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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9 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6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二、開會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 會議室 

三、主持人：林主任委員陵三        黃副主任委員景茂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7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

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 

記錄彙整：楊靜怡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第 78 次）及執行情形 

決定：本次會議與第 78 次會議僅間隔 1 星期，第 78 次會議

紀錄尚未陳判完竣，故延至第 80 次會議確認。

七、討論審議案件： 

第一案：變更潭子都市計畫（部分鐵路用地為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配合鐵路高架捷運化橫交道路縫合)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人民陳情案因非屬本次檢討範圍，不予討論。 

第二案：變更豐原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再提會討論案 

決議： 

本案依下列各點建議意見修正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通過： 

一、東豐、后豐鐵馬道兩側農業區建議以開放容許使用方式辦理，

考量容許使用設施項目除租賃設施及停車場需較大面積外，其

餘位於自行車道沿線之設施多為小型休憩或餐飲設施，故將申

請容許使用面積修正為 0.10 至 0.25 公頃，以符使用；另再請

臺中市大臺中腳踏車休閒協會對於鐵馬道鄰近之土地，有關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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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許使用項目內容提出相關建議後，併同前開建議轉請相關主管

機關研商可行方案，後續納入本案或以專案通盤檢討方式辦理。

二、合作街變更案，因劃設計畫道路對沿線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影響

程度甚大，故不予採納。另請建設局依據大法官釋字第 400 號

解釋，研議可否辦理本現有道路之徵收補償事宜。 

三、有關豐原都市計畫及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範圍界縫合變更案，

修正後通過，請於變更內容示意圖加註豐原都市計畫及石岡水

壩特定區計畫範圍線，以利了解錯開及重疊情形。 

八、報告案件： 

第一案：臺中市都市發展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案 

決定： 

洽悉，本案建議補充下列意見後賡續提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報

告： 

一、 補充說明本市工業 4.0 產業結構之用地需求，以及本市區域計

畫已提及其他分區變更為產業用地之檢討區位分布及策略。 

二、 補充本市區域計畫有關未登記工廠輔導策略及產業園區劃設情

形。 

三、 關連工業區二、三期依目前政策指示方向應為繼續開發，惟後

續本案可再研議轉型變更為產業專用區之可能性。 

四、 考量市政府尚在研議文山工業區之具體政策方針，本案暫以彈

性處理方式以公有及國營事業土地優先調整為產業型分區或其

他需求分區為主。 

五、 為避免本案後續陳報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定案後，無法因應

未來新需求或政策彈性調整，建議載明爾後於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得依本案檢討原則及樣態審視檢討，俾利未來檢討變更之彈

性。 

六、 建議補充說明面積規模較大之工業區其交通系統發展情形，俾

利納入本案檢討維持工業使用之必要性及研議變更為其他合適

分區可行性之參酌評估。 

七、 請依委員建議意見修正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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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所屬行政區 潭子區 

案由 
變更潭子都市計畫（部分鐵路用地為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合鐵路高架

捷運化橫交道路縫合）案 

說 

明 

一、辦理緣由 

「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已於105年10月16日正式通車啟

用，為配合該項計畫完成後潭子都市計畫範圍內之發展縫合，除環中路

路段早於92年10月完成辦理外，其餘8處路段已分別經98年9月30日「變

更潭子都市計畫（配合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案」、106年2

月7日「變更潭子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辦理

完成變更鐵路用地為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以利區域整體交通動線。 

前開變更路段係以計畫道路為主，且其於98年9月30日辦理「變更潭

子都市計畫（配合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案」時，經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附帶決議略以「鐵路高架化後有關橋下橫交道路之處

理，應考量都市交通系統之轉變，全面檢討整體路網之完整性，並另案

檢討，循都市計畫程序辦理」，爰此，因本計畫區內尚涉4處橫交現有道

路之銜通，故擬再循都市計畫程序辦理變更事宜，以利區域整體交通動

線之需求。 

二、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臺中市政府106年9月1日府授建土

字第1060192835號函） 

三、擬定機關：臺中市政府（申請單位：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四、變更位置及面積 

本案變更位置共有4處，其均屬穿越縱貫鐵路之現有道路；自北而南

分別為中山路三段356巷、中山路三段202巷、潭子街、合作街；前開4處

變更範圍面積共計0.0778公頃。有關變更位置詳如圖1所示。 

編號 路名 路寬 現況交叉型式 處理方式 變更範圍面積 

1 中山路三段 356巷 約 4M 鐵路涵洞 涵洞填平，改為平面道路 0.0104公頃 

2 中山路三段 202巷 約 6M 平交道 恢復原道路 0.0244公頃 

3 潭子街 約 8M 鐵路涵洞 涵洞填平，改為平面道路 0.0247公頃 

4 合作街 約 6M 鐵路涵洞 涵洞填平，改為平面道路 0.018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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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五、變更範圍使用現況 

（一）使用現況均為況道路使用，詳參見表1。 

（二）現有巷道道路系統，詳參見表2。 

六、變更計畫內容 

本次通盤檢討共提出4件變更案；變更計畫之內容詳如表3、圖2；變

更前後之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詳如表4。 

七、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土地取得 

公有土地部分（國有，臺灣鐵路管理局；面積約0.0763公頃）以無

償提供（或代管）予臺中市政府作為公共使用為原則。私有土地面積約

0.0015公頃，因其屬現有道路且位於鐵路高架後騰空之土地範圍，故應

併入未來高架騰空土地完成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後（變更鐵路用地為鐵路

用地兼作園道使用），再由臺中市政府一併辦理土地徵收及開闢事宜。 

（二）實施進度及經費 

土地徵收費部分，參考鄰近地區近2年實價登錄價，以8萬元/M²估算，

約120萬元；道路工程費部分，以2,000萬元/公頃計，約需156萬元，合

計總開發經費約276萬元；其所需經費由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編列預算進行

工程建設，詳表5。本案實施進度預計於107年12月完成工程施工，惟得

視實際執行進度予以調整。 

八、公開展覽期間人民陳情意見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06年11月13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二）公開說明會：106年11月24日上午10時於本市潭子區公所3樓會議室。 

（三）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公開展覽期間人民陳情意見1件（參見表6）。 

市都

委會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人民陳情案因非屬本次檢討範圍，不予討論。 



1-3 

 

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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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範圍使用現況綜整表-1（中山路三段 356 巷） 

編號 1 位置 
兒 7 西南側（中山路三段 356 巷與縱貫鐵

路交會處） 

現況寬度 約 4 公尺 面積 0.0104 公頃 

使用現況 
中山路三段 356 巷，現況約 4 公尺寬，原為以涵洞方式穿越鐵路，於鐵路高架通車

後，現已填平為平面道路。 

地形套繪圖 

 

都市計畫示意圖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平臺套繪圖 

現況照片 

  

土地權屬 

土地權屬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有土地 0.0104 100.00 

私有土地 -- -- 

合計 0.0104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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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範圍使用現況綜整表-2（中山路三段 202 巷） 

編號 2 位置 
油專西北側（中山路三段 202 巷與縱貫鐵路

交會處） 

現況寬度 約 6 公尺 面積 0.0244 公頃 

使用現況 
中山路三段 202 巷，現況約 6 公尺寬，其係以平交道方式穿越鐵路，於鐵路高架通

車後，現已恢復原道路之通行功能。 

地形套繪圖 

 

都市計畫示意圖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平臺套繪圖 

現況照片 

  

土地權屬 

土地權屬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有土地 0.0229 93.85 

私有土地 0.0015 6.15 

合計 0.0244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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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範圍使用現況綜整表-3（潭子街） 

編號 3 位置 機 1 東北側（潭子街與縱貫鐵路交會處） 

現況寬度 約 8 公尺 面積 0.0247 公頃 

使用現況 
潭子街現況約 6-10 公尺寬，原係以涵洞方式穿越鐵路（此路段寬約 8 公尺），其於

鐵路高架通車後，現已完成填平為平面道路。 

地形套繪圖 

 

都市計畫示意圖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平臺套繪圖 

現況照片 

  

土地權屬 

土地權屬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有土地 0.0247 100.00 

私有土地 -- -- 

合計 0.0247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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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範圍使用現況綜整表-4（合作街） 

編號 4 位置 停 4 西南側（合作街與縱貫鐵路交會處） 

現況寬度 約 6 公尺 面積 0.0183 公頃 

使用現況 
合作街，現況約 4-12 尺寬，係以涵洞方式穿越鐵路（此路段寬約 6 公尺），其於鐵

路高架通車後，擬填平為平面道路。 

地形套繪圖 

 

都市計畫示意圖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平臺套繪圖 

現況照片 

  

土地權屬 

土地權屬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有土地 0.0183 100.00 

私有土地 -- -- 

合計 0.0183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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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有巷道道路系統示意圖 

編號 1 巷道名稱 中山路三段 356 巷 

道路系統 
本巷道西起中山路三段，經乙種工業區、鐵路用地、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道路用

地、住宅區後，東止於民生街（12 公尺計畫道路）。 

道路系統圖 

 

編號 2 巷道名稱 中山路三段 202 巷 

道路系統 
本巷道西起中山路三段，經鐵路用地、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道路用地、農業區後，

東止於福貴路（25 公尺計畫道路）。 

道路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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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巷道名稱 潭子街 

道路系統 

本巷道西起中山路二段，經鐵路用地、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道路用地、住宅區後，

北接至潭興路（此路段為潭子街一段）；後續北行至潭陽路（此路段為潭子街二段）、

福潭路（此路段為潭子街三段）。（潭子街一段屬現有巷道；潭子街二段及三段為

10 公尺計畫道路） 

道路系統圖 

 

編號 4 巷道名稱 合作街 

道路系統 

本巷道西起中山路二段，經住宅區（此路段寬約 4 公尺）、鐵路用地、道路用地、住

宅區（此 3 路段寬約 6 公尺）後，接 8 公尺計畫道路（合作街）至復興路後，為 12

公尺計畫道路（合作街），東止於福潭路（15 公尺計畫道路）。 

道路系統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製。 



1-10 

表 3 變更計畫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 兒 7 西南側（中

山路三段 356 巷

與縱貫鐵路交會

處） 

鐵路用地 

0.0104 公頃 

鐵路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 

0.0104 公頃 

「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

運化計畫」已於 105 年 10

月 16 日正式通車啟用，為

利鐵路高架化後橋下橫交

道路系統之完整性，經整

體交通路網檢討後，擬將

4 處橫交現有道路變更為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除銜通範圍可依法辦理土

地撥用進行工程施作外，

亦有利區域整體交通動線

之使用需求。 

照案通過。 

2 油專西北側（中

山路三段 202 巷

與縱貫鐵路交會

處） 

鐵路用地 

0.0244 公頃 

鐵路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 

0.0244 公頃 

3 機 1 東北側（潭

子街與縱貫鐵路

交會處） 

鐵路用地 

0.0247 公頃 

鐵路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 

0.0247 公頃 

4 停 4 西南側（合

作街與縱貫鐵路

交會處） 

鐵路用地 

0.0183 公頃 

鐵路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 

0.0183 公頃 

註：本表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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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後計畫內容 

圖 2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變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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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後計畫內容 

圖 2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變 2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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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後計畫內容 

圖 2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變 3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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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後計畫內容 

圖 2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變 4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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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個案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統計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個案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個案變更後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

積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35.82   135.82 23.97 34.89 

商業區 8.27   8.27 1.46 2.12 

乙種工業區 75.89   75.89 13.40 19.50 

零星工業區 0.11   0.11 0.02 0.03 

農業區 174.35   174.35 30.77 -- 

文教區 3.91   3.91 0.69 1.00 

河川區 2.93   2.93 0.52 -- 

加工出口專用區 26.30   26.30 4.64 6.76 

加油站專用區 0.09   0.09 0.02 0.02 

電信專用區 0.21   0.21 0.04 0.05 

宗教專用區 0.12   0.12 0.02 0.03 

保存區 0.30   0.30 0.05 0.08 

小計 428.30   428.30 75.6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18.25   18.25 3.22 4.69 

機關用地 1.38   1.38 0.24 0.35 

停車場用地 0.69   0.69 0.12 0.18 

市場用地 1.70   1.70 0.30 0.44 

公園用地 3.52   3.52 0.62 0.90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24   1.24 0.22 0.32 

兒童遊樂場用地 1.02   1.02 0.18 0.26 

綠地用地 0.83   0.83 0.15 0.21 

體育場用地 2.87   2.87 0.51 0.74 

倉庫用地 2.61   2.61 0.46 0.67 

變電所用地 0.41   0.41 0.07 0.11 

郵政事業用地 0.20   0.20 0.04 0.05 

電信用地 0.42   0.42 0.07 0.11 

自來水事業用地 0.06   0.06 0.01 0.02 

污水處理廠用地 5.40   5.40 0.95 1.39 

溝渠用地 0.06   0.06 0.01 0.02 

廣場用地 1.03   1.03 0.18 0.26 

道路廣場用地 81.13   81.13 14.32 20.84 

人行步道用地 0.19   0.19 0.03 0.05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1.69 +0.0778 1.7678 0.31 0.45 

鐵路用地 9.03 -0.0778 8.9522 1.58 2.30 

高速公路用地 0.66   0.66 0.12 0.17 

園道用地（得兼供自行車專用

道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0.97   0.97 0.17 0.25 

車站用地 2.88   2.88 0.51 0.74 

小計 138.24   138.24 24.40 35.51 

合計 566.54   566.54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89.26   389.26 --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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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事業及財務計畫經費一覽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開發經費 

(萬元) 

土地取得方式 主辦 

單位 

經費 

來源 

預定完

成期限 
撥用 徵收 

鐵路用地

兼供道路

使用 

0.0778 

土地徵收費 120 

v v 

臺中市

政府建

設局 

臺中市

政府建

設局編

列預算 

107年

12月 

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 -- 

工程費 156 

合計 276 

註：1.土地徵收費參考鄰近地區近 2 年實價登錄價，以 8 萬元/M²估算；道路闢建費用以 2,000 萬元/公頃計。 

  2.本表預計開發經費及完成期限僅供參考，得視主辦單位實際執行狀況酌予調整之。 

  3.私有土地（0.0015 公頃）徵收部分，因其屬現有道路且位於鐵路高架後騰空之土地範圍，故應併入未

來高架騰空土地完成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後（變更鐵路用地為鐵路用地兼作園道使用），再由臺中市政府

一併辦理土地徵收及開闢事宜。 
 

表 6 公開展覽期間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及 

建議位置 
陳情內容及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1 廖基屹 

祥和段 962

地號（權利

範圍 1/3) 

1.臺中市政府將地主原有土地由鐵

路用地變更為鐵路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後，希望臺中市政府日後不

要再將地主原有土地徵收。 

2.地主之土地建物目前尚有經營生

意，地段本就處於較偏僻之位

置，若日後徵收，將使中山路東

側完全没有住戶，更加使該處無

人潮且不易繁榮。 

3.若日後鐵路高架下方自行車道完

成，地主之土地建物有經營生

意，亦能提供遊客服務，吸引人

潮聚集，嘉惠地方。 

建議暫不予採納，並納入

後續鐵路高架騰空土地

變更案中辦理。 

理由： 

1.本案變更範圍係僅現有

道路部分，陳情土地非

屬檢討範圍。 

2.因陳情土地位於鐵路高

架騰空土地範圍，故建

議納入後續鐵路高架騰

空土地變更案中規劃參

採。 

非屬本次檢

討範圍，不予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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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二案 所屬行政區 豐原區、神岡區 

案由 變更豐原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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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

自前次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以來，已屆滿 4 年，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之規

定，得再次辦理通盤檢討，為使計畫內容更能符合未來長遠發展需要，故辦

理本次（第三次）通盤檢討。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辦理機關：臺中市政府。 

四、通盤檢討範圍及面積 

本次通盤檢討範圍係以現行的豐原都市計畫區為通盤檢討範圍，計畫區

東至石岡區界（即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範圍界）及山坡地，西至中山高速公

路豐原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界及中山高速公路，南鄰潭子都市計畫範

圍界，北至大甲溪南岸附近，計畫面積為 2,191.53 公頃。範圍包括豐原市之

大部分地區（全區 36 里中，僅東陽里全里未位於都市計畫區）及神岡區的豐

洲里、神洲里及大社里之部分地區。  

五、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計畫年期：民國 110 年。 

（二）計畫人口：計畫人口為 17 萬人。 

（三）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共劃設住宅區、斷層帶住宅限建區、商業區、甲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

零星工業區、宗教專用區、電信專用區、保存區、農業區、斷層帶農業限建

區、保護區、河川區及行水區等 16 種土地使用分區，合計面積 1,750.84 公頃；

並劃設學校用地、機關用地、市場用地、公園用地、廣場用地、停車場用地、

道路用地…等 27 種公共設施用地，合計面積 440.69 公頃。 

本次通盤檢討範圍現行計畫概要詳圖 1 現行計畫示意圖，各種使用分區

及用地面積分配情形詳表 1 現行計畫面積分配表。 

六、實質發展現況 

詳表 2 主要土地使用分區發展率統計表及圖 2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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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變更計畫綜理 

本次通盤檢討變更案件共計 29 案，其中包括通案性案件 3 案及一般個案

26 案。 

八、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 104 年 11 月 9 日起 30 天。 

（二）公開說明會：於 104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9 時 30 分假本市豐原區公所 4 樓

會議室、下午 2 時 30 分假本市神岡區公所 2 樓會議室舉行。 

（三）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公開展覽期間共接獲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計 72 案。 

九、市都委會審議歷程 

本案前經市都委會 106 年 2 月 24 日第 66 次會議審議通過變更內容明細

表及人民陳情案件，除主要計畫變更案第 18 案不予變更，主要計畫變更案第

22 案及細部計畫變更案第 2 案部分請專案小組再行審議後，再提本市都委會

確認，尚未完成整合條件或待小組續審再提會審議部分，請專案小組召集人

另召開專案小組會議確認後，再提本市都委會審議確認。 

第

66

次

大

會

審

議

情

形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通過： 

一、主要計畫變更案第 18 案部分，因變更位置屬市有土地財產，為保有市有財

產之價值，且考量住宅區土地未來發展性及住宅區可作停車場之使用，故不

予變更住宅區為停車場用地。 

二、主要計畫變更案第 22 案及細部計畫變更案第 2 案部分，雖合作街已通行多

年但未辦理用地徵收補償，惟考量豐原都市計畫其他地區亦有既成巷道未規

劃為計畫道路之課題，故基於整體公平性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問題，本案請

專案小組再行審議後，再提本市都委會確認。 

三、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八點部分，因豐原都市計畫為地下水補注

地質敏感區，建築基地開挖應依地質法相關規定辦理，故刪除該條規定內容。 

四、有關內環工業區檢討變更處理原則部分，應將變更原則內容補附至附帶條件。 

五、尚未完成整合條件或待小組續審再提會審議部分，請專案小組召集人另召開

專案小組會議確認後，再提本市都委會審議確認。 

專

案

小

組

審

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董委員建宏（召集人）、林委員宗敏、劉委員曜華、

張委員莉欣及張委員梅英等五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分別於 105 年 3

月 14 日、3 月 17 日、3 月 24 日、4 月 14 日、5 月 4 日、5 月 19 日、6 月 2 日、

6 月 16 日、7 月 21 日、8 月 8 日、8 月 31 日、9 月 19 日、10 月 14 日、11 月 25

日及 12 月 23 日召開共 15 次簡報會議，並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並將初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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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情

形 

議提交 106 年 2 月 24 日第 66 次會議審議。 

本案依據第 66 次會議決議，由董委員建宏（召集人）、林委員宗敏及張委員

梅英等三位委員於 106 年 9 月 8 日召開第 16 次簡報會議，並獲致具體初步建議

意見詳表 3，變更內容綜理表詳表 4。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本案依下列各點建議意見修正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通過： 

一、東豐、后豐鐵馬道兩側農業區建議以開放容許使用方式辦理，考量容許使用

設施項目除租賃設施及停車場需較大面積外，其餘位於自行車道沿線之設施

多為小型休憩或餐飲設施，故將申請容許使用面積修正為 0.10 至 0.25 公頃，

以符使用；另再請臺中市大臺中腳踏車休閒協會對於鐵馬道鄰近之土地，有

關容許使用項目內容提出相關建議後，併同前開建議轉請相關主管機關研商

可行方案，後續納入本案或以專案通盤檢討方式辦理。 

二、合作街變更案，因劃設計畫道路對沿線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影響程度甚大，故

不予採納。另請建設局依據大法官釋字第 400 號解釋，研議可否辦理本現有

道路之徵收補償事宜。 

三、有關豐原都市計畫及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範圍界縫合變更案，修正後通過，

請於變更內容示意圖加註豐原都市計畫及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範圍線，以利

了解錯開及重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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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現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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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現行計畫面積分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總面積百

分比（％） 

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百分比（％） 
備註 

土地使

用分區 

住宅區 516.40  23.56  43.07  
 

斷層帶住宅限建區 6.22  0.28  0.52  
 

商業區 79.27  3.62  6.61  
 

甲種工業區 62.16  2.84  5.18  
 

乙種工業區 86.63  3.95  7.23  
 

零星工業區 5.21  0.24  0.43  
 

宗教專用區 0.96  0.04  0.08  
 

電信專用區 0.91  0.04  0.08  
 

保存區 0.54  0.02  0.05  
 

行水區 18.37  0.84  --  
 

行水區兼供高速公路使用 0.05  0.00  -- 
 

保護區 36.38  1.66  --  
 

農業區 918.98  41.93  --  
 

斷層帶農業限建區 7.51  0.34  --  
 

河川區 11.15  0.51  --  
 

河川區兼供高速公路使用 0.10  0.00  -- 
 

小計 1,750.84  79.89  --  
 

公共設

施用地 

機關用地 27.52  1.26  2.30  
 

社教機構用地 0.15  0.01  0.01  
 

文小用地 27.95  1.28  2.33  
 

文中用地 21.07  0.96  1.76  
 

文高用地 13.26  0.61  1.11  
 

公園用地 48.45  2.21  4.04  
 

綠地用地 21.85  1.00  1.82  
 

批發市場用地 0.82  0.04  0.07  
 

市場用地 8.14  0.37  0.68  
 

停車場用地 4.68  0.21  0.39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70  0.08  0.14  
 

廣場用地 0.81  0.04  0.07  
 

變電所用地 3.51  0.16  0.29  
 

變電所用地(兼道路) 0.19  0.01  0.02  
 

電路鐵塔用地 0.44  0.02  0.04  
 

加油站用地 0.52  0.02  0.04  
 

鐵路用地 23.14  1.06  1.93  
 

道路用地 186.69  8.52  15.57  
 

高速公路用地 10.00  0.46  0.83  
 

道路用地供高速公路使用 14.40  0.66  1.20  
 

鐵路用地兼供道路用地 0.68  0.03  0.06  
 

鐵路用地兼供高速道路使用 1.16  0.05  0.10  
 

墓地用地 0.15  0.01  0.01  
 

污水處理廠用地 4.11  0.19  0.34  
 

自來水事業用地 8.09  0.37  0.67  
 

電力事業用地 8.71  0.40  0.73  
 

車站用地 0.35  0.02  0.03  
 

小計 440.69  20.11  0.18  
 

合計(1) 2,191.53  100.00 36.76 
 

都市發展用地(2) 1,198.99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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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土地使用分區發展率統計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現況使用面積 

（公頃） 

發展率 

（％） 

住宅區 516.40 416.78  80.71  

商業區 79.27 71.56 90.27  

 

甲種工業區 62.16  36.79 59.19  

乙種工業區 86.63  66.89 77.21  

零星工業區 5.21  5.21 100.00  

小計 154.00 108.61 70.53 

註：現況使用面積為土地使用總面積扣除興建中、閒置空地、整體開發中及農林使用面積。 

 

 

圖 2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調查整理（調查期間：103年 7～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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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 16次專案小組議題討論建議意見表 

編

號 
位置 議題概要 建議處理方式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1 
外環農

業區檢

討變更

處理原

則 

利用區域計畫農業

分級(104年調查資

料)、現況調查及未

登記工廠等資料，

以農地分級概念，

研擬第三級農地的

變更可行性，不以

變更分區方式，以

農業區容許使用方

向調整規範。  

 依據區域計畫內容，配合未登記工廠輔導遷移，指

定以擴大神岡產業型都市計畫、神岡豐洲科技工業

園區、潭子聚興產業園區及豐原交流道特定區計畫

之農業區檢討變更為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建議本案

外環農業區之產業發展許可地區發展構想後續可

納入國土計畫整體檢討規劃。 

 產業發展許可地區劃設原則 

1.鄰近或接鄰現有工業區。 

2.交通區位條件較佳，可銜接主要道路系統。 

3.既有未登記工廠密集，可促進既有未登記工廠用

地合法化。 

4.自然條件與現況土地使用已不利農業發展。 

5.配合工業主管機關輔導規定辦理者。 

 

 產業發展許可地區內農業區申請開發原則 

1.申請基地之土地面積應達2公頃以上。 

2.容許之產業類別以低污染事業為限。 

3.應臨接或設置8公尺以上之聯外道路，且該聯外

道路須有足夠容量可容納該開發所產生之交通需

求。 

4.應劃設總面積30%土地作為公共設施。 

5.應於主要計畫發布實施起5年內提出申請。 

6.申請開發總量為46.75公頃（內環乙種工業區

19.95公頃及中環甲種工業區一半面積26.80公

頃）。 

7.申請之產業類別若屬環保主管機關認定產業製

程屬事業廢水產業，應依環保主管機關規定設置

1.本案外環農業

區檢討變更處

理原則建議納

入後續國土計

畫整體檢討規

劃，惟產業發

展許可地區劃

設原則等分析

資料，可納入

計畫書之發展

構想載明（勘

選區位之範圍

建議以泡泡圖

示）。 

2.農委會已完成

農 地 分 級 調

查，故請業務

單位協助向農

委會申請相關

資料，以供規

劃單位套繪分

析。 

3.另請規劃單位

補充農地各分

級用地利用之

差異性，以及

補充生態補償

原則。 

照專案小組建議

意見審議通過。 



2-8 

編

號 
位置 議題概要 建議處理方式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污水處理設施，經環保主管機關審核後，其經處

理之污水應符合放流水排放標準始可排放，並依

環保相關規定辦理。若排入原灌溉設施者，應經

管理機構同意及主管機關核准。 

8.申請之產業類別若環保主管機關認定非屬產業

製程非屬事業廢水產業，其產業達100戶或500人

以上規模者，應依下水道法規定，設置專用下水

道，並經下水道主管機關審核，始可納入污水下

水道系統；產業規模未達上述標準者，申請設廠

時，若污水下水道幹管建設尚未完成，應按下水

道主管機關規定採雨污分流，俟污水下水道幹管

建設完成再銜接納入系統。 

9.除上列各點規定外，其餘依「都市計畫農業區變

更使用審議規範」規定辦理。 

2 
東

豐 、

后 豐

鐵 馬

道 兩

側 農

業 區

開 放

容 許

使用 

依據本案105年7月

21日第9次專案小

組決議，針對鐵馬

道鄰近之土地使用

需求、現況、使用

困難及需變更範圍

提出相關整體通案

性之規劃後，再另

行決議規劃內容。 

 因后豐、東豐自行車道橫跨之都市計畫區有豐原都

市計畫、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及東勢都市計畫，另

潭雅神綠園道橫跨潭子都市計畫、高速公路豐原交

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及神岡都市計畫，其使用分區

名稱皆未統一，其兩側農業區亦無整體考量其開放

使用，建議應由相關主管機關研商獲致具體可行之

結論後，以全市性通盤檢討方式處理或納入國土計

畫相關部門計畫辦理。 

 開放範圍：以鐵馬道沿路200公尺範圍內之農業區

土地，面積約44公頃。 

 

 申請面積及區位相關規定： 

1.申請容許使用面積不得小於0.25公頃。 

2.應以整筆土地面積提出申請。 

3.至少應有一條直接通往鄉級以上道路之聯外道

路。 

 得設置下列容許使用設施： 

1.依建議處理方

式辦理。 

2.請臺中市大臺

中腳踏車休閒

協會針對鐵馬

道鄰近之土地

使用項目需求

內容，針對容

許使用項目內

容提出相關建

議，再予以調

整規劃內容。 

如決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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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議題概要 建議處理方式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1.自行車租賃設施。 

2.餐飲設施 。 

3.涼亭（棚）設施。 

4.平面停車場。 

5.景觀設施。 

6.衛生設施。 

以上設施建蔽率合計依據「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

治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休閒農業設施之建

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 

3 
合 作

街 

依據臺中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第66次會

議紀錄決議：合作

街已通行多年但未

辦理用地徵收補

償，惟考量豐原都

市計畫其他地區亦

有既成巷道未規劃

為計畫道路之課

題，故基於整體公

平性及土地所有權

人權益問題，本案

請專案小組再行審

議後，再提本市都

委會確認。 

 本案如劃設計畫道路，將對土地所有人權益有下列

之影響；因其影響程度甚大，故建議請建設局依據

大法官400號解釋函辦理徵收給予補償。 

1.需針對合作街另訂建築退縮規定，退縮後部分建

築基地將有法定空地留設、畸零地問題。 

2.公平性問題，計畫區內之其他既成道路。 

3.排擠其他未徵收開闢計畫道路之開闢經費。 

4.非完整之交通計畫系統。 

5.如劃設為計畫道路，後續有拆除房屋之情形發

生，影響土地所有人權益。 

1.依建議處理方

式辦理。 

2.因本案另已逕

向 內 政 部 陳

情，故請豐原

區公所及規劃

單位補充合作

街之發展沿革

及興闢歷程等

相關資料，供

內政部都委會

審議參考。 

如決議二 

4 
申 請

變 更

為 宗

教 專

用區 

有關變更為宗教專

用區部分需俟陳情

人提供相關證明文

件後，並待小組續

審再提會審議。目

前已有兩件申請案

件，並提出土地使

用同意文件、建築

線相關資料及是否

同意變更為「宗教

專用區」（俟同意

變更為宗教專用區

後，再行協商）等

證明文件，本案請

專案小組再行審議

後，再提本市都委

會確認。 

1.已檢附相關文件者，經市都委會審查同意後，逕

報請內政部審議。 

2.未於市都委會審議前檢附相關文件者，仍得於本

次通盤檢討案於內政部審議期間提出，經業務單

位查核後，以逕向內政部陳情案件處理之。 

依建議處理方式

通過，並將已檢

附相關文件者增

列變更提案。 

照專案小組建議

意見通過。 

5 
豐 原

都 市

計 畫

及 石

豐原都市計畫區與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

畫間有局部有重

疊、錯閉、接合不

完整情形，參考前

 東北側錯開部分：變更部分非都市土地為行水區、

農業區及住宅區。 

依建議處理方式

通過，並請增列

變更提案。 

如決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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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議題概要 建議處理方式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岡 水

壩 特

定 區

計 畫

計 畫

範 圍

界 縫

合 

開計畫範圍樁位展

繪、地籍分割與使

用現況建議如下: 

(1)東北側錯開部

分 

經檢視該處石岡水

壩現行計畫與樁位

展繪線、地籍分割

情形大致相符，而

豐原現行計畫與樁

位展繪線大致相

符，但地籍未分

割，考量其地籍分

割情形與石岡水壩

特定區計畫大致相

符，且使用現況與

豐原都市計畫較為

相符，建議變更部

分非都市土地為行

水區、農業區及住

宅區。 

(2)東南側重疊部

分 

經檢視該處豐原、

石岡水壩現行計畫

與樁位展繪線大致

相符，但地籍未分

割，考量其兩側土

地使用性質相同

( 自 來 水 事 業 用

地、保護區)，使

用現況符合規劃內

容，且地籍屬石岡

區(新岡尾段及石

岡 段 金 星 面 小

段)，劃出豐原都

市計畫範圍未損及

現況使用，建議調

整豐原都市計畫範

圍，將部分自來水

事業用地及保護區

為劃出豐原都市計

畫範圍外。 

 

 東南側重疊部分：調整豐原都市計畫範圍，將部分

自來水事業用地及保護區為劃出豐原都市計畫範

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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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原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37 人 12 大明路慈

皇宮 

農業區 

0.19公頃 

宗教專用區 

0.19公頃 

依民政局 104年 12月 8日中市民

宗字第 1040042557 號函覆：「查

慈皇宮為本市補辦登記寺廟，該

宮旨揭土地「農業區」變更為「宗

教專用區」情事，本局同意依「臺

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

討變更處理原則」之原則 2 現況

輔導。」，故依廟方所提變更神岡

區國豐段地號 477 及 478 等 2 筆

地號範圍變更為宗教專用區，並

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

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繳納代

金方式辦理回饋，詳附件一。 

將已檢附相

關文件者增

列變更提案 

照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通

過。 

38 人 1 南陽路 58

巷順天宮 

農業區 

0.11公頃 

宗教專用區 

0.11公頃 

依民政局 104 年 11 月 16 日中市

民宗字第 1040040551號函覆：「該

宮係補辦登記寺廟，查寺廟登記

表其寺廟作落土地為豐原區新綠

山段 417 地號，依「臺中市都市

計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

理原則」第 5 點原則二，本局審

認以現況輔導」，故依廟方所提變

更豐原區新綠山段地號 417 地號

範圍變更為宗教專用區，並依「臺

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用區劃設檢

討變更處理原則」繳納代金方式

辦理回饋，詳附件二。 

將已檢附相

關文件者增

列變更提案 

照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通

過。 

39  計畫區東

北側計畫

區邊界 

非都市土地 

0.01公頃 

(102.94 平

方公尺) 

行水區 

0.00公頃 

(6.50 平方公尺) 

農業區 

0.01公頃 

(60.41 平 方 公

尺) 

住宅區 

0.00公頃 

(36.03 平 方 公

尺) 

經檢視該處石岡水壩現行計畫與

樁位展繪線、地籍分割情形大致

相符，而豐原現行計畫與樁位展

繪線大致相符，但地籍未分割，

考量其地籍分割情形與石岡水壩

特定區計畫大致相符，且使用現

況與豐原都市計畫較為相符，建

議變更部分非都市土地為行水

區、農業區及住宅區。 

建議照案通

過。 

如決議三 

40  計畫區自

來水事業

用地 2東

南側計畫

區邊界 

自來水事業

用地 0.06

公頃 

(563.50平

方公尺) 

保護區 

0.1公頃 

(955.01平

方公尺) 

劃出計畫範圍 

0.15公頃 

(1518.51 平方公

尺) 

經檢視該處豐原、石岡水壩現行

計畫與樁位展繪線大致相符，但

地籍未分割，考量其兩側土地使

用性質相同(自來水事業用地、保

護區)，使用現況符合規劃內容，

且地籍屬石岡區(新岡尾段及石

岡段金星面小段)，劃出豐原都市

計畫範圍未損及現況使用，建議

調整豐原都市計畫範圍，將部分

自來水事業用地及保護區為劃出

豐原都市計畫範圍外。 

建議照案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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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 37 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圖 4 變 38 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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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變 39 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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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變 40 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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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第一案 所屬行政區 臺中市 

案由 臺中市都市發展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 

說 

 

 

明 

一、計畫緣由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2 年 7 月 30 日第 808 次會議審議核

定案件第 4 案之附帶決議略以：「…考量工業區變更案件不斷增加，

為避免個案變更案對都市發展造成衝擊，故請就地區產業政策、工業

區變更之定位、目標、方向、轉型策略；整體發展（區域性及小區域）

之構想及劃設原則；個別開發之實質內涵（包括社區鄰里關係、交通、

動線、如何帶動後期開發及期程）；變更分區用途、功能、使用強度；

道路退縮、人行空間、植栽綠化、防災、救災、景觀、公共設施及開

放空間之留設；變更後經濟效益評估；變更工業區之替代策略等研提

具體工業區變更通則或方案書面資料後提會報告，俾供其餘審議中及

後續工業區變更案件之依循。」 

爰此，為因應臺中市未來產業空間調整，亟需檢討全市產業政策

及工業區發展並研擬具體可行整體產業供需分析、願景定位及策略，

進而研議工業區檢討分析、升級轉型或更新等相關機制及研提具體工

業區變更策略，以因應產業永續發展並促進合理土地利用與空間配

置，據以作為未來產業發展之依循。並因應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

議事項，就本市都市發展及工業區變更策略提出說明，以確認本市都

市計畫工業區發展策略及變更原則，俾利建立有序性之工業區土地使

用，健全都市發展。 

本案將分析臺中市產業發展情形、都市計畫工業區土地使用現況

及區位、產業用地供需概況等因素，並依循上位政策及相關計畫指

導，綜合考量土地使用及周邊發展等情形，針對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

畫工業區提出建議檢討方向及轉型變更機制與策略，除可與區域計畫

相互補充未來產業空間結構及脈絡，並能作為後續工業區變更案之指

導，以避免零星或個案工業區變更案件造成土地使用紊亂。 

二、擬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三、研究及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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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臺中市 32處都市計畫區，總面積約 5.3萬公頃。 

規劃範圍：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約 2,600 公頃。 

四、辦理情形 

本案於 106 年 3 月委託辦理研究規劃，分別於 106 年 8 月 16 日

及 106年 11月 23日召開期中及期末簡報審查在案，爰依各階段審查

意見修正本案規劃成果後提會報告。 

五、提會報告內容 

臺中市都市發展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詳附錄一)。 

決 

定 

洽悉，本案建議補充下列意見後賡續提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報告： 

一、 補充說明本市工業4.0產業結構之用地需求，以及本市區域計畫已

提及其他分區變更為產業用地之檢討區位分布及策略。 

二、 補充本市區域計畫有關未登記工廠輔導策略及產業園區劃設情

形。 

三、 關連工業區二、三期依目前政策指示方向應為繼續開發，惟後續

本案可再研議轉型變更為產業專用區之可能性。 

四、 考量市政府尚在研議文山工業區之具體政策方針，本案暫以彈性

處理方式以公有及國營事業土地優先調整為產業型分區或其他需

求分區為主。 

五、 為避免本案後續陳報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定案後，無法因應未

來新需求或政策彈性調整，建議載明爾後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得

依本案檢討原則及樣態審視檢討，俾利未來檢討變更之彈性。 

六、 建議補充說明面積規模較大之工業區其交通系統發展情形，俾利

納入本案檢討維持工業使用之必要性及研議變更為其他合適分區

可行性之參酌評估。 

七、 請依委員建議意見修正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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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臺中市都市發展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 

為因應臺中市未來產業空間調整，亟需檢討全市產業政策及工業區發展並研

擬具體可行整體產業供需分析、願景定位及策略，進而研議工業區檢討分析、升

級轉型或更新等相關機制及研提具體工業區變更策略，以因應產業永續發展並促

進合理土地利用與空間配置，據以作為未來產業發展之依循。並因應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決議事項，就本市都市發展及工業區變更策略提出說明，以確認本市

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策略，俾利建立有序性之工業區土地使用，健全都市發展。 

壹、研究與規劃範圍 

一、研究範圍 

臺中市 32處都市計畫區，總面積約 5.3 萬公頃。 

二、規劃範圍 

都市計畫工業區，計畫面積約 2,600 公頃，分屬 23 處都市計畫區，除擴大

大里（草湖）、外埔等 2處市鎮計畫及谷關、梨山、梨山（新佳陽）、梨山（松茂）、

梨山（環山）、鐵砧山、大坑等 7 處風景特定區計畫無規劃工業區外，其餘都市

計畫區皆有劃設工業區。 

 
圖 1 研究及規劃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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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產業園區與工業區發展現況及關聯產業 

臺中市現況產業用地供給系統可分為政府主導管理之科學園區、編定工業區、

加工出口區、政府劃設但不擔負管理責任之都市計畫工業區、非都市土地丁種建

築用地等，其面積、分布情形及產業類別詳如表 1、圖 2所示。 

表 1 臺中市各項產業用地發展情形彙整表 

類
型 

名稱 
園區面積 

（公頃） 
主要產業 

使用率 

(%) 
土地使用計畫 

科
學
園
區 

臺中園區 466.00 
奈米精密機械、奈米材料、
生物技術、通訊、光電及積
體電路、綠能產業 

100 
都市計畫園區事
業專用區 

后里園區（后里
基地及七星基
地） 

255.00  
奈米精密機械、奈米材料、
生物技術、通訊、光電及積
體電路、綠能等產業 

93.76 

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 
都市計畫園區事
業專用區 

編
定
工
業
區
（
產
業
園
區
） 

大里工業區 
77.22 

 

機械設備製造、金屬製品製
造、塑膠製品製造、基本金
屬製造業 

100 
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丁種建築用地 

大甲幼獅工業區 218.47 

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
金屬基本工業、化學製品製
造業、食品及飲料製造業、
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
造業、紡織業 

100 
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丁種建築用地 

臺中工業區 580.00 

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
食品及飲料製造業、紡織
業、電子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00 都市計畫工業區 

關連工業區（一
期） 

142.98 

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
食品及飲料製造業、紡織
業、運輸業 

100 都市計畫工業區 

精密機械科 
技創新園區（一
期） 

124.78 
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製造業、精密、光學、
醫療器材及鐘錶製造業 

100 都市計畫工業區 

精密機械科技創
新園區（二期） 

36.92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
製造業 

100 註 5 都市計畫工業區 

豐洲科技工業區
（一期） 

47.63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
製造業 

100 
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丁種建築用地 

豐洲科技工業區
（二期） 

55.68 
精密機械、光電、生化與航
太等科技產業 

規劃中 
非都市土地特定
農業區 

潭子聚興產業園
區 

14.7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金屬製
品製造業 

規劃中 
非都市土地特定
農業區 

太平產業園區 14.37 
低污染、低耗水產業，如金
屬製品、電力機械設備產業 

規劃中 
非都市土地一般
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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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名稱 
園區面積 

（公頃） 
主要產業 

使用率 

(%) 
土地使用計畫 

仁化工業區 29.67 
塑膠製品製造、金屬製品製
造、機械設備製造業 

100 
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丁種建築用地 

霧峰工業區 20.75 
金屬製品製造業、食品製造
業 

100 
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丁種建築用地 

水美工業區 21.00 
食品業、塑膠品加工業、紡
織業、金屬製品業及電機業 

100 
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丁種建築用地 

永隆工業區 5.27 
利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自辦
自用 

開發中 
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丁種建築用地 

豐興后里新廠報
編工業區 

8.23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自辦
自用 

開發中 
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丁種建築用地 

磯鑫工業區 9.24 
磯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自辦
自用 

開發中 
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丁種建築用地 

加
工
出
口
區 

中港加工出口區 177.28 
面板關聯產業、金屬及機械
製造業 

100 
都市計畫港埠專
用區 

臺中加工出口區 26.12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光學製
品業、金屬製品製造業 

100 
都市計畫加工出
口專用區 

臺中軟體園區 4.96 
資訊服務產業、數位內容產
業、雲端產業及華文電子商
務產業 

100 
都市計畫軟體產
業專用區 

都市計畫工業區註 1 2,529.86 -- 60  

非都市土地工業區註 2 429.39 -- -- 
非都市土地工業
區 

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
用地

註 3
 

844.60 -- -- 丁種建築用地 

合計
註 4
 4,466.36 -- -- -- 

註 1：部分位屬編定工業區範圍內。 
註 2：非都市土地工業區皆位屬於編定工業區範圍內。 
註 3：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部分位屬編定工業區範圍內，面積約為 359.75公頃。 
註 4：合計面積已扣除各類型產業用地重複計算部分，如:臺中工業區、關連工業區 1 期及精密機械

科技創新園區皆位於都市計畫工業區，故予以扣除不重複計算。 
註 5：經實地調查後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二期）目前工業使用率約為 45%，剩餘約 55%面積為刻

正興建工業廠房。 
資料來源：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臺中市政府，106年 10 月）、臺中市工業區整體開發政策（臺

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5年）、104 年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工業發展年報（經濟
部，105年）、暨本案彙整自各都市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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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中市各類型產業用地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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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都市計畫工業區劃設概況 

臺中市境內共有 23 處都市計畫區有劃設工業區，面積約 2,529.86 公頃，可

大致分為：甲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零星工業區、特種工業區、關連工業區等

五種工業使用分區，總計約有 842處街廓，其面積及分布詳表 2及圖 3所示。 

表 2 臺中市各都市計畫工業區劃設情形彙整表 

都市計畫區名稱 工業區類別 面積
註 1
（公頃） 街廓數

註 2
（處）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關連工業區 512.56  53 

乙種工業區 119.01  28 

零星工業區 2.63  23 

合計 634.19  104 

臺中市都市計畫 

甲種工業區 24.31  6 

乙種工業區 664.61  127 

零星工業區 4.77  3 

合計 693.69  136 

大里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50.03 6 

大里（草湖地區） 
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47.94 24 

太平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158.57 34 

零星工業區 0.54 8 

合計 159.11 42 

太平（新光地區） 
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32.62 9 

霧峰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23.58 14 

大甲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92.02 15 

零星工業區 0.03 1 

合計 92.05 16 

大甲（日南） 
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4.11 2 

大安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4.50 2 

烏日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49.58 10 

大肚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54.02 4 

零星工業區 0.06 2 

合計 54.08 6 

高速公路王田交流道 
特定區計畫 

甲種工業區 8.91 1 

乙種工業區 85.90 20 

零星工業區 14.24 17 

特種工業區 0.62 1 

合計 109.68 39 

東勢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37.69 13 

零星工業區 0.64 1 

合計 38.3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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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區名稱 工業區類別 面積
註 1
（公頃） 街廓數

註 2
（處）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乙種工業區 6.32 4 

零星工業區 0.20 1 

合計 6.52 5 

新社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13.91 3 

后里都市計畫 

甲種工業區 21.10 1 

乙種工業區 52.22 15 

零星工業區 3.96 23 

合計 77.28 39 

豐原都市計畫 

甲種工業區 62.12 12 

乙種工業區 83.78 40 

零星工業區 4.69 36 

合計 150.59 88 

潭子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75.90 35 

零星工業區 0.11 2 

合計 76.01 37 

高速公路豐原交流道 
特定區計畫 

乙種工業區 113.79 15 

零星工業區 28.52 170 

合計 142.31 185 

神岡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17.82  11 

零星工業區 1.21  9 

合計 19.04  20 

大雅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 35.84 11 

零星工業區 1.56 5 

合計 37.40 16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臺中
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 

零星工業區 13.31 25 

合  計 -- 2,529.86 842 
註 1：本案都市計畫工業區劃設面積統計業已納入細部計畫街廓並轉繪至 GIS 圖資量取而得。 
註 2：本案街廓之定義為參照「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三項對於街廓之定義：都

市計畫範圍內四周被都市計畫道路或其他分區界線圍成之土地。 
資料來源：本案調查及彙整自各都市計畫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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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中市各類型都市計畫工業區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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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都市計畫工業區現況調查分析 

臺中市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約為 2,529.86公頃，分布於 23處都市計畫區內，

其現況使用情形說明如下： 

一、都市計畫工業區使用情形 

臺中市境內共有 23處都市計畫區有劃設工業區，總面積約為 2,529.86公頃，

計 842處街廓，平均工業使用率約為 60%，平均住商使用率約為 10.91%，平均發

展率為 78.58%，詳如表 3所示。 

表 3 臺中市都市計畫工業區劃設及使用情形彙整表 

都市計畫區
名稱 

主要計畫書
所載面積 
（公頃） 

本案統計 
面積

註 1 

（公頃） 

工業使
用率（%） 

住商使
用率（%） 

其他都市
發展使用
率

註 2
（％） 

發展率 
（%） 

可供發展 
面積

註 3 

（公頃） 

臺中港特定
區計畫 

654.29 634.19 55.60  8.44  5.87  69.91 190.83  

臺中市 
都市計畫 

737.2 693.69 64.11  7.98  8.46  80.55 134.92  

大里 
都市計畫 

49.7 50.03 63.05  9.65  21.91  94.60  2.70  

大里（草湖
地區） 
都市計畫 

47.94 47.94 55.01  27.47  6.94  89.42  5.07  

太平 
都市計畫 

158.38 159.11 71.13  11.34  11.22  93.68  10.06  

太平（新光
地區） 
都市計畫 

34.73 32.62 64.14  12.52  7.98  84.65  5.01  

霧峰 
都市計畫 

23.59 23.58 62.61  13.49  6.96  83.05  4.00  

大甲 
都市計畫 

90.58 92.05 31.22  21.55  7.10  59.88  36.93  

大甲 
（日南） 
都市計畫 

4.13 4.11 96.33  2.18  0.85  99.36  0.03  

大安 
都市計畫 

4.48 4.50 51.50  19.86  2.92  74.28  1.16  

烏日 
都市計畫 

49.03 49.58 71.02  13.79  4.62  89.43  5.24  

大肚 
都市計畫 

53.93 54.08 64.26  2.63  14.43  81.32  10.10  

高速公路王
田交流道特

109.49 109.68 70.59  8.08  5.21  83.88  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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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區
名稱 

主要計畫書
所載面積 
（公頃） 

本案統計 

面積
註 1 

（公頃） 

工業使
用率（%） 

住商使
用率（%） 

其他都市
發展使用
率

註 2
（％） 

發展率 
（%） 

可供發展 

面積
註 3 

（公頃） 

定區計畫 

東勢 
都市計畫 

38.32 38.33 12.98  13.16  3.07 29.20  27.14  

石岡水壩特
定區計畫 

6.61 6.52 62.26  17.09  1.73  81.08  1.23  

新社 
都市計畫 

13.94 13.91 36.05  5.01  3.42  44.47  7.72  

后里 
都市計畫 

77.27 77.28 53.75  13.18  5.62  72.56  21.21  

豐原 
都市計畫 

154.03 150.59 52.71  22.53  9.75  85.00  22.59  

潭子 
都市計畫 

76.00 76.01 69.71  6.84  3.75  80.30  14.97  

高速公路豐
原交流道特
定區計畫 

142.32 142.31 64.81  13.16  9.00  86.97  18.54  

神岡 
都市計畫 

19.23 19.04 71.61  16.82  1.98  90.41  1.83  

大雅 
都市計畫 

37.47 37.40 65.15  20.75  5.96  91.86  3.04  

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臺中
基地附近特
定區計畫 

13.32 13.31 100.00  0.00  0.00  100.00  0.00  

合計/平均 2,595.98 2,529.86 60.00 10.91 7.67 78.58 542.00 

註 1：本案都市計畫工業區劃設面積統計業已納入細部計畫街廓並轉繪至 GIS 圖資量取而得。 
註 2：其他都市發展使用：包含公共使用、交通使用、遊憩使用、其他建築使用。 
註 3：可供發展面積：農業使用、林地使用、水利使用及閒置使用等非都市發展使用面積之加總。 
資料來源：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臺中市政府，106年 10 月）、各都市計畫書暨本案調查彙整。 

二、都市計畫工業區低工業使用率狀況分析 

經本案綜整分析，都市計畫工業區低工業使用率原因大致可分為 3種類型 

（一）部分街廓已轉為非工業發展型態 

經本案分析工業使用率低於平均值之街廓，約有一半數量之街廓其發展

率高於平均值，亦即其使用情形已逐漸從工業使用轉為非工業使用發展型態

（如:住宅、商業、或其他建築等使用），並與工業發展產生用地排擠的現象。 

（二）周遭計畫道路開闢情形不佳 

經本案分析若工業區鄰接之計畫道路皆已開闢，其工業使用率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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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2%，若臨接之計畫道路為全數未開闢或僅部分開闢，其工業使用率為

30.15%，僅約平均值一半，由此觀之，鄰接道路開闢情形與工業區使用情形

具有一定之關聯性。 

（三）工業區工業區土地成本偏高。 

經本案調查臺中市都市計畫工業區之土地權屬多屬私有，部分工業區近

年交易價格中位數已上看 20萬元/坪，易導致有意願設廠之業主因土地取得

成本較高，進而降低廠商進駐意願。 

 
圖 4 臺中市都市計畫工業區工業使用率分布示意圖 



 

報 1-13 

伍、產業用地供需分析 

本案依循「臺中市區域計畫」之指導，並補充本案估算之成果，分析臺中市

產業用地供給面及需求面，以確認臺中市未來產業用地供需發展情形。 

一、產業用地需求分析 

依據「臺中市區域計畫」，至 115 年臺中市產業用地總需求面積為 1,360 公

頃，其期程、類型及面積如下所述，詳表 4。 

（一）104~109年之產業用地需求 

依經濟部分派總量，提供地方產業發展所需之用，另配合中央「智慧機

械推動方案」政策及輔導本市違章工廠，共需約 146公頃產業用地。 

（二）為推動中央產業政策所需之產業用地需求 

市府預計 109年完成 3處太平、潭子聚興、神岡豐洲二期產業園區，另

配合中央智慧機械產業政策，於 107年將提送大里夏田智慧機械園區開發案

至各主管機關審議，並於 111年增設完成，預估需 98公頃產業用地。 

（三）109~115年因應未登記工廠、臨時登記工廠遷移所需之產業用地

需求 

以輔導未登記工廠及臨時登記工廠為目標，產業用地需求面積為 522.67

公頃，加計公共設施 40%後，實際開發園區所需用地約為 872 公頃。 

（四）109~115年因應合法工廠擴廠、外商投資智慧機械、航太產

業及新興產業 

本府經濟發展局參考經濟部工業局推估方式，預估 109~115 年預留用地

需求面積約為 244 公頃。 

表 4 臺中市產業用地需求推估表 

類型 期程 開發園區需求面積（公頃） 

經濟部產業用地分派 104-109年 146 

配合推動中央產業政策 109-111年 98 

輔導未登記及臨時登記工廠 109-115年 872 

工廠擴廠、外商投資、智慧機械等產業發展 109-115年 244 

合計 -- 1,360 
資料來源：臺中市區域計畫（臺中市政府，10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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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用地供給分析 

依據「臺中市區域計畫」之指導，臺中市產業用地供給可分成「既定政策所

能供給之用地量」、「既有都市計畫工業區可提供之用地量」、「受嚴重侵擾都市計

畫農業區檢討後可提供之產業用地量」、「設施型分區可提供之產業用地量」、「新

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可提供之產業用地量」等類別，本案依循區域計畫之成果，並

配合本案針對都市計畫工業區現況調查，重新估算「既有都市計畫工業區可提供

之用地量」面積，以作為臺中市產業用地供給面積參考，詳如以下所述及表 5。 

（一）既定政策所能供給之產業用地量 

係指目前區域計畫擬定前已在辦理中之既定政策所能供給之產業用地

量，依據「臺中市區域計畫」之指導，包含清泉崗、烏日溪南等新訂或擴大

都市計畫，約可供給 93.70公頃。 

（二）既有都市計畫工業區提供之產業用地量 

1.區域計畫估算量 

區域計畫係彙整各都市計畫書之工業區使用率，並扣除部分難以使用

之面積，初步估算約有 687.14公頃之工業區可供未來產業發展使用。 

2.本案估算量 

依本案所調查之都市計畫工業區之發展情形觀之，臺中市都市計畫工

業區未來可供發展（農業、林地、閒置等非都市發展使用）之都市計畫工

業區淨面積約為 542 公頃，約相當 677.5 公頃產業園區面積
註 2
。 

（三）受嚴重侵擾都市計畫農業區檢討後可提供之產業用地量 

係指本市受嚴重侵擾都市計畫農業區經檢討後適宜變更為二級產業用

地之總量，依「臺中市區域計畫」所估算，本市都市計畫農業區經檢討後適

宜變更為二級產業用地之總量，約可供給 107.91公頃。 

（四）設施型分區可提供之產業用地量 

設施型分區包含太平產業園區、潭子聚興產業園區、豐洲科技工業園區

（二期），面積合計約為 84.81公頃。 

（五）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可提供之產業用地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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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則包含擴大神岡都市計畫、大里夏田都市計畫、塗

城都市計畫。面積約為 388.73公頃。 

表 5 臺中市產業用地供給一覽表 

類型 
區域計畫估算 

面積（公頃） 

本案估算 

面積（公頃） 

既定政策劃設提供之產業用地 93.70 93.70
註 1
 

既有都市計畫工業區提供之產業用地
註 1
 687.14 677.50

註 2
 

都市計畫農業區第三種農業用地 
檢討後可提供之產業用地 

107.91 107.91 

設施型分區計畫 84.81 84.81
註 1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388.73 388.73
註 1
 

合計 1,362.29
 

1,352.65 
註 1：為依區域計畫指導。 
註 2：本案之都市計畫可提供之產業用地面積為都市計畫工業區可供發展面積約 542 公頃，考量到本

案調查已排除細部計畫道路等公設，僅針對都市計畫工業區個別街廓進行調查，因此所得面積
若要換算成相等之產業園區面積，應要加計一定之公設比例。本案暫以參酌位於潭子都市計畫
區內之栗林、潭秀工業區之公設比例進行估算（20%）：淨面積 542 公頃/0.80（公設比例）=677.50
公頃（相等之產業園區面積）。 

資料來源：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臺中市政府，106年 10 月）暨本案彙整。 

三、小結 

依據前開臺中市產業用地之需求面積約為 1,360公頃，若略等同於區域計畫

所估算之產業用地供給量，惟依本案所調查估算臺中市產業用地總量約為

1,352.65公頃，略少於臺中市產業用地需求面積，尚有 7.35公頃產業用地面積

之缺口。後續本案將接續此產業用地供需情形估算成果，並加計本案建議檢討變

更之工業區面積，用以核算未來產業用地之供需發展，若未來產業用地確有明顯

不足，將配合檢討目標提出相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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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定位及轉型策略 

一、檢討目標 

本案將以「促進土地使用合理化」、「檢討不合宜發展區位」、「改善產業投資

環境」、「適度補足公共設施」為目標，適度檢討無法因應當代需求之都市計畫工

業區。 

（一）定位為結構調整轉型策略，促進土地使用合理化 

都市計畫工業區因時空環境變遷，在考量現況發展、區位、產業環境等

多重條件下，已不適合繼續維持工業使用，應視實際情形及未來發展潛力，

依循空間區位及產業發展脈絡，研議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藉以克服產業用地

供給之時間差、區位差及規格差，並建立用地儲備機制，防止土地投機及閒

置，俾使土地使用發展合理化或提高土地利用價值。 

（二）檢討不合宜工業區發展區位，合理的產業需求才有增量空間 

透過重新盤點轄區內工業區，並檢討不適宜維持工業區區位及面積，並

提出合理產業用地供給、補充策略以因應未來產業發展需求。 

（三）由下而上的需求導向供給，改善投資環境並解決產業用地質量

問題 

配合產業升級需求、調整工業區區位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由下而

上從需求導向解決產業用地市場機制失衡問題，並提升工業區環境品質，促

進投資環境改善。 

（四）適度補足公共設施或強化都市機能 

透過工業區變更所回饋公共設施用地，適度補充公共設施用地的不足，

提升地區環境品質，或利用變更所繳納之回饋代金專款專用，強化都市發展

建設與品質。 

二、轉型策略 

依循上述檢討目標，本案提出三項調整及轉型策略，藉以促進工業區成功轉

型，帶動整體產業用地再活化。 

（一）空間區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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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鄰近重大建設、上位計畫之指導及周邊環境發展等因素，調整工業

區區位。 

（二）產業用地類型調整 

考量未來產業發展需求，適度檢討工業區容許使用及機能，藉以引入新

興產業或提供土地使用多元性與彈性，促進產業升級及活化。 

（三）環境品質調整 

檢討零星、狹小之工業區，降低工業使用行為所引起之污染與外部不經

濟，促進區內及周邊環境品質提升。 

三、工業區檢討定位及發展原則 

本案除依循區域計畫、大臺中 123等上位計畫或政策之指示外，亦將重大建

設整體都市機能發展因素納入分析考量，並配合區位條件、現況使用及周邊發展

等因素，針對都市計畫工業區提出檢討變更原則及發展定位，以作為後續提出建

議檢討區位及變更方向之依據。其檢討原則內容及優先順序如下： 

（一）依循上位及相關政策計畫之指導 

本案依循臺中區域計畫、大台中 123等政策或計畫指認適宜檢討轉型區

位，以避免現行政策及計畫與本案有牴觸或不相符之疑慮，屬第一優先檢討

原則，惟後續仍應配合政策異動調整及指認適宜變更之工業區區位以符合未

來空間發展結構，本案綜整目前上位及相關政策計畫針對臺中市轄區內都市

計畫工業區指導如下所述。 

1.依循區域計畫指導 

（1）大甲都市計畫區 

大甲都市計畫西側工業區自劃設多年來未有開發行為，應於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時進行檢討，變更為適當土地使用分區或解編為農業區。 

（2）東勢都市計畫區 

東勢都市計畫東側工業區自劃設多年來未有開發行為，應於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時進行檢討，變更為適當土地使用分區或解編為農業區。 

（3）大里都市計畫 

大里菸葉廠刻正辦理文資保存，應續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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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豐原都市計畫 

豐原都市計畫區內豐原內環地帶，因社經環境變遷多數已遭轉用或

閒置，且位於豐原內環區域，已不適宜繼續維持工業使用。 

（5）新社都市計畫區、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新社都市計畫區及石岡水壩特定區因位於優良農業生產環境或位

於水質水量保護區，不適宜工業區發展，故建議新社東側工業區及石岡

台三線沿線閒置區塊部分轉為農業使用，以保持都市計畫區優良環境。 

2.配合大臺中 123 政策 

（1）烏日都市計畫 

依循大臺中 123政策，烏日臺鐵鋼樑廠未來將於 109年遷廠，並將

轉型變更為產業專用區，藉以提升土地使用價值及活化。 

（2）豐原都市計畫 

依循大臺中 123豐原副都心整體規劃，豐原區內住宅區、商業區發展

已飽和，中環區內工業區現況及周邊發展應配合需求轉型，可轉型為住宅

區或商業區或具潛力之產業用地。 

（二）毗鄰相關重大建設應重新檢視工業區發展定位 

為因應臺中市刻正辦理之重大設施開發案，重新指認臺中市都市發展結

構，宜配合重大建設性質及影響檢討周邊工業區變更轉型，以健全都市機能

發展，屬第二優先檢討原則。 

1.捷運建設 

臺中捷運綠線、臺鐵高架捷運化為未來臺中市重要大眾運輸系統幹

線，將串連臺中市核心地區交通網絡系統，沿線地區可考量以 TOD發展模

式，提高土地使用強度及價值，建議可以以捷運場站 500公尺內所涵蓋之

工業區作為優先檢討變更地區，並應以強化商業或其他就業機能為主要發

展方向，而予以檢討土地使用計畫。 

2.其他重大建設 

毗鄰其他重大建設之工業區，得配合重大建設性質或目的重新檢討周

邊工業區轉型發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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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都市計畫區位條件及現況使用情形酌予檢討 

上位及相關計畫並未指認，且周邊無毗鄰相關重大建設之工業區，配合

各都市計畫區發展機能及工業區使用情形予以檢討，屬於第三優先檢討原

則，本案區位條件判定及現況使用判定標準，如以下分析所述。 

1.都市計畫工業區整體發展區位條件 

本案將在區位條件上暫將臺中市分成都市核心、產業發展、外圍鄉村

三種地區，其內容及說明詳如以下所述。 

（1）都市核心地區 

原臺中市都市計畫（不含臺中工業區、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中

清路工業區及其周邊工業區）為臺中市人口集中發展核心，亦是臺中市

目前住商活動興盛地區及相關重大建設分布最為密集處，如：臺中捷運

綠線系統等重大建設，未來應以延續住商及服務產業為主要發展，並以

提供優質生活及多元商業環境作為長期發展方向。 

（2）產業發展地區 

A.產業加值創新走廊 

依循區域計畫指導，為位於太平及大里區之工業帶，包含編定

工業區：大里工業區、臺中軟體園區及周邊都市計畫工業區。該走

廊主要以製造產業作為發展基礎，並結合鄰近大專院校合作網路配

合推動產業加值及升級，並改善工業區環境，以打造一優質生產加

值基地；所涉及之都市計畫區包括：大里、大里（草湖）、太平、

太平（新光）等都市計畫地區。 

B.科技產業走廊 

科技產業走廊：北起中科后里基地途經中部科學園區、臺中工

業區、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等產業用地，南至大肚山東麓一帶，

為臺中市工業發展主要軸帶；所涉及都市計畫區包括：后里、大雅、

潭子、神岡、豐原、豐原交流道、王田交流道、烏日、大肚及筏子

溪以東原臺中市都市計畫區。 

C. 關連工業區 

關連工業區及周遭工業區：以服務雙港及海線地區產業發展需

求地區；所涉及都市計畫區包括：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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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圍鄉村地區 

非屬以上二種地區之都市計畫；所涉及都市計畫區包括：大甲、大

甲（日南）、大安、東勢、石岡水壩、新社、霧峰等都市計畫地區。 

2.使用現況 

臺中市都市計畫工業區街廓共有 842處，本案採用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將這 842 處街廓之工業使用率、住商使用率各分二群後再進行

分析研討。經由集群分析後，工業使用率以 52%作為分界點；住商使用率

則以 46%作為分界點，並將臨路情形及住工商等土地使用集中發展程度，

納入規劃考量。惟考量各地產業發展情形不一，及未來土地使用變遷等因

素，各區通盤檢討得視實際情形酌予調整變更為產業型或其他適當分區。 

3.都市核心區之檢討原則 

原臺中市都市計畫區為目前臺中市住商活動密集地區，為臺中都會主

要核心地區，除中清路乙種工業區因鄰接大雅工業區，西側臺中工業區、

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產業聚集效應較明顯外，其餘都市計畫工業區多包

夾於住宅區內，爾後易成為都市發展阻礙，爰建議應漸進式予以檢討變更

為合適分區，發展機能建議應朝向強化住商機能。 

4.產業發展區之檢討原則 

為臺中市主要工業或相關支援產業發展地帶，應以維持工業使用為原

則，然考量各街廓內土地使用現況及周邊土地使用計畫各有所差異，仍須

予以考量檢討變更，爰此，本案建議考量原則如下所述： 

（1）現況工業使用率高之工業區 

應以維持工業使用為原則。 

（2）現況工業使用率低、住商使用率亦低之工業區 

應以維持工業使用為原則，以做為產業儲備用地，政府則應協助媒

合需地廠商進駐該工業區，加速土地開發活用。 

（3）現況工業使用率低、住商使用率較高之工業區 

應審視周邊土地使用，若四周多為工業區或為具有相似機能之分

區，則建議應以維持工業區為原則，以避免變更導致產業聚落區塊不完

整，若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多為住商或其他相似分區，建議該工業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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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檢討為產業專用區型式，在不影響產業用地總量下，強化工業區多

元使用之可能性，以促進工業區升級轉型或支援周邊產業發展。 

5.外圍鄉村地區之檢討原則 

非屬上述二者都市計畫區，其住、商、工產業不如上述二地區熱絡，

都市計畫工業區使用率通常偏低，亟需予以檢討轉型，本案將依現況使用

及周邊土地利用情形，分別提出建議發展方向，詳如以下所述。 

（1）現況工業使用率高之工業區 

應以維持工業使用為原則，以作為地區性產業發展之核心。 

（2）現況工業使用率低、住商使用率亦低之工業區 

應審視周邊土地使用計畫，若四周多為都市發展用地，則應以維持

工業使用為原則，若周邊毗鄰非都市發展用地或非都市土地，仍須考量

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因素，研議解編為農業或毗鄰分區可行性。 

（3）現況工業使用率低、住商使用率較高之工業區 

應審視周邊土地使用，若四周多為工業區或為具有相似機能之分

區，則建議應以維持工業區為原則，若周邊土地使用分區確實易與工業

產生衝突，建議可以朝向檢討為產業專用區型式，強化工業區多元使用

之可能性，以促進工業區升級轉型或支援周邊產業發展。 

（四）零星分布且面積狹小之工業區檢討原則 

前開檢討變更原則較難以針對零星分布且面積狹小之工業區做出因應

指導，考量本類型工業區，分布較為零碎、面積狹小不易與其他其他工業區

連結合作，且多包夾於其他土地使用分區，易與鄰近土地使用發生衝突，故

考量都市發展整體性。後續得依土地所有權人、業主之遷廠意願，研議檢討

變更，為檢討後分區應與鄰近土地使用計畫相同為原則。本項原則為補充上

開三項檢討原則不足處，且考量該類型工業區面積狹小且分布零碎，圖像指

認區位及面積顯有窒礙難行，故暫不納入優先建議檢討之工業區之指認及面

積核算。本原則所稱之狹小工業區係指面積低於 0.5公頃之工業區。 

（五）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樣態分析 

依據上述四項檢討原則，本案初步對於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畫工業區分

成 10種樣態，如圖 5 所示，各樣態之基本說明及建議操作方向詳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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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樣態 

樣態類型 樣態說明 建議方向 

樣態 1 

依循區域計畫、上位政策等上位

計畫及政策指示已指定或建議檢

討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之工業

區。 

配合區域計畫、上位政策之檢討變更方

向為原則。 

樣態 2 

鄰近臺中市刻正興建捷運場站

（臺中捷運綠線、臺鐵高架捷運）

工業區。 

以場站 500公尺為影響範圍，範圍內或

鄰近之工業區可研議引入 TOD發展模

式，酌於考量提昇土地使用強度或加入

商業機能發展。 

樣態 3 
周邊鄰近臺中市刻正辦理或規劃

重大建設之工業區。 

應配合重大建設性質及策略方向，酌於

研議調整工業區之機能。 

樣態 4 
位於原臺中市市區（都市核心地

區）之工業區。 

應考量臺中市市區未來將逐漸朝向都

市優質生活圈需求，後續應視廠商及地

主遷廠意願，予以檢討工業區留設必要

性，檢討後分區機能應以加強住宅或商

業導向為原則。 

樣態 5 

位於產業發展地區或外圍鄉村地

區且現況工業使用率良好之工業

區。 

考量現況多為工業發展使用，故爰建議

土地使用計畫應以維持工業區為原則。 

樣態 6 
位於產業發展地區且工業使用率

及住商使用率皆偏低之工業區。 

若檢討變更為其他分區恐造成產業用

地流失，故建議土地使用計畫應以維持

工業區為原則，做為未來產業發展腹

地。若考量未來招商等因素，須調整土

地使用分區，建議應以具有產業發展性

質之產專區為原則。 

樣態 7 

位於產業發展地區或外圍鄉村地

區，現況住商使用率密集，周邊

土地使用計畫或發展情形亦與工

業發展不相容。 

配合實際使用情形及周邊土地使用計

畫，予以檢討為合適分區，惟為避免產

業用地流失，應以檢討變更為產業專用

區等具有產業機能之分區為優先考量。 

樣態 8 

位於產業發展地區或外圍鄉村地

區，現況工業使用率較低，且周

邊鄰近工業或其他類似之分區。 

為避免變更後導致產業聚落破碎化，土

地使用計畫應以維持工業區為原則。 

樣態 9 

位於外圍鄉村地區，現況主要為

農業、閒置等非都市發展使用，

鄰近分區為農業區及非都市土地

之工業區，或上位計畫及政策建

議檢討為農業區之工業區。 

應考量地區實際發展需求，並研議優先

檢討現況閒置、農業等非都市發展使用

區域，回復為農業區或其他合適分區。 

樣態 10 

零星或且狹小之工業區，分布較

為零碎、面積狹小不易與其他其

他工業區連結合作，且多包夾於

其他土地使用分區，易與鄰近土

地使用發生衝突。 

考量該類型工業區面積狹小且分布零

碎，建議後續得依土地所有權人、業主

遷廠意願，研議檢討變更，檢討後分區

類別應與鄰近土地使用計畫相同、相似

為原則。 

資料來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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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方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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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大策略分區之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方向 

本案參照「臺中市區域計畫」將臺中市劃分為八大策略分區，分別敘明各策略分區內工業區定位及未來發展方向，初步建

議檢討變更之面積詳如表 7所示。 

表 7 各策略分區都市計畫工業區建議檢討變更面積統計表 

策略區 都市計畫區 
工業區面積 
（公頃） 

檢討為產專區
（公頃） 

檢討為農業
區（公頃） 

檢討為住商分
區（公頃） 

檢討為其他
分區（公頃） 

檢討後面積 
（公頃） 

檢討變更* 
樣態類型 

清水 

梧棲 

沙鹿 

龍井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634.19  -- -- -- -- 634.19 樣態 5、6、8 

原臺中市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臺中基

地附近特定區計畫 
13.31 -- -- -- -- 13.31 樣態 5 

臺中市
都市計
畫 

臺中工業區、精密

機械科技創新園

區、中清路工業區 

525.57 -- -- -- -- 525.57 樣態 5、6、8 

文山工業區 101.11 -- -- -- -- 101.11 樣態 6 

東區工業區 7.52 7.52 -- -- -- 0.00 樣態 3 

大河里工業區 22.82 --  3.16 19.66 0.00 樣態 1、2 

大慶站南側工業區 32.44 4.23 -- -- 28.21 0.00 樣態 1、2、4 

其他工業區 4.23 -- -- -- 4.23 0.00 樣態 2、4 

小計 707.00 11.75 -- 3.16 52.10 639.99  

大里 大里都市計畫 50.03 5.40 -- -- -- 44.63 樣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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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區 都市計畫區 
工業區面積 
（公頃） 

檢討為產專區
（公頃） 

檢討為農業
區（公頃） 

檢討為住商分
區（公頃） 

檢討為其他
分區（公頃） 

檢討後面積 
（公頃） 

檢討變更* 
樣態類型 

太平 

霧峰 
大里（草湖地區）都市計畫 47.94 4.09 -- -- -- 43.85 樣態 7 

太平都市計畫 159.11 -- -- -- -- 159.11 樣態 5、6、8 

太平（新光地區）都市計畫 32.62 -- -- -- -- 32.62 樣態 5、6、8 

霧峰都市計畫 23.58  -- -- -- -- 23.58 樣態 5、6、8 

小計 313.28 9.49 -- -- -- 303.79  

大甲 
大安 
外埔 

大甲（日南）都市計畫 4.11 -- -- -- -- 4.11 樣態 5 

大甲都市計畫 92.05  ---- 14.54 14.00 -- 63.51 樣態 7、9 

大安都市計畫 4.50  --- -- -- -- 4.50 樣態 5、8 

小計 100.66 -- 28.54 -- -- 72.12  

烏日 

大肚 

烏日都市計畫 49.58  23.48 -- -- -- 26.10 樣態 5、6、8 

高速公路王田交流道特定

區計畫 
109.68  -- -- -- -- 109.68 樣態 1、2 

大肚都市計畫 54.08  -- -- -- -- 54.08 樣態 1、2 

小計 213.34 23.48 -- -- -- 189.86  

東勢 

新社 

石岡 

東勢都市計畫 38.33 -- 25.05 -- -- 13.28 樣態 9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6.52 -- 1.23 -- -- 5.29 樣態 9 

新社都市計畫 13.91 -- 6.75 -- -- 7.16 樣態 9 

小計 58.76 -- 33.03 -- -- 25.73  

后里 

豐原 

豐 原 都

市計畫 

內環工業區 19.95 -- -- 19.95 -- 0.00 樣態 1 

中環工業區 53.60 53.60 -- -- -- 0.00 樣態 1 



 

報 1-26 

策略區 都市計畫區 
工業區面積 
（公頃） 

檢討為產專區
（公頃） 

檢討為農業
區（公頃） 

檢討為住商分
區（公頃） 

檢討為其他
分區（公頃） 

檢討後面積 
（公頃） 

檢討變更* 
樣態類型 

潭子 

大雅 

神岡 

 

其他工業區 77.04 2.22 -- -- -- 74.82 樣態 2 

后里都市計畫 77.28  -- -- 1.37 -- 75.91 樣態 7 

潭子都市計畫 76.01  24.78 -- -- -- 51.23 樣態 2 

高速公路豐原交流道特定

區計畫 
142.31  8.19 -- -- -- 134.12 樣態 2 

神岡都市計畫 19.04  -- -- -- -- 19.04 樣態 5、6、8 

大雅都市計畫 37.40 -- -- -- -- 37.40 樣態 5、6、8 

小計 502.63 88.79 -- 21.32 -- 392.52  

合計 2,529.86 133.51 47.57 38.48 52.1 2,258.20  

資料來源：本案彙整。 
註：若未有建議檢討變更之工業區則列出建議維持工業使用之樣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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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水、梧棲、沙鹿、龍井策略區 

本策略區範圍包括臺中市海線之清水區、梧棲區、沙鹿區、龍井區，皆

屬於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1.工業發展情形概述 

關連工業區為本區主要產業基地，為臺中市重要濱海生產基地，然

關連工業區除 1 期工業使用率較高外，2、3 期則因計畫道路開闢率較

低、道路寬度不足，導致工廠進駐率不佳。 

2.優先檢討區位檢核 

（1）依循上位、相關政策與計畫指導 

上位、相關政策與計畫尚未對於本策略區內工業區提出相關建議檢

討變更區位。 

（2）毗鄰相關重大建設 

本策略區內工業區並未毗鄰相關重大建設。 

（3）依都市計畫區位條件、現況使用情形檢討 

本策略區內工業區皆屬產業發展地區，依前開原則檢討其餘都市計

畫工業區，部分街廓為工業使用率高，屬樣態 5，應以維持工業使用為

原則、部分現況雖工業使用率偏低，其樣態類型分屬樣態 6、8，然本

案亦考量產業用地之完整性，故建議應以維持工業使用為原則。 

3.建議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方向 

本策略區內都市計畫工業區因有鄰近臺中港之區位優勢，有利於原物

料取得及成品外銷，並可與臺中港區內工業相互配合及支援，在產業發展

上具有必要及重要性。故建議工業使用率良好工業區應繼續維持工業使

用，現況使用率較低之工業區街廓，則應加速開闢周邊道路等相關公共設

施並協助媒合廠商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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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清水、梧棲、沙鹿、龍井策略區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方向及區位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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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臺中市策略區 

包含臺中市都市計畫、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本

策略區主要為大臺中發展核心，住、商、工等產業發達，因本區幅員遼闊，

各工業區使用情形及條件均不太相同，故本案初步分成建議保留地區、轉型

變更地區，以便於後續計畫參考。 

1.區位條件 

中部科學園區、臺中工業區、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文山工業區、

中清路交流道工業區及周邊工業區屬於產業發展區，其他都市計畫工業區

則位於都市核心區。 

2.建議保留地區： 

中部科學園區、臺中工業區、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及周邊工業區為

臺中市工業發展核心，位於臺中市科技產業走廊，現況進駐廠商眾多，具

有豐厚產業發展能量，本案建議應繼續維持工業生產使用，以提升本市產

業競爭力。中清路交流道工業區因毗鄰交流道，交通機能便利，並能與大

雅都市計畫工業區內廠商相互支援配合，在樣態類型上多屬樣態 5：現況

工業使用率良好，應繼續維持工業使用，少部分為住商使用較高或發展率

較低，屬樣態類型 6、8，然考量其位於臺中市重要產業發展軸帶，故本

案建議應以維持工業使用為原則。另文山工業區目前尚未開發，現況多為

雜林荒地使用，然考量其北接臺中工業區、南臨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

產業區位良好，應以維持工業區為原則，屬樣態 6。惟後續若實質開發確

有窒礙難行之處，建議得採分期開發或以公有及國營事業持有土地優先調

整為產業型或其他適當分區，土地使用分區調整方向則應保持具有生產性

質之分區為原則，藉以維持相關工業生產機能，並得依未來發展策略指示

進行檢討。 

3.轉型變更地區 

（1）大河里工業區 

大河里工業區為臺中市河南路二段、甘肅路二段、文心路三段所圍

之工業區，總面積約為 22.82公頃，主要工廠類型為民生輕工業，現況

整體發展率約為 99%，工業使用率約為 62%，住商使用率約 27%。 

A.優先檢討區位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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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業區南側毗鄰臺中捷運 G7、G8場站，位於捷運場站 500

公尺步行範圍內，屬樣態 2類型，適宜導入 TOD發展模式，且北側

亦毗臨水湳智慧城，應予以檢討轉型變更。 

B.建議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方向 

為因應未來捷運廊帶周邊商業需求，導入 TOD 發展模式，捷運

場站附近應提高土地使用密度或強度，並創造多樣化土地使用型態，

故本案爰建議大河里工業區可配合周邊相關重大建設予以變更轉

型，發展方向應以朝向提供商業服務機能為主，本案建議該工業區

應酌予研議檢討變更為合適分區，面積約為 22.82公頃，另經查辦

理中變更臺中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草案中，業已建議臨

文心路部分工業區街廓得檢討變更為商業區，與本案初步建議檢討

方向相符。 

（2）大慶車站南側工業區 

大慶車站南側工業區為臺中市南區大慶車站以南都市計畫工業區

之概稱，總面積約為 32.44公頃，主要工廠類型為民生輕工業，現況整

體發展率約為 91%，工業使用率約為 52%，住商使用率約 26%。 

A.優先檢討區位檢核 

位於捷運場站 500 公尺步行範圍內，約有 5處街廓，屬樣態 2

類型，面積約為 18.72公頃，適宜導入 TOD 發展模式，予以檢討轉

型變更，另經查辦理中變更臺中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草

案中，業已建議臨大慶車站部分工業區街廓得檢討變更為產專區，

與本案初步建議檢討方向相符。南側之工業區雖非位於捷運場站

500公尺範圍內，但仍位於都市核心地區，屬樣態 4類型，依前開

原則檢討，應以檢討變更為合適分區為原則，面積約為 13.72 公

頃。 

B.建議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方向 

考量大慶場站目前正進行鐵路高架化且未來更將與捷運車站

共構，且中山醫學大學亦座落於附近，未來將逐漸發展成為臺中市

南區重要交通轉運節點及文教生活核心，適合 TOD模式並以新都市

主義理念：提高鄰近土地使用密度或強度，並創造多樣化土地使用

型態。故本案爰建議大慶車站南側工業區可配合周邊相關重大建設

予以變更轉型，發展方向應以朝向提供商業服務機能為主。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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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整體發展，並配合主計四通草案內容，其土地使用計畫建議得

檢討變更為產業專用區，面積約為 32.44 公頃。 

（3）東區都市計畫工業區 

東區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約為 7.52 公頃，發展率約為 98%，工業

使用率約為 52%，住商使用率約 26%。東區原為臺中市重要工業發展地

區，但隨著時代及都市環境的變遷。現況都市計畫工業區大多從事工業

或沿街式商業使用，部分廠商主要工業廠區已轉作產業辦公室，如大東

紡織廠（主要生產廠房已關閉，惟仍留有部分辦公使用。） 

A.優先檢討區位檢核 

（A）依循上位、相關政策與計畫指導 

上位、相關政策與計畫尚未對於本策略區內工業區提出

相關建議檢討變更區位。 

（B）樣態 3：毗鄰相關重大建設 

本工業區北側毗鄰臺糖生態園區開發案、建國市場遷建

案等相關重大建設案，應予以考量轉型。 

B.建議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方向 

本案爰建議東區都市計畫工業區，得以因應周邊建設環境予以

變更轉型，發展方向應以朝向生活及支援性產業（如維修、物流、

辦公與商業）為主，並配合周邊重大建設機能，打造生活、生產並

重地區，初步建議其土地使用計畫建議得檢討變更為產業專用區，

總面積約為 7.52公頃。 

（4）其他都市計畫工業區 

A.優先檢討區位檢核 

（A）依循上位、相關政策與計畫指導 

上位、相關政策與計畫尚未對於臺中市其他都市工業區

提出相關建議檢討變更區位。 

（B）樣態 2：毗鄰相關重大建設 

部分位於捷運場站 500公尺步行範圍內，適宜導入 TOD

發展模式，應予以檢討轉型變更。（如：原臺灣日報大樓） 

（C）樣態 4：依都市計畫區位條件、現況使用情形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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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策略區內工業區皆位於都市核心地區，依前開原則檢

討，應以檢討變更為合適分區為原則。 

B.建議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方向 

其餘都市計畫工業區，因分布亦較零碎，多被包夾於住、商分

區內，不僅日後擴廠不易，且容易與周邊土地使用產生衝突，本案

建議應優先檢討閒置工業區（如：原台灣日報大樓、永豐餘廠區、

龍巖廠區），以促進土地使用效率，並消弭工業所造成外部效果，

其餘現況依然做工業使用之工業區則應視廠商遷移或轉型意願再

予以研議檢討變更，總計面積約為 4.2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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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原臺中市策略區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方向及區位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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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里、太平、霧峰策略區 

包含大里都市計畫、大里（草湖）都市計畫、太平都市計畫、太平（新

光）都市計畫、霧峰都市計畫。 

1.工業發展情形概述 

大里、太平地區，原屬臺中市衛星市鎮，且已劃設多處都市計畫工業

區及編定工業區，成為以工業發展為主地區，然近年都市發展迅速，已有

與原都市發展區連成一體之趨勢，惟本區內工業使用率大致良好，周遭亦

有大量農地違規工廠，已累積豐厚工業生產能量與基礎，且大里軟體園

區、太平產業園區、產業型新訂都市計畫（塗城、大里夏田）亦坐落於本

區或周遭地區，未來將更進一步強化本區產業發展動能。 

2.優先檢討區位檢核 

（1）樣態 1：依循上位、相關政策與計畫指導 

依區域計畫指導大里菸廠應配合文資法令檢討變更為合適分區。 

（2）毗鄰相關重大建設 

本策略區內工業區並未毗鄰相關重大建設。 

（3）依都市計畫區位條件、現況使用情形檢討 

本策略區內工業區皆屬產業發展地區，依前開原則檢討，部分位於

大里草湖都計區內工業區街廓住商使用率較高，或臨街多為商業使用，

並鄰近市場用地或商業密集地區，已不適合維持工業使用，應予以檢討

變更，其類型屬樣態 7。其餘工業區大致工業使用良好，屬樣態 5，雖

有部分工業區住商使用較為密集或整體發展率偏低，然考量產業用地整

體性，屬樣態 6、8，爰建議維持工業使用。 

3.建議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方向 

本案爰建議大里都市計畫區內大里菸廠街廓，應配合相關計畫及法

本案爰建議大里都市計畫區內大里菸廠街廓，應配合相關計畫及法令予

以檢討變更為適當分區，面積約為 5.40 公頃，本案建議可朝文化產業

專用區形式檢討變更。另位於大里草湖都計區內，臨塗城路市場之乙工

-008~009，總計面積約為 2.86 公頃，因現況緊鄰菜市場，導致商業行

為已嚴重蔓延至工業區內，爰建議得檢討為討容許商業行為之產業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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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而乙工 013~015 則是毗臨商業行為繁盛之塗城路，臨街土地使用多

為零售商業，故本案建議臨路部分可朝向容許商業行為之產業專用區研

議檢討變更，面積約為 1.23 公頃。總計本策略區初步建議得檢討變更

之工業區面積約為 9.49公頃。 

 
圖 8 大里、太平、霧峰策略區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方向及區位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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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甲、大安、外埔策略區 

包含大甲都市計畫、大甲（日南）都市計畫、大安都市計畫、外埔都市

計畫及鐵砧山風景特定區計畫，其中外埔、鐵砧山並無劃設都市計畫工業區。 

1.工業發展情形概述 

本策略區應以維持優良生產環境、並發展相關農業體驗觀光為優先，

除大甲（日南）都市計畫工業區因鄰近幼獅工業區，工業使用率較高外，

其餘都市計畫工業區工業使用率及發展率亦較低，如：大甲都市計畫西側

工業區，雖已劃設多年，然目前多為閒置或農業使用。 

2.優先檢討區位檢核 

（1）樣態 9：依循上位、相關政策與計畫指導 

依循區域計畫指導，大甲都計區西側工業區應檢討變更為農業區。 

（2）毗鄰相關重大建設 

本策略區內工業區並未毗鄰相關重大建設。 

（3）依都市計畫區位條件、現況使用情形檢討 

本策略區內都市計畫區皆屬外圍鄉村地區，依前開原則檢討剩餘都

市計畫工業區，因大甲都計區西側工業區西側多為農業使用多為農業使

用故建議檢討為農業區，剩餘部分則多為住宅使用，考量周邊僅鄰一處

工業相關分區，並無明顯產業聚集效益，爰建議得檢討為住商分區。其

餘部分工業區使用率較高，應以繼續維持工業區，屬樣態 5、部分工業

區雖現況發展率偏低，考量其鄰接之土地使用分區為工業區或是其他都

市發展分區，不宜檢討變更為農業區，故仍建議維持工業區，屬樣態 8。 

3.建議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方向 

本案爰建議依區域計畫之指導大甲都市計畫區西側都市計畫工業

區，應就現況為農業、林地、閒置荒地等非都市發展使用之工業區，予以

檢討變更為農業區，初步建議優先檢討面積約為 14.54公頃，該街廓其他

部分得檢討為住商分區約為 14.00公頃。其餘都市計畫工業區應以維持工

業使用為原則。部分工業區檢討變更回復為農業區後，既有合法工廠得從

原來使用，並以不擴大使用面積為原則，且政府得擬定相關配套措施，輔

導廠商完善環境保護設施，避免工業行為污染周遭農地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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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大甲、大安、外埔策略區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方向及區位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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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肚、烏日策略區 

主要範圍包含大肚都市計畫、王田交流道特定區計畫、烏日都市計畫。 

1.工業發展情形概述 

現況工業使用情形大致良好，惟本區域烏日及周邊地區被定位為高鐵

副都心，交通及商業機能日益完善，且亦有重大建設投入，如：臺中捷運

（綠線），應予以考量部分工業區是否得因應 TOD 都市發展模式，研議檢

討變更為適宜分區，以因應未來發展需求。 

2.優先檢討區位檢核 

（1）樣態 1：依循上位、相關政策與計畫指導 

依循大臺中 123政策，位於烏日後火車站之臺鐵鋼樑廠，未來遷廠

後應配合都市更新計畫，研議檢討變更為產業專用區，以促進土地活化

再生，面積約為 7.59 公頃。 

（2）樣態 2：毗鄰相關重大建設 

本策略區內部分工業區街廓位於臺中捷運場站 500公尺內，適宜導

入 TOD發展模式，分佈如圖 10所示，面積約為 15.89公頃。 

（3）依都市計畫區位條件、現況使用情形檢討 

本策略區內工業區皆位屬產業發展地區，依前開原則檢討其餘都市

計畫工業區，大致工業使用良好，屬樣態 5，雖有部分工業區住商使用

較為密集或整體發展率偏低，然考量產業用地整體性，屬樣態 6、8，

爰建議維持工業使用。 

3.建議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方向 

臺鐵鋼樑廠後續應依大台中 123 政策指示及相關遷廠計畫予以配合

檢討為合適分區，因鄰近捷運場站而適宜導入 TOD發展模式之工業區，得

考量本地區具有三鐵共構及鄰近高速公路交流道等交通優勢，轉型變更應

以朝向容許多元產業進駐之產業專用區為發展方向，總計建議檢討面積為

23.48公頃。其餘工業區則應以維持工業使用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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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大肚、烏日策略區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方向及區位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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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東勢、新社、石岡策略區 

包含東勢都市計畫、新社都市計畫、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1.工業發展情形概述 

本策略區應以維持優良生產環境、並發展相關農業體驗觀光為優先，

都市計畫工業區現況工業使用率及發展率皆偏低，多為閒置或農業使用。 

2.優先檢討區位檢核 

（1）樣態 9：依循上位、相關政策與計畫指導 

A.區域計畫及東勢三通草案均建議東勢東側工業區檢討為農業區。 

B.區域計畫建議新社東側工業區應予以檢討變更。 

C.區域計畫建議應就石岡水壩特定區台 3 線沿線閒置區塊部分予

以檢討變更。 

（2）毗鄰相關重大建設 

本策略區內工業區並未毗鄰相關重大建設。 

（3）依都市計畫區位條件、現況使用情形檢討 

本策略區內都市計畫區皆屬外圍鄉村地區，除依前開原則檢討，另

新社都計區西側工業區與東勢南側工業區因工業使用率偏低，且鄰接農

業區，建議得優先檢討現況為農業、閒置等非都市發展使用部分為農業

區，亦屬樣態 9類型。其餘工業區則因工業使用率較高，屬樣態 5 類型，

或鄰接之土地為工業區，爰建議維持工業使用以維持產業機能。 

3.建議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方向 

本策略區環境容受力較低，且距離臺中市主要人口集居地區及產業發

展軸帶較遠，不僅市場規模不易提升，亦不利於召募勞工。本案爰建議應

就現況為農業、林地、閒置荒地等非都市發展使用之工業區，予以檢討變

更為農業區，以做為農地存量補充，總計建議檢討變更面積為 33.03 公

頃。其餘都市計畫工業區應以維持工業使用為原則。部分工業區檢討變更

回復為農業區後，既有合法工廠得從原來使用，並以不擴大使用面積為原

則，且政府得擬定相關配套措施，輔導廠商完善環境保護設施，避免工業

行為污染周遭農地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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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東勢、新社、石岡策略區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方向及區位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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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里、豐原、潭子、大雅、神岡策略區 

主要包含后里都市計畫、豐原都市計畫、豐原交流道特定區計畫、潭子

都市計畫、大雅都市計畫、神岡都市計畫。 

1.工業發展情形概述 

本策略區內都市計畫工業區使用情形大致良好，並能與中部科學園

區、潭子加工出口區、豐洲科技工業園區等產業基地相互支援，為臺中市

重要工業地帶，然部分工業區已轉作住商使用。 

2.優先檢討區位檢核 

（1）樣態 1：依循上位、相關政策與計畫指導 

依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之指導，建議將內環工業區檢討為住商

分區，面積約為 19.95公頃。另大臺中 123 豐原副都心整體發展規劃亦

建議應考量豐原區內住宅區、商業區發展已臻飽和，中環區內工業區應

配合需求轉型，朝住商機能方向轉型或具潛力之產業用地。 

（2）樣態 2：毗鄰相關重大建設 

本策略區內部分工業區街廓位於臺鐵捷運高架場站 500公尺內，適

宜導入 TOD發展模式，如圖 12所示，部分位於豐交特定區面積為 8.19

公頃，部分位於潭子都市計畫區，面積約為 24.78公頃，部分位於豐原

都計區面積約為 2.22 公頃，總計約 35.19 公頃。 

（3）依都市計畫區位條件、現況使用情形檢討 

本策略區內皆屬產業發展地區，依前開原則檢討，后里火車站前工

業區臨甲后路部分現況住商使用密集，考量其毗鄰后里火車站，建議強

化住商發展機能以促進都市發展及土地有效利用，爰建議臨街部分後續

得研議加入住商機能檢討為合適分區，屬樣態 7，其餘工業區大致工業

使用良好，屬樣態 5，雖有部分工業區住商使用較為密集或整體發展率

偏低，然考量產業用地整體性，屬樣態 6、8，爰建議維持工業使用。

故應以維持工業使用為原則。 

3.建議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方向 

本案爰建議豐原都市計畫區內環及中環工業區應配合刻正辦理通檢

草案內容予以檢討變更為住商分區及產業專用區。位於臺鐵捷運高架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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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公尺內工業區則可研議考量 TOD發展模式，適當提高土地使用密度或

強度，創造多樣化土地使用型態，考量本地區為臺中市重要工業地帶，應

維持一定產業發展機能，故本案建議應以轉型變更為仍有生產機能之產業

專用區為檢討方向，但仍得視各地區實際發展及需求酌予調整。總計建議

檢討面積為 110.11 公頃。其餘都市計畫工業區則以維持工業區為原則。 

 
圖 12 后里、豐原、潭子、大雅、神岡策略區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方向及區位

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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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和平策略區 

本策略區無都市計畫工業區。 

（九）小結 

經由本案初步盤點出臺中市都市計畫工業區宜檢討變更為其他分區之

總量約為 271.66 公頃。考量先前所估算之臺中市產業用地供需情形，民國

115 年臺中市產業用地缺口約為 7.35 公頃，若再加計本案所建議都市計畫

工業區應檢討變更面積 271.66 公頃（加計 20%公設比還原為相等之產業園

區面積為 339.58 公頃），總計未來臺中市產業用地缺口將達 346.93 公頃。

為避免產業用地供需失衡，並創造合適產業發展環境，本案將於後續章節提

出變更工業區替代策略。 

五、轉型推動機制 

都市計畫工業區之轉型推動機制得由政府定期舉行之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或

由民間自行提出申請個案變更辦理。 

（一）通盤檢討 

在符合本案指導原則下，透過都市計畫辦理通盤檢討時，依據「都市計

畫法」第 26 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32 條及「都市計畫

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之規定據以辦理。另得於都市計畫區通盤檢討

時，納入附帶條件規定，採用「二階段方式」辦理，並訂定相關等通案性規

定，藉以做為後續民間自行申請變更案件之指導原則，避免個案零星變更而

導致土地使用失序。 

（二）個案變更 

在符合本案指導原則下，得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及「都市計畫

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之規定據以辦理。惟辦理個案變更時，應提出變

更範圍與周邊地區整體規劃構想，併同檢討整體性道路、公共設施及藍綠帶

系統串聯，以提升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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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工業區個別開發指導原則 

本案參酌其他縣市工業區變更策略所研擬之指導原則，並配合臺中市轄區內

工業區及未來變更方向及特性訂定變更原則，詳如以下所述。 

一、整體規劃指導原則 

（一）依循各都市計劃區得申請工業區變更之定位及方向，訂定區域性及小

區域的整體規劃目標。 

（二）應提出申請變更範圍及其周邊地區整體規劃構想，併同檢討整體性道

路系統及公共設施，以及藍綠帶系統之串聯，以提升整體環境品質及

增加公益性。 

二、變更總量指導原則 

（一）本案初步盤點臺中市工業區變更為其他分區或用地之面積為 351.40

公頃，若工業區變更後導致產業用地供給小於需求量，應提出其他補

充產業用地方案，且應配合未來產業用地增減情形進行總量滾動檢

討。 

（二）申請變更為住、商分區之總量應不得超過個別都市計畫發展之總量。

如受理工業區變更案件之總量，已達個別都市計畫發展之總量者，應

不再受理變更之申請。 

1.住宅區之總量應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30條核算。 

2.商業區之總量應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31條核算。 

（三）工業區變更為使用性質類似之產業專用區或僅以附帶條件方式放寬工

業區容許使用限制，考量變更後之分區依然為提供相關產業發展使

用，仍具備產業儲備用地之特性，爰建議得不受上述第一項產業用地

總量限制，或僅就非工業使用比例或面積計入變更總量。 

三、變更範圍指導原則 

（一）申請變更範圍應以完整街廓為原則，但有下列情形者不在此限。 

1.申請基地為既有巷道、溝渠、自然地形阻隔，得以既有巷道、溝渠

或自然地形所圍之土地作為範圍。 

2.考量基地使用現況、土地所有權人之意願等實質規劃因素，得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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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內部份基地提出申請。 

3.產業專用區或其他具有產業使用性質之土地使用分區得免以完整街

廓為申請變更範圍。 

（二）申請變更範圍若非完整街廓，得自行劃設細部計畫道路以形成完整街

廓，或提出整體規劃構想，並說明其理由，以作為整合或剔除申請變

更範圍之依據。 

（三）本案所指稱之街廓應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定義辦理，

指都市計畫地區內四週被都市計畫道路或其他分區界線圍成之土地。 

四、交通動線與停車空間原則 

（一）申請基地應調查分析周邊計畫道路及既有巷道發展情形，另需考量周

邊土地未來發展的衍生需求，並配合相關交通建設計畫，預為規劃完

整通道或路網。 

（二）申請基地應視周邊發展情形，配合整體規劃構想留設所需行車及停車

空間。 

（三）申請變更範圍應鄰 8公尺以上之計畫道路，如相鄰之計畫道路之計畫

路寬未達 8公尺時，則申請變更範圍應透過土地使用規劃退縮等方

式，使變更範圍相鄰路段達前開寬度，且退縮部分應作道路使用。 

五、變更分區用途、功能、使用強度指導原則 

（一）變更後之分區用途、功能應符合各都市計畫區得申請變更工業區之定

位及方向。 

（二）變更後之分區用途、功能，原則上不得全供住宅使用，應於計畫書規

定應有一定比例供非住宅使用之機能，以符合前述促進土地活化再生

及產業轉型再利用之工業區變更目標。惟基地情況特殊，經「都市計

畫委員會」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變更後土地使用強度應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及所處都

市計畫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理。 

（四）四面皆被包夾於其他分區內之工業區，其變更後之分區用途應與鄰近

分區相同、相似或以不產生使用上之衝突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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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共設施及開放空間留設指導原則 

（一）公共設施所劃設之比例應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之規定

辦理。 

（二）公共設施留設之區位除應符合地形地勢及地方紋理外，應強化其公益

性與使用之合理性。 

（三）申請變更範圍應檢討所處都市計畫區所欠缺之公共設施，以及調查所

在鄰里性公共或公益設施需求情形，並配合予以劃設鄰里性公共或公

益設施，藉以提升周邊社區之生活環境品質。 

（四）開放空間之留設應考量串聯藍綠帶系統。 

（五）若變更範圍緊鄰軌道車站或轉運中心，應提出通道連結或共構之構

想，且開放空間應配合站體整體規劃留設之原則，以呼應 TOD發展模

式。 

七、建築退縮、人行空間指導原則 

（一）申請變更範圍開發建築時應依整體規劃構想，臨計畫道路及現有巷道

側應適當退縮留設人行空間，其退縮部分，不得設置圍牆，並應植栽

綠化。如屬角地，面臨道路部分均應退縮，以利植栽綠化及透水。 

（二）如有開挖地下室之必要者，地下一層應自最小退縮建築距離後，始得

開挖建築，如屬角地，面臨道路部分均應退縮，以利植栽綠化及透水。 

八、植栽綠化、景觀指導原則 

（一）建築基地 

1.建築基地應配合最小退縮建築距離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公共開放

空間，該開放空間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予以綠化，並應與相鄰之計畫

道路人行道、建築物出入口、同街廓之其他建築基地開放空間人行步

道達成良好聯繫為原則。 

2.建築物臨街或面向廣場用地、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綠地及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及其他屬開放空間公共設施用

地者，如有通風、通氣、廢氣排出口等有礙觀瞻之設施或設備，應有

適當之遮蔽處理與設計美化，避免直接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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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設施 

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綠地用地、廣場用地、停車場用地等公共

設施之規劃設計，應考量與現況地景紋理、灌溉溝渠、排水等等因素，予以

配合規劃適宜人行空間、親水性設施等開放空間。 

九、防災、救災指導原則 

（一）申請基地應參循「臺中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劃設消防車輛救災

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劃基地防救災動線及相關設施。 

（二）建築基地所留設之法定空地應考量防災與緊急救護通行之需求。 

十、經濟效益評估 

依本案建議變更方向，部分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為較高強度使用之都市

發展用地，部分則建議變更為非都市發展用地，如農業區、保護區，二者間土地

性質及使用型態有顯著差別，故本案建議分成「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變更為

非都市發展用地」二類型訂定評估項目，以供後續審查時參考，並初步建議所應

評估之項目臚列如下。 

（一）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 

應著重於對於二、三級產業經濟發展方面之貢獻。 

1.量化評估項目 

（1）產業經濟效益 

若變更案涉及建設開發行為，得敘明未來可能引入就業機會、預期

投資金額、薪資效益或其他與產業經濟有關可量化指標。 

（2）公共設施效益 

應敘明工業區變更所回饋之公共設施用地類型及面積。 

（3）政府財政面收益 

應敘明變更案對於政府稅收之助益，如地價稅收入或其他與政府財

政收益有關可量化指標。 

（4）其他可量化評估項目。 

2.質化評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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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基地實際情形適度說明變更後效益，諸如：環境品質改善、促進周

邊居民認同感、社區鄰里關係之改善、公共設施是否得以與鄰近藍綠帶串

連、土地資源是否有效活化利用等情形。 

（二）變更為非都市發展用地 

應著重於對於一級產業經濟發展或環境保護之貢獻。 

1.量化評估項目 

（1）農業發展效益 

若變更案涉及農業區或是實際農業使用土地，得敘明農地資源補充

量、預期農作物收穫量或是因應此項變更而受惠農民數，如：可納入農

民保險人數。 

（2）生態環境效益 

若檢討變更後以環境保育為主要使用性質，建議可針對減碳、固碳

或是其他可量化環境項目進行估算，評估對於環境改善程度。 

（3）其他可量化評估項目。 

2.質化評估項目 

得視基地實際情形適度說明變更後效益，諸如：環境品質改善、促進

周邊或區內居民認同感、土地資源使用合理化、生態資源保育等情形。 

十一、開發期程 

（一）通盤檢討 

應於通盤檢討計畫書訂定開發時程規定，若未於規定時程內辦理變更分

區及開發建設者，得於下次通盤檢討時，依法定程序重新納入檢討，其土地

權利關係人不得提出異議。 

（二）個案變更 

應於個案變更計畫發布實施後 5年內取得建築執照。未依計畫書或其他

相關法令之實施進度、期程及協議書辦理者，由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核，依

法定程序變更檢討為原分區，其土地權利關係人不得提出異議。 

（三）開發建設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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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開發建設之定義應於計畫書載明，若未於計畫書載明，則以取得建

造執照為準。 

十二、帶動周邊開發 

申請變更範圍除依期限辦理開發外，應再提出帶動周邊發展之策略或機制，

並納入計畫書載明。 

十三、其他事項 

變更為非都市發展用地，除須依從第 1、2、3、5、10 條原則規定外，得免

受其他原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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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工業區替代策略 

依區域計畫草案指導，至民國 115年臺中市產業用地需求面積約為 1,360公

頃，而本案估算至民國 115 年產業用地供給約為 1,352.65 公頃，需求約略高於

供給 7.35公頃。本案目前建議臺中市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面積約為 271.66公頃

（約相等於 339.58 公頃之產業園區），若未來全數皆變更，臺中市產業用地不足

面積將達 346.93 公頃，為避免本市未來產業用地供需失衡，本案以「促進活化

再生既有產業用地」、「適性適地開發合宜產業用地」為策略目標並研提「媒合及

釋出產業用地」、「引導開發產業用地」、「增設合宜產業用地」三大面向替代策略，

藉以因應未來產業用地之需求。 

一、加速產業用地媒合及釋出產業用地 

（一）建立產業用地供需平台，強化土地價格及資訊之公開度及透明度，加

強用地供給端與需求端溝通及連結，增進媒合成功率。 

（二）針對閒置或低度利用之工業區，研議加徵空地稅或引入強制拍賣機

制，提高囤積或炒作土地成本，降低土地閒置未開發利用之比率，以

促進閒置工業區土地釋出。 

二、引導開發產業用地 

（一）訂定相關獎勵措施，如：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訂定：捐贈

公共設施用地、限期內開發或設置低汙染產業得申請容積率獎勵等條

件，鼓勵民間積極開發利用，藉以增進產業用地開發速度及使用效率。 

（二）加強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依 106年 10月港務公司所提供

之資料，目前港埠專用區內約有 177公頃相關工業專區刻正招租中，

市府應與港務公司合作藉以加速港區土地開發利用。 

（三）引導既有產業專用區因應市場需求及政策適性開發。未來以引入新興

產業等方式，帶動產業升級，目前既有及規劃中產專區總面積約

100.64公頃，如：水湳、臺中港市鎮中心北側、高鐵地區及烏日明

傳等產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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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設合宜產業用地 

（一）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優先考量於未登記

工廠分布較密集地區，規劃產業園區或聚落，輔導周邊未登記工廠進

駐，並維持產業聚落之完整性。 

（二）配合未來本市區域計畫、國土計畫指導及城鄉發展優先順序，指認適

宜新訂或擴大產業型都市計畫區位及面積，其區位選擇上建議應鄰近

現有產業聚落、避免使用優良農地及非位於環境敏感地區為原則。 

（三）調整部分都市計畫區定位及內部結構。如：部分都市計畫區因時空變

遷，當初劃設之目標與現況實際發展情形明顯不符，如高速公路豐原

交流道特定區，原為規劃交流道周邊土地有秩序使用及發展，然現況

都市計畫農業區內坐落大量未登記工廠，其土地使用明顯失當，考量

現況政策及計畫尚未針對本區域審慎檢討與定位，且目前臺中市刻正

辦理都市計畫整併作業，本案建議豐原交流道特定區計畫或周邊地區

應重新規劃與定位，考量本特定區南臨水湳智慧城、北通中科后里園

區，宜配合國家及臺中市的重大產業政策將豐原交流道特定區計畫或

併同周邊重新定位為「臺中智慧機械產業專區」。並正視農地工廠既

存之事實及特性，予以通盤考量增設產業園區或產業聚落可行性，並

導入智慧機械等新興產業，促使本特定區轉型再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