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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法令依據 

一、計畫緣起 

廍子地區細部計畫區位於原臺中市舊市區與大坑風景區之間，於民國 83 年時，為配合

前臺灣省水利局辦理大里溪整治計畫，協助其取得土地以利整治計畫及相關工程之進行，特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條第 4 款規定及前臺灣省政府民國 81 年 8 月 4 日八一府建四字第

一六九八一五號函辦理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個案變更，並於民國 84 年 7 月完成細部計畫擬定

作業。由於劃入該整治工程用地範圍內之土地大部分並非利用原河川行水區，而以改道方式

辦理，為利工程用地取得及解決範圍內地主住宅土地分配問題，於該個案變更計畫書明訂應

採區段徵收整體開發方式辦理，以維持地盡其利，地利共享之精神。 

現行廍子地區細部計畫分屬 2 處主要計畫，為因應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未來發布實施

後，廍子地區需針對此 2 處細部計畫區予以整合，另周邊新興社區陸續進行或完成整體開發

（包括整體開發地區單元 13、14，及太平新光區段徵收地區），本計畫區如何透過土地使用

管制規劃強化空間結構自明性，尋求整體土地利用機能的合理性，並展現個別空間特色，為

本次檢討階段性重要任務。 

 

二、法令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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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區位與範圍 

一、地理區位 

本計畫區位於臺中市都市計畫區東北側，屬北屯區之一部，東臨大坑風景區，距臺中火

車站約 7 公里，距中港交流道約 12 公里，對外交通係經由太原路至臺中市其他地區，經由

廍子路至大坑風景區。 

 

 
圖 1-1  計畫區位置示意圖 

二、計畫範圍 

廍子地區位於臺中市都市計畫區東北側，現行廍子地區細部計畫分屬 2 處主要計畫區，

分別為臺中市都市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區與臺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區，

其中，本計畫區屬臺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區部分，範圍東以廍子路與臺中市

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畫之風景區相鄰接，西接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不

包括大坑風景區）區東界，北以東山路之南側道路境界線為界，南至臺中市轄區界，行政區

包括北屯區之部分廍子里及部分水景里，總面積計 165.7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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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細部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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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計畫 

第一節  都市計畫發布實施經過 

臺中市都市計畫源自日據時代，復於民國 42 年重新檢討規劃，於民國 45 年 11 月 1 日

發布實施，計畫年期為 20 年，為舊市區主要計畫之肇始；隨都市快速發展之需求，有鑑於

計畫區外圍發展已漸具規模之鄉街地區須予以規劃納入都市發展區，於民國 64 年 5 月 23 日

公布實施第一期擴大都市計畫（西屯地區）。之後，陸續辦理第二、三、四期（包括軍功里、

水景里地區；舊社、三光、平田里、平和里、松竹里地區；四張犁地區；後庄地區；西南屯

地區；南屯楓樹里地區；文山里、春社里地區；西屯福安里地區；干城計畫地區）擴大都市

計畫，並於民國 66 年 1 月 28 日發布實施，大坑風景區亦同時劃定範圍另予管制。至此，臺

中市整個行政轄區皆納入都市計畫範圍內。大坑風景區自民國 65 年納入臺中市擴大都市計

畫區範圍內後，之後分別於 78 年、91 年與 93 年分別辦理第一次通盤檢討、車籠埔斷層帶

附近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與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廍子地區橫跨上述 2 個主要計畫區，其中，屬大坑風景區之部分自民國 84 年完成細部

計畫擬定後，又於民國 93 年 8 月完成細部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辦理歷程詳

表 2-1。 

表 2-1  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發布實施歷程一覽表 

計畫名稱 計畫範圍 核定文號 發布實施文號 
主要計畫部分 

臺中市都市計畫 舊市區 
45 年臺內地字

第 85938 號 
45.11.01 府 金 建 字 第

25591 號 

臺中市第一期擴大都市計畫 西屯地區 
64 年臺內營字

第 47899 號 
64.05.23 府 工 都 字 第

29369 號 
軍功里、水景里地區

舊社、三光里、平田

里、平和里、松竹里

地區 
四張犁地區 
後庄里地區 
西南屯地區 
南屯楓樹里地區 
文山及春社里地區 

臺中市第二、三、四期擴大都

市計畫 

西屯福安里地區 

66 年臺內營字

第 713196 號 
66.01.18 府 工 都 字 第

0310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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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範圍 核定文號 發布實施文號 
干城計畫地區以及

都市發展用地外之

全部農業區 

大坑風景地區 
65.7.19 臺內營

字第 687097 號

65.8.25 府 工 都 字 第

46783 號 
變更臺中市擴大都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78.11.21 臺內營

字第 755814 號

78.12.7 府 工 都 字 第

106664 號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第一期主要計畫公共設施保

留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80.08.23 內營字

第 8071260 號 
80.09.17 府 工 都 字 第

87028 號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干

城地區道路系統除外）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 

84.01.23 內營字

第 8472104 號 
84.02.15 府 工 都 字 第

016274 號 

訂定臺中市都市計畫（車籠埔斷層帶附近地區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計畫）案 

91.3.27 臺內營

字 第

0910082583 號

91.4.20 府 工 都 字 第

0910050416 號 

變更臺中市擴大都市計畫（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

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及車籠埔斷層經過地區專案通

盤檢討）案 

93.8.13 臺內營

字 第

0930009575 號

93.8.18 府 都 計 字

0930130521 號 

細部計畫部分 
擬定臺中市（大坑風景地區）都市計畫（臺灣省實

施區段徵收五年計畫-廍子地區）細部計畫案 
84.7.25 府工都字第 99705 號 

變更臺中市（大坑風景區）都市計畫（臺灣省實施

區段徵收五年計畫-廍子地區）細部計畫（都市計

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93.8.23 府都計字第 0930130532 號 

資料來源：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西屯區市政路延

路段（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668 次會議審決部分）案，臺中市政府，96 年；本計

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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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行都市計畫概要 

一、主要計畫內容概要 

茲將本計畫區之主要計畫內容概述如下： 

（一）土地使用分區 

主要計畫之使用分區僅住宅區一種。 

（二）公共設施與道路系統 

主要計畫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包括：學校用地（文高 1、文中 1、文小 2、文小 87

等）、機關用地（機 5）、公園用地（公 21、公 22 等）、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公兼兒

1、公兼兒 2 等）、兒童遊樂場用地（兒 1）、綠地用地（綠 11、綠 12 等）、廣場用地（廣

2）、廣場兼停車場用地（廣兼停 5）、變電所用地（變 1）、污水處理廠用地（污）、排水

道用地與道路用地等公共設施。在道路系統為 10M（含）以上道路。 

主要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情形詳表 2-2，現行主要計畫示意圖詳圖 2-1。 

表 2-2  主要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面積比例（﹪） 
住 宅 區 84.56 51.01 

文 高 用 地 0.66 0.40 
文 中 用 地 3.03 1.83 

學校

用地 
文 小 用 地 3.68 2.22 

機 關 用 地 0.78 0.47 
公 園 用 地 1.69 1.02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24 1.35 
兒 童 遊 樂 場 用 地 5.00 3.02 
綠 地 用 地 1.29 0.78 
廣 場 用 地 0.01 0.01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0.80 0.48 
變 電 所 用 地 0.54 0.33 
排 水 道 用 地 30.74 18.54 
污 水 處 理 廠 用 地 0.70 0.42 
道 路 用 地 30.05 18.12 

公

共

設

施 

小 計 81.21 48.99 
合 計 165.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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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現行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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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本細部計畫是在主要計畫之指導下，研擬更詳盡之土地使用計畫，將住宅區予以細分為

住 1、住 2、住 3 等，並劃設市場、公園、公園兼兒童遊樂場、綠地（計 5 處）、廣場兼停車

場（計 4 處）及 15M（含 15M）以下道路等公共設施；以及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等。 

表 2-3 為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範疇表，表 2-4 為本計畫區歷次變更住宅區為商業區案彙

整表。 

表 2-3  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範疇表 

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使用分區 公共設施 道路系統 使用分區 公共設施 道路系統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住宅區 文高 1、文

中 1、文小

2、文小 87
機 5 、公

21、公 22、
公兼兒 1、
公兼兒 2、
兒 1 、綠

11、綠 12、
廣 2、廣兼

停 5 、變

1、污、排

水道等用

地 

10M（含）

以上道路 
住宅區細

分 為 住

1、住 2 及

住 3 

市場（細市

1）、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

（細公兼兒

1）、綠地（細

綠 2、細綠

3、細綠 4、
細綠 5、細綠

6）、廣場兼

停車場（細

廣兼停 1、細

廣兼停 2、細

廣兼停 3、細

廣兼停 4） 

15M（含）以

下道路 
包 括 土 地 使 用 強

度、鄰棟間隔、容積

獎勵、建築退縮、法

定空地綠化、停車空

間、 

三、細部計畫內容概要 

以下茲將本計畫區現行細部計畫內容彙整說明如下： 

（一）計畫年期與計畫人口 

1.計畫年期 

以民國 95 年為計畫目標年。 

2.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29,000 人，居住密度為每公頃 423 人。 

（二）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僅住宅區一種，住宅區細分為第一種住宅區（15.96 公



 

 2-6

頃）、第二種住宅區（16.60 公頃）與第三種住宅區（37.68 公頃）等，合計約 70.24 公

頃，佔總面積約 42.37﹪。 

（三）公共設施計畫 

1.學校用地 

學校用地可分為文高用地、文中用地與文小用地，其中，文高用地劃設 1 處，

面積 0.66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0.40﹪；文中用地劃設 1 處，面積 3.03 公頃，佔計

畫總面積 1.83﹪；文小用地劃設 2 處，面積 3.68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2.22﹪。 

2.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1 處，面積約 0.78 公頃，佔總面積約 0.47﹪。 

3.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1 處，面積約 0.40 公頃，佔總面積約 0.24﹪。 

4.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2 處，面積約 1.69 公頃，佔總面積約 1.02﹪。 

5.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3 處，面積約 2.56 公頃，佔總面積約 1.54﹪。 

6.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樂場用地 1 處，面積約 5.00 公頃，佔總面積約 3.02﹪。 

7.綠地用地 

劃設綠地用地 7 處，面積約 1.74 公頃，佔總面積約 1.05﹪。 

8.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1 處，面積約 0.01 公頃，佔總面積約 0.01﹪。 

9.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5 處，面積約 2.95 公頃，佔總面積約 1.78﹪。 

10.變電所用地 

劃設變電所用地 1 處，面積約 0.54 公頃，佔總面積約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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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排水道用地 

劃設排水道用地面積約 30.74 公頃，佔總面積約 18.54﹪。 

12.污水處理廠用地 

劃設污水處理廠用地 1 處，面積約 0.70 公頃，佔總面積約 0.42﹪。 

表 2-4  現行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一覽表 

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使用分區 
面積 

（公頃） 
面積比例

（﹪）

面積 
增減 

（公頃）
使用分區 

面積 
（公頃） 

面積比例

（﹪） 
第 一 種 住 宅 區 15.96 9.63
第 二 種 住 宅 區 16.60 10.01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37.68 22.73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84.56 51.01 -14.32

使

用

分

區 小 計 70.24 42.37
文 高 用 地 0.66 0.40 文 高 用 地 0.66 0.40
文 中 用 地 3.03 1.83 文 中 用 地 3.03 1.83

學校

用地 
文 小 用 地 3.68 2.22

學校

用地
文 小 用 地 3.68 2.22

機 關 用 地 0.78 0.47 機 關 用 地 0.78 0.47
市 場 用 地 0.00 0.00 +0.40 市 場 用 地 0.40 0.24
公 園 用 地 1.69 1.02 公 園 用 地 1.69 1.02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 地 
2.24 1.35 +0.32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 地
2.56 1.54

兒童遊樂場用地 5.00 3.02 兒童遊樂場用地 5.00 3.02
綠 地 用 地 1.29 0.78 +0.45 綠 地 用 地 1.74 1.05
廣 場 用 地 0.01 0.01 廣 場 用 地 0.01 0.01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80 0.48 +2.15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2.95 1.78
變 電 所 用 地 0.54 0.33 變 電 所 用 地 0.54 0.33
排 水 道 用 地 30.74 18.54 排 水 道 用 地 30.74 18.54
污水處理廠用地 0.70 0.42 污水處理廠用地 0.70 0.42
道 路 用 地 30.05 18.12 +11.00 道 路 用 地 41.05 24.76

公

共

設

施 

小計 81.21 48.99 +14.32

公

共

設

施

小 計 95.53 57.63
合 計 165.77 100.00 合 計 165.77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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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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現行細部計畫示意圖 

 

（四）道路系統計畫 

在道路系統部分，配合主要計畫之街廓劃設 15 公尺、12 公尺與 10 公尺道路等 36

條細部計畫道路，主要計畫道路與細部計畫道路面積合計 41.05 公頃，佔總面積約 24.76

﹪。詳表 2-5 與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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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計畫道路編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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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計畫道路編號一覽表 

道路編號 起點 迄點 
長度

（M）
備註 

50M-001 計畫範圍西界 計畫範圍東界 1,870 太原路 

30M-005 
計畫範圍東北

界 
25 M-005 787 廍子路 

30M-005 25 M-005 計畫範圍南界 427 廍子路 

30M-4 計畫範圍西界 計畫範圍南界 1,260  
25M-3 計畫範圍西界 30M-005 705  

25M-4 計畫範圍西界 30M-4 910
僅部分路段位於本案

範圍內 

25 M-005 30M-005（7） 30M-005（10） 290 廍子路 

20M-14 計畫範圍西界 30M-005 435  
20M-15 計畫範圍西界 30M-005 550  
20M-16 計畫範圍西界 25M-4 600  
20M-001 50M-001 25M-4 385  
15M-200-1 25M-3 50M-001 600  
15M-200-2 15M-200-1 25 M-005 440  
15M-200-3 20M-15 15M-200-2 460  
15M-300-1 20M-14 25M-3 500  

15M-300-2 25M-4 計畫範圍南界 75
僅部分路段位於本案

範圍內 

15M-12 計畫範圍西界 30M-4 300  
12M-100-1 50M-001 25M-4 300  
10M-300-1 15M-200-2 10M-300-2 250  

主

要

計

畫

道

路 

10M-300-2 15M-200-1 30M-005 440  
(細)15M-1-11 計畫範圍西界 (細)15M-1-12 150  
(細)15M-1-12 計畫範圍西界 50M-001 500  
(細)15M-1-13 20M-14 20M-15 193  
(細)12M-1-41 20M-16 30M-4 510  
(細)12M-1-42 計畫範圍西界 20M-16 110  
(細)12M-1-43 計畫範圍南界 30M-005 610  
(細)12M-1-44 30M-005 (細)10M-1-37 430  
(細)10M-1-11 (細)15M-1-11 (細)10M-1-12 60  
(細)10M-1-12 計畫範圍西界 (細)10M-1-14 480  
(細)10M-1-13 仁友社區南側 (細)10M-1-14 134  
(細)10M-1-14 (細)15M-1-11 20M-14 225  
(細)10M-1-15 (細)15M-1-11 (細)10M-1-14 140  
(細)10M-1-16 20M-14 30M-005 275  
(細)10M-1-17 (細)10M-1-18 (細)15M-1-13 198  
(細)10M-1-18 15M-300-1 (細)15M-1-13 214  
(細)10M-1-19 (細)15M-1-13 30M-005 231  
(細)10M-1-20 15M-300-1 15M-200-3 235  
(細)10M-1-21 (細)10M-1-20 25M-3 155  
(細)10M-1-22 15M-300-1 (細)10M-1-21 225  
(細)10M-1-23 計畫範圍西界 (細)12M-1-41 930  

細

部

計

畫

道

路 

(細)10M-1-24 計畫範圍西界 (細)10M-1-23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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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編號 起點 迄點 
長度

（M）
備註 

(細)10M-1-25 (細)10M-1-24 (細)12M-1-41 120  
(細)10M-1-26 (細)10M-1-25 (細)10M-1-23 320  
(細)10M-1-27 (細)12M-1-41 (細)10M-1-23 100  
(細)10M-1-28 20M-001 25M-4 510  
(細)10M-1-29 (細)10M-1-28 25M-4 310  
(細)10M-1-30 (細)10M-1-29 25M-4 310  
(細)10M-1-31 20M-001 (細)10M-1-28 785  
(細)10M-1-32 (細)10M-1-29 (細)10M-1-30 215  
(細)10M-1-33 25M-3 10M-300-2 470  
(細)10M-1-34 15M-200-3 (細)10M-1-33 160  
(細)10M-1-35 15M-200-3 (細)10M-1-33 160  
(細)10M-1-36 (細)12M-1-44 計畫範圍南界 95  
(細)10M-1-37 (細)10M-1-36 (細)12M-1-44 335  
(細)10M-1-38 計畫範圍西界 30M-4 84  

細

部

計

畫

道

路 

(細)10M-1-39 計畫範圍西界 20M-16 116  
註：計畫道路長度皆由原計畫轉載。 

 

（五）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

之。 

二、(一)獨戶住宅：僅含一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築物。 

(二)雙併住宅：含有兩個住宅單位，彼此在平面基地相連之建築物。 

(三)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四)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較寬道路之基地線，臨接道路同寬者，由建築基地

申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基地線。 

(五)後面基地線：與前面基地線平行或角度四十五度以內並行而不相交之基地

線。 

(六)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非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七)基地深度：建築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離。 

(八)基地寬度：建築基地兩側基地線間平均水平距離（最小基地深度與寬度不

得違反「臺中市畸零地使用規則」之規定）。 

(九)前院深度：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水平距離，但陽臺、

屋簷突出物中心線一．五公尺或雨遮突出超過○．五公尺時應自其外線分

別扣除五公尺或○．五公尺作為中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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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後院深度：建築物前牆或其替代柱中心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水平距離，但

陽臺、屋簷突出物中心線一．五公尺或雨遮突出超過○．五公尺時應自其

外線分別扣除一．五公尺或○．五公尺作為中心線。 

(十一)高度比：建築物各部分高度，由該部分至對側道路境界線距離之比。 

三、住宅區之土地應依左表規定建築使用： 

住宅區 
項目 

一 二 三 
備註 

最高建蔽率（﹪） 50 60 55  
最高容積率（﹪） 140 220 280  
最高高度比 1 1.5 1.5  

最小前院深度（公尺） 5.5 5.5 5.5 

1.留設前院可供停車使用。

2.面臨二十公尺以上道路

者，可留設前院或依第九

點留設騎樓地。 
最小後院深度（公尺） 1.5 1.5 1.5  
最小側院深度 1.5 — —  

其他規定 
專供建築獨

戶或雙併住

宅使用。 
— —  

 

四、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五○％，容積率不得大於二五○％。 

五、學校用地應依左表規定建築使用： 

項目 最大建蔽率（﹪） 最大容積率（﹪） 
文小 50 150 
文中 50 150 

文高（職） 50 200 

六、市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六○％，容積率不得大於二四○％，並依臺灣省零

售市場建築規格有關規定辦理。 

七、同一基地內建築物二座以上之建築物時，其鄰棟間隔不得小於建築物高度○．

二倍，並不得小於三公尺，但鄰棟間隔已超過五公尺以上者，免再追加。 

八、為鼓勵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得於計畫書訂定左列獎勵

措施： 

(一)凡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街廓或符合左列各項規定，並依規定設置公共開放空

間者，得依第七點規定增加興建留地板面積。 

1.基地有一面臨接寬度在八公尺以上之道路，其臨接在二十五公尺以上或

達周界總長度五分之一以上者。 

2.基地面積在住宅區為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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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左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板面積。

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百分之三十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 、兒童、青少年、勞工、老

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共使用；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一○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公益性基金管理營運

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

者。 

九、依第八點第一款規定所得增加之樓地板面積（△ＦＡ）按左式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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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Ｉ：鼓勵係數，依左列規定計算： 

住宅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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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頒「未實施容

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勵辦法」之規定。惟上述鼓勵辦法如有修正時則隨之修

正。 

十、依第八點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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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基地面積在住宅區為二、○○○平方公尺以上者，其所得增加之樓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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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一)住二、住三面臨二十公尺以上道路者，應依圖六—二（專案檢討後騎樓

及無遮簷人行步道示意圖）位置留設四公尺騎樓或無遮簷人行步道。 

(二)前項以外住宅區應自建築線向內側退縮五．五公尺，其中臨建築線之二公

尺為人行步道，餘三．五公尺為建築物前院（二公尺人行步道得列入前院

深度及空地計算）。 

十二、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十三、第一種住宅區每戶附設停車位乙輛。 

十四、本條文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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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上位及相關計畫 

茲將與本計畫相關之上位計畫與相關建設計畫彙整如下： 

一、上位計畫 

茲將與本計畫相關之上位計畫彙整如下： 

表 2-6  上位計畫一覽表 

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關聯分析 

中部區域計畫

（第二次通盤

檢討）(草案) 
【內政部，96
年】 

‧加速既有都市計畫地區與舊市區待更新地區的建

設開發。 
•產業發展以高科技工業研究發展為主。藉由中科

之設立，配合臺中港發展營運中心，推動轉運關

連產業發展。並經由設立商業、貿易服務機構、

大型國際商品展覽場所及國際會議廳等，加強區

域中心之商業、服務業功能。 
•區域間、生活圈間以高速鐵路、高速公路及快速

公路系統為聯絡主動脈。傳統鐵路以區域都市之

通勤運輸服務為主。 

•本區位於臺中市都市發展核

心之周邊地區，未來利用周

邊重大產業與交通建設，發

展為適宜居住之鄰里性社

區。 

修訂臺中市綜

合發展計畫 
【 臺 中 市 政

府，92 年】 

•臺中盆地屬最適合居住的生活圈，其策略包括：

1.提供優質生活機能，維持最適居的生活環境。2.
塑造兼具消費城、文化城、大學城特色的雙核多

心魅力城市。3.推動社區生活圈營造，活化生活首

都細胞單元。4.建構親川綠網的開放空間系統。

•大坑風景區為臺中市的後花園，其策略包括：1.
加強生態保育，維持生物的多樣性，提供作天然

的生態教室及親山親水的戶外遊憩空間，保留大

坑將近臺中市 1/5 面積為一處自然綠地特區。2.
加速動物園、森林公園及溫泉等觀光資源的開

發，以因應國際及區域休閒遊憩活動及國民旅遊

需求。3.大坑風景區屬環境敏感地區，其開發應考

慮環境承載量的限制，配合限制發展區之劃設進

行開發許可管理。 
•交通發展部分，藉由捷運系統及連接高鐵烏日站

系統，塑造便捷的交通網絡。 

•本區位於臺中盆地與大坑風

景區之間，未來除提供優質

生活機能，維持最適居的生

活環境外，應結合大坑風景

區加強地區生態保育，並與

大坑風景區主要節點妥予串

連。 

臺中市景觀綱

要計畫【臺中

市政府，96 年】 

•透過空間總體規劃行動，希望能夠建構臺中市永

續發展藍圖，以都市景觀作為全新視野之土地使

用管理工具，以景觀改善行動提升地方基礎競爭

力，使景觀計畫成為落實永續城市之最佳介面。

•建立臺中市自明性景觀結構，包括：藍綠帶交錯

•本計畫區屬藍綠帶交錯的生

態網絡與都市休閒與養生之

環狀綠帶與開放空間等自明

性景觀結構地區，擬建立友

善的人行空間，並延伸串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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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關聯分析 

的生態網絡、老城中心與歷史文化地景、多樣化

城市消費型商業活動、都市休閒與養生之環狀綠

帶與開放空間、城市軸線中心與節點、多元生活

形態與空間紋理等 6 種景觀結構，並提出景觀管

制、管理機制與階段性執行策略之建議。 

綠帶系統。 
•對本計畫區而言，主要關連

在將周邊藍綠帶與本區進行

串連，形塑完善的藍綠帶網

絡系統。 

臺中市都市計

畫 主 要 計 畫

( 第三次通盤

檢討)【臺中市

政府，96 年】 

•計畫範圍：現行臺中市都市計畫是以臺中市行政

轄區為範圍，但不包括大坑風景區，總面積

12,570.50 公頃。 
•計畫年期：以民國 115 年為計畫目標年。 
•計畫人口：計畫人口為 130 萬人，活動人口為 150

萬人。 
•臺中市將發展成為「文化．經濟．國際城」。 

對於計畫區的指導包括： 
•提供高品質之生活環境與服

務設施。 
•完善生活服務機能並兼具優

質步行環境的住宅社區。 
•創造人性化公共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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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 中 市 政

府，96 年】 

•訂定「臺中市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訂定原則表」，對於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訂定

依據、用語定義、各分區使用限制、強度、騎樓

與建築退縮規定、停車空間、公益性設施獎勵措

施、景觀及綠化原則、空地綠美化獎勵措施、招

牌廣告物、都市設計審查等，均訂定統一的管制

標準。 

•於本計畫後續修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得酌予考量

目前臺中市通案性規定進行

調整。 

臺中市水系景

觀環境營造綱

要計畫【臺中

市政府，96 年】 

•為活化臺中水系改善都市景觀環境，進行河川廊

道與周邊陸域景觀空間之重點規劃與設計規範。

•建立階段性之水系景觀改善計畫，加強臺中水系

周邊區域與軸帶之建設。 

•對本計畫區而言，主要關連

在於將本區與大里溪與廍仔

溪妥予連結，提高居民親水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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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建設計畫 

茲將與本計畫相關重大建設計畫彙整如下表 2-7 與圖 2-4 所示： 

表 2-7  相關建設計畫一覽表 

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分析 

臺中市水湳機場原

址地區再發展 
【臺中市政府，開發

中】 

•該計畫位於水湳機場原址地

區，目前已完成都市計畫成

果，以「大面積之都市綠核」

為開發主軸，規劃水岸住宅專

用區、文化商業專用區、創新

研發專用區與經貿專用區等。

未來開發將採區段徵收進行，

並擬以 BOT 方式，由民間參與

公共建設投資。 

•水湳機場遷移至清泉崗機場

後，解除地區禁限建與航空噪

音的限制，讓水湳地區成為臺

中新興發展區，而水湳機場遷

移後所產生的閒置空間目前除

了成為臺中市重要的活動地點

外，未來也將成為臺中市空間

發展的主要核心地區。 

鎮南休閒專用區開

發計畫 
【臺中市政府，規劃

中】 

•本案計畫面積約 148.62 公頃。

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604 及 607 次會議決議，有關

農業區變更為園道用地及河川

區變更為河川區兼作園道使用

部分，基於道路系統完整性之

考量同意變更，餘建議臺中市

政府應先就本案休閒專用區擬

引進產業類別及開發計畫等研

提完整規劃內容後，再另案依

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變更。

目前主要計畫變更草案刻正於

內政部都委會審議階段。 

•鎮南休閒專用區擬發展成為全

國最大區域的觀光休閒商業區

開發案，與高鐵烏日車站僅以

筏子溪一水之隔，高鐵通車後

所帶來之集客效應，無論就旅

客觀光、休閒需求，及促進臺

中市未來之繁榮發展而言，其

開發將可吸引大量人潮，對臺

中市未來休閒觀光產業，預期

將帶來無限商機，進一步促進

南屯區的繁榮進步。 

整體開發地區（原後

期發展區） 
【規劃或開發中】 

•原後期發展區（面積約 1,437
公頃），於第三次通盤檢討中變

更為整體開發地區（面積為

1,393 公頃），並劃分為 14 個開

發單元，未來採市地重劃方式

進行開發。 

•開發後將提供大量低密度住宅

區，形成新的鄰里性社區，將

與本計畫區內住宅社區產生競

合，惟本區內亦有中高密度之

住宅簇群，藉由產品不同以區

隔市場需求，可有效降低彼此

的競合。 

都 
市 
發 
展 

擬定臺中市大坑風

景特定區計畫 
【臺中市政府，審議

中】 

‧以大坑風景地區主要計畫範圍

為主，為維持計畫功能屬性之

完整，故剔除部子區段徵收地

區，再併入臺中森林公園範

圍，計畫面積約 3,544 公頃。

‧以維繫川流、永續山景、推廣

文化、活化產業為目標。 
‧計畫區定位為中部區域運動休

憩園區、臺中都會休閒觀光勝

地以及大坑度假樂活山城。 

‧該計畫將促使大坑地區開發與

保育均衡發展，並依環境條

件、發展現況及發展潛力等因

素，有效管制發展能量，達到

成長管理的目標。 
‧本計畫區位處臺中市區進入大

坑風景區之入口，未來盼能藉

由商業活動的轉型，提供必要

的旅遊服務機能，與大坑風景

特定區共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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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分析 

都 
市 
發 
展 

擬定臺中市都市計

畫（捷運都會專用區

及其周邊地區）細部

計畫案 
【臺中市政府，開發

中】 

‧該計畫係配合捷運建設計畫及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

畫（不含大坑風景區）（部分農

業區、道路用地為捷運都會專

用區、捷運系統用地、鐵路用

地、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案」辦理擬定細部計畫作業。

‧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捷運北屯

機廠、G0、G3 站及相關公共設

施用地，促進捷運系統開發。

‧針對捷運系統用地周邊進行整

體規劃，引入捷運都會服務機

能，帶動北屯地區環境機能及

發展更臻完善。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臺中基地 
【國科會，已開發】 

•該計畫以臺中縣市作為設置中

科園區之用地，以豐厚產業動

能及都市機能，增強國際競爭

基礎。中科園區臺中基地第一

期發展區總面積計 332.57 公

頃，其中臺中市部分約 192.72
公頃。第二期發展區總面積

81.83 公頃，其中臺中市部分約

公頃 37.28 公頃。 

•藉由中科園區的開發建設及臺

中生活圈的交通建設，帶動關

連產業發展，加速與既有之精

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臺中工

業區與環隆科技工業園區等形

成科技產業聚集的科技走廊，

成為臺中科技產業發展核心，

帶動臺中地區中山高以西區塊

之發展。 

產 
業 
發 
展 

精密機械科技創新

園區一、二期 
【臺中市政府，開發

中】 

•園區內基礎設施用地由臺中市

政府委託臺灣土地開發信託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辦理開發，可

供建築用地將以出售或出租方

式提供土地，由廠商自行興建

廠房營運。 

•預計設置大型展覽中心，引進

機器修配製造、電力電子機械

器材和精密機械製造業進駐，

作為中科產業發展之相關科技

產業，形成科技產業走廊。 

臺中生活圈道路交

通系統建設計畫(第
一次修訂)  
【營建署，建設中】 

•該計畫整合道路系統、規劃新

路線，依道路功能分配，做為

道路闢建及管理之依據，以改

善生活圈道路系統之瓶頸，提

升道路系統服務水準，確立道

路系統功能分類，提高路網易

行性及可及性，建立各位階都

市間連繫之系統，提升其服務

功能。 

•改善生活圈道路系統之瓶頸，

可提升臺中道路系統服務水

準，並提高路網易行性及可及

性，建立各位階都市間連繫之

系統，均衡整體都市發展，且

避免通過性的車流經過市區，

有效紓解市區交通問題。 
交 
通 
建 
設 

臺灣西部高速鐵路

建設計畫 
【交通部，民國 96
年通車】 

•臺中烏日車站地區係以高鐵車

站為中心，計畫範圍界線北側

以王田交流道特定區北側計畫

範圍線為界，東側以王田交流

道特定區計畫東側範圍線為

界，南側大致以王田交流道特

定區計畫南界為界，西臨高速

公路、臺鐵用地與臺一乙省道。

•臺中大眾運輸重心一直以來都

是以臺中火車站為主，火車站

為臺中大眾運輸轉運的重點地

區，而高鐵將臺灣西部走廊串

成一日生活圈，烏日車站的成

立不僅將對臺中的鐵路運輸帶

來極大的影響，也對臺中公路

運輸系統帶來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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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摘要內容 分析 

交 
通 
建 
設 

臺中都會區捷運系

統烏日文心北屯線

建設計畫 
【高鐵局】 

•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原規

劃興建路網共分為藍、紅、綠

三條路線，總長度約 69.3 公里。

•經評估後優先興建捷運綠線烏

日文心北屯線，並於 93 年 11
月 23 日奉行政院核定，全長

16.5 公里，設 17 座車站，計畫

期程自 94 年至 100 年，目前正

由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辦理

基本設計、細部設計、都市計

畫變更等作業。 

•捷運綠線沿文心路規劃，於本

計畫區內公兼兒 5 用地（南苑

公園）之西側亦規劃一處捷運

站（G12），亦採高架形式設

計。 
•未來將影響地區內運輸型態與

場站周邊空間發展。 

 

 

 
圖 2-4  相關重大建設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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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 

第一節  自然環境 

一、地形地勢 

本計畫區位處於臺中市都市計畫區與大坑風景區之間，東北接大坑風景區，西往舊市

區，南隔廍仔溪鄰接太平市，地勢由東北向西南傾斜，海拔高度約 155～110 公尺，高差約

45 公尺，平均坡度約為 21％，地勢起伏不大。 

二、地質與土壤 

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資料顯示，大坑風景區包含頭嵙山向斜、車籠埔斷層及集集地震地

表破裂，地質多係第三紀上新世之卓蘭層、第四紀更新世頭嵙山層及車籠埔斷層附近錦水層

之泥岩、砂岩、頁岩、礫岩、粉砂岩等互層構成，而溪床及車籠埔斷層以西部分則為現代沖

積層之礫石黏土所組成，土壤為母岩經風化所成之泥質壤土及砂質壤土所構成。 

三、水文 

本計畫區屬烏溪水系支流頭汴坑溪上游之大里溪與廍仔溪集水區，大里溪由北至南貫穿

本計畫區後與由東向西貫穿本計畫區之廍仔溪於太原六號橋附近接壤，再轉向西南流入臺中

盆地，目前區內之大里溪與廍仔溪已整治完成。 

圖 3-1 為水系分布示意圖。 

四、氣候 

臺中屬亞熱帶氣候，氣溫及濕度均高，夏季多雨，冬季乾旱，年平均氣溫為 22.8℃，雨

量集中在每年 5 月至 8 月間，年平均雨量在 1,600 公釐左右（降雨強度 12.2 公釐），年降雨

日數達 113 日。平均最高氣溫約為 28.1℃，平均最低氣溫約 19℃，氣候舒適宜人。風向主

要受季風影響，但因有大肚山臺地與中央山脈之屏障，年平均風速約為 1.74 公尺／秒，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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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影響較小。 

 

 
圖 3-1  水系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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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口發展 

本計畫區範圍包括北屯區部分廍子里與部分水景里等行政轄區，惟因本計畫區甫於 96

年底完成區段徵收工程，區內土地大部分尚未開發，因此為瞭解周邊地區之人口成長情形，

故彙整廍子里與水景里等行政轄區之歷年人口資料。經比較臺中市都市計畫區與北屯區全區

之歷年人口資料後可知，北屯區歷年戶數與人口數之平均成長率雖僅略高於臺中市都市計畫

區之平均成長率，而本計畫區所在之廍子里與水景里等地區之戶數與人口數之平均成長率卻

明顯高於北屯區與臺中市都市計畫區之平均成長率，為臺中市人口快速成長地區之一，究其

原因，與鄰近多為新興發展區有關。 

表 3-1  歷年人口統計表 

子里與水景里等 北屯區 臺中市都市計畫區 
年度 

（民國年） 
戶數 
（戶） 

人口數 
（人） 

戶數 
（戶） 

人口數 
（人） 

戶數 
（戶） 

人口數 
（人） 

92 2,888 9,999 71,940 226,285 332,772 1,009,387 
93 3,146 10,731 73,718 230,078 339,730 1,021,292 
94 3,396 11,367 75,037 232,803 347,392 1,032,778 
95 3,685 12,263 76,616 236,669 353,682 1,044,392 
96 3,954 12,924 78,292 239,618 361,503 1,055,898 
97 4,254 13,639 79,814 241,990 369,363 1,066,128 
98 4,649 14,508 81,698 244,311 377,296 1,073,635 
99 4,965 15,317 83,620 246,880 385,402 1,082,299

平均成長率 8.26 6.40 2.14 1.29 2.12 1.00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民政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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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使用 

本計畫區甫於 96 年底完成區段徵收工程，除開放性公共設施與道路已完成開闢外，餘

多仍為空地，茲針對區內土地使用現況概述如下。 

一、土地使用 

（一）分區發展現況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僅住宅區 1 種，其又細分為第一種住宅區、第二種住宅區與

第三種住宅區等 3 種，由於甫完成區段徵收整體開發作業(橋樑工程除外)，故除少數興

建中的房屋外，大部分仍為空地。經現況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目前計畫區內住宅區使用

面積為 5.76 公頃，發展率達 8.20％，茲將各種住宅區之現況說明如下： 

1.第一種住宅區 

第一種住宅區內以雙併或連棟型態為主之純住宅社區，其使用面積約 2.14 公

頃，發展率達 13.41﹪。 

2.第二種住宅區 

第二種住宅區內以雙併或連棟型態為主之純住宅社區，其使用面積約 1.13 公

頃，發展率達 6.81﹪。 

3.第三種住宅區 

除廍子路旁有一商業使用（面積 0.08 公頃）與建軍 2 街有一工業使用（0.15

公頃）外，餘以雙併或連棟型態為主之純住宅社區，其使用面積約 2.49 公頃，發

展率達 6.61﹪。 

表 3-2 為計畫區內住宅區使用面積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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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計畫區內住宅區使用面積統計表 

使用分區 計畫面積（公頃） 使用面積（公頃） 發展率（﹪） 

第一種住宅區 15.96 2.14 13.41 

第二種住宅區 16.60 1.13 6.81 

第三種住宅區 37.68 2.49 6.61 

住

宅 
區 

小計 70.24 5.76 8.20 

註：1.本計畫調查整理，調查時間：99 年 8 月。 
2.使用面積之計算係以地籍面積為準。 

 

區內土地使用現況 區內土地使用現況 建築中工地一景 

（二）建物使用現況 

1.住宅使用 

計畫區內住宅型態，主要以純住宅社區型連棟住宅為主，主要分布在軍福 13

路、太和路、建平路、永順路、軍福 7 街、太和東街、太和 1 街、太和 3 街、建軍

2 街、太順 1 街、太順 2 街等道路兩側，除地主自行興建獨戶或雙拼住宅外，亦有

由建設公司統籌興建之連棟住宅。 

2.商業使用 

僅廍子路旁有一商業使用，係供自行車展售使用。 

3.工業使用 

位於建軍 2 街有一土地供工廠倉儲使用。 

表 3-3 為計畫區建物使用現況面積統計表，圖 3-2 為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

圖。 

表 3-3  計畫區建物使用現況面積統計表 

使用別 使用面積（公頃） 比例（﹪） 
住 宅 使 用 （ 含 興 建 中 ） 5.53 96.01 
商 業 使 用 0.08 1.39 
工 業 使 用 0.15 2.60 
合 計 5.76 100.00 
註：1.本計畫調查整理，使用現況以建物地面層使用為準，調查時間：99 年 8 月。 

2.面積係由 GIS 資料庫量取地籍面積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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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樓層及結構 

目前已興建或興建中之房屋以 3F～4F 之透天厝為主，無高層集合住宅。 

 
圖 3-2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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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設施 

範圍內之公共設施包括學校用地、機關用地、市場用地、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地、廣場用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變電所用地、排水道用

地與污水處理廠用地等。因本計畫區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故公共設施用地皆已取得，且除

學校、機關、市場與污水處理廠外，其餘皆已開闢完成。茲將各類公共設施開闢情形說明如

下： 

一、學校用地 

劃設學校用地共 4 處，包括 1 處文高用地、1 處文中用地與 2 處文小用地，面積共 7.37

公頃，目前均未開闢使用。 

二、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1 處，面積 0.78 公頃，目前尚未開闢使用。 

三、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1 處，面積 0.40 公頃，目前為空地。 

四、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2 處，面積共 1.69 公頃，目前皆已開闢。 

五、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3 處，面積共 2.56 公頃，目前皆已開闢。 

六、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樂場用地 1 處，面積共 5.00 公頃，目前已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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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綠地用地 

劃設綠地用地 7 處，面積共 1.74 公頃，目前皆已開闢。 

八、廣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 1 處，面積共 0.01 公頃，目前已開闢。 

九、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5 處，面積共 2.95 公頃，目前皆已開闢。 

十、變電所用地 

劃設變電所用地 1 處，面積共 0.54 公頃，目前已開闢供變電所使用。 

十一、污水處理廠用地 

劃設污水處理廠用地 1 處，面積共 0.70 公頃，目前尚未開闢使用。 

十二、排水道用地 

劃設排水道用地面積共 30.74 公頃，目前已開闢。 

 
生活圈四號線 廍興公園 

 

變電所用地 

 
自行車道 文小 87 用地現況 25M-3 道路興建中之景觀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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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開闢情形一覽表 

設施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開闢情形 使用現況 

文高 1 0.66 未開闢 空地 
文中 1 3.03 未開闢 空地（軍功國小管理中）

文小 2 2.16 未開闢 空地（軍功國小管理中）

文小 87 1.52 未開闢 
夜間照明設施 
（東光國小管理中） 

學 校 用 地 

小計 7.37   
機 關 用 地 機 5 0.78 未開闢 空地 
市 場 用 地 （細）市 1 0.40 未開闢 空地 

公 21 0.55 已開闢 河堤公園 
公 22 1.14 已開闢 博愛公園 公 園 用 地 
小計 1.69   

公兼兒 1 1.69 已開闢 廍興公園 
公兼兒 2 0.45 已開闢 中臺公園 

（細）公兼兒 1 0.42 已開闢 昌盛公園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 地 

小計 2.56   
兒童遊樂場用地 兒 1 5.00 已開闢 廍子公園 

綠 11 0.17 已開闢  
綠 12 1.12 已開闢 溪南公園 

（細）綠 2 0.27 已開闢  
（細）綠 3 0.13 已開闢  
（細）綠 4 0.02 已開闢  
（細）綠 5 0.02 已開闢  
（細）綠 6 0.01 已開闢  

綠 地 用 地 

小計 1.74   
廣 場 用 地 廣 2 0.01 已開闢  

廣兼停 5 0.80 已開闢 太原停車場 
（細）廣兼停 1 0.57 已開闢  
（細）廣兼停 2 0.27 已開闢 太和停車場 
（細）廣兼停 3 0.68 已開闢  
（細）廣兼停 4 0.63 已開闢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小計 2.95   
變 電 所 用 地 變 1 0.54 已開闢 變電所 
污水處理廠用地 污 0.70 未開闢 空地 
排 水 道 用 地 30.74 已開闢 大里溪、廍仔溪 
註：本計畫調查整理，調查時間：99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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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運輸 

區內道路依其功能可分為聯外道路、區內主要道路與服務道路等 3 個層級，茲將區內道

路層級分別說明如下： 

一、聯外道路 

聯外道路供交通繁忙地區與外圍重要市鄉鎮間連絡之道路，或連絡都市內各分區間之幹

線道路。 

（一）太原路 3 段（50M-001） 

道路寬度為 50 公尺，往東通往大坑風景區，往西接臺中市區，為聯繫大坑風景區

與臺中市區間之主要道路，目前已開闢完成。 

（二）子路（30M-005、25M-005） 

道路寬度分別為 30 公尺與 25 公尺，往北接東山路至大坑風景區，往南接太平，為

大坑風景區與太平之間主要聯絡道路，目前已開闢完成。 

（三）祥順西路（30M-4） 

屬大里溪西側之防汛道路，道路寬度為 30 公尺，往北接大坑風景區，往南接太平，

為大坑風景區與太平之間主要聯絡道路，目前已開闢完成。 

二、區內主要道路 

（一）景賢路與和順路（25M-3） 

道路寬度為 25 公尺，往東至廍子路，往西接臺中市區，目前除橫跨大里溪之景觀

大橋尚在興建外，餘已開闢完成。 

（二）太順路（25M-4） 

道路寬度為 25 公尺，往東至祥順西路，往西接臺中市區，目前已開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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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福 13 路（20M-14） 

道路寬度為 20 公尺，往東至廍子路，往西接臺中市區，目前除橫跨大里溪之橋樑

部分尚未興建外，餘已開闢完成。 

（四）軍福 9 路（20M-15） 

道路寬度為 20 公尺，往東至廍子路，往西接臺中市區，目前除橫跨大里溪之橋樑

部分尚未興建外，餘已開闢完成。 

（五）建和路（20M-16） 

道路寬度為 20 公尺，往北接 10 期重劃區，往南至太順路，目前已開闢完成。 

（六）樹孝路（20M-001） 

道路寬度為 20 公尺，往北至太原路，往南至太順路，目前已開闢完成。 

（七）軍福 7 街（15M-12） 

道路寬度為 15 公尺，往東至祥順西路，往西接臺中市區，目前已開闢完成。 

（八）太和路（15M-300-2、12M-100-1、(細)15M-1-12） 

道路寬度分別為 15 公尺與 12 公尺，往北至景賢路，往南至太平，目前已開闢完成。 

（九）祥順東路（15M-200-1、15M-300-1、(細)15M-1-11） 

道路寬度為 15 公尺，往北接廍子路，往南至太原路，目前已開闢完成。 

（十）太祥路（15M-200-3、(細)15M-1-13、(細)10M-1-13） 

道路寬度分別為 15 公尺與 10 公尺，往北至仁友社區，往南至祥順二街，目前已開

闢完成。 

（十一）祥順 2 街（15M-200-2） 

道路寬度為 15 公尺，往東至廍子路，往西接祥順東路，目前已開闢完成。 

（十二）太安街（（細）12M-1-43、（細）12M-1-44） 

道路寬度為 12 公尺，往東至（細）10M-1-37，往南接太平，目前已開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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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道路 

服務道路係提供各社區與鄰里單元連通至聯外道路與主要道路之通道，道路寬度分別為

12 公尺與 10 公尺，皆已開闢完成。 

 
圖 3-3  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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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計畫道路編號與路名一覽表 

道路編號 計畫長度（M） 開闢長度（M） 備註 

50M-001 1,870 1,870 太原路 3 段 

30M-005 787 787 廍子路 

30M-005 427 327 廍子路 

30M-4 1,260 1,260 祥順西路 

25M-3 705 615 景賢路 

25M-4 910 910 太順路 

25 M-005 290 290 廍子路 

20M-14 435 395 軍福 13 路 

20M-15 550 468 軍福 9 路 

20M-16 600 600 建和路 

20M-001 385 385 樹孝路 

15M-200-1 600 600 祥順東路 

15M-200-2 440 440 祥順 2 街 

15M-200-3 460 460 太祥路 

15M-300-1 500 500 祥順東路 

15M-300-2 75 75 太和路 

15M-12 300 300 軍福 7 街 

12M-100-1 300 300 太和路 

10M-300-1 250 250 太祥西接 

主

要

計

畫

道

路 

10M-300-2 440 440 祥順 1 街 
(細)15M-1-11 150 150 祥順東路 
(細)15M-1-12 500 500 太和路 
(細)15M-1-13 193 193 太祥路 
(細)12M-1-41 510 510 太和 2 街 
(細)12M-1-42 110 110 建軍 2 街 
(細)12M-1-43 610 610 太安街 
(細)12M-1-44 430 430 太安街 
(細)10M-1-11 60 60  
(細)10M-1-12 480 480 忠寇巷 
(細)10M-1-13 134 134 太祥路 
(細)10M-1-14 225 225 祥順 8 街 
(細)10M-1-15 140 140 祥順 7 街 
(細)10M-1-16 275 275  
(細)10M-1-17 198 198 太祥 3 街 
(細)10M-1-18 214 214 祥順 6 街 
(細)10M-1-19 231 231 祥順 6 街 
(細)10M-1-20 235 235 祥順 5 街 
(細)10M-1-21 155 155  
(細)10M-1-22 225 225 祥順 3 街 

細

部

計

畫

道

路 

(細)10M-1-23 930 930 太和東街、太和 1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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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編號 計畫長度（M）開闢長度（M） 備註 
(細)10M-1-24 310 310 太和 5 街 
(細)10M-1-25 120 120 建平路 
(細)10M-1-26 320 320 太和 3 街 
(細)10M-1-27 100 100 三合街 
(細)10M-1-28 510 510 太順 5 街 
(細)10M-1-29 310 310 太順東街 
(細)10M-1-30 310 310 太順 3 街 
(細)10M-1-31 785 785 太順 2 街 
(細)10M-1-32 215 215 太順 1 街 
(細)10M-1-33 470 470 太祥東街 
(細)10M-1-34 160 160  
(細)10M-1-35 160 160  
(細)10M-1-36 95 95 太安二街 
(細)10M-1-37 335 335 太安中街、太安一街 
(細)10M-1-38 84 84 太和 6 街 

細

部

計

畫

道

路 

(細)10M-1-39 116 116 建軍 1 街 
註：本計畫調查整理，調查時間：99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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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課題與構想 

第一節  發展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全市性土地使用管制與相關法令迭有修訂，相關土管要點

應配合調整與整合。 

說明： 

包括都市計畫法、全市性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或自治條例、建築技術規則等已調整相

關規定，以致於本計畫區之土管要點中包括法令依據、用語定義、住宅區種類與其容許

使用項目、法定空地綠化、廣告招牌設置依據、應納入都市設計審查者與停車空間等皆

與前述規定有所不同，亟待配合調整之。 

對策： 

配合現行法令之修訂與全市性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一致性之規定，包括法令依據、用

語定義、住宅區種類與其容許使用項目、開放空間獎勵、廣告招牌設置依據、應納入都

市設計審查者與停車空間等，於本次通盤檢討時配合調整之。 

課題二：因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對於建築高度比之規範目前未

臻明確，建議參考建築技術規則之定義酌予調整。 

說明： 

一、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有關建築高度比部分，其定義為建築物各部

分高度，由該部分至對側道路境界線距離之比。 

二、民國 96 年全市性土管要點訂定原則對於建築物高度比之定義如下：「建築物各

部分高度與自各該部分起量至面前道路對側道路境界線之最小水平距離之

比。建築物不計建築物高度者及不計建築面積之陽臺、屋簷、雨遮等，得不受

建築物高度比之限制。建築基地臨接或面前道路對側有公園、綠地、廣場、河

川、體育場、兒童遊樂場、綠帶、計畫水溝、平面式停車場、行水區、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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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內道路中間夾有河川位置示意圖 

水堰或其他類似空地者，其建築物高度比之計算，得將該等寬度計入。」 

三、前述原則對於遇有道路中間

夾有綠帶或河川等特殊情形

並未進一步規範「面前道路」

之認定方式，惟本計畫區內

面臨祥順東路、祥順西路、

太原路與太安街等道路之部

分建築基地均屬此特殊情

形。 

對策： 

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篇第三節有關建築物高度之

規範（第 14、15、16、19、

23、24-1 等條文）已相當明確，但與土管要點有關高度比之規定並不相同，故

於實務上應同時符合中央頒佈之建築技術規則與個別都市計畫土管要點之規

定，從嚴管制之。 

二、針對土管要點用語定義未臻明確部分，建議以全市性土管訂定原則之定義為

主，參酌建築技術規則條文內容修訂建築物高度比之用語定義。 

課題三：現行容積移轉與獎勵等措施缺乏總量管制機制，恐導致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不足及影響都市景觀等外部性問題。 

說明： 

一、為鼓勵建築基地增設停車空間、公共開放空間與設置公益性設施，包括建築技

術規則、本計畫區現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臺中市建築物增設停車空間鼓

勵要點與臺中市空地綠美化獎勵自治條例等，皆利用容積獎勵達成其政策目

的。此外，為取得公共設施保留地，亦訂有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與臺中

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等，擬以容積移轉取得私有

公共設施保留地。前述相關規定讓各建築基地在基準容積率基礎上，額外增加

樓地板面積，因而可能引入更多容納人口。 

二、本案現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未訂定容積率上限，且未限制容積移轉與容積

獎勵之適用條件與上限，其獎勵上限悉依相關規定辦理。另依現行各種住宅區

面積與土地使用強度進行試算，在基準容積總量下，預估可容納之人口數為

22,522 人，低於計畫人口之 29,000 人，若以基準容積率 1.8 倍進行試算，預估

容納人口約 38,754 人，約為現行計畫人口的 1.3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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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計畫區住宅區可建築容積推估表 

計畫容積 可建築容積 

使用分區 
使用分

區面積

（公頃）

基準容

積率 
（％）

基準容

積總量

（公頃）

低推計

（公頃）

中推計 
（公頃） 

高推計 
（公頃）

第一種住宅區 15.96 140 22.34 22.34 31.28 31.28 
第二種住宅區 16.60 220 36.52 36.52 51.13 65.74 
第三種住宅區 37.68 280 105.50 105.50 147.70 189.90 
小       計 70.24 234 164.36 164.36 230.11 286.92 

註：1.本計畫調查整理，調查時間：99 年 8 月。 
2.現況永久性建築已使用容積之計算係以 GIS 資料庫量取建物投影面積乘以建築

物樓層數而得。 
3.尚可建築容積（低）＝尚未建築基地面積×基準容積率；尚可建築容積（中）

＝尚未建築基地面積×基準容積率×1.4；尚可建築容積（高）＝尚未建築基地

面積×基準容積率×1.8。 
4.第一種住宅區依「臺中市實施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之

規定不得作為容積接受基地，故表內「尚可建築容積（中）、（高）」僅依其基準

容積率之 1.4 倍計算其可建築容積。 

表 4-2  計畫區住宅區可容納人口推估表 

低推計 中推計 高推計 

使用分區 
預估總

容積 
（公頃） 

預估容

積率 
（％） 

預估容

納人口

（人）

預估總

容積 
（公頃）

預估容

積率 
（％）

預估容

納人口

（人）

預估總

容積 
（公頃） 

預估容

積率 
（％） 

預估容

納人口

（人）

第一種住宅區 22.34 140 2,234 22.34 140 2,234 22.34 140 2,234
第二種住宅區 36.52 220 5,217 51.13 308 7,304 65.74 396 9,391
第三種住宅區 105.50 280 15,071 147.70 392 21,100 189.90 504 27,129
小 計 164.36 234 22,522 221.17 315 30,638 277.98 396 38,754
註：1.表內預估容積率，係以預估總容積除以各土地使用分區總面積推計之。 

2.表內預估容納人口數，住一係以預估總容積除以每人享有樓地板面積 100 平方公尺計算，住二

與住三係以預估總容積除以每人享有樓地板面積 70 平方公尺計算。 
3.考量第一種住宅區專供獨戶或雙拼住宅使用，容積獎勵所增加之容積並未增加可容納之人口

量，故僅以基準容積率計算之。 

三、子地區為臺中市進入大坑風景區之門戶，其西側之整體開發地區（單元 13

與單元 14 等）之容積率上限最高為 360﹪，而本計畫區之容積率上限若以 1.8

倍計算，則最高之容積率上限為 504﹪，遠高於整體開發地區之容積率上限，

對臺中市與大坑風景區之間的天際線而言，將產生不協調的天際線景觀。 

四、為因應監察院糾正內政部授權地方政府訂定停獎要點，內政部於民國 99 年 7

月 5 日針對前開糾正事項召開檢討會議，並獲致建築技術規則 59 之 2 條適用

至民國 101 年 12 月 31 日止、各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應研訂都市計畫容積總量與

獎勵上限規定等結論。 

對策： 

明訂加計獎勵容積與容積移轉後之上限容積率，以避免計畫區內建築物量體過高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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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行道因與設施帶整併共用，致實際供

人行使用寬度不足 1 公尺 

成都市景觀之衝突，以及整體住宅環境品質破壞。 

課題四：近年因全球氣候急遽變遷，都市防洪成為新開發區首要面

對議題。 

說明： 

一、隨著近年來全球氣候的大變遷，以往百年出現 1～2 次之豪大雨，近年則每 1、

2 年即出現乙次，每次皆造成嚴重之危害，因而使得都市防洪成為新興開發地

區首要面對之議題。 

二、綜觀全市現有已開闢之建築基地，為極大化土地之使用效益，其土地多已成為

不透水層之土地，使得都市逕流速度大為增加，土地滲水功能幾乎喪失，造成

都市逕流速度與流量明顯增加，進而大幅提升洪氾危害機率。 

三、本計畫區為甫完成區段徵收之新興開發地區，區內除有大里溪與廍仔溪等，以

及公園、公園兼兒童遊樂場、兒童遊樂場、綠地與廣場兼停車場等，可供排水

與臨時滯洪使用外，大量未建築使用之住宅區亦有助於都市防洪，然待住宅區

逐漸開發建築使用後，不透水層的大量增加將使得本計畫區可能面臨洪氾威

脅。 

對策： 

一、訂定建築基地之基準開挖面積與屋頂綠化比例，以提升建築基地保水能力。 

二、為提升公共開放空間與學校等公共設施用地之保水能力，並限制公共設施用地

供多目標使用，規範其透水面積比例。 

三、排水道用地以維持明渠為原則。 

課題五：計畫區具發展人本交通環境優勢，然缺乏完整人行路網規

劃。 

說明： 

一、本計畫區為臺中市區、太平地區與大坑風景

區、新社等觀光遊憩地區之交通中介地區，

具發展步行與自行車休閒活動之優勢，然目

前僅廍子路設有自行車道，且因人行道寬度

在 3 公尺以上，具友善之步行環境外，本計

畫區內尚未建構完善之人行（自行車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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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系統。 

二、現有道路設計多以供汽機車通行使用為主，僅部分道路寬度在 12M 以上者兩

側設有 1～1.5 公尺或 3 公尺之人行道，然因人行道上亦有植栽與路邊設施（如

變電箱、電燈等），致實際供人行使用之寬度並不足以供 2 人（含）以上同時

並排行走，未能形成完善之人行空間。 

三、本計畫區東側緊鄰大坑風景區，西側臨太原路之商業區，區內以供居住使用為

主，且除太原路與廍子路外，其餘道路以供區內通行使用為主，在都市交通運

輸朝節能、低碳等目標發展之際，本計畫區在多數土地尚未開發，交通需求量

低之情況下，實具發展人行（自行車道）路網之優勢與契機。 

四、現行停車空間設置規定並未明訂自行車停車位之設置標準。 

對策： 

一、利用建築退縮所留設之騎樓與無遮簷人行道結合現有人行道，透過定期稽查方

式與規定其不得設置障礙物，確保人行道之通暢，保持人行路網之完整性。 

二、為增加人行活動空間塑造小型廣場景觀意象，以容積獎勵方式鼓勵於重要人行

節點留設街角開放空間。 

三、依照「自行車道系統規劃設計參考手冊（第二版）」設置自行車道系統之原則，

結合大坑風景區與太原路商業區等周邊地區之人行與自行車道動線，以及大里

溪與廍仔溪等，建議利用 15M（含）以上計畫道路兩側增設自行車道，以架構

兼具通學、通勤與休閒之自行車道系統。 

四、增列自行車停車空間之設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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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調整構想 

本次辦理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主要係配合全市一般性管制規定調整、

用語定義明確化、訂定建築基地容積率上限規定、加強計畫區內保水能力、建議建構步行與

自行車之交通環境等進行檢討，茲將其相關構想說明如下： 

一、配合全市性管制規定調整 

臺中市政府於民國 96 年 3 月已發布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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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本計畫區針對前述計畫已調整部分，包括用語定義、住宅區種

類與其容許使用項目、法定空地綠化、廣告招牌設置依據、應納入都市設計審查者與停車空

間等相關規定配合調整之。 

二、用語定義明確化 

除為避免行政管理之困擾，明確化騎樓與基準開挖面積之用語定義外，針對民國 96 年

3 月已發布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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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其訂定原則表中有關「建築物高度比」之用語定義，對於遇有道路中間夾有綠帶或河川等特

殊情形，並未進一步規範「面前道路」之認定方式，建議參酌建築技術規則條文內容予以增

訂。 

三、建築基地上限容積規定 

（一）計畫區可建築容積與容納人口數 

本案之計畫人口共 29,000 人，依基準容積總量計算可容納人口低於計畫人口，而

中推計容納人口約超過 1,638 人、高推計容納人口約超過 9,754 人。 

表 4-3   計畫區可建築容積及容納人口分析表 

可建築容積總量 可容納人口 
項目 面積 

（公頃） 
相較基準容積

之倍數（倍）

人數 
（人） 

相較計畫人口

之倍數（倍）

依基準容積率計算 164.36 1.00 22,522 0.78 
低推計 164.36 1.00 22,522 0.78 
中推計 221.17 1.35 30,638 1.06 本案推計 
高推計 277.98 1.69 38,75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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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計畫規定 

1.臺中市實施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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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9 年 10

月 5 日府都計字第 0990249054 號公告發布修正）第六點之規定，建築基地依該辦

法申請移入容積數量，加計都市更新條例、都市計畫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獎勵容

積總量，舊有市區細部計畫超過其基準容積 40％、其他超過其基準容積 60％，應

提送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查。 

增加容積上限依各細部計畫書中所載相關規定；未載明者依該條文附表規定辦

理。摘錄原條文如下： 

「六、舊市區細部計畫地區（本府 92 年 12 月 30 日府工都字第 0920204751 號文公布

實施）依本辦法申請移入容積數量，加計都市更新條例、都市計畫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

獎勵容積總量，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四十者應提送本市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查。 

其他地區（含整體開發地區）依本辦法申請移入容積數量，加計都市更新條例、都市

計畫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獎勵容積總量，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六十者，應提送本市都

市設計委員會審查。 

前二項申請案件總增加容積上限依各細部計畫書中所載相關規定；未載明者，其總增

加容積上限依下表規定辦理，實際核准許可移入容積總量應以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定內

容為準。 

 總增加容積上限 
舊市區細部計畫地區 (40%+V1)×基準容積 

其他地區 (70%+V2)×基準容積 

V：提出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經本市都市設計委員會審查核可准予移入

容積量，V1 最高為 20%，V2 最高為 10%。 

前項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項目不得重複核計其他容積獎勵規定。」 

2.其他細部計畫規定 

經查本市各細部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中訂定容積率上限情形，概分為

3 類，分述如下： 

（1）早期發展地區 

包括如「舊有市區」、「東光、三和地區」等細部計畫區均採用相同的訂定標

準，因前述計畫區屬於早期發展地區，土地使用密集且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偏低，

故容積率上限約訂為基準容積率的 1.40 倍至 1.45 倍之間。 

（2）整體開發地區單元 

整體開發地區（原後期發展區）各單元細部計畫因屬於低密度開發區，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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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上限約為基準容積率的 1.50 倍至 2.00 倍之間。 

表 4-4   各細部計畫區容積率上限訂定分析表 

細部計畫 使用分區 
基準容積率

（％） 
容積率上限 

（％） 
倍率 

住一 140 200 1.43 
住二 220 320 1.45 
住三 280 400 1.43 
住五 400 560 1.40 
商一 280 400 1.43 

臺中市已發展區 
（如舊有市區、東

光、三和地區等細部

計畫） 
商二 350 500 1.43 
住一 140 210 1.50 

住一之一 140 250 1.79 
住一之 A 
住一之 B 

120 210 1.75 

住一之 C 170 300 1.76 

整體開發地區 

商五 180 360 2.00 

（三）容積率上限 

本案建議訂定各種住宅區之容積率上限為基準容積率之 1.5 倍為原則，主要理由如

下： 

1.參考「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本計畫區依該

辦法之規定，移入容積數量加計都市更新條例、都市計畫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

獎勵容積總量，超過其基準容積 60％者，應提送本市都市設計委員會審查。 

2.本計畫區為臺中市進入大坑風景區之門戶，其西側之整體開發地區（單元 13 與

單元 14 等）之容積率上限最高為 360﹪，而本計畫區之容積率上限若以 1.8 倍計

算，則最高之容積率上限為 504﹪。基於本計畫區乃新興之整體開發區，考量都

市視覺景觀之需要且為塑造進入大坑風景區之門戶意象，建議本計畫區之最高容

積率上限應以不高於整體開發地區（單元 13 與單元 14 等）最低之容積率上限 210

﹪的 2 倍為宜，故訂定各種住宅區之容積率上限為基準容積率之 1.5 倍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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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計畫區與周邊整體開發地區土地使用分區分布示意圖 

 

表 4-5   計畫區與周邊整體開發地區容積率上限分析表 

細部計畫 使用分區 
基準容積率

（％） 
容積率上限

（％） 
備註 

住一、 
住一之一 

140 210  整體開發地區 
(單元 13與單元 14)

商五 180 360  
196 容積率上限以 1.4 倍計算 

210 容積率上限以 1.5 倍計算 

224 容積率上限以 1.6 倍計算 

238 容積率上限以 1.7 倍計算 
住一 140 

252 容積率上限以 1.8 倍計算 
308 容積率上限以 1.4 倍計算 

330 容積率上限以 1.5 倍計算 

352 容積率上限以 1.6 倍計算 

374 容積率上限以 1.7 倍計算 
住二 220 

396 容積率上限以 1.8 倍計算 
392 容積率上限以 1.4 倍計算 

420 容積率上限以 1.5 倍計算 

448 容積率上限以 1.6 倍計算 

476 容積率上限以 1.7 倍計算 

本計畫區 

住三 280 

504 容積率上限以 1.8 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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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視覺景觀需要且為塑造進入大坑風景區之門戶意象，建議應予以限制本計畫區之可能天際線 

四、加強計畫區內滯洪保水與調節微氣候能力 

（一）提升建築基地保水措施 

為因應都市開發造成地表逕流量提高之議題，且鑑於建築基地開挖地下室作為停車

空間之情形相當普遍，造成建築基地無法發揮雨水入滲、保水與調節微氣候功能，故建

議透過訂定建築基地之基準開挖面積、限定不得開挖地下室範圍、獎勵建築基地自行降

低開挖面積與規範屋頂綠化等措施，提高建築基地之保水與調節微氣候能力。 

1.訂定建築基地之基準開挖面積 

因應都市開發造成地表逕流量提高進而引發水患問題，亦鑑於建築基地開挖地

下室作為停車空間之情形相當普遍，造成法定空地無法發揮雨水入滲與保水功能，

故訂定建築基地之基準開挖面積，以加強計畫區內滯洪保水能力。 

2.增加屋頂綠化 

計畫區內建築物屋頂多為硬質光滑鋪面所構成，無法發揮生態綠化及減碳功

能。為調節都市微氣候，應實施屋頂綠化，以調節都市溫濕度，降低都市碳排放，

減緩都市熱島效應。 

（二）學校用地保水措施 

為提升學校用地開放空間之保水能力，未來計畫區內新開闢之學校用地，其操場或

露天之運動場應盡量利用草皮以及紅土跑道等設施，避免採用設置 PU 跑道或硬舖面之

球場，以維持透水舖面，減少地表逕流。 

操場及戶外開放空間除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規定設

置滯洪設施外應避免開挖地下室，並建議配合排水計畫，發揮操場之雨水集流、貯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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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功能。 

建議增訂規定如下：新開闢之學校用地，其法定空地之透水面積比例不得小於 70

％，且應避免設置不透水之運動場及跑道，操場除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辦法」第 3 條規定設置滯洪設施者外，不得設置地下室。 

  
傳統校園規劃：操場外側鋪設 PU 跑道，內側亦以不透水材質鋪設 

 

操場透水改善後：平時可作為活動空間，暴雨時可作為滯洪及儲流設施 

（三）公共設施用地保水與調節微氣候措施 

為增加計畫區內整體滲水面積與調節微氣候能力，除規定排水道用地應以維持明渠

為原則外，限制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地、廣場

用地與廣場兼停車場用地等開放空間除得設置滯洪設施者外，不得申請其他多目標使

用，且透水面積不得小於該用地面積 60﹪。 

五、建構步行與自行車之人本交通環境 

（一）完善自行車道系統 

為凸顯本計畫區發展步行與自行車休閒活動之優勢，並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未來本

計畫區應積極建構人本交通環境，以改變都市居民的交通習慣。因此除了現有於廍子路

上之休閒自行車路網外，建議於計畫區內規劃「通勤、通學與休閒自行車道」，以串連

大坑風景區與太原路商業區等周邊地區，以及本計畫區內之公園、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兒童遊樂場、學校、廣場兼停車場等公共設施。 

1.規劃原則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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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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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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區內規劃通勤通學自行車路路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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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寬度 15M 以上之道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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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串連公園、公園兼兒童遊樂場、兒童遊樂場、學校、廣場兼

停車場等公共設施。 

2.指定建議應設置自行車道系統路線 

(1)30M-005 與 25M-005 計畫道路（廍子路） 

廍子路往北可接大坑風景區，往南至太平，現況已有自行車道，可串連區內

公兼兒 2、兒 1、公 22、細廣兼停 3 與細廣兼停 4 等公共設施。 

(2)30M-4 計畫道路（祥順西路） 

位於大里溪西側往北可接大坑風景區，往南至太平，可銜接文高 1 並作為親

水休閒自行車道系統。 

(3)25M-3 計畫道路（景賢路與和順路） 

往東接廍子路，往西至整體開發地區（單元 13 與單元 14）與臺中市區，可

銜接文中 1、（細）廣兼停 1、兒 1 與公 22。 

(4)20M-14 計畫道路（軍福 13 路） 

往東接廍子路，往西至整體開發地區（單元 13 與單元 14）。 

(5)20M-16 計畫道路（建和路） 

往南至太平，往北接整體開發地區（單元 14）與 10 期重劃區，可銜接文高

1、兒 185、廣兼停 5、公兼兒 1 與文小 87。 

(6)15M-200-1、15M-300-1 與(細)15M-1-11 計畫道路（祥順東路） 

位於大里溪東側往北可接大坑風景區，往南至太平，可銜接公 21、文中 1

與文小 2 並作為親水休閒自行車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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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置形式建議 

設置形式得參考以下附圖所示，並應符合交通部有關自行車道設置之規範。 

 
30M 計畫道路設置自行車道參考示意圖 

 
25M 計畫道路設置自行車道參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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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 計畫道路設置自行車道參考示意圖 

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調整建議 

建議增訂條文如下：「計畫區內 30M-4、30M-005、25M-005、25M-3、20M-14、

20M-16、15M-200-1、15M-300-1 與(細)15M-1-11 等計畫道路建議設置自行車道，

需經交通局審查通過後執行。」 

（二）新增自行車停車空間、騎樓與無遮簷人行道內設施物等設置標

準 

為提供必要的自行車停車空間，明確化自行車停車空間之設置標準。 

（三）鼓勵留設街角開放空間 

除改善人行環境外，為增加人行活動空間塑造小型廣場景觀意象，建議於 50M-001

與 30M-005、50M-001 與 30M-4、50M-001 與 15M-200-1、30M-005 與 20M-14、30M-4

與 25M-3、25M-3 與 15M-300-1、20M-14 與 15M-300-1、20M-14 與(細)15M-1-11 等路

口之住宅區指定留設街角開放空間，得依下列規定辦理： 

1.建築基地於街角設置任一邊最小寬度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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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設之最小面積為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未設

置圍籬且供公眾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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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六十為限，所留設之街角開放空間得計入法定空

地計算。 

2.依前項規定留設之街角開放空間，不得與依相關規定留設之開放空間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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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計畫區自行車道系統設置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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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更計畫 

第一節  變更內容 

本次檢討主要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修訂，詳細內容如下所示： 

一、配合全市性管制規定調整 

臺中市政府於民國 96 年 3 月已發布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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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本計畫區針對前述計畫已調整部分，包括用語定義、住宅區種

類與其容許使用項目、法定空地綠化、廣告招牌設置依據、應納入都市設計審查者與停車空

間等相關規定配合調整之。 

二、用語定義明確化 

除明確化騎樓與基準開挖面積之用語定義外，針對民國 96 年 3 月已發布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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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其訂定原則表中有關「建

築物高度比」之用語定義，對於遇有道路中間夾有綠帶或河川等特殊情形，並未進一步規範

「面前道路」之認定方式，建議參酌建築技術規則條文內容予以增訂。 

三、訂定建築基地上限容積率規定 

為避免計畫區內建築物量體過高造成都市景觀之衝突，以及整體住宅環境品質破壞，故

針對計畫區內各種使用分區訂定上限容積率。 

四、加強計畫區內滯洪保水與調節微氣候之能力 

為提升建築基地保水與調節微氣候能力，故訂定建築基地之基準開挖面積、規範部分公

共設施用地不得申請多目標使用與最小透水面積、排水道應維持為明渠與應實施屋頂綠化等

規定，以利植栽、透水與調節微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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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構步行與自行車之人本交通環境 

新增自行車停車空間，並建議部分計畫道路應設置自行車道，以串連大坑風景區與太原

路商業區等周邊地區，以及本計畫區內之公園、公園兼兒童遊樂場、兒童遊樂場、學校、廣

場兼停車場等公共設施。此外，為增加人行活動空間塑造小型廣場景觀意象鼓勵留設街角開

放空間。 

表 5-1 為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變更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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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更對照表 

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說明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灣省施行細

則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三十二條及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三十五

條規定訂定之。 
調整法源依據。 

二、 
(一)獨戶住宅：僅含一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築物。 
(二)雙併住宅：含有兩個住宅單位，彼此在平面基地相

連之建築物。 
(三)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四)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較寬道路之基地線，臨接道

路同寬者，由建築基地申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基地

線。 
(五)後面基地線：與前面基地線平行或角度四十五度以

內並行而不相交之基地線。 
(六)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非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

線者。 
(七)基地深度：建築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

平均水平距離。 
(八)基地寬度：建築基地兩側基地線間平均水平距離（最

小基地深度與寬度不得違反「臺中市畸零地使用規

則」之規定）。 
(九)前院深度：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

間之水平距離，但陽臺、屋簷突出物中心線一．五公

尺或雨遮突出超過○．五公尺時應自其外線分別扣除

五公尺或○．五公尺作為中心線。 
(十)後院深度：建築物前牆或其替代柱中心線與後面基

地線間之水平距離，但陽臺、屋簷突出物中心線一．

五公尺或雨遮突出超過○．五公尺時應自其外線分別

扣除一．五公尺或○．五公尺作為中心線。 
 

二、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獨戶住宅：僅含一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築物。 
(二)雙併住宅：含有兩個住宅單位，彼此在平面基地相連之建築物。 
(三)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四)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較寬道路之基地線，臨接道路同寬者，由建築基

地申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道路之基地線。 
(五)後面基地線：與前面基地線平行或角度四十五度以內並行而不相交之基

地線。基地線之延長線與前面基地線（或其延長線）平行或形成之內角

未滿 45 度者，內角在 45 度以上時，以 45 度線為準；基地臨接二條以上

道路者，由建築基地申請人任選未臨接道路之其他一側為後面基地線。

(六)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非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七)基地深度：建築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離。 
(八)基地寬度：建築基地兩側基地線間平均水平距離（最小基地深度與寬度

不得違反「臺中市畸零地使用規則」之規定。 
1.平均寬度：同一基地內兩側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離。 
2.最小寬度：同一基地內兩側面基地線間之最小水平距離。 

(九)前院：沿前面基地線之庭院。 
(十)後院：沿後面基地線之庭院。 
(十一)前院深度：建築物前牆中心線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水

平距離，但陽臺、屋簷突出物中心線一．五公尺或雨遮突出超過○．五

公尺時應自其外線分別扣除五公尺或○．五公尺作為中心線。 
(十二)後院深度：建築物前牆或其替代柱中心線後牆或後柱中心線與後面基

地線間之後院平均水平距離，但陽臺、屋簷突出物中心線一．五公尺或

雨遮突出超過○．五公尺時應自其外線分別扣除一．五公尺或○．五公

尺作為中心線，但最小淨深度不得小於後院深度二分之一。 
 

1.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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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之檢討變更原

則修訂用語定

義。 
2.增訂騎樓及基

準開挖面積之

用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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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說明 
(十一)高度比：建築物各部分高度，由該部分至對側道

路境界線距離之比。 
(十三)建築物高度比：建築物各部分高度，由該部分至對側道路

境界線距離之比與自各該部分起量至面前道路對側道路

境界線之最小水平距離之比。建築物不計建築物高度者及

不計建築面積之陽臺、屋簷、雨遮等，得不受建築物高度

比之限制。 
(十四)騎樓：建築物地面層外牆面或外至道路境界線間之空間，

其上方有樓層覆蓋者。 
(十五)基準開挖面積：基地內以人工地盤最大可開挖之面積。 

 

 三、建築基地臨接或面前道路對側有公園、綠地、廣場、河川、

體育場、兒童遊樂場、綠帶、計畫水溝、平面式停車場、行

水區、湖泊、水堰或其他類似空地者，其建築物得依下列規

定擇一計算高度比： 
（一）得將該等寬度計入，該空地對側如有臨接其他道路者，該

道路之寬度不得計入。 
（二）基地面前道路中間如夾有綠帶或河川，並得以該綠帶或河

川兩側道路寬度之總和，視為基地之面前道路，但以該基

地直接臨接一側道路寬度之二倍為限。 

1.新增條文。 
2.考量全市一般性管制

原則中有關建築高度

比之用語定義，對於道

路中間夾有綠帶或河

川等特殊情形，並未規

範面前道路寬度之認

定方式，為避免產生執

行疑義，故參酌建築技

術規則條文內容予以

修訂。 
 四、住宅區之使用如下： 

（一）第一種住宅區：專供建築獨戶或雙併住宅使用，禁止作非

住宅使用，但得為幼稚園、托兒所等使用。 
（二）第二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及飲食店之

使用外，其餘依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住宅區相關規

定管制。 
（三）第三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飲食店之

使用外，其餘依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住宅區相關規

定管制。 

1.新增條文 
2.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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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檢討變更原

則增訂住宅區容許使

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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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說明 
三、住宅區之土地應依左表規定建築使用： 

住宅區 
項目 

一 二 三 
備註 

最高建蔽率（﹪） 50 60 55  
最高容積率（﹪） 140 220 280  
最高高度比 1 1.5 1.5  

最小前院深度（公尺） 5.5 5.5 5.5 

1.留設前院可

供 停 車 使

用。 
2.面臨二十公

尺以上道路

者，可留設

前院或依第

九點留設騎

樓地。 
最小後院深度（公尺） 1.5 1.5 1.5  
最小側院深度 1.5 — —  

其他規定 

專供建築

獨戶或雙

併住宅使

用。 

— —  

 

五、住宅區之土地應依下表規定建築使用： 
住宅區 

項目 
一 二 三 

備註 

最高建蔽率（﹪） 50 60 55  
最高容積率（﹪） 140 220 280  

上限容積率（﹪） 210 330 420 

即加上各種獎勵容積

率與容積移轉後之上

限容積率，依都市更

新條例或大眾捷運系

統土地開發辦法第二

十九條辦理者，不受

此限。 
最高高度比 1 1.5 1.5  

最小前院深度（公尺） 5.5 5.5 5.5 

1.留設前院可供停車

使用。 
2.面臨二十公尺以上

道路者，可留設前院

或依第十一點留設

騎樓地。 
最小後院深度（公尺） 1.5 1.5 1.5  
最小側院深度 1.5 — —  
其他規定 專供建築獨戶或 — —  

1.條次調

整 
2.為維護

計畫區

視覺景

觀與環

境 品

質，增

訂上限

容積率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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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說明 
四、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五○％，容積率不得大於二五

○％。 
六、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五○％，容積率不得大於二五○％。 條次調整 

五、學校用地應依左表規定建築使用： 

項目 
最大建蔽率

（﹪） 
最大容積率

（﹪） 
文小 50 150 
文中 50 150 

文高（職） 50 200  

七、學校用地應依下表規定建築使用： 

項目 
最大建蔽率

（﹪） 
最大容積率

（﹪） 
文小 50 150 
文中 50 150 

文高（職） 50 200 
  

條次調整 

六、市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六○％，容積率不得大於二四

○％，並依臺灣省零售市場建築規格有關規定辦理。 
八、市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六○％，容積率不得大於二四○％，

並依臺灣省零售市場建築規格有關規定辦理。 
條次調整 

七、同一基地內建築物二座以上之建築物時，其鄰棟間隔不得

小於建築物高度○．二倍，並不得小於三公尺，但鄰棟間

隔已超過五公尺以上者，免再追加。 

九、同一基地內建築物二座以上之建築物時，其鄰棟間隔不得小於

建築物高度○．二倍，並不得小於三公尺，但鄰棟間隔已超過

五公尺以上者，免再追加。 

條次調整 

八、為鼓勵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益性設施，得於

計畫書訂定左列獎勵措施： 
(一)凡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街廓或符合左列各項規定，並依規定

設置公共開放空間者，得依第七點規定增加興建留地板面

積。 
1.基地有一面臨接寬度在八公尺以上之道路，其臨接在二十

五公尺以上或達周界總長度五分之一以上者。 
2.基地面積在住宅區為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左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

之樓地板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

百分之三十為限。 
 

十、為鼓勵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共開放空間、公益性

設施（除經劃設為都市更新單元之地區，另依都市更新條例規

定辦理外），得於計畫書訂定左下列獎勵措施：與街角開放空

間，茲訂定下列獎勵措施： 
(一)凡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街廓或符合左列各項規定，並依規定設置

公共開放空間者，得依第七點規定增加興建留地板面積。 
1.基地有一面臨接寬度在八公尺以上之道路，其臨接在二十五公

尺以上或達周界總長度五分之一以上者。 
2.基地面積在住宅區為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一)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勵部分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

五章實施都市計畫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之規定辦理。 
 

1.條次調整。 
2.調整說明文字。 
3.考量建築技術

規則已針對開

放空間獎勵之

適用條件已有

規範，為使全市

性管制具一致

性，故建議依建

築技術規則之

相關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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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說明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 、兒童、青

少年、勞工、老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共使

用；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一○○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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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核准者。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左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樓

地板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百分之三

十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 、兒童、青少年、

勞工、老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共使用；其集中

留設之樓地板面積在一○○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外，申請建造執照時，前

開公益性基金會應為公益性設施之起造人。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道路

主管機關核准者。 
(三 )50M-001 與 30M-005、 50M-001 與 30M-4、 50M-001 與

15M-200-1、30M-005 與 20M-14、30M-4 與 25M-3、25M-3 與

15M-300-1、20M-14 與 15M-300-1、20M-14 與(細)15M-1-11 等

路口之住宅區指定留設街角開放空間，得依下列規定辦理： 
1.建築基地於街角設置任一邊最小寬度十二公尺以上且兩邊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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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積為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未設置圍籬且供公眾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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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六十為限，所留設之街角開放空間

得計入法定空地計算。（詳附圖 1） 
2.依前項規定留設之街角開放空間，不得與依相關規定留設之開

放空間重複計算。 
 

4.都市更新地區

之設置公益性

設施獎勵措施

依都市更新條

例規定辦理。 
5.參酌「新市政中

心專用區細部

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有關

設置公益性設

施之獎勵上限

值，且配合 101
年 6 月 21 日新

市政中心專用

區細部計畫「公

益性設施」設置

規範研商會決

議內容，予以修

訂之。 
6.天橋或地下道

設施屬道路主

管機關管理，故

予以修正。 
7.為增加人行活

動空間塑造小

型廣場景觀意

象，鼓勵設置街

角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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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說明 
九、依第八點第一款規定所得增加之樓地板面積（△Ｆ

Ａ）按左式核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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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Ｉ：鼓勵係數，依左列規定計算： 

住宅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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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依內政部訂頒「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

勵辦法」之規定。惟上述鼓勵辦法如有修正時則隨

之修正。 

刪除 考量建築技術規則已針對

開放空間獎勵已有相關規

範，為使全市性管制具一

致性，故建議依建築技術

規則之相關規定辦理。 

十、依第八點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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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基地面積在住

宅區為二、○○○平方公尺以上者，其所得增加之

樓地板面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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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 考量建築技術規則已針對

開放空間獎勵已有相關規

範，為使全市性管制具一

致性，故建議依建築技術

規則之相關規定辦理。 
十一、 
(一)住二、住三面臨二十公尺以上道路者，應依圖六—

二（專案檢討後騎樓及無遮簷人行步道示意圖）位置留

設四公尺騎樓或無遮簷人行步道。 
(二)前項以外住宅區應自建築線向內側退縮五．五公

尺，其中臨建築線之二公尺為人行步道，餘三．五公尺

為建築物前院（二公尺人行步道得列入前院深度及空地

計算）。 

十一、建築退縮（詳附圖 1） 
(一)住二、住三面臨二十公尺以上道路者，應依圖六—二（專案

檢討後騎樓及無遮簷人行步道示意圖）位置留設四公尺騎樓或

四公尺無遮簷人行步道，以供行人通行為原則。惟依第十點規

定留設街角開放空間且以四公尺無遮簷人行道與基地周邊騎

樓妥予銜接者，得免設置騎樓。 
(二)前項以外住宅區應自建築線向內側退縮五．五公尺，其中臨

建築線之二公尺為人行步道，餘三．五公尺為建築物前院（二

公尺人行步道得列入前院深度及空地計算）。 
(三)學校用地面臨計畫道路部分應退縮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

定空地，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1.應選擇一側退縮建築至少 10 公尺，供綠化、人行步道、停車

及學生接送專用車道等使用。 

1.考量建築退縮留設後之

景觀一致性，檢討建築

基地留設四公尺騎樓或

四公尺無遮簷人行道規

定。 
2.增列學校用地建築退縮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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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說明 
 2.其他應退縮建築至少四公尺作為無遮簷人行道使用。  
十二、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

植花草樹木。 
十二、景觀及綠化原則 

(一)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面積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應栽植

花、草、樹木予以綠化，且法定空地面積每滿六十四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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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公分、灌木應

至少六十公分、喬木應至少一百二十公分。 
(二)建築物應實施屋頂綠化，屋頂層扣除屋突等構造物之面積，其

屋頂綠化之綠化比例至少應達三分之一以上。倘因屋頂設置再

生能源設備，致使綠化面積比例未符本規定者，經都市設計審

查通過者不在此限。 

配合全市性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訂定原則調整景

觀及綠化原則，並依 100
年 10 月 12 日都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第33次會議決議

條文內容統一綠化面積比

例。 

十三、第一種住宅區每戶附設停車位乙輛。 十三、停車空間 
(一)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所列第一類建築物用途，

樓地板面積一五○平方公尺以下免設停車位，超過部分每一○

○平方公尺設置汽車與機車（或自行車）停車位空間各一輛，

其餘數部分超過五○平方公尺應再設置各一輛；第二類建築物

用途，樓地板面積一五○平方公尺以下免設停車位，超過部分

每一五○平方公尺設置汽車與機車（或自行車）停車位各一輛，

其餘數部分超過七五平方公尺應再設置各一輛。 
(二)第一種住宅區每戶至少附設汽車與機車（或自行車）停車位各

一輛。 
(三)依前述規定計算建築物新建、增建及既有建築物應留設之停車

位在五輛以下無法設置者，得繳納代金，並依「臺中市建築物

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車空間繳納代金及管理使用自治條例」

辦理。 
(四)其餘依建築技術規則停車空間相關規定辦理。 
(五)機車（或自行車）停車位標準為每輛之長度不得小於一‧八公

尺、寬度不得小於○‧九公尺，其集中設置部數在二十部（含）

1.配合全市性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訂定原則調

整停車空間規定。 
2.目前建造執照預審案件

或都市設計審查案件，

均要求一戶設置一輛機

車位，為提倡節能減碳

並考量實際使用需求，

增訂機車（或自行車）

停車位設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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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說明 
以上者，得以每部四平方公尺核計免計入總樓地板面積。 

 十四、基地保水原則 
(一)為提升建築基地保水性，建築基地開挖地下室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 
1.住宅區之基準開挖面積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之百分之七十五，其

他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不得超過建蔽率加百分之十五，且

最高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之百分之八十五。 
2.建築基地開挖地下室不得大於基準開挖面積，惟基地面積小於

一千四百平方公尺者，得依「開挖率與基地面積對照圖」（詳

下圖），酌予擴大開挖規模，以使其停車位數符合經濟效益。 

 
開挖率與基地面積對照圖 

3.基地條件特殊或地下室設計困難，經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得酌予調整，惟其調整後之地下各層樓平均開挖面積不

得高於百分之八十五，單層不得高於百分之九十。 
4.高層建築依建築技術規則辦理。 

(二)新開闢之學校用地，其法定空地之透水面積比例不得小於百分

之七十，且應避免設置不透水之運動場及跑道，操場除依「都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三條規定設置滯洪設

施外不得設置地下室，惟情形特殊經本市都市設計審查委員會

審議通過者不在此限。 
 

1.新增條文。 
2.為提升透水率，增訂建築

基地與學校開挖範圍與

比率。 
3.為加強公共設施保水功

能，規範公園用地、公

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

用地、廣場用地與廣場

兼停車場用地等透水面

積比例，另排水道用地

應為透水性溝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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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說明 
 (三)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地、廣場

用地與廣場兼停車場用地等除得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第三條規定設置滯洪設施者外，不得申請其他多目標使用，且透

水面積不得小於該用地面積百分之六十。 
(四)排水道用地範圍內之溝渠應以維持明渠形式與透水性溝渠為原則。 

 

 十五、計畫區內 30M-4、30M-005、25M-005、25M-3、20M-14、20M-16、
15M-200-1、15M-300-1 與(細)15M-1-11 等計畫道路建議設置自行車

道，需經交通局審查通過後執行。（詳附圖 2） 

1.新增條文。 
2.配合自行車道系

統設置，規定應

劃設自行車道之

計畫道路。 
 十六、本計畫區設置廣告招牌應依照「臺中市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設置辦法」

規定辦理。 
1.新增條文。 
2.配合全市性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訂定原則新增

設置廣告招牌之

辦理規定。 
 十七、都市設計審查 

計畫區內下列公、私有重大工程及公共建築應納入都市設計審查： 
(一)公營或公用事業建築申請案之總樓地板面積超過一萬平方公尺者。 
(二)經本府認為建築申請案有發生違反環境保護法令或有礙公共安全、衛

生、安寧或紀念性及藝術價值建築物之保存維護或公共利益之虞者。 
(三)住宅區建築高度超過十二層（不含十二層）或住宅區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六千平方公尺者。 
(四)依「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都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要點」規定應提都市設計

審議之公有建築。 

1.新增條文。 
2.配合全市性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訂定原則新增

應納入都市設計

審查者。 

十四、本條文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 十八、本條文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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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更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二條及都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獨戶住宅：僅含一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築物。 

(二)雙併住宅：含有兩個住宅單位，彼此在平面基地相連之建築物。 

(三)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四)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道路之基地線。 

(五)後面基地線：基地線之延長線與前面基地線（或其延長線）平行或形成之內角未滿

45 度者，內角在 45 度以上時，以 45 度線為準；基地臨接二條以上道路者，由建築

基地申請人任選未臨接道路之其他一側為後面基地線。 

(六)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非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七)基地深度：建築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離。 

(八)基地寬度：  

1.平均寬度：同一基地內兩側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離。 

2.最小寬度：同一基地內兩側面基地線間之最小水平距離。 

(九)前院：沿前面基地線之庭院。 

(十)後院：沿後面基地線之庭院。 

(十一)前院深度：建築物前牆中心線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水平距離。 

(十二)後院深度：建築物後牆或後柱中心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後院平均水平距離，但最

小淨深度不得小於後院深度二分之一。 

(十三)建築物高度比：建築物各部分高度與自各該部分起量至面前道路對側道路境界線

之最小水平距離之比。建築物不計建築物高度者及不計建築面積之陽臺、屋簷、

雨遮等，得不受建築物高度比之限制。 

(十四)騎樓：建築物地面層外牆面或外至道路境界線間之空間，其上方有樓層覆蓋者。 

(十五)基準開挖面積：基地內以人工地盤最大可開挖之面積。 

三、建築基地臨接或面前道路對側有公園、綠地、廣場、河川、體育場、兒童遊樂場、綠帶、

計畫水溝、平面式停車場、行水區、湖泊、水堰或其他類似空地者，其建築物得依下列

規定擇一計算高度比： 

（一）得將該等寬度計入，該空地對側如有臨接其他道路者，該道路之寬度不得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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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面前道路中間如夾有綠帶或河川，並得以該綠帶或河川兩側道路寬度之總

和，視為基地之面前道路，但以該基地直接臨接一側道路寬度之二倍為限。 

四、住宅區之使用如下： 

(一)第一種住宅區：專供建築獨戶或雙併住宅使用，禁止作非住宅使用，但得為幼稚園、

托兒所等使用。 

(二)第二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及飲食店之使用外，其餘依都市計畫

法臺灣省施行細則住宅區相關規定管制。 

(三)第三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飲食店之使用外，其餘依都市計畫法

臺灣省施行細則住宅區相關規定管制。 

五、住宅區之土地應依下表規定建築使用： 

住宅區 
項目 

一 二 三 
備註 

最高建蔽率（﹪） 50 60 55  
最高容積率（﹪） 140 220 280  

上限容積率（﹪） 210 330 420 

即加上各種獎勵容積率與容積

移轉後之上限容積率，依都市更

新條例或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

發辦法第二十九條辦理者，不受

此限。 
最高高度比 1 1.5 1.5  

最小前院深度（公尺） 5.5 5.5 5.5 

1.留設前院可供停車使用。 
2.面臨二十公尺以上道路者，可

留設前院或依第十一點留設騎

樓地。 
最小後院深度（公尺） 1.5 1.5 1.5  
最小側院深度 1.5 — —  

六、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五○％，容積率不得大於二五○％。 

七、學校用地應依下表規定建築使用： 

項目 最大建蔽率（﹪） 最大容積率（﹪）

文小 50 150 
文中 50 150 

文高（職） 50 200 

八、市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六○％，容積率不得大於二四○％，並依臺灣省零售市場建

築規格有關規定辦理。 

九、同一基地內建築物二座以上之建築物時，其鄰棟間隔不得小於建築物高度○．二倍，並

不得小於三公尺，但鄰棟間隔已超過五公尺以上者，免再追加。 

十、為鼓勵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公益性設施（除經劃設為都市更新單元之地區，另依都

市更新條例規定辦理外）與街角開放空間，茲訂定下列獎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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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勵部分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區

建築基地綜合設計之規定辦理。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左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板面積。但以不超

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百分之十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 、兒童、青少年、勞工、老人等活

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共使用；其集中留設之樓地板面積在一○○平方

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公益性基金管理營運者外，申請建

造執照時，前開公益性基金會應為公益性設施之起造人。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道路主管機關核准者。 

(三)50M-001 與 30M-005、50M-001 與 30M-4、50M-001 與 15M-200-1、30M-005 與

20M-14、30M-4 與 25M-3、25M-3 與 15M-300-1、20M-14 與 15M-300-1、20M-14

與(細)15M-1-11 等路口之住宅區指定留設街角開放空間，得依下列規定辦理： 

1.建築基地於街角設置任一邊最小寬度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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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設之最小面積為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未

設置圍籬且供公眾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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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六十為限，所留設之街角開放空間得計入

法定空地計算。（詳附圖 1） 

2.依前項規定留設之街角開放空間，不得與依相關規定留設之開放空間重複計算。 

十一、建築退縮（詳附圖 1） 

(一)住二、住三面臨二十公尺以上道路者，應留設四公尺騎樓或四公尺無遮簷人行道，

以供行人通行為原則。惟依第十點規定留設街角開放空間且以四公尺無遮簷人行道

與基地周邊騎樓妥予銜接者，得免設置騎樓。 

(二)前項以外住宅區應自建築線向內側退縮五．五公尺，其中臨建築線之二公尺為人行

步道，餘三．五公尺為建築物前院（二公尺人行步道得列入前院深度及空地計算）。 

(三)學校用地面臨計畫道路部分應退縮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依下列規定

辦理： 

1.應選擇一側退縮建築至少 10 公尺，供綠化、人行步道、停車及學生接送專用車

道等使用。 

2.其他應退縮建築至少四公尺作為無遮簷人行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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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建築退縮、騎樓與人行道留設規定示意圖 

十二、景觀及綠化原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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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地面積每滿六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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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公分、灌木應至少六十公

分、喬木應至少一百二十公分。 

(二)建築物應實施屋頂綠化，屋頂層扣除屋突等構造物之面積，其屋頂綠化之綠化比例

至少應達三分之一以上。倘因屋頂設置再生能源設備，致使綠化面積比例未符本規

定者，經都市設計審查通過者不在此限。 

十三、停車空間 

(一)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所列第一類建築物用途，樓地板面積一五○平

方公尺以下免設停車位，超過部分每一○○平方公尺設置汽車與機車（或自行車）

停車位各一輛，其餘數部分超過五○平方公尺應再設置各一輛；第二類建築物用

途，樓地板面積一五○平方公尺以下免設停車位，超過部分每一五○平方公尺設置

汽車與機車（或自行車）停車位各一輛，其餘數部分超過七五平方公尺應再設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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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 

(二)第一種住宅區每戶至少附設汽車與機車（或自行車）停車位各一輛。 

(三)依前述規定計算建築物新建、增建及既有建築物應留設之停車位在五輛以下無法設

置者，得繳納代金，並依「臺中市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車空間繳納代金及

管理使用自治條例」辦理。 

(四)其餘依建築技術規則停車空間相關規定辦理。 

(五)機車（或自行車）停車位標準為每輛之長度不得小於一‧八公尺、寬度不得小於○‧

九公尺，其集中設置部數在二十部（含）以上者，得以每部四平方公尺核計免計入

總樓地板面積。 

十四、基地保水原則 

(一)為提升建築基地保水性，建築基地開挖地下室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1.住宅區之基準開挖面積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之百分之七十五，其他使用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不得超過建蔽率加百分之十五，且最高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之百分之

八十五。 

2.建築基地開挖地下室不得大於基準開挖面積，惟基地面積小於一千四百平方公

尺者，得依「開挖率與基地面積對照圖」（詳下圖），酌予擴大開挖規模，以使

其停車位數符合經濟效益。 

 
開挖率與基地面積對照圖 

3.基地條件特殊或地下室設計困難，經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酌予調

整，惟其調整後之地下各層樓平均開挖面積不得高於百分之八十五，單層不得

高於百分之九十。 

4.高層建築依建築技術規則辦理。 

(二)新開闢之學校用地，其法定空地之透水面積比例不得小於百分之七十，且應避免設

置不透水之運動場及跑道，操場除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三條規定設置滯洪設施外不得設置地下室，惟情形特殊經本市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

審議通過者不在此限。 

(三)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綠地用地、廣場用地與廣場

兼停車場用地等除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三條規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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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洪設施者外，不得申請其他多目標使用，且透水面積不得小於該用地面積百分之

六十。 

(四)排水道用地範圍內之溝渠應以維持明渠形式與透水性溝渠為原則。 

十五、計畫區內 30M-4、30M-005、25M-005、25M-3、20M-14、20M-16、15M-200-1、15M-300-1

與(細)15M-1-11 等計畫道路建議設置自行車道，需經交通局審查通過後執行。（詳附

圖 2） 

十六、本計畫區設置廣告招牌應依照「臺中市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設置辦法」規定辦理。 

十七、都市設計審查 

計畫區內下列公、私有重大工程及公共建築應納入都市設計審查： 

(一)公營或公用事業建築申請案之總樓地板面積超過一萬平方公尺者。 

(二)經本府認為建築申請案有發生違反環境保護法令或有礙公共安全、衛生、安寧或紀

念性及藝術價值建築物之保存維護或公共利益之虞者。 

(三)住宅區建築高度超過十二層（不含十二層）或住宅區建築基地面積超過六千平方公

尺者。 

(四)依「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要點」規定應提都市設計審議之公有

建築。 

十八、本條文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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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應設置自行車道路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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