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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位及相關計畫 

第一節  上位及相關計畫分析 

一、上位計畫 

以中部區域計畫對臺中都會區之發展定位作為未來區域空間之發展方向，並因

應縣市合併後對整體土地使用之定位與調節作為本計畫之依循。 

表 2-1-1  上位計畫內容摘要彙整表 
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關聯分析 

中 部 區 域
計畫（第二
次 通 盤 檢
討）（草案）
（ 內 政
部，95 年） 

1.中部區域計畫以「亞洲門戶-精鑰計畫」為總願景，將臺中
都會區定位為「區域政商精鑰核心」，建立多功能中心為
目標。 

2.配合推動大眾運輸導向（T.O.D）的都市發展，都市更新
將為都市發展優先策略。 

3.區域間、生活圈間以高速鐵路、高速公路及快速公路系統
為聯絡主動脈；傳統鐵路及捷運系統以區域都市之通勤運
輸服務為主；並結合臺中港及中部國際機場等之規劃建
設，達到對外成為連結亞洲之最短路徑，對內可達到都會
區內快速集散之功能。 

以臺中都會區為區域
政商精鑰核心，藉由
大眾運輸系統、生活
圈道路系統及都市更
新，可活化豐原區都
市發展、平衡區域落
差，發揮整體運輸效
能。 

臺 中 縣
（市）合併
改 制 計 畫
（ 原 臺 中
市 政 府 及
原 臺 中 縣
政 府 ， 99
年） 

1.打造 6 大中心：優質人文生活中心、中部區域行政中心、
多元服務都會中心、創新科技研發中心、綠色景觀生態中
心、便捷交通運轉中心。 

2.延續 12 大建設：大肚山科技走廊二期、大臺中聯外道路、
南臺中文化走廊、國際標準棒球場、無線寬頻城市－行動
臺中、臺中都會捷運系統、水湳機場經貿園區規劃案、中
心商業區都市更新、七期重劃區指標建設、整體開發重劃
區、臺中都會區鐵路高架化、鎮南觀光休閒商業專用區。

3.朝多核（舊市區、新市政中心、水湳經貿園區、捷運機廠、
鎮南休閒園區、中科）、六軸（臺中－豐原、臺中－大雅、
臺中－臺中港、臺中－彰化、臺中－南投、臺中－太平）
的環狀空間發展模式。 

豐原區為原臺中縣治
所在，縣市合併後，
除本身具有之商業及
生活服務機能，與原
臺中市區整合為優質
都會生活中樞。 

因 應 臺 中
縣 市 合 併
區 域 發 展
策 略 之 研
究（原臺中
市政府，99
年） 

發展願景：國際都會成長中樞、兩岸運轉門戶 
1.寄以臨近臺中港特定區利用海、空雙港合一優勢，成為兩
岸直航之海空門戶。 

2.配合中部科學園區與海港、空港所形成聚集產業之效果，
成為科技產業升級之營運軸心。 

3.以臺中港為門戶、港區為腹地，配合豐富的景觀資源，發
展成為中部都會之觀光明珠與兩岸運轉中心。 

五大發展區塊：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波地開發取
可地區、農業發展地區與城鄉發展地區 

以社會條件、交通運
輸、產業經濟及土地
使用等面向，建構大
臺中成為國際都會成
長中樞、兩岸運轉門
戶。本計畫應以此為
作為產業引入指導原
則，促成整體發展願
景之達成。 

資料來源：1.臺中縣（市）合併改制計畫（核定本），99 年。 
2.因應臺中縣市合併區域發展策略之研究，99 年。 



 2-2

二、重大建設計畫 

臺中市近年積極推動十二項旗艦建設計畫及十二項重大建設計畫，作為都市發

展建設基礎，本計畫彙整有關交通建設、都市發展及產業經濟建設等面向之重大建

設計畫，以了解整體空間結構與區域發展情形。 

表 2-1-2  重大交通建設計畫內容摘要彙整表 

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關聯分析 

臺中生活圈道

路系統建設計

畫 (第二次修

正 )(草案 )(營
建署，98 年) 

1.分期計畫為六期，「生活圈道路系統四年建設計畫」

已完成階段性任務，「生活圈道路系統(98-103)六年

建設計畫」生活圈道路階段性任務完成後轉型之六

年計畫，以前期生活圈延續性工程之修正計畫為優

先。 
2.規劃內容主要為四大面向：(1)串聯兩個廊帶：臺中

生活圈 4 號線西延段(大肚鄉段)、國道四號銜接生

活圈 4 號線道路工程。(2)規劃重大建設聯外道路，

便捷其聯絡道路系統。(3)建構觀光遊憩路網。(4)
因應地方發展需求。 

整合重大公路建

設、重大建設計

畫、產業永續發展

以及地方發展需

求，可提高地區之

間可及性，帶動臺

中都會區整體均衡

發展。 

臺中都會區大

眾 捷 運 系 統

(原臺中市政

府，93 年) 
暨烏日文心北

屯線建設計畫

(原臺中市政

府，97 年) 

整體路網由藍、橘及綠 3 條路線組成，先行規劃綠

線： 
1.藍線：始於東海大學-臺中車站。 
2.橘線：始於水湳經貿園區至霧峰鄉林森路止。 
3.綠線：文心北屯線延伸至彰化市，預定設置 18 座

車站。 

提昇臺中市區與周

邊地區之大眾運輸

聯繫功能，促進臺

中整體都會區發

展。 

臺中都會區鐵

路高架捷運化

計 畫 ( 交 通

部，95-103 年) 

1.臺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目前由交通部鐵

路改建工程局辦理，路線北起豐原車站北側，南至

大慶車站南側，全長約 21.2 公里。 
2.沿線將 5 座既有車站（豐原、潭子、太原、臺中、

大慶）改建為高架車站，另配合臺鐵捷運化，新增

4 座高架通勤車站（豐南、松竹、精武、五權），

其中預留松竹及大慶兩站，未來可與捷運綠線 G4
及 G13 車站進行轉乘功能。 

鐵路高架化後，減

少鐵路東西兩側的

隔閡，並且在「捷

運化」的轉型之

下，未來與臺中都

會區捷運相互結合

後，可建構完整的

臺鐵、捷運及高鐵

的軌道運輸網絡。

資料來源：應臺中縣市合併區域發展策略之研究，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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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交通系統建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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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重大都市發展計畫內容摘要彙整表 

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關聯分析 
都市縫合計劃

－臺中市鐵路

高架化後都市

縫合計畫 (原
臺中市政府，

96.04)暨臺中

縣鐵路高架化

沿線都市規劃

與設計 (原臺

中 縣 政 府 ，

96.01) 

配合臺鐵高架捷運化，整合臺中縣市鐵路兩側都

市空間縫合再生，整體性規劃，從「空間縫合」

角度整合周邊區域土地，重塑都市發展紋理，促

進土地合理利用。 
1.臺中縣空間定位為「生活大道、永續綠廊」。 
2.臺中市依各區域地方特色分別定位為雙捷運生

活街區、遊憩休閒風貌兼具的運動廊帶、藝文

展演的都會核心區、藝文風貌兼具的藝術長

廊、綠意盎然的生活街區、機能完備的文教、

醫學、雙捷運大學城。 

配合臺鐵高架捷運化，整

合鐵路兩側土地縫合再

生，改善鐵路兩側都市景

觀，提高土地使用效率，

有助都市整體意象之提

升。 

臺中市水湳機

場原址開發計

畫（水湳經貿

園區）(臺中市

政府，審議中) 

考量臺中市發展適居城市的定位及邁向國際化的

願景，以水湳機場及周邊地區整體規劃為基礎，

整合經貿、創研、大學、休閒、文化、生活等機

能，以〝Taichung Gateway－Active Gateway Park〞
開啟國際入口打造躍動的都會新綠洲為定位，並

同時以「四大一特色－大公園、大學城、大會展

中心、大巨蛋、臺灣精神臺灣塔」作為開發主軸，

建構未來都市發展的新契機。 

水湳基地開發引進之經貿

與創研機能將為大臺中地

區產業注入再發展之能

量，可能與本計畫所在之

豐原區產生部分競合，應

充分運用相關之產業資

源，發揮「合」的力量。

鎮南休閒專用

區 開 發 計 畫

( 臺 中 市 政

府，審議中) 

鎮南休閒專用區鄰近高鐵臺中站，為全國最大區

域的觀光休閒商業區開發案，將對臺中市未來之

休閒觀光業、繁榮發展及休閒需求帶來人潮及無

限商機，進一步促進南屯區的繁榮進步。 

該案開發除可促進南屯區

的發展，亦可帶動大臺中

地區整體休閒觀光產業之

發展，促進臺中城市生活

魅力。 
資料來源：因應臺中縣市合併區域發展策略之研究，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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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重大產業經濟建設計畫內容摘要彙整表 

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關聯分析 

新訂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

臺中基地附

近特定區整

體發展綱要

規劃(原臺中

縣 政 府 ，

93.12)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建設為落實臺灣成為綠色矽島之

的政策。將園區基地與其周邊共同規劃「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附近特定區計畫」。 
發展未來擴建用地，創造產業新核心、配合都市服

務機能，預為保留商務、生活、休憩等相關活動所

需之空間，有效整合中科臺中基地附近地區資源與

能量，藉由規劃手法，引導園區周邊土地合理健全

發展。 

為大臺中產業發展龍

頭，亦為大肚山創新科

技走廊之核心，帶動大

臺中朝向產業升級與

完全轉運邁進。 
為建構機能完整的產

業發展區塊，於臺中基

地周邊約1,226.31公頃

土 地 擬 定 特 定 區 計

畫，目前進行都市計畫

審議中。 
神岡、豐洲

科技工業園

區（原臺中

縣 政 府 ，

98.06） 

位於臺中市神岡區東北側與豐原區西北側交界

處，開發目的為解決未登記工廠朝向合法化經營、

提供中部區域產業技術支援基地、發揮精密機械與

金屬製品完整生產供應鏈之地方產業優勢，提升產

業群聚化。 

結合后里、大雅至大肚

山麓之科技走廊，共創

高附價值製造中心，為

未來科技產業發展重

點。 

精密機械科

技創新園區

一期計畫開

發暨二期開

發（原臺中

市 政 府 ，

97.09） 

園區位於南屯區，臺中市政府為協助機械產業強化

發展體質，策劃推動「臺中市精密機械科技創新園

區」之開發，期能提供一處優良之投資環境，為國

內機械產業之永續發展舖設基石。將設置大型展覽

中心，引進機器修配製造、電力和電子機械器材，

以及精密機械製造業進駐，並藉由開發許可之管

制，提供精密機械工業良好的生產環境。 
由於廠商用地迫切需求，臺中市政府復於精密園區

一期西南側勘選公有土地約 36.92 公頃，申請報編

開發為工業區作為精密園區二期。 

配合中科、臺中工業

區，以完成「大肚山科

技走廊」之建構。規劃

產業專用區，開放引入

2.5 產業，可串聯整體

產業價值，穩固優勢產

業基礎。 

清水甲南深

層加工綜合

性產業園區

計畫（臺中

市政府，規

劃中） 

規劃範圍為清水鎮北側高美、甲南地區，範圍西至

三美路、東界為國道 4 號起點、南至臨海路、北臨

大甲溪以 南，面積約 243 公頃。配合 2008 國家發

展計畫之「產業高值化計畫」，及中央推動臺中港的

兩岸貨運直航及發展「臺中亞太海空運籌中心」政

策，初期評估規劃開發為物流專區及深層加工的綜

合性產業園區，以支持全球運籌管理政策的推行，

並推動愛臺 12 項建設之落實。 

結合臺中港及清泉崗

機場，開以物流及加工

出 口 為 主 的 產 業 園

區，可促進臺中全球運

籌管理政策的推行。 

資料來源：因應臺中縣市合併區域發展策略之研究，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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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發展相關政策 

（一）「愛臺 12 建設」總體計畫 

該計畫提出擴大國內需求、改善投資環境、強化經濟體質、提

升生活品質等四大總體目標，並計畫從交通運輸、產業創新、城鄉

發展及環境保育等四大面向推動，其中提出中部高科技產業新聚落

構想，計畫將建構中部地區為結合研發、創新、製造之高附加價值

產業新聚落，並規劃以各地區的產業特色，強化現有工業區、科學

園區與農業科技園區等聚集效益，打造成產業創新走廊，期使各地

區產業具備國際競爭力。  

（二）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設計畫(民國 98 至 101 年四年計畫) 

該計畫以「活力創新、均富公義、永續節能的先進國家」為國

家發展新願景。在活力創新經濟部分，將以綿密的創新網絡、尖端

的創新能及卓越的人力素質打造「全球創新中心」；透過發展創意

產業、建置智慧島嶼打造「創意智慧國度」；透過國際經貿協定、

吸引企業營運總部進駐及成立亞太資產管理與籌資中心以躍升為經

貿運籌樞紐。透過建立完善社會安全網絡、深厚多元文化內涵及廉

能效率政府施政，以落實均富公義社會。在永續節能環境方面，則

以便捷交通網路、打造成鄉風貌與實踐低碳綠生活等方面來達成。

因此，為達成願景及目標，將由「空間改造」、「產業再造」、「全

球連結」、「創新人力」、「公義社會」及「永續環境」六大政策

主軸著手，打造臺灣成為的先進國家，如圖 2-1-2所示。  

 
圖 2-1-2  國家發展新願景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設計畫(四年計畫)，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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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0 年產業技術白皮書 

該計畫指出目前臺灣產業技術發展方向與策略重點，未來將推

動「六大新興產業行動計畫」、「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發展」等重

點計畫，其中六大新興產業行動計畫係根據 98年 2月 21日「當前總體

經濟情勢及因應對策會議」指出針對六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劃，例

如生物科技、醫療照護、綠色能源、文化創意、觀光旅遊、精緻農

業等面向，預計投注更多資源，將擴大規模、提升新興產業產值，

以輔導及吸引民間投資；其中新興產業行動計畫包括生技起飛鑽石

行動方案、健康照護升值白金方案、綠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觀光

拔尖領航方案及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等六大方案；四大新興智慧

型產業發展則配合行政院的規劃，經濟部積極推將「雲端運算」、

「智慧電動車」、「智慧綠建築和發明專利產業化」等四大新興智

慧型產業列入策略重點，詳表 2-1-5六大新興產業行動方案內容。   

表 2-1-5  六大新興產業行動方案內容 
產業 
類別 

行動方案 內容 

生物 
科技 

生技起飛鑽

石行動方案 

1.成立生技創投基金及生技整合育成中心。 
2.建構以醫材或製藥為主之生醫、生技發展園區與產業聚落 
3.成立食品藥物管理局，建置與國際銜接法規環境 

醫療 
照護 

健康照護升

值白金方案 
1.「加值產業」：國家衛生安全、國際醫療服務、智慧醫療服務以及養生保健。 
2.「服務產業」：長期照護以及醫療照護。 

綠色 
能源 

綠色能源產

業旭升方案 
推動重點產業如太陽光電、LED 光電照明、風力發電、生質燃料、氫能與燃料電

池、能源資通訊及電動車輛等。  

文化 
創意 

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方案 

1.「環境整備」計畫：資金挹注、產業研發輔導、市場流通及開拓、人才培育及媒

合與產業集聚效應等五大策略。 
2.「旗艦計畫」執行內容：電視內容、電影及流行音樂產業旗艦計畫、數位內容產

業發展旗艦計畫、設計產業發展旗艦計畫、工藝產業旗艦計畫。 
3.規劃資金挹注策略，協助微型業者產業化發展。  
4.引進商業運作模式機制，建構無形資產評價機制，提供產業研發輔導窗口等策

略，協助文創產業化，並減少創意產業跨入的門檻。  

觀光 
旅遊 

觀光拔尖領

航方案 

1.推動 4 年內可見成效的「魅力旗艦」計畫包括：「區域觀光旗艦計畫」（由觀光局

聘請觀光總顧問團隊規劃，地方執行）、「競爭型國際觀光魅力據點示範計畫」（由

地方政府提案）及「無縫隙旅遊服務計畫」（由地方政府提案）。 
2.在產業面與人力面則將轉型再造觀光產業，推動培養競爭力的「築底」行動方案。

精緻 
農業 

精緻農業健

康卓越方案 

1.健康農業：投入 14.61 億元，推動有機農業、產銷履歷和 CAS 優良農產品，至

101 年有機農業面積倍增至 5,000 公頃，產值 30 億元；  
2.卓越農業：發展生技、蘭花、石斑魚、種苗及種畜禽等產業，建構蘭花全球運籌

中心，拓展石斑魚外銷市場等。 
3.樂活農業：發展農業深度旅遊與農業精品、推動遊艇港領航計畫、開發國外新興

市場等。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網站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1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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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0 年臺灣產業結構調整方向與策略 

經濟部工業局於 99年 8月召開之「第七屆全國工業發展會議」，

提出 2020年臺灣產業結構調整方向、發展目標與策略，以提升國家

的競爭力，持續維持國家的經濟發展，期使未來亦將透過創新來挹

注各項產業發展，以提升整體競爭力。  

由於我國產業主要以外銷為導向，在全球金融海嘯席捲後，突

顯了過去產業的過度集中，缺乏多元發展，易受國際景氣波動影響。

行政院希望藉由推動六大新興產業的長期發展，以及四大新興智慧

型產業、十項具發展潛力服務業，以創造下一波臺灣產業的新契機。 

除了目前提出之六大新興產業（精緻農業、文化創意、觀光旅

遊、醫療照護、綠色能源、生物科技）、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雲

端運算、智慧電動車、智慧綠建築、發明專利產業化），以及十項

具發展潛力服務業（國際醫療、國際物流、文化創意－音樂及數位

內容、會展產業、臺灣美食國際化、都市更新、WiMax、電子商務

Hub、教育產業、金融服務業），另外行政院產業科技策略會議中

亦納入新綠能源、前瞻能源兩項產業。經濟部亦透過市場性、經濟

關聯效果，以及與綠色成長之連結性，做為評估 2020核心產業之準

則，評選出核心產業如圖 2-1-3臺灣 2020優化核心產業示意圖所示。 

 
圖 2-1-3  臺灣 2020 優化核心產業示意圖 

資料來源：臺灣經濟研究院、經濟部工業局，2020 年臺灣產業結構調整方向與策略，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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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業有家 家有產業 

為規劃未來  10 年產業發展空間分布藍圖，提升國家總體競爭

力，經建會於 100年  1 月  24 日開啟「產業有家，家有產業」全臺

推展活動。將藉由座談會意見交流，訂出臺灣未來產業區塊版圖，

讓每種產業至少有  3 個可落腳地點，每地點至少發展  3 種主打產

業，讓「產業有家，家有產業」。  

第一階段將以替產業尋找適當的發展地點為推動重點，第二階

段將配合區域發展優勢，找出各區域適合發展的產業類型，促使地

方政府投入經費提升相關基礎建設，並配合全球招商，引介國內外

投資人到適當地區投資各種不同產業。發展區域產業有五大條件﹕

核心都市、區域內外的通路、品牌的創建與行銷、生產規模、市場

及腹地。藉由地方熟悉本身產業發展的在地優勢，中央了解在世界

潮流下產業發展應具備的條件，透過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創造具

有國際競爭力的區域產業。  

臺中市因應「產業有家，家有產業」推展政策提出之發展產業

包括會展產業、精緻農業產業、觀光旅遊產業、綠色能源產業、都

市更新產業、影視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國際醫療產業、生物科技

產業等，分布區位如圖 2-1-4臺中市擬發展產業區位示意圖所示。  

 
圖 2-1-4  臺中市擬發展產業區位示意圖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1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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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行都市計畫內容 

一、辦理歷程 

本計畫位屬豐原都市計畫區，豐原最初之都市計畫實施於 24 年 7 月 1 日(時值

日據末期)，係因是年中部大地震後所訂之市街重建計畫，計畫面積僅 67 公頃。臺

灣光復後 39 年行政區域調整，原臺中縣政府在此設治，並因人口日增及工商發達，

原有都市計畫已不符實際發展需要，先於 45 年以日據時期所訂計畫為藍本首次發

布豐原都市計畫，其後於 47 年首次擴大都市計畫，計畫面積已增至 942.41 公頃；

70 年 10 月 24 日再次擴大計畫範圍，復於 72 年 11 月將原有都市計畫與擴大都市

計畫合併辦理第一次通盤檢討，至 76 年 12 月 31 日始發布實施；77 年為解決第一

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取得問題，又辦理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後於 80
年 6 月 12 日發布實施。隨著都市的快速發展，原有之都市計畫內容已無法符合實

際需要，故於 84 年辦理豐原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至 99 年 6 月發布實施。 

豐原都市計畫發布實施歷程詳參表 2-2-1 豐原都市計畫歷次通盤檢討一覽表、

表 2-2-2 豐原都市計畫歷次個案變更一覽表。 

表 2-2-1  豐原都市計畫歷次通盤檢討一覽表 

編號 案  名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1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76.12.30.府建都字第 217811 號

2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 80.06.12.府工都字第 103804 號

3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99.6.21 府 建 城 字 第

09901783642 號 

表 2-2-2 豐原都市計畫歷次個案變更一覽表 

編號 案  名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1 變更擴大豐原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案 77.06.20.府工都字第 99466 號 

2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住宅區、農業區、綠地為社教機

構用地)案 79.06.21.府工都字第 101287 號

3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住宅區、農業區為機關用地)案 80.05.14.府工都字第 83290 號 

4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行水區為鐵路用地)案 81.03.21.府工都字第 36386 號 

5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電路鐵塔用地)案 81.06.04.府工都字第 11616 號 

6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公園用地)案 83.11.29.府工都字第 280168 號

7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鐵路用地、零星工業區、農業區

為道路用地、部分鐵路用地為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供
高速公路使用)案 

83.12.21.府建都字第 307336 號

8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電路鐵塔用地)案 85.11.27.府工都字第 294728 號

9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增列部分公共設施得作多目標使用)案 86.07.23.府工都字第 18324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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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  名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10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鐵路用地為公園用地案) 88.09.28.府工都字第 273105 號

11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電路鐵塔用地)案 88.12.14.府工都字第 347277 號

12 
擬定豐原都市計畫(原部分鐵路用地及工業區變更為商業

區)細部計畫配合變更主要計畫案 88.12.18.府工都字第 342696 號

13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路用地)案 91.05.24. 府 建 城 字 第

09113274603 號 

14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機十七機關用地用途「供大甲林區管

理處使用」變更為「供東勢林區管理處及臺中縣選舉委員

會使用」案 

91.07.26. 府 建 城 字 第

09118959203 號 

15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車籠埔斷層經過地區專案檢討)案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車籠埔斷層經過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案 

92.01.06. 府 建 城 字 第

09135483903 號 

16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保護區為河川區)案 93.04.09. 府 建 城 字 第

0930091825-2 號 

17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電路鐵塔用地)案 94.04.01. 府 建 城 字 第

09400817661 號 

18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豐勢路車籠埔斷層經過地區)(配合九

二一震災重建)案 
94.04.15. 府 建 城 字 第

09400936462 號 

19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住宅區、農業區及行水區為河川

區)案 
94.04.15. 府 建 城 字 第

09400929362 號 

20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配合九二一震災重建－聯合新村都市

更新地區)案 
94.06.24. 府 建 城 字 第

09401642982 號 

21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配合九二一震災重建－鐵路用地銜接

三十六米外環道以東地區)案 
95.02.22. 府 建 城 字 第

09500266142 號 

22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機關用地「機九」為商業區及部

分商業區為機關用地)案 
95.09.27. 府 建 城 字 第

09502669362 號 

23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污水處理廠用地)案 95.11.09. 府 建 城 字 第

09503046292 號 

24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機關用地(機 17)為機關用地(供財

政部臺灣省中區國稅局臺中縣分局使用))案 
97.04.14. 府 建 城 字 第

09700862912 號 

25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自來水事業用地)案 98.04.22 府 建 城 字 第

09801029822 號 

26 
變更豐原都市計畫（配合臺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

畫) 
98.05.22 府 建 城 字 第

09801690312 號 
資料來源：1.變更豐原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原臺中縣豐原市公所、原臺中縣神岡鄉公所，

99 年。 
2.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都市計畫圖查詢系統，1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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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行主要計畫內容概要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現行豐原都市計畫區東至石岡區界(即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範圍界)及山坡

地，西至中山高速公路豐原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界及中山高速公路，南

鄰潭子都市計畫範圍界，北至大甲溪南岸附近，計畫面積為 2,196.94 公頃。 

（二）計畫年期 

以 110 年為計畫目標年。 

（三）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170,000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豐原都市計畫區內以農業區之面積最大，主要分布於都市計畫區之周界，

其次為住宅區，分布於農業區與商業區之間，而商業區則大致集中於都市計畫

區之中心，即豐原火車站周邊與鐵路兩側地區。計畫內容詳見表 2-2-3 豐原都

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及圖 2-2-1 豐原都市計畫示意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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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豐原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總面積比

（％） 
佔都市發展用地面積比

（％） 
住宅區 514.66 23.43 43.37 
斷層帶住宅限建區 6.14 0.28 0.52 
商業區 76.29 3.47 6.43 
甲種工業區 64.22 2.92 5.41 
乙種工業區 83.79 3.81 7.06 
零星工業區 4.41 0.20 0.37 
宗教專用區 0.96 0.04 0.08 
保存區 0.54 0.02 0.05 
行水區 18.86 0.86 － 
保護區 36.90 1.68 － 
農業區 935.33 42.57 － 
斷層帶農業限建區 7.91 0.36 － 
河川區 11.36 0.5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計 1761.37 80.17 63.29 
機關用地 28.56 1.30 2.41 
社教機構用地 0.15 0.01 0.01 
文小用地 30.03 1.37 2.53 
文中用地 21.01 0.96 1.77 
文高用地 13.39 0.61 1.13 
公園用地 48.85 2.22 4.12 
綠地 21.91 1.00 1.85 
批發市場用地 0.81 0.04 0.07 
市場用地 9.22 0.42 0.78 
停車場用地 3.68 0.17 0.31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2.10 0.10 0.18 
廣場用地 2.08 0.09 0.18 
變電所用地 3.52 0.16 0.30 
變電所用地(兼道路) 0.19 0.01 0.02 
電路鐵塔用地 0.81 0.04 0.07 
加油站用地 0.57 0.03 0.05 
鐵路用地 23.68 1.08 2.00 
道路用地 202.79 9.23 17.09 
鐵路用地兼供道路用地 0.14 0.01 0.01 
墓地用地 6.45 0.29 0.54 
污水處理廠用地 8.09 0.37 0.68 
自來水事業用地 7.15 0.33 0.60 
電力事業用地 0.39 0.02 0.0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計 435.57 19.83 36.71 
合計(1) 2,196.94 100.00 － 

都市發展用地(2) 1,186.58 － 100.00 
資料來源：變更豐原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原臺中縣豐原市公所、原臺中縣神岡鄉公所，

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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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豐原都市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變更豐原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原臺中縣豐原市公所、原臺中縣神岡鄉公所，

99 年。 

三、本計畫範圍之計畫內容概要 

（一）發展策略指定門戶地區 

本計畫座落於豐原都市計畫區之西隅，36M 豐原大道與中正路交會之東南

側，具有扮演豐原區市政核心門戶之重要意象，其土地使用方向亦係豐原都市

計畫區第二次通盤檢討之主要發展構想之一，於發展課題與對策提出可考量於

此區位設置高使用強度之商業區，以形成都市商業發展之副核心地區。 

（二）土地使用分區 

依據現行土地使用計畫，計畫區之土地使用為農業區，面積為 8.09 公頃，

現況主要為豐原營區之陸軍臺中區聯合甲型保修廠使用。 

（三）陳情歷程與決議情形 

於第二次通盤檢討辦理期間，軍方曾提案變更陸軍臺中區聯合甲型保修廠

所在之農業區為機關用地，指定供軍政單位使用，而原臺中縣警察局因現有廳

舍不足，亦建議使用該營區約 1.653 公頃土地興建廳舍。然因原臺中縣政府與

軍政及相關單位對於土地變更回饋計畫未能取得共識，經原臺中縣都委會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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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9 月 1 日決議維持原計畫。 

陸軍甲保廠目前處於低度利用情形，周邊之學校用地亦因產權未能取得及

少子化現象，而遲遲未能開闢，產生土地使用與計畫發展不符、建築混雜、道

路系統混亂及工廠林立等問題，無法凸顯該區位市政核心門戶之區位價值。 

四、鄰近地區都市計畫 

（一）高速公路豐原交流道附近特定區 

本計畫區座落於豐原都市計畫區之西隅，以豐原大道與高速公路豐原交流

道附近特定區相鄰。高速公路豐原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於 66 年發布實施，

並於 75 年及 89 年進行二次通盤檢討，刻正辦理第三次通盤檢討。其現行計畫

面積為 2,255 公頃，計畫年期為 100 年，計畫人口 100,000 人，計畫人口密度

410 人/公頃。劃設都市發展用地 621.63 公頃及非都市發展用地 1,633.37 公頃，

主要發展分區包括住宅區 240.03 公頃、乙種工業區 113.78 公頃及零星工業區

28.16 公頃。詳參圖 2-2-2 鄰近地區都市計畫分布示意圖。 

（二）社皮細部計畫地區(第一重劃區範圍) 

本計畫區南側緊鄰社皮細部計畫地區，為 76 年「變更豐原都市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案」所劃定之第一重劃區範圍，東起成功路原有住宅區，西至計畫

道路(二)-1(豐原大道)中心線，南至合作國小北側之文中(六)用地，北達計畫道

路(七)-3(社興路)，計劃面積約為 14.39 公頃。社皮地區細部計畫已於 80 年 3
月發布實施，計畫年期為 85 年，計畫人口 3,022 人，計畫人口密度 210 人/公
頃。劃設之使用分區除 6.98 公頃之住宅區外，其餘皆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包括

市場、兒童遊樂場、鄰里公園及道路用地。詳參圖 2-2-2 鄰近地區都市計畫分

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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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鄰近地區都市計畫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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