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變更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及車籠埔斷層經過地區專案通盤檢討)

變更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及車籠埔斷層經過地區專案通盤

檢討)
公告文號：93年8月18日 府都計字第0930130521號

壹、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台中市東北處北屯區之範圍內，北接中興嶺，東達頭嵙山，南臨廍子坑溪，西與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區相鄰，北、
東、南三側均以台中縣市分界為界，其中包含北屯區之民德里、大坑里、東山里、民政里、部分和平里及部分廍子里。

貳、計畫面積
總面積3620.7285公頃。

參、計畫內容

一、變更計畫綜理

表5-1 變更內容綜理表
9

(0.1666公頃) 

0910095348號函示：「研議有關本市廍子地區區段徵收工程之南側，部份都市計畫樁位(案屬『本市九二一地震軍功路以東樁位補檢測』工

程)位處台中縣已登記土地相關問題會議結論」第一點：「為便於區段徵收作業執行暫以已完成登記之地籍界線為準，進行各項區段徵收作

業。」爰此，廍子地區計畫範圍南界樁位，凡涉台中縣市土地交界部份，屬排水道用地以西之地區，依台中市已登記土地地籍範圍調整；
屬排水道用地以東之地區，依台中縣已登記土地地籍範圍調整。 

4.此外，本府於民國91年4月29日府地用字第0910058792號公告「辦理廍子地區區段徵收工程」、民國92年4月24日府工都發字第0920053618
號公告「九二一震災災後台中市廍子區段徵收範圍都市計畫樁位補檢測」樁位成果圖。
5.綜上，遵照「九二一震災災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依樁位變更之。

6.此外，本府於民國92年10月辦理完成「台中市廍子區段徵收區域車籠埔斷層地球物理調查案」，其成果顯示車籠埔斷層帶影響範圍經過本

區，為保障該地區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將斷層帶二側各15公尺範圍內可建築土地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

(0.6085公頃) 

4.為確保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並順利推動廍子地區區段徵收作業，依地籍範圍變更之。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圖比例尺 比例尺1/3000計畫圖比例尺1/1000計畫圖

1.九二一地震車籠埔斷層地表破裂帶經過本

案東北側，造成部分地區土地錯動、位移之
情形。此外，地震並導致原座標系統控制點
遺失，故災後台灣測量座標系統由原
TWD67橫梅式投影二度分帶座標系統改採

TWD97橫梅式投影二度分帶座標系統。

2.地形座標系統不同再加上地震所造成的土

地位移，致使部分地區產生都市計畫樁位和
地籍樁位偏移等現象，引發都市計畫執行、
建築管制及地權管理之疑義，進而影響土地
所有權人權益。
3.本案原使用之都市計畫地形圖係民國59年

時實施航攝，並於民國60年10月至62年6月

進行測繪地形圖，其比例尺為1/3000，現已

沿用30年餘，惟地形地物隨時間遷移已多所

變動，部分地形與計畫線模糊不清，且經30
餘年來都市發展與都市建設結果，造成圖地
不符之情形。
4.為解決上開問題，特予辦理都市計畫圖重

製，即將現行比例尺1/3000都市計畫圖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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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及車籠埔斷層經過地區專案通盤檢討)

畫線展繪於新測之比例尺1/1000地形測量圖

之計畫圖重製作業。

2 東山路(8361-6-002
至8461-6-001樁號間

路段)

風景區
(1.0595公頃)

道路用地
(1.0595公頃) 1.上開東山路路段樁位圖所示之道路路形與

計畫圖不一，大部分地籍均未分割，現況開
闢情形與樁位圖似相符。
2.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依計畫圖展

繪並納入通盤檢討研議。
3.因現況開闢情形與樁位圖甚為相符，故依

樁位變更之。

 

道路用地
(1.0424公頃)

風景區
(1.0424公頃)

3 東山路(8261-1-003
至8261-1-005樁號間

路段)

風景區
(0.1161公頃)

道路用地
(0.1161公頃)

1.上開東山路路段樁位圖所示之道路曲率與

計畫圖不一，地籍未分割，現況開闢情形與
樁位圖似相符。
2.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依計畫圖展

繪並納入通盤檢討研議。
3.因現況開闢情形與樁位圖甚為相符，故依

樁位變更之。

 

道路用地
(0.1143公頃)

風景區
(0.1143公頃)

4 仁友社區西北側計
畫區範圍界

台中市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不包括大坑

風景區)住宅區

(0.0463公頃)

公園用地(公21)
(0.0463公頃)

1.樁位圖所示仁友社區東北角廍子細部計畫

所劃之「(細)綠1」用地形狀規模與計畫圖

不符，部分地籍未分割，現況未開闢。經本
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暫依樁位圖展繪新
圖，並納入通盤檢討提案變更計畫圖，另應
於重製公告圖上以虛線劃記範圍，註明：
「虛線範圍內地區都市計畫之執行仍應以現
行計畫圖為準，俟完成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
更並公告實施後，始得依變更計畫圖執
行」。
2.經查上開綠地用地之南側分區線係台中市

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與本

案計畫區範圍之分界線。
3.上開疑義街廓同屬廍子區段徵收地區，因

本府已於民國91年4月29日府地用字第

0910058792號公告「辦理廍子地區區段徵收

工程」、民國92年4月24日府工都發字第

0920053618號公告「九二一震災災後台中市

廍子區段徵收範圍都市計畫樁位補檢測」樁
位成果圖。故依「九二一震災災區重新實施
地籍測量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依樁位
變更之。
4.惟「(細)綠1」用地納入廍子地區細部計畫

檢討變更，本案則依該綠地南側分區線變更
計畫範圍界線。
5.此外，本府於民國92年10月辦理完成「台

中市廍子區段徵收區域車籠埔斷層地球物理
調查案」，其成果顯示車籠埔斷層帶影響範
圍經過本區，為保障該地區人民生命財產之
安全，將斷層帶二側各15公尺範圍內可建築

土地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

 台中市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不包括大坑

風景區)住宅區

(0.0609公頃)

風景區
(0.0609公頃)

台中市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不包括大坑

風景區)排水道用地

(0.0026公頃)

排水道用地
(0.0026公頃)

住宅區
(0.1592公頃)

道路用地
(0.1592公頃)

1.廍子路部分路段【30M-005-(4)、25M-005-
(2)、25M-005-(3)、20M-005-(12)、20M-
005-(13)】之樁位圖與計畫圖不符，樁位往

東偏移，然現況開闢情形與樁位圖較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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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廍子路(30M-005-
(4)、25M-005-(2)、
25M-005-(3)、20M-
005-(12)、20M-005-
(13)號道路)

符。
2.經查上開地區原計畫樁位與計畫圖甚為相

符，故推測其計畫圖與樁位圖不符之情形，
應為九二一地震所造成之地層錯動導致。
3.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1)暫依樁位

圖展繪新圖，並納入通盤檢討提案變更計畫
圖，另應於重製公告圖上以虛線劃記範圍，
註明：「虛線範圍內地區都市計畫之執行仍
應以現行計畫圖為準，俟完成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變更並公告實施後，始得依變更計畫圖
執行」。(2)上開地區樁位圖與地籍圖不符

之處，若屬廍子區段徵收範圍區界者，應依
樁位圖展繪，反之則應依地籍圖展繪。
4.上開道路屬台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於民國

91年完成之「九二一震災後地籍測量修正成

果」之範圍。
5.上開道路同屬廍子區段徵收地區，本府已

於民國91年4月29日府地用字第0910058792
號公告「辦理廍子地區區段徵收工程」、民
國92年4月24日府工都發字第0920053618號

公告「九二一震災災後台中市廍子區段徵收
範圍都市計畫樁位補檢測」樁位成果圖。
6.綜上，遵照「九二一震災災區重新實施地

籍測量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變更，若屬廍子
區段徵收範圍區界者，應依樁位變更，反之
則應依地籍變更。

 

風景區
(0.3456公頃)

道路用地
(0.3456公頃)

道路用地
(0.5406公頃)

風景區
(0.5406公頃)

道路用地
(0.0861公頃)

文教區
(0.0861公頃)

排水道用地
(0.1161公頃)

道路用地
(0.1161公頃)

6 仁友巷、仁友巷5弄

及忠冠巷所圍之住
宅區

道路用地
(0.0815公頃)

住宅區
(0.0815公頃) 1.樁位圖所示上開住宅區街廓深度與計畫圖

不符，地籍尚未分割。
2.經查上開地區原計畫樁位與計畫圖較為相

符，故推測其計畫圖與樁位圖不符之情形，
應為九二一地震所造成之地層錯動導致。
3.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暫依樁位圖

展繪新圖，並納入通盤檢討提案變更計畫
圖，另應於重製公告圖上以虛線劃記範圍，
註明：「虛線範圍內地區都市計畫之執行仍
應以現行計畫圖為準，俟完成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變更並公告實施後，始得依變更計畫圖
執行」。
4.本案街廓樁位係以其南側廍子區段徵收範

圍線為準進行推樁，因本府已於民國91年4
月29日府地用字第0910058792號公告「辦理

廍子地區區段徵收工程」、民國92年4月24
日府工都發字第0920053618號公告「九二一

震災災後台中市廍子區段徵收範圍都市計畫
樁位補檢測」樁位成果圖，不宜任意更動樁
位，故上開住宅區街廓依樁位變更之。

 

住宅區
(0.0953公頃)

道路用地
(0.095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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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太原北路(50M-001
號道路樁號7954-1-
014至7954-3-036間

路段)

道路用地
(0.4356公頃)

風景區
(0.4356公頃)

1.樁位圖所示上開道路，樁位圖與計畫圖不

符，計畫圖繪圖寬度為55公尺，樁位圖為50
公尺；但地籍已分割，現況亦已開闢。
2.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1)依計畫圖

展繪。(2)參酌廍子區段徵收範圍，納入通

盤檢討研議。
3.因上開疑義街廓同屬廍子區段徵收地區，

本府已於民國91年4月29日府地用字第

0910058792號公告「辦理廍子地區區段徵收

工程」、民國92年4月24日府工都發字第

0920053618號公告「九二一震災災後台中市

廍子區段徵收範圍都市計畫樁位補檢測」樁
位成果圖，復加該道路現況開闢成果與樁位
圖甚為相符，故遵照「九二一震災災區重新
實施地籍測量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
依樁位變更之。

 

8 廍子溪(排水道用地)
與大坑風景區之交
界(樁號S4至S13)

風景區
(0.1074公頃)

排水道用地
(0.1074公頃) 1.樁位圖所示上開排水道用地形狀與計畫圖

不甚相符，部分地籍未分割，該河段亦尚未
整治。
2.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依計畫圖展

繪並納入通盤檢討研議。
3.上開地區同屬廍子區段徵收地區，本府已

於民國91年4月29日府地用字第0910058792
號公告「辦理廍子地區區段徵收工程」、民
國92年4月24日府工都發字第0920053618號

公告「九二一震災災後台中市廍子區段徵收
範圍都市計畫樁位補檢測」樁位成果圖。
4.綜上，遵照「九二一震災災區重新實施地

籍測量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依樁位
變更之。

 

排水道用地
(0.0419公頃)

風景區
(0.0419公頃)

9 計畫範圍南界(與廍

子細部計畫範圍南
界重疊之地區)

住宅區
(1.5595公頃)

剔除於本計畫範圍
(1.5595公頃)

1.本計畫範圍南界與廍子細部計畫範圍南界

重疊之地區，原樁位圖與計畫圖甚為相符，
惟「九二一震災後台中市都市計畫數值航測
GIS地形圖、樁位補檢測製工作案」所提供

之樁位圖與原樁位圖不符。
2.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依計畫圖展

繪，並建議參考「九二一震災後台中市都市
計畫數值航測GIS地形圖、樁位補檢測製工

作案」成果，納入通盤檢討研議。
3.民國91年7月3日府地用字第0910095348號

函示：「研議有關本市廍子地區區段徵收工
程之南側，部份都市計畫樁位（案屬『本市
九二一地震軍功路以東樁位補檢測』工程）
位處台中縣已登記土地相關問題會議結論」
第一點：「為便於區段徵收作業執行暫以已
完成登記之地籍界線為準，進行各項區段徵
收作業。」爰此，廍子地區計畫範圍南界樁
位，凡涉台中縣市土地交界部份，屬排水道
用地以西之地區，依台中市已登記土地地籍
範圍調整；屬排水道用地以東之地區，依台
中縣已登記土地地籍範圍調整。
4.此外，本府於民國91年4月29日府地用字

第0910058792號公告「辦理廍子地區區段徵

收工程」、民國92年4月24日府工都發字第

0920053618號公告「九二一震災災後台中市

廍子區段徵收範圍都市計畫樁位補檢測」樁
位成果圖。
5.綜上，遵照「九二一震災災區重新實施地

 

住宅區
(0.0270公頃)

道路用地
(0.0270公頃)

排水道用地 剔除於本計畫範圍
(0.1666公頃)

道路用地
剔除於本計畫範圍
(0.6085公頃)
台中縣太平(新光地

區)都市計畫住宅區

(0.0009公頃)

道路用地
(0.0009公頃)

台中縣太平(新光地

區)都市計畫道路用

地(0.1007公頃)

道路用地
(0.1007公頃)

台中縣太平(新光地

區)都市計畫住宅區

(0.1872公頃)

住宅區
(0.1872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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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測量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依樁位
變更之。
6.此外，本府於民國92年10月辦理完成「台

中市廍子區段徵收區域車籠埔斷層地球物理
調查案」，其成果顯示車籠埔斷層帶影響範
圍經過本區，為保障該地區人民生命財產之
安全，將斷層帶二側各15公尺範圍內可建築

土地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

台中縣、市界間未
登錄地
(0.2596公頃)

住宅區
(0.2596公頃)

台中縣、市界間未
登錄地
(0.3465公頃)

綠地用地(綠12)
(0.3465公頃)

台中縣、市界間未
登錄地
(0.3308公頃)

排水道用地
(0.3308公頃)

台中縣、市界間未
登錄地
(0.0017公頃)

風景區
(0.0017公頃)

10
40M-1道路與50M-
001道路交接處南側

之住宅區

住宅區
(0.0007公頃)

道路用地
(0.0007公頃)

1.樁位圖所示上開40M-1道路與50M-001道

路交接處與計畫圖不符，計畫圖係40公尺道

路逐漸展寬為50公尺，樁位圖則於C373N樁

位處直接由40公尺道路展寬為50公尺道路。

2.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依樁位圖展

繪並納入通盤檢討研議。
3.為避免40公尺道路與50公尺道路交接處之

住宅區土地無法妥善利用，以50M-001道路

之南側道路境界線為基準往西延伸，將臨接
40M-1道路南側境界線之部分住宅區變更為

道路用地，俾利住宅區開發。

 

11 15M-200-1道路(樁
號G39-2至G335間路

段)

風景區
(0.0839公頃)

廣場用地(廣1)
(0.0839公頃) 1.上開道路計畫圖與樁位圖似為相符，且地

籍已分割，經分別套疊地籍圖與計畫圖及地
籍圖與樁位圖，發現該道路之地籍分割略往
東偏移2至3.5公尺不等。

2.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1)依計畫圖

展繪。(2)為配合廍子細部計畫區段徵收作

業，建議納入通盤檢討研議，變更為廣場用
地。
3.經查現行計畫書圖得知，上開風景區並未

納入廍子區段徵收區範圍，然而台中市政府
民國91年4月29日府地用字第0910058792函

公告「辦理廍子地區區段徵收工程」卻將上
開風景區納入區段徵收範圍，並以該地籍線
作為區段徵收範圍界線。

 

住宅區
(0.0134公頃)

廣場用地(廣2)
(0.0134公頃)

12

仁友社區8M-033(2)
道路及其南側住宅
區

住宅區
(0.0028公頃)

道路用地
(0.0028公頃)

1.本府於民國92年10月辦理完成「台中市廍

子區段徵收區域車籠埔斷層地球物理調查
案」，其成果顯示車籠埔斷層帶影響範圍經
過上開地區，為保障該地區人民生命財產之
安全，將斷層帶二側各15公尺範圍內可建築

土地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
2.為彌補上開可建築土地變更為公共設施用

地所減少之住宅區面積，在不影響廍子區段
徵收財務計畫及符合「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規定之公共設施用地最低需求
標準之前題下，將原配合生活圈二號線劃
設、卻因二號線路線變更喪失劃設功能之公
園兼園道用地變更為住宅區。
3.有關配合本案一併變更之細部計畫內容，

詳「變更台中市(大坑風景區)都市計畫(台灣

 

公園兼園道用地
(4.4305公頃)

住宅區
(4.4305公頃)

住宅區
(1.7827公頃)

公園用地(公21、公
22)
(1.7827公頃)

住宅區
(0.5446公頃)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公兼兒2)
(0.544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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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實施區段徵收五年計畫範圍－廍子地區)
細部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案」變更內容綜理表第4案。

4.配合上開細部計畫變更內容所增劃之道路

用地，留設道路截角。

住宅區
(0.7739公頃)

綠地用地(綠12)
(0.7739公頃)

住宅區
(0.7812公頃)

機關用地(機5)
(0.7812公頃)

13 忠冠巷(10M-1-12細

計道路)南側住宅區

與風景區分區界

住宅區
(0.0633公頃)

風景區
(0.0633公頃)

1.樁位圖所示10M-1-12細部計畫道路部分路

段與計畫圖不符。經查上開地區原計畫樁位
與計畫圖較為相符，故推測其計畫圖與樁位
圖不符之情形，應為九二一地震所造成之地
層錯動導致。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
暫依樁位圖展繪新圖，並納入通盤檢討提案
變更計畫圖，另應於重製公告圖上以虛線劃
記範圍，註明：「虛線範圍內地區都市計畫
之執行仍應以現行計畫圖為準，俟完成都市
計畫通盤檢討變更並公告實施後，始得依變
更計畫圖執行」。
2.因上開細部計畫道路用地之南側道路境界

線係主要計畫圖示住宅區與風景區之分界
線，故本案應配合調整之。
3.上開疑義街廓同屬廍子區段徵收地區，本

府已於民國91年4月29日府地用字第

0910058792號公告「辦理廍子地區區段徵收

工程」、民國92年4月24日府工都發字第

0920053618號公告「九二一震災災後台中市

廍子區段徵收範圍都市計畫樁位補檢測」樁
位成果圖。
4.綜上，遵照「九二一震災災區重新實施地

籍測量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依樁位
變更之。
5.此外，本府於民國92年10月辦理完成「台

中市廍子區段徵收區域車籠埔斷層地球物理
調查案」，其成果顯示車籠埔斷層帶影響範
圍經過本區，為保障該地區人民生命財產之
安全，將斷層帶二側各15公尺範圍內可建築

土地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

 

風景區
(0.0487公頃)

公園用地(公21)
(0.0487公頃)

14 東山路與斷層帶交
會之路段

道路用地
(0.0036公頃)

公園用地(公15、公

16、公17、公18、

公19、公20)
(0.0036公頃)

1.東山路與斷層帶交會之路段，因地震造成

樁位遺失。現況已開闢，部分地籍已分割並
與現況甚為相符，惟實際路寬約
18.5M~20M，與等寬之20M計畫寬度不符。

2.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依計畫圖展

繪，並納入通盤檢討研議。
3.考量上開疑義街廓地籍係屬台中市中正地

政事務所於民國91年辦理完成之「九二一震

災後地籍測量修正成果」，故為保障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遵照「九二一震災災區重新實
施地籍測量辦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依
地籍範圍參酌發展現況暨原計畫道路寬度變
更之。

 

道路用地
(0.0044公頃)

住宅區
(0.0044公頃)

http://zoning.tccg.gov.tw/urban/Docs/0000000134/000300010001/0930130521B.htm 第 6 頁 / 共 21 2009/12/21 下午 04:21:08



變更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及車籠埔斷層經過地區專案通盤檢討)

15 地震紀念公園西南
側、「機130」用地

北側之住宅區

住宅區
(0.0338公頃)

風景區
(0.0338公頃)

1.樁位圖所示該住宅區形狀與計畫圖不符，

現況已開闢。
2.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依計畫圖展

繪，並納入通盤檢討研議。
3.經查上開疑義街廓的西界與北界地籍為北

屯區建和段段界，因該地段範圍界線與現況
甚為相符，故參酌發展現況，依地籍範圍變
更之。

 

風景區
(0.0294公頃)

住宅區
(0.0294公頃)

16 計畫區西北界風景
區(緊臨台中市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不包

括大坑風景區))之森

林公園)

風景區
(4.1711公頃)

台中市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不包括大坑

風景區)公園用地(公
126)
(4.1711公頃)

1.本案係配合「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

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軍功路以東地區)(都
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

綜理表第2案變更之。

2.樁位圖上所示森林公園與相鄰之農業區、

大坑風景區分區界線未測定樁位，公有土地
之地籍範圍與計畫圖不甚相符。經本府重製
疑義協調會決議：依計畫圖展繪，並建議於
通盤檢討時參考地籍範圍研議變更。
3.位於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

坑風景區)區之森林公園係於民國75年變更

台中市都市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通盤檢

討時，為提供風景區遊客休閒活動空間所劃
設。而從民國84年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變更內容綜理表第

87案「森林公園變更為農業區」之變更理

由：「照地籍資料公有地部分維持原計畫，
私有地變更為農業區。公有地之地號為：軍
功寮段208-3、208-19、208-20，面積合計為

107.88公頃。」可知森林公園係以公有土地

為劃設範圍。
4.然經套繪上開三筆公有地於計畫圖顯示，

其中軍功寮段208-3地號土地未全部劃入森

林公園範圍內，部分208-3地號土地卻劃為

保護區及農業區，造成計畫書、圖不符情
形。也因此由計畫圖上所量測之面積少於地
籍面積。承上，可得知為何二通計畫書註
明：「森林公園原計畫面積102.06公頃為計

畫圖所量測，而地籍資料之面積為107.88公

頃，較原計畫面積多5.82公頃。」

5.綜上，依原規劃意旨，按公有地地籍範圍

(經地籍重測後調整為大學段12、12-1、12-
3、12-4、12-5、88、88-1、88-2、88-3、88-
4、254、254-1、254-2、267、267-1、267-
2、1032、1032-1、1032-2、1032-3)，重新

釐正森林公園範圍。
6.然經查上開森林公園地籍範圍部分土地位

於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

景區)區，部分土地位於本計畫範圍內，故

本案配合檢討變更之。

 

台中市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不包括大坑

風景區)公園用地(公
126)
(0.2526公頃)

風景區
(0.252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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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地震公園附近之軍
事禁限建範圍

軍事禁限建範圍
刪除軍事禁限建範
圍

1.樁位圖上所示軍事禁限建之範圍線未測定

樁位，部分地籍已分割，與計畫圖似為相
符。
2.經本府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依計畫圖展

繪，納入通盤檢討研議。
3.都市計畫法第二條規定「都市計畫依本法

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定。」，考量軍事禁限建範圍雖未標繪於都
市計畫圖上，仍應依相關規定辦理，且原設
於該地區之彈藥庫已經遷移，為避免該禁限
建範圍調整時，都市計畫圖未能即時配合檢
討變更而產生執行之疑義，故予刪除。。

 

18

道路編號明細表
13M-035(2)、15M-
0310(1)、15M-0310
(2)、17M-0224(2)及
17M-0224(3)號道路

道路面臨風景區部
分留設5米綠帶

取消5米綠帶留設規

定

1.計畫道路留設5米綠帶之規定，係源自第

一次通盤檢討書規定：「道路兩旁留設綠
帶，經過風景區部分綠帶寬度為5公尺，面

臨住宅區部份綠帶取消。」
2.第一次通盤檢討時，上開道路因面臨風景

區，故留設5米綠帶。惟民國83年「變更台

中市(大坑風景區)都市計畫((一)部分風景區

為住宅區、道路用地、排水道用地、變電所
用地、機關用地、綠地、公園兼園道用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文中、小、高中」學校用
地及停車場用地。(二)部分公園用地、機關

用地為住宅區。(三)部分機關用地為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及道路用地)案」，將其所

臨接風景區變更為住宅區。
3.綜上，依據道路二旁綠帶留設原則，取消

13M-035(2)、15M-0310(1)、15M-0310(2)、
17M-0224(2)及17M-0224(3)號道路綠帶之留

設。

 

表5-2 個案變更面積增減表

土地使用分區/編號 1 2 3 4 5 6 7 8
住宅區

計
畫
圖
比
例
尺
由

1/3000
調
整
為

1/1000

   -0.1592 -0.0138   
旅館區        
文教區    +0.0861    

機關用地        
市場用地        

批發市場用地        
文小用地        
文中用地        
文高用地        
公園用地   +0.0463     

公園兼園道用地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廣場用地        
綠地用地        

變電所用地        
污水處理場用地        

排水道用地   +0.0026 -0.1161   +0.0655
人行步道用地        

道路用地 +0.0171 +0.0018  -0.0058 +0.0138 -0.4356  
風景區 -0.0171 -0.0018 +0.0609 +0.1950  +0.4356 -0.0655
行水區        

台中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

括大坑風景區)住宅區
  -0.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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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

括大坑風景區)公園用地
       

台中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

括大坑風景區)排水道用地
  -0.0026     

剔除於本計畫範圍        
台中縣市界間未登錄地        
台中縣太平都市計畫區        
 
 

土地使用分區/編號
9 10 11 12 13 14 15

住宅區 -1.1397 -0.0007 -0.0134 +0.5453 -0.0633 +0.0044 -0.0044
旅館區        
文教區        

機關用地    +0.7812    
市場用地        

批發市場用地        
文小用地        
文中用地        
文高用地        
公園用地    +1.7827 +0.0487 +0.0036  

公園兼園道用地    -4.4305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5446    

兒童遊樂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廣場用地   +0.0973     
綠地用地 +0.3465   +0.7739    

變電所用地        
污水處理場用地        

排水道用地 +0.1642       
人行步道用地        

道路用地 -0.4799 +0.0007  +0.0028  -0.0080  
風景區 +0.0017  -0.0839  +0.0146  +0.0044
行水區        

台中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

括大坑風景區)住宅區
       

台中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

括大坑風景區)公園用地
       

台中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

括大坑風景區)排水道用地
       

剔除於本計畫範圍 +2.3346       

台中縣市界間未登錄地 -0.9386       
台中縣太平都市計畫區 -0.2888       
 
 

土地使用分區/編號
16 17 18 合　　　　　計

(註1) (註2)
住宅區  

調

-0.8448 -0.7035
旅館區  0.0000 0.0000
文教區  +0.0861 0.0000

機關用地  +0.7812 +0.7812
市場用地  0.0000 0.0000

批發市場用地  0.0000 0.0000
文小用地  0.0000 0.0000
文中用地  0.0000 0.0000
文高用地  0.0000 0.0000
公園用地  +1.8813 +1.8813

公園兼園道用地  -4.4305 -4.4305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5446 +0.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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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
除
軍
事
禁
限
建
範
圍

整
道
路
二
側
留
設
綠
帶
規
定

兒童遊樂場用地  0.0000 0.0000
停車場用地  0.0000 0.000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000 0.0000
廣場用地  +0.0973 +0.0973
綠地用地  +1.1204 +1.1204

變電所用地  0.0000 0.0000
污水處理場用地  0.0000 0.0000

排水道用地  +0.1162 +0.2297
人行步道用地  0.0000 0.0000

道路用地  -0.8931 -0.9011
風景區 -3.9185 -3.3746 -3.6451
行水區  0.0000 0.0000

台中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

括大坑風景區)住宅區
 -0.1072 0.0000

台中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

括大坑風景區)公園用地
+3.9185 +3.9185 +3.9185

台中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

括大坑風景區)排水道用地
 -0.0026 0.0000

剔除於本計畫範圍  +2.3346 +2.3346
台中縣市界間未登錄地  -0.9386 -0.9386
台中縣太平都市計畫區  -0.2888 -0.2888

註1：本欄所列面積係本表第2案至第15案各項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之增減面積合計值。

註2：因變更內容綜理表第4、5、6、13案係依照重製疑義決議所檢討之變更案，其決議內容為：「暫依樁位圖展繪新

圖，並納入通盤檢討提案變更計畫圖，另應於重製公告圖上以虛線劃記範圍，註明:『虛線範圍內地區都市計畫之執行仍

應以現行計畫圖為準，俟完成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更並公告實施後，始得依變更計畫圖執行』。」由此可知，凡依上開
決議展繪街廓之重製後計畫面積即等於變更後計畫面積，故應不列入面積增減情形之核算，以避免將面積重覆計算，同
理，本案第六章表6-1專案檢討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所引用之增減面積數據，亦應以本欄所列面積為準。惟第4、13
案涉及原住宅區變更為公園用地部份，應列入面積增減之核算。

二、土地使用

(一)住宅區

劃設住宅區面積115.5188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3.19%。

(二)旅館區

劃設商業區面積1.5001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4%。

(三)文教區

配合中台技術學院劃設文教區面積7.0217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19%。

(四)風景區

劃設風景區面積2702.4700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74.34%。

(五)行水區

劃設行水區面積0.2329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1%。

參見圖6-1專案檢討示意圖及表6-1專案檢討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表6-1 專案檢討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單位：公頃

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 增減面積
專案通盤檢討

面積
佔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百分比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住宅區 116.2223 -0.7035 115.5188 12.58 3.19
旅館區 1.5001 0.0000 1.5001 0.16 0.04
文教區 7.0217 0.0000 7.0217 0.76 0.19

機關用地 5.6174 +0.7812 6.3986 0.69 0.18
市場用地 0.4372 0.0000 0.4372 0.05 0.01

批發市場用地 0.1487 0.0000 0.1487 0.02 0.004
文小用地 8.2465 0.0000 8.2465 0.90 0.23
文中用地 3.0257 0.0000 3.0257 0.33 0.08
文高用地 0.6586 0.0000 0.6586 0.07 0.02
公園用地 664.1068 +1.8813 665.9881 72.55 18.39

公園兼園道用地 4.4305 -4.4305 0.0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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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
用地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
地

1.6907 +0.5446 2.2353 0.24 0.06

兒童遊樂場用地 5.1175 0.0000 5.1175 0.55 0.14
停車場用地 0.4524 0.0000 0.4524 0.05 0.0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7999 0.0000 0.7999 0.09 0.02
廣場用地 0.0000 +0.0973 0.0973 0.01 0.003
綠地用地 0.6065 +1.1204 1.7269 0.19 0.05

變電所用地 0.5439 0.0000 0.5439 0.06 0.02
污水處理場用地 0.7011 0.0000 0.7011 0.08 0.02

排水道用地 30.5114 +0.2297 30.7411 3.35 0.85
人行步道用地 0.0542 0.0000 0.0542 0.01 0.001

道路用地 67.5131 -0.9011 66.6120 7.26 2.14
小計 919.4062 -1.3806 918.0256 100.00 25.35

非都市發
展用地

風景區 2706.1151 -3.6451 2702.4700 - 74.34
行水區 0.2329 0.0000 0.2329 - 0.01
小計 2706.3480 -3.6451 2702.7209 - 74.65

總計 3625.7542 -5.0257 3620.7285 - 100.00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2：本表增減面積欄之數據係引用表5-2個案面積增減表合計欄之註2欄所列面積為準。

三、公共設施

(一)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四處，面積合計6.3986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18%。

(二)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二處，計畫面積0.4372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1%。

(三)批發市場用地

劃設批發市場用地一處，計畫面積0.1487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04%。

(四)文小用地

劃設文小用地四處，僅文小1、文小4用地已開闢供光正國小及逢甲國小使用。面積合計8.2465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

0.23%。

(五)文中用地

劃設「文中1」用地一處，面積3.0257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8%。

(六)文高用地

劃設「文高1」用地一處，面積0.6586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2%。

(七)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十六處，面積合計665.9881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18.39%。

(八)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公兼兒用地二處，面積2.2353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6%。

(九)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四處，面積合計5.1175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14%。

(十)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二處，面積0.4524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1%。

(十一)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兼停5」用地一處，面積合計0.7999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2%。

(十二)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二處，面積合計0.0973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03%。

(十三)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十二處，面積1.7269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5%。

(十四)污水處理場用地

劃設污水處理場用地一處，面積0.7011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2%。

(十五)變電所用地

劃設變電所用地一處，面積0.5439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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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排水道用地

配合大里溪及廍子溪整治工程劃設排水道用地，面積30.7411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85%。

(十七)人行步道用地

劃設人行步道用地二處，面積0.0542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0.001%。

(十八)道路用地

劃設計畫道路66.6120公頃，佔本次專案檢討總面積2.14%。

表6-2 專案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檢討後計畫
面積(公頃)

備註

機關用地

機1 0.1151 東山派出所  
機3 2.5215 弘光技術學院附設老人醫院、台中市立安養院  
機4 2.9808 台中市立殘障復健醫院  
機5 0.7812 供警察局使用  
小計 6.3986   

市場用地

市1 0.2225   
市4 0.2147   
小計 0.4372   

批發市場用地 批1 0.1487   

文小用地

文小1 2.0211 光正國小  
文小2 2.1578   
文小4 2.5464 逢甲國小  

文小87 1.5212 該用地部分位於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

大坑風景區)區  

小計 8.2465  

文中用地 文中1 3.0257   

文高用地 文高1 0.6586 該用地部分位於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

大坑風景區)區  

公園用地

公1 0.3236  

公5-1 0.0571  

公5-2 0.2619  

公10 658.7384 森林公園

公11 4.4591 地震公園

公12 0.0590  

公13 0.0118  

公14 0.0573  

公15 0.0328  

公16 0.0177  

公17 0.0266  

公18 0.0334  

公19 0.0243  

公20 0.0075  

公21 0.7317  

公22 1.1459  

小計 665.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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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

公兼兒1 1.6907  

公兼兒2 0.5446  

小計 2.2353  

兒童遊樂場用　
　　地

兒1 4.9959   
兒2 0.0149   
兒3 0.0193   
兒4 0.0874   
小計 5.1175   

停車場用地

停1 0.3002  

停4 0.1522  

小計 0.4524  

廣場兼
停車場用地

廣兼停5 0.7999 該用地部分位於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

大坑風景區)區

廣場用地

廣1 0.0839  

廣2 0.0134  

小計 0.0973  

綠地用地

綠1 0.0430  

綠2 0.0641  

綠3 0.0130  

綠4 0.0015  

綠5 0.0119  

綠6 0.0119  

綠7 0.1197  
綠8 0.1517  

綠9 0.0119  

綠10 0.0126  

綠11 0.1652  

綠12 1.1204  

小計 1.7269  

污水處理場用地 0.7011  

變電所用地 0.5439  

排水道用地 30.7411  

人行步道用地 0.0542  
道路用地 66.612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四、交通系統

本次檢討後交通系統如下：

(一)聯外道路

(1)50M-001號道路(太原北路)：往西通往市中心區，為主要聯繫大坑與台中市區之道路。

(2)東山路：往西並可通往市中心區，往東至計畫區東界，為貫穿大坑風景區之主要道路。

(3)25M-005、30M-005、25M-005號道路(廍子路)：往北連接東山路通往大坑風景區，往南連接太原北路通往市中心，為本

案範圍主要道路。

(二)主要道路

(1)30M-4號道路：為本案廍子細部計畫地區之南北向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北至計畫範圍北側，南至計畫範圍南界。

(2)25M-3號道路：為本案廍子細部計畫地區之東西向計畫道路，尚未開闢，東至廍子路，西至計畫範圍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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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M-4號道路：為本案廍子細部計畫地區之東西向計畫道路，尚未開闢，東至30M-4號道路，西至計畫範圍西界。

(4)20M-14、20M-15號道路：為本案廍子細部計畫地區之東西向計畫道路，尚未開闢，東至廍子路，西至計畫範圍西界。

(5)20M-16號道路：為本案廍子細部計畫地區之南北向計畫道路，尚未開闢，北至計畫範圍北側，南至25M-4號道路。

(6)20M-14號道路：為本案廍子細部計畫地區之東西向計畫道路，尚未開闢，東至廍子路，西至計畫範圍西界。

(三)出入道路

(1)17M-022、10M-031、10M-032、17M-0221、12M-0221、12M-0225、17M-0223、17M-0224、15M-0310、10M-0310、

10M-0224號道路：為配合廍子里聚落規劃之計畫道路，均尚未開闢。

(2)12M-021、12M-022、12M-0211號道路：為配合大坑圓環聚落規劃之計畫道路，除12M-021(15)道路尚未開闢外，其餘均

已開闢。

(3)8M-033、8M-034、13M-034、8M-035、13M-035號道路：為配合大坑花園城聚落規劃之計畫道路，均已開闢。

(4)10M-037、15M-037號道路：為配合青山花園城聚落規劃之計畫道路，均已開闢。

(5)17M-025、10M-038、10M-039、15M-039、8M-040、12M-0226號道路：為配合三貴城聚落規劃之計畫道路，均已開

闢。

(6)20M-001、15M-12、15M-200-1、15M-200-2、15M-200-3、15M-300-1、15M-300-2、12M-100-1、10M-300-1、10M-300-
2號道路：為配合廍子細部計畫地區規劃之計畫道路，均尚未開闢。

表6-3 專案檢討後計畫道路明細表                                                                                                             單位：公尺

路寬及編號 起點 訖點 長度 備註
50M-001 計畫範圍西界 風景區界 1913 太原路

30M-004(1) 30M-004(2) 30M-009(2) 786
東山路30M-004(2) 30M-004(3) 30M-004(1) 804

30M-004(3) 20M-004(9) 30M-004(2) 252
20M-004(9) 25M-0010(1) 30M-004(3) 121  
20M-004(10) 20M-004(11) 12M-021(14) 331

東山路20M-004(11) 計畫範圍東界 20M-004(10) 583
25M-005(2) 30M-005(12) 25M-005(3) 112

廍子路

25M-005(3) 8M-033(3) 30M-005(4) 142
30M-005(4) 25M-005(3) 20M-14 255
30M-005(5) 20M-14 20M-15 141
30M-005(6) 20M-15 25M-3 245
30M-005(7) 25M-3 17M-0223 143
25M-005(8) 17M-0223 15M-200-2 107
25M-005(9) 15M-200-2 12M-022(14) 188

30M-005(10) 12M-022(14) 50M-001 116
30M-005(11) 50M-001 計畫範圍南界 315
30M-005(12) 20M-005(13) 25M-005(2) 630
20M-005(13) 12M-021(14) 30M-005(12) 522 廍子路
30M-009(2) 30M-004(1) 30M-009(3) 979

東山路

30M-009(3) 30M-009(4) 30M-009(2) 1798
30M-009(4) 計畫範圍東北界 30M-009(3) 412

25M-0010(1) 30M-004(4) 17M-025(1) 550
25M-0010(3) 20M-0010(2) 12M-0226(1) 216
25M-0010(4) 12M-0226(1) 20M-0010(5) 163
20M-0010(2) 25M-0010(1) 25M-0010(3) 188
20M-0010(5) 25M-0010(4) 10M-038 62
20M-0010(6) 10M-038 10M-039(1) 53
20M-0010(7) 10M-039(1) 8M-040(3) 68
20M-0010(8) 8M-040(2) 8M-040(3) 152
30M-0010(9) 20M-0010(8) 20M-0010(10) 609
30M-0010(12) 20M-0010(11) 20M-0010(13) 563
20M-0010(10) 30M-0010(9) 20M-0010(11) 91
20M-0010(11) 20M-0010(10) 30M-0010(12) 255
20M-0010(13) 30M-0010(12) 20M-0010(14) 184
20M-0010(14) 20M-0010(13) 12M-021(14) 166
12M-021(14) 20M-004(10) 20M-005(13) 140  
12M-021(15) 20M-005(13) 風景區界 197  
12M-022(1) 30-0010(12) 12-022(2) 177  
12M-022(2) 12M-022(1) 12M-021(1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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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022(10) 10M-031(1) 10M-032(1) 187  
17M-022(11) 10M-032(1) 17M-0221(1) 129  
17M-025(1) 25M-0010(1) 12M-0226(3) 321  
17M-025(2) 12M-0226(3) 15M-039(2) 211  
10M-031(1) 17M-0223 10M-032(2) 108  
10M-031(2) 10M-032(2) 17M-0221(2) 121  
10M-032(1) 10M-031(1) 17M-022(11) 135  
10M-032(2) 25M-005(8) 10M-031(1) 136  

8M-033(2) 廍子區段徵收地區範圍界
線

13M-035(2) 144  

8M-033(3) 13M-035(2) 25M-005(3) 236  
13M-034(3) 13M-035(2) 8M-034(4) 122  
8M-034(4) 13M-034(3) 8M-033(3) 117  

8M-035(1) 廍子區段徵收地區範圍界
線

13M-035(2) 92  

13M-035(2) 8M-035(1) 13M-034(3) 60  
10M-037(1) 15M-037(2) 20M-0010(10) 106  
15M-037(2) 風景區界 10M-037(1) 59  

10M-038 20M-0010(6) 12M-0226(2) 300  
10M-039(1) 20M-0010(6) 8M-040(1) 86  
15M-039(2) 8M-040(1) 17M-025(2) 144  
8M-040(1) 10M-039(1) 8M-040(3) 53  
8M-040(2) 8M-040(3) 30M-0010(9) 90  
8M-040(3) 20M-0010(7) 8M-040(1) 66  

17M-0221(1) 17M-0221(2) 17M-0222(11) 82  
17M-0221(2) 10M-031(2) 17M-0221(1) 73  
12M-0221(3) 12M-0221(4) 10M-031(2) 86  
12M-0221(4) 30M-005(9) 12M-0221(3) 110  

12M-0225 30M-04 15M-0310(1) 80  
17M-0223 30M-005(7) 10M-031(1) 128  

10M-0224(1) 17M-0224(2) 15M-0310(1) 138  
17M-0224(2) 15M-300-2 10M-0310(3) 123  
17M-0224(3) 10M-0310(3) 30M-4 166  

12M-0225 20M-0010(2) 12M-0226(1) 250  
12M-0226(1) 25M-0010(4) 12M-0225 84  
12M-0226(2) 12M-0225 10M-038 101  
12M-0226(3) 10M-038 17M-025(2) 84  
15M-0310(1) 15M-300-2 10M-0310(3) 114  
15M-0310(2) 10M-0310(3) 17M-0224(3) 139  
10M-0310(3) 17M-0224(2) 15M-0310(1) 60  

30M-4 計畫範圍北界 計畫範圍南界 1327  
25M-3 計畫範圍西界 30M-005(7) 753  
25M-4 計畫範圍西界 30M-4 894  

20M-14 計畫範圍西界 30M-005(4) 449  
20M-15 計畫範圍西界 30M-005(5) 567  
20M-16 計畫範圍西界 25M-4 657  
15M-12 計畫範圍西界 30M-4 320  

20M-001 計畫範圍南界 25M-4 428  
15M-200-1 25M-3 50M-001 646  
15M-200-2 15M-200-1 25M-005(8) 461  
15M-200-3 20M-15 15M-200-2 504  
15M-300-1 20M-14 25M-3 521  
15M-300-2 25M-4 17M-0224(2) 249  
12M-100-1 50M-001 25M-4 339  
10M-300-1 15M-200-2 10M-300-2 253  
10M-300-2 15M-200-1 30M-005(9) 442  
10M-300-3 17M-0224(2) 15M-0310(1) 138  

註：凡臨接風景區之道路用地應留設五公尺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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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綜理表

類型A 樁位圖未測定樁位。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決議

A1
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
(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

畫範圍北界

本計畫區範圍北界未測定樁位，且地籍圖與計
畫圖亦不相符。

依計畫圖展繪，並建議依91年8
月19日「九二一震災後台中市

軍功路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圖重
製檢討規劃案」工作會議第三
點決議：「為免本市土地有未
納入都市計畫區情形，凡地籍
範圍屬台中市部份，均調整劃
入都市計畫區；原都市計畫範
圍超越本市地籍範圍者，仍保
留原計畫範圍界線」之原則納
入通盤檢討研議。

A2
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
(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

畫範圍東界

本計畫區範圍東界未測定樁位，亦無地籍資
料。

1.依計畫圖展繪。

2.建議補釘樁位。

A3-1

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
(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

畫範圍南界(廍子細部

計畫地區)

1.本計畫區範圍南界(廍子細部計畫地區)，原

樁位圖與計畫圖甚為相符，惟「九二一震災
後台中市都市計畫數值航測GIS地形圖、樁

位補檢測製工作案」所提供之樁位圖與原樁
位圖不符。
2.經套繪地籍圖，廍子巷381弄(15M-0310(1))
以西部分，新樁位圖與大仁段地籍界線相
符；廍子巷381弄(15M-0310(1))以東部分，

新樁位圖與台中縣太平市於民國90年完成之

地籍重測成果範圍線相符。
3.該計畫範圍界於30M-4號道路以西部分與太

平(新光村、坪林村、東平村)都市計畫區北

界相鄰，經查「太平市九二一震災公共設施
都市計畫樁位檢測及地形圖重製工程樁位成
果」所示，上開計畫範圍北界樁位圖與本計
畫區南界原樁位圖相近。

依計畫圖展繪，並建議參考
「九二一震災後台中市都市計
畫數值航測GIS地形圖、樁位補

檢測製工作案」成果，納入通
盤檢討研議。

A3-2

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
(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

畫範圍南界(不包括廍

子細部計畫地區)

1.本計畫區範圍南界(不包括廍子細部計畫地

區)未測定樁位。

2.上開地區，部分地區無地籍資料，部分地

區有，惟計畫圖與地籍圖亦不相符。

依計畫圖展繪，並建議依91年8
月19日「九二一震災後台中市

軍功路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圖重
製檢討規劃案」工作會議第三
點決議：「為免本市土地有未
納入都市計畫區情形，凡地籍
範圍屬台中市部份，均調整劃
入都市計畫區；原都市計畫範
圍超越本市地籍範圍者，仍保
留原計畫範圍界線」之原則納
入通盤檢討研議。

A4
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
(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

畫範圍西界

1.本計畫區範圍西界未測定樁位。

2.經查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

風景區)計畫圖與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大坑

風景地區)計畫圖，有部分地區範圍重疊，惟

二區所示計畫內容不符，有待釐正。

1.因上開重疊地區已被劃入台中

市都市計畫(軍功、水景里地區)
細部計畫地區，故範圍重疊地
區依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不包括大坑風景區)計畫範圍展

繪；其餘依本計畫圖展繪。
2.建議補釘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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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文教區(中台醫護技術

學院)
1.中台醫護技術學院係於「擬定台中市擴大

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畫」劃設為

文大用地，當時即未測定樁位。
2.民國91年時，為配合學校升格改制及保持

校區完整性之需，變更文大用地及部分風景
區為文教區。
3.然上開個案變更計畫書圖係以地籍範圍作

為原文大用地範圍進行個案變更，與原「擬
定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主要

計畫」所劃設之文大用地範圍不同。
4.綜上，本文教區除未測定樁位外，文教區

範圍亦應配合歷次變更之規劃意旨予以一併
釐正。

1.依個案變更計畫書所載地籍

範圍展繪。
2.建議補釘樁位。

 
類型B

計畫圖與樁位圖形狀不符，現況已開闢。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決議

B1
太原北路(50M-001號

道路樁號7754-1-095至

7754-1-064間路段)

1.樁位圖所示樁號7754-1-095至7754-1-064之

間50M-001道路(太原北路)路寬與計畫圖不

符，計畫圖道路寬度介於50至53米不等。

2.地籍已分割，分割成果與樁位似為相符，

現況亦已開闢。

依樁位圖展繪。

B2
太原北路(50M-001號

道路樁號7954-1-014至

7954-3-036間路段)

樁位圖所示樁號7954-1-014至7954-3-036之間

50M-001道路(太原北路)，樁位圖與計畫圖不

符，且計畫圖繪圖寬度為55M，樁位圖為

50M；地籍已分割，分割成果與樁位似為相

符，現況亦已開闢。

1.依計畫圖展繪

2.參酌廍子區段徵收範圍，納入

通盤檢討研議。

B3-1
廍子路(30M-005-(4)、
25M-005-(2)、25M-
005-(3)號道路

1.樁位圖所示30M-005-(4)、25M-005-(2)、
25M-005-(3)道路與計畫圖不符(往西偏移)，
部分地籍已分割，道路現況大部分已開闢，
惟地籍圖及現況均與樁位圖或計畫圖不甚相
符。
2.經查上開地區原計畫樁位與計畫圖甚為相

符，故推測其計畫圖與樁位圖不符之情形，
應為九二一地震所造成之地層錯動導致。
3.「九二一震災後台中市都市計畫數值航測

GIS地形圖、樁位補檢測製工作案」有關本

地區之樁位檢測成果，部份以道路開闢現況
為準，部分按地籍分割線為準。

1.暫依樁位圖展繪新圖，並納

入通盤檢討提案變更計畫圖，
另應於重製公告圖上以虛線劃
記範圍，註明：「虛線範圍內
地區都市計畫之執行仍應以現
行計畫圖為準，俟完成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變更並公告實施
後，始得依變更計畫圖執
行」。
2.上開地區樁位圖與地籍圖不

符之處，若屬廍子區段徵收範
圍區界者，應依樁位圖展繪，
反之則應依地籍圖展繪。

 
B3-2

仁友巷、仁友巷五弄及
忠冠巷所圍之住宅區

1.樁位圖所示上開住宅區街廓深度與計畫圖

不符，地籍尚未分割。
2.經查上開地區原計畫樁位與計畫圖較為相

符，故推測其計畫圖與樁位圖不符之情形，
應為九二一地震所造成之地層錯動導致。
3.「九二一震災後台中市都市計畫數值航測

GIS地形圖、樁位補檢測製工作案」有關本

地區之樁位成果，係以南側區段徵收範圍線
為準進行推樁。

暫依樁位圖展繪新圖，並納入
通盤檢討提案變更計畫圖，另
應於重製公告圖上以虛線劃記
範圍，註明：「虛線範圍內地
區都市計畫之執行仍應以現行
計畫圖為準，俟完成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變更並公告實施後，
始得依變更計畫圖執行」。

B3-3 8M-033-(4)道路(仁友

巷)東端

1.樁位圖所示上開道路與計畫圖不符，地籍

尚未分割，現況已開闢。
2.經查上開地區原計畫樁位與計畫圖甚為相

符，故推測其計畫圖與樁位圖不符之情形，
應為九二一地震所造成之地層錯動導致。
3.「九二一震災後台中市都市計畫數值航測

GIS地形圖、樁位補檢測製工作案」有關本

地區之樁位成果，係參考道路北側地籍分割
線進行推樁。

暫依樁位圖展繪新圖，並納入
通盤檢討提案變更計畫圖，另
應於重製公告圖上以虛線劃記
範圍，註明：「虛線範圍內地
區都市計畫之執行仍應以現行
計畫圖為準，俟完成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變更並公告實施後，
始得依變更計畫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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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 13M-035(2)、13M-034
(3)號道路

1.13M-035(2)、13M-034(3)號道路原規劃為

淨路寬8M，未臨住宅區綠帶5M；惟南側原

風景區已納入廍子區段徵收區變更為住宅
區，原留設之5M綠帶已不符原規劃意旨。

2.13M-035(2)道路與8M-035(1)道路交會處，

計畫圖為直線道路，樁位圖有折角，致二道
路間相差約1M，地籍未分割。

3.13M-035(2)道路與南側10M-1-15號細計道

路銜接處，計畫圖為直線連接，樁位圖所示
二條路間相差約2.02M，13M-035(2)道路西

側境界線已分割(屬區段徵收範圍界線)。
4.13M-034(3)號與10M-1-15號細計道路所夾

之道路截角樁位未予測釘。

1.13M-034(3)號道路依樁位圖

展繪，有關留設五米綠帶之規
定納入通盤檢討研議。
2.13M-035(2)道路與8M-035(1)
道路交會處依計畫圖展繪；另
請亞興測量公司修正樁位資
料。
3.10M-1-15號道路依計畫圖展

繪；另請亞興測量公司修正樁
位資料及現場釘樁，提交測量
課辦理樁位公告，以及提交地
用課辦理區段徵收工程變更設
計。
4.增設13M-034(3)號與10M-1-
15號細計道路交叉口標準直線

截角，並請亞興測量公司
修正樁位資料及現場釘樁，提
交測量課辦理樁位公告，並提
交地用課辦理區段徵收工程變
更設計。

B3-5 中台醫護技術學院西側
住宅區與風景區間界線

1.本區所在之住宅區與風景區間界線，主要

計畫圖與細部計畫圖不符，然樁位圖所示分
區界線與細部計畫圖似為相符，與主要計畫
圖不符。
2.地籍尚未分割，現況已開闢。

依樁位圖展繪。

B3-6
樁號7857-1-126至7857-
1-155之間10M-1-12細

計道路(忠冠巷)

1.樁位圖所示樁號7857-1-126至7857-1-155之

間10M-1-12道路(忠冠巷)與計畫圖不符。

2.經查上開地區原計畫樁位與計畫圖較為相

符，故推測其計畫圖與樁位圖不符之情形，
應為九二一地震所造成之地層錯動導致。
3.「九二一震災後台中市都市計畫數值航測

GIS地形圖、樁位補檢測製工作案」有關本

地區之樁位成果係依原地籍圖上所標示之樁
位整理；另忠冠巷及樁號7857-1-126東側道

路凸出部分，係以該道路南側地籍線為準進
行推樁，惟考量路形平順並避開現有建物，
致部分樁位線與地籍線不符。

暫依樁位圖展繪新圖，並納入
通盤檢討提案變更計畫圖，另
應於重製公告圖上以虛線劃記
範圍，註明：「虛線範圍內地
區都市計畫之執行仍應以現行
計畫圖為準，俟完成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變更並公告實施後，
始得依變更計畫圖執行」。

 
B4

東山路與斷層帶交會之
路段

1.東山路與斷層帶交會之路段，因地震造成

樁位遺失，致樁位圖與計畫圖不符。
2.現況已開闢，部分地籍已分割並與現況甚

為相符，惟實際路寬約18.5M~20M，與等寬

之20M計畫寬度不符。

依計畫圖展繪，並納入通盤檢
討研議。

B5
地震紀念公園西南側、
「機130」用地北側之

住宅區

樁位圖所示該住宅區形狀與計畫圖不符，地籍
未分割，現況已開闢。

依計畫圖展繪，並納入通盤檢
討研議。

B6 地震紀念公園東側、北
側及南側之住宅區

1.地震紀念公園東側、北側及南側之住宅區

形狀，計畫圖與樁位圖不符，地籍已分割，
分割成果與樁位線似為相符。
2.與本區相鄰之地震公園界樁係依89年地籍

修檢測成果整理，符合原規劃意旨。
3.因車籠埔斷層帶經過本區西側，故本區仍

有部分樁位未修補測定。

1.依樁位圖配合地籍線展繪。

2.未釘樁部份請亞興測量公司補

釘樁位。

B7 東山路(20M-004(10)號
道路)逢甲橋附近

本區計畫道路路型樁位圖與計畫圖不一致，地
籍未分割，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甚為相符。

依樁位圖展繪。

http://zoning.tccg.gov.tw/urban/Docs/0000000134/000300010001/0930130521B.htm 第 18 頁 / 共 21 2009/12/21 下午 04:21:08



變更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及車籠埔斷層經過地區專案通盤檢討)

B8
20M-0010(14)號東山路

與12M-022(2)號中興巷

交匯處

1.該二條道路交叉口截角，計畫圖與樁位圖

不符，地籍已分割，分割成果與樁位相符，
現況已開闢。
2.該二條道路交匯處，樁位圖尚有一小三角

型街廓，計畫圖並無此規劃，致計畫圖與樁
位圖不符。

1.道路交叉口截角依樁位圖展

繪。
2.樁位圖上之小三角形街廓依

計畫圖展繪，並建議廢除樁
位。

 
B9

大坑圓環西北側之住宅
區

1.樁號7958-2-057、7958-2-056、79598-2-039
所連成之住宅區與風景區區界，與計畫圖之
形狀不符，地籍未分割，現況部分已開闢。
2.樁位圖上有樁號7958-2-042與7958-1-044連

成之道路中心線所展繪之道路，惟計畫圖並
無此計畫道路，該處現況為一約6米寬之既

成道路。
3.樁號7958-2-023、7958-2-031、7958-2-030
所連成之住宅區區界，樁位圖與計畫圖之弧
形曲率不一，地籍已分割，現況開闢情形與
樁位圖不符。
4.7958-2-030樁號二側之道路境界線樁位與地

籍不相符，地籍已分割。

1.依樁位圖展繪。

2.依計畫圖展繪並廢除7958-2-
042與7958-1-044樁位。

3.依樁位圖展繪並納入通盤檢

討研議。
4.依地籍線展繪；另請亞興測

量公司修正樁位資料。

B10 大坑圓環東北側住宅區

樁號7858-2-061、7958-2-055、7958-2-052所連

成之住宅區區界，樁位圖與計畫圖不符，地籍
已分割，分割成果與樁位圖似為相符，部分現
況已開闢。

依樁位圖展繪。

B11 青山社區西南側住宅區

樁號7959-2-014、7959-2-013、7959-2-012所連

成之住宅區與風景區區界，樁位圖與計畫圖之
形狀不一，地籍已分割，分割成果與樁位圖似
為相符，現況亦已開闢。

依樁位圖展繪。

B12 金元富大飯店所在之旅
館區

樁位圖與計畫圖形狀不一，地籍已分割，分割
成果與樁位圖似為相符，部分現況已開闢。

依樁位圖展繪。

B13 東山路東側、旅館區北
側之住宅區

該住宅區之樁位圖與計畫圖形狀不符，部分地
籍已分割，分割成果與樁位圖似為相符，現況
亦依樁位開闢。

依樁位圖展繪。

 
B14

光正國小東側住宅區、
10M-038號道路

1.樁位圖上所示樁號8061-2-020至8061-2-023
之光正國小與住宅區區界，樁位圖與計畫圖
之斜率不一，地籍已分割，分割成果與樁位
圖似為相符，現況已開闢。
2.10M-038號道路轉彎處，計畫圖為圓角，樁

位圖為直角，地籍已分割，分割成果與計畫
圖似為相符，

1.區界線依樁位圖展繪。

2.道路轉彎處依計畫圖配合地

籍線展繪為圓弧道路；另並請
亞興測量公司修正樁位。

B15 光正國小西南側之住宅
區

樁位圖所示樁號8061-2-002與8061-2-017所連

成之住宅區與風景區區界與計畫圖不符，部分
地籍已分割，分割成果與樁位圖似為相符，現
況未開闢。

依樁位圖展繪。

B16
東山路(30M-004(2)道
路8261-1-003至8261-1-
005樁號間路段)

樁位圖上所示樁號8261-1-003至8261-1-005之

間路段，道路曲率與計畫圖不一，地籍未分
割，現況開闢情形與樁位圖似相符。

依計畫圖展繪並納入通盤檢討
研議。

B17
東山路(30M-004(1)道
路8361-6-002至8461-6-
001樁號間路段)

樁位圖上所示樁號8361-6-002至8461-6-001之

間道路路形與計畫圖不一，大部分地籍均未分
割，現況開闢情形與樁位圖似相符。

依計畫圖展繪並納入通盤檢討
研議。

B18

東山路(30M-009(2)、
30M-009(3)、30M-009
(4)道路樁號8461-8-007
至8663-1-005間路段)

1.樁位圖所示上開道路路型與計畫圖不符。

2.經查該路段係於民國92年3月發布實施之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配合一二九號縣道改

善工程B、C標)案」中變更路型，且已完成

樁位測釘。

1.依變更後樁位圖展繪。

 
類型C

計畫圖與樁位圖形狀不符，現況未開闢。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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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廍子巷343弄與廍子巷

381弄所包圍二個住宅

區

樁位圖所示上開二個住宅區形狀南北面與計畫
圖相似，東西面與計畫圖不符，地籍已分割，
分割成果與樁位圖似相符，現況尚未依計畫開
闢。

依樁位圖展繪。

C2
15M-0310(1)與15M-
0310(2)號道路(廍子巷

381弄)

1.15M-0310(1)、15M-0310(2)號道路原規劃

為淨路寬10M，面臨住宅區綠帶取銷，未面

臨住宅區綠帶5M，樁位圖亦以該原則測釘；

惟東側原風景區已納入廍子區段徵收區變更
為住宅區，原留設之5M綠帶已不符原規劃意

旨。
2.該道路計畫寬度標註為15米、樁位寬度同

為15米、然計畫圖卻劃為17米，地籍未分

割，現況亦未開闢。

依樁位圖展繪為15米道路，並

納入通盤檢討研議留設綠帶之
必要性。

C3
17M-0224(2)、17M-
0224(3)、17M-0224(4)
號道路(廍子巷343弄)

1.17M-0224(2)、17M-0224(3)、17M-0224(4)
號道路原規劃為淨路寬12M，面臨住宅區綠

帶取消，未面臨住宅區綠帶5M，樁位圖亦以

該原則測釘；惟與其相臨之原風景區已納入
廍子區段徵收區變更為住宅區，原留設之5M
綠帶已不符原規劃意旨。
2.17M-0224(4)號道路係於第一次通盤檢討圖

上標示，但分區著色為風景區；辦理廍子區
段徵收區個案變更時將本路段由風景區變更
為15M道路(編號15M-300-2號)，樁位則依區

段徵收區個案變更內容測釘為15M，形成計

畫寬度認定之疑義。
3.前開道路所圍成之住宅區街廓，東側、南

側之地籍已分割，西側、北側尚未分割。
4.17M-0224(3)號與30M-4號道路交會口附

近，因17M-0224(3)號道路北側綠帶未往東延

伸至30M-4號道路，致該區住宅區形狀計畫

圖與樁位圖不符，地籍已分割，分割成果與
計畫圖似為相符。

1.17M-0224(2)、17M-0224(3)
道路依樁位圖展繪，並納入通
盤檢討研議留設綠帶之必要
性。
2.17M-0224(4)號道路依樁位圖

展繪為15M道路，並據此修正

道路編號。
3.17M-0224(2)與15M-300-2號

道路交叉口增釘道路標準直線
截角，並請亞興測量公司修正
樁位資料及現場釘樁，且將成
果提交測量課辦理樁位公告，
提交地用課辦理區段徵收工程
變更設計事宜。
4.17M-0224(3)號與30M-4號道

路交會口依地籍圖展繪，並請
亞興測量公司修正樁位資料及
現場釘樁，將成果提交測量課
辦理樁位公告，並提交地用課
辦理區段徵收工程變更設計事
宜。

C4 25M-4號道路(樁號G70
至G248間路段)

樁位圖所示樁號G70至G248之間25M-4號道路

路型與計畫圖不符(往北偏移)，地籍未分割，

現況未開闢。

依樁位圖展繪。

C5 太原六號橋北側之綠地
樁位圖所示綠地與排水道用地之區界與計畫圖
不符，地籍與計畫圖亦不相符，現況未開闢。

依樁位圖展繪。

C6 地震紀念公園

1.樁位圖所示之地震紀念公園形狀與計畫圖

不符。
2.依「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公23)
為文小用地、文中用地為公園用地、市場用
地(市2)及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兼停4)為公園

用地)主要計畫案」所載地震紀念公園之地籍

範圍套疊地籍圖、樁位圖及計畫圖，斷層帶
以東，地籍圖與樁位圖相符，斷層帶以西，
部分地籍圖與樁位圖不符；斷層帶及其二側
未測釘樁位。

依地籍範圍展繪，另請亞興測
量公司修補釘樁位。

C7 12M-021(15)號道路
2M-021(15)號道路及東側住宅區之形狀，樁位

圖與計畫圖不一，地籍已分割，現況未開闢。
依樁位圖展繪。

C8
光正國小北側之公園用
地、市場用地及停車場
用地

上開公園用地、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與風景
區之區界，樁位圖與計畫圖不符，地籍未分
割，現況亦未開闢。

1.依計畫圖展繪。

2.請亞興測量公司修正樁位資

料。

C9
17M-025(1)號與20M-
0010(2)號道路交匯口

截角

樁位圖上所示該道路截角與計畫圖不符，地籍
未分割，現況亦未開闢。

依樁位圖展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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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15M-037(2)與10M-037-
1道路交會之截角

1.樁位圖所示上開道路截角與計畫圖不符。

2.地籍已分割，分割結果與計畫圖相符。

1.依計畫圖配合地籍圖展繪。

2.請亞興測量公司修正樁位資

料。
類型D 計畫圖與樁位圖相符，地籍分割與樁位不符。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決議

D1 15M-200-1道路(樁號

G39-2至G335間路段)

1.上開道路計畫圖與樁位圖似為相符，且地

籍已分割，經分別套疊地籍圖與計畫圖及地
籍圖與樁位圖，發現該道路之地籍分割略往
東偏移2至3.5公尺不等。

2.經查廍子區段徵收區範圍係以地籍線為

準，故道路東側風景區內介於地籍分割線與
樁位線所夾範圍，亦已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1.依計畫圖展繪。

2.為配合廍子細部計畫區段徵

收作業，建議納入通盤檢討研
議，變更為廣場用地。
3.請亞興測量公司補釘區段徵

收範圍界樁，將成果提交測量
課辦理樁位公告，及提交地用
課辦理區段徵收工程變更設計
事宜。

D2
50M-001道路(太原北

路樁號7755-1-012至

7754-6-094間路段)

樁位圖所示樁號7755-1-012至7754-6-094之間

50M-001道路，與計畫圖及開闢現況相符，惟

與地籍逕為分割成果不甚相符。

依樁位圖展繪。

D3 8059-2-024至8059-2-
026所連成之住宅區界

樁位圖所示上開住宅區區界與計畫圖相符，地
籍已逕為分割，惟與樁位圖有些微差距。

依樁位圖展繪。

D4
30M-0010(9)道路(樁號

8060-2-016至8060-5-
001間路段)

樁位圖所示上開道路與計畫圖甚為相符，經套
繪樁位圖與地籍圖，東側道路境界線地籍與樁
位展繪成果相符，惟西側道路境界線地籍與樁
位展繪成果不相符。

1.依樁位圖展繪。

2.請中正地政所再進行地籍檢

測。

D5 廍子地區機4與南側公

兼兒用地之分區界線

1.該分區界線之地籍已分割，並據此作為廍

子區段徵收區之範圍界線，經行政院核定。
2.惟經套繪樁位圖與地籍圖，二者不甚相

符。

1.依地籍圖展繪。

2.請亞興測量公司修正樁位資

料及現場釘樁，將成果提交測
量課辦理樁位公告，並提交地
用課辦理區段徵收工程變更設
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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