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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公共設施開闢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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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文大用地 

文大-1 5.15 臺中技術學院 

文大-2 9.11 臺中師範大學 

文大-3 37.76 中興大學(部分) 

文大-9 0.95 臺中護理專科學校 

小    計 52.97  

文高用地 

文高-5 6.03 臺中一中 

文高-6 2.10 臺中家商 

文高-7 10.64 臺中高農 

文高-9 4.60 臺中二中 

文高-10 2.05 臺中女中 

文高-13 3.66 文華高中 

小    計 29.09  

文中用地 

文中-12 4.70 北新國中 

文中-13 1.95 三光國中 

文中-14 2.40 崇德國中 

文中-21 2.33 立人國中 

文中-22 3.39 五權國中 

文中-23 1.43 居仁國中 

文中-26 1.96 華江駕訓班、永平羽球 

文中-27 2.76 中山國中 

文中-28 4.04 忠明中學 

文中-29 2.62 漢口國中 

文中-30 5.24 向上國中 

文中-31 2.30 四育國中 

文中-32 4.12 崇倫國中 

文中-39 2.44 大業國中 

文中-45 4.07 黎明國中 

文中-53 2.61 曉明女中 

文中-54 3.97 東峰國中 

文中-55 2.78 光明國中 

小    計 55.10  

文小用地 

文小-4 1.47 僑孝國小 

文小-13 2.14 松竹國小 

文小-15 1.20 四維國小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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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1）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文小用地 

文小-16 2.00 文昌國小 

文小-18 1.73 省三國小 

文小-19 3.00 力行國小 

文小-20 4.04 進德國小 

文小-22 2.52 大智國小 

文小-23 2.76 臺中國小 

文小-24 3.01 北屯國小 

文小-27 1.79 立人國小 

文小-28 1.83 文心國小 

文小-29 2.45 賴厝國小 

文小-30 3.02 健行國小 

文小-31 2.60 太平國小 

文小-32 3.24 篤行國小 

文小-33 1.33 光復國小 

文小-34 1.82 師專附小 

文小-35 3.63 大同國小 

文小-36 3.47 忠孝國小 

文小-37 3.59 國光國小 

文小-38 2.01 建物、草地 

文小-40 1.38 新興國小 

文小-43 1.67 重慶國小 

文小-44 1.76 大仁國小 

文小-46 3.19 忠明國小 

文小-47 1.75 中華國小 

文小-48 3.01 中正國小 

文小-49 1.59 忠信國小 

文小-51 3.49 大勇國小 

文小-63 1.85 東興國小 

文小-64 2.06 大新國小 

文小-68 3.96 黎明國小 

文小-71 3.32 南屯國小 

文小-82 1.70 何厝國小 

文小-84 3.86 信義國小 

小    計 89.26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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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2）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社教機構用

地 

社教-6 8.85 自然科學博物館 

社教-7 0.27 孫立人將軍故居 

社教-8 2.16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 

小    計 11.28  

公園用地 

公-5 4.51 舊社公園 

公-9 0.50 工廠 

公-26 4.64 
北屯兒童公園、市立文化中心兒

童館 

公-27 2.01 民俗公園 

公-28 8.88 中正公園、中山堂 

公-31 2.13 大智公園 

公-32 5.97 
勞工福利中心、東峰公園、網球

俱樂部 

公-37 0.84 臺中市長青公園、長青服務中心

公-39 0.69 英士公園 

公-40 2.58 英才公園 

公-41 0.40 民龍公園 

公-42 0.25 茄苳公園 

公-43 0.93 居仁國中運動場 

公-45 1.38 長春公園 

公-46 0.76 公館公園 

公-47 6.33 健康公園 

公-48 2.72 敦化公園 

公-52 1.45 三信公園 

公-54 4.46 植物園 

公-57 0.21 華美公園 

公-58 2.28 忠明公園 

公-65 10.44 美術館、文化中心 

公-67 0.51 福平公園 

公-68 6.46 崇倫公園 

公-69 0.47 民興公園 

公-75 0.33 文林公園 

公-77 1.19 東興公園 

公-78 2.28 萬壽棒球場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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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3）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公園用地 

公-108 0.51 公益公園 

公-113 0.32 上介館公園 

公-114 0.68 樂群公園 

公-115 0.59 大全公園 

小    計 77.68  

兒童遊樂場

用地 

兒-13 0.20 福光公園 

兒-15 0.10 草地、民宅 

兒-16 0.18 幼稚園 

兒-25 0.10 菜園、荒草 

兒-31 0.32 遼寧公園 

兒-32 0.12 旅順公園 

兒-36 0.49 空地、鐵皮屋 

兒-37 0.28 三光兒童公園 

兒-41 0.15 忠孝公園 

兒-48 0.15 梅川公園 

兒-49 0.27 賴明公園 

兒-50 0.24 山西公園 

兒-52 0.19 曉明公園 

兒-53 0.20 中清公園 

兒-54 0.21 太原兒童遊戲場 

兒-57 0.15 建物 

兒-62 0.52 南平公園 

兒-64 0.07 后庄公園 

兒-67 0.18 同榮公園 

兒-73 0.19 成都公園 

兒-74 0.17 河南公園 

兒-76 0.20 甘肅公園 

兒-77 0.17 長安公園 

兒-78 0.20 武昌公園 

兒-79 0.21 大仁公園 

兒-80 0.20 大弘公園 

兒-81 0.20 重慶公園 

兒-82 0.20 何厝公園 

兒-83 0.18 大有公園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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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4）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兒童遊樂場

用地 

兒-106 0.18 青海公園 

兒-108 0.11 大墩公園 

兒-109 0.10 大容公園 

兒-110 0.10 大業公園 

兒-111 0.15 大益公園 

兒-114 0.15 大進公園 

兒-116 0.10 建物、河川 

兒-117 0.23 萬和公園 

兒-123 0.17 三采公園 

兒-124 0.21 建物、市場 

兒-125 0.24 文昌兒童公園 

兒-146 0.07 停車場 

兒-148 0.30 三十張犁公園 

兒-164 0.20 田心公園 

兒-166 0.11 籃球場 

兒-167 0.42 兒 167 公園 

兒-169 0.18 荒草 

兒-170 0.04 荒草 

兒-189 0.20 公園 

小    計 9.33  

公園兼兒童

遊樂場用地 
未編號 0.51 空地 

園道用地 園道 37.43  

綠地、綠帶 

綠-6 0.13 綠地、廟、樹林 

綠-9 0.16 水南里民活動中心、福德詞 

綠-15 0.04 荒草 

綠-16 0.10 中仁公園 

綠-17 0.32 綠地、園道 

綠-18 0.29 綠地、園道 

綠-44 0.20 荒草 

綠地、綠帶 12.41 未編號綠地、綠帶 

小    計 13.65  

體育場用地 體-3 3.67 臺中市體育會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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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5）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停車場用地 

停-6 0.23 停車場 

停-12 0.24 建成停車場 

停-25 0.19 停車場 

停-28 0.74 清潔管理處車場 

停-34 0.46 自由立體停車場 

停-35 0.13 住宅 

停-37 0.18 忠孝停車場 

停-39 0.08 停車場 

停-47 0.12 山西停車場 

停-48 0.12 停車場 

停-51 0.09 均安宮、住宅 

停-53 1.67 停車場 

停-55 0.06 建物 

停-58 0.23 市場 

停-60 0.08 停車場 

停-64 0.16 田 

停-65 0.03 花圃 

停-67 0.09 武昌停車場 

停-69 0.09 河南停車場 

停-70 0.08 忠義停車場 

停-71 0.37 漢口停車場 

停-75 0.34 美村停車場 

停-76 0.33 土庫停車場 

停-77 0.32 南平停車場 

停-89 0.08 何厝停車場 

停-91 0.21 大墩停車場 

停-94 0.16 大新停車場 

停-96 0.13 大進停車場 

停-97 0.23 南屯停車場 

停-111 0.16 建物 

停-113 0.09 停車場 

停-114 0.10 文昌停車場 

停-127 0.09 太原花市停車場 

停-134 0.20 永興停車場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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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6）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停車場用地 

停-144 0.15 草地、鐵皮屋 

停-147 0.19 停車場 

停-149 0.17 停車場 

停-162 0.63 停車場 

停-170 0.21 停車場、建物 

停-171 0.15 空地、建物 

小    計 9.28  

廣場用地 

廣-3 0.15 廣三停車場 

廣-4 0.09 建物 

廣-5 0.46 建物 

廣-6 1.52 車站前廣場 

廣-7 0.11 停車場 

廣-8 0.13 停車場 

廣-10 0.23 停車場 

廣-11 0.17 草地 

廣-12 0.18 草地 

未編號廣場 0.04  

小    計 3.09  

廣場用地兼

作停車場使

用 

廣兼停-158 0.09 停車場 

廣兼停-164 0.29 福音街停車場 

未編號廣兼停 0.39  

小    計 0.77  

市場用地 

市-5 0.77 松竹市場 

市-17 0.32 東光臨時零售市場 

市-18 0.20 福利中心 

市-19 0.33 鐵皮屋、草地 

市-24 0.90 建國市場 

市-25 0.88 第一廣場 

市-33 0.21 東峰市場 

市-34 0.15 丸九市場 

市-35 0.20 裕毛屋 

市-36 0.20 大樓（1 樓作商業使用） 

市-37 0.95 東興市場 

市-39 0.44 篤行市場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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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7）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市場用地 

市-41 0.39 公有平等市場 

市-42 0.18 第八市場 

市-43 0.20 太原黃昏市場 

市-44 0.34 第五市場 

市-45 1.16 第二市場 

市-48 0.23 建物 

市-50 0.60 第三市場 

市-51 0.20 荒草 

市-52 0.14 后庄市場 

市-57 0.22 中仁超市 

市-58 0.19 忠義市場 

市-60 1.08 模範市場 

市-65 0.45 忠信市場 

市-76 0.23 何厝市場 

市-77 0.23 全聯福利中心 

市-79 0.17 大新市場 

市-82 0.22 大進市場 

市-85 0.23 黎明春秋 

市-86 0.18 南屯市場 

市-87 0.20 永定市場 

市-99 0.50 一心市場 

市-101 0.97 建物 

市-105 0.63 建物 

市-110 0.34 住（民間標租） 

小    計 14.18  

批發市場用

地 
批-1(屠) 4.80 

得兼供屠宰場使用 

臺中家禽交易市場、臺中肉品交

易市場 

交通用地 

交-2 0.30 停車場 

交-7 1.05 
臺灣大道-大臺中旅遊服務中心

興中站 

小    計 1.35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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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8）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機關用地 

機-3 0.19 警察局第五分局松安派出所 

機-18 0.16 空地 

機-21 0.10 
臺中市第二消防大隊、大誠消防分

隊、義消分隊 

機-32 1.06 憲兵部 

機-34 0.33 民宅 

機-35 0.08 東區戶政事務所 

機-36 0.02 立德派出所 

機-46 0.59 

臺中市警察局訓練地、第五分局文

昌派出所、中正地政事務所、臺中

市稅捐稽徵處東山分處 

機-49 0.34 交通事故裁決所 

機-50 0.25 臺中市政府辦公室、商業大樓 

機-51 3.57 市政府、市議會、稅捐處 

機-52 2.48 地方法院 

機-53 0.04 警察局 

機-55 0.10 南區圖書館 

機-56 0.64 
團管區司令部、衛生所、肺結核防

治所 

機-60 0.16 臺中市警察局、臺中市消防局 

機-75 0.10 
交通部公路總局西部濱海公路中

區工程處 

機-76 0.48 地政事務所 

機-77 0.55 中山地政大樓 

機-88 0.24 閒置 

機-103 0.24 黎明消防小隊、警察局第四分區 

機-106 1.39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環保署環境

督察總隊、自來水公司員工訓練

處、臺灣銀行、郵局 

機-107 0.75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黎明分館、內

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臺 

機-109 0.20 
警察局南屯戶政事務所、警察局派

出所、消防隊 

機-124 0.68 後備軍人活動中心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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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9）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機關用地 

機-125 0.15 北屯派出所 

機-126 2.93 軍事機關(聯勤 401 廠) 

機-127 0.12 警察局、戶政事務所、民宅 

機-128 0.09 營建署中區工程處 

機-135 0.84 臺中市監理站 

機-137 0.08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八救災救難

大隊 

機-139 1.38 家具行、商業建築 

機-142 0.86 臺中市文化中心 

機-150 0.16 停車場 

機-158 1.64 臺中市警察局 

機-160 0.09 警察第三分局 

機-162 0.05 田心里活動中心 

機-163 0.51 聯勤招待所 

機-167 1.63 空地 

機-175 0.17 南區中興活動中心 

機-183 0.34 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 

機-184 2.07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中區分署 

機-193 0.5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中區監理處

機-195 5.34 

行政院中部聯合服務中心、內政

部土地重劃工程處、內政部兒童

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臺中

市服務站、外交部中部辦事處、

經濟部水利署、交通部觀光局旅

遊服務中心臺中服務處、行政院

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等 

機-196 0.23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 

小    計 33.94  

郵政用地 

郵-2 0.05 臺中北屯郵局 

郵-3 0.02 育才郵局 

郵-4 0.02 郵局 

郵-5 0.03 郵局 

郵-6 0.01 郵局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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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10）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郵政用地 

郵-8 0.16 郵局 

郵-9 0.05 空地 

郵-10 0.04 郵局 

郵-11 0.11 中區第 20 支局、福平里郵局 

郵-12 0.08 中區第十九支局 

郵-13 0.05 郵局 

郵-14 0.18 郵局 

郵-16 1.55 英才郵局 

小    計 2.35  

電力用地 

電力-2 0.98 臺灣電力公司臺中區營業處 

電力-6 0.37 電力公司、中華一次變電所 

電力-7 0.45 國光變電所 

電力-8 0.15 臺灣電力公司南屯服務所 

電力-9 0.07 南屯變電所 

小    計 2.01  

自來水事業

用地 
自-1 0.77 自來水公司 

車站用地 車站用地 2.95  

殯儀館用地 殯-1 1.85 臺中市立殯儀館 

醫療衛生機

構用地 

醫-2 3.22 臺中醫院 

醫-8 2.50 國軍臺中總醫院中清分院 

小    計 5.72  

變電所用地 

變-1 0.69 北屯文心變電所 

變-2 0.24 中西變電所 

變-3 0.16 南屯變電所 

變-4 0.13 忠明變電所 

變-8 0.16 水湳變電所 

變-17 0.14 英才變電所 

小    計 1.53  

排水道用地 排水道 58.73  

排水道用地

兼作道路使

用 

排兼道 0.05  

鐵路用地 鐵路用地 16.09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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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11）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鐵兼道 5.07  

鐵路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鐵兼排 0.03  

捷運系統用地 

捷-3 0.17  

捷-4 0.01  

捷-G5 0.20  

捷-G6 0.23  

捷-G7 0.09  

捷-G8 0.22  

捷-G8a 0.16  

捷-G9-2 0.53  

捷-G11 0.25  

未編號捷

運用地 
0.05  

小    計 1.92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捷兼排 0.22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捷兼道 0.30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鐵路使用 捷兼鐵 0.00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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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計畫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社教機構用地 

細社教-1 0.37 臺中原刑務所演武場 

細社教-2 0.36 建物、樹林 

細社教-3 0.33 日治時期警察宿舍 

小     計 1.05  

公園用地 

細公-53 0.11 中德公園 

細公-56 0.32 忠誠公園 

細公-59 0.56 忠明公園 

細公-60 0.12 美村公園 

細公-61 0.24 土庫公園 

細公-62 0.05 五福公園 

細公-63 0.14 大忠公園 

細公-64 0.22 光明公園 

小     計 1.76  

兒童遊樂場用地 

細兒-9 0.25 松茂公園 

細兒-24 0.20 九甲公園 

細兒-26 0.20 松和公園 

細兒-27 0.19 松竹公園 

細兒-30 0.75 建物、空地 

細兒-39 0.10 建物 

細兒-47 0.24 東新公園 

細兒-58 0.13 忠勤公園 

細兒-84 0.20 大安公園 

細兒-122 0.15 停車場 

細兒-153 0.14 公園 

細兒-158 0.35 建物 

細兒-186 0.08 公園 

細兒-187 0.29  

細兒-188 0.11 運動場 

細兒-189 0.10 公園 

細兒-190 0.14 福壽宮(後方兒童遊戲場) 

細兒-191 0.04 高登公園 

細兒-192 0.16 公園 

細兒-193 0.19 空地、建物 

細兒-194 0.30 綠地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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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計畫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1）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兒童遊樂場用地 

細兒-195 0.25 停車場 

細兒-196 0.19 北區及四期公園 

細兒-198 0.11 公園 

細兒-199 0.13 公園 

細兒-200 0.14 公園 

細兒-201 0.12 萬善堂 

細兒-203 0.16 公園 

細兒-204 0.20 停車場 

細兒-205 0.44 公園、運動場 

細兒-206 0.21 公園 

細兒-207 0.41 綠地 

細兒-208 0.13 運動場 

細兒-209 0.08 空地 

細兒-210 0.08 國光公園 

細兒-211 0.20 空地、建物 

細兒-216 0.24 空地、建物 

細兒-217 0.27 空地 

小     計 7.68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細公兼兒 21 0.09 空地 

綠地 

細綠-5 0.12 建物 

細綠-34 0.03 綠地 

細綠-35 0.07 空地 

未編號綠地 0.02  

小     計 0.23  

停車場用地 

細停-51 0.44 建物 

細停-52 0.15 停車場 

細停-59 0.04 建物 

細停-62 0.15 藍興停車場 

細停-72 0.36 東興立體停車場 

細停-73 0.12 大益停車場 

細停-78 0.23 停車場 

細停-79 0.10 停車場 

細停-110 0.15 建物、空地 

細停-145 0.06 停車場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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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計畫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2）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停車場用地 

細停-146 0.21 停車場 

細停-154 0.10 停車場 

細停-155 0.57 勤美誠品(多目標使用) 

細停-156 0.06 停車場、綠地 

細停-157 0.05 貴和停車場 

細停-158 0.32 林森停車場 

細停-160 0.04 建物、空地 

細停-163 0.53 中賓停車場 

細停-164 0.21 東欣停車場 

細停-165 0.02 建物 

細停-166 0.18 金華停車場 

細停-167 0.03 東欣機車停車場 

細停-168 0.27 三光停車場 

細停-169 0.10 停車場 

細停-170 0.08 空地 

細停-171 0.23 空地 

細停-173 0.05 建物 

細停-174 0.63 空地 

細停-175 0.23 停車場 

細停-176 0.56 空地 

細停-178 0.12 空地 

小     計 6.53  

廣場用地 

細廣-15 0.36 公園 

細廣-17 0.03 空地 

細廣-18 0.05 綠地 

細廣-19 0.01 停車場 

小     計 0.44  

廣場用地兼作停車場使用 

細廣兼停-162 0.09 道路 

細廣兼停-163 0.15 道路 

細廣兼停-164 0.12 道路 

細廣兼停-165 0.08 道路 

細廣兼停-166 0.16 公園 

細廣兼停-167 0.14 公園 

細廣兼停-168 0.10 公園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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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計畫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3）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廣場用地兼作停車場使用 

細廣兼停-169 0.13 綠地 

細廣兼停-170 0.09 公園 

細廣兼停-171 0.09 停車場 

細廣兼停-172 0.04 停車場 

細廣兼停-173 0.11 道路 

細廣兼停-174 0.12 道路 

細廣兼停-175 0.22 道路 

細廣兼停-176 0.12 道路 

細廣兼停-177 0.11 建物 

小     計 1.85  

廣場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細廣兼道 0.02 樹林 

市場用地 

細市-23 0.43 建物 

細市-46 0.21 樹林、建物 

細市-61 0.33 史丹德潮流會館 

細市-62 0.33 向上市場 

細市-63 0.29 鉅眾百貨 

細市-64 0.41 多目標使用 

細市-66 0.21 多目標使用 

細市-116 0.29 大智市場 

小     計 2.50  

加油站用地 

細油-18 0.09 中油永和街站 

細油-24 0.12 中油公益路站 

細油-34 0.21 中油復興路站 

細油-43 0.27 中油五權西路站 

細油-44 0.10 中油大同站 

小     計 0.79  

機關用地 

細機(郵)-17 0.06 公園路郵局 

細機-47 0.32 臺中市北區行政大樓 

細機-59 0.42 國民黨臺中市委員會 

細機-92 0.18 空地 

細機-175 0.07 臺中市西區圖書館 

細機-176 0.26 繼光街停車場 

細機-178 0.04 臺中市青少年福利服務中心 

細機-179 0.05 臺中市北屯區圖書館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3-58 

表 3-22  計畫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現況一覽表（續 4）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現況 

機關用地 

細機-181 0.15 審計處及中區隊使用 

細機-182 0.10 大福社區活動中心 

細機-183 2.75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細機-184 0.10 大忠社區活動中心及綠地 

細機-185 0.49 司法園區 

細機-186 1.23 司法園區 

細機-187 0.16 司法園區 

細機-188 0.41 空地 

細機-189 0.09 司法園區 

小     計 6.70  

溝渠用地 溝渠 0.05  

註：表內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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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園綠地服務範圍與服務品質檢討 

都市內人口集中，各種活動蓬勃發展，在土地高密度使用下，容易造成開放及

綠化空間細碎零散及分布不均之情形。公園綠地為都市內最主要之開放及綠化空

間，亦為可及性最高之休憩及活動空間，除了具有生態保育及調節環境之功能外，

亦為衡量一地區生活環境品質之重要指標。 

計畫區內面積較大之公園包括北屯兒童公園（公-26）、中正公園（公-28）、植

物園（公-54）、崇倫公園（公-68）、東峰公園（公-32）、健康公園（公-47）、美術館

與文化中心（公-65）及園道用地等公園綠地，其餘皆屬中小型之公園綠地，面積多

介於 0.1～2.5 公頃之間。大型公園之分布大致與園道串連形成環狀系統，而小型之

公園、兒童遊樂場與綠地則散布於計畫區內，商業區則明顯缺乏公園綠地。 

為了瞭解計畫區內各公園綠地之服務情形，遂以 300 公尺之距離，即步行可 5-10

分鐘內可及之範圍，來探討目前劃設之公園、公園兼兒童遊樂場、兒童遊樂場、綠

地、綠帶及園道等用地於此服務範圍下所呈現之服務情形，以及範圍內各區域可接

受服務之水準。圖 3-12 為公園綠地服務範圍及服務水準示意圖，套疊顏色越深之區

域，即受公園服務水準越高之區域；反之，套疊顏色越淺之區域，即受公園服務水

準越低之區域；而套疊顏色為白色之區域，即未受到服務之區域。 

計畫區內接受公園服務水準較高之區域集中於中港路以北、大雅路以西及五權

路以西；北屯路兩側；向上路以南之忠明南路兩側。而明顯未受服務之區域包括忠

明路（進化路）與中清路交會地區；進化路與精武路交會地區；中區商業區；國光

路、學府路、建國南路及建成路所為之區域；文心路與五權西路交會地區；五權西

路與黎明路交會地區，顯示計畫區內公園分布不均造成各地區受服務之機會亦不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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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公園綠地服務範圍及服務水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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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用地需求檢討 

整體社會快速發展，現代人面對龐大之生活與競爭壓力，加上都市化社會的疏

離與忙碌，面對日益高漲之生活成本與繁忙急促之生活步調，促使許多新進社會之

青年對於於結婚及生子之意願日益降低。隨著近年之出生率逐年遞減，臺灣已正式

步入少子化社會，臺中市之粗出生率及自然增加率自民國 87 年至今皆有明顯減少

之趨勢，人口組成亦呈現幼年及青年人口逐年減少，而壯年及老年人口逐年遞增之

現象。 

為因應國內生育率降低的現象，「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9 條有

關學校用地之檢討標準已加以修正。逕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1 授權教育部及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之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及各直轄市、縣（市）國民中小

學設備基準辦理，並對於學校的校地面積重作檢討，以符合學生人口數減少的趨勢。 

1.學校用地徵收開闢情形 

本計畫區內目前計有文小用地 36處及文中用地 18 處，面積共計為 144.35

公頃，其中僅有文小 38 用地及文中 26 用地尚未開闢。文小 38 用地土地權屬

已取得，現況為建物及草地；文中 26 用地土地權屬尚未取得，現況作駕訓班

及羽球場使用。 

2.學校用地供給情形 

 依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9 條及「國民中小學設備

基準」規定之校地選擇原則，國民中小學之服務半徑以不超過 1.5 公里、徒

步通學所耗費之時間不超過半小時為原則，將學校用地之服務範圍套繪至現

行計畫圖，詳圖 3-13 及圖 3-14。 

由文小用地及文中用地服務半徑示意圖可知，計畫區之文小及文中用地

之服務半徑幾乎已涵蓋全計畫區。整體而言，計畫區內之文小及文中用地之

位置分布及服務範圍已足供計畫區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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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文小用地服務半徑示意圖 圖 3-14  文中用地服務半徑示意圖 

3.國中小校地使用現況及學生人數變化情形 

（1）文小用地 

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國小最大容納班級 48 班，每

班 35 人，每一國小至多容納 1,680 人，以標準檢討計畫區內 34 所國小(不

含師大附小)，共有 11 所國小之學生人數大於此標準。又國小每生使用

校地面積至少應為每生 12 平方公尺，則有 9 處文小用地每生使用校地面

積低於此標準。 

觀察各國小學近 10 年學生數變化情形，僅賴厝國小之學生人數為正

成長，其餘呈現學生人數負成長之情形，平均學生數成長率為-4.17％，

顯示計畫區之整體國小學生數呈遞減狀況。班級數部分，近十年成長率

為-2.31％，其中大仁國小及健行國小為減班幅度較大之學校，而大新國

小及賴厝國小則為班級數顯著成長之學校。 

詳表 3-21 國小校地使用現況及學生人數變化情形表、圖 3-15 國小學

生數變化情形示意圖及圖 3-16 國小班級數變化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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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國小校地使用現況及學生人數變化情形表 

編號 國小 
校地面積

（公頃） 

101 年學

生數（人）

101 年班

級數（班）

每人享有校

地面積（M2）

學生數成長

率（％） 

班級數成長

率（％） 

1 大仁國小 1.76  534 22 32.93 -6.54  -5.32 

2 忠明國小 3.19  741 30 43.07 -5.25  -3.75 

3 忠信國小 1.59  399 19 39.86 -6.08  -4.24 

4 大智國小 2.52  743 30 33.98 -5.50  -4.00 

5 文昌國小 2.00  988 40 20.20 -5.50  -3.44 

6 四維國小 1.20  850 34 14.16 -5.49  -3.58 

7 何厝國小 1.70  491 23 34.63 -5.88  -3.95 

8 中正國小 3.01  1,175 44 25.61 -5.15  -3.80 

9 太平國小 2.60  539 23 48.32 -5.28  -3.43 

10 立人國小 1.79  1,017 38 17.61 -4.93  -2.83 

11 僑孝國小 1.47  927 35 15.82 -5.35  -3.52 

12 省三國小 1.73  762 29 22.69 -5.32  -4.08 

13 健行國小 3.02  623 25 48.47 -5.67  -4.44 

14 台中國小 2.76  911 34 30.35 -4.57  -3.20 

15 國光國小 3.59  795 33 45.13 -5.03  -2.98 

16 北屯國小 3.01  1,225 47 24.53 -4.97  -3.38 

17 重慶國小 1.67  550 23 30.40 -5.39  -3.78 

18 松竹國小 2.14  1,634 62 13.07 -4.54  -2.35 

19 南屯國小 3.32  1,149 44 28.90 -4.86  -3.43 

20 東興國小 1.85  1,728 64 10.68 -3.91  -1.47 

21 中華國小 1.75  771 31 22.67 -3.89  -2.05 

22 文心國小 1.83  1,754 64 10.44 -3.61  -1.90 

23 光復國小 1.33  738 35 18.04 -3.12  0.61 

24 大勇國小 3.49  2,336 86 14.93 -2.99  -1.04 

25 信義國小 3.86  1,793 65 21.55 -2.75  -1.10 

26 新興國小 1.38  658 26 20.97 -3.14  -1.33 

27 力行國小 3.00  1,638 60 18.34 -2.70  -0.91 

28 大同國小 3.63  1,259 47 28.84 -1.62  0.00 

29 黎明國小 3.96  1,258 47 31.48 -2.84  -0.21 

30 進德國小 4.04  444 19 90.97 -3.41  -1.74 

31 大新國小 2.06  2,674 97 7.72 -2.06  0.66 

32 篤行國小 3.24  709 28 45.68 -1.47  0.00 

33 忠孝國小 3.47  2,292 80 15.14 -1.60  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