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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說          明 

都市計畫名稱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

地)(修正土地使用分區暨都市設計管制計畫第

二點)細部計畫案 

擬定都市計畫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 

擬定都市計畫機關 台中市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請變更

都市計畫之機關名稱或土

地關係權利人姓名 

無 

本案公開展覽之起訖日期 

1.公展文號：民國 97 年 7月 9 日府都計字第

0970155123 號函。 

2.刊登報紙及日期：刊登於中華日報 97.7.11

第 C1 版、97.7.12 第 C1 版

、97.7.13 第 B3 版。 

3.公展日期：自民國 97 年 7 月 11 日至民國 97

年 8 月 9日止，計 30 日。 

4.公開說明會：民國 97 年 7 月 29 日上午 10 點

於台中市西屯區公所 4F 禮堂。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反映意

見 
無 

本案提交各級都市計畫委

員會審核結果 

縣(市)級 
民國 97 年 8 月 21 日台中市都市計

畫委員會第 228 次會審議通過。 

內政部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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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壹、計畫緣起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位於台中縣市交界的大

度山台糖林厝農場，總面積合計 412.86 公頃。其中第一期

發展區面積合計 331.03 公頃，於民國 92 年陸續完成都市計

畫變更、細部計畫擬定以及非都市土地開發等程序，並於民

國 92 年 7 月正式進駐廠商。第二期發展區面積合計 81.83

公頃，於民國 93 年 5 月陸續完成都市計畫變更、細部計畫

擬定以及非都市土地開發等程序。本變更案即屬於台中基地

第一期發展區台中市轄區土地之細部計畫。 

中科台中基地自 92 年開發以來，成功帶動中部區域經

濟發展，廠商進駐極為踴躍，建廠及量產進度遠超出原有預

期，且提供中部地區大量就業機會，目前園區就業員工數近

20,000 人。 

台中基地因用地有限，故在規劃之初未劃設生活區及文

教區，並寄望於毗鄰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

定區計畫』能滿足該等需求，惟特定區計畫進度嚴重落後，

中科管理局基於就業員工之需求反映及服務園區員工之宗

旨，同時為有效提升園區整體生活機能，預定於適當地點引

進文教設施，作為文化、教育及幼稚園等事業使用，惟受限

於「土地使用分區暨都市設計管制計畫」之規定無法辦理，

遂辦理本案之都市計畫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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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變更法令依據 

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辦理本

變更案。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

列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行變更：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

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參、變更區位及範圍 

中科台中基地座落於台中縣大雅鄉與台中市西屯區之

縣、市交界處，西側為大度山，大約位於台中都會公園以東

、125 號縣道以西，台中榮總醫院宿舍北側地區。本計畫範

圍涵蓋台中基地第一期發展區台中市轄區土地，計畫面積共

計 192.72 公頃，變更計畫範圍示意圖參見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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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變更計畫範圍示意圖 

60m 中 科  路 

臺中縣轄部分 

台中市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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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中基地整體規劃概述 

壹、台中基地整體規劃與本計畫之關係 

原台中基地（第一期發展區）橫跨台中縣、市界，面積

共計 331.03 公頃，於民國 92 年陸續完成主要計畫變更、細

部計畫擬定以及非都市土地開發等程序，並於民國 92 年 7

月正式進駐廠商。而後續為因應持續增加之設廠需求，賡續

將台中基地第一期發展區之東側、西側及南側等 3 處用地納

入台中基地第二期發展區，面積共計 81.83 公頃，並配合第

一期發展區進行台中基地整體規劃。 

本計畫範圍為台中基地第一期發展區台中市轄區，屬細

部計畫變更層次。 

 

貳、台中基地整體規劃概述 

台中基地整體土地使用以提供高科技產業營運為主；產

業引進目標以光電、通訊、精密機械及生物科技等產業為主

；土地開發內容則依地形與地勢及周邊土地相容性考量進行

規劃。 

台中基地台中市轄區部分大致以東大路為分界，東大路

西側緩坡之園區事業專用區街廓單元較小，提供設置精密機

械、航太科技、通訊、生物科技及育成中心等中小型廠房，

東大路以東則設置三處大街廓廠房用地提供光電及關連產

業大廠使用；公共設施用地比例超過 50％，除道路外，以公

園用地為主，供作設置滯洪池及戶外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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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台中基地台中市轄部分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參、相關都市計畫發布情形 

一、民國 92 年 7 月 3 日發布實施「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案」，並於民國 92 年 7

月 9 日發布實施「擬定台中市都市計畫（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台中基地）細部計畫案」。 

二、為配合第二期發展區整體規劃，第一期發展區於民國 93

年 5 月 31 日以「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台中基地）(配合第二期發展區）細部計畫案」變

更在案；第二期發展區則以「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中

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第二期發展區）案」及「擬定

台中市都市計畫（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第二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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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細部計畫案」分別於民國 93 年 5 月 28 日及 5 月

28 日 31 日發佈實施。 

三、為配合臺中縣轄部分第二期發展區發展需求，台中市轄

區用地於民國 94 年 1 月 18 日發佈實施「變更台中市都

市計畫（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部分公園為園

區事業專用區及道路用地暨修正停車空間檢討標準）細

部計畫案」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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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理由及內容 

壹、變更理由 

科學工業園區之設置，以開發做為高科技產業研發、生

產為目的，故園區之規劃除公共設施用地外，大部分劃設為

「園區事業專用區」。本案台中基地「土地使用分區暨都市

設計管制計畫」針對各種使用分區訂定容許使用組別，其中

園區事業專用區容許使用之項目，以作為廠房或作業場所、

試驗研究設施、海關報關作業、標準廠房等及其他為因應未

來產業環境改變需求並經管理局審核同意設置之公用設備

及公共服務設施為主（詳見表一）。 

中科台中基地自 92 年開發以來，廠商進駐情形極為踴

躍，建廠及量產進度遠超出原有預期，目前就業員工數近

20,000 人。台中基地因用地有限，故在規劃之初未劃設生活

區及文教區，並寄望於毗鄰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

附近特定區計畫』能滿足該等需求，惟特定區計畫進度嚴重

落後，無法及時提供用地。 

中科管理局基於就業員工之需求反映及服務園區員工

之宗旨，預定於適當地點引進文教設施，作為文化、教育及

幼稚園等事業使用，惟受限於「土地使用分區暨都市設計管

制計畫」之規定無法辦理，遂辦理本案之都市計畫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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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變更內容 

第柒章「土地使用分區暨都市設計管制計畫」-貳、管

制內容-二、容許使用組別-(一)-5，變更為「5. 其他公用

設備、公共服務設施、文教服務設施：因應未來產業環境改

變並兼顧園區員工及其眷屬之休閒活動、文化教育等需求，

經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審核同意，得設置其他必要性公

用設備、公共服務設施或文教設施等，以增加土地利用彈性

；其中文教設施限員工及眷屬使用，設立時管制措施應送本

府教育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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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ㄧ 「變更台中市都市計畫(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

基地)(修正土地使用分區暨都市設計管制計畫第二點

)細部計畫案」變更內容綜理表 

編 
號 

變更內容 變更 
理由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貳、管制內容 

二、容許使用組別 

(一)園區事業專用區係供依科

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

核准入區之園區事業使用

，其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1.廠房或作業場所，並得供下

列附屬設施，及與園區事業

發展有關之設施使用： 

(1)附屬研發、推廣及服務辦公

室(場所) 

(2)附屬倉庫、運輸倉儲等設施

(3)附屬生產實驗或訓練房舍 

(4)環境保護設施 

(5)附屬員工單身宿舍：租地面

積5公頃以上廠商得允許興

建附屬單身宿舍，其宿舍總

樓地板面積不得大於作業

廠房總樓地板面積10%，宿

舍建築應另外興建並與廠

房有所區隔，宿舍應提供相

關生活及休閒設施。 

(6)附屬員工餐廳 

(7)附屬安全衛生、福利設施 

(8)附屬露天設施或堆置場所 

(9)附屬停車場 

(10)附屬公害防治設備 

(11)兼營工廠登記產品有關展

示及買賣業務 

(12)高壓氣體製造設備及其他

附屬設備 

(13)附屬變電設備 

(14)其他經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管理局審查核准之必要附

屬設施及生產所需設備 

貳、管制內容 

二、容許使用組別 

(一)園區事業專用區係供依科

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

核准入區之園區事業使用

，其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1.廠房或作業場所，並得供下

列附屬設施，及與園區事業

發展有關之設施使用： 

(1)附屬研發、推廣及服務辦公

室(場所) 

(2)附屬倉庫、運輸倉儲等設施 

(3)附屬生產實驗或訓練房舍 

(4)環境保護設施 

(5)附屬員工單身宿舍：租地面

積5公頃以上廠商得允許興

建附屬單身宿舍，其宿舍總

樓地板面積不得大於作業

廠房總樓地板面積10%，宿

舍建築應另外興建並與廠

房有所區隔，宿舍應提供相

關生活及休閒設施。 

(6)附屬員工餐廳 

(7)附屬安全衛生、福利設施 

(8)附屬露天設施或堆置場所 

(9)附屬停車場 

(10)附屬公害防治設備 

(11)兼營工廠登記產品有關展

示及買賣業務 

(12)高壓氣體製造設備及其他

附屬設備 

(13)附屬變電設備 

(14)其他經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管理局審查核准之必要附

屬設施及生產所需設備 

中科台中園區自92

年開發以來，廠商進駐

情形極為踴躍，建廠及

量產進度遠超出原有

預期，目前就業員工數

近20,000人。台中基地

因用地有限，故在規劃

之初未劃設生活區及

文教區，並寄望於毗鄰

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

計畫』能滿足該等需求

，惟特定區計畫進度嚴

重落後，無法及時提供

用地。 

基於就業員工之需

求反映及服務園區員

工之宗旨，預定於適當

地點引進文教設施，作

為文化、教育及幼稚園

等事業使用，遂辦理本

案之都市計畫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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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更內容 變更 
理由 原計畫 新計畫 

2.試驗研究設施：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理局、廠商或學術

研究單位得視實際需要設置

與研究生產相關之試驗研究

設施。 

3.提供與海關報關作業相關之

單位與服務設施使用： 

(1)海關、報關服務設施 

(2)儲藏及運輸設施 

(3)金融設施 

(4)停車場設施 

4.標準廠房：由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理局直接興建模矩式

標準廠房承租予中小規模廠

商使用，廠房建築除為作業

場所及一般公共設備使用外

，得為辦公室、倉庫、生產

實驗、訓練等使用，並得設

置足夠之裝卸與員工、訪客

停車場。 

5.其他公用設備及公共服務設

施：因應未來產業環境改變

需求，經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管理局審核同意，允許設置

其他必要性公用設備及公共

服務設施，以增加土地利用

彈性。 

 

2.試驗研究設施：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理局、廠商或學術

研究單位得視實際需要設置

與研究生產相關之試驗研究

設施。 

3.提供與海關報關作業相關之

單位與服務設施使用： 

(1)海關、報關服務設施 

(2)儲藏及運輸設施 

(3)金融設施 

(4)停車場設施 

4.標準廠房：由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理局直接興建模矩式

標準廠房承租予中小規模廠

商使用，廠房建築除為作業

場所及一般公共設備使用外

，得為辦公室、倉庫、生產

實驗、訓練等使用，並得設

置足夠之裝卸與員工、訪客

停車場。 

5.其他公用設備、公共服務設

施、文教服務設施：因應未

來產業環境改變並兼顧園區

員工及其眷屬之休閒活動、

文化教育等需求，經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審核同意

，得設置其他必要性公用設

備、公共服務設施或文教設

施等，以增加土地利用彈性

；其中文教設施限員工及眷

屬使用，設立時管制措施應

送本府教育處審查。 

 

 

 
附註：凡本計畫未變更部分均以原計畫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