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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對變更

範圍之決議內容：「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76 次會議

修正通過之『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決議文辦

理後，並循法定程序由臺中市、台灣省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完竣後，再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討論」。  

變更範圍從民國 59 年 11 月開始即由哈林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以塑膠製品之製造加工、塑膠產品之行銷販售與

進出口貿易為營業項目。因擴建廠房需要，於民國 79 年遷

廠至臺中工業區。從民國 86 年起陸續出租於東堡餐廳股份

有限公司、東豐閣股份有限公司做餐廳使用，其租約已於民

國 96 年 11 月 20 日期滿。故從民國 79 年後即未從事工業使

用，並且變更範圍周圍皆為住宅使用，不宜再做工業使用影

響其居住品質。  

早期常有配合現況發展規劃零星分佈工業區，多狹雜在

都市發展用地，影響生活環境與都市發展，故為促進整體環

境品質，市府著手進行「臺中市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檢討規

劃案」，將分佈在臺中捷運路線旁之零星分佈工業區與都市

核心區工業區，列為優先檢討變更區，以改善環境並促進中

部科學園區、臺中工業區、精密機械園區之聚集發展。變更

範圍即為優先檢討變更區。是故涉及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

事 宜 ， 經 臺 中 市 政 府 民 國 97 年 9 月 1 日 府 都 計 字 第

0970201756 號函核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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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令依據 

（一）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本計畫依據臺中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附帶條件十

辦理。98.8.12 府經工字第 0980203314 號函表示福安段 223、

224 現址並無工廠設立登記。臺中市政府以 97.9.1 府都計字第

0970201756 號函，表示變更範圍符合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內

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1 號函認定原則，得依「都市計畫法」

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縣（市）興建之重大建設」辦

理個案變更。 

（二） 「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 2 點第 2 項 

都市計畫區內極易造成污染及危害公共安全之工廠，經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應予搬遷者，其遷廠後之舊

址工業區土地，除依法變更為其他種類之工業區，繼續作工

業使用外，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迅行變

更為其他適當之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 

申請人擬興辦之事業，合於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4 款之規定，並有具體可行之財務及實施計畫者，免

依本部 74 年 9 月 19 日台（74）內營字第 328477 號函規定程

序報核，但其擬興辦之事業，依規定須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者，應先徵得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辦理。 

三、 變更位置及範圍 

變更範圍位於西屯區的市場用地（ 92）東南側，緊鄰

50M-2（臺中港路），面積 1.2125 公頃（詳圖 1-1 變更位置

示意圖、圖 1-2 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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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土地使用現況 

（一） 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變更範圍現為乙種工業區。從民國 59 年 11 月至民國 79

年從事工廠使用、民國 86 年 11 月至民國 96 年 11 月出租做

餐廳使用。在民國 97 年 1 月份時，已將餐廳建物拆除，目前

為閒置中。 

變更範圍除北側臨接 50M-2（臺中港路）外，其餘皆被

綠地、住宅社區包圍（詳圖 2-1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二） 產權分析 

變更範圍座落於西屯區福安段 223、224、222 地號等三

筆土地，面積 1.2125 公頃（詳圖 2-2 權屬套繪分析示意圖、

表 2-1 土地清冊）。另外，福安段 225-1 鄰接變更範圍，已

取得一併開發同意書。 

 

表 2-1 土地清冊 
使用分區 

地段、地號 謄本面積 
（㎡） 

變更面積 
（㎡） 

百分比 
（％） 所有權人

變更前 變更後

223 11,404 11,404 94.05

224 57 57 0.47

福展開發

股份有限

公司 

乙種工

業區 住宅區
西屯

區福

安段 
222 3,836 664

(註) 5.48
臺中市 

管理者：臺

中市政府

綠地 
用地 

園道、道

路用地

合  計 15,297 12,125 100.00  
註：欄中所列變更面積係自權屬套繪分析示意圖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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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展構想、目標 

鑑於變更範圍緊鄰臺中港路（50M-2），與臺中港交流道

僅有 1,300 公尺距離，周圍皆被綠地、住宅社區包圍。因此，

變更範圍以提供生活、休憩等功能為發展目的。  

 

為健全生活機能所需，提供公園、兒童遊樂場、停車場

等公共設施，以提昇生活品質。故以創造『地標性－多功能

生活特區』為發展目標，並提供生活機能完善之住宅社區。  
 

 

 

（一） 目標一 創造臺中西側地區新地標 

變更範圍位於大肚山台地，高程往西側逐漸下降；變更

範圍高程為 103 公尺、中港交流道與七期地區高程皆為 82 公

尺、臺中火車站高程為 75 公尺。臺中市地區被中山高速公路

區隔為兩側，變更範圍位於高速公路西側，該區目前最高建

築物為寶成大樓高度為 211.93 公尺（高程 82 公尺，建築高度

為 129.93 公尺）。變更範圍整體規劃可集中留設開放空間，預

定建築物為 28 樓層（每層樓以 4 公尺計算，建築高度 112 公

尺）、高度 215 公尺（含建築物與地形高度）。因此，變更範

圍集中留設開放空間，以創造臺中西側地區新地標為建築設

計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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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標二 提供完善休憩環境 

「都市計畫法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7 條規定，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變更土地使用分區規模達 1 公頃以上之地

區、新市區建設地區或舊市區更新地區，應劃設不低於該等

地區總面積 10％之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樂

場用地，並以整體開發方式興闢。本計畫配合上揭規定，以

提供完善之生活社區。 

 

 

（三） 目標三 建構多功能生活特區 

變更範圍以提供居住、休憩空間、生活等類似用途使用

為主。在北側、南側，分別臨接 50M-2（臺中港路）與細部

計畫道路等部分，集中留設開放空間，以創造大規模之開放

空間。與鄰接變更範圍之福安段 225-1 號、綠 29 用地一併規

劃，創造整體性之開放空間，並以生態規劃為理念進行設計，

以形塑變更範圍之發展特色。 

 

二、 試算捐贈土地、代金 

「都市計畫法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 6 點第 1 項

規定，申請個案變更或通盤檢討建議變更都市計畫工業區，

除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者外，應提供捐贈土地，及自行留設

區內所需公共設施，不得低於表 3-1 自願捐地比例計算表

之規定。但因實施都市更新而變更者，或通盤檢討變更基地

面積過於狹小情形特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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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自願捐地比例計算表 
自願捐地比例 

等 級 V2／V1 工業區變更

為住宅區 
工業區變更

為商業區 
工業區變更為 
特定專用區 

第一級 250％ 以下 10.0％ 15.0％ 
第二級 251％~300％ 12.5％ 17.5％ 
第三級 301％~350％ 15.0％ 20.0％ 
第四級 351％~400％ 17.5％ 22.5％ 
第五級 401％~450％ 20.0％ 25.0％ 
第六級 451％~500％ 22.5％ 27.5％ 
第七級 501％ 以上 25.0％ 30.0％ 

依各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

關訂定之該特定專用區設

置管理辦法、審核要點或

審議規範等相關規定辦

理；其無相關規定可資依

循者，由各級都市計畫委

員會視實際情況審決。 

備註：扣除自願捐贈土地後，剩餘部分應再提供其中 30％土地作為區內必要之公共

設施用地，並應自行興建、管理及維護。 
說明： 
1.計算式 V2／V1 ＝ LP2／LP1 ╳ 100  
2.說明： 

V2：工業區變更後之發展價值（單位：以台幣元計算）  
V1：工業區變更前之發展價值（單位：以台幣元計算）  
LP2：工業區變更後，毗鄰地價區段使用性質相同土地近三年平均公告土地現值（元

／㎡）×面積（㎡）  
LP1：申請變更工業區土地近三年平均公告土地現值（元／㎡）×面積（㎡）  

 

第 7 點規定之開發方案有區段徵收、自願捐贈土地、自

願捐贈代金、其它等四項。本計畫採用「自願捐贈代金」方

式進行開發。  
 

 

（一） 試算應捐贈土地 

依照表 3-1 捐贈代金、土地規定進行試算。以鄰近福安

段 193-1、231-2 為變更後毗鄰使用性質相同土地之參考值（詳

圖 2-2 權屬套繪分析示意圖）。本計畫之捐地比例為 10％，

捐地面積為 1,146.1 ㎡。 

 

 



 11

表 3-2 公告現值參照表 
公告現值 
（元） 

LP1、LP2 
97 年 98 年 99 年 平均值 備註 

計畫區內土地（LP1） 
（福安段 224，57 ㎡） 

55,000 55,000 56,000 55,333 變更為住 3 

計畫區內土地（LP1） 
（福安段 223，11,404 ㎡） 

32,265 32,265 32,356 32,295 變更為住 2、住 3

住 3 52,791 52,791 53,702 53,095 福安段 193-1 變更後，毗鄰使

用性質相同土地

近三年平均公告

土地現值（LP2） 住 2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福安段 231-2 

備  

註 

1.LP1=(55,333 元/㎡×57 ㎡)+(32,295 元/㎡×11,404 ㎡)= 371,446,161 元 
2.變更後為住 2、住 3，以鄰近福安段 193-1、231-2 為試算標準(詳圖 2-2 權

屬套繪分析示意圖 P7)。 
LP2= (53,095 元/㎡×2,413 ㎡) +(30,000 元/㎡×5,919 ㎡)= 305,669,678 元

3.V2／V1=LP2／LP1×100%＝(305,669,678 元／371,446161 元)×100 %= 
82.29%＜250% 

4.參照「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之自願捐地比例附表計算後得

知本計畫區之捐地比例為 10%。 
5.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應捐贈面積＝11,461 ㎡×10%=1,146.1 ㎡。 
6.應捐贈代金 
住 3：(2,413 ㎡×53,702 元/㎡)×10%= 12,958,293 元 
住 2：(11,461 ㎡-2,413 ㎡)×30,000 元/㎡×10% = 27,144,000 元 
總計：(12,958,293 + 27,144,000)×140% = 56,143,210 元 

 

（二） 試算自願捐贈代金及應用 

經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36 次審查會議決議，本計

畫以贈捐代金方式進行回饋，故將捐贈土地換算為應繳代

金。本計畫應捐贈土地比例為 10％，面積為 1,146.1 ㎡；依毗

鄰使用性質相同土地公告現值（民國 99 年）加四成試算，捐

贈代金為 56,143,210 元。其依「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

建設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辦法」，提供包括辦理都市計畫相關規

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公有出租住宅、公共服務空間、社

會福利文化設施及都市建設等支出、辦理公共及社區環境改

善計畫等，回饋當地之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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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規劃分析 

「都市計畫法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 6 點第 1 項

附表規定，在扣除自願捐贈土地後，剩餘部分應再提供其中

30％土地作為區內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  

本計畫以捐贈代金方式開發。依上述規定，本計畫需規

劃 27％之公共設施；同時，將捐贈土地併入開發範疇，故可

開發最大面積為 8,366.53 ㎡。  

 

 

表 3-3 土地規劃構想分析表 

土地使用項目 變更前面積

（㎡） 
變更後面積

（㎡） 
占原乙種工業

區比例（%）
備註 

乙種工業區 11,461 -- --  

自願捐贈土地 -- 1,146.10 10% 

改 以 代 金 繳

納，故該土地

可併入業者開

發土地面積。

住宅區 -- 7,220.43 63%  

公共設施 -- 3,094.47 27%  

合計 -- 11,461.00 100.00%  

備註： 

1. 鑑於本計畫以「自願捐贈代金」方式開發，故原乙種工業區可開發最

大面積為（1,146.10＋7,220.43）=8,366.53 ㎡。 

2. 公共設施面積 （11,461 - 1,146.10） *  30％  =  3,0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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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規劃原則 

依據「都市計畫法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都市計

畫法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相關規定進行規劃。  

 

依「都市計畫法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之規定，本

計畫至少應規劃 27％公共設施用地。為促進變更範圍之整體

開發使用，故與周邊福安段 225-1 號、綠地（綠 29）一同規

劃，以創造完善之休憩環境。因此，將變更範圍東側規劃為

綠地，配合綠 29 寬度至少 8 公尺以上，西側、南側規劃為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結合綠 29 寬度在 9 公尺至 27 公尺

之間，便於一同進行景觀設計、規劃。  

 

土地使用計畫則配合鄰近分區規劃為第二種住宅區、第

三種住宅區。在交通計畫部份，為促進整體開發使用，在計

畫區北側設置一處 8 公尺通路式開放空間、西側設置一條南

北向 6 公尺寬道路，以連接「臺中市都市計畫（工業住宅社

區）細部計畫區」之計畫道路 6m-23（中工二路 15 巷），以

及南側規劃一條東西向 10 公尺寬道路，為主要聯外道路與

計畫道路 12m-155（中工二路）連接，可通往 50m-2（臺中

港路）。  

 

變更範圍以集中建築型態為主，創造大規模開放空間，

結合周邊公共設施，規劃有綠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園道等做為休憩設施，亦可供作災害避難空間使用，以加強

變更範圍之防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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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範圍自民國 79 年起即不再從事工業行為，周圍隔

著綠地用地被住宅區包圍，為維護地區生活環境品質，即將

乙種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部分綠地用地（綠 29）變更為園

道、道路用地等，詳細內容詳見表 4-1 變更內容綜理表、

表 4-2 變更後臺中市都市計畫面積表、圖 4-1 變更計畫內

容示意圖。  
 

表 4-1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內容 

編

號 
變更位

置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變更理由 

1 

市 92
東南側

（原哈

林 企

業） 

乙 種 工

業區 
1.1461 

住宅區 
1.1461 

1.變更範圍目前雖為乙種工業區，然自民國

79 年起，不再從事工業行為。從民國 86 年

開始即做餐廳使用。並且，福展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已無在此從事工業行為計畫。 
2.變更範圍被鄰近住宅社區包圍，若從事工業

行為即影響居住生活品質。符合「都市計

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 4 點規定。

臺中市政府民國 97 年 9 月 1 日府都計字第

0970201756 號函核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縣（市）興建

之重大設施」，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3.依據臺中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附帶

條件規定，變更為住宅區得依據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 376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之

決議文辦理。 
道 路 用

地 
0.0313 

2 

市 92
東南側

之部分

綠 29 

綠地 
0.0664 

園 道 用

地 
0.0351 

綠 29 係以隔離綠帶為原始規劃目的，然該處

已無工業行為，故納入開發範圍，符合計畫

區之整體開發需要、促進交通便利，以提昇

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與通行便利。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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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更後臺中市都市計畫面積表 

項目 主要計畫面

積（公頃）

變更增減面

積（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百

分比（％）

住宅區 3908.5527 1.1461 3909.6988 31.1022 
新市政中心專用區 108.1073   108.1073 0.8600 
商業區 501.8450   501.8450 3.9922 
甲種工業區 28.4430   28.4430 0.2263 
乙種工業區 621.7286 -1.1461 620.5825 4.9368 
零星工業區 8.1900   8.1900 0.0652 
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 13.7030   13.7030 0.1090 
倉儲批發專用區 1.1771   1.1771 0.0094 
工商綜合專用區 3.6343   3.6343 0.0289 
園區事業專用區 176.0200   176.0200 1.4003 
航空事業專用區 29.8874   29.8874 0.2378 
電信專用區 14.9928   14.9928 0.1193 
農會專用區 0.2384   0.2384 0.0019 
加油站專用區 6.1297   6.1297 0.0488 
醫療專用區 0.7564   0.7564 0.0060 
宗教專用區 0.2901   0.2901 0.0023 
保存區 4.0497   4.0497 0.0322 
文教區 246.1714   246.1714 1.9583 
文小用地 214.0967   214.0967 1.7032 
文中用地 170.1629   170.1629 1.3537 
文中小用地 4.2028   4.2028 0.0334 
文高用地 66.3242   66.3242 0.5276 
文大用地 75.4609   75.4609 0.6003 
機關用地 256.3378   256.3378 2.0392 
公園用地 409.2604   409.2604 3.2557 
兒童遊樂場用地 33.4030   33.4030 0.2657 
公兼兒用地 22.7729   22.7729 0.1812 
綠地、綠帶 36.1894 -0.0664 36.1230 0.2874 
生態綠地 1.5575   1.5575 0.0124 
體育場用地 48.1210   48.1210 0.3828 
公兼體用地 6.5166   6.5166 0.0518 
園道用地 75.7515 +0.0351 75.7866 0.6029 
市場用地 40.9741   40.9741 0.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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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要計畫面

積（公頃）

變更增減面

積（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百

分比（％）

批發市場用地 4.8049   4.8049 0.0381 
加油站用地 0.0001   0.0001 0.0001 
廣場用地 3.6932   3.6932 0.0294 
廣兼停用地 28.0508   28.0508 0.2231 
停車場用地 25.9251   25.9251 0.2062 
污水處理廠用地 34.8097   34.8097 0.2769 
垃圾處理場用地 71.0539   71.0539 0.5652 
廢棄物處理場用地 2.1029   2.1029 0.0167 
殯儀館用地 1.8502   1.8502 0.0147 
火葬場用地 1.1909   1.1909 0.0095 
機關用地 146.8366   146.8366 1.1681 
民用航空站用地 0.8271   0.8271 0.0066 
車站用地 0.9002   0.9002 0.0072 
電路鐵塔用地 0.0151   0.0151 0.0001 
消防用地 0.2787   0.2787 0.0022 
郵政事業用地 4.6792   4.6792 0.0372
變電所用地 9.0661   9.0661 0.0721 
電力用地 10.8531   10.8531 0.0863 
自來水事業用地 3.7926   3.7926 0.0302 
社教機構用地 20.3227   20.3227 0.1617 
醫療衛生機構用地 28.8890   28.8890 0.2298 
道路用地 1930.6731 +0.0313 1930.7044 15.3590 
道路用地兼作鐵路使用 2.1403   2.1403 0.0170 
道路用地兼作鐵路及河川使用 0.0878   0.0878 0.0007 
道路用地兼作河川使用 2.7554   2.7554 0.0219 
道路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0.6692   0.6692 0.0053 
鐵路用地 38.7574   38.7574 0.3083 
鐵路用地兼作社教機構使用 0.4077   0.4077 0.0032 
鐵路用地兼作道路使用 0.0800   0.0800 0.0006 
鐵路用地兼作河川使用 3.7939   3.7939 0.0302 
交通用地 12.8406   12.8406 0.1021 
上下水道用地 0.1244   0.1244 0.0010 
農業區 2512.7901   2512.7901 19.9896 
排水道用地 187.0827   187.0827 1.4883 
排水道用地兼作道路使用 0.2661   0.2661 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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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要計畫面

積（公頃）

變更增減面

積（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百

分比（％）

公墓用地 87.2888   87.2888 0.6944 
高速公路用地 117.7597   117.7597 0.9368 
高速公路用地兼作鐵路使用 2.9063   2.9063 0.0231 
高速公路用地兼作道路使用 0.1900   0.1900 0.0015 
高速公路用地兼作鐵路及道路使用 0.2396   0.2396 0.0019 
河川區 133.7276   133.7276 1.0638 
河川區兼作道路使用 0.9249   0.9249 0.0074 

合計 12570.5006 0.0000 12570.5006 100.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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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年期、人口 

配合「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規劃，訂定民國 115 年為計畫年期。  

依「都市計畫法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 8 點規定，

依每人 50 ㎡住宅樓地板面積試算。由下列推算過程，將計

畫人口定為 400 人。  
 

住二：5,918.9869 〤  220％  =   13,021.77 ㎡  

住三：2,412.6798 〤  280％  =   6,755.50 ㎡  

（123,021.82 + 6,755.50） / 50 =   396 人  
 

 

二、 土地使用計畫及公共設施計畫 

土地使用規劃為第二種、第三種住宅區。公共設施規劃

有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道路用地等三項（詳

圖 5-1 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表 5-1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

表）。依「都市計畫法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之規定，

本計畫至少應規劃 27％公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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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第二種住宅區 0.5919 51.64 

第三種住宅區 0.2413 21.05 土地使用分區 

小計 0.8332 72.70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1815 15.84 

綠地用地 0.0636 5.55 

道路用地 0.0678 5.92 
公共設施用地 

小計 0.3129 27.30 

總計 1.1461 100.00 

 

 

三、 交通系統計畫 

（一） 道路規劃 

配合鄰近道路系統，在變更範圍西側規劃一條 6 公尺寬

之計畫道路（細 6-1），南側規劃一條 10 公尺寬之計畫道路（細

10-1）。另外，為促進鄰近地區之通行便利，在變更範圍北側，

設置一條 8 公尺寬之通路式開放空間，上空得興建跨廊式建

築物或平台，並且該通路需符合「公路設計規範」中之市區

道路次要道路設計，通路縱坡度不得大於 12%，穿越最小淨

高至少 4.6 公尺（詳圖 5-2 道路系統規劃示意圖（含高程）、

圖 5-3 8 公尺寬之通路式開放空間剖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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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停車空間規劃 

由表 5-2 可知，計畫區開挖 3 層地下室停車空間，已足

敷使用。然計畫區預計開挖 5 層地下室當停車空間；可見還

有 2 層地下停車空間，可提供計畫區外停車使用。 

 

 

表 5-2 樓地板面積、停車空間需求試算表 
樓層數 建築面積（㎡） 樓地板面積（㎡） 

1 樓 199.06 199.06 
2 樓 314.16 628.32 
3 樓 279.90 952.79 
20 樓 752.00 15,040.00 
28 樓 703.00 19,684.00 
合計 2,248.12 36,504.16 

備註 

1.依「建築技術規則」第九章容積管制第 162 條規定，未超過每層樓 15%陽 
臺，以及機電設備、安全梯梯間、緊急昇降機機道、特別安全與緊急昇降 
機之排煙室及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等不超過基準容積 15%，得不計入容積

。可知共有 30%之樓地板面積得不計入容積，本計畫區以剔除 20％試算。

2.  （36,504.16 (㎡) ㄨ（100%-20%） ÷ 100 (㎡) = 293(車位) 
3. 地下室開挖面積 = 住宅區面積 ㄨ 70％ 
  8,331.6899 (㎡) ㄨ 70％ = 5,832.1829(㎡) 
4.  5,832.1829 (㎡) ÷ 43 (車／㎡) = 約 135 車 （每層樓可停車數） 
5.  295 ÷ 135 = 2.16（約 3 層） 
6. 上揭面積皆以設計概念圖量測試算，未來以設計核定圖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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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防災計畫 

參照「台北市都市計畫防災系統」進行防災規劃。本計

畫規劃有緊急避難場所、臨時避難場所、臨時收容場所，以

及避難道路、輸送救援道路，平均每人享有 7.01 平方公尺之

防災空間（詳見表 5-3 防災空間規劃分析表、圖 5-4 防災

空間規劃示意圖）。  
 

 

 

 

表 5-3 防災空間規劃分析表 

項目 面積（㎡） 規劃防災空間類型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

地 
1,815.0514 緊急避難場所、臨時避難場所、

臨時收容場所 

綠地用地 636.3393 緊急避難場所、臨時避難場所

園道用地 350.7029 緊急避難場所、臨時避難場所

道路用地 991.5212 避難道路、輸送救援道路 

小計 3,793.6148  

備註 

在扣除道路後面積為 2,802.0936 平方公尺，以

計畫人口（400 人）試算，平均每人可使用 7.01
平方公尺。高於台北市規劃防災場所 2 ㎡／人

之安全標準。 

 

 

 

 





 27

  

 

（一）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

則第 35 條規定訂定之。 

 

（二） 本計畫區內之建築及土地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管制，

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有關法令之規定，其用語亦同。 

 

（三） 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1. 獨戶住宅：僅含一個住宅單位之獨立建築物。 
2. 雙併住宅：含有兩個住宅單位，彼此在平行面基地相連之建築

物。 
3. 連棟住宅：含三個以上相連住宅單位之建築物，每一住宅單位

之左右以牆與其他住宅單位分隔，並有單獨出入之通路可供進

出者。 
4. 集合住宅：含有三個以上住宅單位，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

或設備之建築物。 
5. 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6. 前面基地線：基地臨接道路之基地線，臨接二條以上道路者，

由建築基地申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基地線。 
7. 後面基地線：基地線之延長線與前面基地線（或其延長線）平

行或形成之內角未滿 45 度者，內角在 45 度以上時，以 45 度

線為準。 
8. 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非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9. 基地深度：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離。 
10. 基地寬度： 
（1） 平均寬度：同一基地內兩側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離。 
（2） 最小寬度：同一基地內兩側面基地線間之最小水平距離。 
11. 前院：沿前面基地線之庭院。 
12. 後院：沿後面基地線之庭院。 
13. 側院：沿側面基地線留設而不屬前院或後院之庭院。 
14. 前院深度：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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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距離。 
15. 後院深度：建築物後牆或後柱中心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後院平

均水平距離，但最小淨深度不得小於後院深度二分之一。 
16. 側院寬度：建築物側牆中心線與該側面基地線間之側院平均水

平距離。 
17. 建築物高度比：建築物各部分高度與自各該部分起量至面前道

路對側道路境界線之最小水平距離之比。建築物不計建築物高

度者及不計建築面積之陽台、屋簷、雨遮等，得不受建築物高

度比之限制。 

建築基地臨接或面前道路對側有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

場、綠帶、計畫水溝、平面式停車場或其他類似空地者，其建

築物高度比之計算，得將該等寬度計入。 

 

 

（四） 計畫區內之土地使用依下列規定予以細分： 

1. 第二種住宅區 
2. 第三種住宅區 
3.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 綠地用地 
5. 道路用地 
 
 

（五） 住宅區之使用規定如下： 

1. 第二種住宅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大型飲食店之

使用外，其餘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住宅區相關規定管

制。 
2. 第三種住宅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大型飲食店之

使用外，其餘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住宅區相關規定管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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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種使用分區土地應依下表規定建築使用： 

項目 第二種住宅區 第三種住宅區 
建蔽率（%） 60 55 
容積率（%） 220 280 
上限容積率（%） 330 420 
高度比 1.5 1.5 
前院深度（M） 4 4 
後院深度（M） 3 3 
側院寬度（M） -- -- 
最小面寬（M） -- -- 

備註 
1.基地面臨現有巷道免留設後

院。 
2.得與鄰近建築基地合併開發。

1.基地面臨現有巷道免留設後

院。 
2.得與鄰近建築基地合併開發。

 

 

（七） 留設開放空間之相關規定： 

1. 第三種住宅區面臨 50M-2 計畫道路側，應自建築線至少退縮

20 公尺以上作為開放空間使用；其餘應自建築線至少退縮 4
公尺以上作為無遮簷人行道。 

2. 建築物或建築群主要出入口應至少留設長寬 6 公尺以上之廣

場式開放空間，且廣場式開放空間面積不得小於 200 平方公

尺。 
3. 臨接綠地或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部分，應至少留設一處廣場

式開放空間，留設面積不得小於 100 平方公尺。廣場式開放空

間總面積不得少於住宅區法定空地面積之 33％。 
4. 自計畫道路 50M-2 退縮 20 公尺至通路式開放空間等空間，最

高僅得興建 3 層樓或 12 公尺以下之建築物。在通路式開放空

間後始得興建高層建築。 
5. 通路式開放空間以連接鄰近道路系統，並供人車通行使用。為

促進整體開發需要，應留設 8 公尺寬通路式開放空間（詳圖

5-2 道路系統規劃示意圖、圖 5-3 8 公尺寬之通路式開放空

間剖面示意圖）。通路式開放空間得允許作跨越設施使用，且

該通路需符合「公路設計規範」之市區道路次要道路設計，縱

坡度不得大於 12％、穿越最小淨高至少 4.6 公尺，如有變更設

計時，須提經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議。並無條件供民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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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配合公用設備、市政建設需要提供工程建設使用，並由

開發業者負擔管理維護責任。 
6. 通路式開放空間上空僅得作通道使用，並在使用執照註明。 
7. 開放空間應能與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等公共設施連接

（詳圖 6-1 留設開放空間位置示意圖），若變更開放空間留

設位置需提經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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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停車空間設置標準依下列規定： 

1.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所列第一類建築物用途，樓

地板面積 150 平方公尺以下免設停車位，超過部分每 100 平方

公尺設置一輛，其餘數部分超過 50 平方公尺應設置一輛；第

二類建築物用途，樓地板面積 150 平方公尺設置一輛，超過部

分每 150 平方公尺設置一輛，其餘數部分超過 75 平方公尺應

設置一輛。 
2. 依前述規定計算建築物新建、增建及既有建築物應留設之停車

位在五輛以下無法設置者，得繳納代金，並依「臺中市建築物

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用自治條例」

辦理。 
3. 其餘依「建築技術規則」停車空間相關規定辦理。 

 

都市計畫內區域 類

別 建築物用途 
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150 平方公尺以下

部分。 
免設。 

第

一

類 

戲院、電影院、歌廳、國際觀光旅

館、演藝場、集會堂、舞廳、夜總

會、視聽伴唱遊藝場、遊藝場、酒

家、展覽場、辦公室、金融業、市

場、商場、餐廳、飲食店、店鋪、

俱樂部、撞球場、理容業、公共浴

室、旅遊及運輸業、攝影棚等類似

用途建築物。 

超過150平方公尺

部分。 
每100平方公尺設

置一輛，其餘數部

分超過 50 平方公

尺應設置一輛。 

150 平方公尺以下

部分。 
免設。 

第

二

類 

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

物。 
超過150平方公尺

部分。 
每150平方公尺設

置一輛，其餘數部

分超過 75 平方公

尺應設置一輛。 
 

（九） 景觀及綠化原則： 

1.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應栽植花、草、樹

木予以綠化，且法定空地面積每滿 64 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

一棵，其綠化工程應納入建築設計圖說於請領建造執照時一併

核定之，覆土深度草皮應至少 30 公分、灌木應至少 60 公分、

喬木應至少 12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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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所栽植之樹種，需依「臺中市適用的行

道樹樹種核定表」選取。 

（十） 有關計畫區內設置招牌、廣告物依「臺中市招牌廣告及樹

立廣告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容積獎勵之相關規定： 

1. 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

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30％為限。 
（1） 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

年、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

其集中留設之樓地板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主管

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2） 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

及道路主管機關核准者。 
2. 建築基地之容積包含容積移轉及提供公益性設施之容積獎

勵，不得大於基準容積之 1.5 倍。 
3. 不得適用開放空間及增設停車場空間等相關容積獎勵規定。 

（十二） 本計畫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建築用地及臨接綠地

之建築開發行為應納入臺中市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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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發方式 

本計畫從規劃、開發與經營管理，共分為三個階段，詳

細內容如下說明。  

（一） 規劃階段 

第一階段為規劃階段，辦理都市計畫主之變更程序、細

部計畫擬定程序。並依據「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

範」規範，進行土地規劃後，使其符合規定，並達到創造『地

標性－多功能生活特區』之發展目的。 

 

（二） 開發階段 

在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三年內，由開發業者自行完成道

路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園道用地等公

共設施興建開闢。爾後，開始進行建築物興建。 

 

（三） 經營管理階段 

在變更範圍完成公共設施與建築物興建後，即進入銷

售、出租、管理維護階段。為維持高品質的居住環境，完善

的管理維護計畫是相當重要的。將成立社區管理委員會，定

期收取社區管理費用，進行社區經營管理工作，如公共設施

與公用設備之維護管理、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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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發時程 

本計畫從民國 96 年 11 月開始辦理都市計畫作業，預定

約需三年的作業時間。在都市計畫發布實施三年內完成公共

設施開發作業，並且取得建照執照，若未能如期完成得申請

展延一次，以三年為限，並須提經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同

意。爾後進入建築物開發階段，本計畫預定在民國 111 年 1

月進入銷售、出租、維護管理階段。  
 

 

 

表 7-1 開發時間進度管制時程表 
預定時程

工作項目 

96.11 
～ 

99.12 

100.1 
～ 

103.12 

104.1 
～ 

110.12 

111.1 
～ 

都市計畫變更

作業 
    

設計、興建公

共設施 
    

請領建照執照 
 
 

   

設計、興建之

建築物階段 
    

銷售、出租、

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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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計畫 

乙種工業區之土地全部皆為福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故無購置土地成本。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

規範」之規定，需繳交代金 56,143,210 元。爾後，有雜項工

程之規劃、興建費用，以及建築物之規劃、興建費用、利息

費用，全由福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擔，共需 1,230,706,505

元。  
 

表 7-2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金額（元） 備註 

土地代金 56,143,210   

大樓之規劃、興建建築物成本 1,104,250,840 約 10 萬元／坪(表 4-4)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3,993,113 2,200 元／㎡ 

綠地 1,399,946 2,200 元／㎡ 

園道 771,546 2,200 元／㎡ 

道路用地 2,478,861 2,500 元／㎡ 

綠 29（使用部份） 2,836,733 2,200 元／㎡ 

公共設

施設

計、興

建 

合計 11,480,200   

貸款利息 70,312,455 利率 2%，貸款三年 

合計 1,230,706,505   

註：本表為概算結果，實際開發經費仍以開發當時之費用為準。 
 

為長期維護變更範圍之生活、居住機能，即需針對整體

環境、公共設施維護進行管理。故在變更範圍進入經營管理

階段後，即成立管理委員會，專責整體環境衛生、安全、綠

美化之維護。本計畫預定每年在環境管理護維成本共計為

4,320,000 元，管理費收入共計為 4,361,162 元，故每年有

41,162 元，可作為管理、維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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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管理維護經費表 

項目 金額（元） 說明 

住二環境管理維護 1,200,000 100,000 元／月*12 月 

住三環境管理維護 1,680,000 140,000 元／月*12 月 

公共設施管理維護 1,440,000 120,000 元／月*12 月 
成

本 

合計 4,320,000  

住二管理費收入 1,418,074 3,939*30 元／坪.月*12 月 

住三管理費收入 2,943,088 2,044*120 元／坪.月*12 月
收

益 

合計 4,361,162  

每年餘款 41,162 作為管理、維護基金 

 
 

表 7-4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公共設施項目 面積（㎡）
開發經費

（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 1,815.0514 3,993,113

綠地用地 636.3393 1,399,946
園道用地 350.7029 771,546
道路用地 991.52 2,478,803
綠 29（使用部

分） 1,289.4241 2,836,733

開發 
業者 

發佈 
實施 
後三 
年內 

開發 
業者 

合計 5,083.0389 11,48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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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它應表明事項 

為促進變更範圍地區之整體土地使用，開發業者須配合

下列事項。  

（一） 在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三年內，開闢完成變更範圍內之公

共設施（含綠 29 使用部分）（詳圖 7-1 開發部分綠 29
位置示意圖），並且無償捐贈予地方政府。 

（二） 在公共設施開闢完成後，開發業者至少認養 15 年，以確

保公共設施之服務品質。 
（三） 在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三年內取得建照執照，若未能如期

完成得申請展延一次，以三年為限，並須提經臺中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同意。 
（四） 為促進土地整體開發使用，須與鄰接土地（福安段 225-1）

一併開發。 
（五） 臨接綠地或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部分，應至少留設一處

廣場式開放空間，留設面積不得小於 100 平方公尺。廣場

式開放空間總面積不得少於法定空地面積之 33％。 
（六） 自計畫道路 50M-2 退縮 20 公尺至通路式開放空間等空

間，最高僅得興建 3 層樓或 12 公尺以下之建築物。在通

路式開放空間後始得興建高層建築。 
（七） 為促進整體開發需要，留設 8 公尺寬通路式開放空間。通

路式開放空間得允許作跨越設施使用，且該通路需符合

「公路設計規範」之市區道路次要道路設計，縱坡度不得

大於 12％、穿越最小淨高至少 4.6 公尺，如有變更設計

時，須提經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議。並無條件供民眾使

用，及配合公用設備、市政府建設需要提供工程建設使

用，並由開發業者負擔管理維護責任。 
（八） 開發業者應在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前完成自願捐獻代金繳

納。 
（九） 計畫區不得適用開放空間及增設停車場空間等相關容積

獎勵規定，且變更後建築基地之容積包含容積移轉及提供

公益性設施之容積獎勵，不得大於變更後基準容積之 1.5
倍。 

（十） 地下停車空間超過計畫區需求部份，應公告周知開放供公

眾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