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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法令依據 

一、計畫緣起 

都市計畫係針對一地區土地利用與開發建設所作之發展計畫，而地區

之發展為一動態的過程，不論是在人口組成、社會發展、產業經濟以及土

地使用等各方面都會隨時間而變遷，因此在計畫公布實施數年後，便會產

生原有計畫內容已不符合社會實際發展需求，或有窒礙難行之處，而導致

土地資源之不當開發、妨礙都市發展，故計畫內容必須因應時勢演變做適

當之修正。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不

得隨時任意變更。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年內或五年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

次，依據發展情況並參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更。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

用地，應予撤銷並變更其使用。」，故通盤檢討的目的即是在修正原有計

畫與實際現況需求的差距，使計畫能解決各個階段所面臨的問題，隨時匡

正都市發展方向，以發揮計畫應有之功能。 

大里都市計畫於民國 62 年 11月發布實施，民國 74 年 9月辦理第一次

通盤檢討，其後分別於民國 80 年 8月及 91 年 1月完成第二次通盤檢討及

第三次通盤檢討。自第三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至今已超過 10 年，有鑑於大

里區近幾年都市整體空間結構快速變遷，發展現況與計畫內容已產生相當

差距，亟待通盤檢討過程進行都市全盤檢視，以因應都市空間結構變遷所

衍生的現況實際發展需求，並配合近年來所頒行之上位指導計畫及相關計

畫之執行，以及對地方人民團體意見做一彙整考量。 

此外，現行大里都市計畫圖所示之地形地物皆於民國 60 年代測繪，歷

經 30餘年之實質環境變遷，加上大里於民國 82 年 11月升格為縣轄市後，

各項公共建設的規劃與投入更趨積極，重劃區亦陸續進行開發建設，致現

況地形地物改變甚大；加上計畫區北側與臺中都市計畫區交界處，長久以

來存在著行政轄區土地相互交疊，難以釐清的模糊地帶，造成計畫執行困

擾，相關建設計畫滯礙難行，因此大里區公所遂於民國 97 年 7月完成全面

性的地形重測及計畫圖重製展繪作業，並於同年 9月 23日至 10月 22日止

完成都市計畫新、舊圖公告作業。爰此，於本次辦理第四次通盤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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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配合將前述甫公告完成之都市計畫重製圖作為檢討之基本圖，並透過

計畫檢討過程完成法定程序，建構一完整的圖形檔案，提高都市計畫圖的

精確度及執行效率，建立一長期性、指導性之決策資訊系統。 

二、法令依據 

（一）通盤檢討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第 2條。 

（二）都市計畫圖重製依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 及

47條。 

三、計畫目標 

（一）配合都市計畫圖重製展繪作業，提供都市計畫數值圖資，以作為

後續都市建設與決策之指導工具。 

（二）依循上位及相關計畫之指導，及政府相關施政建設計畫檢討地區

整體發展潛力，確立大里區未來的發展定位，以勾勒大里都市計

畫區未來發展藍圖，健全都市均衡成長。 

（三）全面檢討大里區實際發展現況及未來人口成長需求，並針對整體

都市空間結構的完整性及計畫的前瞻性提出因應對策，透過計畫

手段有效引導大里區積極進行整體性的開發建設，健全都市發

展。 

（四）依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檢討標準，及地方實

際發展現況，針對公共設施之興闢酌予調整，並透過公平合理開

發方式加速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及開闢時程，而對於非必

要之公共設施用地則予以撤銷並變更其使用，藉以提昇都市生活

環境品質，促進土地資源有效開發利用。 

（五）重視民眾參與過程，針對人民及團體所提出之建議事項納入規劃

重要參考，期使都市計畫能夠契合地方實際發展需要，各項建設

計畫能夠順利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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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通盤檢討範圍 

一、地理位置 

大里都市計畫區位於大里區境內，其區位介於臺中市南區以南與大里

溪以北之間，北鄰臺中市都市計畫區，東、南、西三面則與規劃中之擴大

大里都市計畫區銜接。計畫區對外交通運輸以公路為主，其中省道台 3 線

貫穿大里區精華地區，為通往臺中市區、霧峰區及南投地區主要聯絡幹

道，透過大里橋之聯結，亦是大里溪北、溪南兩地區往來最重要的幹道。 

圖 1-1為本計畫區地理區位關係示意圖。 

 

圖 1-1  地理區位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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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北至旱溪與臺中市相對，西抵爽文路附近，東南側以大里溪

為界，行政區包括大里區祥興、大明、西榮、內新、長榮、國光、東興等

里之全部，以及大里、新里、東昇、日新、大元、中新、永隆等里之部

分，計畫面積為 585.58 公頃；經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後，於一千分之一都

市計畫重製圖面量取之計畫面積為 583.62公頃。 

圖 1-2為通盤檢討範圍示意圖。 

 

圖 1-2  通盤檢討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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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一、緣起 

大里都市計畫係於民國 62 年發布實施，原都市計畫圖所示之地形地物

皆於民國 60 年代測繪，歷經 30 餘年實質環境變遷，致現況地形地物改變

甚大，為解決計畫底圖老舊、精度低之問題，及經 30餘年來都市發展與都

市建設結果所造成的圖地不符、計畫與實際執行之偏差問題，故大里區公

所遂於民國 95 年底委託辦理全面性的地形重測及計畫圖重製展繪作業。 

該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主要係更新民國 62 年 11 月發布實施之原三

千分之一都市計畫圖，配合本次辦理第四次通盤檢討，將前述之地形重測

圖及都市計畫樁位檢測成果整合成一體，展繪製作比例尺一千分之一新都

市計畫圖及數值地形圖檔，作為本次檢討作業之基本圖。 

二、重製展繪依據 

（一）新測比例尺一千分之一數值化地形圖（國際橫梅氏二度分帶投影

座標系統）。 

（二）比例尺三千分之一之現行都市計畫圖。 

（三）大里地政事務所提供之數值化及數化地籍圖檔。 

（四）大里區公所提供之「大里一期都市計畫樁位（地籍座標系統）」

及「大里二期都市計畫樁位（TWD67座標系統）」。 

三、重製疑義處理 

為處理本次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所產生之諸多疑義，大里區公所於民

國 97 年 3月至 97 年 4月間邀集相關單位召開 4次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

商會，就原計畫線、執行線及現況等加以比對校核，針對各項疑義問題處

理原則作成決議（詳附錄一），俟後並依決議內容展繪完成都市計畫重製

圖，且配合大里都市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擬定機關於 97 年 9月 23

日以里市工字第 0970026866號函公告辦理新、舊都市計畫圖及通盤檢討範

圍，並徵求人民團體意見（公告期間自 97 年 9月 23日至 97 年 10月 22日

止，計 30天），以作為後續進行通盤檢討之基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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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都市計畫圖重製前後面積差異說明 

（一）計畫面積差異情形 

重製後各項分區及用地面積係由一千分之一都市計畫重製圖量測，

而各項分區及用地面積在重製前後略有差異，在各項分區及用地範圍未

進行調整變更情況下，探究其面積產生差異性之原因為測量圖面之精確

度，由於民國 62 年發布實施之圖面係採平板測量人工測繪方式，當時測

量儀器精度較差，且以人工進行面積量取，加以歷次都市計畫變更基本

圖面之圖紙伸縮等因素，均為造成計畫圖重製前後面積差異之主因。 

（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調整 

配合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將比例尺由三千分之一變更為一千分之

一，且透過全面數值化地形測量作業，使得計畫圖的精度提昇。因此根

據前述作業完成之比例尺一千分之一都市計畫重製成果基本圖為準，量

測各項土地使用計畫面積並藉以修正現行比例尺三千分之一計畫面積之

差異，以做為本次通盤檢討及日後都市計畫執行之依據。 

表 1-1為都市計畫圖重製前後各項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表 1-2

為重製前後各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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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都市計畫圖重製前後各項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項    目 
原計畫面積 

（公頃） 

重製後計畫面積 

（公頃）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 宅 區 309.40 314.81 

商 業 區 20.42 20.42 

工 業 區 48.32 49.70 

農 會 專 用 區 0.60 0.58 

天 線 鐵 塔 專 用 區 0.02 0.02 

小 計 378.76 385.53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 關 用 地 2.39 2.48 

學 校 用 地 33.43 33.11 

市 場 用 地 1.59 1.67 

公 園 用 地 16.96 16.43 

公 園 兼 體 育 場 用 地 6.59 6.31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 地
7.65 8.11 

綠 地 用 地 3.93 2.16 

廣 場 用 地 1.74 1.08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0.14 0.14 

停 車 場 用 地 2.60 2.61 

加 油 站 用 地 0.32 0.31 

溝 渠 用 地 8.42 6.04 

電 路 鐵 塔 用 地 0.01 0.01 

人 行 廣 場 用 地 ( 註 2 ) 1.60 1.51 

道 路 兼 堤 防 用 地 ( 註 3 ) 8.09 6.74 

道 路 用 地 111.36 109.38 

小 計 206.82 198.09 

合    計 585.58 583.62 
註：1.表內所列現行計畫面積係依據「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書（大里市公所，民國 91 年 1月）及彙整本計畫書中表 2-2所列歷次個案

變更計畫書所載之各項用地面積為準；重製後計畫面積係由重製後 1/1000
都市計畫重製圖量取。 

2.該「人行廣場用地」於前次通盤檢討時係規劃為道路廣場用地，惟經查本計

畫於擬定時即於商業區內將其規劃為人行廣場用地，故依規劃原意旨，於

本次檢討予以更正之。 
3.「道路兼堤防用地」經查係於80年8月24日第二次通盤檢討時，變更部分工

業區、住宅區及農業區等為道路兼堤防用地以配合外環道路之劃設，惟於

第三次通盤檢討時漏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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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重製前後各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對照表 

項目及編號 
原計畫面積 

(公頃) 

重製後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 備註 

機 

關 

用 

地 

機 一 0.27 0.28 20M-142南側、15M-11 北側 台電大里服務所 

機 二 0.13 0.13 20M-2西側、20M-1 北側 稅捐處 

機 三 0.44 0.43 15M-6 北側、20M-2東側 省農會 

機 五 0.71 0.76 文小四南側 
大里區公所、市

代會、圖書館 

機 六 0.10 0.11 15M-10東側 消防隊 

機 七 0.41 0.40 公兒十西側、20M-2東側 
兒童青少年福利

服務中心 

機 八 0.33 0.37 12M-131東側、40M-3西側 警察局、消防隊

小 計 2.39 2.48   

國 

小 

用 

地 

文 小 一 2.48 2.47 20M-1南側 崇光國小 

文 小 二 2.00 2.04 20M-1東側、15M-6 北側 內新國小 

文 小 三 2.26 2.36 20M-1 北側、10M-72南側 益民國小 

文 小 四 2.79 2.78 機五北側 大里國小 

文 小 五 1.79 1.93 停五東側 大元國小 

文 小 六 2.11 2.10 20M-130東側 永隆國小 

小 計 13.43 13.68   

國 

中 

用 

地 

文 中 一 3.69 2.95 公二北側 光榮國中 

文 中 二 5.51 5.60 10M-129南側 大里國中 

文 中 三 2.76 2.71 12M-132南側、12M-133 北側 爽文國中 

小 計 11.96 11.26   

高 

中 

職 

用 

地 

文 高 一 3.00 3.20 20M-5南側、20M-1西側 大里高中 

大明中學 2.77 2.75 旱溪南側、公兒七西側  

立人高中 2.27 2.22 20M-1南側、20M-2東側  

小 計 8.04 8.17   

市 

場 

用 

地 

市 一 0.29 0.30 停一西側 內新黃昏市場 

市 二 0.23 0.24 停二南側  

市 三 0.18 0.17 10M-141東側、文小三西側 大里區公有市場

市 四 0.20 0.22 停四西側 民有市場 

市 五 0.24 0.25 停八北側  

市 六 0.27 0.30 停六南側  

市 七 0.18 0.19 廣二北側、公七西側 德芳興市場 

小 計 1.59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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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重製前後各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對照表（續 1） 

項目及編號 
原計畫面積 

(公頃) 

重製後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 備註 

公 

園 

用 

地 

公 一 5.24 5.24 公園兼體育場西側  

公 二 1.01 1.13 文中一南側 大里公園 

公 三 2.83 2.64 公四西側  

公 四 1.08 1.07 30M-136東側  

公 五 2.29 1.83 旱溪南側、40M-3西側 國光公園 

公 六 2.40 2.44 25M-129西側、8M-149南側 環河公園 

公 七 1.43 1.50 市七、廣二東側 環保公園 

公 八 0.33 0.31 40M-143南側、15M-9西側 進士公園 

公 九 0.36 0.28 旱溪南側、40M-3東側 國興公園 

小 計 16.97 16.43   

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6.59 6.31 40M-3東側、10M-142 北側 大里運動公園 

鄰 

里 

公 

園 

兼 

兒 

童 

遊 

樂 

場 

用 

地 

公 兒 一 0.42 0.46 40M-143東側、10M-142 北側 德芳兒童公園 

公 兒 二 0.30 0.30 15M-7東側、12M-216南側 大新兒童公園 

公 兒 三 0.31 0.43 12M-131西側、20M-4 北側 大明兒童公園 

公 兒 四 0.30 0.27 25M-129西側、12M-132 北側 永明兒童公園 

公 兒 五 0.20 0.20 25M-129西側、12M-133 北側 爽文兒童公園 

公 兒 六 0.84 0.90 20M-2南側、30M-136 北側  

公 兒 七 0.25 0.27 旱溪南側、8M-57東側  

公 兒 八 0.31 0.33 文小二北側  

公 兒 九 0.19 0.16 文中一北側、10M-65南側  

公 兒 十 0.43 0.44 8M-26南側、廣三西側  

公兒十一 0.11 0.10 8M-80南側  

公兒十二 0.26 0.26 8M-89 北側  

公兒十三 0.23 0.28 立人高中北側 新忠公園 

公兒十四 0.27 0.30 文小四東側  

公兒十五 0.28 0.24 15M-9 北側  

公兒十六 0.40 0.41 20M-1西側 日新社區公園 

公兒十七 0.18 0.21 8M-50南側、8M-49東側  

公兒十八 0.26 0.26 文小一南側 東明公園 

公兒十九 0.80 0.83 計畫區北側  

公兒二十 0.57 0.75 旱溪南側  

公 兒 廿 一 0.74 0.71 旱溪北側  

小 計 7.65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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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重製前後各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對照表（續完） 

項目及編號 
原計畫面積 

(公頃) 

重製後計畫面積

(公頃) 
位置 備註 

綠 

地 

綠 一 2.32 0.27 20M-2及 40M-3交叉口  

綠 二 0.23 0.19 30M-136南側  

綠 三 0.85 0.85 25M-137南側  

綠 四 0.53 0.51 文中二東側  

綠 地 -- 0.36 公二南側  

小 計 3.93 2.16   

廣 

場 

用 

地 

廣 二 0.16 0.15 市七南側  

廣 四 0.07 0.06 15M-41南側、10M-141東側  

廣 五 0.24 0.26 大明中學北側臨 136號道路  

廣 六 0.32 0.30 公三西側  

廣 七 0.43 0.31 日新橋西側  

小 計 1.22 1.08   

人 行 廣 場 用 地 1.60 1.51 
中興路以東之東榮路南、北兩側

商業區街廓內，及市四南側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14 0.14 文小五西側  

停 

車 

場 

用 

地 

停 一 0.26 0.26 市一東側  

停 二 0.15 0.14 市二北側  

停 三 0.14 0.13 市三北側  

停 四 0.13 0.13 公一西側  

停 六 0.59 0.58 市六北側  

停 七 0.55 0.56 公兒一南側  

停 八 0.50 0.51 40M-143（德芳路）北側  

停 九 0.18 0.20 公兒六北側  

停 十 0.10 0.10 公九南側  

小 計 2.60 2.61   

加 

油 

站 

用 

地 

油 一 0.09 0.09 20M-2西側  

油 二 0.12 0.11 40M-3東側  

油 三 0.11 0.11 40M-3西側  

小 計 0.32 0.31   

溝 渠 用 地 8.42 6.04 
立人高中東側之中興排水及計畫

區北側之旱溪廢河道 
 

電 路 鐵 塔 用 地 0.01 0.01 油二西側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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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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相關計畫及現行都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上位計畫及相關計畫 

一、「擬定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民國 102 年 11月） 

民國 99 年 12月 25日起，我國地方行政版圖呈現「5 都與 17縣市」的

新格局，而臺中市合併後成為一個人口超過 260 萬人，土地面積

221,489.68 公頃的大都會。空間結構以「山．海．屯．都」的思維作為臺

中市成長的火車頭，從整體區域發展的角度重新定位並規劃空間架構與發

展總量。未來發展願景為「臺灣之心」，對內定位為「文化生活與產業中

樞」，對外定位為「亞太新門戶」。以下則針對大里（太平、霧峰）之主

要規劃內容如下： 

（一）發展定位及方向 

1.發展定位：宜居城鎮、都會生活複核心 

2.主要發展原則與方向： 

（1）生活：完善地方基盤建設、區域防洪功能與大眾運輸系統。 

（2）生產：進行工業區更新檢討，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加速軟

體園區開發。 

（3）生態：透過回饋與管制機制，增加都市綠覆與保水面積，特定

農業區之農業用地轉用應以嚴格管制為原則，落實農業用地管

制政策。 

（二）城鄉發展優先順序 

1.配合未登記工廠輔導合法化之政策推動，優先輔導大里、太平等地區

之未登記工廠合法化。 

2.透過爭取重大建設、評估設置產業園區之可行性，吸引人口進駐，增

加新開發地區（擴大大里、太平新光等）之居住需求，以需求帶動地

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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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發展策略 

專案檢討都市計畫工業區與毗鄰土地及其他尚未開發、開闢率低或

工業區內建築物比率偏低之工業區等，未來整體開發之可行性。 

二、台中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修訂）（民國 92 年 4月） 

（一）臺中都會區角色定位及城鄉架構發展目標 

根據中地理論中有關地區層級功能與空間之關係，針對臺中都會區

之城鄉架構進行分析，其中各層級鄉鎮之依存關係以臺中市為最主要之

核心，臺中市因屬於都會核心，所以其在各種商業服務層級屬於最高層

級，其服務範圍也是最廣。隨著臺中都會區的發展逐漸成熟，未來城鄉

架構將產生以下之重大變革： 

1.臺中都會核心（原臺中市中區之商業中心）逐漸西移，將與發展後的

新興商業中心（西屯區）形成雙核心的都會模式。 

2.原已發展初具規模之豐原核心，受中科設置後之人口吸引效果，將往

西南邊的大雅擴張。 

3.臺中港特定區則因兩岸經貿之發展，擴張成為臺中縣之新興核心，並

隨臺中港特定區及其市鎮中心之再發展及交通建設完成之後，將帶動

整體海線地區發展，成為臺中都會區新興之發展核心。 

4.原大里核心區受烏日轉運中心發展影響西移，成為大里與烏日共同發

展之核心區。 

5.因交通便利，主要核心負擔機能逐漸增強，層級也將提升為更高階的

地方發展核心區。因此，未來除了臺中市商業中心仍維持扮演臺中都

會的主要核心角色之外，豐原、臺中港特定區與烏日這三個地區，將

成為臺中都會區之【金三角】空間架構。 

圖 2-1為臺中縣城鄉空間發展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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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中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修訂） 

圖 2-1  臺中縣城鄉空間發展架構示意圖 

 

（二）臺中縣空間發展構想 

本計畫參考原有山、海、屯三分區的構想，並考量各鄉鎮市現有之

地理環境與產業、觀光、交通、文化等各項活動之發展，以及地區發展

「成長極」與永續發展「三生」的理念，在山海屯的分區架構下，將全

縣更細分為五個地區發展帶，以落實本計畫中總體及各部門計畫所解構

出『打造新世紀中部優質居住縣城』的發展願景。各分區所包含的範圍

及發展定位說明如下： 

1.科技商業核心發展帶 

範圍包括豐原、潭子、大雅、神岡等鄉鎮市。「科技商業」核心

發展帶乃以本縣政治商業核心—豐原市為發展中心，並整合未來中部

科學園區設置後周邊之發展地區，未來將負擔本縣政治及科技生產之

主要功能，成為本縣科技生產及商業政治之核心。 

2.藍色經貿轉運發展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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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包括清水、沙鹿、梧棲、大肚、龍井等鄉鎮市。藍色「經貿

轉運」發展帶則以臺中港特定區為未來發展重點核心，期藉由強化臺

中港特定區之建設，成為大臺中都會區之新興核心，並充分利用未來

兩岸三通之運輸發展契機，帶動本縣海線地區之經貿發展，成為本縣

經貿轉運中心。 

3.複合觀光休閒發展帶 

範圍包括大甲、后里、外埔、大安等鄉鎮市。複合「觀光休閒」

發展帶擁有海洋文化、人文宗教、地方產業、休閒遊憩…等多元化之

觀光資源，未來期望加強各類觀光資源之整合並加強地方基礎建設，

成為本縣發展複合觀光休閒之主要重鎮。 

4.綠色生態觀光發展帶 

範圍包括東勢、新社、石岡、和平等鄉鎮市。綠色「生態觀光」

發展帶則為本縣靠山地區，地質較為敏感較不適宜進行大規模之開發

行為，因此配合其擁有之豐富綠色生態觀光資源，以及品質優良的農

產品生產，未來以強調生態觀光為主，發展成為大臺中都會周邊之綠

色生態休閒觀光基地。 

5.都會衛星優質居住發展帶 

範圍包括大里、太平、烏日、霧峰等鄉鎮市。「都會衛星」優質

居住發展帶鄰近臺中市，擁有與臺中都會較佳聯繫性之交通區位人口

成長迅速，未來將強化地區基礎建設，使其成為大臺中都會地區具有

優質居住功能之衛星城鎮。 

圖 2-2 為臺中縣分區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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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中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修訂） 

圖 2-2  臺中縣分區發展構想示意圖 

（三）大里都市發展構想 

1.加強聯外道路之服務品質，改善市區交通狀況 

‧國光路與大明路口加強尖峰時刻號誌管制。 

‧建議拓寬南門橋。 

‧拓寬中興路。 

2.主要商圈及花市應加速闢建停車場 

中興路沿線及國光花市因人潮眾多，加上周邊地區未提供充足停

車位，造成鄰近地區嚴重停車問題，因此將位於國光花市後方之德芳

南路闢建停車場，並規劃路邊停車位，另外於假日規劃接駁公車，降

低假日龐大車流。 

3.加強都市計畫區停車場設置，解決停車問題 

短期內，優先針對尚未開闢停車場之大里（草湖地區）都市計畫

區及大里都市計畫區進行停車場開闢計畫，並考慮以公辦民營的方式

經營；中長期，重新調查各主要街區停車位之需求，指定各重點街區

列為停車改善地區，獎勵民眾興設停車空間，並加強取締違規停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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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善各重點街區違規停車問題。而停車場設置宜採立體化或公共設

施多目標發展方式，以提高土地使用強度。 

4.加速雨、污水下水道及共同管道之開發與建設 

目前大里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業已規劃完成，宜於第一期工程施

工前加速本地區共同管道維生系統的規劃，期使未來污水下水道、共

同管道能整合。至於雨水下水道仍應依既有施工進度建設以擺脫淹水

之苦。 

5.大里溪高灘地整治綠美化工程 

大里溪高灘地面積廣達53公頃，擬於此地利用生態工法，在兼顧

河堤安全與生態美質下設立一座包含運動、自行車、親水設施及植栽

草地等設施之河濱運動公園。 

6.涼傘綠園道林園綠帶生態景觀綠美化計畫 

針對本市涼傘樹段163號閒置縣有土地實施植栽綠化，以增加綠覆

率，提供大里、霧峰、太平及臺中市居民一處完善之休憩空間，並建

設休憩景觀設施，以建立完善綠園道系統。 

7.設置大里藝文廣場 

建議由原來大里運動公園體育館用地改為興建大里藝文廣場，定

期舉辦藝文展覽與演講，透過各項藝文活動之交流與舉辦，提升大里

藝術文化水準。 

三、臺中縣景觀綱要計畫（民國 95 年 6月） 

該計畫係以臺中縣山海屯的環境性格為對象，強調景觀基本論述的建

構與臺中縣整體景觀願景的描繪，希冀為台灣城鄉景觀的發展，建立深厚

的基礎。其欲達成的目標如下： 

1.評估縣內最具發展潛力與亟需維護保育之景觀資源。  

2.建構環境資源系統，以重點景觀計畫與景觀改善計畫為實施工具，創

造高品質的城鄉環境。  

3.制訂景觀綱要計畫，作為後續擬定重點景觀計畫、景觀改善計畫之準

則規範，以及推動景觀保育、管理、維護之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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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擬景觀綱要計畫推動之執行機制。 

 
資料來源：臺中縣景觀綱要計畫 

圖 2-3  五大發展分區示意圖 

該綱要計畫並將臺中縣依景觀特性與功能特性劃分為五大發展分區，

包括：1.北部丘陵區（科技商業核心發展帶）2.西部濱海區（藍色經貿轉運

發展帶）3.西北河口區（複合觀光休閒發展帶）4.東部山域區（綠色生態觀

光發展帶）5.南部盆地區（都會衛星優質居住發展帶）等。大里市係位於

南部盆地區範圍，為重要的都會衛星居住地帶，雖非位處於臺中縣的地理

核心位置，不過對於臺中都會區發展而言，該區具備各自接收臺中市所無

法容納之發展潛力，其發展特性如下（五大發展分區詳如圖 2-3所示）。 

1.地貌景觀特性 

該區為大臺中人口聚集地區之一、人口稠密、都市紋理及天際線

變化豐富，且具備多樣的建築形式，屬都市發展密度較高地區。 

2.功能特性 

依據發展背景與現況之特殊性，未來則具備「優質居住發展軸」

、「休閒生活發展軸」、「交通運輸中心」、「工業製造副中心及零

組件供應中心」之地區功能。 

3.景觀發展類型 

「河川、山岳等自然生態景觀」、「地方文化特色空間」、「公

園綠地系統」及「城鄉公共生活空間」之景觀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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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為上位計畫彙整一覽表。 

表 2-1  上位計畫彙整一覽表 

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對大里都市計畫指導性 

「擬定臺中市區域

計畫」（草案） 

【臺中市政府，民

國 102 年 11月】 

‧臺中市縣市合併後成為一個人口超過 260 萬

人，土地面積 221,489.68 公頃的大都會。空

間結構以「山．海．屯．都」的思維作為臺

中市成長的火車頭，未來發展願景為「臺灣

之心」，對內定位為「文化生活與產業中樞

」，對外定位為「亞太新門戶」。 

‧發展定位：宜居城鎮、都會生活複

核心。 

‧主要發展原則與方向： 
－生活：完善地方基盤建設、區域

防洪功能與大眾運輸系統。 
－生產：進行工業區更新檢討，輔

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加速軟

體園區開發。 
－生態：透過回饋與管制機制，增

加都市綠覆與保水面積，特定

農業區之農業用地轉用應以嚴

格管制為原則，落實農業用地

管制政策。 

台中縣綜合發展計

畫（第一次修訂） 

【臺中縣政府，民

國 92 年 4月】 

‧因應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高鐵烏日站、臺中

港特定區再開發、國道 3 號等重大建設，未

來對土地使用型態將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

須兼顧效率性、永續性、公平性等多項基本

原則下，修正引導未來各種土地使用發展的

策略與主要構想計畫。配合新世紀發展的特

殊需要，並與相關部門計畫共構以營塑出具

特色的「永續發展，創造臺中縣新家園」土

地使用總目標。 

‧除了依據地區特色分別提出「1 環線、金 3

角、3 軸線」之整體發展構想，依地區土地

資源特性與使用需求，研擬多項配套之城鄉

土地再發展計畫，以進一步落實到臺中縣整

體土地發展。 

‧依臺中縣綜合發展計畫，大里區

為臺中市之衛星市鎮，與臺中市

的發展息息相關；大里區應以商

業發展為輔，提供充足之居住用

地。 

‧於都市發展的角色方面，該計畫

指出大里區於臺中縣之雙軸多核

心發展模式中，係屬西北－東南

軸上的發展市鎮，應提高其獨立

性，成為中部區域多核心發展的

一部份。 

臺中縣景觀綱要計

畫 

【臺中縣政府，民

國 95 年】 

‧主要針對本縣重點景觀區與相關執行機制等

必要性景觀計畫提擬外，更作為未來研擬執

行重點景觀計畫和景觀改善計畫之依循，主

要內容包含：評估臺中縣最具發展潛力與亟

需積極保育、維護之景觀資源、研擬景觀綱

要計畫、研提景觀綱要計畫推動與審查之執

行機制等。 

‧臺中縣景觀綱要計畫中之大里城

鄉定位：1.優質都會生活軸（三軸

線）軸線首城 2.工業衛星生活中

心（四中心）、3.「都會衛星」優

質居住發展帶（五區塊）。 

‧重點景觀區：大里老街地區、大

里溪藍帶景觀資源、頭汴坑溪藍

帶景觀資源。 

‧景觀軸：台 63線田園景觀軸。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四、周邊相關重大公共與交通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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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區周邊相關重大公共與交通建設計畫之彙整與分析如表 2-2 及

圖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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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相關重大公共與交通建設計畫彙整一覽表 

類別 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與計畫區關連分析 

都 

市 

發 

展 

擴大大里都市計

畫 

【大里市公所，

民國 99 年】 

‧該案主要係配合大里溪流域整治工程用地，及新闢臺中

市五權南路延伸經大里至台 14 號省道之道路用地（即台

63 線中投公路大里段）等工程用地原則以區段徵收的方

式取得，故大里市公所乃於民國 82 年 8月間向臺中縣政

府提出擴大都市計畫之申請，後經行政院核定民國 83 年

6月 23日台 83內字第 23932號函原則同意辦理擴大都市

計畫。 

‧為符合行政院函同意辦理擴大都市計畫之意旨，內政部

第 628 次會議決議，針對大里溪範圍內尚未取得之私有

地，研提最適開發規模，其餘地區則依循內政部於民國

92 年 6月 10日第 561次會議決議，保留劃設為農業區。

後續內政部於民國 98 年 2月 24日第 701次會議審決通

過 398.98 公頃都市發展用地，其餘原擬劃設為農業區部

分，因考量尚無立即發展需要，請臺中縣政府視後續大

里市都市發展實際需要，另案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

，免再依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執行要點

規定申請擴大都市計畫。 

‧目前已完成細部計畫擬定作業，市府刻正積極推動區段

徵收相關作業。 

‧取得大里溪治理計畫所需

工程用地，解決長期以來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

。 

‧提供完善的公共設施並建

構具效率的交通路網，透

過整體開發及土地使用管

制手段，型塑都市核心地

區整體景觀意象。 

‧以區域及生活圈發展的視

野，引導大里區有次序、

有效率地發展為一以居住

功能為主、工商發展為輔

之都會區衛星市鎮，兼顧

周邊鄉鎮之整體共榮發展

。 

太平市新光地區

區段徵收計畫 

【臺中縣政府，

民國 98 年】 

‧區段徵收範圍廣達 210.70 公頃，主要將轄內北側低密度

使用地區及東側原河川警戒線內之農牧用地，一併納入

都市計畫範圍內規劃，並結合大里溪整治後沿線受保護

之土地及大坑溪截流改道所產生之河川新生地，整體開

發成為居住功能為主，商業活動為輔之新社區，提供適

切之公共設施及建立完善之交通網路，有效開發利用土

地資源。 

‧該計畫完成後，可和中

市九期重劃區相結合，

最直接受益的是兩地交

通可銜接，徹底解決道

路中斷行不得的困擾，

而區內公共設施完善，

交通又便捷，未來可與

鄰近之大里區共同發展

成為臺中市外圍的衛星

市鎮。 

交 

通 

建 

設 

台灣西部高速鐵

路建設計畫 

【交通部高速鐵

路工程局，民國

91 年】 

‧西部走廊之中山高速公路、台鐵西部幹線與各重要省道

均已呈現飽和，城際間運輸水準日益惡化，國道 3 號所

增加之公路運輸能量，仍無法因應西元 2020 年的運輸需

求。 

‧為解決上述困境，並達成降低空間阻礙、提升經濟社會

活動、調整人口、產業、都市的空間分佈、促進區域發

展等要素而興建高速鐵路。 

‧未來於臺中生活圈四號道

路或捷運系統興建完成，

大里區可藉臺中生活圈四

號道路，或生活圈三號道

路連接捷運綠線，快速到

達高鐵烏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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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與計畫區關連分析 

交 

通 

建 

設 

臺中生活圈道路

交通系統建設計

畫(第二次修訂)  

【營建署，民國

98 年】 

‧生活圈四號道路為臺中生活圈道路系統建置計畫中的一

部分，其路線自臺中生活圈 2號線潭子鄉路段起，往東跨

越臺 3線及縱貫鐵路，再轉南銜接臺中生活圈 4號線道路

，並將 4號線高架提昇為快速道路，往南經臺中市北屯區

、東區及臺中縣太平、大里至大衛橋處，4 號線平面道路

繼續向西南延伸至臺 63 線中投公路；另大里聯絡道自 4

號線大衛橋附近往南延伸跨越大里溪及草湖溪至國道 3號

霧峰交流道止，全長約 23.4 公里，全線已完工通車。沿

線經過潭子、臺中市、太平、大里、霧峰等。 

‧生活圈 4 號線道路目前已開闢至省道臺 1 線，西延段係

接續生活圈 4 號線，沿烏溪向西至臺中港區，設計速率

80 km/h。未來可結合國道 3 號、省道臺 61 線等道路，構

建大臺中山海屯交通網路，形成臺中生活圈完整外環道

路系統。 

‧生活圈四號道路的建設完

成，已大幅提升潭子、大

坑、太平、大里、霧峰等

地區之可及性，提高臺中

都會區東側南北向運輸功

能，帶動臺中都會區整體

運輸發展。 

‧強化大里、太平、潭子工

業區與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之聯繫，形成中部地區產

業群聚空間效益。 

臺中都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路網檢

討規劃 

【台北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民國

98 年】 

‧原民國 87 年完成之「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細部規劃

」中建議民國 110 年臺中都會區捷運路網將由紅、藍、

綠三條路線組成，共計 69.3 公里，其中大里市為紅線經

過，設有 R13、R14、R15、R16四站。 

‧經 90 年辦理優先路線綜合規劃檢討後，建議以綠線連接

北屯區、臺中市副都心及高鐵臺中站之路段優先興建，

此路段於 93 年 11 月正名為「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烏日文心北屯線」計畫，並於 97 年開始辦理細部設計作

業，而紅、藍線及延伸路線則建議後續分期推動。 

‧該計畫建議後續整體路網發展策略係先勾勒出臺中都會

區兼顧各縣市發展的長程「路網願景構想」，再由願景

路網篩選出近程內具興建效益的「核心路網」範圍，最

後考量核心路網範圍內經濟、財務效益及經費負擔等因

素做為各路線分期推動的依據。其檢討分析後之願景路

網之各路線包括藍線、橘線、綠線、中部國際機場延伸

路線及北屯、太平、大里環線（依據原臺中縣政府及公

聽會民眾建議路線），其中行經大里路線為『橘線』。 

‧捷運建設完成後，可強化

大里區與臺中市核心發展

區之連結功能，通勤至臺

中市中心不必再選擇藉由

平面道路，可確實減輕聯

外道路負擔。 

‧地價及房價相對臺中市核

心發展區較便宜，可吸引

難以負擔高房價的民眾至

大里區置產定居。 

臺中都會區鐵路

高架捷運化計畫 

【交通部鐵路改

建工程局，辦理

中】 

‧除解決鐵路平面化所帶的交通瓶頸與危險外，臺中火車

後站地區的發展也不再受鐵道所限，產生再發展的契機

。 

‧將站後商圈、干城地區向

南延伸，與大里地區的商

業結合，活絡臺中都會區

南端的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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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與計畫區關連分析 

水 

利 

建 

設 

臺中地區旱溪排

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規劃 

【經濟部水利署

水利規劃試驗所

，民國 95 年】 

‧該計畫係以中央管轄之旱溪排水全長 9,230公尺為整治規

劃範圍，排水路位於臺中市南郊，自上游臺中市東區南

端與大里市交界起，流經大里市北部及臺中市南區邊界

，中游段大都在大里市境內，下游段則穿越烏日鄉匯入

大里溪，計跨越臺中市及臺中縣大里市、烏日鄉等行政

區，其集水區域面積約 68 平方公里，涵蓋豐原市、潭子

鄉、臺中市、大里市及烏日鄉等行政區。 

‧位於本計畫區之旱溪河段為中投公路橋上游至六順路間

，其中中投公路橋至國光橋段，總工程費（含工程建造

費用及用地費）約 9 億元，土地取得方式為協議價購及

一般徵收，目前已完成國光橋至積善橋段；另國光橋至

六順路段，行政院並未核定實施期程，總工程費（含工

程建造費用及用地費）約 8 億元，土地取得方式同前述

。 

‧位於國光橋至積善橋環境營造工程已於 100 年 6 月動工

，目前已完工，治理長度 833 公尺，區分為生態淨化區

、水岸休閒區及滯洪保護區，工程設施包括滯洪公園、

自行車道、休憩平台活動廣場、人工濕地等。 

‧該計畫實施後，河道沿岸

原受管制使用之土地，得

以開發利用，提高排水路

周邊土地合理有效利用。

‧可提升堤防、護岸等水利

設施的視覺效果，減緩緊

鄰水路之計畫道路壓迫感

，營造兼具休閒、遊憩及

綠美化優質排水環境，對

附近居民生活品質提升有

相當助益。 

臺中縣大里市污

水下水道系統第

一期實施計畫 

【臺中縣政府，

民國 93 年】 

‧第一期實施計畫自民國 96 年起至民國 101 年止。第一期

工程實施範圍為大里都市計畫區為主，主要辦理污水處

理廠用地取得、設計及第一期施工，並完成大里都市計

畫區內枝幹管、分支管、巷道連接管及用戶接管建設。 

‧大里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實施計畫面積達 1243.66公頃，包

括總長約 30 公里之污水管線及污水人孔，及規模

43,674CMD 之污水處理廠一座，總工程費（含土地取得

費用）約 51.7億元。 

‧為因應日益嚴重之環境污

染及提高生活品質，特於

大里區辦理污水下水道系

統規劃工作，以期健全都

市發展。 

‧第一期實施計畫完工後，

預計提高全市之公共污水

下水道用戶接管率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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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行都市計畫概述 

一、發布實施經過 

大里都市計畫於民國 62 年 11月公布實施，民國 74 年 9月辦理第一次

通盤檢討，其後又於民國 80 年 8月及 91 年 1月分別辦理第二次通盤檢討

及第三次通盤檢討。自省府核定實施大里都市計畫以來，除進行三次通盤

檢討外，因應都市實際發展需求，另曾辦理多次個案變更。 

表 2-3為大里都市計畫歷次通盤檢討或個案變更一覽表。 

表 2-3  大里都市計畫歷次通盤檢討或個案變更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核准日期文號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一 核定大里都市計畫  
62.11.29 府 建 四 字 第

130233號 
62.11.30 

二 
核定變更大里鄉都市計畫（三）號道路及

「文四」部分案 

68.03.03府建四字第8980

號 
68.03.23府建城38030號 

三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74.08.29 74府建四字第

153711號 

74.09.10 74府建都字第

162822號 

四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80.08.16 80府建四字第

168913號 

80.08.24 80府工都字第

163038號 

五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電路鐵

塔用地）案 

81.12.07 81府建四字第

179084號 

81.12.22 81府工都字第

76093號 

六 
擬定大里都市計畫（部分「機四」機關用

地變更為住宅區）細部計畫案 
－ 

84.11.27 84府工都字第

287499號 

七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部分停車場兼廣場用

地為商業區、部分商業區為停車場兼廣場

用地及修正市地重劃範圍）案 

85.06.11 85府建四字第

60430號 

85.06.24 85府工都字第

144215號 

八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廣三」廣場用地為

機關用地）案 

85.12.18 85府建四字第

115709號 

85.12.26 85府工都字第

325505號 

九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90.12.27 台九十內營字第

9017982號 

91.01.10 府 建 城 字 第

09037351503號 

十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部分綠地（綠三）為

天線鐵塔專用區）案 

93.7.7 台 內 中 營 字 第

0930084951號 

93.07.21 府 建 城 字 第

0930183912-3號 

十一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部分公園用地（公三

）、部分綠地（綠三）為天線鐵塔專用區

及天線鐵塔專用區為綠地）案 

94.11.4 台 內 中 營 字 第

0940086910號 

94.11.21 府 建 城 字 第

09403118642號 

十二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道路用

地）案 
－ 

98.6.16 府 建 城 字 第

09801754983號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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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質計畫內容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年期 

1.計畫範圍 

以現有大里都市計畫區為通盤檢討範圍，計畫區北至旱溪與臺中

市相對，西抵爽文路附近，東南側以大里溪為界，行政區包括大里區

祥興大明、西榮、內新、長榮、國光、東興等里之全部，以及大里、

新里、東昇、日新、大元、中新、永隆等里之部分，計畫面積為585.58

公頃。 

2.計畫年期 

計畫年期為民國100年。 

（二）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人口為 110,000人，居住淨密度每公頃約為 328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區面積現行計畫書所載為 585.58 公頃，經重新測量完成都市

計畫圖重製作業後，以一千分之一都市計畫重製圖量取之計畫面積為

583.62公頃，而各項使用分區及用地之計畫面積如下： 

1.住宅區 

計畫區內共劃設7個鄰里單元，面積計314.81公頃，佔計畫區總面

積53.94%。 

2.商業區 

於各鄰里單元內規劃鄰里性商業中心，商業區面積為20.42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3.50%。 

3.工業區 

工業區面積為49.70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8.52%。 

4.農會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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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專用區面積為0.58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0.10%。 

5.天線鐵塔專用區 

天線鐵塔專用區面積為0.02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0.00%。 

（四）公共設施計畫 

1.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7處，面積為2.48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0.42%。 

2.學校用地 

劃設高中（職）3處，面積合計8.17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1.40%

；國中用地3處，面積合計11.26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1.93%；國小

用地6處，面積合計13.6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2.34%。 

學校用地面積合計33.11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5.67%。 

3.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7處，面積合計1.67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0.29%。 

4.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9處，面積合計16.43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2.82%

。 

5.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劃設公園兼體育場用地1處，面積6.31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08%。 

6.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21處，面積合計8.11公頃，佔計畫

區總面積之1.39%。 

7.綠地 

劃設綠地5處，面積合計2.16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0.37%。 

8.廣場用地 



 

2-17 

劃設廣場用地5處，面積合計1.08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0.19%。 

9.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1處，面積0.14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02%。 

10.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9處，面積合計2.61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0.45%

。 

11.加油站用地 

劃設加油站用地3處，計畫面積為0.31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05%。 

12.溝渠用地 

劃設溝渠用地2處，面積計6.04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1.03%。 

13.電路鐵塔用地 

劃設電路鐵塔用地1處，面積為0.01公頃。 

14.人行廣場用地 

於商業區街廓內劃設人行廣場用地，面積計1.51公頃，佔計畫區總

面積之0.26%。該人行廣場用地於前次通盤檢討係規劃為道路廣場用地

，惟經查本計畫於擬定階段即配合商業區人行活動空間需求，將其規

劃為人行廣場用地。故現行計畫之道路廣場用地名稱應屬誤植，因此

本次檢討即配合原規劃意旨，將其用地名稱予以更正之。 

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均得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

標使用方案」之規定作多目標使用。 

表 2-4為現行大里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圖 2-5為現行大里

都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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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現行大里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項目 面積（公頃） 
佔計畫區面積 
比例（%）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 宅 區 314.81（309.40） 53.94 

商 業 區 20.42（20.42） 3.50 

工 業 區 49.70（48.32） 8.52 

農 會 專 用 區 0.58（0.60） 0.10 

天 線 鐵 塔 專 用 區 0.02（0.02） 0.00 

小 計 385.53（378.76） 66.06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 關 用 地 2.48（2.39） 0.42 

學 校 用 地 33.11（33.43） 5.67 

市 場 用 地 1.67（1.59） 0.29 

公 園 用 地 16.43（16.96） 2.82 

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6.31（6.59） 1.08 

鄰 里 公 園 兼 兒 童

遊 樂 場 用 地
8.11（7.65） 1.39 

綠 地 用 地 2.16（3.93） 0.37 

廣 場 用 地 1.08（1.74） 0.19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14（0.14） 0.02 

停 車 場 用 地 2.61（2.60） 0.45 

加 油 站 用 地 0.31（0.32） 0.05 

溝 渠 用 地 6.04（8.42） 1.03 

電 路 鐵 塔 用 地 0.01（0.01） 0.00 

人行廣場用地 (註 2) 1.51（1.60） 0.26 

道路兼堤防用地(註 3) 6.74（8.09） 1.15 

道 路 用 地 109.38（111.36） 18.75 

小 計 198.09（206.82） 33.94 

合    計 583.62（585.58） 100.00 

註：1.本表所列各項用地面積，係由重製後1/1000都市計畫重製圖量取，並作為本

次通盤檢討之依據；而括號數字係表依據「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書（大里市公所，民國90年9月）」，並彙整其後歷次個案變更計畫書

所載之各項用地面積。 
2.該「人行廣場用地」於前次通盤檢討時係規劃為道路廣場用地，惟經查本計

畫於擬定時即於商業區內將其規劃為人行廣場用地，故依規劃原意旨，於本

次檢討予以更正之。 
3.該「道路兼堤防用地」係於80年8月24日第二次通盤檢討時，變更部分工業區

、住宅區及農業區等為道路兼堤防用地以配合外環道路之劃設，惟於第三次

通盤檢討時漏植。 
4.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以實地地籍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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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現行大里都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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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系統計畫 

本計畫共劃設道路用地 109.38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8.74％；道

路兼堤防用地（元堤路）6.74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15％。 

1.聯外道路 

（1）三號道路（國光路）：即省道台 3 線，南北向貫穿本計畫區，

為中興新村與臺中市主要聯絡幹道，計畫寬度為 40米。 

（2）二號道路（中興路）：為計畫區另一條重要南北向道路，往北

接臺中市，往南通往霧峰區，與三號道路於計畫區南端大里橋

附近相接，計畫寬度為 20米。 

（3）一四三號道路（德芳路）：即生活圈三號道路，為計畫區內主

要東西向聯絡幹道，往西經中投公路（五權南路）與文心南路

銜接，計畫寬度為 40米。 

（4）一三六號道路：與臺中市大智路連接，計畫寬度為 30米。 

（5）一三七號道路：為旱溪北岸之園林道路，具延續臺中市南區通

往太平區之聯外道路功能，計畫寬度為 25米。 

2.主要道路 

（1）一號道路（益民路）：為計畫區北半部之主要東西向聯絡道路

，且為大里市區之環狀道路，計畫寬度 20米。 

（2）大里路：呈東北-西南走向穿過計畫區，往西經瓦瑤子通往烏日

區五張犁，計畫寬度為 15米。 

（3）一二九號道路（爽文路）：為計畫區內南北向聯絡道路，計畫

寬度為 25米。 

其餘次要道路功能主要為各鄰里單元以及商業中心與主要道路系統

間之銜接道路，劃設寬度為 15 米至 24 米。另於計畫區各鄰里單元內劃

設出入道路，計畫寬度為 8至 12米，與其他層級道路構成完整之交通路

網。 

表 2-5為大里都市計畫計畫道路編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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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大里都市計畫計畫道路編號表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公尺） 起  迄 備 註 
４０Ｍ－３ 2,891(2310) 旱溪—大里橋 省道台 3線 
４０Ｍ－８ 2411(-) 計畫界—計畫界 生活圈 4號道路 

４０Ｍ－１４３ 1,923(1,822) 計畫界—８號 生活圈 3號道路 
３０Ｍ－１３６ 1,058(1,020) 計畫界—計畫界  

３０Ｍ－１４２Ａ 478(-) ２號－３號  
２５Ｍ－４Ａ 449(700) 計畫界—３號  

２５Ｍ－１２９Ａ 2,150(2,076) １３７號—１２９Ｂ號  
２５Ｍ－１３７ 2,972(2,190) １２８號—計畫界  

２０Ｍ－１ 4,172(5,826) ２號—１３７號  
２０Ｍ－２ 3,233(3,180) 南門橋—３號  

２０Ｍ－４Ｂ 441(430) ３號—１號  
２０Ｍ－５ 1,590(1,560) 計畫界—２號  

２０Ｍ－１３０ 1,436(1,440) １３７號—１４３號  
２０Ｍ－１３５ 345(360) １２９號—３號  

２０Ｍ－１４２Ｂ 780(1,200) ２號—計畫界  
１５Ｍ－２２９ 63(53) １號—計畫界  

１５Ｍ－６ 698(750) ２號—８號  
１５Ｍ－７ 1,454(1,450) ９號—１號  
１５Ｍ－９ 623(772) １４３號—１０號  

１５Ｍ－１０ 666(670) １２９Ａ號—７號  
１５Ｍ－１１ 959(935) １０號—３號  
１５Ｍ－２３ 223(230) ２號—２４號  
１５Ｍ－２４ 624(620) ６號—２號  
１５Ｍ－４１ 1,450(1,926) １４１號—２號  

１５Ｍ－２１８ 432(496) ７號—２號  
１５Ｍ－２２９ 53(520) １號－計畫界  
１２Ｍ－２５ 388(385) ２號—１號  
１２Ｍ－４８ 584(600) ４１號—２號  
１２Ｍ－６１ 241(216) １３７號—１號  
１２Ｍ－６３ 1,304(1,300) １號—３號  
１２Ｍ－６６ 713(480) ３號—６３號  
１２Ｍ－７２ 619(680) ５號—２號  
１２Ｍ－９５ 957(958) ４號—６３號  

１２Ｍ－１００ 680(682) ９號—３號及７號  
１２Ｍ－１２３ 154(148) ２１８號—２１６號  
１２Ｍ－１２４ 487(480) ４１號—２１８號  
１２Ｍ－１２５ 541(540) １２８號—１３１號  
１２Ｍ－１２６ 417(500) １２９號—３號  
１２Ｍ－１２７ 360(360) １２９號—１３１號  
１２Ｍ－１２８ 225(230) ４號—１４９號  
１２Ｍ－１３１ 1,332(1,330) １４４號—１４３號  
１２Ｍ－１３２ 469(480) 計畫界—１３１號  
１２Ｍ－１３３ 515(525) 計畫界—１３１號  
１２Ｍ－２１４ 517(504) １４１號—１２４號  
１２Ｍ－２１６ 407(400) ２２１號—１２４號  
１２Ｍ－２２０ 52(40) １４１號－１４３號  
１２Ｍ－２２１ 458(450) ４１號－３號  
１２Ｍ－２２２ 104(100) ２１４號—４１號  
１２Ｍ－２２３ 154(145) ２１６號—２２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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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大里都市計畫計畫道路編號表（續 1）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公尺） 起  迄 備註 
１２Ｍ－２２５ 313(322) 計畫界—公三  
１２Ｍ－２２６ 226(-) ７號—２２１號  
１０Ｍ－１６ 634(642) ２號—６號  
１０Ｍ－２０ 84(-) １號—１６號  
１０Ｍ－５４ 354(350) ４８號－２號  
１０Ｍ－５８ 316(340) １號－２號  
１０Ｍ－６０ 215(216) ６１號－１號  
１０Ｍ－６８ 619(640) １號－５號  

１０Ｍ－１２９Ｂ 710(750) １２９Ａ號－１１號  
１０Ｍ－１３４ 702(665) １３３號—３號  
１０Ｍ－１４１ 1,113(1,500) ２２０號—２號  

８Ｍ－１２ 459(479) ２號—１４號  
８Ｍ－１３ 186(190) １２號—１４號  
８Ｍ－１４ 284(232) ２號—１號  
８Ｍ－１８ 168(170) １６號－６號  
８Ｍ－１９ 132(135) １８號－２０號  
８Ｍ－２０ 168(270) １６號—６號  
８Ｍ－２１ 125(130) １６號－６號  
８Ｍ－２２ 145(170) ６號－迴車道  
８Ｍ－２６ 151(150) ２４號－２２號  
８Ｍ－２７ 159(160) ２４號－２６號  
８Ｍ－２９ 38(55)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０ 34(58)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１ 35(55)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２ 34(55)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３ 35(60)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４ 36(60)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５ 80(85) ３６號－１號  
８Ｍ－３６ 133(155) ２５號－迴車道  
８Ｍ－３７ 120(135) ２４號－１號  
８Ｍ－３８ 196(-)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９ 96(-) １號－３８號  
８Ｍ－４２ 53(75) ４１號－迴車道  
８Ｍ－４３ 188(200) ４１號－迴車道  
８Ｍ－４４ 468(515) ４１號－迴車道  
８Ｍ－４５ 101(100) ４４號－４１號  
８Ｍ－４６ 231(225) ４１號－４１號  
８Ｍ－４９ 109(130) ４１號－迴車道  
８Ｍ－５０ 164(160) ４９號－４８號  
８Ｍ－５１ 105(100) ５０號－５２號  
８Ｍ－５２ 175(195) 迴車道－４８號  
８Ｍ－５３ 62(60) ４８號－５２號  
８Ｍ－５５ 104(110) ４８號－５０號  
８Ｍ－５６ 178(200) 迴車道－迴車道  
８Ｍ－５７ 670(155) ５８－迴車道  
８Ｍ－５９ 278(290) ６４號－５８號  
８Ｍ－６２ 219(222) １號－６６號  
８Ｍ－６４ 382(222) ６３號－２號  
８Ｍ－６５ 382(380) ６３號－６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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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大里都市計畫計畫道路編號表（續 2）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公尺） 起  迄 備註 
８Ｍ－６７ 134(138) ６５號－６８號  
８Ｍ－６９ 72(86) ５號－迴車道  
８Ｍ－７０ 217(212) ５號－７２號  
８Ｍ－７１ 263(68)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７３ 380(330) ７１號－７２號  
８Ｍ－７４ 153(165) ７２號－７０號  
８Ｍ－７５ 251(260) ７２號－７２號  
８Ｍ－７６ 174(180) ７２號－１號  
８Ｍ－７７ 112(132)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７８ 245(255) １號－１號  
８Ｍ－７９ 280(290) １號－１號  
８Ｍ－８０ 380(370) ４號－６１號  
８Ｍ－８１ 116(120) ８０號－４號  
８Ｍ－８２ 190(182) ４號－１號  
８Ｍ－８３ 736(742) ９５號－１號  
８Ｍ－８５ 296(260) 迴車道－８６號  
８Ｍ－８６ 370(260) ９５號－迴車道  
８Ｍ－８７ 157(152) ８６號－９５號  
８Ｍ－８８ 178(178) ８９號－９５號  
８Ｍ－８９ 211(212) ９５號－５號  
８Ｍ－９０ 116(105) ８３號－１號  
８Ｍ－９１ 196(203) １號－９５號  
８Ｍ－９２ 192(182) ９１號－１號  
８Ｍ－９３ 312(318) ９５號－９５號  
８Ｍ－９４ 303(305) ９５號－９５號  
８Ｍ－９６ 222(240) ６３號－６３號  
８Ｍ－９７ 358(356) １號－１號  
８Ｍ－９８ 933(230) ９號－７號  

８Ｍ－１０１ 71(90) １００號－迴車道  
８Ｍ－１０２ 155(162) ９８號－１０４號  
８Ｍ－１０３ 333(170) １００號－９８號  
８Ｍ－１０４ 470(480) １００號－１０５號  
８Ｍ－１０５ 411(430) １００號－９８號  
８Ｍ－１０６ 224(240) １０８號－９號  
８Ｍ－１０７ 67(85) １０８號－迴車道  
８Ｍ－１０８ 264(270) ９號－１０９號  
８Ｍ－１０９ 651(200) ９號－１１號  
８Ｍ－１１０ 322(320) １０號－１２９Ｂ號  
８Ｍ－１１１ 386(290) １０號－１１號  
８Ｍ－１１２ 147(150) １１１號－１１１號  
８Ｍ－１１３ 52(70) １１０號－迴車道  
８Ｍ－１１４ 78(80) ６５號－６４號  
８Ｍ－１３８ 75(75) ２號－臺中菸葉場  
８Ｍ－１４４ 307(310) １３０號－３號  
８Ｍ－１４５ 156(-) １４４號－４號  
８Ｍ－１４６ 415(420) １２９Ａ號－１４５號  
８Ｍ－１４７ 551(550) １２８號－１３１號  
８Ｍ－１４９ 200(200) １２８號—１２９Ａ號  
８Ｍ－１５２ 153(165) １２５號－１２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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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大里都市計畫計畫道路編號表（續完）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公尺） 起  迄 備註 
８Ｍ－１５３ 124(125) １２６號－１２７號  
８Ｍ－１５４ 149(160) １２７號－５號  
８Ｍ－１５５ 150(155) １２７號－５號  
８Ｍ－１５６ 132(130) １５５號－１３１號  
８Ｍ－１５７ 111(70) １６１號－１３２號  
８Ｍ－１５８ 146(140) ５號－１３２號  
８Ｍ－１５９ 148(155) １５８號－１３１號  
８Ｍ－１６０ 183(275) １３２號－１３３號  
８Ｍ－１６１ 147(-) １３２號－５號  
８Ｍ－１７０ 175(178) １３３號－１３４號  
８Ｍ－１７１ 234(236) １３３號－１３１號  
８Ｍ－１８６ 553(550) ６６號－６６號  
８Ｍ－２１７ 277(274) ７號－１２４號  
６Ｍ－１８８ 133(135) ６３號－６７號  
６Ｍ－１９７ 106(-) ６號－ ２３號  
４Ｍ－１４８ 68(72) １４７號－１２５號  
４Ｍ－１５１ 157(158) １２９Ａ號－１３０號  
４Ｍ－１７２ 84(88) １３４號－１７１號  
４Ｍ－１７３ 43(44) １４３號－９８號  
４Ｍ－１７４ 55(52) １４３號－９８號  
４Ｍ－１７５ 63(60) １４３號－９８號  
４Ｍ－１８０ 179(180) ５７號－５８號  
４Ｍ－１８１ 158(158) ５７號－２號  
４Ｍ－１８２ 61(60) １２號－公兒十六  
４Ｍ－１８５ 63(60) ８６號－８９號  
４Ｍ－１８９ 90(90) ９３號－９４號  
４Ｍ－１９０ 86(88) ９４號－６３號  
４Ｍ－１９３ 30(58) ７１號－１４１號  
４Ｍ－１９４ 116(112) ５號－７４號  
４Ｍ－１９８ 62(-) ５號－１８６號  
４Ｍ－１９９ 52(48) ２７號－公兒十  
４Ｍ－２００ 35(35) ２２號－公兒十  
４Ｍ－２０１ 66(60) 迴車道－２５號  
４Ｍ－２０２ 107(110)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３ 104(110)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４ 100(105)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５ 62(60) ２４號－３８號  
４Ｍ－２０６ 103(100)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７ 100(100)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８ 110(82)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９ 55(-) ２４號－３８號  
４Ｍ－２１０ 47(45) ４３號－住宅區  
４Ｍ－２１１ 115(115) ２號－４４號  
４Ｍ－２１２ 73(-) 迴車道－５１號  

註：1.本表所列道路計畫長度，係由重製後1/1000都市計畫重製圖量取，並作為本次通盤

檢討之依據；而括號數字係表依據「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書（

大里市公所，民國90年9月）」書所載之長度；而括號內為(-)係表現行計畫書內並

未載明其長度。 

2.表內道路長度僅供參考，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椿距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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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整體開發地區 

1.計畫內容概述 

本計畫規定應辦理整體開發地區共計2處，係於民國80年辦理第二

次通盤檢討指定整體開發範圍；後續於辦理第三次通盤檢討時，因配

合旱溪廢河道整治計畫，故將整體開發範圍內土地使用計畫內容酌予

調整，惟仍依循原核定計畫劃設之開發範圍。 

表2-6為大里都市計畫區附帶條件規定應辦理整體開發地區彙整表

，圖2-6為大里都市計畫區應辦理整體開發地區位置示意圖。 

表 2-6  大里都市計畫區附帶條件規定應辦理整體開發地區彙整表 

位置 
計畫內容 

附帶條件規定 備註 
項目 面積（公頃） 

計畫區北

側，南門

橋至日新

橋之旱溪

兩側地區 

住 宅 區 3.39 
1.需以區段徵收
方式開發，並

俟旱溪整治完

成後始得據以

執行。 
2.私有地配得住
宅區面積比例

以不超過 40％
為原則。 

3.需俟土地分配
完竣後始得發

照建築。 

1.無需另行擬定細部

計畫。 
2.目前尚未辦理開發

。 

溝 渠 用 地 3.75 

綠 地 用 地 1.04 

公 園 用 地 3.71 

廣 場 用 地 0.87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2.31 

停 車 場 用 地 0.20 

道 路 用 地 5.27 

面 積 合 計 20.54 

計畫區北

側河川區 

住 宅 區 2.74 

以市地重劃方式

開發。 

1.臨接 137 號道路之

住宅區（加「註」

部分）建築基地應

自道路境界線起退

縮六公尺指定牆面

線，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無需另行擬定細部

計畫。 
3.辦理開發中。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0.05 

溝 渠 用 地 0.89 

道 路 用 地 1.17 

面 積 合 計 4.85 

資料來源：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書（大里市公所，民國90年9月）。 



 

2-26 

 

 
圖 2-6  大里都市計畫區應辦理整體開發地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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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發情形 

（1）市地重劃區 

位於計畫區北側公兒二十北側旱溪排水及住宅區部分之市地重劃

整體開發區，業已由土地所有權人以自辦市地重劃方式，於96 年12 

月報請核定重劃範圍，定名為「台中市大里區國光自辦市地重劃區」

，另於97 年1 月完成重劃計畫書公告，並於同年4 月召開第一次會員

大會，目前正積極推動重劃業務之辦理。 

（2）區段徵收區 

位於計畫區北側南門橋至日新橋之旱溪排水兩側之區段徵收範圍

，迄今仍未辦理開發。究其因，主要係由於範圍內公共設施負擔比例

過高（約達開發面積83.5％）、旱溪排水整治計畫尚未推動，以及因

都市計畫區界重疊之議題有待釐清解決，故迄今遲遲無法辦理開發，

致範圍內土地大部分仍處低度利用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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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一點：本要點依都巿計畫法第三十二條及同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三十五

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點：住宅區 

住宅區內建築物之建蔽率及容積率不得超過左列規定： 

使用分區 建蔽率(％) 容積率(％) 

住宅區 六０ 

臨接十五公尺

計畫道路以下

臨接十五公尺計畫道路以

上（含十五公尺）計畫道

路以上縱深三十公尺以內 

一八０ 二四０ 

 第三點：商業區 

商業區內建築物之建蔽率及容積率不得超過左列規定： 

使用分區 建蔽率(％) 容積率(％) 

商業區 八０ 

臨接十五公尺

計畫道路以下

臨接十五公尺計畫道路以

上（含十五公尺）計畫道

路以上縱深三十公尺以內 

三二０ 四八０ 

第四點：乙種工業區及零星工業區 

乙種工業區及零星工業區之建築物建蔽率及容積率不得超過左列

規定： 

使用分區 建蔽率(％) 容積率(％) 

乙種工業區及

零星工業區 
七０ 二一０ 

第五點：機關用地 

機關用地建蔽率不得超過五０％，容積率不得超過二五０％，惟

一樓如全部開放作停車使用時，其容積率可提高為三００％。 

第六點：凡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街廓或符合左列各款規定，並依規定設置公

共開放空間者，得依第七點規定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 

1.基地有一面臨接寬度在八公尺以上之道路，其臨接長度在二十

五公尺以上或達週界總長度五分之一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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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地面積在商業區為一、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上在住宅區、機關

用地為一、五００平方公尺以上者。 

第七點：依第六點規定所得增加之樓地板面積（△FA）按左式核計，但

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百分之二十： 

△FA＝S×I 
A：基地面積 
S：開放空間有效面積 
I：鼓勵係數，依左列規定計畫 

1.商業區：I＝2.89 )/( AS －1.0 

2.住宅區、機關用地：I＝2.04 )/( AS －1.0 

前項所列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之定義與計算標準依內政部頒訂《

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勵辦法》之規定。 

第八點：依第六點規定設置公共開放空間之建築基地，其面臨道路為二十

公尺以上，且基地面積在商業區為一、五００平方公尺以上，在

住宅區、機關用地為二、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上者其所得增加地板

面積（△FA）得依第七點規定核算之增加樓地板面積乘以百分

之一百二十五。 

第九點：學校用地 

學校用地建蔽率不得超過五０％，容積率不得超過二五０％。 

第十點：市場用地 

零售市場建蔽率不得超過六０％，容積率不得超過二四０％，並

依《台灣省市場建築規格》有關規定辦理。 

第十一點：農會專用區 

農會專用區建蔽率不得超過四０％，容積率不得超過一八０％

，並限定為農會及相關設施使用。 

第十二點：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第十三點：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及其他

有關法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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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自然環境 

本計畫區位於大里區北側，原臺中縣市交界處，因緊臨臺中市區，目

前發展已相當密集，人口為20萬人之大都市。 

一、地形與地勢 

大里區位於臺中盆地之東南側、草湖溪北岸與旱溪南岸之間，中央有

9 公里長之大里溪貫穿，將之分為南、北兩區域，地勢平坦，為平原地區

與山麓坡地地帶之接壤，但因東部受霧峰山地（或稱埤頭山地）影響，地

勢東高而西南低，海平面高度界於海拔 40至 50公尺之間。 

二、地質與土壤 

大里區境內大部份地區之土壤土質屬現代沖積層，只有一小部份屬上

世紀之沙岩層。土壤分類大致可分三類：砂頁岩老沖積土、砂頁岩新沖積

土及黃壤土，土壤肥沃適宜農作。 

圖 3-1為大里區地質土壤分佈示意圖。 

 
資料來源：大里市誌 

圖 3-1  大里區地質土壤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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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 

大里區氣候屬亞熱帶季風氣候，年雨量約在 1,500～1,800 公釐之間，

全年不缺水，雨水集中於夏季 5 月至 9 月間，冬季則較為乾燥；年平均溫

度 23.3℃左右，最低溫平均為 19.4℃，氣候宜人。 

四、水文 

大里區境內河川均發源自太平山區，於五張犁附近匯流入大肚溪，故

大里區境之流域平原土地肥沃且富庶，但也因其地形及河川短促之故，大

里地區舊時每逢雨季即易遭洪水沖毀堤防，致流失良田、淹滅住屋，對市

民之生命、財產造成嚴重威脅，其中尤以「八七」、「八一」、「六一二

」等三次重大水災，大里之災情均居全國之冠，近年來水利署積極建設堤

防，水患情形已大為改善。尤其在大里溪整治工程完工後，已確保都會區

免於水患威脅。 

全市溪流屬烏溪水系，而大里溪為烏溪水系主要支流，旱溪排水、頭

汴坑溪、草湖溪最後皆注入大里溪。其中流經本計畫區的包括大里溪及旱

溪。 

表 3-1為大里區境內主要河川一覽表，圖 3-2為大里區水文分布示意圖

。 

表 3-1  大里區境內主要河川一覽表 

河川 長度 主要功能 可利用與規劃方向 備註 

大 里 溪 9.0km 排水防洪 景觀水道、簡易運動場所 經過計畫區東南側

頭汴坑溪 2.0km 排水防洪 景觀水道、簡易運動場所  

草 湖 溪 8.0km 排水防洪 親水、景觀水道、簡易運動場所  

旱溪排水 4.5km 排水 親水、生態、教育與景觀水道 經過計畫區北側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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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大里區都市發展綱要規劃書（大里市公所，民國 95 年） 

圖 3-2  大里區水文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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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口發展 

一、人口成長 

大里區是原臺中縣 21市鄉鎮中人口最多之都市，依大里戶政事務所統

計資料顯示，截至 101底大里區總人數為 204,006人。全區共分為 27 里，

其中以瑞城、金城、新里等 3 里之人口數量最多，平均戶量為每戶 3.14 人

，顯示大里區各里的家庭形態應大多以小家庭為主。本市人口分布主要沿

省道台 3 線發展，台 3 線不僅是大里交通的樞紐，亦是人口發展的主要成

長軸線，居住人口多集中於鄰近臺中市區和霧峰等地區，人口明顯呈現帶

狀之分布。 

計畫區現況人口方面，由表 3-2 可得知，計畫區人口佔大里區人口約

達 5 成，而大里區與大里都市計畫區的歷年人口皆呈逐年遞增之趨勢，人

口成長率也維持在穩定的水準上，平均成長率各為 1.32%與 1.98%。 

表 3-2為大里區及計畫區人口成長統計表，圖 3-3為大里區及計畫區人

口成長統計圖。 

表 3-2  大里區及計畫區人口成長統計表 

年度 
大里區 都市計畫區 

人口(人) 成長率(%) 人口(人) 成長率(%) 

88 171,940 － 75,142 － 

89 174,930 1.71 77,122 2.64 

90 176,860 1.09 78,761 2.12 

91 178,998 1.19 80,734 2.51 

92 181,308 1.27 81,982 1.55 

93 184,164 1.55 83,528 1.86 

94 186,818 1.42 85,146 1.94 

95 189,945 1.65 86,357 1.42 

96 192,437 1.29 87,626 1.47 

97 194,550 1.09 88,889 1.44 

98 196,056 0.77 89,974 1.22 

99 197,716 0.94 91,107 1.26 

100 200,588 1.45 92,729 1.78 

101 204,006 1.70 96,883 4.48 
平均成長率

(%) － 1.32 － 1.98 

資料來源：大里戶政事務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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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大里區及計畫區人口成長統計圖 

 

二、人口組成 

自民國 88 年起大里區幼年人口（14歲以下）占總人口之比率逐年遞減

，民國 101 年底占總人口 16.91%，近 10 年來減少 7.82%，人口結構逐漸呈

少子化發展趨勢。相對地，老年人口（65 歲以上）雖沒有逐年大幅的上升

，但仍然呈緩慢增加的趨勢，其現象可說明現階段的醫學科技發達，老年

人口大部分都能受到妥善的照顧；青壯年人口方面，則可以發現青壯年人

口逐年成長，似乎不受臺中市就業引力向外遷徙的趨勢，此亦可反映大里

區為衛星都市的角色定位。 

表 3-3為大里區年齡組成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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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大里區年齡組成分析表 

年

度 

總人口數 

（人） 

戶數 

（戶）

經濟人口 依賴人口 

扶老比 

（%） 

扶幼比 

（%） 

扶養率 

（%） 

（B+C）

/A*100 

15-64歲 

（A） 

0-14歲 

（B） 

65歲以上 

（C） 

（人） （%） （人） （%） （人） （%）

88 171,940 48,400 121,811 71.03 42,415 24.73 7,714 4.50 6.33 34.82 41.15 

89 174,930 49,609 124,812 71.35 42,162 24.10 7,956 4.55 6.37 33.78 40.15 

90 176,860 50,577 126,455 71.50 42,112 23.81 8,293 4.69 6.56 33.30 39.86 

91 178,998 51,645 128,866 71.99 41,482 23.17 8,650 4.83 6.71 32.19 38.90 

92 181,308 52,907 131,743 72.66 40,545 22.36 9,020 4.97 6.85 30.78 37.62 

93 184,164 54,230 134,491 73.03 40,224 21.84 9,449 5.13 7.03 29.91 36.93 

94 186,818 55,500 137,327 73.51 39,565 21.18 9,926 5.31 7.23 28.81 36.04 

95 189,945 56,750 140,571 74.01 39,003 20.53 10,371 5.46 7.38 27.75 35.12 

96 192,437 58,054 143,173 74.40 38,487 20.00 10,777 5.60 7.53 26.88 34.41 

97 194,550 59,208 145,465 74.77 37,836 19.45 11,249 5.78 7.73 26.01 34.28 

98 196,056 60,457 147,456 75.21 36,801 18.77 11,799 6.02 8.00 24.96 32.96 

99 197,716 61,684 150,060 75.90 35,534 17.97 12,122 6.13 8.08 23.68 31.76 

100 200,588 63,156 152,954 76.25 34,928 17.41 12,706 6.33 8.31 22.84 31.14 

101 204,006 65,005 155,822 76.38 34,501 16.91 13,683 7.61 8.78 22.14 30.92 

資料來源：大里戶政事務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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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業經濟 

一、經濟活動 

（一）一級產業 

民國 85 年大里區一級產業就業人口為 10,889人，佔總就業人口數之

18.83%，至民國 95 年一級產業就業人口為 8,619 人，佔總就業人口數之

12.74%，顯示大里區之一級產業就業人口數正逐漸減少，產業結構已經

逐漸朝工商服務業發展方向邁進。 

（二）二級產業 

民國 85 年大里區二級產業人口為 30,160 人，佔總就業數之 52.17%

，至民國 95 年二級產業人口為 35,910 人，佔總就業人口數之 53.06%，

顯示大里區之二級產業正快速成長，且為大里區產業之發展重心。民國

95 年二級產業就業人口以製造業的 31,199人居首，佔二級產業之 86.88%

，次為營造業之 4,425人。 

（三）三級產業 

民國 85 年大里區三級產業人口為 16,768 人，佔總就業數之 29.00%

，民國 95 年三級產業人口為 23,147 人，佔總就業數之 34.20%，顯示大

里區之三級產業成長亦相當快速。三級產業就業人口數以商業（包括零

售業、批發業、餐飲業等）的 14,039人居冠，佔三級產業之 60.65%。 

整體而言，本市之產業結構以二級產業為主，次為三級產業，在人

口快速增加的趨勢下，各種服務業應運而生，三級產業人口因而有較顯

著的成長，相較之下，一級產業人口明顯減少，顯示大里區工商業日益

繁榮。 

表 3-4為大里區民國 85、90、95 年度各級產業就業人口比例表。 



 

3-8 

表 3-4  大里區民國 85、90、95 年度各級產業就業人口比例表 

資料來源：歷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報告（85年、90年與95年）。 

二、自然及人文景觀資源 

（一）自然景觀資源 

1.地形地貌 

計畫區位於臺中盆地東南側，北以旱溪與臺中市南區相鄰，南以

草湖溪與霧峰區接壤，因東部連接霧峰山地（或稱埤頭山地），地勢

東高而西南低，海平面高度界於海拔40至50公尺之間。 

計畫區地勢平坦，東側及大里溪軸線東北方向，可見太平及霧峰

山區山巒起伏之自然景觀，太平市之山地屬霧峰山地之一部分，其東

側屬大橫屏山脈，海拔高度多在 900～1,200 公尺間，由於該山脈為太

平市多條河流之發源地，使得大橫屏山脈的地勢因河流的切割而出現

較為陡峭的地形，除了呈現一般的林地景觀外，另有部分坡度較大的

區域呈現裸露地、崩塌地或稀疏植被的地形景觀。因此，大里區東側

及東北側，可見霧峰山地及大橫屏山脈所構成具有層次變化的自然地

景。 

業別 

 

年度 

一級 
產業 二級產業 三級產業 

合計 農林漁

牧業 

礦業土

石業 
製造業

水電煤

氣業 
營造業 商業 

運輸

倉儲 
服務業 

85

年 

人口(人) 10,889 22 25,820 33 4,285 9,543 926 6,299 
57,817

合計 10,889 30,160 16,768 

比例(%) 18.83 
0.04 44.66 0.06 7.41 16.51 1.60 10.89 

100.00
52.17 29.00 

90

年 

人口(人) 10,051 22 24,382 27 2,884 11,185 1,127 4,706 
54,384

合計 10,051 27,315 17,018 

比例(%) 18.48 
0.04 44.84 0.05 5.30 20.57 2.07 8.65 

100.00
50.23 31.29 

95

年 

人口(人) 8,619 3 31,199 283 4,425 14,039 1,314 7,794 
67,676

合計 8,619 35,910 23,147 

比例(%) 12.74 
0.00 46.10 0.42 6.54 20.74 1.94 11.52 

100.00
53.06 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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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北側、西側及南側，皆為平原地形，北側為鄰接發展密度

高之臺中市南區，係以人造物所構成之都市型態地景為主；西側及南

側，則屬於都市邊緣地帶，仍保留部分農業生產機能，呈現具田園風

貌之聚落分布景觀。 

 
東側自然山巒景觀 

 
西南側田園聚落景觀 

2.河川溝渠 

大里區之自然河川共有4條，包括旱溪排水、大里溪、頭汴坑溪及

草湖溪均屬烏溪水系，分別流經大里區北、中、南地區。計畫區北側

以旱溪排水與南區相鄰，東側及南側受大里溪環繞。 

此外，計畫區內中興排水以東北向西南方向流經都市及外圍農業

生產地區，最終注入大里溪，大里區各河川及溝渠請參見表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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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大里區境內河川、區域排水及溝渠一覽表 

河川溝渠 主要功能 說明 
可利用與 
規劃方向 

圖片 

大里溪 排水防洪 

為烏溪支流，屬中央管河

川。以東北向西南穿越分

隔大里區，屬於城市中心

藍帶。 

景觀水道、

簡易運動場

所。 

頭汴坑溪 排水防洪 

為大里溪支流，屬中央管

河川。以東北向西南穿越

分隔大里區，屬於城市中

心藍帶。 

景觀水道、

簡易運動場

所。 

草湖溪 排水防洪 

為大里溪支流，屬中央管

河川。其位於本區南側與

霧峰區之交界，水量尚屬

穩定。 

親水、景觀

水道、簡易

運動場所。 

旱溪排水 區域排水 

又名舊旱溪，其位於本區

北側與南區交界處，屬中

央管之區域排水。 

親水、生態

、教育與景

觀水道。 

中興排水 
灌排兩用

區域排水 

為早期的大里溪舊河道，

屬於市管區域排水，主要

做為周遭的農田灌溉之用

，近年來隨都市發展迅速

，成為灌排兩用的區域排

水。 

水岸人行步

道，閒適後

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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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計畫區周邊自然景觀資源分布示意圖 

 

3.生物資源 

水與生態及都市發展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水岸為提供許多動物

棲息及植物生長之地區，因此河流所孕育的農田及自然植栽則形成動

物最佳的食物來源。計畫區內以大里溪生態最為豐富，幾乎臺灣中低

海拔的鳥類在大里溪都能容易發現，冬天北方來的候鳥亦會沿著大肚

溪棲息於大里溪；此外，頭汴坑溪與大里溪匯流段，經內政部營建署

列為生態敏感地區，因此應加強其生態保育功能，並發展生態教育的

場域。以下將大里溪常見之鳥類資源依季節性區分並彙整如表3-6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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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大里溪常見之鳥類資源一覽表 

名稱 季節 照片 名稱 季節 照片 

鸕鶿 冬候鳥 小水鴨 冬候鳥 

磯鷸 
冬候鳥或

部分留鳥 
藍磯鶇 

冬候鳥或 

局部留鳥 

紅隼 冬候鳥 琵嘴鴨 
冬候鳥，以秋

天過境數量多

蒼鷺 冬候鳥 小白鷺 冬候鳥及留鳥

東方 

環頸 
冬候鳥 黃頭鷺 

夏候鳥、留鳥

或冬候鳥 

夜鷺 夏候鳥 白鶺鴒 留鳥及冬候鳥

彩鷸 夏候鳥 綠繡眼 留鳥 

翠鳥 留鳥 斑文鳥 留鳥 

紅鳩 留鳥 大卷尾 留鳥 

洋燕 留鳥 
棕背 

伯勞 
留鳥 

白腹秧

雞 
留鳥 

紅冠 

水雉 
留鳥 

八哥 留鳥 白頭翁 季節常見 

麻雀 留鳥 斑頸鳩 
全年 

可見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http://www.tesri.gov.tw/speci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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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景觀資源 

大里昔稱「大里杙」，在早期有台灣六大街市之稱（一府、二鹿、

三艋舺、四竹塹、五諸羅、六大里杙），並與犁頭店（現臺中南屯）、

四張犁鼎足而三，為台灣中部三大聚落之一，可見大里曾有過繁華風光

的歲月，並留下許多先民珍貴的資產。茲將大里人文景觀資源彙整說明

如下（詳圖 3-5）： 

1.歷史聚落 

計畫區西南側的大里杙為大里區最早發展之聚落，亦為清代臺灣

六大街市之一，其具備重要的歷史發展地位，在大里區公所的營造之

下，現今仍保留重要遺址、宗教建築、街道空間、亭仔腳型式建築及

日治時期建築再利用等資源，構成具歷史風味的特殊街區。 

2.文化資產 

計畫區鄰近之文化資產可區分為古宅勝蹟及宗教建物兩大類，古

宅勝蹟多屬早期所遺留至今之宅第、公共建築及古蹟；而宗教建物部

分多為地方民眾信仰中心，亦為聚落發展核心： 

（1） 古宅勝蹟 

包含林氏紹復堂、林大有宅、樹王怡和堂、慶源堂、夏田林厝、

林允卿舉人古墓及大里杙文化館等，詳表3-7。 

 

  

                              大里杙                              酸菜巷                       倒栽榕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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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計畫區鄰近地區古宅勝蹟一覽表 
名稱 位置 說明 圖片 

林氏紹復堂 
樹 王 里 樹

王路 

紹復堂，又稱林祖厝，係為中國傳統

式宗祠建築物。今祠堂內尚保存有光

緒二年丙子科武舉人林錦清儀牌，並

由其六大房後裔每年輪辦春秋二祭。 

林大有宅 
（涼傘樹林宅） 

樹 王 村 樹

王路 202號 

屬清代末朝之官宅建築。樹王村民以

林姓為大族，而林宅主人林大有係為

當地有名大戶。後林家大廳因屋頂倒

塌，已將祖先牌位移到新建林氏宗祠

。 

樹王怡和堂 
萬安路 66
號 

日大正初年，由大里杙匠師林桂獨力

興建。怡和堂由於子孫善加保護，色

澤、彩繪、匾額等皆保存完整，惟面

前廣場，由後代子孫改建為現代樓房

。 

慶源堂 
大 里 杙 老

街內 

慶源堂因位居水運要衝而繁華的大里

杙老街，清季極盛時代街上發展了各

式各樣的客棧、染坊、油行、商店等

商業行為，商賈透過細長的街屋在此

經商發展，慶源堂便是當地產業文化

的代表；其亦為老街至今保存最完整

的民宅建築。 

林允卿舉人古

墓（神道碑） 
進 士 公 園

內 

林允卿（即林文欽，光緒十九年舉人

）乃是臺中縣霧峰之世家，該神道碑

現位於本市進士公園內，碑上刻有：

「皇恩誥授中憲大夫鄉進士允卿林公

墓」等字樣。由爽文路往霧峰方向行

約 150 公尺，即可見到兩支高大石筆

與該古墓。  

大里杙文化館 
大 里 路 福

興宮旁 

舊名「大里杙役場」，原為日據時代

的辦公廳舍，現已規劃為大里杙文化

館，除典藏文獻、古物外，部分建築

亦採用展示方式，讓觀光客可了解傳

統建築工法，使文化館更具特色。 

資料來源：臺中縣大里市史料暨產業文化專輯，臺中縣大里市農會，民國 89 年 03月。 

 

（2）宗教建物 

宗教建築共有福興宮、七將軍廟、萬安宮、新興宮等寺廟，以及

大里基督長老教會教堂等建築較具代表性，詳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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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計畫區鄰近地區宗教建物一覽表 
類別 名稱 位置 說明 圖片 

寺廟 

福興宮

新里里

大里路

364號 

創建於清嘉慶 16 年（西元 1811

年），至今已近約 200 年歷史，

廟宇建築古色古香，主祀天上聖

母。 

七將軍

廟（忠

義祠）

新里里

新興路

26號 

創建於清同治 9 年（西元 1870

年），廟中供奉義民爺。每年以

農曆七月五日例祭，終年演戲不

停為全省之冠。 

萬安宮

樹王里

萬安路

78號 

創建於清道光 15 年（西元 1835
年），在大里區開發史上佔有重

要的地位。殿堂主祀玄天上帝。

新興宮

東昇里

新仁路

二段 
162號 

創建於清嘉慶 20 年（西元 1815
年），於民國 60 年改建，主祀

天上聖母，香火鼎盛，信眾頗多

。 

教堂 
大里基

督長老

教會 

上田街

116號 

位於大里國小北側。本會設教於

1899 年 12月 25日，迄今將近有
110 年歷史。 

資料來源：1.臺中縣大里市史料暨產業文化專輯，臺中縣大里市農會，民國 89 年 03月。 
2.大里市誌，大里市公所，民國 83 年 03月。 
3.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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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計畫區周邊人文景觀資源分布示意圖 

 

（三）觀光景點 

1.文山觀光農園 

文山觀光農園佔地約10公頃，設有養雞場，所飼養的土雞全年供

遊客享用。6～7月盛產荔枝，8～9月盛產龍眼及其他果樹等，配合時

令予民眾自行採收，以享受田園之樂。此外，園內更設有騎馬場、坐

牛車區、釣魚區、烤肉區、露營區，讓遊客體驗一下悠閒的田園生活

。 

2.大里國光花市  

大里國光花市成立於民國73年，佔地約2,400坪的面積規劃，提供

參觀者一個舒適的購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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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二八紀念公園 

位於永隆路與興大南街交叉口，有別於一般紀念碑意象，以和平

鴿為主題，是地標也是藝術品。 

4.大里溪賞鳥 

由臺中往南投方向，走國光路經大里橋後右轉進入北湖街、草堤

路方向，沿堤岸行約2公里即可抵達。於此大里溪沖積成廣大的河灘，

吸引了大量的鳥類在此棲息、覓食，幾乎台灣中低海拔的鳥類在大里

溪都很容易看到，冬天北方來的候鳥也會棲息在大里溪，是賞鳥的好

地方。 

圖 3-6為大里區及鄰近地區觀光遊憩資源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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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土地使用 

大里都市計畫區之發展主要沿國光路、中興路等主要道路兩側最為密

集，計畫區南端與東北側則有工業使用分佈，有關各土地使用分區之發展

現況分述如下： 

一、住宅區及住宅使用 

住宅區計畫面積 314.81 公頃，經現況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目前使用面

積約為 297.81 公頃，發展率高達 94.60％。現況建物沿主要道路兩側發展

，住商混合使用型態相當普遍，住宅型態以 3、4 樓連棟透天厝為主，集合

住宅大樓則集中於德芳南路、國光路等重要交通幹道兩側。近年爽文路以

東與國光路以西之永隆里地區，以及德芳路一帶，是目前大里區住宅新開

發區域，吸引不少人口進駐。 

二、商業區及商業使用 

商業區計畫面積 20.42 公頃，經現況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目前使用面

積約為 14.03 公頃，發展率達 68.72％。商業使用主要沿中興路、大明路、

益民路、東榮路等兩側密集分布，多為一般批發、零售業及餐飲業等商業

活動為主。近年德芳路、大明路與國光路一帶新增許多新型態飲食文化消

費活動及育樂型態活動，亦為大里區商業活動增添多樣性。 

三、工業區及工業使用 

工業區計畫面積 49.70 公頃，經現況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目前使用面

積約為 42.09 公頃，發展率達 84.69％。工業使用主要集中於計畫區南側，

國光路與中興大排水溝交界處之工業區內，工業活動以汽車展售、維修廠

、金屬製造業為主；另一處位於計畫區東北側之工業區，現況為台灣菸酒

公司大里菸葉廠使用。 

 四、農會專用區 

農會專用區位於樹王路與新興路口附近，劃設面積 0.58 公頃，現況已

開闢為大里區農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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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線鐵塔專用區 

天線鐵塔專用區位於計畫區北側之綠地及公三用地內，係配合正聲廣

播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電台之天線鐵塔用地架設所劃設，現況已開闢，面積

合計 0.02公頃。 

表 3-9為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統計表、圖 3-7為計畫區土地使用現

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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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統計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使用面積 

（公頃） 

發展率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宅 區 314.81 297.81 94.60 

商 業 區 20.42 14.03 68.72 

工 業 區 49.70 42.09 84.69 

農 會 專 用 區 0.58 0.58 100.00 

天 線 鐵 塔 專 用 區 0.02 0.02 100.0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2.48 2.48 100.00 

學 校 用 地 33.11 32.87 99.28 

市 場 用 地 1.67 1.67 100.00 

公 園 用 地 16.43 7.48 45.53 

公 園 兼 體 育 場 用 地 6.31 6.31 100.00 

鄰 里 公 園 兼 兒 童

遊 樂 場 用 地
8.11 2.61 32.18 

綠 地 用 地 2.16 0.63 29.17 

廣 場 用 地 1.08 0.52 56.16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0.14 0.14 100.00 

停 車 場 用 地 2.61 2.41 92.34 

加 油 站 用 地 0.31 0.31 100.00 

溝 渠 用 地 6.04 0.47 0.08 

電 路 鐵 塔 用 地 0.01 0.01 100.00 

人 行 廣 場 用 地 1.51 1.31 86.75 

道 路 兼 堤 防 用 地 6.74 6.74 100.00 

道 路 用 地 109.38 94.78 86.65 

小 計 198.09 160.74 81.14 

合計 583.62 ─ ─ 

資料來源：本計畫調查整理（調查時間：民國97年10月）。 



 

3-22 

 

圖 3-7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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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公共設施 

一、機關用地 

現行都市計畫劃設機關用地 7 處，計畫總面積為 2.48 公頃，現況均已

開闢使用。 

二、學校用地 

學校用地面積合計 33.11 公頃，其中包括高中（職）3 處；國中用地 3

處；國小用地 6 處，現況除大元國小南側部分校地尚未開闢使用外，其餘

均已開闢，開闢率為 99.28％。 

三、市場用地 

市場用地劃設 7處，計畫總面積為 1.67公頃，現況均已開闢。 

四、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劃設 9處，計畫總面積為 16.43公頃，除公一、公三、公四尚

未開闢外，其餘均已開闢，開闢率為 45.53％。 

五、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劃設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1 處，計畫總面積為 6.31 公頃，現況已開闢為

大里運動公園。 

六、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1處，計畫總面積 8.11公頃，除公兒

一～公兒五、公兒十三、公兒十六及公兒十八已開闢外，其餘均未開闢，

開闢率為 32.18%。 

七、綠地用地 

劃設綠地用地 5 處，面積合計 2.16 公頃，其中僅位於國光路與中興路

交會處之綠一及公二南側之綠地已完成開闢，開闢率為 29.17%。 

八、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5 處，面積合計 1.08 公頃，包括廣二、廣四、廣七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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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開闢，開闢率為 56.16%。 

九、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1處，面積 0.14公頃，已完成開闢。 

十、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 9 處，計畫總面積為 2.61 公頃，除位於計畫區北側、

屬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停九用地尚未辦理整體開發外，其餘均已完成開闢，

開闢率為 92.34%。 

十一、加油站用地 

劃設加油站用地 3 處，計畫面積為 0.31 公頃，分別位於國光路及中興

路上，均已完成開闢。 

十二、溝渠用地 

劃設溝渠用地 2 處，面積計 6.04 公頃，僅位於立人高中東側之中興排

水已開闢使用；另 1 處係位於計畫區北側，屬旱溪排水整治工程用地範圍

，目前尚未進行用地整治，開闢率為 0.08%。 

十三、電路鐵塔用地 

劃設電路鐵塔用地 1處，面積為 0.01公頃，已完成開闢。 

十四、人行廣場用地 

於部分商業區周邊劃設人行廣場用地計 3 處，面積計 1.51 公頃，其中

位於兒童青少年福利服務中心周邊商業區內之人行廣場用地已開闢，開闢

率為 86.75%。 

綜合前述，現行大里都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不含道路及道路

兼堤防用地）劃設面積計 81.97 公頃，由整體開闢現況來看，開闢面積為

59.22 公頃，開闢率為 72.25％，其中以公園、廣場、綠地及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等寧適性公共設施開闢率偏低，顯見目前計畫區內開放性公

共設施用地之取得與開闢，應是亟待解決的重要議題。 

表 3-10 為計畫區公共設施開闢現況一覽表、圖 3-8 為計畫區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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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闢情形示意圖。 

表 3-10  計畫區公共設施開闢現況一覽表 

項目 編號 
面積 

（公頃） 
已開闢面積

（公頃） 
開闢率 
（%） 

開闢 
情形 

備註 

機關 
用地 

機 一 0.28   0.28 100.00 已開闢 台電大里服務所 

機 二 0.13   0.13 100.00 已開闢 稅捐處 

機 三 0.43   0.43 100.00 已開闢 省農會 

機 五 0.76  0.76 100.00 已開闢 市公所、市代會、圖書館 

機 六 0.11   0.11 100.00 已開闢 消防隊 

機 七 0.40   0.40 100.00 已開闢 兒童青少年福利服務中心 

機 八 0.37   0.37 100.00 已開闢 警察局、消防隊 

小 計 2.48   2.48   100.00 --  

國小 
用地 

文 小 一 2.47   2.47   100.00 已開闢 崇光國小 

文 小 二 2.04   2.04   100.00 已開闢 內新國小 

文 小 三 2.36   2.36   100.00 已開闢 益民國小 

文 小 四 2.78   2.78   100.00 已開闢 大里國小 

文 小 五 1.93   1.69 87.56
部分已

開闢 
大元國小 

文 小 六 2.10   2.10   100.00 已開闢 永隆國小 

小 計 13.68   13.44 98.25 --  

國中 
用地 

文 中 一 2.95   2.95   100.00 已開闢 光榮國中 

文 中 二 5.60   5.60   100.00 已開闢 大里國中 

文 中 三 2.71   2.71   100.00 已開闢 爽文國中 

小 計 11.26   11.26   100.00 --  

高中

職用

地 

文 高 一 3.20   3.20   100.00 已開闢 大里高中 

大明中學 2.75   2.75   100.00 已開闢  

立人高中 2.22   2.22   100.00 已開闢  

小 計 8.17   8.17   100.00 --  

市場 
用地 

市 一 0.30   0.30   100.00 已開闢 內新黃昏市場 

市 二 0.24   0.24   100.00 已開闢  

市 三 0.17   0.17   100.00 已開闢 大里區第一公有市場 

市 四 0.22   0.22   100.00 已開闢 民有市場 

市 五 0.25   0.25   100.00 已開闢  

市 六 0.30   0.30   100.00 已開闢  

市 七 0.19   0.19   100.00 已開闢 德芳興市場 

小 計 1.67   1.67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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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計畫區公共設施開闢現況一覽表（續 1） 

項目 編號 
面積 

（公頃） 
已開闢面積

（公頃） 
開闢率 
（%） 

開闢 
情形 

備註 

公園 
用地 

公 一 5.24   0.00   0.00 未開闢  
公 二 1.13   1.13   100.00 已開闢 大里公園 

公 三 2.64   0.00   0.00 未開闢  

公 四 1.07   0.00   0.00 未開闢  

公 五 1.83   1.83   100.00 已開闢 國光公園 

公 六 2.44  2.44   100.00 已開闢 環河公園 

公 七 1.50   1.50   100.00 已開闢 環保公園 

公 八 0.31   0.31   100.00 已開闢 進士公園 

公 九 0.28   0.28   100.00 已開闢 國興公園 
小 計 16.43   7.48   45.53 --  

公 園 兼 體 育 場 
用 地 

6.31   6.31   100.00 已開闢 大里運動公園 

綠地 
用地 

綠 一 0.27   0.27   100.00 已開闢  

綠 二 0.19   0.00   0.00 未開闢  

綠 三 0.83   0.00   0.00 未開闢  
綠 四 0.51   0.00   0.00 未開闢  
綠 地 0.36 0.36 100.00 已開闢 公二南側 

小 計 2.16 0.63 29.17 --  

鄰里

公園

兼兒

童遊

樂場

用地 

公 兒 一 0.46 0.46   100.00 已開闢 德芳兒童公園 

公 兒 二 0.30   0.30   100.00 已開闢 大新兒童公園 

公 兒 三 0.43   0.43  100.00 已開闢 大明兒童公園 

公 兒 四 0.27   0.27   100.00 已開闢 永明兒童公園 

公 兒 五 0.20   0.20   100.00 已開闢 爽文兒童公園 

公 兒 六 0.90   0.00   0.00 未開闢  

公 兒 七 0.27   0.00   0.00 未開闢  
公 兒 八 0.33   0.00   0.00 未開闢  

公 兒 九 0.16   0.00   0.00 未開闢  

公 兒 十 0.44   0.00   0.00 未開闢  
公兒十一 0.10   0.00   0.00 未開闢  

公兒十二 0.26   0.00   0.00 未開闢  

公兒十三 0.28   0.28   100.00 已開闢 新忠公園 

公兒十四 0.30   0.00   0.00 未開闢  

公兒十五 0.24   0.00   0.00 未開闢  

公兒十六 0.41   0.41   100.00 已開闢 日新公園 

公兒十七 0.21   0.00   0.00 未開闢  

公兒十八 0.26   0.26   100.00 已開闢 東明公園 

公兒十九 0.83   0.00   0.00 未開闢  
公 兒 廿 0.75   0.00   0.00 未開闢  

公兒廿一 0.71   0.00   0.00 未開闢  

小 計 8.11   2.61   3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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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計畫區公共設施開闢現況一覽表（續完） 

項目 編號 
面積 

（公頃） 
已開闢面積

（公頃） 
開闢率 
（%） 

開闢 
情形 

備註 

廣場 
用地 

廣 二 0.15   0.15   100.00 已開闢  

廣 四 0.06   0.06  100.00 已開闢  

廣 五 0.26   0.00   0.00 未開闢  
廣 六 0.30   0.00   0.00 未開闢  

廣 七 0.31   0.31   100.00 已開闢  

小 計 1.08  0.52  56.16 --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0.14   0.14   100.00 已開闢  

停車

場用

地 

停 一 0.26   0.26   100.00 已開闢  
停 二 0.14   0.14   100.00 已開闢  

停 三 0.13   0.13   100.00 已開闢  

停 四 0.13   0.13   100.00 已開闢  
停 六 0.58  0.58   100.00 已開闢  
停 七 0.56   0.56   100.00 已開闢  
停 八 0.51   0.51   100.00 已開闢  
停 九 0.20   0.00   0.00 未開闢  
停 十 0.10   0.10   100.00 已開闢  
小 計 2.61   2.41   92.34 --  

加油

站用

地 

油 一 0.09   0.09   100.00 已開闢  
油 二 0.11   0.11   100.00 已開闢  
油 三 0.11   0.11   100.00 已開闢  
小 計 0.31   0.31   100.00 --  

溝 渠 用 地 6.04 0.47   0.08
部分已

開闢 
立人高中東側之中興排水

及計畫區北側之旱溪排水 
電 路 鐵 塔 用 地 0.01   0.01   100.00 已開闢  

人 行 廣 場 1.51   1.31   86.75
部分已

開闢 
僅市一及機七附近完成開

闢 

資料來源：本計畫調查整理（調查時間：民國97年10月）。 



 

3-28 

 

圖 3-8  公共設施開闢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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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交通運輸 

計畫區內道路用地面積合計116.12公頃（包括道路兼堤防用地），已

開闢面積約101.52公頃，開闢率為87.43％。區內道路系統，依道路功能層

級可分為聯外道路、主要道路、次要道路、出入道路等四個層級，有關各

層級道路現況說明如下： 

一、聯外道路 

（一）3號道路（國光路） 

即省道台 3線，計畫寬度為 40米，現況已開闢完成，南北向貫穿本

計畫區，沿途經大里區精華地區，為通往臺中市、霧峰區及南投地區之

主要聯絡幹道，亦為大里區溪北與溪南地區往來重要通道。 

（二）2號道路（中興路） 

計畫寬度為 20 米，現況已開闢完成，為計畫區東側重要南北向道路

，往北接臺中市，往南通往霧峰區，與 3 號道路於計畫區南端大里橋附

近相接。 

（三）6號道路（元堤路） 

即生活圈四號道路，計畫寬度 40米，約 25~30米位於計畫區內，現

況元堤路於計畫區內之路段已開闢完成，往北可通往臺中市，往西則可

通往烏日。而生活圈 4 號道路，屬烏日高鐵聯絡道路，從太平區延伸至

大里區，其路線沿大里溪北岸堤防，並以高架道路型式興築，目前全線

已完工通車，除大幅改善烏日、大里、霧峰等地區的交通外，並提供臺

中、南投、彰化地區進出高鐵站及連接中彰、中投等快速道路的動線。 

（四）143號道路（德芳路、德芳南路） 

計畫寬度為 40 米，即生活圈三號道路，現況已開闢完成，為計畫區

內主要東西向聯絡幹道，往西經中投公路（五權南路）與文心南路銜接

進入臺中市，往東銜接元堤路（即生活圈四號道路），可進入太平及霧

峰、烏日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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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36號道路（大智路） 

計畫寬度為 30 米，現況已開闢完成，為計畫區通往臺中市南區聯絡

道路。 

（六）137號道路 

為旱溪北岸之園林道路，具延續臺中市南區通往太平區之聯外道路

功能，計畫寬度為 25 米，僅計畫區西北側部分路段完成開闢（環河路）

。 

二、主要道路 

（一）1號道路（益民路） 

計畫寬度 20 米，為計畫區北半部之主要東西向聯絡道路，且為大里

市區之環狀道路，現況已開闢。 

（二）7號道路（大里路） 

計畫寬度為 15 米，呈東北-西南走向穿過計畫區，為早期大里杙主

要聯外道路，現況已開闢。 

（三）129號道路（爽文路） 

計畫寬度為 25 米，為計畫區西側之南北向主要聯絡道路，現況已開

闢。 

三、次要道路 

次要道路劃設寬度為 15 米至 24 米，主要功能為各鄰里單元以及商業

中心與主要道路系統間之銜接道路。 

四、出入道路 

出入道路計畫寬度為 8至 12米，以銜接主、次要道路及作為住宅區與

商業區對外聯絡之道路。 

整體而言，本計畫區內之聯外幹道、主要道路等各層級道路大多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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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開闢，惟仍有尚未開闢或部分開闢之情況，導致計畫區內部分住宅區

現況仍以狹小之既有巷道出入聯繫，不僅造成出入之不便，且影響地方發

展並為都市防災上之隱憂。 

表3-11為計畫區道路開闢情形一覽表、圖3-9為計畫區道路系統開闢情

形示意圖。 

表 3-11  計畫區道路開闢情形一覽表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 
（公尺） 

開闢長度

（公尺）
起  迄 備 註 

４０Ｍ－３ 2,891 2,891 旱溪—大里橋 國光路（省道台 3線） 

４０Ｍ－８ 2,411 2,411 計畫界—計畫界 元堤路（生活圈四號線）

４０Ｍ－１４３ 1,923 1,923 計畫界—８號 
德芳路、德芳南路（生活

圈三號線） 

３０Ｍ－１３６ 1,058 903 計畫界—計畫界 大智路 

３０Ｍ－１４２Ａ 478 478 ２號－３號  
２５Ｍ－４Ａ 737 737 計畫界—３號 大明路 

２５Ｍ－１２９Ａ 2,150 2,150 １３７號—１２９Ｂ號 爽文路 

２５Ｍ－１３７ 2,972 0 １２８號—計畫界  
２０Ｍ－１ 4,172 4,172 ２號—１３７號 益民路 

２０Ｍ－２ 3,233 3,060 南門橋—３號 中興路 

２０Ｍ－４Ｂ 441 441 ３號—１號 大明路 

２０Ｍ－５ 1,590 1,590 計畫界—２號 東榮路 

２０Ｍ－１３０ 1,436 1,436 １３７號—１４３號 永隆路 

２０Ｍ－１３５ 345 345 １２９號—３號 鐵路街 

２０Ｍ－１４２Ｂ 780 0 ２號—計畫界  
１５Ｍ－２２９ 63 63 １號—計畫界  

１５Ｍ－６ 698 698 ２號—８號  
１５Ｍ－７ 1,454 1,454 ９號—１號  
１５Ｍ－９ 623 623 １４３號—１０號  

１５Ｍ－１０ 666 666 １２９Ａ號—７號  
１５Ｍ－１１ 959 959 １０號—３號  
１５Ｍ－２３ 223 223 ２號—２４號  
１５Ｍ－２４ 624 624 ６號—２號  
１５Ｍ－４１ 1,450 1,450 １４１號—２號  

１５Ｍ－２１８ 432 432 ７號—２號  
１５Ｍ－２２９ 53 53 １號－計畫界  
１２Ｍ－２５ 388 388 ２號—１號  
１２Ｍ－４８ 584 584 ４１號—２號  
１２Ｍ－６１ 241 241 １３７號—１號  
１２Ｍ－６３ 1,304 1,304 １號—３號  
１２Ｍ－６６ 713 713 ３號—６３號  
１２Ｍ－７２ 619 619 ５號—２號  
１２Ｍ－９５ 957 957 ４號—６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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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大里都市計畫計畫道路編號表（續 1）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 
（公尺） 

開闢長度

（公尺）
起  迄 備註 

１２Ｍ－１００ 680 680 ９號—３號及７號  
１２Ｍ－１２３ 154 154 ２１８號—２１６號  
１２Ｍ－１２４ 487 487 ４１號—２１８號  
１２Ｍ－１２５ 541 541 １２８號—１３１號  
１２Ｍ－１２６ 417 417 １２９號—３號  
１２Ｍ－１２７ 360 360 １２９號—１３１號  
１２Ｍ－１２８ 225 225 ４號—１４９號  
１２Ｍ－１３１ 1,332 1,332 １４４號—１４３號  
１２Ｍ－１３２ 469 469 計畫界—１３１號  
１２Ｍ－１３３ 515 515 計畫界—１３１號  
１２Ｍ－２１４ 517 517 １４１號—１２４號  
１２Ｍ－２１６ 407 407 ２２１號—１２４號  
１２Ｍ－２２０ 52 52 １４１號－１４３號  
１２Ｍ－２２１ 458 458 ４１號－３號  
１２Ｍ－２２２ 104 104 ２１４號—４１號  
１２Ｍ－２２３ 154 154 ２１６號—２２６號  
１２Ｍ－２２５ 313 0 計畫界—公三  
１２Ｍ－２２６ 226 226 ７號—２２１號  
１０Ｍ－１６ 634 634 ２號—６號  
１０Ｍ－２０ 84 0 １號—１６號  
１０Ｍ－５４ 354 201 ４８號－２號  
１０Ｍ－５８ 316 316 １號－２號  
１０Ｍ－６０ 215 215 ６１號－１號  
１０Ｍ－６８ 619 619 １號－５號  

１０Ｍ－１２９Ｂ 710 710 １２９Ａ號－１１號  
１０Ｍ－１３４ 702 702 １３３號—３號  
１０Ｍ－１４１ 1,113 752 ２２０號—２號  

８Ｍ－１２ 459 0 ２號—１４號  
８Ｍ－１３ 186 26 １２號—１４號  
８Ｍ－１４ 284 52 ２號—１號  
８Ｍ－１８ 168 168 １６號－６號  
８Ｍ－１９ 132 47 １８號－２０號  
８Ｍ－２０ 168 0 １６號—６號  
８Ｍ－２１ 125 0 １６號－６號  
８Ｍ－２２ 145 0 ６號－迴車道  
８Ｍ－２６ 151 90 ２４號－２２號  
８Ｍ－２７ 159 159 ２４號－２６號  
８Ｍ－２９ 38 38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０ 34 0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１ 35 35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２ 34 34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３ 35 35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４ 36 36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５ 80 80 ３６號－１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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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大里都市計畫計畫道路編號表（續 2）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 
（公尺） 

開闢長度

（公尺）
起  迄 備註 

８Ｍ－３６ 133 133 ２５號－迴車道  
８Ｍ－３７ 120 120 ２４號－１號  
８Ｍ－３８ 196 196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９ 96 96 １號－３８號  
８Ｍ－４２ 53 53 ４１號－迴車道  
８Ｍ－４３ 188 188 ４１號－迴車道  
８Ｍ－４４ 468 368 ４１號－迴車道  
８Ｍ－４５ 101 101 ４４號－４１號  
８Ｍ－４６ 231 231 ４１號－４１號  
８Ｍ－４９ 109 37 ４１號－迴車道  
８Ｍ－５０ 164 88 ４９號－４８號  
８Ｍ－５１ 105 52 ５０號－５２號  
８Ｍ－５２ 175 119 迴車道－４８號  
８Ｍ－５３ 62 62 ４８號－５２號  
８Ｍ－５５ 104 0 ４８號－５０號  
８Ｍ－５６ 178 0 迴車道－迴車道  
８Ｍ－５７ 670 145 ５８－迴車道  
８Ｍ－５９ 278 37 ６４號－５８號  
８Ｍ－６２ 219 219 １號－６６號  
８Ｍ－６４ 382 382 ６３號－２號  
８Ｍ－６５ 382 298 ６３號－６４號  
８Ｍ－６７ 134 28 ６５號－６８號  
８Ｍ－６９ 72 0 ５號－迴車道  
８Ｍ－７０ 217 217 ５號－７２號  
８Ｍ－７１ 263 263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７３ 380 380 ７１號－７２號  
８Ｍ－７４ 153 153 ７２號－７０號  
８Ｍ－７５ 251 251 ７２號－７２號  
８Ｍ－７６ 174 124 ７２號－１號  
８Ｍ－７７ 112 112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７８ 245 245 １號－１號  
８Ｍ－７９ 280 280 １號－１號  
８Ｍ－８０ 380 380 ４號－６１號  
８Ｍ－８１ 116 116 ８０號－４號  
８Ｍ－８２ 190 190 ４號－１號  
８Ｍ－８３ 736 736 ９５號－１號  
８Ｍ－８５ 296 260 迴車道－８６號  
８Ｍ－８６ 370 370 ９５號－迴車道  
８Ｍ－８７ 157 157 ８６號－９５號  
８Ｍ－８８ 178 178 ８９號－９５號  
８Ｍ－８９ 211 211 ９５號－５號  
８Ｍ－９０ 116 116 ８３號－１號  
８Ｍ－９１ 196 196 １號－９５號  
８Ｍ－９２ 192 192 ９１號－１號  
８Ｍ－９３ 312 312 ９５號－９５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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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大里都市計畫計畫道路編號表（續 3）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 
（公尺） 

開闢長度

（公尺）
起  迄 備註 

８Ｍ－９４ 303 303 ９５號－９５號  
８Ｍ－９６ 222 222 ６３號－６３號  
８Ｍ－９７ 358 358 １號－１號  
８Ｍ－９８ 933 933 ９號－７號  

８Ｍ－１０１ 71 0 １００號－迴車道  
８Ｍ－１０２ 155 155 ９８號－１０４號  
８Ｍ－１０３ 333 156 １００號－９８號  
８Ｍ－１０４ 470 470 １００號－１０５號  
８Ｍ－１０５ 411 411 １００號－９８號  
８Ｍ－１０６ 224 224 １０８號－９號  
８Ｍ－１０７ 67 46 １０８號－迴車道  
８Ｍ－１０８ 264 192 ９號－１０９號  
８Ｍ－１０９ 651 88 ９號－１１號  
８Ｍ－１１０ 322 189 １０號－１２９Ｂ號  
８Ｍ－１１１ 386 386 １０號－１１號  
８Ｍ－１１２ 147 147 １１１號－１１１號  
８Ｍ－１１３ 52 0 １１０號－迴車道  
８Ｍ－１１４ 78 28 ６５號－６４號  
８Ｍ－１３８ 75 75 ２號－臺中菸葉場  
８Ｍ－１４４ 307 307 １３０號－３號  
８Ｍ－１４５ 156 156 １４４號－４號  
８Ｍ－１４６ 415 415 １２９Ａ號－１４５號  
８Ｍ－１４７ 551 551 １２８號－１３１號  
８Ｍ－１４９ 200 200 １２８號—１２９Ａ號  
８Ｍ－１５２ 153 153 １２５號－１２６號  
８Ｍ－１５３ 124 124 １２６號－１２７號  
８Ｍ－１５４ 149 149 １２７號－５號  
８Ｍ－１５５ 150 150 １２７號－５號  
８Ｍ－１５６ 132 132 １５５號－１３１號  
８Ｍ－１５７ 111 111 １６１號－１３２號  
８Ｍ－１５８ 146 146 ５號－１３２號  
８Ｍ－１５９ 148 148 １５８號－１３１號  
８Ｍ－１６０ 183 183 １３２號－１３３號  
８Ｍ－１６１ 147 147 １３２號－５號  
８Ｍ－１７０ 175 175 １３３號－１３４號  
８Ｍ－１７１ 234 234 １３３號－１３１號  
８Ｍ－１８６ 553 553 ６６號－６６號  
８Ｍ－２１７ 277 277 ７號－１２４號  
６Ｍ－１８８ 133 133 ６３號－６７號  
６Ｍ－１９７ 106 0 ６號－ ２３號  
４Ｍ－１４８ 68 68 １４７號－１２５號  
４Ｍ－１５１ 157 157 １２９Ａ號－１３０號  
４Ｍ－１７２ 84 84 １３４號－１７１號  
４Ｍ－１７３ 43 43 １４３號－９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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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大里都市計畫計畫道路編號表（續完）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 
（公尺） 

開闢長度

（公尺）
起  迄 備註 

４Ｍ－１７４ 55 55 １４３號－９８號  
４Ｍ－１７５ 63 63 １４３號－９８號  
４Ｍ－１８０ 179 78 ５７號－５８號  
４Ｍ－１８１ 158 106 ５７號－２號  
４Ｍ－１８２ 61 43 １２號－公兒十六  
４Ｍ－１８５ 63 63 ８６號－８９號  
４Ｍ－１８９ 90 90 ９３號－９４號  
４Ｍ－１９０ 86 86 ９４號－６３號  
４Ｍ－１９３ 30 30 ７１號－１４１號  
４Ｍ－１９４ 116 116 ５號－７４號  
４Ｍ－１９８ 62 62 ５號－１８６號  
４Ｍ－１９９ 52 52 ２７號－公兒十  
４Ｍ－２００ 35 35 ２２號－公兒十  
４Ｍ－２０１ 66 66 迴車道－２５號  
４Ｍ－２０２ 107 107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３ 104 104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４ 100 100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５ 62 62 ２４號－３８號  
４Ｍ－２０６ 103 103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７ 100 100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８ 110 110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９ 55 55 ２４號－３８號  
４Ｍ－２１０ 47 47 ４３號－住宅區  
４Ｍ－２１１ 115 115 ２號－４４號  
４Ｍ－２１２ 73 73 迴車道－５１號  

資料來源：本計畫調查整理（調查時間：民國97年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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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計畫區道路系統開闢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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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區周邊主要道路系統及服務水準 

（一）道路系統 

1.省道台 1乙線 

省道台1乙線北段為臺中市五權路，向南經縱貫鐵路後改行復興路

，台1乙省道行經計畫區西北側，為臺中市中心通往烏日區及彰化地區

重要道路，計畫區可藉由德芳路向西經文心南路與之銜接。 

2.省道台 63線（中投快速公路） 

省道台63線為中投快速公路，全線大部分路段以高架形式設置，

高架路段兩側均設有平面道路，往北可銜接南區五權南路及忠明南路

，往南可銜接霧峰、草屯、南投等地區，並可經由國道3號及國道6號

高速公路通往南投縣埔里鎮，計畫區可藉由德芳南路匝道進入高架路

段。 

3.縣道 129 線 

縣道129線為大里區仁化路，往北可銜接太平、北屯及新社地區，

南側止於省道台3線，為計畫區南側通往太平、北屯及新社等地區之聯

絡道路，由計畫區可經由台3線向南過大里橋後銜接。 

圖 3-10為計畫區及周邊主要道路系統示意圖。 

（二）道路服務水準 

計畫區及周邊縣道等級以上之主要道路共有台 1乙、台 3、台 3丁、

台 63等 4條省道，以及 127及 129縣道等 2條縣道。本計畫以交通部公

路總局「99 年度公路平均每日交通量調查統計」為交通量基礎資料，並

依營建署「市區道路工程規劃及設計規範之研究」，主、次要道路路段

之車道基本容量：車道寬 3.0-3.5 公尺為每車道每小時小客車單位數

2,000（pcuphpl）。機車道路段基本容量：每車道寬（單一車道）1.8 公

尺，其基本容量為每車道每小時 4,500輛機車。按各型車輛之小客車當量

訂定如下：小客車=1.0 pcu；大型車=2.0 pcu；機車=0.3 pcu推算。 

惟考量台 1乙線未規劃機慢車道，道路兩側路肩空間達 4.2公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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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邊停車空間外，部分亦供機車通行，且扣除停車空間後路肩寬度仍超

過 

 

圖 3-10  計畫區及周邊主要道路系統示意圖 

 

1.8 公尺，故將部分路肩空間視為機慢車道計算道路容量，則計畫區內各路

段道路服務水準介於 A級至 D及之間，請詳表 3-14。 

表 3-12 為 99 年度計畫區及周邊主要道路平均每日交通量調查表，表

3-13為一般雙車道公路具備機慢車道服務水準分級表，表 3-14 為計畫區及

周邊主要道路服務水準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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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99 年度計畫區及周邊主要道路平均每日交通量調查表 

路線編號 

調查站 

起迄地名 
里程

(公里)
路面寬度

(公尺)
方向
(往)

車道佈設 尖峰小時 
方向
係數地點 編號

快車道
寛度 

(公尺) 

機慢車
道寛度 
(公尺) 

路肩 
寛度 

(公尺) 

交通量 
(PCU)

時段

台 1乙線 民權路口 Ⅱ-23
五權路口~ 
原臺中縣市

界 
5.9  24.2  

北 3.2,3.2 0 4.2 2,389 17-18
0.51

南 3.2,3.2 0 4.2 1,992 17-18

台 3線 大里橋 Ⅱ-41
原臺中市縣

市界~霧峰 
5.4  28.0  

北 3.6,3.5,3.5 0 1.2 2,264 17-18
0.56

南 3.6,3.5,3.5 0 1.4 2,965 07-08

台 3丁線 日新橋 Ⅱ-54
原臺中市縣

市界~大里橋 
3.1  18.0  

北 3.4,3.4 0 2.0 1,194 17-18
0.51

南 3.4,3.4 0 2.2 1,167 17-18

台 63線 大里 Ⅱ-I55 臺中~霧峰 10.8 22.6  
北 3.5,3.5,3.5 0 0 1,168 17-18

0.53
南 3.5,3.5,3.5 0 0 1,280 07-08

129線 福星橋 Ⅱ-208 頭汴~大里橋 8.8  13.4  
北 3.2 1.8 1.7 

1,204 08-09 0.50
南 3.2 1.8 1.5 

資料來源：交通部公路總局網站。 

表 3-13 一般雙車道公路具備機慢車道服務水準分級表 

服務水

準 
平均速率 
（kph） 

平原區 
（V/C） 

平均速率 
（kph） 

丘陵區 
（V/C） 

平均速率 
（kph） 

山區 
（V/C） 

A 65 0.25 62 0.21 60 0.15 
B 57 0.40 56 0.36 55 0.31 
C 48 0.52 47 0.47 46 0.40 
D 40 0.70 40 0.62 38 0.58 
E 31 1.00 30 1.00 29 1.00 
F ＜31 -- ＜30 -- ＜29 -- 

資料來源：台灣地區公路容量作業手冊技術報告（第二部分），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表 3-14 計畫區及周邊主要道路服務水準分析表 

路線 調查站 路段 
方向 
(往) 

道路容量

(C) 
尖峰小時交通

量 (V) 
V/C 服務水準

台 1乙線 民權路口 
五權路口~ 
原臺中縣市界

北 5,350 2,389  0.45  C 

南 5,350 1,992  0.37  C 

台 3線 大里橋 
原臺中市縣市界

~霧峰 

北 6,000 2,264  0.38  C 

南 6,000 2,965  0.49  D 

台 3丁線 日新橋 
原臺中市縣市界

~大里橋 

北 4,000 1,194  0.30  B 

南 4,000 1,167  0.29  B 

台 63線 大里 臺中~霧峰 
北 6,000 1,168  0.19  A 

南 6,000 1,280  0.21  A 

129線 福星橋 頭汴~大里橋 
北 3,350 

1,204 0.18 A 
南 3,350 

資料來源：交通部公路總局網站及本計畫估算。 



 

3-40 

六、大眾運輸 

計畫區目前尚無軌道運輸系統經過，故大眾運輸仰賴公車系統，尤以

中興路及國光路因屬省道層級，且經過核心發展區，故公車路線及班次均

很密集，其他如大里路、國中路、益民路、大明路等亦有路線經過，德芳

路屬於長途路線由市區行經中投公路必經之路，故亦設有一站。 

整體而言，行經計畫區之公車路線已可聯絡大臺中及南投地區，惟國

道長途客運仍須至臺中市中心（如臺中火車站、朝馬）轉乘。 

表 3-15 計畫區公車路線彙整表 
行經路段 客運業者 路線 停靠站 

中興路 

臺中客運 

100 路（潭子-亞洲大學） 
107 路（黎明新村-921地震園區）
131 路（民俗公園-竹仔坑） 
132 路（民俗公園-朝陽科大） 
6873 路（水湳-中興新村） 南門橋頭、菸葉廠、菩提

醫院、省農會、內新市場

、大里路口、立人中學、

下內新、兒童藝術館、大

突寮 

豐原客運 
6509 路（臺中-大里-崁頂） 
6511 路（臺中-文化城-竹仔坑） 

聯營路線 
6871 路（臺中-杉林溪） 
6876 路（豐原-臺中-南投） 

全航客運 6268 路（僑光-草屯-埔里） 
總達客運 6333 路（臺中-中投-水里） 
統聯客運 53 路（太原車站-兒藝館） 

國光路 

聯營路線 6876 路（豐原-臺中-南投） 
國光橋、國光東興路口、

仁愛醫院、德芳路口、國

光德芳路口、國光花市、

大里運動公園 

總達客運 6332 路（臺中-霧峰-水里） 
全航客運 6268 路（僑光-草屯-埔里） 
聯營路線 6899 路（臺中-埔里） 
統聯客運 50 路（干城-921地震園區） 

德芳路 

聯營路線 6876 路（豐原-臺中-南投） 

德芳路口 
總達客運 6332 路（臺中-霧峰-水里） 
全航客運 6268 路（僑光-草屯-埔里） 
聯營路線 6899 路（臺中-埔里） 

大里路 
豐原客運 

 
6509 路（臺中-大里-崁頂） 
6511 路（臺中-文化城-竹仔坑） 

地政所、田寮、下田寮 
大里、衛生所 

國中路 豐原客運 
6509 路（臺中-大里-崁頂） 
6511 路（臺中-文化城-竹仔坑） 
 

大里國中、電力公司、萬

寶保齡球館 

益民路 統聯客運 53 路（太原車站-兒藝館） 
崇光國小、國立大里高中

、益民國小 

大明路 統聯客運 53 路（太原車站-兒藝館） 
大明爽文路口、大明國光

路口、大明永興路口、大

明益民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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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計畫區大眾運輸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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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發展課題及構想 

第一節 發展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人口快速集中，都市空間結構急遽轉變。 

說 明： 

（一）計畫區因地理區位鄰近臺中市區、太平區及烏日區，加上近年烏

日高鐵站通車及區域性聯外道路（如中投公路、生活圈三號及四

號道路）陸續開闢，使得計畫區生活機能於近年大幅提升，吸引

周邊地區人口大量進駐，至民國 100 年人口已達 92,729 人，住

宅區開闢率高達 9 成以上。人口快速集中的結果，造成都市結構

急遽轉變，都市生活空間顯得更加侷促。 

（二）以目前住宅區及商業區剩餘尚未開闢之面積 23.39 公頃，依現行

容積管制規定之計畫容積上限與每人 50 平方公尺樓地板面積計

算，預估剩餘可容納人口數約 10,460 人，與現況人口合計，則

區內可容納人口約 103,000 人，低於本區之計畫人口數。再加上

計畫區內已無非都市發展用地可提供作為都市發展腹地，都市發

展空間已顯不足。 

對 策： 

（一）依據實際發展需求，核實檢討土地供需總量，必要時調整計畫人

口，引導地區均衡發展。 

（二）目前於本計畫區週邊區域，刻正推動「擬定擴大大里都市計

畫」，預計未來開發後將釋出約 210 公頃之都市發展用地，應可

適度舒緩本計畫區之人口成長壓力。 

課題二：計畫區北側跨行政區域模糊地帶，造成土地執行疑義，亟需予

以釐清並配合調整。 

說  明： 

計畫區北側緊鄰臺中市都市計畫區，長久以來存在都市計畫區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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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或部分未相銜接之議題有待釐清解決。然而將本計畫區都市計畫範圍

線與臺中市、大里區地籍資料套疊後發現，部分大里區土地位於臺中市都

市計畫範圍內、部分臺中市土地位於大里都市計畫範圍內，另於兩都市計

畫範圍銜接處沿線有相當多的未登錄土地，造成土地行政執行上的疑義。 

 
圖 4-1  本計畫區與臺中市都市計畫套疊情形示意圖 

 

對  策： 

針對都市計畫區界調整之議題，應召開專案協商會，邀集都市計畫及

地政業務相關主管機關與會，配合本計畫區甫完成全面性地形測量及都市

計畫圖重製作業之契機，透過發展現況地形圖、地籍圖及都市計畫等相關

圖籍套疊成果進行檢核，協助釐清個別都市計畫管轄範圍，並藉由本次檢

討調整之。 

課題三：因應都市現階段發展所面臨之課題，土地使用規劃有待配合檢

討調整。 

說 明： 

（一）以目前大里區屬都會區衛星市鎮層級而言，現行計畫區規劃之商

業區面積尚不足約 28 公頃。而現況位於德芳南路及中興路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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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聯外幹道交會處沿線兩側土地，儼然已發展為大里重要的新興

商業活動核心，金融及主要消費活動均存在於該區域。而以其區

位及交通條件，均極具發展為商業服務機能軸帶之條件，卻因土

地使用分區規範，無法設置一定規模以上之大型商場、金融業等

相關服務業，限制商業活動發展。 

（二）目前計畫區內兩處行政機關：大里戶政事務所及大里區衛生所

等，均座落於住宅區內，未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三）計畫區內共規劃 7 處市場用地，其中「市三」用地現況為大里第

一公有市場，惟因攤位不足，且在周邊商業活動機能活絡之排擠

效應下，致使長期以來實際營業績效及使用效益不高。 

對   策： 

（一）現行計畫劃設之商業區面積雖低於法定商業區可發展總量，惟考

量住商混合使用相對降低實質商業區面積供給之市場需求，故未

來商業空間之增加應以符合都市空間發展結構為主，不宜過量釋

出商業區土地之供給。因此擬於法定商業區總量管制下，依商業

區最適劃設之區位條件及實際發展需求，勘選允許申請變更為商

業區範圍，並訂定合理回饋條件，以開發許可精神尊重市場機制

力量之原則下，逐步釋出商業空間，以活絡大里區商業機能。 

（二）配合行政機關需求，釐清其土地座落產權與範圍，調整其分區名

稱，以符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 

（三）市場用地之檢討應視各鄰里單元及商業活動之發展需求，若無保

留之必要，則透過本次檢討予以變更為適切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

用地，以促進土地合理利用及符合地方發展需求。 

課題四：寧適性公共設施用地開闢率偏低，影響生活環境品質及防災避

難需求。 

說 明： 

計畫區內包括公園、綠地及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等寧適性公共設施

用地開闢率僅約3至4成，明顯偏低；區內除透過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方式已

完成開闢外，其餘均呈閒置或臨時建築狀態，影響地區生活環境品質及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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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防災避難需求。 

對 策： 

（一）全面清查區內閒置之公有土地，配合鄰里單元配置區位，研議變

更為鄰里性公共設施用地之可行性。 

（二）預期於縣市合併效應下，可望帶動本區土地開發效益，期能透過

市場力量提高區內公共設施保留地依「臺中市實施都市計畫容積

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進行開發之可能性，增加公共設

施用地開闢機會。 

課題五：計畫區內有數條河川及區域排水穿越，亟需配合治理計畫範圍

調整土地使用。 

說 明： 

（一）計畫區北側為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95 年 8 月公告之

「台中地區旱溪排水治理計畫」範圍，其中涵蓋溝渠、公園、鄰

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及道路等用地。目前位於國光路以西部分，

經濟部水利署已進行整治工程。 

（二）位於本計畫區與臺中市都市計畫區交界處，為經濟部水利署於

99 年公告之大智排水治理計畫範圍，其中涵蓋住宅區、停車場、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及道路用地等，最南側流經國光自辦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範圍內。 

（三）計畫區東側 40M-8 號計畫道路（生活圈四號線），位於前台灣

省水利局於民國 78 年 7月完成之「大里溪治理計畫」範圍內。 

對 策： 

（一）依經濟部、內政部 92 年 12 月 26 日經水字第 09202616140 號及

台內營字第 0920091568 號會銜函有關河川及區域排水流經都市

計畫區之使用分區劃定原則，及經濟部水利署完成公告之治理計

畫範圍，統一以「河川區」劃定分區及用地名稱。 

（二）針對前開治理計畫範圍，如屬經濟部水利署刻正依據現況調整治

理計畫範圍線或尚未進行整治，現階段尚無法認定者，則建議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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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行計畫分區或用地，俟確認用地範圍後再納入下次通盤檢

討配合辦理調整。 

（三）針對大智排水治理計畫用地部分流經北側市地重劃整體開發範圍

內，基於重劃負擔合理性，故透過本次檢討予以變更為溝渠用

地。 

課題六：大里都市計畫區屬於市鎮計畫，然其現行都市計畫並未明確分

離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 

說 明： 

本計畫位階屬市鎮計畫，依都市計畫法第17條規定，應先行擬定主要

計畫，再依分期分區發展需求次第擬定細部計畫。故應透過通盤檢討過

程，將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內容予以區分，以符合法令之規定，並提高計

畫管理之效率。 

對 策： 

本計畫區均尚未實施細部計畫，可參酌目前主、細計分離作業辦理方

式，即依都市計畫法第22條規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係屬細部計畫內容，

故主要計畫內容得維持現行都市計畫規劃架構，並另案將有關「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納入細部計畫書內容，明確區別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

容，使相關管理作業得以落實，有效引導都市建設的方向。 

課題七：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之指導及因應。 

說 明： 

由於大里都市計畫係於民國62年發布實施，原都市計畫圖所示之地形

地物皆於民國60年代測繪，歷經30餘年之實質環境變遷，致現況地形地物

改變甚大。為解決計畫底圖老舊、精度低之問題，及多年來都市發展與都

市建設結果所造成的圖地不符、計畫與實際執行之偏差問題，故由大里區

公所於民國95年底委託辦理全面性的地形重測及計畫圖重製展繪作業，該

計畫藉由多次的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始於民國97年7月確定計畫圖重

製原則及疑義案之具體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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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數重製疑義案於檢核樁位線、地籍分割線、發展現況等資料與都

市計畫核定圖之差異後，均可藉由重製原則釐清計畫圖重製方向，然部分

案件經檢討後認為有必要納入通盤檢討研議變更，以務實解決圖地不符所

衍生之都市發展問題。 

對策： 

（一）透過本次檢討，配合都市計畫圖重製成果更新計畫圖資，並針對

重製後各項土地使用計畫面積予以調整，以提昇計畫管理與執行

效率。 

（二）依據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紀錄，對於有必要納入通盤檢討研議

變更者，研擬調整方式，妥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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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都市發展定位 

大里區位於臺中市東南緣，依臺中縣綜合發展計畫指導，大里區為臺

中市衛星市鎮，應以商業發展為輔，提供適當充足之居住用地。另於中部

區域計畫中，大里區屬「區域政商精鑰核心單元」之「政商核心」，周邊

重大建設包括擴大大里都市計畫、生活圈道路系統建設、捷運紅線規劃、

台灣西部高速鐵路建設等陸續推動完成後，勢必顯著影響未來發展型態，

故應以本計畫區作為金融、商業、生活基地，強化與周邊地區之交通聯

繫，提供都會區優質的居住生活空間。 

大里區擁有優質的居住生活環境、健全的商業金融服務機能、豐富的

藍帶水岸資源以及人文薈萃的大里杙文化歷史，因此將本計畫區發展定位

為「水‧綠交融的健康都市」。 

 
圖 4-2  都市發展定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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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都市發展構想 

一、大臺中市空間結構 

原臺中縣幅員廣闊，依其環境特性已歸納出「山」、「海」、「屯」

的環境系統，於縣市合併後行政界線的隔閡消除，更能凸顯既有環境系統

的發展特色。 

合併後之大臺中市以大甲溪、烏溪、大肚山、頭嵙山構成「井」字型

的空間結構；依其環境特性則可歸納為西北河口區、西部濱海區、都會副

核心區、中樞核心區、衛星支援區、東部山域區等 6 種特性。而計畫區所

在的大里區則與烏日區與霧峰區共同形成大臺中市空間機能系統當中的

「衛星支援區」，長期以來均發揮支援原臺中市「中樞核心區」不足的居

住空間與產業機能。 

圖 4-3 為大臺中市空間特性示意圖。 

 

圖 4-3  大臺中市空間特性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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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臺中市發展構想 

（一）生活圈劃分 

大臺中地區北以大安溪與苗栗縣相鄰，南以烏溪與彰化縣相隔，而

大甲溪流域為臺中縣重要的空間發展軸帶；在地形方面，由西而東則包

含台灣海峽濱海平原、大肚山台地、臺中盆地、頭嵙山丘陵至中央山

脈；在交通系統的串聯及歷史文化背景的交互作用下，空間實際發展並

未受行政界線影響，而構成多個生活圈的發展模式，包括以原臺中市為

核心的都會生活圈、以梧棲區為核心的臺中港生活圈以及以豐原、大

里、太平、大甲、新社核心發展而成的生活圈。計畫區則屬於大里區、

烏日區與霧峰區所形成的大里生活圈，而本生活圈即以計畫區為主要發

展核心。 

圖 4-4為大臺中市生活圈範圍示意圖。 

 

圖 4-4  大臺中市生活圈範圍示意圖 

（二）發展構想 



 
4-10

1.合理總量控管，確保都市緊湊發展 

為引導都市緊湊發展，大臺中都市計畫應訂定合理發展總量，並

衡量各都市計畫區環境容受力及社經條件，進行總量分派與控管，使

資源得以作最有效的利用，並引導各區人口與產業合理分布，同時作

為公共建設投入次序之依據。建議未來應整體考量各都市計畫區之計

畫人口及發展現況，於都市計畫辦理通盤檢討時適切調整計畫人口

數、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面積，以確保都市緊湊發展，有效利用

土地資源。 

2.都市計畫區整併及調整 

鑑於大臺中市現況已呈多核心發展，包括陸海空三港、新市政中

心、大肚山產業軸帶等，已分別發展成為大臺中市之運輸、行政、產

業核心，再加上原有都市範圍持續擴張所衍生的議題，建議應優先辦

理都市計畫縫合。 

基於短期內都市計畫範圍進行大範圍調整並不容易，建議短期除

配合各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調整都市計畫邊界外，仍以維持現有都市

計畫範圍為宜；長期應考量行政區界、各生活圈範疇、計畫性質等因

素，辦理都市計畫區整併或變更。 

3.完善捷運路網系統，提升大眾運輸使用率 

為逐步導入完善的大眾運輸路網，使

得都市能於轉化為大眾運輸導向之都市發

展型態，建議將現有大眾捷運系統之核心

路網予以延伸。 

其中，捷運藍線建議延伸至臺中港

區、橘線則延伸至清泉崗機場，另新闢捷

運紫線，以將大里與太平地區已發展區、

新興開發地區，以及臺中市作一完整串

連。 

4.建構以生活圈為主的公共設施服務系統 

捷運路網延伸建議示意圖 



 
4-11

公共設施為都市發展的必要基礎建設，縣、市合併後，原臺中市

仍是大臺中發展核心，各項重大公共建設計畫仍持續投入原臺中市轄

區，建議未來應以生活圈為考量重點，依據地方發展特性、需求及現

有設施狀況，適當規劃區域性文教、休憩型公共設施，並作合理資源

分配。 

（三）計畫區與烏日、太平等都市發展關連性 

大里區因為鄰近原臺中市，受到原臺中市的影響而快速發展為都會

中心最重要的衛星城鎮，主要提供都會核心的服務機能、居住功能及二

級產業發展基地。 

與大里區相鄰的其他鄉鎮，東北側為同屬都會中心衛星城鎮之太平

區，西側則為擁有高鐵車站之都會交通樞紐城鎮烏日區，南側則為都會

農產供給城鎮霧峰區，其中尤以太平區及烏日區因發展條件與大里區互

有優劣，而具有競合關係。太平區因與大里區同屬早期依附原臺中市成

長的都市，其都市機能與大里區相近，所以極具競爭力；烏日區則因高

鐵設站，具備都會區交通樞紐要勢，且可透過快速道路系統與大臺中市

新興發展地區快速連絡，在都市層級上快速躍升。 

大里區雖然因鄰近原臺中市之故，加上經濟發展較早，生活機能較

健全，因此在吸引外來人口定居上仍具有優勢，但因都市發展定位不

明，造成大里區之都市發展與周邊城市之都市性格相似。在強調區域競

爭的時代，如何建立獨特之意象與都市發展定位，以保有競爭優勢，為

計畫區發展首要之課題。然而整體都市走向皆以滿足原臺中市的成長需

求、容納臺中市的勞動人口以及針對大里溪進行防洪整治為主，因此無

明確的都市中心、公共設施零散不均、且缺乏自身的文化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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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大里區都市整體發展綱要規劃 

圖 4-5  大里區區位競合示意圖 

三、本計畫區整體發展構想 

為達成「水‧綠交融的健康都市」的發展定位，應妥善運用地區現有

空間資源與鄰近相關計畫發展優勢，促使本計畫區發展成為優質的居住及

產業生產空間。本計畫區都市空間整體發展架構如下： 

構想一：創造優質鄰里單元，提升都市生活品質 

本區主要以鄰里單元模式規劃住宅區以及鄰里性商業區，並劃設鄰里

生活圈所需之公共設施服務機能，如鄰里公園、綠地、兒童遊樂場、學校

等，以創造優質生活空間。 

（一）優質居住生活區 

優質生活區係以現有已發展之地區為對象，藉由空間改善策略以及

景觀綠美化政策，以局部修補改善方式逐步改造城市窳陋空間，提升生

活區內環境品質及生活機能。 

住宅區之發展應密切配合鄰里單元劃設理念，適度減少過境旅次之

產生，未來每個鄰里單元均應提供充足的服務機能，因此對於商業機能

缺乏的鄰里單元，可考量檢討變更部分住宅區為商業區，以提供各鄰里

單元多樣化的服務機能，促進鄰里簇群發展。 

（二）水岸生活區 

水岸生活區主要位於大里溪北

岸及旱溪兩側，以河岸親水住宅為

發展方向，強化人與水的互動機

能，未來於經濟部水利署完成旱溪

排水整治計畫後，將提高周邊社區

對於水岸空間共同分享價值，並提

供市民紓壓、且具生態教育意義的

 

結合親水開放空間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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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活動空間。 

（三）杙城老街風貌區 

大里杙老街所隱含的歷史意義除當時先民開墾台灣的史蹟外，另有

風靡一時的鹹菜巷；但因時代變遷，老街逐漸沒落，致使老街生氣逐漸

薄弱。建議運用容積移轉的手法，將大里杙老街鄰近地區整體規劃開

發，結合行政中心、老街、廟埕及周邊聚落人文活動，打造大里杙文化

新風貌。 

構想二：強化土地資源利用，鞏固發展優勢 

（一）商業機能活動空間提供 

大里都市計畫商業區面積劃設不足，惟為活絡地方商業發展，鞏固

大里區之「政商核心」地位，未來宜於區位適當、交通條件良好、能滿

足停車需求且得與既有商業活動串連之地區，透過合理的回饋條件或以

整體開發方式，要求提供合理的回饋始得將其土地變更為商業區，以支

援未來商業活動所需空間。 

（二）工業區再生計畫 

工業區再生計畫包括南側中興大排及大里溪之間的工業區，以及計

畫區東北側的臺中菸葉廠所在地。建議針對目前台灣菸酒公賣局代管經

營之工業區，應利用具歷史意義的舊廠房，積極引導土地利用轉型；而

位於計畫區南側之工業區，因缺乏整體性的規劃及維護管理，造成工業

區廠房凌亂、道路功能不良、欠缺必要的污水處理等設施，且混合使用

情形嚴重，環境品質不佳。因此宜指定為應實施都市更新地區，推動都

市更新，藉以促進工業區產業生產環境改善，強化公共設施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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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工業園區（丹麥Kalundborg） 工廠牆面綠化 

（三）都市發展儲備用地 

以規劃中之擴大大里都市計畫區為主，除可適度舒緩大里都市計畫

區過度密集發展之壓力外，並可提供更充足公共設施服務品質，以避免

因發展失序，造成環境品質降低。 

構想三：加速公共設施開闢，健全居住環境機能 

（一）對於需求不足之公共設施用地，可依據「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用辦法」作多目標使用，以減低土地取得之財政負擔。 

（二）全面清查特定區內閒置之公有土地並建冊後，由市政府與公有土

地之管理單位進行協調，協助公共設施保留地私有地主進行土地

交換，以加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三）推動容積移轉機制，運用市場

力量，媒合公共設施保留地容

積移轉機會，保障地主權益，

並加速公共設施用地取得與開

闢。 

（四）加速推動整體開發地區開發作

業之進行；此外，勘選區內閒

置公有土地，於適當區位將其規劃為開放空間，藉以提升區內公

共設施服務品質。 

（五）針對公園、廣場及停車場等公共設施用地，得獎勵私人團體投資

辦理，以政府開發管理負擔，並藉由私人團體經營管理經驗，提

高開發營運效益。 

構想四：塑造都市藍帶綠軸系統並結合自行車道規劃，凸顯地方特色 

為塑造良好之都市景觀及維護自然生態環境，應建立計畫區整體公園

綠道、藍帶及生態保育系統，利用線型開放空間：旱溪河岸、大里溪河

岸、長榮綠園道及景觀道路：國光路、德芳路、德芳南路、元堤路等加強

植栽綠化，有效連繫計畫區之兒童遊樂場、公園、運動公園及河川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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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輔以下水道系統的建設，重塑良好空間意象，以提昇都市生活環境品

質。 

（一）旱溪生態藍帶 

旱溪及大里溪為本計畫區主要藍帶系統，旱溪目前已由經濟部水利

署著手進行旱溪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計畫，配合園道系統，結合公

園、兒童遊樂場、綠地等開放性公共設施，將提供市民賞鳥、運動、環

境復育、生態教育及休閒使用，為大里區民重要親水空間 。 

資料來源：臺中地區旱溪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書，95 年 8月。

圖 4-6  旱溪排水整治計畫示意圖 



 
4-16

 

（二）大里溪水岸休閒帶 

大里溪旁 40M-8 計畫道路（元堤路），已開闢為生活圈四號線高架

路段，橋下空間主要供車輛通行，故建議利用大里溪高灘地，規劃設置

自行車道、自行車休憩空間、簡易運動設施、帶狀綠地、親水步道、觀

山眺望平台等設施，除可提升都市景觀美質功能外，亦可藉由導入人行

與自行車動線，增加市民親山親水之機會，創造多元都市居民休閒活動

空間。 

  

河岸空間景觀美化 植栽美化堤岸 

 

（三）都市綠軸系統 

為提昇居住環境品質，並增加都市綠地開放空間，未來應針對計畫

區內部分主要道路加強植栽綠化，形塑為景觀園道，創造地方景觀自明

性，並藉以展現都市尺度。 

  

都市景觀綠軸 藍綠交融的生態走廊 

（四）與擴大都市計畫自行車道系統銜接 

「擴大及變更大里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擴大都市

計畫部分）案」業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99 年 7月 12日第 73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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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議通過，配合該擴大都市計畫自行車道路網規劃構想，本計畫區宜指

定部分路段設置自行車道予以串連。 

1.規劃原則 

本計畫區規劃自行車路路線，主要考量道路寬度、現況交通量以

及路線連貫性等三項因素，訂定以下路線選取原則： 

（1）以計畫寬度20米以上之道路為宜，以確保設置自行車道後仍有足

夠之寬度可供車輛行駛。 

（2）避開交通量大、車速過快之聯外道路或主要幹道。 

（3）路線應能連續，且能串連大型公園綠地；但應避開傳統商業街

道，以避免商業活動與自行車之干擾。 

另依「自行車道系統規劃設計參考手冊（第二版）（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99年10月）」，設置自行車道系統應考量下列3 項基本原則： 

（1）安全連續原則：設置自行車道時應該以安全、連續串連為優先考

慮前提。 

（2）景觀加強與設施減量原則：設置自行車道時應併同考量行人步行

需求及考量沿線植栽綠化及景觀，工程施作應考量節能與減量等

理念。 

（3）國際化原則。 

2.路線指定 

（1）30M-142A、20M-142B計畫道路 

30M-142A、20M-142B計畫道路向西可串連擴大都市計畫地區之自

行車道系統，於計畫區內更可串連公一用地及公兼體（大里運動公

園）用地，且該道路用地係沿中興排水兩側劃設，設置自行車道更能

發揮藍綠帶空間相互串連之效益。 

（2）15M-10、15M-11計畫道路 

15M-10、15M-11計畫道路向西可串連擴大都市計畫地區之自行車

道系統，於計畫區內該路段行經大里杙老街區，可發揮串接新舊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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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化意涵，雖計畫寬度未達20米，但透過鋪面改善與人行空間整體

設計，更能體會老城區緩慢閒適之氛圍，故建議15M-10、15M-11計畫

道路得設置自行車道系統。 

圖4-7為計畫區及擴大都市計畫地區自行車道路網構想圖、圖4-8為

整體發展構想示意圖。 

 
圖 4-7  計畫區及擴大都市計畫地區自行車道路網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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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整體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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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檢討分析及變更計畫 

第一節 發展需求預測 

一、計畫年期與計畫人口 

（一）計畫年期 

現行計畫之計畫年期為民國 100 年，依循「擬定臺中市區域計畫（草

案）」指導，其計畫年期為民國 115 年，故將本計畫年期調整為民國 115

年。 

（二）計畫人口 

1.計畫區人口成長推估 

現行計畫之計畫人口為110,000人，居住淨密度每公頃約為328人，

至民國100年底計畫區現況人口為92,729人，佔計畫人口84.3％。依據本

計畫區近15年人口資料以迴歸模式進行預測，至民國115年本計畫區之

人口數約介於95,000人～12,000人之間。取相關係數最高者，為二次多

項式迴歸分析預估至民國115年之人口數約達100,000人。 

表5-1為計畫區人口成長預測一覽表。 

表 5-1  計畫區人口成長預測一覽表 

模式種類 線性迴歸 對數迴歸 指數迴歸 二次多項式迴歸 

數學模型 Y= 1422.4x + 74589 Y=7008.4Ln(x)+72388 Y=74942e0.0169x Y=-31.765x2 +1867.1x +73477

相關係數 R2=0.9936 R2=0.9318 R2=0.9883 R2=0.999 

民國 115 年

人口數預估

（人） 

10,4416 95,741 120,291 99,852 

 

2.都市化程度比例推估 

都市化程度比例方法，即以歷年人口數，以近10年平均成長率（

1.28％）推估至民國115年時，本區人口數約為240,000人，以都市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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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約為80％推估，都市地區人口數約為192,000人，扣除位於大里（草湖

地區）都市計畫區內之計畫人口45,000人、擴大大里（草湖地區）都市

計畫區內之計畫人口7,400人以及預計於擴大大里都市計畫區內引進之計

畫人口35,000人，則本計畫區至民國115年之人口約為104,600人。 

3.計畫區可建築用地供給面分析 

目前大里都市計畫區內住宅區與商業區尚未開闢使用面積計23.39公

頃，依現行容積管制規定之計畫容積上限與每人50平方公尺樓地板面積

計算，剩餘住宅區可容納人口數約8,160人，商業區可容納人口數約

2,300人，本計畫區預估剩餘可容納人口數約10,460人，因此若與現況人

口合計，則預估本計畫區可容納人口總數約為103,000人。 

表5-2為大里都市計畫區住宅區與商業區容納人口上限檢討分析表。 

表 5-2  大里都市計畫區住宅區與商業區容納人口上限檢討分析表 

土地使用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已容納人口

（人） 
尚未開發面積

(公頃) 
計畫容積

上限(％) 
剩餘可容納

人口（人）

住 宅 區 314.81 

92,729 

17.00 240 8,160 

商 業 區 20.42 6.39 330 2,300 

合 計 335.23 23.39 -- 10,460 

註：表內商業區預計容納人口之核計，係假設部分作住宅使用，故應扣除非供住宅使用部

分之容積（概以 150％計）。 

4.小結 

綜合上述推估結果，因應台灣地區人口成長逐漸朝零成長及少子化發

展趨勢，且考量現行都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與都市發展用地限制

前提下，本計畫區之計畫人口建議調整為 100,000人。 

二、都市發展用地需求推估 

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標準之規定，以計畫人口

100,000 人規模，推估計畫區未來各項都市發展用地之需求，對於目前計畫

區內不足之公共設施應配合實際發展需要及土地整體開發予以檢討劃設，以

提昇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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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宅區 

依每人居住樓地板面積 50平方公尺之水準，再以平均容積率 200％計

算，計畫人口所需之實際住宅區需求面積為 250.00公頃，而現行計畫劃設

住宅區面積為 314.81公頃，則住宅區之需求面積超過 64.81公頃。 

（二）商業區 

依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標準第 29 條之規定，

本計畫區商業區可劃設面積上限為 48.50 公頃，目前僅劃設 20.42 公頃，

未來仍有增加 28.08公頃商業區面積之需求空間。 

（三）學校用地 

依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標準第 19 條之規定，

國民中小學用地之檢討，應依據學齡人口數占總人口數之比例或出生率之

人口發展趨勢，推計計畫目標年學童人數，參照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一授

權訂定之規定檢討學校用地之需求。 

1.國小用地 

本計畫區劃設6處文小用地，均已完成開闢，其自民國91年至民國

100年間之國小學齡人口佔計畫區人口總數平均約為10.30％，假設人口

成長於計畫目標年115年達100,000人，依此比例推估目標年計畫區國小

學生數，並依教育部訂頒之「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規定，每名學生所

需土地面積為12平方公尺進行推估，至少應劃設12.36公頃之文小用地，

目前計畫劃設文小用地13.68公頃，超出需求面積1.32公頃。 

2.國中用地 

本計畫區劃設3處文中用地，均已完成開闢，自民國91年至民國100

年間之國中學齡人口佔計畫區人口總數平均約為5.76％，假設人口成長

於計畫目標年115年達100,000人，依此比例推估目標年計畫區國中學生

數，再依教育部訂頒之「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規定，每名學生所需土

地面積為14.3平方公尺進行推估，至少應劃設8.24公頃之文中用地，目

前計畫劃設文中用地11.26公頃，超出需求面積3.02公頃。 

表 5-3為計畫區歷年國小及國中學生數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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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計畫區歷年國小及國中學生數統計表                              計畫人口：100,000人 

學年度 
計畫區人口

（人） 
國小學齡人口
（人） 

佔計畫區人口
比例（％） 

國中學齡人口
（人） 

佔計畫區人口
比例（％） 

91 80,734 10,638 13.18 4,422 5.48 

92 81,982 10,328 12.60 4,352 5.31 

93 83,528 9,798 11.73 4,523 5.41 

94 85,146 9,329 10.96 4,833 5.68 

95 86,357 9,064 10.50 5,097 5.90 

96 87,626 8,917 10.18 5,337 6.09 

97 88,889 8,509 9.57 5,487 6.17 

98 89,974 8,138 9.04 5,546 6.16 

99 91,107 6,423 7.05 5,360 5.88 

100 92,729 7,609 8.21 5,096 5.50 
平均  － 10.30 － 5.76 

資料來源：教育部統計處網站。 

 

綜合分析結果，目前計畫區內學校用地供給，應已足敷學齡人口需

求，因應少子化時代趨勢，避免因學齡人口逐年遞減所衍生的教師人力

過剩、閒置校園問題，不宜再增設學校用地。 

（三）公園用地 

依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標準第 16 條之規定，

本計畫區公園用地最少劃設面積 16.25 公頃，目前劃設 16.43 公頃，超過

需求面積 0.18公頃。 

（四）體育場用地 

依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標準第 16 條之規定，

本計畫區體育場用地最少劃設面積 7.00公頃，目前本計畫區僅劃設公園兼

體育場用地 6.31公頃，不足 0.69公頃之體育場用地。 

（五）兒童遊樂場用地 

依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標準第 16 條之規定，

本計畫區兒童遊樂場用地最少劃設面積 8.00公頃，目前本計畫區劃設鄰里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8.11公頃，已超過需求面積 0.1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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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停車場用地 

依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標準第 21 條之規定，

本計畫區停車場用地最少劃設面積為 2.04公頃，且應至少提供 12.50 公頃

之停車空間。目前本計畫區劃設停車場用地（含廣場兼停車場用地以 1/2

面積計）達 2.68 公頃，已超過需求面積 0.64 公頃。惟為滿足區內計畫人

口車輛預估數之停車需求，尚需提供 9.82公頃之停車空間，建議可透過土

地使用管制手段，增訂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之規定，儘量將當地人口之停

車需求問題予以內部化。 

（七）其他使用分區與公共設施用地 

包括工業區、農會專用區、天線鐵塔專用區等土地使用分區與廣場用

地、市場用地、機關用地、高中職用地、綠地用地、加油站用地、溝渠用

地、電路鐵塔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其面積需求依實際情形檢討。 

（八）小結 

依現行計畫人口 100,000 人進行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與公共設施用

地之檢討，可知本計畫區相關公共設施用地已劃設面積部分低於「都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標準所規定之最小面積，未來進行相關土

地使用分區面積變更，應優先考量補充不足之公共設施用地。 

表 5-4為各項都市發展用地需求檢討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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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各項都市發展用地需求檢討一覽表                                         計畫人口：100,000人 

項目 檢討標準 
檢討前面積

（公頃） 
需求面積

（公頃）

超過或不足 
面積（公頃） 

備註

住 宅 區 

1.以計畫人口每人居住樓地

板面積50平方公尺為準。
2.以平均容積率200％計算
。 

314.81 250.00 +64.81  

商 業 區 

1.3萬人口以下者，商業區
面積以每千人不超出0.45
公頃為準。 

2.3萬至10萬人口者，超出3
萬人口部分，商業區面積

以每千人不得超出0.50公
頃為準。 

3.次區域中心、地方中心、
都會區衛星市鎮及一般市

鎮不得超過都市發展用地

總面積之10％。 

20.42 48.50 -28.08  

工 業 區 依實際需要檢討。 48.32 -- -- 

農會專用區 依實際需要檢討。 0.58 -- -- 

天 線 鐵 塔 
專 用 區 

依實際需要檢討。 0.02 -- -- 

學 校 用 地 

1.應會同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依據學齡人口數占總人口

數之比例或出生率之人口

發展趨勢，推計計畫目標

年學童人數，參照國民教

育法第八條之一授權訂定

之規定檢討學校用地之需

求。 

2.文小每名學生所需土地面
積為12.00平方公尺。 

3.文中每名學生所需土地面
積為14.30平方公尺。 

13.68 
(國小) 12.36 +1.32  

11.26 
(國中) 8.24 +3.02 

 

公 園 用 地 

1.5萬人口以下者，以每千
人0.15公頃為準，每處最
小面積不得小於0.5公頃
。 

2.5萬至10萬人口者，超過5
萬人口部分，以每千人

0.175公頃。 

16.43 16.25 +0.18 

 

公 園 兼 體 
育 場 用 地 

10萬人口以上者，以每千
人0.07公頃為準。 

6.31 7.00 -0.69  

鄰里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

用 地 

兒童遊樂場用地以每千人

0.08公頃為準，每處最小面
積不得小於0.1公頃。 

8.11 8.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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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土地使用分區需求檢討一覽表（續完） 

項目 檢討標準 
檢討前面積

（公頃） 
需求面積 
（公頃） 

超過或不足 
面積（公頃） 

備註

廣 場 用 地 依實際需求檢討。 2.59 -- --  

停車場用地(
含廣場兼停

車場用地 ) 

1.不得低於計畫區內車輛

預估數20%之停車需求。

（註） 
2.超過1萬至10萬人口者，
以不低於商業區面積之

10%為準。 
3.廣場兼停車場用地以計

畫面積1/2計算。 

2.68 

12.50 
-9.82 

(樓地板面積) 
 

2.04 +0.64 

 

市 場 用 地 
以每一閭鄰單位設置一處

為原則。 
1.67 -- -- 

 

機 關 用 地 依實際需求檢討。 2.48 -- --  

高中職用地 
由教育主管機關研訂整體

配置計畫及需求面積。 
8.17 -- -- 

 

綠 地 用 地 
按自然地形或其設置目的

檢討。 
2.07 -- --  

加油站用地 依實際需要檢討。 0.31 -- --  

溝 渠 用 地 依實際需要檢討。 6.07 -- --  

電 路 鐵 塔 
用 地 

依實際需要檢討。 0.01 -- -- 
 

註：計畫區內車輛預估數 20%係以每 4人 1輛車與每輛車所需用地面積以 2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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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檢討變更原則 

一、土地使用檢討原則 

--訂定回饋條件，允許部分住宅區申請變更為商業區 

考量本計畫區緊臨台中市區，儼然已發展成為台中都會區衛星市鎮，

提供居住及工商服務需求。尤其近年來本市人口快速集結，都市經濟活動

隨之蓬勃發展，並促進區內主要交通幹道形成服務業的活動走廊，提供鄰

里性的消費需求服務。因此為滿足都市持續發展之實際需求，商業區應在

法定總量管制前提下，考量交通條件、公共設施供給及具商業發展潛力區

位等原則，訂定適當回饋條件，依市場機制力量逐步釋出，以提升本市商

業服務機能並平衡地區合理發展。 

1.商業發展總量檢討 

（1）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所訂標準推估商業區需求

面積，以民國 115 年計畫人口 100,000人核計需商業區面積 48.50

公頃，目前劃設 20.42公頃，尚有 28.08公頃的增加空間；另目前

辦理中的擴大大里都市計畫區其計畫人口 35,000 人，核計需商業

區面積 16公頃，目前劃設 30.80公頃，超出需求面積 14.80公頃

。 

（2）本次檢討後包括擴大大里都市計畫區所劃設之商業區面積約 51.65

公頃，而法定商業區可發展總量為 64.50公頃，約有 12.85公頃的

檢討空間。故本次檢討將以 12.85 公頃總量上限，依商業區規劃

區位條件多面向考量商業區發展需求，勘選允許變更為商業區之

範圍。 

表5-5為大里都市計畫商業區總量檢討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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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大里都市計畫商業區總量檢討分析表 

項目 
商業區劃設

面積(公頃) 
商業區法定檢討

面積上限(公頃) 
超出或不足

面積(公頃) 

本計畫檢討後 20.42 48.50 -27.65 

擴大大里都市計畫區（註） 30.80 16.00 +14.80 

合    計 51.65 64.50 -12.85 
註：依民國 99 年 8月 10內政部都委會第 736 次會議審決通過方案彙整。 

 

2.變更區位條件 

檢討變更為商業區之土地宜考量交通條件（如位於重要交通輻輳地

點）、城市意象塑造、公共設施服務等因素，土地儘量以塊狀配置（至

少為一完整街廓），以創造聚集經濟效益。茲將允許申請變更為商業區

之區位考量條件臚列如下： 

（1）屬本市既有商業發展地區者。 

（2）能延伸或銜接既有商業發展空間，並具有商業發展潛力地區者。 

（3）交通條件優越且鄰近地區即有已開闢完成之停車場者。 

二、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原則 

（一）利用閒置公有土地，增設開放空間 

針對範圍內尚無利用計畫且呈低度利用之公有土地，考量其區位條件

、實際發展需求及面積規模等因素，酌予變更為鄰里性公共設施（如公兒

用地），以提昇地區生活環境品質。 

（二）配合行政機關之發展，調整機關用地之劃設 

針對現況不符合分區使用之行政機關（如戶政事務所、衛生所等），

依其土地座落及管有之產權範圍，檢討變更為機關用地，以符合土地使用

管制。 

（三）因應地方發展需求，適度調整公共設施用地使用性質 

1.變更「市三」市場用地為社教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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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市三」市場用地已開闢為大里第一公有市場，惟因受到國人

傳統消費型態已逐漸轉變，加上周邊商業之排擠效應，導致近來市場內

攤販承租意願不高、使用率偏低。考量現況已有部分樓層做為大里圖書

館使用，且當地居民利用該圖書館次數頻繁，但因未與市場間隔，環境

整潔及美化難以維護。因此本次檢討擬將該市場用地變更為社教用地，

俾提供當地一處優質的文化、教育、休閒的活動場所。 

2.變更部分學校用地為社教用地 

位於光榮國中（文中一）東南側，現況已開闢為西榮里社區活動中

心及托兒所使用，惟使用分區不符，迄今仍未取得合法使用執照。因此

為配合現況實際發展需求，本次檢討擬依其實際使用現況，將部分學校

用地變更為社教用地。 

3.變更溝渠用地為河道用地兼供人行步道使用 

該溝渠用地北起8M-34號道路，南迄公園兼體育場用地東側，兩側

緊鄰之住宅區及商業區，部分面臨無法指定建築線之窘境，故於建物新

建、改建時產生困擾。為維護其其區域排水功能，並兼顧兩側建築基地

開發權益，將其用地名稱檢討變更為「河道用地兼供人行步道使用」。 

4.變更綠地用地為園道用地 

為因應計畫區南側文中二（市立大里高中）學生上下學接送車流紓

解需求，並提供學生安全通學空間，本次檢討將位於學校東側之「綠四

」用地變更為園道用地。 

（四）旱溪排水及大智排水計畫範圍內用地，統一以「河川區」劃定

分區 

依經濟部、內政部 92 年 12月 26日經水字第 09202616140號及台內營

字第 0920091568 號會銜函有關河川及區域排水流經都市計畫區之使用分

區劃定原則，本次檢討針對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95 年 8 月公告

之「台中地區旱溪排水治理計畫」範圍，將其中位於國光路以西已整治段

部分，統一檢討變更為「河川區」；另尚未整治段（國光路以東）部分，

因該治理計畫範圍現階段尚無法認定，故本次檢討不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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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位於本計畫區與臺中市都市計畫區交界處，為經濟部水利署於 99

年公告之大智排水治理計畫範圍，其中涵蓋住宅區、停車場、鄰里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及道路用地等，故本次檢討亦配合前開經濟部、內政部會銜函

之劃定原則，予以檢討變更為「河川區」；惟其中部分流經市地重劃範圍

內之治理計畫用地，基於市地重劃負擔合理性，故將其檢討變更為「溝渠

用地」。 

三、道路系統檢討原則 

（一）配合現況調整 15M-41道路部分路段寬度 

15M-41 計畫道路其中位於 15M-7 及 12M-222 道路間之路段，現況道

路開闢寬度為 15~20 公尺路寬不等。由於該處道路於原規劃時即有錯開情

形，現況道路開闢為寬度漸變後，可減緩道路錯開所造成交通安全上的問

題；再者，因該處道路係透過市地重劃方式進行用地開闢，因此現況道路

用地均屬縣有地。故綜合前述，本次檢討配合實際現況將部分位於住宅區

內，但實際已供道路使用之土地變更為道路用地。 

（二）於公九及公兒二十等用地南側增設一條 6公尺計畫道路 

緊鄰公九公園用地及公兒二十用地南側之住宅區街廓於原規劃時部分

深度太深，導致部分建築基地面臨無法指定建築線之困擾，影響地主土地

開發權益。因此為解決部分建築基地無法開發之窘境，並提升週邊住宅區

社區對外聯繫及防救災功能，故於公九及公兒二十等用地南側增設一條 6

公尺計畫道路。 

（三）既成道路之檢討 

未開闢之計畫道路，考量以既成道路替代之可行性、不影響其與鄰近

交通系統銜接及指定建築線等因素，經取得道路兩側多數土地所有權人之

同意，得考量基地整體發展需要酌情變更，檢討調整計畫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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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檢討變更事項 

一、計畫年期 

現行大里都市計畫之計畫年期為民國100年，計畫年期已過，依循「擬

定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其計畫年期為民國115年，故本計畫配合上位

計畫之指導，將計畫年期訂為民國115年。 

二、計畫人口 

依據本章第一節針對計畫人口之推估分析結果，以目前大里都市計畫區

內住宅區與商業區尚未開闢使用面積計23.39公頃，依現行容積管制規定之計

畫容積上限與每人50平方公尺樓地板面積計算，剩餘住宅區可容納人口數約

8,160人，商業區可容納人口數約2,300人，本計畫區預估剩餘可容納人口數

約10,460人，因此若與現況人口合計，則預估本計畫區可容納人口總數約為

103,000人；再加上計畫區內已無非都市發展用地可提供作為都市發展腹地，

都市發展空間已顯不足，且擴大大里都市計畫區刻正推動開發作業，預計容

納35,000人，將來應可提供本計畫區都市發展腹地，因此本次通盤檢討擬將

計畫人口由110,000人調降為100,000人。 

三、計畫面積調整 

大里區公所已於民國97年7月辦理全面性的地形重測及計畫圖重製展繪

作業，完成新都市計畫圖及數值地形圖檔之製作，並以此一重製成果做為通

盤檢討基本圖，重新量取各項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計畫面積，據

以修正現行計畫與重製後各項計畫面積之差異。經重新量測重製後成果圖之

計畫面積調整為583.62公頃（現行計畫面積為585.58公頃）。 

此外，配合本次部分計畫範圍調整，調整後計畫面積為586.56公頃。 

四、計畫範圍修正 

大里都市計畫區與北側台中市都市計畫區交界處，存在著相互重疊、或

未銜接之模糊地帶，且沿線有相當多的未登錄土地，造成土地政策執行上的

疑義。復經大里區公所於民國98年1月14日、2月19日及3月30日邀集相關單

位召開「大里都市計畫與台中市都市計畫區銜接部分界線重疊疑義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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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致結論重點摘要如下： 

1.位於大智路以東部分，原則上依據原縣市所轄地籍範圍調整都市計畫

區界。 

2.位於大智路以西部分，因大部分雙方所轄地籍並未銜接，留有大範圍

未登錄土地，故原則上以雙方各自所轄地籍範圍邊界為準，將中間所

夾之未登錄土地以「中線劃分」方式決定雙方都市計畫範圍界；惟其

中位於國光路以西部分，應以 25M-137號道路北側境界線為準，其位

於北側未登錄地部分始依前開原則決定雙方都市計畫範圍界。 

故經前述原則進行本案都市計畫範圍之調整，將劃入本計畫範圍內之土

地，屬公有土地者，應配合計畫區內鄰近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予以檢討變更

；若為私有土地，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則應予以維持原位於台中市

都市計畫區內所劃設之使用分區。另部分劃入計畫範圍土地涉及大智排水治

理計畫用地範圍，依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102年10月18日水三產字第

10250136720號函認定為河川區，故將其排水設施範圍變更為河川區。 

此外；將非屬本計畫區內之土地劃出計畫範圍外，惟為確保都市土地合

理使用，故應配合臺中市政府刻正辦理之「大臺中都市計畫縫合規劃案」，

日後視實際發展，分階段報由內政部核定後，發布實施。綜合前述，調整後

之計畫面積為586.56公頃。 

五、擬定機關 

本計畫原擬定機關為臺中縣大里市公所，因應縣市合併，調整其擬定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 

六、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宅區 

1.原計畫住宅區劃設 314.81 公頃，本次檢討變更部分住宅區為河川區

、溝渠用地、學校用地、機關用地、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停車場用地、加油站用地、社教用地、道路用地；另變更未劃入計

畫範圍土地為住宅區，變更後住宅區面積減少 2.0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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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允許變更部分住宅區為商業區，面積共計 3.70 公頃，未來得依本

計畫訂定「大里都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回饋要點」（詳附錄

四）辦理分區變更，在未申請變更前仍維持住宅區之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 

（二）商業區 

1.維持原計畫劃設，面積 20.42公頃。 

2.另允許變更部分住宅區為商業區，面積共計 3.70 公頃，未來得依本

計畫訂定「大里都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回饋要點」（詳附錄

四）辦理分區變更，在未申請變更前仍維持住宅區之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 

（三）工業區 

維持原計畫劃設，面積 49.70公頃。 

（四）農會專用區 

維持原計畫劃設，面積 0.58公頃。 

（五）天線鐵塔專用區 

維持原計畫劃設，面積 0.02公頃。 

七、公共設施計畫 

（一）機關用地 

原計畫機關用地劃設 2.48公頃，本次檢討變更部分住宅區為機關用地

，變更後機關用地面積增加 0.19公頃。 

（二）學校用地 

原計畫學校用地劃設 33.11 公頃，本次檢討變更部分學校用地為社教

用地；另變更部分住宅區為學校用地，變更後學校用地面積減少 0.07公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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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用地 

原計畫市場用地劃設 1.67公頃，本次檢討變更部分市場用地為社教用

地，變更後市場用地面積減少 0.17公頃。 

（四）公園用地 

原計畫公園用地劃設 16.43 公頃，本次檢討變更部分公園用地為河川

區及道路用地，變更後公園用地面積減少 0.06公頃。 

（五）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維持原計畫劃設，面積 6.31公頃。 

（六）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原計畫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劃設 8.11公頃，本次檢討變更部分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為河川區及道路用地；另變更部分住宅區、道

路用地、未劃入計畫範圍土地為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變更後鄰里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面積減少 0.08公頃。 

（七）綠地用地 

原計畫綠地用地劃設 2.16公頃，本次檢討變更部分綠地用地為園道用

地，變更後綠地用地面積減少 0.51公頃。 

（八）廣場用地 

維持原計畫劃設，面積 1.08公頃。 

（九）人行廣場用地 

維持原計畫劃設，面積 1.51公頃。 

（十）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維持原計畫劃設，面積 0.1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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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停車場用地 

原計畫停車場用地劃設 2.61公頃，本次檢討變更部分停車場用地為道

路用地；另變更部分住宅區為停車場用地，變更後停車場用地面積增加

0.07公頃。 

（十二）加油站用地 

原計畫劃設加油站用地 0.31公頃，本次檢討變更部分住宅區為加油站

用地，變更後加油站用地面積增加 0.10公頃。 

（十三）溝渠用地 

原計畫溝渠用地劃設 6.04公頃，本次檢討變更部分溝渠用地為河川區

、公園用地、道路用地及河道用地兼供人行步道使用；變更部分住宅區為

溝渠用地，變更後溝渠用地面積減少 0.95公頃。 

（十四）電路鐵塔用地 

維持原計畫劃設，面積 0.01公頃。 

八、交通系統計畫 

（一）道路用地 

原計畫道路用地劃設 109.38公頃，本次檢討變更部分道路用地為鄰里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及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另變更部分住宅區、溝渠

用地、公園用地、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停車場用地及未劃入計畫

範圍土地為道路用地，變更後道路用地面積減少 0.14公頃。 

（二）道路兼堤防用地 

維持原計畫劃設，面積 6.7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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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更計畫綜理 

依據前述有關計畫年期、計畫人口、計畫面積、土地使用計畫、公共設

施計畫、交通系統計畫之檢討分析，本次通盤檢討共提出23個變更案。 

表5-6為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表5-7

為個案變更面積增減統計表，圖5-1為變更計畫位置示意圖。 

表 5-6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 
核

定

編

號 

新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1 計畫年期 民國100年 民國115年 原計畫之計畫年期為民國100年已屆滿
，故依循刻正辦理中之「擬定臺中市區

域計畫（草案）」之指導，調整為民國

115年。 

 

2 2 計畫人口 110,000人 100,000人 1.目前區內住宅區發展率高達94.61％，
商業區發展率亦達68.72％，若以住宅

區及商業區剩餘尚未開闢之面積約計

23.23公頃，預估剩餘可容納人口數約

12,302人，與現況人口合計，則區內
可容納人口約98,000人。 

2.考量計畫區內已無非都市發展用地可

提供作為都市發展腹地，都市發展空

間已顯不足；且於本計畫區周邊之擴

大大里都市計畫區，目前刻正推動開

發作業，預計可容納35,000人，未來

於開發完成後應可適度紓解本計畫區

人口成長壓力，故為維持都市環境品

質，擬將計畫人口予以調降。 

 

3 3 計畫面積 計畫總面積 
585.58公頃 

計畫總面積

586.56公頃 
1.本計畫係於民國62年11月發布實施，
且其計畫圖面係於計畫擬定之前即已

測繪，沿用至今已近40年，地形地物
隨都市發展變遷、圖紙伸縮變形等因

素，造成圖地不符之情形。 
2.大里區公所已於民國97年7月辦理全面

性的地形重測及計畫圖重製展繪作業

，故配合計畫基本圖之更新，重新量

測重製後成果圖之計畫總面積（重製

後各項土地使用面積參見表1-1），面
積由原計畫585.58公頃，調整為583.62
公頃。 

3.配合本次檢討針對計畫範圍之調整（
變6案），調整後計畫面積計增加2.9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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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1） 
核

定

編

號 

新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4 4 都 市 計

畫圖 
比例尺1/3000 比例尺1/1000 1.現行計畫圖係民國60年代所測繪，

加上升格為縣轄市後，都市發展極

為快速，導致現況地形地物與現地

相去甚遠。 
2.配合大里區公所97年7月間辦理之

全面性地形重測及都市計畫圖展繪

作業，並於同年9月23日至10月22
日完成都市計畫新、舊圖公告作業

，更新本次通盤檢討之基本圖。 

 

5 － 擬 定 機
關 

臺中縣大里市

公所 
臺中市政府 本計畫原擬定機關為臺中縣大里市公

所，因應縣市合併，故將其調整為臺

中市政府。 

 

6 5 計 畫 區

北 側 與

台 中 市

都 市 計

畫 區 交

界處 

未劃入計畫範

圍土地 
2.94公頃 

 

住宅區 
0.10公頃 
河川區 
2.27公頃 
河川區兼供道

路使用 
0.13公頃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0.27公頃 
道路用地 
0.17公頃 

1.大里都市計畫區與北側台中市都市

計畫區交界處，存在著相互重疊、

或未銜接之模糊地帶，且沿線有相

當多的未登錄土地，造成土地行政

管理上的不便。 
2.大里區公所於民國98年1月14日、2
月19日及3月30日邀集相關單位召
開「大里都市計畫與台中市都市計

畫區銜接部分界線重疊疑義協調會

」所獲致結論，原則上參考地籍範

圍進行都市計畫範圍界之調整。 
3.屬大里區所轄地籍範圍之土地，劃

入本計畫範圍內，其中屬公有土地

者，應配合計畫區內鄰近土地使用

分區或用地予以檢討變更；若為私

有土地，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權

益，如原位於臺中市都市計畫區內

屬可建築用地者，則予以維持原劃

設之使用分區。 
4.部分位於計畫區邊界土地涉及大智
排水治理計畫用地範圍，依經濟部

、內政部92年12月26日經水字第
09202616140 號 及 台 內 營 字 第
0920091568號會銜函有關河川及區
域排水流經都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

劃定原則，經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

川局 101 年 2月 10日水三產字第
10118000450號函認定為河川區，
，故將其排水設施範圍變更為河川

區（詳附錄二）。 

劃出大里

都市計畫

範圍外土

地，為確

保都市土

地合理使

用，故配

合將其納

入臺中市

政府刻正

辦理之「

大臺中都

市計畫縫

合規劃案

」，日後

視實際發

展，分階

段報由內

政部核定

後，發布

實施。 

住宅區 
0.53公頃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0.89公頃 
 

河川區 
1.42公頃 

道路用地 
0.21公頃 

河川區兼供道

路使用 
0.21公頃 

6 公兒二十

一西側 

住宅區 
0.09公頃 

溝渠用地 
0.0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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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2） 
核

定

編

號 

新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7 8 停九停車

場用地 
住宅區 
0.07公頃 

停車場用地 
0.07公頃 

原停九停車場西側配合本次都市計畫

界調整，部分劃出本計畫範圍外，致

使原停車場用地規模過小不利開發利

用，故於右側屬國有土地部分（現況

以鐵皮構造之臨時建築為主），將其

變更為停車場用地。 

變 更為停

車 場用地

之 土地包

括吉隆段8
、9地號全
部 及吉隆

段 6、 7、
14 地號與
未 登錄土

地 之部分

。 
8 9

、

人

5 

國光路以

西旱溪排

水整治範

圍內溝渠

、公園、

鄰里公園

兼兒童遊

樂場、道

路等用地 

溝渠用地 
0.05公頃 

公園用地 
0.05公頃 

1.計畫區北側旱溪排水治理計畫範圍

業經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於95年8月完成「台中地區旱溪排
水治理計畫」並公告。 

2.依據前開治理計畫範圍，並參據經

濟部水利署列席代表說明，針對尚

未整治段（國光路以東）部分，因

該治理計畫範圍現階段尚無法認定

，故本次檢討僅針對已進行整治段

（國光路以西）部分，依經濟部、

內政部 92 年 12月 26日經水字第
09202616140 號 及 台 內 營 字 第
0920091568號會銜函有關河川及區
域排水流經都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

劃定原則，將該治理計畫範圍內土

地檢討變更為「河川區」（詳附錄

三）。 
3.原溝渠用地非屬前開治理計畫範圍

內土地，則併鄰近土地使用予以變

更。 

另 於計畫

圖 上標註

說 明：「

旱 溪排水

設 施範圍

業 已公告

， 該範圍

受 水利法

管 制，需

俟 整治完

成 及劃出

排 水設施

範 圍後，

始 得發照

建 築」，

以 利管理

。 

公園用地 
0.04公頃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0.40公頃 
溝渠用地 
0.27公頃 

河川區 
0.71公頃 

道路用地 
0.37公頃 

河川區兼供

道路使用 
0.37公頃 

9 10 8M-57 號
道路 

住宅區 
0.06公頃 

道路用地 
0.06公頃 

為提升該8公尺計畫道路對外交通可

及性，建構完整之交通路網，以促進

周邊土地有效利用，故將該道路往東

延伸至與中興路銜接。 

變 更溝渠

用 地為道

路 用地部

分 ，面積

約6平方公
尺。 

溝渠用地 
0.00公頃 

道路用地 
0.00公頃 

10 13 8M-114東
側住宅區 

住宅區 
0.17公頃 

鄰里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

用地 
0.17公頃 

1.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原為台
中縣稅捐處員工宿舍，目前已全部

搬遷完畢，現況為閒置狀態。 
2.為提升計畫區內公共設施服務品質
，故本次檢討清查閒置之公有土地

，將其變更為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

場用地。 

變 更範圍

土 地為崇

光段786地
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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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3） 
核

定

編

號 

新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1 逕

3 
公兒八北

側住宅區 
住宅區 
0.02公頃 

社教用地 
0.02公頃 

1.經查該土地屬臺中農田水利會所有

，目前為閒置狀態。 
2.因當地東昇里欠缺社區活動中心用

地，考量該土地區位適當，故予以

變更之。 

變更範圍

土地為日

新段70地
號土地。

12 15 15M-41道
路南側住

宅區（與

15M-7 道
路交會處

） 

住宅區 
0.03公頃 

道路用地 
0.03公頃 

1.該處道路於原規劃時即有錯開情形

，為減緩道路錯開所造成交通安全

上的問題，現況道路開闢寬度不一

致。 
2.因該處道路已透過市地重劃方式進

行開闢，因此現況道路用地均屬縣

有地。 
3.故本次檢討配合現況，將部分位於
住宅區內但實際供道路使用之土地

變更為道路用地。 

 

13 17
、 
人

10 

立人高中

至公園兼

體育場用

地東側之

溝渠用地 

溝渠用地 
0.72公頃 

河道用地兼供

人行步道使用

0.72公頃 

1.因緊鄰該溝渠用地兩側之住宅區及

商業區，部分面臨無法指定建築線

之窘境，故於建物新建、改建時產

生困擾。 
2.依臺中市政府建設局100年10月4日
中市建資字第1000079662號函示，
該排水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其排水用地名稱應修正為「河

道用地」。 
3.另為維護其區域排水功能，降低該

河道生態景觀影響衝擊，並兼顧兩

側建築基地開發權益，故將其用地

名稱檢討變更為「河道用地兼供人

行步道使用」。 

除現有人

行步道外

，應維持

現有河道

寬度，且

不得加蓋

。 

14 18 8M-52 道
路兩側住

宅區 

住宅區 
0.41公頃 
道路用地 
0.08公頃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0.49公頃 

1.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現況為
閒置之空地。 

2.為提升計畫區內公共設施服務品質
，故本次檢討清查閒置之公有土地

，將其變更為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

場用地。 
3.該處8M-52道路尚未開闢，考量其

周邊住宅區變更為公兒後，該處道

路已無留設之必要，故併同檢討變

更為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以利公兒用地未來之整體規劃利用

。 

變更範圍

土地為大

元 段 366
、 366-1
、 367 等
地號全部

及 368 地
號之部分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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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4） 
核

定

編

號 

新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5 19 機六用地

東側住宅

區 

住宅區 
0.10公頃 

機關用地 
0.10公頃 

1.現況為大里區衛生所使用，為符合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故依其座

落之地籍範圍予以變更為機關用地

。 
2.考量變更後土地並未面臨計畫道路

，故併同周邊大衛段420地號土地
（國有土地）變更為機關用地，俾

便機關留設出入通道。 

變更範圍

土地為大

衛 段 420
及 480 地
號土地。

16 20 公兒南側
住宅區 

住宅區 
0.09公頃 

機關用地 
0.09公頃 

現況為大里戶政事務所使用，為符合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故依其座落

之地籍範圍予以變更為機關用地。 

變更範圍

土地為福

興 段 747
及 748 等
地號之部

分土地。

17 21 文小四東
側住宅區 

住宅區 
0.44公頃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0.43公頃 
學校用地 
0.01公頃 

1.土地現況為1層樓之磚造或鐵皮構

造等臨時性建築為主。 
2.為提升計畫區內公共設施服務品質
，故本次檢討清查閒置之公有土地

（包括國有及縣有地），將其變更

為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3.配合大里國小開闢現況，將部分位

於住宅區內之學校用地（土地屬國

有地）檢討變更為學校用地，以符

實際。 

變更範圍

包括福興

段 326 、
327-1、328-
1、 329、
426、427、
428、429、
437-1等地
號全部及

334、423、
425等地號
之部分土

地。 
18 22 市三市場

用地 
市場用地 
0.17公頃 

社教用地 
0.17公頃 

1.該市場用地已開闢為大里區第一公

有市場，但因近來市場內攤販承租

意願不高、使用率偏低，形成土地

閒置浪費，土地利用效益偏低。 
2.現況部分樓層做為大里圖書館使用

，利用率高，但因未與市場區隔，

環境整潔管理維護不易。 
3.考量本區確有圖書館使用需求，為

提供當地一處優質的文化、教育、

休閒的活動場所，故將市場用地變

更為社教用地。 

 

19 23 文中一西
南側 

學校用地 
0.08公頃 

社教用地 
0.08公頃 

1.現況該用地已開闢為西榮里社區活

動中心及大里區立西榮托兒所之複

合使用。大里區立西榮托兒所自民

國76年中即開班招生迄今，惟因使
用分區不符，致仍未取得建築執照

與使用執照。 
2.為配合地方發展需求，故依實際使
用現況，將部分學校用地變更為社

教用地，以符實際。 

變更範圍

包括西榮

段 679 、
680、681
地號全部

及 671 地
號部分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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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5） 
核

定

編

號 

新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20 24 德芳南路

、中興路

口附近住

宅區街廓 

住宅區 
3.70公頃 

商業區 
3.70公頃 
附帶條件： 
應依「大里都

市計畫住宅區

變更為商業區

回饋要點」辦

理回饋，否則

仍維持住宅區

之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詳

附錄四） 

1.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所訂標準推估商業區可劃

設面積規模，本計畫區（含擴大

都市計畫部分），尚有14.57公
頃的增加空間。 

2.大里區已發展成為台中都會區衛

星市鎮，提供居住及工商服務需

求，且近年來本市人口快速集結

，都市經濟活動隨之蓬勃發展，

並促進區內主要交通幹道形成服

務業的活動走廊，尤其位於德芳

南路與中興路附近沿線已形成新

興商業活動區域。 
3.為滿足都市持續發展之實際需求

，商業區應在法定總量管制前提

下，依市場機制力量逐步釋出，

透過合理回饋機制，允許部分住

宅區得申請變更為商業區，以提

升本市商業服務機能並平衡地區

合理發展。 

 

21 25
、

人

3 

油一加油

站用地西

側住宅區 

住宅區 
0.10公頃 

加油站用地 
0.10公頃 

1.該用地係由中油公司於民國55年
買賣取得，現況已供加油站相關

附屬設施使用。 
2.為配合實際使用現況，故依其地
籍權屬範圍予以變更為加油站用

地，以符實際。 

1.變更範圍

土地為東

榮段397地
號。 

2.為降低對

周邊生活

環境產生

負面影響

，請臺中

市政府針

對該基地

有關建築

退縮及植

栽隔離帶

等事項，

納入土地

使用分區

管制妥予

規範，以

利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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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續完） 
核

定

編

號 

新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22 26
、

逾

4 

公 九及

公 兒二

十南側 

住宅區 
0.04公頃 
公園用地 
0.07公頃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0.15公頃 
停車場用地 
0.00公頃 

道路用地 
0.26公頃 

1.該處住宅區街廓於原規劃時部分深

度太深，致於緊鄰該公園及公兒用

地南側部分建築基地面臨無法指定

建築線之困擾，影響地主土地開發

權益。 
2.該公兒二十用地形狀狹長，且分別

於北側及南側緊鄰河川區及住宅區

，僅利用南北狹長之一側臨接台3
線，其可及性相對不高。 

3.為提高開放空間利用可及性，解決

部分建築基地無法開發之窘境，並

提升週邊住宅區社區對外交通聯繫

及防救災功能，故於該處規劃一條

6公尺計畫道路。 

1.停車場用地

變更為道路

用地，面積

約 7平方公
尺。 

2.另於計畫圖
上標註說明

：「旱溪排

水設施範圍

業已公告，

該範圍受水

利法管制，

需俟整治完

成及劃出排

水設施範圍

後，始得發

照建築」，

以利管理。

23 逕

6 
文 中二

東 側綠

四用地 

綠地用地 
0.51公頃 

園道用地 
0.51公頃 

為紓解學校周邊上下學時間交通車

流之順暢，並兼顧學生安全通學空

間之實際需求，故予以變更之。 

 

註：1.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新編號」欄內所列編號係指本案經原臺中縣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送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之草案編號；「核定編號」係指本案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送第一階段核

定書圖之變更案編號。 

3.編號欄內所列之「人」係指公開展覽期間人陳案編號；「逾」係指逾公開展覽期間人陳案編號；「逕

」係指逕向內政部陳情意見之編號。 

4.有關逕向內政部陳情意見綜理表陳情編號逕 8案已依決議更正恢復為住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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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個案變更面積增減統計表                                                                             單位：公頃 

項目/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住 宅 區 計 
畫 
年 
期 
變 
更 

計 
畫 
人 
口 
調 
整 

計 
畫 
總 
面 
積 
調 
整 

都 
市 
計 
畫 
圖 
比 
例 
尺 
調 
整 

擬 
定 
機 
關 
變 
更 

-0.52 -0.07  -0.06 -0.17 -0.02 -0.03  

工 業 區         

河 川 區 +3.69  +0.71      

河川區兼供 
道 路 使 用 

+0.34  +0.37      

機 關 用 地         

學 校 用 地         

市 場 用 地         

公 園 用 地   +0.01      

鄰里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

用 地 
-0.62  -0.40  +0.17    

停車場用地  +0.07       

廣場兼停車

場 用 地 
        

溝 渠 用 地 +0.09  -0.32 -0.00    -0.72

社 教 用 地      +0.02   

園 道 用 地         

綠 地 用 地         

加油站用地         

道 路 用 地 -0.04  -0.37 +0.06   +0.03  

河 道 用 地 
兼 供 人 行 
步 道 使 用 

    
   

+0.72

未劃入計畫 
範 圍 土 地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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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個案變更面積增減統計表（續完）                                                           單位：公頃 

項 目 / 編 號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合計 

住 宅 區 -0.41 -0.10 -0.09 -0.44   允 
許 
住 
宅 
區 
申 
請 
變 
更 
為 
商 
業 
區 

-0.10 -0.04  -2.05 

工 業 區           

河 川 區          +4.40

河川區兼供 
道 路 使 用 

         +0.71

機 關 用 地  +0.10 +0.09       +0.19

學 校 用 地    +0.01  -0.08    -0.07 

市 場 用 地     -0.17     -0.17 

公 園 用 地        -0.07  -0.06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0.49 

 
 +0.43    -0.15  -0.08 

停車場用地        -0.00  +0.07

廣場兼停車場

用 地 
 

 
        

溝 渠 用 地          -0.95 

社 教 用 地     +0.17 +0.08    +0.27

園 道 用 地         +0.51 +0.51

綠 地 用 地         -0.51 -0.51 

加油站用地       +0.10   +0.10

道 路 用 地 -0.08       +0.26  -0.14 

河道用地兼供

人行步道使用 
  

 
 

 
 

 
 

 
+0.72

未劃入計畫 
範 圍 土 地 

         -2.94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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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變更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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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檢討後計畫 

第一節 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區北至旱溪與台中市相對，西抵爽文路附近，東南側以大里溪為

界，行政區包括大里區祥興、大明、西榮、內新、長榮、國光、東興等里

之全部，以及大里、新里、東昇、日新、大元、中新、永隆等里之部分，

計畫面積為586.56公頃。 

 

第二節 計畫年期、計畫人口與密度 

一、計畫年期 

計畫年期為民國 115 年。 

二、計畫人口與密度 

計畫人口為 100,000人，居住淨密度每公頃約為 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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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宅區 

經檢討變更後住宅區面積為 312.76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53.32％

，其中劃分為 10個鄰里單元，詳圖 6-1鄰里單元劃分示意圖所示。 

二、商業區 

商業區主要劃設於大明路、中興路、德芳南路及大里杙地區等，為主

要商業核心，商業區面積為 20.42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3.48％。 

另於中興路與德芳南路周邊部分住宅區街廓，得允許申請變更為商業

區，規劃面積約 3.70 公頃（詳圖 6-2），提供本計畫區及鄰近商業、金融

、娛樂設施等服務需求。 

三、工業區 

工業區主要位於計畫區南端之國光路及國中路兩側地區，面積為 49.70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8.47％。 

四、農會專用區 

劃設農會專用區 1處，面積為 0.58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10％。 

五、天線鐵塔專用區 

劃設天線鐵塔專用區 1處，面積為 0.02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00

％。 

六、河川區 

河川區面積為 4.40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75％。 

七、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 

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面積為 0.71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12％。 

表6-1為通盤檢討前後計畫面積對照表，圖6-3為通盤檢討後土地使用計

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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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鄰里單元劃分示意圖 



 

6-4 

 

圖 6-2  大里都市計畫住宅區得申請變更為商業區使用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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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通盤檢討前後計畫面積對照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面積增減 

（公頃） 

通盤檢討後 

備註 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比例（％）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宅 區 314.81 -2.05 312.76 53.32 

商 業 區 20.42 -- 20.42 3.48 

工 業 區 49.70 -- 49.70 8.47 

農 會 專 用 區 0.58 -- 0.58 0.10 

天 線 鐵 塔 專 用 區 0.02 -- 0.02 0.00 

河 川 區 -- +4.40 4.40 0.75 

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 -- +0.71 0.71 0.12 

小 計 385.53 +3.06 388.59 66.24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2.48 +0.19 2.67 0.46 

學 校 用 地 33.11 -0.07 33.04 5.63 

市 場 用 地 1.67 -0.17 1.50 0.26 

公 園 用 地 16.43 -0.06 16.37 2.79 

公 園 兼 體 育 場 用 地 6.31 -- 6.31 1.08 

鄰 里 公 園 兼 兒 童 

遊 樂 場 用 地 
8.11 -0.08 8.03 1.37 

綠 地 用 地 2.16 -0.51 1.65 0.28 

廣 場 用 地 1.08 -- 1.08 0.18 

人 行 廣 場 用 地 1.51 -- 1.51 0.26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0.14 -- 0.14 0.02 

停 車 場 用 地 2.61 +0.07 2.68 0.46 

加 油 站 用 地 0.31 +0.10 0.41 0.07  

社 教 用 地 -- +0.27 0.27 0.05  

溝 渠 用 地 6.04 -0.95 5.09 0.87  

園 道 用 地 -- +0.51 0.51 0.09  

電 路 鐵 塔 用 地 0.01 -- 0.01 0.00  

河 道 用 地 兼 供 

人 行 步 道 使 用 
-- +0.72 0.72 0.12  

道 路 用 地 109.38 -0.14 109.24 18.62  

道 路 兼 堤 防 用 地 6.74 -- 6.74 1.15  

小 計 198.09 -0.12 197.97 33.76 

合 計 583.62 +2.94 586.56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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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通盤檢討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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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設施計畫 

一、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9處，面積為 2.67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46％。 

二、學校用地 

劃設高中（職）3 處，面積合計 8.17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39％

；國中用地 3處，面積合計 11.18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91％；國小用

地 6處，面積合計 13.69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2.33％。 

學校用地面積合計 33.04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5.63％。 

三、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6處，面積合計 1.50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26％。 

四、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9處，面積合計 16.37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2.79％。 

五、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劃設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1處，面積 6.31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08

％。 

六、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4處，面積合計 8.03公頃，佔計畫區

總面積之 1.37％。 

七、綠地用地 

劃設綠地用地 4處，面積合計 1.65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28％。 

八、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5處，面積合計 1.08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18％。 

九、人行廣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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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人行廣場用地 3處，面積合計 1.51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26

％。 

十、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1處，面積 0.14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02

％。 

十一、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 9處，面積合計 2.68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46％。 

十二、加油站用地 

劃設加油站用地 3處，面積合計 0.41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07％。 

十三、社教用地 

劃設社教用地 3處，面積合計 0.27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05％。 

十四、溝渠用地 

劃設溝渠用地面積 5.09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87％。 

十五、電路鐵塔用地 

劃設電路鐵塔用地 1處，面積 0.01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00％。 

十六、河道用地兼供人行步道使用 

劃設河道用地兼供人行步道使用面積 0.72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12％。 

表6-2為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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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面積（公頃） 位置 備註 

機

關

用

地 

機 一 0.28 油三西側、15M-11 北側 台電大里服務所 

機 二 0.13 20M-2西側、20M-1東側 稅捐處 

機 三 0.43 6-15M南側、2-20M東側 省農會 

機 五 0.76 文小四南側 市公所、市代會、圖書館 

機 六 0.11 15M-10、15M-11 路口 消防隊 

機 七 0.40 公兒十西側、人廣北側 兒童青少年福利服務中心 

機 八 0.37 文中三東南側 警察局、消防隊 

機 九 0.09 公兒十五南側 大里戶政事務所 

機 十 0.10 機六東側 大里衛生所 

小 計 2.67   

學

校

用

地 

文 小 一 2.47 20M-1東側、20M-4B南側 崇光國小 

文 小 二 2.04 20M-1東側、15M-6 北側 內新國小 

文 小 三 2.36 公二南側 益民國小 

文 小 四 2.79 機五北側 大里國小 

文 小 五 1.93 15M-41東側、40M-143南側 大元國小 

文 小 六 2.10 20M-130東側、12M-127 北側 永隆國小 

小 計 13.69   
文 中 一 2.87 公二北側 光榮國中 

文 中 二 5.60 綠四西側 縣立大里高中 

文 中 三 2.71 機八西北側 爽文國中 

小 計 11.18   
文 高 一 3.20 20M-1西側、20M-5南側 國立大里高中 

大 明 中 學 2.75 公兒七西側、旱溪南側  
立 人 高 中 2.22 20M-2東側、20M-1南側  
小 計 8.17   

市

場

用

地 

市 一 0.30 停一西側 內新黃昏市場 

市 二 0.24 停二南側  
市 四 0.22 機五南側 民有市場 

市 五 0.25 停八北側  
市 六 0.30 停六南側  
市 七 0.19 公七西側 德芳興市場 

小 計 1.50   

公

園

用

地 

公 一 5.24 40M-3西側、20M-142B 北側  
公 二 1.13 文中一南側 大里公園 

公 三 2.64 廣六北側  
公 四 1.07 公三東側  
公 五 1.83 20M-130西側、旱溪南側 國光公園 

公 六 2.44 25M-129A西側、8M-149南側 環河公園 

公 七 1.50 市七、廣二東側 環保公園 

公 八 
0.31 

25M-129A 東側、40M-143 南
側 

進士公園 

公 九 0.21 停十北側 國興公園 

小 計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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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續 1） 

項目 面積（公頃） 位置 備註 

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6.31 30M-142A 北側、40M-3東側 大里運動公園 

鄰

里

公

園

兼

兒

童

遊

樂

場

用

地 

公 兒 一 0.46 停七東北側 德芳兒童公園 

公 兒 二 0.30 15M-7東側、12M-216南側 大新兒童公園 

公 兒 三 0.43 12M-131東側、25M-4A 北側 大明兒童公園 

公 兒 四 0.27 8M-161西側、12M-132 北側 永明兒童公園 

公 兒 五 0.20 25M-129A西側、12M-133南側 爽文兒童公園 

公 兒 六 0.33 20M-2南側、30M-136 北側  

公 兒 七 0.27 大明中學東北側  

公 兒 八 0.33 文小二北側  

公 兒 九 0.16 文中一北側、10M-65南側  

公 兒 十 0.44 機七西側  

公 兒 十 一 0.10 8M-80道路南側  

公 兒 十 二 0.26 8M-89道路北側  

公 兒 十 三 0.28 立人高中北側 新忠公園 

公 兒 十 四 0.73 文小四東側  

公 兒 十 五 0.24 機九北側  

公 兒 十 六 0.41 公園兼廣場用地東北側 日新公園 

公 兒 十 七 0.21 公兼體東側  

公 兒 十 八 0.26 文小一南側 東明公園 

公 兒 十 九 0.43 計畫區北側  

公 兒 二 十 0.60 旱溪南側  

公兒二十一 0.39 旱溪北側  

公兒二十二 0.17 8M-14東側、8M-65 北側  

公兒二十三 0.49 公兼體東南側  

公兒二十四 0.27 公六北側  

小 計 8.03   

綠

地

用

地 

綠 一 0.27 中興路、國光路路口  

綠 二 0.19 25M-137、30M-136 路口  

綠 三 0.83 公四南側  

綠 五 0.36 公二南側、文小三西側  

小 計 1.65   

廣

場

用

地 

廣 二 0.15 市七南側  

廣 四 0.06 12M-214、10M-141 路口  

廣 五 0.26 綠二西側、25M-137 北側  

廣 六 0.30 20M-2東側、30M-136 北側  

廣 七 0.31 20M-2西側、30M-136 北側  

小 計 1.08   

人 行 廣 場 用 地 1.51 
機七、市一、市四等用地所在

街廓內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14 文小五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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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續完） 

項目 面積（公頃） 位置 備註 

停

車

場

用

地 

停 一 0.26 15M-24、12M-25 路口  

停 二 0.14 市二北側  

停 三 0.13 社教二北側  

停 四 0.13 市四東側  

停 六 0.58 市六北側  

停 七 0.56 公兒一西南側  

停 八 0.51 市五南側  

停 九 0.27 公兒六北側  

停 十 0.10 公九南側  

小 計 2.68   

加

油

站

用

地 

油 一 0.19 20M-2西側  

油 二 0.11 40M-3東側  

油 三 0.11 40M-3西側  

小 計 0.41   

社

教

用

地 

社 教 一 0.08 文中一東南側  

社 教 二 0.17 停三南側  

社 教 三 0.02 公兒八北側  

小 計 0.27   

河 道 用 地 兼 供 

人 行 步 道 使 用 
0.72 立人高中東側之中興排水  

電 路 鐵 塔 用 地 0.01 油二西側  

溝 渠 用 地 5.09 
計畫區北側旱溪排水、市地

重劃範圍內大智排水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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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通盤檢討後之成效分析 

（一）開放空間檢討 

本次檢討利用閒置公有土地增加三處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共

0.93 公頃；此外，為配合旱溪排水及大智排水治理計畫範圍，包括公五、

公兒六、公兒十九及公兒二十一等部分用地檢討劃設為河川區，未來配合

水利署整治工程，預計營造為兼具休閒、遊憩與綠美化功能之排水環境，

故總計公園及公兒用地面積雖減少，惟整體而言鄰里性休閒遊憩設施服務

水準仍為上升。 

表 6-3  通盤檢討前後公園等開放空間服務水準分析表 

項目 

通盤檢討前 
面積增減 

（公頃） 

通盤檢討後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比例（％）

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比例（％）

公 園 用 地 16.43 2.82 -0.06 16.37 2.79 

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6.31 1.08 - 6.31 1.08 

鄰里公園兼兒童 

遊 樂 場 用 地 8.11 1.39 -0.08 8.03 1.37 

綠 地 用 地 2.16 0.37 -0.51 1.65 0.28 

廣 場 用 地 1.08 0.19 - 1.08 0.18 

人 行 廣 場 用 地 1.51 0.26 - 1.51 0.26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14 0.02 - 0.14 0.02 

園 道 用 地 - - +0.51 0.51 0.09 

合 計 35.74 6.13 -0.14 35.60 6.07 

 

（二）提高都市計畫圖資精確度 

本次檢討，配合都市計畫圖重製成果更新計畫圖資，並針對重製後各

項土地使用計畫面積予以調整，以提昇計畫管理與執行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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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系統計畫 

本計畫共劃設道路用地面積 109.24公頃、園道用地面積 0.51公頃及道

路兼堤防用地面積 6.74公頃，茲分述如下： 

一、聯外道路 

（一）3 號道路（國光路）：為省道台 3 線之一部分，南北貫穿本計畫

區，北可通往台中市，南至南投中興新村，計畫寬度為 40米。 

（二）2 號道路（中興路）：南北貫穿本計畫區，為霧峰鄉與台中市主

要聯絡幹道，與 3 號道路於計畫區南端大里橋附近相接，計畫寬

度為 20米。 

（三）143 號道路（德芳路、德芳南路）：為生活圈三號道路之一部分

，為區內主要東西向聯絡幹道，往西經中投公路（省道台 63 線

）與文心南路銜接進入台中市，計畫寬度為 40米。 

（四）136號道路（大智路）：往北可通往台中市，計畫寬度 30米。 

（五）137 號道路（環河路）：旱溪北岸之園林道路，可由台中市南區

通往太平市，計畫寬度為 25米。 

（六）8 號道路（元堤路）：為生活圈四號道路之一部分，計畫寬度為

40米。另該道路因位於大里溪治理計畫用地範圍內，故該段道路

劃設為道路兼堤防用地。 

二、主要道路 

（一）1號道路（益民路）：為大里區區主要環狀道路，計畫寬度 20米。 

（二）大里路：呈東北-西南走勢穿過本計畫區，往西經瓦瑤子通往烏日鄉

五張犁，計畫寬度為 15米。 

（三）129 號道路（爽文路）：為計畫區南北向聯絡道路，計畫寬度為 25

米。 

（四）5 號道路（東榮路）：為計畫區東西向聯絡道路，計畫寬度為 20 米

。 

（五）4 號道路（大明路）：為計畫區東西向聯絡道路，計畫寬度為 25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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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要及出入道路 

區內道路用地除前述聯外道路及主要道路外，為便利各社區對外聯繫

及出入通行，規劃 8～12 米之次要道路及出入道路，並酌設 4 米之人行步

道，藉以串連聯外及主要道路，構成一完整的交通路網。 

四、園道用地 

於文中二東側劃設 1條 15M園道用地，銜接國中路以紓解學校學生接

送交通之需求，未來可於兩側規劃較寬闊的人行空間，兼顧學生安全通學

空間之實際需要。 

表6-4為計畫道路編號一覽表。 

表 6-4  計畫道路編號一覽表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公尺） 起  迄 備註 

４０Ｍ－３ 2,891 旱溪—大里橋 省道台 3線 

３０Ｍ－３ 75 ２號－３號  
４０Ｍ－８ 2,411 計畫界—計畫界 生活圈四號道路 

４０Ｍ－１４３ 1,923 計畫界—８號 生活圈三號道路 

３０Ｍ－１３６ 1,058 計畫界—計畫界  
３０Ｍ－１４２Ａ 478 ２號－３號  

２５Ｍ－４Ａ 737 計畫界—３號  
２５Ｍ－１２９Ａ 2,150 １３７號—１２９Ｂ號  
２５Ｍ－１３７ 2,972 １２８號—計畫界  

２０Ｍ－１ 4,172 ２號—１３７號  
２０Ｍ－２ 3,233 南門橋—３號  

２０Ｍ－４Ｂ 441 ３號—１號  
２０Ｍ－５ 1,590 計畫界—２號  

２０Ｍ－１３０ 1,436 １３７號—１４３號  
２０Ｍ－１３５ 345 １２９號—３號  

２０Ｍ－１４２Ｂ 780 ２號—計畫界  
１５Ｍ－６ 698 ２號—８號  
１５Ｍ－７ 1,454 ９號—１號  
１５Ｍ－９ 623 １４３號—１０號  

１５Ｍ－１０ 666 １２９Ａ號—７號  
１５Ｍ－１１ 959 １０號—３號  
１５Ｍ－２３ 223 ２號—２４號  
１５Ｍ－２４ 624 ６號—２號  
１５Ｍ－４１ 1,450 １４１號—２號  

１５Ｍ－２１８ 432 ７號—２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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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計畫道路編號一覽表（續 1）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公尺） 起  迄 備註 

１５Ｍ－２２７ 345 １１號－計畫界 園道用地 

１５Ｍ－２２９ 53 １號－計畫界  
１２Ｍ－２５ 388 ２號—１號  
１２Ｍ－４８ 584 ４１號—２號  
１２Ｍ－６１ 241 １３７號—１號  
１２Ｍ－６３ 1,304 １號—３號  
１２Ｍ－６６ 713 ３號—６３號  
１２Ｍ－７２ 619 ５號—２號  
１２Ｍ－９５ 957 ４號—６３號  

１２Ｍ－１００ 680 ９號—３號及７號  
１２Ｍ－１２３ 154 ２１８號—２１６號  
１２Ｍ－１２４ 487 ４１號—２１８號  
１２Ｍ－１２５ 541 １２８號—１３１號  
１２Ｍ－１２６ 417 １２９號—３號  
１２Ｍ－１２７ 360 １２９號—１３１號  
１２Ｍ－１２８ 225 ４號—１４９號  
１２Ｍ－１３１ 1,332 １４４號—１４３號  
１２Ｍ－１３２ 469 計畫界—１３１號  
１２Ｍ－１３３ 515 計畫界—１３１號  
１２Ｍ－２１４ 517 １４１號—１２４號  
１２Ｍ－２１６ 407 ２２１號—１２４號  
１２Ｍ－２２０ 52 １４１號－１４３號  
１２Ｍ－２２１ 458 ４１號－３號  
１２Ｍ－２２２ 104 ２１４號—４１號  
１２Ｍ－２２３ 154 ２１６號—２２６號  
１２Ｍ－２２５ 313 計畫界—２２７號  
１２Ｍ－２２６ 226 ７號—２２１號  
１０Ｍ－１６ 634 ２號—６號  
１０Ｍ－２０ 84 １號—１６號  
１０Ｍ－５４ 354 ４８號－２號  
１０Ｍ－５８ 316 １號－２號  
１０Ｍ－６０ 215 ６１號－１號  
１０Ｍ－６８ 619 １號－５號  

１０Ｍ－１２９Ｂ 710 １２９Ａ號－１１號  
１０Ｍ－１３４ 702 １３３號—３號  
１０Ｍ－１４１ 1,113 ２２０號—２號  

８Ｍ－１２ 459 ２號—１４號  
８Ｍ－１３ 186 １２號—１４號  
８Ｍ－１４ 284 ２號—１號  
８Ｍ－１８ 168 １６號－６號  
８Ｍ－１９ 132 １８號－２０號  
８Ｍ－２０ 168 １６號—６號  
８Ｍ－２１ 125 １６號－６號  
８Ｍ－２２ 145 ６號－迴車道  
８Ｍ－２６ 151 ２４號－２２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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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計畫道路編號一覽表（續 2）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公尺） 起  迄 備註 

８Ｍ－２７ 159 ２４號－２６號  
８Ｍ－２９ 38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０ 34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１ 35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２ 34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３ 35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４ 36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５ 80 ３６號－１號  
８Ｍ－３６ 133 ２５號－迴車道  
８Ｍ－３７ 120 ２４號－１號  
８Ｍ－３８ 196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３９ 96 １號－３８號  
８Ｍ－４２ 53 ４１號－迴車道  
８Ｍ－４３ 188 ４１號－迴車道  
８Ｍ－４４ 468 ４１號－迴車道  
８Ｍ－４５ 101 ４４號－４１號  
８Ｍ－４６ 231 ４１號－４１號  
８Ｍ－４９ 109 ４１號－迴車道  
８Ｍ－５０ 164 ４９號－４８號  
８Ｍ－５１ 105 ５０號－５２號  
８Ｍ－５２ 111 ５３號－４８號 本次檢討長度予以縮減 

８Ｍ－５３ 62 ４８號－５２號  
８Ｍ－５５ 104 ４８號－５０號  
８Ｍ－５６ 178 迴車道－迴車道  
８Ｍ－５７ 444 ５８號－迴車道  
８Ｍ－５９ 278 ６４號－５８號  
８Ｍ－６２ 219 １號－６６號  
８Ｍ－６４ 382 ６３號－２號  
８Ｍ－６５ 382 ６３號－６４號  
８Ｍ－６７ 134 ６５號－６８號  
８Ｍ－６９ 72 ５號－迴車道  
８Ｍ－７０ 217 ５號－７２號  
８Ｍ－７１ 263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７３ 380 ７１號－７２號  
８Ｍ－７４ 153 ７２號－７０號  
８Ｍ－７５ 251 ７２號－７２號  
８Ｍ－７６ 174 ７２號－１號  
８Ｍ－７７ 112 １號－迴車道  
８Ｍ－７８ 245 １號－１號  
８Ｍ－７９ 280 １號－１號  
８Ｍ－８０ 380 ４號－６１號  
８Ｍ－８１ 116 ８０號－４號  
８Ｍ－８２ 190 ４號－１號  
８Ｍ－８３ 736 ９５號－１號  
８Ｍ－８５ 296 迴車道－８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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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計畫道路編號一覽表（續 3）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公尺） 起  迄 備註 

８Ｍ－８６ 370 ９５號－迴車道  
８Ｍ－８７ 157 ８６號－９５號  
８Ｍ－８８ 178 ８９號－９５號  
８Ｍ－８９ 211 ９５號－５號  
８Ｍ－９０ 116 ８３號－１號  
８Ｍ－９１ 196 １號－９５號  
８Ｍ－９２ 192 ９１號－１號  
８Ｍ－９３ 312 ９５號－９５號  
８Ｍ－９４ 303 ９５號－９５號  
８Ｍ－９６ 222 ６３號－６３號  
８Ｍ－９７ 358 １號－１號  
８Ｍ－９８ 933 ９號－７號  

８Ｍ－１０１ 71 １００號－迴車道  
８Ｍ－１０２ 155 ９８號－１０４號  
８Ｍ－１０３ 333 １００號－９８號  
８Ｍ－１０４ 470 １００號－１０５號  
８Ｍ－１０５ 411 １００號－９８號  
８Ｍ－１０６ 224 １０８號－９號  
８Ｍ－１０７ 67 １０８號－迴車道  
８Ｍ－１０８ 264 ９號－１０９號  
８Ｍ－１０９ 651 ９號－１１號  
８Ｍ－１１０ 322 １０號－１２９Ｂ號  
８Ｍ－１１１ 386 １０號－１１號  
８Ｍ－１１２ 147 １１１號－１１１號  
８Ｍ－１１３ 52 １１０號－迴車道  
８Ｍ－１１４ 78 ６５號－６４號  
８Ｍ－１４４ 307 １３０號－３號  
８Ｍ－１４５ 156 １４４號－４號  
８Ｍ－１４６ 415 １２９Ａ號－１４５號  
８Ｍ－１４７ 551 １２８號－１３１號  
８Ｍ－１４９ 200 １２８號—１２９Ａ號  
８Ｍ－１５２ 153 １２５號－１２６號  
８Ｍ－１５３ 124 １２６號－１２７號  
８Ｍ－１５４ 149 １２７號－５號  
８Ｍ－１５５ 150 １２７號－５號  
８Ｍ－１５６ 132 １５５號－１３１號  
８Ｍ－１５７ 111 １６１號－１３２號  
８Ｍ－１５８ 146 ５號－１３２號  
８Ｍ－１５９ 148 １５８號－１３１號  
８Ｍ－１６０ 183 １３２號－１３３號  
８Ｍ－１６１ 147 １３２號－５號  
８Ｍ－１７０ 175 １３３號－１３４號  
８Ｍ－１７１ 234 １３３號－１３１號  
８Ｍ－１７６ 553 ６６號－６６號 本次檢討編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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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計畫道路編號一覽表（續完） 
編號／寬度 計畫長度（公尺） 起  迄 備註 

８Ｍ－２１３ 87 ２號－５７號 本次檢討增設 

８Ｍ－２１７ 277 ７號－１２４號  
６Ｍ－１８６ 420 ３號－８０號 本次檢討增設 

６Ｍ－１８８ 133 ６３號－６７號  
６Ｍ－１９７ 106 ６號－２３號  
４Ｍ－１４８ 68 １４７號－１２５號  
４Ｍ－１５１ 157 １２９Ａ號－１３０號  
４Ｍ－１７２ 84 １３４號－１７１號  
４Ｍ－１７３ 43 １４３號－９８號  
４Ｍ－１７４ 55 １４３號－９８號  
４Ｍ－１７５ 63 １４３號－９８號  
４Ｍ－１８０ 179 ５７號－５８號  
４Ｍ－１８１ 158 ５７號－２號  
４Ｍ－１８２ 61 １２號－公兒十六  
４Ｍ－１８５ 63 ８６號－８９號  
４Ｍ－１８９ 90 ９３號－９４號  
４Ｍ－１９０ 86 ９４號－６３號  
４Ｍ－１９３ 30 ７１號－１４１號  
４Ｍ－１９４ 116 ５號－７４號  
４Ｍ－１９８ 62 ５號－１７６號  
４Ｍ－１９９ 52 ２７號－公兒十  
４Ｍ－２００ 35 ２２號－公兒十  
４Ｍ－２０１ 66 迴車道－２５號  
４Ｍ－２０２ 107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３ 104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４ 100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５ 62 ２４號－３８號  
４Ｍ－２０６ 103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７ 100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８ 110 迴車道－住宅區  
４Ｍ－２０９ 55 ２４號－３８號  
４Ｍ－２１０ 47 ４３號－住宅區  
４Ｍ－２１１ 115 ２號－４４號  
４Ｍ－２１２ 73 迴車道－５１號  

註：表內道路長度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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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都市防災計畫 

都市災害主要包括火災、水災、風災、地震等自然與因都市設施因上列情

形所引起的災害，如爆炸等，以及因人為疏失或蓄意行為所引起之都市設施的

破壞與都市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威脅，因此，都市防災計畫與措施日顯重要

。 

一、都市災害成因 

（一）水（颱風、洪氾）災 

1.水災及治理情形 

環繞計畫區東側及南側之大里溪，為烏溪主要之支流，因源於太

平山區，由於地形及河川短促之故，過去每遇雨季則豪雨成災，包括

48年「八七」、49年「八一」、61年「六一二」、78年「七二七」等

水災，對本區人民生命財產均造成威脅。因此，前台灣省水利局於民

國78年7月擬定大里溪治理計畫，目前已完成整治，於水道治理計畫線

佈置堤防以防洪水氾濫，並整理河道，現已無洪水氾濫情事發生。 

另位於計畫區北側之旱溪排水原為旱溪，為鄰近都會區排水的總

匯，屬台中地區重要區域排水之一。目前主要排水問題集中在幹、支

流下游的烏日地區未改善渠段，每遇豪雨常因洪水溢岸而造成淹水。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已於民國95年8月完成「台中地區旱溪排

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其中位於本計畫區內國光橋至積善橋環境

營造工程已於100年6月動工，目前已完工，治理長度833公尺，區分為

生態淨化區、水岸休閒區及滯洪保護區，工程設施包括滯洪公園、自

行車道、休憩平台活動廣場、人工濕地等。其計畫實施後可降低下游

地區水患程度、創造排水路週邊優質環境、增加居民休憩活動空間，

在生態、教育、水質改善等方面均具正面效益。 

2.淹水潛勢 

依經濟部水利署防災資訊服務網查詢結果，計畫區以單日累積雨

量達150mm及300mm均不會造成計畫區內淹水，單日累積雨量達

450mm時，計畫區內全部地區均可能淹水，淹水深度可達0.001至0.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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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單日累積雨量達600mm時，計畫區內全部地區淹水深度可達0.5至1

公尺。 

 

單日雨量 150mm淹水潛勢圖 單日雨量 300mm淹水潛勢圖 

單日雨量 450mm淹水潛勢圖 單日雨量 600mm淹水潛勢圖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防災資訊服務網（http://fhy.wra.gov.tw/Pub_Web/others/floodwarn.aspx） 

圖 6-4  大里區淹水潛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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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震災害 

1.九二一地震 

台灣地區本為地震頻繁帶，歷經九二一地震後，未來應重視預警

系統之設置及避難空間之留設，此外，亦應加強高層建築之防震設計

要求，以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2.活動斷層分布 

計畫區週邊20公里內之活動斷層，除車籠埔斷層外，另計有4條活

動斷層，分別為大茅埔－雙冬斷層、彰化斷層、水裡坑斷層與屯子腳

斷層，除水裡坑斷層未有歷史災害紀錄，大茅埔－雙冬斷層於1999年

與車籠埔斷層造成重大災變，而彰化斷層於1849年、屯子腳斷層於

1935年亦曾發生重大災變，計畫區雖皆在災變範圍內，但並無直接之

災損統計文獻紀錄。 

表 6-5   計畫區 20公里內活動斷層分布表 

斷層編號 斷層名稱 距離 斷層位置 災害紀錄

26 車籠埔斷層 3.41km計畫區東側健民里一帶 921地震 

6 大茅埔－雙冬斷層 12.48km計畫區東方（南北向） 921地震 

47 彰化斷層 14.99km計畫區西方（南北向） 1849中等

17 水裡坑斷層 18.56km計畫區東南方（南北向） 無 

14 屯子腳斷層 20.37km計畫區東北方（西南－東北向） 1935輕微

資料來源：台灣活斷層資訊網（http://140.115.123.30/act/actQ.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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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灣活斷層資訊網（http://140.115.123.30/act/actQ.htm） 

圖 6-5  大里區週邊活動斷層分布示意圖 

（三）火災 

本計畫區經多年來之開發、建設，計畫區內住宅聚落密集，故應提

昇該地區之災變因應能力，此外，計畫區內之建築基地亦應落實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妥為規劃防火間隔，以減低災害影響程度。 

（四）事業災害 

目前本計畫區南側所劃設之工業區使用率已高達 84％，其潛藏之工

業災害或工業材料、事業廢棄物運送等，都可能對當地居民或環境帶來

立即性或慢性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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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計畫區鄰近歷年災害發生彙整表 

類型 時間 名稱 原因 災情概要 

水災 

48.8.7 八七水災 艾倫颱風

八七水災災區範圍廣及 13 個縣市，其中以苗栗

、台中、南投、彰化、雲林及嘉義地區受災最

為嚴重；實際受災面積達 1,365平方公里，受災

居民達 30餘萬人，死亡人數達 667人，失蹤者

408 人，受傷者 942 人，房屋全倒 27,466 間，

半倒 18,303間。 

災區的交通通訊幾乎全部中斷，受損的農田 13

餘萬公頃，總損失估計在新台幣37 億元，佔前

一年國民所得總值約 12%。 

49.8.1 八一水災 雪莉颱風

八一水災災區範圍以苗栗、台中、南投、彰化

、雲林為主，死亡人數達 102人，失蹤者 81人

，受傷者 430 人，房屋全倒 10,513 間，半倒

13,404間。 

61.6.12 六一二水災 -- 
六一二水災淹水區域 3,700公頃，大里溪氾濫，

大里地區受災嚴重。 

78.7.27 七二七水災 -- 

七二七水災淹水區域 1450 公頃，共造成 17 人

死亡，3人受傷，房屋全倒 65間，半倒 49間。

大里溪沿岸因受豪雨洪水侵襲滿目瘡痍，亦造

成旱溪旁樹王里數千居民淹水之苦。 

震災 87.9.21 九二一地震 
車籠埔 

斷層活動

因車籠埔斷層的錯動，產生芮氏規模 7.3地震，

並在地表造成長達 80 公里的破裂帶。全台均感

受到嚴重搖晃，共持續 102秒，造成 2,415人死

亡，29 人失蹤，11,305 人受傷，51,711 間房屋

全倒，53,768間房屋半倒。 

對大里區亦造成嚴重損傷，本區共計有 153 人

死亡，395人受傷，房屋災損全倒 2,849戶，半

倒 3,681戶，而近八成全倒戶與大部分罹難者皆

為同一時期興建之集合住宅住戶（金巴黎、中

興國宅 VIP、台中王朝、台中奇蹟等）。 

火災 
(民宅) 

95.2.4 
大里區立仁

路民宅火災 
-- 

大里區立仁路 95 巷一處民宅，疑似因住戶抽菸

不慎引發火災，造成 2死 6輕重傷慘劇。 

96.4.15 
大里區現岱

路民宅火災 
-- 

火災地點為太平洋優美第集合住宅，建物係地

下 1層地上 11層樓鋼筋混凝土結構，火災時共

出動 21 車 62人，共救出 15人，但仍造成 3人

死亡 8人受傷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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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計畫區鄰近歷年災害發生彙整表（續完） 

類型 時間 名稱 原因 災情概要 

火災 

(事業
災害) 

 

98.7.23 

台灣菸酒公

司台中菸葉

廠倉庫火災

-- 

大里區中興路台灣菸酒公司台中菸葉廠倉庫，

疑似因連日高溫，造成以玻璃當屋頂的倉庫發

生典型的溫室效應發生火警，由於倉庫中儲放

的都是乾燥菸葉跟菸骨，火勢深層燜燒，竄出

許多濃煙。火災並無造成人員傷亡，但菸廠附

近民眾因為吸了大量的二手煙，不少人覺得喉

嚨不舒服。 

99.1.16 
大里工業區

工廠火災 
-- 

工業區內工業九路與仁美路口，兩家泡棉塑膠

工廠發生火災，燒毀約 600 坪廠房，現場發生

並「閃燃」爆炸，造成 10名警義消受傷。 

  資料來源：1.內政部消防署。 

                      2.「台中都會區淹水地區災害分析－以淹水潛勢圖及戶口普查資料為基礎」，解佩

穎，彰化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9。 
                      3.http://zh.wikipedia.org/wiki/921%E5%A4%A7%E5%9C%B0%E9%9C%87 

4.http://www.epochtimes.com/b5/6/2/4/n1211660.htm 
5.http://tw.myblog.yahoo.com/jw!Ol0iHpmRCAdZSGO0LTfwhkw-

/article?mid=67&prev=68&next=65 
6.http://blog.sina.com.tw/tier/article.php?pbgid=33571&entryid=573718 
7.http://tw.myblog.yahoo.com/fengyuan-tcvf/article?mid=2152&next=1923&l=f&fid=8 
8.本計畫整理。 

 

二、都市防災因應措施 

都市防災規劃是全面性的，需由各方面之配合方能健全其工作，而計

畫之執行亦應包括防災相關法規之制定、防災組織體系之建構及防災應變

措施之配合，其相關因應措施如下： 

（一）維生系統規劃 

1.重要維生管線 

規劃都市水源、下水道、電力等維生管線之共構系統，降低其破

壞機率，並應布設於主要逃生路徑周邊，確保災害發生時之正常運作

。 

2.給水系統 

（1）管路布設應避免潛在地質災害地區，若確有必要，應採用多節

、柔性接頭連接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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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線埋設以地下管線為原則，山坡地帶應特別避免地面管線。 

（3）給水管下水道的水平距離應留設至少 3 公尺以上，但給水管應

高於污水下水道。 

（4）消防用水應有專用管網及水源。 

（5）貯水塔設施應採防震設計，並避免設置於潛在地質災害地區及

建築物密集地區。 

3.電力系統 

（1）輸送線路應予地下化。 

（2）變電設施儘量設置於防火區劃邊緣。 

（3）建立勘查系統，以於發生問題時，檢查輸送或儲存設施。 

（4）公共建築物及避難場所應具備緊急電源。 

4.電訊系統 

（1）輸送線路應予以地下化。 

（2）通訊中心及儲放供給設備之建築物應採防震設計。 

（3）應考量區域隔離措施，避免被破壞區域影響其他區域之正常運

作。 

5.瓦斯系統 

（1）輸送線路應予以地下化。 

（2）應設置偵測、漏氣及緊急切斷系統，自動化組織規劃改以人工

操作替代。 

（3）輸送線路應與電力線路保持至少 3公尺以上的距離。 

6.警報與通報系統 

建議運用資訊通信系統組織監控中心，管制各種能源管線（電力

、電信、瓦斯、水利等），配合地方行政體系之救災中心運作，形成

統一完善之預警預報系統。 

（二）震災防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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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合鄰近地區消防機關與救援體系，如醫院等建立防震措施計畫與資

源應用。 

2.建立區內防震避難與疏散系統，並加強維生系統管線之耐震設計。 

3.強化公共建築及設備之安全性，包括加強聯外道路橋樑的安全檢測與

補強，並於道路街角豎立防災避難路徑和場所的告示牌，另加強學校

、機關建物、人行陸橋的安全檢測和補強。 

（三）其他配合措施 

1.控制都市發展密度與規模 

於敏感地區或大規模開發時，應進行土地適宜性分析，並加速區

內都市更新、提昇舊有社區聚落及窳陋地區之公共設施供給。 

2.建構完善都市基盤設施 

規劃良好之道路系統及、上下水道系統與分屬各事業單位之都市

基礎設施（備），如電力電信設備、瓦斯管線、自來水管線等應妥為

整合或隔離，加強耐震設計，考慮災後復健之維修，以確保災變發生

時，其功能仍持續發揮，不致擴大災害程度。 

3.防災資源準備整備 

各式防救災資源之數量、放置地點應列表控管並定期清查維護，

備妥緊急應變支援廠商人力、機具設備資料，以機動因應緊急之搶險

、搶修工作。 

4.防災教育、講習、訓練及宣導 

每年均定期或不定期辦理相關災害防救教育訓練或講習，強化防

災、預警報系統功能及操作訓練，另利用媒體、網路及文宣加強宣導

防災相關措施。 

5.防災據點指定 

確立緊急醫療、物資支援、指揮救援、避難收容等場所及防救災

避難路線之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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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都市計畫防災體系 

綜合以上分析，建立本都市計畫之都市防災系統如下： 

（一）緊急避難場所 

1.以本計畫區內公園、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廣場、停車場、綠地等

開放空間為主要規劃對象。 

2.周邊道路應有防災功能，並防止落下物擊傷避難人員。 

3.應設置適當消防設備與避難設施，並備有可搬運之抽水幫浦、大型滅

火器及儲放空間，同時，設置資訊傳遞及廣播設備，引導人群避難。 

（二）緊急收容場所 

指定適當區位之學校用地、機七用地及公園兼體育場用地劃為緊急

收容場所，其目的在於提供災後城市復建完成前臨時庇護場所。而各避

難收容場所在機能上，應具有災民臨時收容、醫療緊急救護、區域物資

及飲水之轉運發放、醫療及生活必需品的儲備等功能，並且在防災生活

圈中應具有正確資訊之傳達、供應必要生活設施、自主消防能力、擁有

完善且供庇護的設施等功能之場所。 

（三）防災救難據點 

1.醫療據點 

醫療據點包括臨時醫療場所及長期收容場所；前者為發揮機動醫

療設施急救功效，因此仍指定前述避難收容場所為之，惟長期收容場

所仍應以附設有病床之醫院為對象。目前在本計畫區內設有仁愛及菩

提等大型醫院，可提供緊急及長期的醫療照護。 

2.指揮、警消據點 

以大里區公所為指揮救災中心，統籌各責任區救災指揮任務，發

揮防災組織體系之緊急救難功能；警察據點設置之主要目的是為進行

情報資訊蒐集及災後秩序維持。目前於本計畫區內分別在省道台三線

（國光路）與東榮路交叉口南側、中興路與大明路交叉口，及新興路

上分別設置國光、內新派出所與大里分駐所；此外，於省道台3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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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路）與東榮路交叉口南側設有消防局第三大隊及國光分隊，於大里

路則設有大里分隊，以上各警消據點之動員均能在五分鐘內抵達計畫

區內各角落，充分保障居民之生活安全。 

（四）緊急疏散動線 

指定本計畫區內現有道路路寬 20 公尺以上之道路為緊急疏散動線，

並考慮可延續通達全市區域之主要輔助性道路（限路寬 20 公尺以上）為

第一層級之緊急疏散動線，寬闊的道路除作為緊急疏散道路外，亦為救

災人員及裝備進出之重要通道。 

（五）火災延燒防止帶 

利用帶狀開放空間，如河川、溝渠、綠帶及計畫寬度 20 公尺以上道

路等為區隔作為火災延燒防止帶，以防止火災之蔓延。 

（六）其他防災規劃 

1.計畫區內之公園、綠地、廣場、停車場及學校用地等設定為本計畫之

避難、收容及延燒防止空間，其周邊應保持暢通，並減少永久性障礙

物之設置，以維持其開放性，並隨時作為臨時防災據點之用。 

2.公園等開放空間之綠覆率應在 60％以上，如因附屬設施之需求需開挖

地下層者，其覆土深度亦應維持二公尺以上。 

3.廣場及人行舖面應以使用植草磚或具透水性之地磚為原則。 

4.分屬各事業單位之都市基礎設施（備），如電氣、瓦斯、電信設備等

，應依其運作效能妥為整合或隔離，並加強耐震設計及考量易於災後

復健維修計畫之設計。 

5.具污染性廢棄物、化學藥品、瓦斯及油罐車等危險物品運輸，應限制

其進入社區之聯絡道路，以避免災害發生波及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表6-7為計畫區內防災系統指定表，圖6-6為防災避難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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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計畫區內防災系統指定表 

項目 指定設施 
備註說明 

開闢情形 使用現況 

緊急避難場所 

公 一 未開闢  

公 二 已開闢 大里公園 

公 三 未開闢  

公 四 未開闢  

公 五 已開闢 國光公園 

公 六 已開闢 環河公園 

公 七 已開闢 環保公園 

公 八 已開闢 進士公園 

公 九 已開闢 國興公園 

公 兒 一 已開闢 德芳兒童公園 

公 兒 二 已開闢 大新兒童公園 

公 兒 三 已開闢 大明兒童公園 

公 兒 四 已開闢 永明兒童公園 

公 兒 五 已開闢 爽文兒童公園 

公 兒 六 未開闢  

公 兒 七 未開闢  

公 兒 八 未開闢  

公 兒 九 未開闢  

公 兒 十 未開闢  

公 兒 十 一 未開闢  

公 兒 十 二 未開闢  

公 兒 十 三 已開闢 新忠公園 

公 兒 十 四 未開闢  

公 兒 十 五 未開闢  

公 兒 十 六 已開闢 日新公園 

公 兒 十 七 未開闢  

公 兒 十 八 已開闢 東明公園 

公 兒 二 十 未開闢  

公 兒 二 十 一 未開闢  

公 兒 二 十 二 未開闢  

公 兒 二 十 三 未開闢  

公 兒 二 十 四 未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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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計畫區內防災系統指定表（續 1） 

項目 指定設施 
備註說明 

開闢情形 使用現況 

緊急避難場所 

廣 二 已開闢  

廣 四 已開闢  

廣 五 未開闢  

廣 六 未開闢  

廣 七 已開闢  

廣 停 已開闢  

停 一 已開闢  

停 二 已開闢  

停 三 已開闢  

停 四 已開闢  

停 六 已開闢  

停 七 已開闢  

停 八 已開闢  

停 九 未開闢  

停 十 已開闢  

綠 一 已開闢  

綠 二 未開闢  

綠 三 未開闢  

綠 五 已開闢  

緊急收容場所 

文 小 一 已開闢 崇光國小 

文 小 二 已開闢 內新國小 

文 小 三 已開闢 益民國小 

文 小 四 已開闢 大里國小 

文 小 五 已開闢 大元國小 

文 小 六 已開闢 永隆國小 

文 中 一 已開闢 光榮國中 

文 中 二 已開闢 縣立大里高中 

文 中 三 已開闢 爽文國中 

文 高 一 已開闢 國立大里高中 

大 明 中 學 已開闢 大明中學 

立 人 高 中 已開闢 立人高中 

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已開闢 大里運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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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計畫區內防災系統指定表（續完） 

項目 指定設施 
備註說明 

開闢情形 使用現況 

防災救難據點 

機 五 已開闢 大里區公所 

機 六 已開闢 大里消防分隊 

機 七 已開闢 
兒童青少年福利服務

中心 

機 八 已開闢 
國光派出所、國光消

防分隊 

機 十 已開闢 大里區衛生所 

仁 愛 醫 院 已開闢 仁愛醫院 

菩 提 醫 院 已開闢 菩提醫院 

內 新 派 出 所 已開闢 內新派出所 

大 里 分 駐 所 已開闢 大里分駐所 

緊急疏散動線 
計畫寬度 20公尺以上之道路或通達全市區域之主要輔助性道路（限

路寬 20公尺以上） 

火災延燒防止帶 河川、溝渠、綠帶及計畫寬度 20公尺以上道路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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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防災避難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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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親山親水計畫 

一、計畫區周邊景觀地形環境 

計畫區位於台中盆地東南側，北以旱溪與台中市南區相鄰，南以草

湖溪與霧峰區接壤，因東部連接霧峰山地（或稱埤頭山地），地勢東高

而西南低，海平面高度界於海拔 40至 50公尺之間。 

計畫區地勢平坦，北側與原台中市緊密發展，以都市景觀為主；東

側及大里溪軸線東北方向，可見太平及霧峰山區山巒起伏之自然景觀；

西側及南側，則屬於都市邊緣地帶，仍保留部分農業生產機能，呈現具

田園風貌之聚落分布景觀。 

 

二、親山親水計畫內涵 

（一）建構都市藍綠軸帶空間結構，並導入生態保育及復育觀念。 

（二）利用都市水路、景觀道路與自行車道系統，促使都市居民易於親

近自然景觀資源。 

（三）營造藍綠帶空間成為多元公共生活環境，創造自然、舒適、多功

能的都市空間。 

三、親山親水規劃 

（一）水岸生態風貌區 

1.環境系統 

計畫區南北各有溪流經過，分別為旱溪排水及大里溪。依河川生

態資源、兩岸土地使用現況及河岸空間利用條件等，分別定位為「旱

溪排水優質水岸生活軸帶」及「大里溪休閒景觀軸帶」，將來可考量

利用自行車道串連不同景觀軸帶，並整合橋樑景觀設施，加強河川兩

岸生活及活動之銜接。 

2.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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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旱溪排水優質水岸生活軸帶 

A.透過河堤水岸空間的改善，如置入步道或自行車道，將帶狀公

園綠地的開放空間系統加以串連（日新公園、鳥竹圍公園、國

興公園、國光公園），並強化入口意象之特色以作為景觀節點

。 

B.將高灘地的使用範圍向外延伸，設置具教育性或多功能平台，

如假日藝文展演空間，生態觀察平台、賞鳥平台等，結合附近

社區大學或學校組織，發揮水岸空間教育意義。 

C.利用其溼地特質，推廣生態教育活動及課程。 

（2）大里溪休閒景觀軸帶 

A.以河川水岸兩側空間為改善重點，透過大里溪兩側之步道與邊

坡綠化改善，將帶狀水岸空間與景觀資源點加以串連。 

B.進行高灘地簡易綠美化並設置親水休閒空間，使民眾得以易於

親近利用水系及生態資源。 

（二）綠帶田園風貌區 

1.環境系統 

計畫區西、南側緊鄰平坦廣大之非都市農業用地，農業資源豐富

，位於西北側之樹王地區保存原有農業型態及田園風貌之質樸風格，

未來規劃重點在於延伸既有都市綠帶，使之能與河川、非都市生態及

周邊永久性綠地形成綿密的藍帶交織網絡。 

2.發展構想 

（1）鼓勵計畫區外非都市農業區內零星廠房牆面綠美化，以減少田園景

觀破壞，並減少空氣污染。 

（2）增加計畫區外農田休耕期間之景觀植栽（如向日葵、油菜花、田菁

等）種植，以美化景觀環境，並藉此規劃遊憩動線及設置休憩設施

，提昇都市農業觀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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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延伸中興排水、綠四用地等計畫區內既有藍綠軸帶，使之與計畫區

外農業用地產業道路銜接，強化計畫區與周邊非都市永久性綠地之

結合。 

（三）視覺景觀廊道 

1.環境系統 

計畫區經由主要道路與兩側土地使用，呈現多元城鎮景觀風貌，

包括國光路、中興路、德芳路，均能呈現都市特色與道路自明性。另

外，元堤路生活圈四號道路（建設中）亦為計畫區南側相當重要之景

觀軸帶，惟其設計係採用高架道路形式，且過於貼近既有住宅社區，

對於社區風貌與水岸景觀均產生視覺衝擊，未來應透過景觀改善、綠

化與工程設計，強化景觀軸線之延續性，並降低既有結構物之視覺衝

擊。 

2.發展構想 

（1）國光路為未來捷運橘線預定路線，應加強植栽綠化；因中興路之道

路寬度可供栽植行道樹之空間有限，因此可運用街道家具作為統一

元素，以形塑計畫區城市景觀軸帶之延續性。 

（2）強化國光路與中興路人行步道改善，創造無障礙步行空間。 

（3）透過橋面立體綠化，降低生活圈四號線高架道路對於都市水岸的視

覺衝擊性。 

（4）有效利用生活圈四號線高架道路的橋下空間，藉由活動的導入，減

少都市閒置空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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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計畫區親山親水計畫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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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環境污染防治計畫 

一、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一）規劃範圍 

計畫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依「台中縣大里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

實施計畫」（原台中縣政府，93年12月），規劃範圍包括大里都市計

畫、擴大大里都市計畫及擴大大里（草湖地區）都市計畫，規劃面積

共1,243.66公頃。 

大里（草湖地區）都市計畫之污水下水道於「台中縣大里市污水

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實施計畫」中雖不予檢討，但因該區污水原規劃係

納入大里都市計畫收集系統後再一併輸送至污水處理廠，故必須加以

考量其污水量。 

（二）計畫目標年及計畫人口 

計畫目標年為民國120年，計畫人口為178,800人。 

（三）系統規劃 

污水系統主要經由A主幹管及B次幹管收集： 

1.A 主幹管：上游自中興路起沿德芳路往西至中投公路，沿中投公路往

南至台中生活圈四號道路，沿台中生活圈四號道路進入

水資源回收中心。 

2.B 次幹管：上游自吉隆路，沿元堤路、台中生活圈四號道路往西南，

至中投公路及台中生活圈四號道路相交路口納入 A 主幹

管，進入污水處理廠。 

有關擴大大里（草湖地區）都市計畫之污水由該區污水系統收集

後，經由抽水站抽送至Af分支管，再納入A主幹館；而大里（草湖地區

）都市計畫之污水量則經由該區污水系統收集後，經由抽水站抽送至B

次幹管。總計計畫目標年平均日污水量43,674CMD，承受水體為大里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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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污水處理流程 

污水處理廠系統依定案計畫，經前級處理、初級處理、二級生物

處理、消毒處理，放流水質將可達放流水標準，排放於大里溪。 

廠址面積則預留三級處理及緩衝綠帶，考量回饋設施所需用地，

以保有計畫彈性，污水處理廠配置如圖6-8所示。 

 
資料來源：台中縣大里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實施計畫，台中縣政府，93 年 12月。 

圖 6-8  污水處理廠處理單元配置圖 

（五）分期內容 

本系統分2期建設，每期6年，共計12年。第一期實施計畫自民國

96年至民國101年，主要工程內容及範圍如下： 

1.辦理污水處理廠用地之取得、變更及移轉等法定程序，工程招標模式

之確定。 

2.優先辦理污水處理廠設計事宜，並優先辦理 A 主幹管之建設，以利

後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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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序辦理完成 A 幹管收集系統，環河路以南、勝利一路以北、中興

路以西、中投公路以東的污水分支管建設。 

4.依序完成污水分區之巷道連接管及用戶接管，以儘早收集污水，提升

污水下水道普及率。 

 

 
資料來源：台中縣大里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實施計畫，台中縣政府，93 年 12月。 

圖 6-9  大里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分期建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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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中縣大里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實施計畫，台中縣政府，93 年 12月。 

圖 6-10  大里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分年建設圖 

 

二、垃圾處理方式 

（一）垃圾及資源回收清運 

大里區家戶垃圾及可回收資源，由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

大里區隊採固定時間固定路線沿線收運之方式，共計有18輛清潔車負

責全區家戶垃圾之收運工作。 

此外，針對廚餘、廢食用油、二手物品、廢棄家具、水銀溫度計

等回收成果顯著，其中廚餘主要作為養猪與堆肥利用，廢食用油製成

肥皂後分送市民，二手物品及廢棄家具經過整修後販售重新利用，以

達到「垃圾全分類、零浪費」的目標。 

另外針對廢棄機動車輛、廢潤滑油、廢棄電池、碳粉匣或墨水匣

等特定回收物品，亦有指定回收商於定點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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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垃圾處理 

計畫區內垃圾經收集後統一運送到烏日垃圾資源回收場焚化爐，

以焚化方式處理，不採掩埋方式，透過垃圾分類與焚化達到垃圾減量

化、安定化、衛生化及資源化的需求。烏日焚化爐自93年9月開始營運

，每天可處理九百噸垃圾量，是全國首座規範以BOT模式推動的焚化

廠興建計畫，特許營運期間為2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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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原則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應依下列原則辦理，並納入細部計畫明定

之： 

一、建蔽率及容積率 

本計畫區各種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其容積率及建蔽率不得大於下

表規定： 

項目 建蔽率(％) 容積率(％) 備註 

住 宅 區 

60 180 
臨接十五公尺計畫道路

以下 

60 240 
臨接十五公尺（含十五

公尺）計畫道路以上縱

深三十公尺以內 

商 業 區 

80 320 
臨接十五公尺計畫道路

以下 

80 480 
臨接十五公尺（含十五

公尺）計畫道路以上縱

深三十公尺以內 
乙種工業區 70 210  
農會專用區 40 180  

機 關 用 地 50 250 
惟一樓如全部開放作停

車使用時，其容積率可

提高為 300％。 
社 教 用 地 60 250  
學 校 用 地 50 250  
市 場 用 地 60 240  
變電所用地 40 200  
加油站用地 40 120  

 

二、建築退縮 

（一）為因應縣市合併都市計畫管理整合接軌，故本計畫應參考「變更

臺中市部分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

有關舊市區相關管制內容，增訂計畫區內各種使用分區及公共設

施用地之騎樓與建築退縮規定，以改善都市沿街面景觀。 

（二）倘因實施區段收或市地重劃等整體開發地區、大規模基地開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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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殊因素考量，得於細部計畫另行訂定建築退縮規定。 

三、停車空間留設 

（一）本計畫建築基地應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辦理。 

（二）倘因實施區段收或市地重劃等整體開發地區、大規模基地開發或

其他特殊因素考量，得於細部計畫另行訂定建築退縮規定。 

四、其他事項 

（一）因應內政部於 103 年 1月 3日發布修正「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

細則」，增訂都市計畫容積獎勵上限規定，於實施都市更新地區

之獎勵上限為 50％，其他地區之獎勵上限為 20％，並訂於 104

年 7月 1日起實施；另本府已於 103 年 2月 6日訂頒實施之「都

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亦因應前開條文修正訂定本市都

市計畫容積獎勵上限規定，故應於細部計畫應配合增訂容積獎勵

總量累計上限規定。 

（二）油一加油站用地考量四周緊鄰住宅區，為降低對周邊居住環境品

質之影響，應於細部計畫增訂退縮建築及植栽綠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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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其他 

本計畫業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809 及 819 次會議審議通過，於

第一階段計畫書圖發布實施後，其餘報部審議新編號第 5案、第 11案及第

12 案等 3 案，應依下列規定辦理後，再報由內政部核定。茲將前述各案後

續應辦事項說明如下： 

一、報部審議新編號第 5案 

劃出大里都市計畫範圍外之部分土地，為確保都市土地合理使用，應

配合將其納入臺中市政府正辦理之「大臺中都市計畫縫合規劃案」中，日

後並得視實際發展，分階段報由內政部核定後，依法發布實施（詳圖 6-11

）。 

二、報部審議新編號第 11 案 

考量本案變更需同時配合調整「擴大大里都市計畫」之綠地用地範圍

，故應與前開計畫報由內政部併案核定。 

三、報部審議新編號第 12 案 

俟臺中市政府會同國有財產署，就區內建築物目前使用，達成共識並

研提具體可行變更方案後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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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劃出大里都市計畫範圍外土地位置示意圖 



 

7-1 

第柒章 實施進度及經費 

都市計畫事業係指依都市計畫法規定所舉辦之公共設施、新市區建設

、舊市區更新等實質建設之事業，而優先發展區係指預計在十年內必須優

先規劃、建設發展之都市計畫地區。故為促進大里都市計畫區健全發展，

應建立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以積極引導都市建設方向。 

第一節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一、已發展區 

本案已發展區為第三次通盤檢討所劃設之都市發展用地，就相關公共

設施已興建完成地區，且使用率達 80％以上地區劃定之。 

二、優先發展區 

已發展區外，相關公共設施尚未完成之地區，依未來發展趨勢，選擇

發展需求性較高及實施整體開發地區劃定之。其中整體開發地區開發時序

由市政府視財務狀況或區內土地所有權人過半數同意時，即可依相關規定

優先進行開發作業；另於本次檢討附帶條件變更地區，則由土地所有權人

依相關規範辦理回饋，進行開發。 

本案之優先發展區包括旱溪排水附近之市地重劃區與區段徵收區等整

體開發區，及本次通盤檢討規定允許住宅區得申請變更商業區之街廓（變

21案）等。 

圖 7-1為分期分區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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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分期分區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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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施進度及經費 

一、開發方式 

都市計畫之開發方式包含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得視各都市計

畫地區之個別狀況採用不同之開發方式。另為符合公平正義且不增加政府

財政壓力的原則，針對部份土地使用強度之變更，應依本計畫所載之相關

規定辦理回饋。茲將相關開發計畫說明如下： 

（一）區段徵收區 

本計畫於第二次通盤檢討時，將位於計畫區東北側南門橋至日新橋之

旱溪排水兩側劃設為區段徵收區，面積約 20.54 公頃，範圍內包括住宅區

、公園用地、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廣場用地、停車場用地

、溝渠用地及道路用地等。 

（二）市地重劃區 

本計畫於第二次通盤檢討時，將位於計畫區北側公兒二十北側旱溪排

水及住宅區部分劃設為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面積約 4.85 公頃，範圍內包

括住宅區、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溝渠用地及道路用地等。 

（三）允許住宅區得申請變更為商業區（變 20案） 

於本次檢討將德芳南路、中興路口附近住宅區 （面積約 3.70公頃），

劃設為允許申請變更為商業區，應依「大里都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

回饋要點」辦理回饋，否則仍維持住宅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二、財務計畫 

本計畫除市地重劃區及區段徵收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係透過整體開發

方式進行開闢外，其餘針對計畫區內尚未開闢之公共設施，應由地方政府

編列實施進度與預算開闢，或透過多目標使用、公私有土地交換、容積移

轉、獎勵私人團體投資辦理等方式，引導地方有秩序發展並提升生活環境

品質。 

此外，目前位於旱溪附近之市地重劃區業於 96 年 12 月報請核定重劃

範圍，定名為「台中縣大里市國光自辦市地重劃區」，另於 97 年 1月完成

重劃計畫書公告，並於同年 4 月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已積極推動重劃業

務之辦理。 

表 7-1為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表 7-1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公共設施種類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來源 一般

徵收 
市地

重劃

區段

徵收
撥用 其他

土地徵購

費及地上

物補償費

整地費 工程費 合計 

公 一 用 地 2.37 ˇ     － － 10,480 10,480 臺中市政府

依工程

設計進

度完成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 三 用 地 0.85   ˇ   － － 1,700 1,70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 四 用 地 1.07   ˇ ˇ  － － 2,140 2,14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綠 二 用 地 0.19   ˇ   － － 190 19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綠 三 用 地 0.83   ˇ     830 83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六用地 0.33 ˇ  ˇ   － － 140 14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七用地 0.27 ˇ     － － 540 54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八用地 0.33 ˇ     － － 660 66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九用地 0.16 ˇ     － － 320 32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十用地 0.44 ˇ     － － 880 88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十一用地 0.10 ˇ     － － 200 20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十二用地 0.26 ˇ     － － 320 32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十四用地 0.73 ˇ   ˇ  － － 1,460 1,46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十五用地 0.24 ˇ     － － 480 48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十七用地 0.21 ˇ     － － 420 42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十九用地 0.43 ˇ     － － 860 86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二十用地 0.60   ˇ   － － 1,200 1,20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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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變更大里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實施進度及經費表（續完） 

 

 

公共設施種類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來源 一般

徵收 
市地

重劃

區段

徵收
撥用 其他

土地徵

購費及

地上物

補償費 

整地費 工程費 合計 

公兒二十一用地 0.39   ˇ   － － 780 78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二十二用地 0.17    ˇ  － － 340 34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二十三用地 0.49    ˇ  － － 980 98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公兒二十四用地 0.27    ˇ  － － 540 54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廣 五 用 地 0.26 ˇ  ˇ ˇ  － － 390 39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廣 六 用 地 0.30 ˇ  ˇ   － － 450 45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社 教 三 用 地 0.02 ˇ     － － 400 40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人行廣場用地 0.20 ˇ   ˇ  － － 400 40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停 九 用 地 0.27 ˇ  ˇ ˇ  － － 540 54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園 道 用 地 0.51 ˇ     － － 1,020 1,020 臺中市政府 由臺中市政府編列預算 

道 路 用 地 14.46 ˇ ˇ ˇ ˇ  － － 28,920 28,920

臺中市政府

大里區公所

經濟部水利

署、重劃會

 

由臺中市政府、大里區

公所及經濟部水利署編

列預算、土地所有權人

共同負擔 

註：1.本表僅列公共設施工程費，不含整地費、工程設計費、地費補償費、地上物補償費、行政作業費及路燈、管線等費用。 
2.學校設施、機關之各項建築工程費由各該管機關負責籌措建設經費開發。 
3.若屬整體開發地區之建設經費仍應依實際工程需要編列。 
4.本表得視地方政府財政狀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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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大里都市計畫圖重製」案都市計畫圖重

製疑義處理原則暨疑義研商會會議紀錄 



附 1-1 
 



附 1-2 
 

『大里都市計畫圖重製』委託技術服務案 
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處理原則 

一、計畫圖、地形圖、樁位圖及地籍圖套疊之檢核方式 

本案計畫圖與樁位圖套疊時，在原計畫圖之精度較差、過去執行偏差及不同測量座標系統所

產生必然誤差之情況下，針對計畫圖與樁位圖套疊之檢核作業方式原則如下： 

1.以已開闢之主要交通幹道為基準點，檢視一區域範圍內計畫圖與樁位圖套疊結果。 

2.除依街廓線套疊外，並考量其附近主要地形地物之相對位置，檢核新、舊地形圖上地形地

物相應位置，以求得最準確之套疊結果。 

3.依照計畫圖比例，將地籍圖縮小為 1/3000，針對樁位圖與現行計畫圖不符部分，進一步將

樁位圖與地籍圖套疊比對，供疑義研商討論之參考。 

二、針對不同類型重製疑義處理原則如下： 

（一）都市計畫圖與樁位圖不符之情形 

屬形狀不符或計畫、樁位及地籍均未相符者（比例尺 1/3000合理誤差範圍為 1.5公尺），

依個案不同情形，以下列原則針對個別街廓疑義進行研討，惟考量計畫道路之串連，屬同一

計畫道路動線沿線之街廓，儘量配合採同一處理原則進行展繪依據，避免有道路路幅寬度不

一情形產生，惟針對處理原則中所提及之「無違原規劃意旨者」，係指其差異非屬下述情形

者，均可稱之：「樁位圖、地籍圖或開闢現況與計畫圖之差異屬產生折角致形狀不符、有錯

開情形非成一直線、或就相對地形地物判斷不符等。」 

1.現況已開闢者 

（1）地籍分割成果與樁位圖近似或甚為相符，且開闢現況與樁位成果近似或甚為相符，依

樁位圖展繪。【原則 1-1】 

（2）地籍分割成果與樁位圖近似或甚為相符，但開闢現況與樁位成果不符，且違反原規劃

意旨者，依樁位圖展繪。【原則 1-2】 

（3）地籍分割成果與樁位圖不符，但開闢現況與樁位成果近似或甚為相符，且無違原規劃

意旨者，依樁位圖展繪。【原則 1-3】 

（4）地籍分割成果與樁位圖不符，但開闢現況與地籍分割成果近似或甚為相符，且無違原

規劃意旨者，依地籍圖展繪，並修正樁位成果。【原則 1-4】 

2.現況未開闢者 

（1）地籍分割成果與樁位圖近似或甚為相符，計畫圖與樁位圖之差異無違原規劃意旨者，

依樁位圖展繪。【原則 2-1】 

（2）地籍未分割者，依計畫圖展繪。【原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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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測釘樁位 

未測釘樁位之分區或用地係依地籍權屬範圍擬定或變更者，或地籍已依都市計畫逕為分

割，且地籍無違反原規劃意旨者，依地籍圖管理，不予另行測釘樁位。 

1.先就歷年樁位資料進行確認無樁位資料，且經確定非依地籍範圍擬定或變更者，依計畫圖

展繪。【原則 3-1】 

2.未測釘樁位之分區或用地係依地籍權屬範圍擬定或變更者，或該地區為市地重劃區且地籍

已逕為分割者，依地籍圖（參考現況）展繪。【原則 3-2】 

3.若未測釘樁位之分區或用地經查非依地籍範圍擬定或變更者，惟地籍分割情形與計畫圖或

開闢現況均甚為相符，且無違原規劃意旨者，依地籍圖展繪。【原則 3-3】 

（三）多餘樁位 

樁位圖上因歷次都市計畫辦理通盤檢討或個案變更，致分區或用地調整所產生之多餘樁

位，建議廢除。【原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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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都市計畫圖重製案」疑義研商會議紀錄 
 
 

一、時間：民國 97 年 4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地點：本公所 3 樓會議室 

三、主席：林市長仲毅（周課長崇琦代）          記錄：賴文山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結論： 

本案分別於 97 年 3月 11日、3月 14日、3月 18日及本次會議共召開
4次研商會議，針對各疑義案件均已獲致具體決議，詳后附大里都市計畫圖

重製疑義綜理表決議欄。 

六、散會：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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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大里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綜理表 

類型 A：計畫圖與樁位圖形狀不符，現況已開闢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A-1 

鄰里公園

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

（公兒十

一）與其

南側之人

行步道用

地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公兒

十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形狀

不符，其於樁位圖所示較計畫圖

之東西寬度最大誤差約 1.9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1.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均甚為相

符，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2-1
辦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人行步道用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人行步道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

位圖上所示較計畫圖往東北偏

移，最大誤差約 5.4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惟位於樁號 C220
至 C221 間步道兩側建築基地已

開闢完成，且與樁位圖均甚為相

符。 

2.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及開闢現

況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

【依原則 1-1 辦
理】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A-2 

學校用地

（大明中

學）南側

與住宅區

之界線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學校用地南側與住宅區之界線形

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所示較計

畫圖最大誤差約 4.3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惟部分開闢現況與
樁位圖不甚相符。 

因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依

原則 1-1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A-3 

學校用地

（ 文 高

一）南側

與住宅區

之界線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學校用地南側與住宅區之界線形

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所示較計

畫圖往南偏斜，最大誤差約 4.5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因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及開闢現況均

甚為相符，故依樁位

圖展繪。【依原則 1-1
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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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A-4 

143-40M
（德芳南

路）之北

側 住 宅

區、鄰里

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

用地（公

兒一） 、
廣場用地

（廣四）

與人行步

道用地 

住宅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住宅區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

所示較計畫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

差約 3.2M，南北長度最大誤差約

13.3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除位於樁號 C529 至 C708-1
間及樁號 C382 東側路段不甚相

符外，其餘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除位於樁號 C529至

C708-1 間及樁號 C382 東側路段

開闢現況與樁位圖不甚相符外，

其餘均甚為相符。 

1.於樁號 C529 至
C708-1間，其中南
側界線，因樁位圖

與數值地籍圖及

開闢現況均不甚

相符，惟地籍圖與

開闢現況近似相

符，但地籍圖與計

畫圖之差異違反

原規劃意旨（計畫

圖所示為 15M，地
籍分割成果為不

等寬），故依樁位

圖展繪。 

2.於樁號 C382 東側
路段，因數值地籍

圖與開闢現況均

甚為相符，故依地

籍圖展繪。【依原

則 1-4辦理】 

3.其餘差異部分，因

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及開闢現況

均甚為相符，故依

樁位圖展繪。【依

原則 1-1辦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惟建議參考

開闢現況及

地籍分割情

形，納入後

續通盤檢討

研議。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3.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公兒

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形狀

不符，其於樁位圖上所示較計畫

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差約 2.8M，
南北長度最大誤差約 3.1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4.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及開闢現

況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

【依原則 1-1 辦
理】 

4.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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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A-4 

 廣場用地（廣四）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廣場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

上所示較計畫圖之東西寬度最大

誤差約 1.6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5.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及開闢現

況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

【依原則 1-1 辦
理】 

5.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人行步道用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人行步道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

位圖上所示較計畫圖往東偏移，

最大誤差約 3.6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6.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及開闢現

況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

【依原則 1-1 辦
理】 

6.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A-5 

102-8M東
側之住宅

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住宅區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

所示較計畫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

差約 6.4M，南北長度最大誤差約

2.3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因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及開闢現況均

甚為相符，故依樁位

圖展繪。【依原則 1-1
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A-6 

農會專用

區（大里

市農會）

西側之住

宅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住宅區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

所示較計畫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

差約 4.6M，南北長度最大誤差約

5.7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雖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及開闢現況均

甚為相符，惟樁位圖

與計畫圖形狀差異

甚大，違反原規劃意

旨，故依計畫圖展

繪，並參考樁位圖及

地籍圖納入後續通

盤檢討研議。 

考量該區已完

成地籍重測，

且依樁位圖展

繪並無損於私

有地主權益，

故依樁位圖展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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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A-7 

學校用地

（ 文 小

四）西側

之住宅區

與人行步

道用地 

住宅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住宅區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

所示較計畫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

差約 6.5M，南北長度最大誤差約

3.3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除位於樁號 C473至

C472間部分未開闢，其餘開闢現
況與樁位圖均甚為相符。 

1.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及開闢現

況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

【依原則 1-1 辦
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人行步道用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人行步道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

位圖上所示較計畫圖往東偏斜，

最大誤差約 10.8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2.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均甚為相

符，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2-1
辦理】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A-8 

鄰里公園

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

（ 公 兒

五）與其

北側及西

側之人行

步道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公兒

五）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形狀

不符，其於樁位圖上所示較計畫

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差約 2.2M，
南北長度最大誤差約 4.2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1.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均甚為相

符，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2-1
辦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人行步道用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人行步道用地形狀不符，其中北

側人行步道較計畫圖往北偏斜，

最大誤差約 2.1M；另南側人行步

道較計畫圖往南偏斜，最大誤差

約 4.1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少部分地籍未分割，已分割

者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惟位於步道兩側

建築基地部分已開闢完成，且與

樁位圖均甚為相符。 

2.位於北側部分，因

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及兩側建築

基地開闢現況均

甚為相符，故依樁

位圖展繪。【依原

則 1-1辦理】 

3.位於南側部分，因
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 圖 均 甚 為 相

符，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2-1
辦理】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3.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附 1-9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A-9 

學校用地

（ 文 小

四）東側

之 住 宅

區、鄰里

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

用地（公

兒 十

四）、機關

用地（機

五）及人

行步道用

地 

住宅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住宅區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

所示較計畫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

差約 3.1M，南北長度最大誤差約

3.6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1.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及開闢現

況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

【依原則 1-1 辦
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機關用地（機五）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機關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

上所示其南側界線較計畫圖往北

偏移，最大誤差約 4.1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2.位於南側界線部
分，因樁位圖與數

值地籍圖及開闢

現 況 均 甚 為 相

符，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1-1
辦理】 

3.位於北側界線部

分，併編號 C-7案
處理。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3.依初擬解決
方案辦理。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公兒

十四）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形狀

不符，其於樁位圖上所示較計畫

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差約 4.4M，
南北長度最大誤差約 5.7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4.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均甚為相

符，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2-1
辦理】 

4.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人行步道用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人行步道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

位圖上所示較計畫圖往東偏移，

最大誤差約 4.0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位於北側樁號 C443-1 至
C451間尚未開闢，而位於南側者
已開闢完成，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5.位於南側部分，因
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及開闢現況

均甚為相符，故依

樁位圖展繪。【依

原則 1-1辦理】 

6.位於北側部分，因

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 圖 均 甚 為 相

符，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2-1
辦理】 

5.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6.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附 1-10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A-10 

市場用地

（市四）

西側之道

路廣場用

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道路廣場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

位圖上所示較計畫圖往西偏斜，

最大誤差約 6.1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惟位於兩側建築

基地部分已開闢完成，且與樁位

圖均甚為相符。。 

因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及兩側建築基

地開闢現況均甚為

相符，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1-1 辦
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A-11 

鄰里公園

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

（ 公 兒

十）東側

與西側之

住宅區及

樁號 C069
附近之囊

底路 

住宅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住宅區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

所示較計畫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

差約 4.0M，南北長度最大誤差約

2.0M。 
2.以樁位圖與地籍圖套疊結果，形
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1.因樁位圖與地籍
圖及開闢現況均

甚為相符，故依樁

位圖展繪。【依原

則 1-1辦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樁號 C069附近之囊底路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囊底路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

所示較計畫圖往北偏移，最大誤

差約 3.8M。 
2.以樁位圖與數化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2.因樁位圖與地籍
圖及開闢現況均

甚為相符，故依樁

位圖展繪。【依原

則 1-1辦理】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A-12 

市場用地

（市一）

西側之道

路廣場用

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道路廣場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

位圖上所示較計畫圖往東偏移，

最大誤差約 5.5M。 
2.以樁位圖與數化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因樁位圖與數化地

籍圖及開闢現況均

甚為相符，故依樁位

圖展繪。【依原則 1-1
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附 1-11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A-13 

益民路一

段 樁 號

C059 至

C112間路

段東側之

住宅區與

人行步道

用地 

住宅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處住宅區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

上所示較計畫圖之南北長度最大

誤差約 8.7M。 
2.以樁位圖與地籍圖套疊結果，形
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大部分已開闢，且與樁位圖
均甚為相符。 

1.因樁位圖與地籍
圖及開闢現況均

甚為相符，故依樁

位圖展繪。【依原

則 1-1辦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人行步道用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人行步道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

位圖上所示較計畫圖之東西寬度

最大誤差約 3.7M，南北長度最大

誤差約 9.9M。 
2.以樁位圖與地籍圖套疊結果，除
位於樁號 C061至 C066間地籍分
割寬度較寬，及樁號 C113至 C114
間樁位圖與地籍圖不甚相符外，

其餘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2.於樁號 C113 至
C114 間因樁位圖
與地籍圖不甚相

符，惟地籍分割情

形無違原規劃意

旨且亦無損於開

闢現況，故依地籍

圖展繪。【依原則

1-4辦理】 

3.其餘差異部分，因

樁位圖與地籍圖

及開闢現況均甚

為相符，故依樁位

圖展繪。【依原則

1-1辦理】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3.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A-14 

新南路樁

號C090至
C105間路

段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道路於樁號 C090至 C103間形狀

不符，其於樁位圖上所示較計畫

圖往南偏移，最大誤差約 3.6M。
2.以樁位圖與地籍圖套疊結果，形
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因樁位圖與地籍圖

及開闢現況均甚為

相符，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1-1 辦
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附 1-12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A-15 

鄰里公園

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

（公兒十

三）西側

之人行步

道與其北

側 樁 號

C120附近
之囊底路 

樁號 C120附近之囊底路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囊底路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

所示較計畫圖之最大誤差約

8.7M。 
2.以樁位圖與數化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1.因樁位圖與數化地

籍圖及開闢現況均

甚為相符，故依樁位

圖展繪。【依原則 1-1
辦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人行步道用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人行步道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

位圖上所示較計畫圖往西偏

斜，最大誤差約 5.9M。 
2.以樁位圖與數化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2.因樁位圖與數化地

籍圖及開闢現況均

甚為相符，故依樁位

圖展繪。【依原則 1-1
辦理】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A-16 

學校用地

（立人高

中）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學校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

上所示較計畫圖之東西寬度最

大誤差約 9.3M，南北長度最大

誤差約 5.8M。 
2.以樁位圖與地籍圖套疊結果，地
籍部分未分割。 

3.現況已開闢，惟開闢現況與樁位
圖不甚相符。 

1.於東北側界線，因地

籍部分未分割，且因

樁位圖與開闢現況

不甚相符，故依計畫

圖展繪。 

2.於東側界線，依計畫
圖所示規劃意旨，應

係位於現況溝渠西

側，且經查地籍權屬

亦與計畫圖所示甚

為相符，故依地籍圖

（即中興段地號 799
西側界線）展繪。 

3.於西側界線，經查地
籍權屬與計畫圖所

示形狀近似相符，故

依計畫規劃意旨（參

考地籍圖）展繪。 

4.於南側界線，經查中
興段地號 770 北側

係屬立人高中所

有，故依地號 770 北

側界線展繪。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3.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4.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附 1-13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A-17 

學校用地

（立人高

中）東側

之囊底路

與人行步

道用地 

囊底路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囊底路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

所示較計畫圖往西偏斜，最大誤

差約 2.8M。 
2.以樁位圖與數化地籍圖套疊結

果，除位於樁號 C131至 C205間
不甚相符外，其餘形狀均甚為相

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1.於樁號 C131 至
C205 間，雖樁位
圖與數化地籍圖

不甚相符，惟樁位

圖與道路兩側建

築基地開闢現況

均甚為相符，故依

樁位圖展繪。【依

原則 1-3辦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人行步道用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人行步道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

位圖上所示較計畫圖往南偏斜，

最大誤差約 2.1M。 
2.以樁位圖與數化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2.因樁位圖與數化

地籍圖均甚為相

符，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2-1
辦理】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A-18 

143-40M
（德芳南

路）與元

堤路一段

交叉口附

近道路用

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交叉口附近道路用地形狀不符，

其於樁位圖上所示較計畫圖往東

偏移，最大誤差約 7.1M；另位於
文小五東北側道路截角截距亦不

甚相符。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惟位於樁

號 C812 附近之道路截角地籍分

割為圓角，且與開闢現況均甚為

相符。  
3.現況已開闢，除位於樁號 C812附
近之道路截角開闢現況與樁位圖

不甚相符外，其餘均甚為相符。 

1.位於樁號 C812 附
近之道路截角，因

數值地籍圖與開

闢現況均甚為相

符，故依地籍圖展

繪。【依原則 1-4
辦理】 

2.其餘差異部分，因

樁位圖與數化地

籍圖及開闢現況

均甚為相符，故依

樁位圖展繪。【依

原則 1-1辦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附 1-14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A-19 

鄰里公園

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

（公兒十

七）與其

東側、西

側及北側

之住宅區 

住宅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住宅區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

所示較計畫圖之南北長度最大誤

差約 3.5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部分建築基地已開闢，且與
樁位圖均甚為相符。 

1.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及開闢現

況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

【依原則 1-1 辦
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公兒

十七）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形狀

不符，其於樁位圖上所示較計畫

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差約 4.0M，
南北長度最大誤差約 3.9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2.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均甚為相

符，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2-1
辦理】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A-20 

綠地用地

（綠一）

與其北側

之住宅區 

住宅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住宅區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

所示較計畫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

差約 5.8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1.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及開闢現

況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

【依原則 1-1 辦
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綠地用地（綠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綠地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

上所示較計畫圖之東西寬度最大

誤差約 9.2M，南北長度最大誤差

約 15.3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惟開闢現況與樁位
圖不甚相符。 

2.因樁位圖與數值

地籍圖均甚為相

符，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1-2辦
理】。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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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A-21 

1-20M（日
新路）樁

號 M605
至C735間
路段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道路於樁號M605至 C735間形狀

不符，其於樁位圖上所示較計畫

圖往東偏斜，最大誤差約 6.3M；
另位於樁號 M605 附近道路截角

截距亦不甚相符，其中計畫圖所

示為特殊截角，樁位圖所示為標

準截角。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少部分地籍未分割，已分割

者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已開闢，且與樁位圖均甚為
相符。 

1. 於 道 路 截 角 部

分，因數值地籍圖

未分割、現況未開

闢，故依計畫圖展

繪。【依原則 2-2
辦理】 

2.其餘差異部分，因

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及開闢現況

均甚為相符，故依

樁位圖展繪【依原

則 1-1辦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附 1-16 
 

 

類型 B：計畫圖與樁位圖形狀不符，現況未開闢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B-1 

停車場用

地（停九）

北側之住

宅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住宅區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上

所示較計畫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

差約 4.6M，南北長度最大誤差約

2.6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雖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及開闢現況均

不甚相符，但樁位圖

與計畫圖差異應無

違原規劃意旨，故依

樁位圖展繪。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B-2 

廣場用地

（廣六）

南側溝渠

用地北側

樁 號

EC003-2
至M601-1
間之界線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於
樁號EC003-2至M601-1間形狀不

符，其於樁位圖上所示為折線，

而計畫圖所示為直線，最大誤差

約 3.0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因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依

原則 2-1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B-3 

鄰里公園

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

（公兒二

十一）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形狀

不符，其於樁位圖上所示較計畫

圖往北偏移，最大誤差約 7.9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因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均甚為相符，且

其差異無違原規劃

意旨，故依樁位圖展

繪。【依原則 2-1 辦
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B-4 

廣場用地

（廣五）

南側之溝

渠用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溝渠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

上所示較計畫圖之南北長度最大

誤差約 7.9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因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依

原則 2-1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B-5 

鄰里公園

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

（ 公 兒

九）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形狀

不符，其於樁位圖上所示較計畫

圖之東西寬度最大誤差約 4.0M，
南北長度最大誤差約 3.8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因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依

原則 2-1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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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B-6 

學校用地

（ 文 小

四）北側

樁號 C428
至C427間
路段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道路於樁號 C428至 C427間形狀

不符，其於樁位圖上所示較計畫

圖往西偏斜，最大誤差約 3.6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因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依

原則 2-1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B-7 

綠地用地

（綠四）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綠地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

上所示於樁號 S172 與 S174 附近
之折角與計畫圖不符，其最大誤

差約 5.1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3.現況尚未開闢。 

因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依

原則 2-1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B-8 

南側計畫

範圍線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綠地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

上所示較計畫圖往南偏移，最大

誤差約 8.1M。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形狀均甚為相符。 

因樁位圖與數值地

籍圖均甚為相符，故

依樁位圖展繪。【依

原則 2-1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B-9 

工業區西

側 之

138-8M道
路用地 

1.以樁位圖與計畫圖套疊結果，該
道路用地形狀不符，其於樁位圖

上所示較計畫圖往南偏移。 
2.以樁位圖與數值地籍圖套疊結

果，地籍未分割。 

3.現況尚未開闢。 

因數值地籍圖未分

割、現況未開闢，故

依計畫圖展繪。【依

原則 2-2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並廢

除 C016、C018
等多餘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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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C：都市計畫樁未測釘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C-1 

停車場用

地（停十） 
1.該停車場用地係於民國 80 年 9月
辦理第二次通盤檢討，為促進地

方產業發展，引進大型購物商業

中心所劃設，故變更住宅區為停

車場用地，惟變更後樁位部分尚

未測釘。 
2.地籍已分割。 
3.現況已開闢。 

依計畫圖（參考數化

地籍圖）展繪。【依

原則 3-1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C-2 

鄰里公園

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

（公兒十

三） 

1.該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係

於原計畫所劃設，惟查無樁位成

果，且現地樁位已滅失。 
2.地籍已分割。 
3.現況已開闢為新忠公園。 

因數化地籍圖已分

割，且與計畫圖甚為

相符，故依地籍圖展

繪。【依原則 3-3 辦
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C-3 

學校用地

（立人高

中）東側之

溝渠用地 

1.該溝渠用地係於原計畫所劃設，
惟查無樁位成果，且現地樁位已

滅失。 
2.地籍大部分已分割。 
3.現況已開闢。 

依計畫圖（參考數化

地籍圖）展繪。【依

原則 3-1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C-4 

廣場兼停

車場用地 
1.該廣場兼停車場用地係於民國 84
年 5 月辦理『變更大里都市計畫

（部分廣場兼停車場用地為商業

區、部分商業區為廣場兼停車場

用地及修正市地重劃範圍）』時，

為配合土地分配需要，故維持原

劃設面積，調整其位置，惟變更

後之樁位尚未測釘。 
2.地籍已分割。 
3.現況已開闢。 

因該區已完成市地

重劃，故依地籍圖展

繪。【依原則 3-2 辦
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C-5 

機關用地

（機五） 
1.該機關用地係於原計畫所劃設，
惟查無樁位成果。 

2.地籍已分割。 
3.現況已開闢。 

1.位於北側界線，因

數值地籍圖已分

割，且與計畫圖均

甚為相符，故依地

籍圖（即福興段地

號 324-3 南側界
線）展繪。【依原

則 3-3辦理】 
2.另廢除 S142、

S141、S140多餘樁
位。【依原則 4 辦
理】 

1.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2.依初擬解決
方案展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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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C-6 

加 油 站

用地（油

二） 

1.該加油站用地係於民國 80年 9月辦
理第二次通盤檢討，為配合實際發

展需要，故變更工業區為加油站用

地，惟變更後之樁位尚未測釘。 
2.經查第二次通盤檢討時係依中興段

304、305、306-5等三筆地號予以變
更。 

3.現況已開闢。 

依地籍圖展繪。【依

原則 3-2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C-7 

加 油 站

用地（油

三） 

1.該加油站用地係於民國 80年 9月辦
理第二次通盤檢討，為配合實際發

展需要，故變更工業區為加油站用

地，惟變更後之樁位尚未測釘。 
2.經查第二次通盤檢討時係依大突寮

段 183-2、183-11、183-14等三筆地
號予以變更，惟依計畫圖所示及開

闢現況座落範圍，係為大元段

1339、1357、1358等地號，且重測
前 分 別 為 大 突 寮 段 183-14 、
183-22、184-2等地號，與計畫書所
載不甚相符，另大元段 1339地號曾
於 94 年辦理合併（合併自 1340、
1341、1342地號）。 

3.現況已開闢。 

因計畫圖與開闢現

況座落之範圍，與計

畫書所載之地籍變

更範圍不符，故請地

政事所協助查明地

籍舊簿資料，俾釐清

原地籍範圍，以利本

案依地籍圖展繪。

【依原則 3-2辦理】 

因大元段 1339
地號已於 94
年辦理合併，

故依計畫圖參

考合併前地籍

範圍展繪。 

C-8 

變 電 所

用地 
1.該變電所用地係於民國 74年 5月辦
理第一次通盤檢討，因土地為台灣

電力公司所有，且預定設置為變電

所，故變更工業區為變電所用地，

惟變更後之樁位尚未測釘。 
2.經查中興段 367-1、368-1、369-1、

370-1、371-1 等五筆地號土地，係
屬台灣電力公司所有。 

3.現況已開闢為台灣電力公司。 

依計畫圖（參考數化

地籍圖）展繪。【依

原則 3-1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C-9 

加 油 站

用地（油

二）西側

之 電 路

鐵 塔 用

地 

1.該電路鐵塔用地係於民國 81 年 11
月辦理『變更大里都市計畫（部分

工業區為電路鐵塔用地）』時，為配

合大台中地區工商繁榮與經濟發

展，加強供電需要，故將大里市中

興段 316 地號予以變更為電路鐵塔

用地，惟變更後之樁位尚未測釘。

2.現況已開闢，且與地籍圖均甚為相
符。 

依地籍圖展繪。【依

原則 3-2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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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C-10 

北側與東

北側計畫

範圍線 

1.位於計畫區北側與東北側計畫範

圍線，並無樁位測釘成果。 

2.其中北側範圍係緊臨台中市行政

區，東北側與南側範圍係與本市

非都市土地相接。 

1.於北側計畫範圍

線，依縣市所轄之

地籍範圍展繪【依

原則 3-2辦理】。 

 

 

 

 

 

2.於東北側及南側

與本市非都市土

地銜接部分之界

線，經查地籍已分

割，故依地籍圖展

繪。【依原則 3-3
辦理】 

1.於西北側部

分因縣市所

轄地籍範圍

仍有疑義尚

未釐清，故

該部分依計

畫圖展繪，

其餘則依初

擬解決方案

展繪。 

2.經查該處地
籍分割依據

非屬計畫範

圍之分割，

故依計畫圖

展繪。 

C-11 

綠地用地

（綠二） 
1.該綠地用地係於民國 90 年 9月辦
理第三次通盤檢討，為配合旱溪

廢河道整治計畫，與結合周邊公

園、綠地系統，營造親水性之帶

狀開放空間，故變更道路用地為

綠地用地。 
2.地籍未分割。 
3.現況尚未開闢。 

依計畫圖展繪。【依

原則 3-1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C-12 

計畫區東

北側之中

137 線道
路用地 

1.該道路用地係於民國 80 年 9月辦
理第二次通盤檢討，為配合河川

整治及外環道路之劃設，故變更

部分住宅區為道路用地、部分道

路用地為住宅區，惟變更後之樁

位尚未測釘。 
2.地籍未分割。 

3.現況尚未開闢。 

依計畫圖展繪。【依

原則 3-1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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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C-13 

機關用地

（機七） 
1.該用地係於民國 74 年 5月辦理第

一次通盤檢討時，由原機關用地

變更百分之五十為廣場用地（供

活動中心使用），其餘變更為商業

區（以市地重劃辦理）。 

2.另該廣場用地又於民國 85 年 7月
辦理『變更大里都市計畫（「廣三」

廣場用地為機關用地』時，因現

況已興建大里青少年福利服務中

心，惟不符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

規定。 

3.惟前述之調整變更樁位尚未測

釘，地籍已分割且現況已開闢。 

因該區已完成市地

重劃，故依地籍圖展

繪。【依原則 3-2 辦
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C-14 

學校用地

（文中一）

東側及其

北側之道

路用地 

1.該道路用地係於原計畫所劃設，

惟查無樁位成果，且現地樁位已

滅失。 
2.地籍部分已割。 

3.現況已開闢。 

依計畫圖（參考地籍

圖）展繪。 
依初擬解決方

案展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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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D：多餘不必要的樁位 

編號 位置 問題內容 
規劃單位 
初擬解決方案 

決議 

D-1 

鄰里公園

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

（公兒二

十一）西側

之住宅區 

該處係於民國 90年 9月辦理第三次

通盤檢討，因大里溪整治產生旱溪

廢河道，致核定計畫圖（第二次通

盤檢討）與排水路不盡相符，故為

維護地主權益及增進土地利用效益

之考量，配合實際使用現況予以調

整，變更河川區為住宅區，惟變更

後樁位尚未配合廢除。 

廢除 S421-1、C577-3
等多餘樁位【依原則

4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辦理。 

D-2 

計畫區東

側之住宅

區 

該處係於民國 80年 9月辦理第二次

通盤檢討，為配合外環道路之劃設

而適度調整，故變更農業區為住宅

區，惟變更後樁位尚未配合廢除。

廢除 S161、S062-1、
S022、S038、S041、
S048、S050、S050-1
等多餘樁位【依原則

4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辦理。 

D-3 

鄰里公園

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

（公兒十

三）西側之

住宅區 

該樁號 S119-3、S119-2、S119-1 等
經查計畫圖上並無劃設任何使用分

區或用地，應為多餘樁位。 

廢 除 S119-3 、
S119-2、S119-1等多
餘樁位【依原則 4
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辦理。 

D-4 

129-25M
東側與計

畫區西南

側之住宅

區 

該處係於民國 80年 9月辦理第二次

通盤檢討，為配合疏解國光路之交

通流量，增設取代性道路，故變更

農業區為住宅區，惟變更後樁位尚

未配合廢除。 

廢 除 S131-2 、
S130-1、 S130-2、
S128-2、 S128-1、
S127-1、C663、S124
等多餘樁位【依原則

4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辦理。 

D-5 

計畫區南

側之工業

區 

該處係於民國 74年 5月辦理第一次

通盤檢討，為配合廢除原高壓電線

沿線綠帶，故變更綠地用地為工業

區，惟變更後樁位尚未配合廢除。

廢除 S168、S169、
S215、S216、S217、
S218、S167、S170
等多餘樁位【依原則

4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辦理。 

D-6 

學校用地

（文小五）

南側 

該學校用地係於民國 90年 9月辦理

第三次通盤檢討，為提昇該校教學

服務品質與師生活動空間，故將大

里市大元段 7、8、9 等三筆地號予
以變更為學校用地，惟變更後之樁

位尚未配合廢除。 

廢除 S029 多餘樁
位。【依原則 4辦理】 

依初擬解決方

案辦理。 



 

 

 

 

 

 

 

 

 

附錄二  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 102 年 10月 18日水三產
字第 10250136720號函（大智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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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經濟部水利署第三河川局 102 年 10月 29日水三產
字第 10218023670號函（旱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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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大里都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回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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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變更原則 

一、在法定總量管制前提下，允許申請變更為商業區之面積以 3.70 公頃為

上限。  

二、考量交通條件、公共設施供給及具商業發展潛力區位等原則，凡基地

符合前開原則之區位者（詳附圖 1），得依本要點向地方政府提出住宅

區變更為商業區案件。  

貳、應備書圖文件 

三、申請人應依都市計畫法暨都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之規定製作變更都市

計畫書圖。  

四、變更都市計畫書至少應表明下列項目：  

（一）基地概述：包括基地位置、範圍、規模、現況等之說明，及針對基

地鄰近環境進行綜合分析。  

（二）土地權屬：除分析土地權屬內容外，並應檢附變更基地之土地清冊、

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比例尺 1/1000）、都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證明書等。  

（三）法令依據。  

（四）變更理由。  

（五）變更計畫：敘明變更內容與使用機能、回饋規定等項目。  

（六）開發計畫：敘明建築內容、引進產業內容、實施進度、經費來源等

項目。  

（七）土地變更同意書及自願回饋切結書。  

1.申請人應提出變更基地範圍全體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變更同

意書」，同意變更住宅區為商業區，納入都市計畫書，以利查核。  

2.變更基地範圍全體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應承諾依「大里都市計畫住宅

區變更為商業區回饋要點」規定辦理回饋，提出「自願回饋切結書」，

納入都市計畫書，以利查核。  

（八）申請人應檢附「交通衝擊分析報告書」，作為都市計畫書之附件。  

（九）變更都市計畫書內應載明依法發布實施後，土地所有權人如未依核

准之開發計畫期程實施開發建設，或於完成回饋前有土地移轉行為

者，地方政府得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將其土地變更恢復為住

宅區，且已繳交之回饋代金或土地均不予發還。  

（十）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五、變更都市計畫書除用文字、圖表說明外，應附比例尺 1/1000 都市計畫

變更圖，其範圍至少應包括鄰近街廓、必要性公共設施及主要聯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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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等。   

參、基地條件 

六、申請基地應完整連接，連接部分最小寬度不得少於二十公尺。  

七、申請基地應鄰接寬度至少達 12 公尺以上之已開闢計畫道路，但自願

退縮併面前計畫道路寬度達 12 公尺以上者不在此限（該自願退縮部

分仍應納為申請基地一併計算回饋）。  

八、同一街廓內尚未完成變更住宅區為商業區者，得就該街廓內剩餘部份

一次申請變更為商業區，其基地規模免受第六、七點規定限制。   

肆、變更回饋 

九、申請變更為商業區之回饋基本條件如下表所列：  

開發方式 申請規模 回饋方式 回饋比例 審核程序 備註 

建築物用

途變更 

同棟建築

物之同層

及該層至

地面一層

均供商業

使用 

繳納代金 10％ 

申請變更使用執照

經審查通過、於核

發使用執照前，需

會地方政府都市計

畫單位（以下簡稱

都計單位）核計回

饋金金額，並於繳

納回饋金及會都計

單位立册登記後，

始得發給使用執

照。 

如供特種零售業（煤

氣、瓦斯、煤油等燃

料、礦油業、爆竹煙

火）、娛樂健身服務

業（歌廳、夜總會、

俱樂部、撞球房、兒

童樂園、視聽歌唱

業、電動玩具店）、

餐飲業（300 平方公
尺以上）或特定服務

業使用者，則應經同

棟建築物全部區分

所有權人同意始得

變更建築使用。 

基 地 新

建、增建 

應達 1,000
平方公尺

以上之非

完整街廓

者 

繳納代金 10％ 

1.於申請建造執照
前另需送都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

核。 

2.於核發使用執照
前，需會都計單

位核計回饋金金

額，並於繳納回

饋金及會都計單

位立册登記後，

始得發給使用執

照。  

 

街廓整體

開發 
1 個完整
街廓者 

捐獻公共

設施土地 
-- 

1.另行擬定細部計

畫（得併主要計

畫個案變更），

依都市計畫程序

1.為獎勵街廓整體開

發，得於擬定細部

計畫時，依最大基

準容積再酌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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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方式 申請規模 回饋方式 回饋比例 審核程序 備註 

辦理。 

2.於申請建造執照
前另需送都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

核。 

加樓地板面積。 

2.捐獻之公共設施土
地應規劃為停車

場、廣場或綠地，

且需面臨八公尺

以上計畫道路。 

3.前項捐獻之公共設
施土地不得以整

體開發範圍內公

有土地抵充或優

先指配。  

 

 

十、回饋金之計算公式如下：  

（一）建築物用途變更，須繳納之代金為：  

 應繳代金＝（申請基地面積×10％）×［申請變更樓地板面積／（該

基地面積×法定容積率）］×（繳交當年之當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1.4） 

（二）基地依容許容積新建、增建，須繳納之代金為：  

 應繳代金＝（申請基地面積×10％） ×（繳交當年之當地平均公告土

地現值×1.4）  

十一、已依本要點辦理完成建築物用途變更者，如該建築基地申請新建、

增建時，仍應依第十點之基地新建、增建繳納代金公式計算繳納回

饋代金。  

十二、以繳納代金方式辦理回饋者，其代金之繳納應於核准使用執照或變

更使用執照前繳入地方政府都市發展建設基金，專供都市發展與建

設之用。  

十三、基地新建、增建以繳納代金方式辦理回饋者，申請人得以變更後之

等值商業區土地抵繳應納代金，其應捐獻商業區土地面積計算方式

如下：  

捐獻商業區土地面積＝申請基地面積×回饋比例  

     該抵繳土地面積最小規模應為不低於 300 平方公尺之可建築用地，

且應面臨八公尺以上計畫道路；該抵繳之商業區土地應整地完成，

於核准使用執照前捐獻予地方政府，登記為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

府應就該抵繳商業區土地進行標售，所得土地價款納入第十二點地

方政府都市發展建設基金。  

十四、以街廓整體開發者應以捐獻土地方式辦理回饋，並由申請人開發完

成，於細部計畫核定發布前無償登記為地方政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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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依本要點實施回饋案件，應依申請樓地板面積每 100 平方公尺設置

一部停車位數計算停車空間（未達整數時，其零數應設置一部）。

倘其他法令另有更為嚴格規定者，適用其規定。如僅為建築物用途

變更且無法留設足數停車空間者，得就其不足部分改以自願捐獻代

金方式折算繳納，其代金計算得由地方政府另訂之。  

十六、為塑造良好都市景觀、完整人行系統、法定空間集中留設與植栽綠

化空間，依本要點申請變更為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  

（一）臨 40M-143、20M-2 計畫道路之建築基地，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

退縮 6 公尺建築，其餘建築基地均應自道路境界線退縮 5 公尺以

上建築，其退縮部分距道路境界線 4 公尺部分應作為無遮簷人行

道，供人行步道或綠化使用，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臨 40M-143、20M-2 兩側之建築基地指定留設街角開放空間（詳

附圖 2），其於街角設置任一邊最小寬度 12 公尺以上且兩邊寬度

比不得小於三分之二之無頂蓋廣場式開放空間，留設之最小面積

為 150 平方公尺以上，未設置圍籬且供公眾使用，並得設置必要

之街道傢俱者，得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以不超過依本款留設之街

角開放空間面積乘以基準容積之 80％為限，所留設之街角開放空

間得計入法定空地計算。惟依前開規定留設之街角開放空間等應

集中留設，不得與依相關規定留設之開放空間重複計算。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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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應予綠化之法定空地，其不透水鋪面所佔面積應在二分之一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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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得依「大里都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回饋要點」申請變更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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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依「大里都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回饋要點」申請變更街廓之建築退

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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