範圍內之土地

所有權人於變更前持有農業用地大於 0.1 公頃者（參加農保之自有農業用地

之面積條件：平均每人面積 0.1公頃以上），於變更後持有農業用地皆亦大於

0.1公頃，故應無因本案變更而致無法續參加農保。綜上，本案之農業區變更

應不至對農業生產環境及其土地所有權人有不利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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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6年 6月 27日中市農地字第 106002194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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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6年 6月 27日中市農地字第 1060021949號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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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計畫書第玖章-三-(一)-4 

玖、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三、公益性及必要性綜合評估 

（一）社會因素 

4.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影響 

查本案變更範圍內有一土地所有權人為臺中市潭子區中低收入戶應計人

口，查其土地面積僅 12.23平方公尺（變更範圍面積亦為 12.23平方公尺），

且並無需拆遷之建築改良物，故應不造成土地所有權人無屋可居或對其生活

型態產生影響，惟後續辦理徵收相關程序時，若有土地徵收條例第 34 條之 1

所稱之「徵收公告一年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其所有

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者」，將請相關主管機關妥依該條例訂定相

關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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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計畫書第捌章 

捌、生態及低碳城市規劃原則 

依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 36條規定，研提生態及低碳城市規劃原

則，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生態治理原則 

根據民國 105年「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

外圍截水道）（3/3）正式成果報告」所研擬之治理計畫原則，排水路集水區經劃定後，

應避免開發對原地表高程及排水系統之影響，檢討是否有重新切割現況集水系統、阻

礙水路通洪、增加地表逕流、加重下游水路排洪量等問題，使排水量不超過原設計流

量，致排水條件惡化，以避免增加原環境之負荷。另民國 103年「區域排水整治及環

境營造計畫（104～109 年）」亦針對相關排水設施之規劃設計作原則性指導策略，整

體願景為「有效降低淹水風險，營造近自然排水路環境」，故規劃之排水設施除考量防

洪功能外，需同時考慮生態保育需求及景觀、親水之功能，配合地方特色採用生態工

法治理，提升生活環境品質，達到整體環境營造之功效。 

而本案之截水道則依據民國 105年「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治理

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3/3）正式成果報告」將工程大致分為三區塊，分別

為旱溪至北屯支線分流後於農地新闢截水道之「新闢明渠併雙孔箱涵」段，北屯支線

分流前至北屯支線匯流後之「既有北屯支線護岸拓寬加高改善」段，及北屯支線分流

前至四張犁支線分水處於農地新闢截水道之「新闢明渠段」。其中「新闢明渠併雙孔箱

涵」段，於旱溪高灘地處，與旱溪流向順向排入旱溪，並在適當坡降之截水道路線基

礎下，以結合既設道路（建置箱涵）及現有排水路為原則，以減少對旱溪之環境負荷

衝擊。 

二、水與綠網絡系統串聯原則 

本案變更後為河道用地，依民國 105年「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檢討及

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3/3）正式成果報告」所研擬之整治原則及設計

標準，整治規劃成果需結合生態、水質調查分析及區域排水路環境改善，以營造排水

路周邊水域環境。故本案截水道經環境營造規劃後，可串連既有之四張犁支線、北屯

支線及旱溪，形成潭子都市計畫區內之藍帶系統，並連結計畫區內多處公園、鄰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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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兼兒童遊樂場及綠地用地等所形成之點狀綠點和綠核空間，形塑完整水與綠之網絡

系統，以營造富含生物多樣性的永續空間。 

三、流域綜合治水之相關配合 

綜合治水係使用土地利用管制、防災策略、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與相關技術

規範等方法，達到出流管制、滿足保護基準與防災減災之目的；其中逕流分擔與出流

管制策略透過流域內上、中、下游及都市與非都市之滯蓄及保水設施，增加入滲及蓄

留能力，回復流域之自然之水循環功能，為達成生態與低碳城市之策略之一。而本截

水道係屬柳川及土庫溪排水集水區，故應配合集水區上、中、下游之相關綜合治水策

略，以提高整體之生態環境效益。根據民國 105年「柳川及土庫溪排水系統治理規劃

檢討及治理計畫檢討（含潭子外圍截水道）（3/3）正式成果報告」，相關之配合事項如

下： 

（一）出流管制措施 

柳川及土庫溪排水集水區範圍內含括諸多現正開發之土地重劃區（如捷運

北屯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13及 14期市地重劃等），及都市計畫外圍之非都市

土地（如本案之潭子外圍截水道部分流經潭子地區之都市計畫區外圍等），上述

之未開發或低度開發之地區，未來開發時應符合排水管理辦法或臺中市排水計

畫審查作業辦法第 4條、第 6條相關規定提送排水計畫書審查核定後，始得開

發。此外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3條規定，新建建築物應

依據規定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 

（二）逕流分擔措施 

柳川及土庫溪排水集水區範圍包含諸多都市計畫區，因都市土地使用改

變、不透水表面增加，使地表逕流量增加，造成既有下水道或下游承受水體之

負擔；然高度發展之都市計畫區內，較難規劃大面積滯洪池用地以蓄存多餘之

逕流。故為解決上述問題，應可於適當地點，如公園用地、停車場用地及其他

公有土地內，依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向權責單位申請

提出多目標使用，以鋪設透水舖面、增設水撲滿或其他儲水設施，達削減洪峰

之目的，降低既有下水道改善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