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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民國七十五年發布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時，為提

供未來發展所增加人口對土地使用之需求，將部分農業區土地變

更為其他分區使用並劃分為優先發展地區及後期發展地區，其中

後期發展地區需俟優先發展地區各變更部分開發完成及實際建

築使用達百分之六十以上時，始得依將來訂定之分期分區發展計

畫發展；而民國八十四年之第二次通盤檢討中，則因應中央及地

方之重大建設需要，對後期發展區的附帶條件增訂「如為配合重

大建設而有變更為優先發展區之必要時，應擬具該地區之事業及

財務計畫，並依法定程序辦理」之規定。 
前揭後期發展區多位居台中市主要聯外道路系統附近，屬台

中市重要入口意象地區，長期以來的限制使用，致使大部分後期

發展區之發展現況仍以農業使用為主，間雜部分零星工廠及農舍

類住宅使用，不僅影響該地區民眾之權益，亦造成都市景觀風貌

極不協調，台中市政府為解決上述問題並暢通都市聯外道路系

統，爰於民國 93年發布實施「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
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圖、第十二期重劃
區、部分體二用地、後期發展區部分)」案，修正原附帶條件，將
後期發展地區變更為整體開發地區，劃分為 14 個開發單元，同
時導入開發許可機制，訂定開發方式及開發優先次序原則，並於

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優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彙整開發意願，擬

定細部計畫及辦理市地重劃，期藉由市場機制導引土地開發，以

促進土地利用，帶動發展，並維護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因本區之主要計畫係於 75 年規劃，至今因時空變化，且本

案緊鄰中部科學園區及高速鐵路路線，原主要計畫之規劃內容與

現實發展狀況無法配合，本區未來更是台中市後期發展地區開發

之指標，本府爰以「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
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
用地、後期發展區部分)」案之變更內容綜理表編號第 8 案，整
體開發地區附帶條件第二點第五項：「辦理市地重劃擬定細部計

畫時，得併同檢討主要計畫內之非必要公共設施用地。」提出個

案變更以符實際需求，並帶動台中市後期發展區之開發並提升台

中市整體都市生活環境品質。 

貳、法令依據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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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發布實施經過 
台中市都市計畫於民國 45 年 11 月 1 日發布實施，民國

64年 5月發布實施台中市第一期擴大都市計畫，民國 66年 1
月發布實施台中市第二、三、四期擴大都市計畫，其後辦理過

三次通盤檢討，一次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現刻正辦

理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作業，其中第一階段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
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用地、後期發展區部分)案業
已於民國 93年 6月 15日發布實施在案。 

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位於台灣中部的台中盆地中央，地勢背山面海，範

圍東至旱溪及大里溪與太平市為界(不包括大坑風景區 )，西
鄰台中縣之沙鹿鎮、龍井鄉、大肚鄉，南毗台中縣烏日鄉、大

里市，北接台中縣潭子鄉、大雅鄉。  

三、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年。 

四、計畫人口與密度 
計畫人口為 1,300,000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340人。 

五、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依土地使用特性及地區需求劃設住宅區、新市政中心專用

區、商業區、工業區、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倉儲批發專用區、

工商綜合專用區、航空事業專用區、電信事業專用區、農會專

用區、加油站專用區、保存區、文教區、農業區、保護區、河

川區等土地使用分區。 

六、公共設施計畫 
為維護都市環境品質與滿足居民生活及休憩等需要，劃設

各項必要之公共設施，包括文小用地、文中用地、文高用地、

文大用地、機關用地、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綠帶、生態綠地、體育場用地、公園兼

體育場用地、園道用地、市場用地、加油站用地、廣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污水處理場用地、垃圾處理場用地、廢棄物處理

場用地、屠宰場用地、殯儀館用地、火葬場用地、機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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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站用地、車站用地、電路鐵塔用地、消防用地、郵政

事業用地、變更所用地、電信事業用地、電信用地、電力用地、

自來水事業用地、社教機構用地、醫療衛生機構用地、道路用

地、鐵路用地、交通用地、上下水道用地、排水道用地、公墓

用地、高速公路用地等用地。 

七、交通系統計畫 

(一)高速公路 

中山高速公路在台中市區長約十公里，由北而南依序設

有中清交流道、中港交流道及南屯交流道等三處出口，是計

畫區內南北運輸的大動脈，高速公路面積共計為 118.3480
公頃。 

(二)道路 

計畫區內劃設輻射狀聯外道路、環狀道路及市區聯絡道

路。輻射狀聯外道路共計十七條，可聯絡沙鹿、台中港、大

雅、豐原、潭子、大坑、太平、大里、南投、烏日、彰化及

龍井…等地區；環狀道路分為大、小內環道、中環道及外環

道；市區聯絡道路共計二十八條。計畫區劃設之道路用地面

積共計為 1,922.3895公頃。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
三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用
地、後期發展區部分)土地使用面積詳見表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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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ㄧ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地百
分比(%) 

住宅區 3931.0997 31.28 41.54 
新市政中心專用區 108.1073 0.86 1.14 
商業區 501.0309 3.99 5.29 

甲種工業區 28.443 0.23 0.30 
乙種工業區 624.0635 4.97 6.59 
零星工業區 8.1900 0.07 0.09 工業區 

小計 660.6965 5.27 6.98 
專用區一 9.2967 0.07 0.10 
專用區二 1.8696 0.01 0.02 
專用區三 2.5367 0.02 0.03 

大型購物
中心專用
區 

小計 13.703 0.10 0.15 
倉儲批發專用區 1.1771 0.01 0.01 
工商綜合專用區 3.6343 0.03 0.04 
園區事業專用區 176.02 1.40 1.86 
航空事業專用區 29.8874 0.24 0.32 
電信事業專用區 0.3971 0.00 0.00 
農會專用區 0.2384 0.00 0.00 
加油站專用區 0.3891 0.00 0.00 
保存區 4.6235 0.04 0.05 
文教區 65.3601 0.52 0.69 
文小用地 213.7075 1.70 2.26 
文中用地 172.3729 1.37 1.82 
文高用地 71.2243 0.57 0.75 
文大用地 245.8902 1.96 2.60 
機關用地 245.1138 1.95 2.59 
公園用地 371.5429 2.96 3.93 
兒童遊樂場用地 34.7916 0.28 0.37 
公園兼公童遊樂場用地 19.683 0.16 0.21 
綠地、綠帶 38.2608 0.30 0.40 
生態綠地 1.5575 0.01 0.02 
體育場用地 48.121 0.38 0.51 
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6.5166 0.05 0.07 
園道用地 58.8673 0.47 0.62 
市場用地 47.1286 0.38 0.50 
加油站用地 7.2845 0.06 0.0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9.9954 0.24 0.32 
停車場用地 26.9739 0.21 0.29 

停
車

場 

小計 56.9693 0.45 0.61 
廣場用地 4.5596 0.04 0.05 
污水處理場用地 31.7908 0.25 0.34 
垃圾處理場用地 71.0539  0.57  0.75  
廢棄物處理場用地 2.1029  0.02  0.02  
屠宰場用地 4.8049  0.0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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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ㄧ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面積表(續) 

項目 面積(公頃)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地
百分比(%) 

殯儀館用地 1.8502  0.01  0.02  
火葬場用地 1.1909  0.01  0.01  
機場用地 146.8366  1.17  1.55  
民用航空站用地 0.8271  0.01  0.01  
車站用地 1.1012  0.01  0.01  
電路鐵塔用地 0.0151  0.00  0.00  
消防用地 0.2787  0.00  0.00  
郵政事業用地 4.5858  0.04  0.05  
變更所用地 8.4453  0.07  0.09  
電信事業用地 1.2922  0.01  0.01  
電信用地 10.1025  0.08  0.11  
電力用地 12.8884  0.10  0.14  
自來水事業用地 1.5354  0.01  0.02  
社教機構用地 24.2928  0.19  0.26  
醫療衛生機構用地 27.5508  0.22  0.29  

道路用地 1916.8670  15.25  20.26  
道路用地兼作鐵
路使用 2.1403  0.02  0.02  
道路用地兼作鐵
路及河川使用 0.0878  0.00  0.00  
道路用地兼作河
川使用 2.7554  0.02  0.03  

道路 
用地 

小計 4.9835 0.04 0.05 
鐵路用地 38.8602  0.31  0.41  
鐵路用地兼作社
教機構使用 0.4077  0.00  0.00  
鐵路用地兼作道
路使用 0.0600  0.00  0.00  
鐵路用地兼作河
川使用 3.8555  0.03  0.04  

鐵路 
用地 

小計 4.3232 0.03 0.04 
交通用地 5.5005  0.04  0.06  
上下水道用地 0.1244  0.00  0.00  
農業區 2563.9579  20.40  － 
保護區 4.1023  0.03  － 
排水道用地 190.5598  1.52  － 
公墓用地 94.9638  0.76  － 

河川區 132.4426  1.05  － 
河川區兼作道
路用使用 0.0578  0.00  － 河川區 
小計 132.5004 0.00 － 
高速公路用地 115.6102  0.92  － 
高速公路用地
兼作鐵路使用 2.7378  0.02  － 高速公路 
小計 118.3480 0.94 － 

合計 12567.5923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

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用地、後期發展區部分)計畫書  民國 93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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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整體開發地區主要計畫內容摘要 

茲摘錄前述民國 93年發布實施主要計畫內容之有關後續
辦理程序及後續相關辦理事項規定如下： 

一、附帶條件規定內容 

(一)整體開發地區開發方式： 

1.解除後期發展區開發限制後之整體開發地區，應依本計畫整體
開發地區優先次序原則，次第擬定細部計畫，以市地重劃方

式整體開發。 

2.前項市地重劃開發，優先由土地所有權人依「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規定自行辦理。 

3.住宅區之平均容積率以不得超過 140%及建蔽率以不得超過
50%為原則，並得於各該細部計畫內訂定差別容積，惟不
適用建築技術規則有關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發空間獎勵容

積規定。 

4.商業區之平均容積以不得超過 180%及建蔽率以不得超過
60%為原則，為鼓勵基地整體開發，並透過都市設計留設
公共開放空間，得於細部計畫訂定容積獎勵措施。 

5.辦理市地重劃擬定細部計畫時，得併同檢討主要計畫內之非必
要公共設施用地。 

(二)本計畫整體開發地區發展優先次序原則： 

1.優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彙整開發意願，經各開發單元範圍內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總面積超過

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二分之一之同意者，得向本府申請

由本府代為擬定細部計畫，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擬定細

部計畫所需費用得列入重劃共同負擔。 

2.為配合國家重大建設計畫或地方都市發展之需要，得由本府就
需配合之開發單元範圍擬定細部計畫，辦理市地重劃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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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解決原後期發展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先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
書之土地分配問題，得由本府主要勘定開發單元範圍擬定

細部計畫，辦理市地重劃開發。 

(三)上開整體開發地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如為配合國家或地方重
大建設需要，得採一般徵收方式辦理，或取得地主同意後

先行使用並保留將來參與市地重劃分配之權利。 

 
 
 
 

二、整體開發地區主要計畫土地使用內容 

主要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規劃之土地使用分區包括住宅區

及商業區，公共設施用地包括機關用地、文高用地、文中用地、

文小用地、公園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排水道用地、電力

用地、交通用地、停車場、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兒童遊樂

場用地、綠地、、加油站用地及道路用地等十五項，原主要計

畫之土地使用內容示意圖詳見圖一、主要計畫之土地使用計畫

面積表詳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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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台中市都市計畫十四處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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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整體開發地區主要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項   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附註 

住宅區 811.5650 58.21%  
商業區 54.3738 3.90%  

土地

使用

分區 小 計 865.9388 62.11%  
文高用地 8.3999 0.60%  
文中用地 50.1795 3.60%  
文小用地 33.3207 2.39%  
機關用地 7.7457 0.56%  
電力用地 1.3013 0.09%  
交通用地 8.2379 0.59%  
停車場用地 0.8217 0.0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3.6341 0.98%  
公園用地 42.1423 3.0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6.6003 0.47%  
兒童遊樂場用地 1.2764 0.09%  
綠地 0.3053 0.02%  
加油站用地 1.3710 0.10%  
排水道用地 16.6119 1.19%  
道路用地 336.2134 24.1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528.1614 37.89%  
總  計 1,394.1002 100.00%  

 

 

伍、變更位置及範圍 

本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一位於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與中山

高速公路交會處西側，其範圍東以筏子溪為界，西沿安和路、台

中港路接西屯區福安里，北迄安和路與西屯路交叉口以北約 170
公尺處，南與台中市南屯區相望，變更位置如圖二所示。 

 
陸、計畫區公共設施現況分析 

一、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現況  
本計畫區內主要計畫所劃設之公共設施除排水道已開闢

ֹו ּכ ّ٪ץף   ףּמ ּَמ٠ ِ ֹוף۶٭٩  ێ ףץ٩٭   ۖ wwwِpdffactoryِcomףףףףףףףףףףף

http://www.pdffactory.com


 10 

圖一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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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外，其餘如公園、廣場兼停車場、機關與文中等目前皆尚

未開闢，現況以農田、汽車維修廠等使用為主。 

至於道路系統部分，已開闢道路皆屬聯外道路，包括台中

港路(寬度 50 公尺)、福科路(寬度 28 公尺)、西屯路(寬度 20
公尺)、安和路(台中港路以南路段開闢寬度 25 公尺；以北路
段開闢寬度 20 公尺)及安和路以東之朝馬路(寬度 25 公尺)，
其餘計畫區內道路則皆未開闢。 

二、計畫區周邊公共設施  

(一)行政設施  

本計畫區位於台中市西屯區，西屯區區公所位於西安街

上，距離本計畫區約兩公里，而目前本計畫區內規劃一處機

關用地，提供未來市政相關機構所需。  

(二)教育設施  

由於計畫區西北側文小 79 尚未開闢，因此目前學區係
劃分於計畫區鄰近之永安國小、協和國小及安和國中(如圖
三、圖四及表三所示)，故於主要計畫未劃設文小用地，未
來國小學童之就學需求則由鄰近之永安國小與協和國小提

供，然永安國小目前因中部科學園區之開發已帶來大量之國

小學童，空間已略嫌不足；在國中用地服務半徑分析部分，

以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 1500公尺檢討，則未來可由計畫區
外北側之文中 42 提供國中就學需求，至於計畫區內南側之
文中 44 則可考慮變更為文小用地以分攤永安國小之學童數
增加之壓力。 

(三)消防與警政設施  

本計畫區屬於協和消防分隊之服務範圍，本計畫區距離

協和消防分隊約 1.5公里，車程約 3-5分鐘。在警政設施的
部分，本計畫區屬協和派出所服務範圍，本計畫距離協和派

出所約 1.5公里，車程約 3-5分鐘。若以一般警政與消防單
位以五分鐘內路徑可達之處為範圍，並以時速 60 公里換
算，則本計畫區均在協和派出所及消防分隊之服務半徑範圍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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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計畫區附近國小學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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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計畫區附近國中學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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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計畫區內小學、中學學區範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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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休閒及文化設施  

主要計畫於本計畫範圍內共規劃 4處公園，目前皆尚未
開闢，未來可提供地區民眾休閒遊憩所需，另外鄰近之休閒

設施有世貿中心旁的社區公園等，也可提供相當的服務機

能。  
在文化設施的部分，於計畫區東側有世貿中心展覽館定期

舉辦展覽活動，計畫區鄰近之東海大學及逢甲大學也有文化展

演活動舉辦，提供地區民眾一個文化休閒的去處。 

 
柒、變更理由 

    基於台中市都市整體發展及維持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原
則，為提昇整體居住環境品質、維護全體土地所有權人之權

益及土地利用價值之前提下，提出變更理由如下： 

ㄧ、本市整體開發地區係為因應台中市之發展而配合於主要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中劃設，且 20年之主要計劃已無法滿足
本市西屯地區因為高鐵及中部科學園區所納致之影響，為

使本地區及本市能均衡發展，而提出本單元一之主要計畫

之變更。 

二、原部份主要計畫道路採用斜交方式規劃，造成街廓不方正，

降低土地利用價值、且影響交通安全。 

三、本區重劃前面積介於 150 ㎡~300 ㎡之地主約有 100 人左
右，因此藉由道路規劃之調整，並規劃部份小街廓於重劃

後分配予 300 ㎡以下之土地所有權人，提昇日後土地利用
價值。 

四、為降低本計畫區中港路北側車流對中港路交流道匝道之影

響，將原計畫道路十五公尺路線重新調整並增設十公尺計

畫道路。 

五、原主要計畫劃設之機關用地經查雖無使用需求，然為維持

本計畫區未來公用用地之需求，仍維持機關用地惟將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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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重新調整，與文小用地及公園緊鄰，形成社區中心。 

六、為凝聚未來社區發展向心力，將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與公園

用地或商業區相結合，便利未來社區舉辦戶外活動。 

七、中港路以南高速鐵路與住宅區間之公園寬度僅 12 公尺，因此
增加公 127之面積，增加高速鐵路與住宅區間之寬度，降低高
速鐵路對住宅區及學校用地之干擾，提昇居住品質。 

八、因應中科開發，本區域需增加一所小學用地，因文小 79用
地取得經費龐大，因此變更文中 44用地為文小用地，也疏
解本區域學童就學之問題。 

九、原公 89及公 127西側道路距中港路交流道匝道過近，因此
將其規劃為 10M計畫道路並調整路型，降低社區交通量對
中港路及交流道匝道之衝擊。 

十、本計畫區西南側住宅區地形高低落差達約八公尺，且未臨

計畫道路，為顧及居住安全、地形地貌之保留及提高土地

之利用價值將住宅區變更為公園用地。 

十一、為便利本計畫區與西側住宅區連貫，本計畫區增設十公

尺計畫道路與中港路三段 89巷 1弄相銜接。 

十二、本計畫區係屬台中市後期發展地區變更為整體開發地區

14 處開發單元之一，全部 14 處因區位、公共設施比例、
使用現況、地形等等諸多因素之不同，都將面臨不同之開

發課題，必須變更主要計畫始得執行，因此應回歸都市計

畫之基本精神依其需要而做不同之規劃，不可一以概之。

為考量另外十三區之開發可行性，本計畫區之變更具有極

強之指標性意義，本府基於都市整體發展及維持公共設施

服務水準之原則下，提出變更本案主要計畫之部份內容，

以符合地盡其利，並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開發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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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變更內容 

變更住宅區(5.1655公頃)、商業區(0.7816公頃)、機關用地
(0.7784公頃)、文中用地(2.2388公頃)、公園用地(2.7175公頃)、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0.8058 公頃)及道路用地 (4.8872 公頃)，變
更內容明細詳見表四，變更前後內容示意圖詳見圖五、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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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更內容綜理表                            面積單位：公頃 
變更內容 

編號 
位

置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住宅區 
（0.1472） 

道路用地 
（0.1472） 

公園用地 
（0.1079） 

道路用地 
（0.1079） 

住宅區 
（0.1380） 

變一 

福

科

路

以

北 道路用地 
（0.2450） 

 公園用地 
（0.1070） 

原部份主要計畫道路採用斜交方式規劃，造

成街廓不方正，降低土地利用價值、且影響

交通安全。 

 
 

 

住宅區 
（0.3209） 

道路用地 
（0.2572） 

公園用地 
（0.7117）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0.1336） 

住宅區 
（0.5579）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0.1498） 

道路用地 
（0.7459） 

 

公園用地 
（0.0382）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0.2326） 

變二 

福

科

路

以

南

至

中

港

路

以

北 

住宅區 
（0.7222） 

道路用地 
（0.4896） 

一、原部份主要計畫道路採用斜交方式規

劃，造成街廓不方正，降低土地利用價

值，且影響交通安全。 
二、本區重劃前面積介於 150㎡~300㎡之
地主約有 100 人左右，因此藉由道路
規劃之調整，並規劃部份小街廓於重劃

後分配予 300 ㎡以下之土地所有權
人，提昇日後土地利用價值。 

三、為凝聚未來社區發展向心力，於公園用

地左側規劃一處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便利未來社區舉辦戶外活動。 
四、為降低本計畫區車流對中港路交流道匝

道之影響，將原計畫道路十五公尺路

線重新調整並增設十公尺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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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更內容綜理表（續）                        面積單位：公頃 
 
 

變更內容 

編號 
位

置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文小用地 
（0.3813） 

公園用地 
（0.1329） 

道路用地 
（0.8215） 

住宅區 
（1.7125） 

機關用地 
（0.3768） 

公園用地 
（0.2937） 
道路用地 
（0.2913） 
機關用地 
（0.0891） 
住宅區 
（0.0071） 

文中用地 
（2.2397） 

文小用地 
（1.5585） 
住宅區 
（0.8377） 
公園用地 
（0.7846） 
文小用地 
（0.3002） 

道路用地 
（2.0566） 

機關用地 
（0.1341） 
道路用地 
（0.1182）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0.8058） 住宅區 

（0.6876） 
道路用地 
（0.1979） 

變三 
 

 
 

中

港

路

以

南

，

朝

馬

路

以

北

，

安

和

路

以

東 

機關用地 
（0.7784） 住宅區 

（0.5805） 

一、為配合商業區之開發將原計畫所規劃之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變更其區位置於本

計畫區商業區之西側以降低車流對安

和路之衝擊。 
二、原主要計畫規劃之機關用地經查雖無使

用需求，然為維持本計畫區未來公用

用地之需求，仍維持機關用地惟將其

區位重新規劃，與文小用地及公園緊

鄰，形成社區中心。 
三、中港路以南高速鐵路與住宅區間之公園寬

度僅12公尺，因此增加公127之面積，
增加高速鐵路與住宅區間之寬度，降低高

速鐵路對住宅區及學校用地之干擾，提昇

環境品質。 
四、因應中科開發，永安國小已趨飽和，本

區域需增加一所小學用地，因文小 79
用地取得經費龐大，且本區域屬安和

國中學區範圍內，因此變更文中 44用
地為文小用地，也疏解本區域小學學

童就學之問題。 
五、原公 89及公 127西側道路距中港路交

流道匝道過近，因此將其規劃為 10M
計畫道路並調整路型，降低社區交通

量對中港路及交流道匝道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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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更內容綜理表（續）                        面積單位：公頃 
變更內容 

編號 
位

置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住宅區 
（1.1759） 

道路用地 
（0.2774） 

公園用地 
（1.8979） 

商業區 
（0.4446） 

公園用地 
（0.2779） 

商業區 
（0.4433）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0.1088） 

道路用地 
（1.8397） 

住宅區 
（1.0097） 

道路用地 
（0.2115） 商業區 

（0.7816） 住宅區 
（0.5701） 

公園用地 
（1.3588） 

商業區 
（0.0177）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0.4573） 

變四 
 

 

中

港

路

以

南

，

朝

馬

路

以

北

，

安

和

路

以

西 住宅區 
（2.5836） 

道路用地 
（0.7498） 

一、本計畫區西南側住宅區地形高低落差達

約八公尺，且未臨計畫道路，為顧及

居住安全、地形地貌之保留及提高土

地之利用價值將住宅區變更為公園用

地。 
二、為配合西南側住宅區變更為公園，將原

公園 99南側變更為住宅區。 
三、為便利本計畫區與西側住宅區連貫，本

計畫區增設十公尺計畫道路與中港路

三段 89巷 1弄相銜接。 
四、配合商業區之開發，於商業區西側規劃

一廣場兼停車場用地以利商業活動之

活絡並凝聚社區向心力。 

 

 

註 1：本表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註 2：表內所載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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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一原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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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一主要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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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一變更後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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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面積單位：公頃 
變更後 

項目 
變更前 

計畫面積 

個案變更 

增減面積 面積 百分比(1) 百分比(2) 
住宅區 3,931.0997  -0.2836  3,930.9638  31.28% 41.54% 
新市政中心專用區 108.1073    108.1073  0.86% 1.14% 
商業區 501.0309  +0.1240  501.1549  3.99% 5.30% 

甲種工業區 28.4430    28.4430  0.23% 0.30% 
乙種工業區 624.0635    624.0635  4.97% 6.59% 工業區 

零星工業區 8.1900    8.1900  0.07% 0.09% 
專用區一 9.2967    9.2967  0.07% 0.10% 
專用區二 1.8696    1.8696  0.01% 0.02% 

大型購物

中心專用

區 專用區三 2.5367    2.5367  0.02% 0.03% 
倉儲批發專用區 1.1771    1.1771  0.01% 0.01% 
工商綜合專用區 3.6343    3.6343  0.03% 0.04% 
園區事業專用區 176.0200    176.0200  1.40% 1.86% 
航空事業專用區 29.8874    29.8874  0.24% 0.32% 
電信事業專用區 0.3971    0.3971  0.00% 0.00% 
農會專用區 0.2384    0.2384  0.00% 0.00% 
加油站專用區 0.3891    0.3891  0.00% 0.00% 
保存區 4.6235    4.6235  0.04% 0.05% 
文教區 65.3601    65.3601  0.52% 0.69% 
文小用地 213.7075   +2.2400 215.9475  1.72% 2.28% 
文中用地 172.3729  -2.2388 170.1341  1.35% 1.80% 
文高用地 71.2243    71.2243  0.57% 0.75% 
文大用地 245.8902    245.8902  1.96% 2.60% 
機關用地 245.1138  -0.1784  244.9354  1.95% 2.59% 
公園用地 371.5429  +0.2733  371.7723 2.96% 3.93% 
兒童遊樂場用地 34.7916   34.7916  0.28% 0.37%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9.6830   20.7125  0.16% 0.22% 
綠地、綠帶 38.2608   38.2608 0.30% 0.40% 
生態綠地 1.5575    1.5575  0.01% 0.02% 
體育場用地 48.1210   48.7210  0.39% 0.51% 
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6.5166    6.5166  0.05% 0.07% 
園道用地 58.8673    58.8673  0.47% 0.62% 
市場用地 47.1286    47.1286  0.38% 0.50% 
加油站用地 7.2845    7.2845  0.06% 0.0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9.9954  +0.2763  30.1682  0.24% 0.32% 
停車場用地 26.9739    26.9739  0.21% 0.29% 
廣場用地 4.5596    4.5596  0.04% 0.05% 
污水處理場用地 31.7908    31.7908  0.25% 0.34% 
垃圾處理場用地 71.0539    71.0539  0.57% 0.75% 
廢棄物處理場用地 2.1029    2.1029  0.02% 0.02% 
屠宰場用地 4.8049    4.8049  0.04% 0.05% 
殯儀館用地 1.8502    1.8502  0.01% 0.02% 
火葬場用地 1.1909    1.1909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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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續) 面積單位：公頃 
變更後 

項目 
變更前 

計畫面積 

個案變更增

減面積 面積 百分比(1) 百分比(2) 
機場用地 146.8366    146.8366  1.17% 1.55% 
民用航空站用地 0.8271    0.8271  0.01% 0.01% 
車站用地 1.1012    1.1012  0.01% 0.01% 
電路鐵塔用地 0.0151    0.0151  0.00% 0.00% 
消防用地 0.2787    0.2787  0.00% 0.00% 
郵政事業用地 4.5858    4.5858  0.04% 0.05% 
變更所用地 8.4453    8.4453  0.07% 0.09% 
電信事業用地 1.2922    1.2922  0.01% 0.01% 
電信用地 10.1025    10.1025  0.08% 0.11% 
電力用地 12.8884    12.8884  0.10% 0.14% 
自來水事業用地 1.5354    1.5354  0.01% 0.02% 
社教機構用地 24.2928   24.2928 0.19% 0.26% 
醫療衛生機構用地 27.5508    27.5508  0.22% 0.29% 

道路用地 1,916.8670  -0.2128 1,916.6539 15.25% 20.25% 
道路用地兼作鐵

路使用 
2.1403    2.1403  0.02% 0.02% 

道路用地兼作鐵

路及河川使用 
0.0878    0.0878  0.00% 0.00%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兼作河

川使用 
2.7554    2.7554  0.02% 0.03% 

鐵路用地 38.8602    38.8602  0.31% 0.41% 
鐵路用地兼作社

教機構使用 
0.4077    0.4077  0.00% 0.00% 

鐵路用地兼作道

路使用 
0.0600    0.0600  0.00% 0.00% 

鐵路用地 

鐵路用地兼作河

川使用 
3.8555    3.8555  0.03% 0.04% 

交通用地 5.5005    5.5005  0.04% 0.06% 
上下水道用地 0.1244    0.1244  0.00% 0.00% 
農業區 2,563.9579    2,563.9579  20.40% － 

保護區 4.1023    4.1023  0.03% － 

排水道用地 190.5598    190.5598  1.52% － 

公墓用地 94.9638    94.9638  0.76% － 

河川區 132.4426    132.4426  1.05% － 

河川區 河川區兼作道路

用使用 
0.0578    0.0578  0.00% － 

高速公路用地 115.6102    115.6102  0.92% －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用地兼

作鐵路使用 
2.7378    2.7378  0.02% － 

合計(1) 12,567.5923  0.0000  12,567.5923  100.00% － 

合計(2) 9,463.1601  0.0000  9,463.1601  － 100.00% 
註 1：表內所載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註 2：百分比(1)係指佔總計畫面積百分比；百分比(2)係指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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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面積單位：公頃 

變更後 
項   目 

變更前 

計畫面積 

個案變更

增減面積 面積 百分比(%) 
住宅區 811.5650  -0.2836 811.2814  58.19 
商業區 54.3738  +0.1240 54.4978  3.91  

土地

使用

分區 小 計 865.9388  -0.1596 865.7792  62.10  
文高用地 8.3999   8.3999  0.60  
文中用地 50.1795  -2.2388 47.9407  3.44  
文小用地 33.3207  +2.2400 35.5607  2.55  
機關用地 7.7457  -0.1784 7.5673  0.54  
電力用地 1.3013   1.3013  0.09  
交通用地 8.2379   8.2379  0.59  
停車場用地 0.8217   0.8217  0.06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13.6341  +0.2763 13.9104 1.00  

公園用地 42.1423  +0.2733 42.4156  3.04  
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6.6003   6.6003  0.47  

兒童遊樂場用

地 
1.2764   1.2764  0.09  

綠地 0.3053   0.3053 0.02  
加油站用地 1.3710   1.3710  0.10  
排水道用地 16.6119   16.6119  1.19  
道路用地 336.2134  -0.2128 336.0006 24.1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528.1614  +0.1596 528.3210  37.90  
總   計 1,394.1002  0.0000 1,394.1002  100.00  

註：表內所載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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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一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面積單位：公頃 
變更前 變更後 

項   目 
面積 百分比(%) 

個案變更 

增減面積 面積 百分比(%) 
住宅區 30.4955 54.63 -0.2836 30.2119 54.12 
商業區 1.4584 2.61 +0.1240 1.5824 2.83 

土地

使用

分區 小  計 31.9539 57.24 -0.1596 31.7943 56.96 
機關用地 0.7784 1.39 -0.1784 0.6000 1.07 
文中用地 4.6383 8.31 -2.2388 2.3995 4.30 
文小用地 0.0000 0.00 +2.2400 2.2400 4.01 
公園用地 6.5766 11.78 +0.2733 6.8499 12.2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8058 1.44 +0.2763 1.0821 1.94 
排水道用地 0.2953 0.53 0.0000 0.2953 0.53 
道路用地 10.7730 19.30 +0.2128 10.5602 18.9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23.8674 42.76 +0.1596 24.0270 43.04 
合計 55.8213 100.00 0.0000 55.8213 100.00 

註：表內所載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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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都市防災計畫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7條規定，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時，應就都市防災避難場所、設施、消防救災路線、火

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進行規劃及檢討。以下依據台中市災害特

性、災害歷史、相關防災設施分佈情形進行相關規劃，為未來災害

發生進行整備，減輕災害影響。  

 

一、災害類型設定  

在台中市的災害歷程中，主要影響之災害類型以風水災、地震

及火災為主，因此本防災計畫針對此三種災害進行災害防護計

畫。 

本計畫區歷經九二一震災並無造成明顯損傷，惟筏子溪未完成

整治前發生過數次水患，但仍未對當地造成嚴重之傷亡及破

壞，目前筏子溪已漸漸完成規劃及整治，相信未來水患應會降

低；至於風災部分因有中央山脈之屏障，歷年來台中地區之風

災損害都較其他地區輕微，反觀火災則是台中市較常發生之災

害之ㄧ。  

二、防災規劃原則  

（一）針對可能災害源進行適當隔離，減輕災害影響。  

（二）適當劃設火災延燒防止帶，避免火災延燒。  

（三）針對計畫區內與周邊地區之開放空間及防災設施，選擇

適當區位，規劃為防災據點。  

（四）避難空間應避免劃設於災害潛勢地區。  

（五）選擇寬度適當之道路，規劃防災道路系統。  

 

三、防災規劃  

（一）避難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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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據點之功用在於災害發生後，提供受災民眾一安全

之庇護所，進而獲得相關援助，因此應避免位於災害潛

勢地區，並鄰接救援道路。本計畫依據防災據點功能進

行規劃，（如圖八所示）分述如下： 

1.臨時性避難據點  

供災害發生時，避難民眾緊急性避難使用，其空間包含廣

場兼停車場用地、公園等。  

2.避難收容場所  

主要為災害發生後，提供作為收容避難民眾、成立救災、

醫療與物資中心等空間使用，開設期間可能長達數月，因

此以區內兩所學校指定之。  

（二）防災道路系統：  

防災道路在災害發生時，主要作為輸送、救援及避難等功能

為主，依據道路層級不同，規劃成不同之防災道路，分項描

述如下（如圖九所示）：  

1.輸送救援道路  

主要為 15米以上之主要聯外道路，提供救援器具與物資在

災害發生後，可透過輸送救援道路前往受災地進行救災，

另外也可兼具避難道路使用。 

 2.避難道路  

主要為 8米以上之計畫道路，需連結避難據點，並作為地

區民眾往避難據點進行避難疏散時使用。  

以上之災害特性分析、防災規劃原則、防災規劃僅作為指

導性之說明，未來細部計畫擬定時應將上述資料及原則納

入細部計畫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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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防災計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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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防災救援避難道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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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實施進度 

自本區完成細部計畫並發布實施後二年內完成市地重劃作

業。 
 

二、建設經費及來源 

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除機關用地以計畫區內之公有土

地優先指配以外，由需地機關申請撥用自行籌措新闢經費以外，

其餘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及興闢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拾壹、其他 

一、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一本次變更面積及變更後面積應以核定計

畫圖實地定樁後地籍分割登載面積為準。 

二、本次變更書圖未註明變更者皆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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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用地別 面積 
(公頃) 徵

收 

區
段
微
收 

市
地
重
劃 

土
地
徵
購
及 

地
上
物
補
償
費 

整
地
費 

工
程
費 

合
計 

主辦單位 預定完工期
限 經費來源 

文中、小用地 4.6395      ˇ － 280  － 280  97年 06月 市地重劃共同負擔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0821      ˇ － 108  2,160 2,268  97年 06月 市地重劃共同負擔 
機關用地 0.6000   ˇ  36 － 36 97年 06月 其它:註 4 
公園用地 6.8499      ˇ － 413 13701 14,114  97年 06月 市地重劃共同負擔 
道路用地 10.4125     ˇ － 751 45,119  45,870 

重劃會或 
台中市政府 

97年 06月 市地重劃共同負擔 
註：1.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3.上表開發經費暫不包括地上物補償費，且應以台中市政府核准之市地重劃相關費用為準。 
4.經費來源為「其他」者，係指該用地納入市地重劃範圍並以公有土地優先指配後提供使用，由需地機關申請撥用自行籌措新闢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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