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資料內容僅供參考，應以將來公告發布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依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919 次會議決議再公開展覽）案 
  
臺中市政府 公告                   民國107年5月4日府授都計字第1070092524號 
主旨：「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依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919次會議決議再

公開展覽）案」，自107年5月8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一、都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107 年 3 月 27 日第 919 次會議紀錄。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7 年 5 月 8 日起 30 天。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欄（臺灣大道市政大樓）（不含附件）、本府都市發展局公告欄、本市中區

區公所、東區區公所、西區區公所、南區區公所、北區區公所、西屯區公所、南屯區公所及北

屯區公所等 8 區公所公告欄。 
三、公告內容：計畫書及計畫圖（比例尺 1/3000）各 1 份。 
四、說明會時間與地點： 

場次 行 政 區 時       間 地       點 
1 南 屯 區 107年5月14日 上午10時整 南屯區公所4樓開放式會議室 
2 中 區 107年5月18日 上午10時整 中區公所5樓簡報室 
3 西 區 107年5月18日 下午 3時整 西區公所4樓禮堂 
4 西 屯 區 107年5月21日 上午10時整 西屯區公所7樓禮堂 
5 北 屯 區 107年5月21日 下午 3時整 北屯區平順、平心、平福里聯合活動中心 

（北屯區旅順路二段78號3樓） 
6 南  區 107年5月23日 下午 3時整 南區公所4樓簡報室 
7 北 區 107年5月25日 上午10時整 北區公所5樓第1會議室 
8 東 區 107年5月25日 下午 3時整 東區公所地下1樓第2會議室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見，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聯絡

地址及建議事項、變更位置理由、地籍圖說等資料 1 式 3 份，向本府都市發展局提出意見，彙

整提報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參考。 

計畫內容概述 
一、計畫緣起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於103年7月23日至103年8月21日辦

理草案公開展覽，經臺中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共計召開9次會議審議通過，並於107年3月27日經內

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919次會議審議通過。 
本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草案經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因部分變更內容新增或超出原公

開展覽草案範圍，為求慎重，故依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決議辦理再公開展覽及說明會，以求周

延。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26條。 

三、變更內容概述（詳細變更內容請參閱計畫書第柒章） 

本次通盤檢討變更案共92案，變更內容概要請詳表1，變更位置請參見後頁圖1所示。 

表 1  變更內容概要表 

編號 變更內容概要 編號 變更內容概要 

變1 計畫圖座標系統及比例尺調整 變58 南區文大3用地(中興大學)部分變更為綠地 
變2 北屯區「森林公園」納入大坑風景特定區 變59 南區福南街西側7米計畫道路調整 
變3 北屯區「廍子地區」納入計畫區範圍內 變61 南屯區體4用地(文心森林公園)變更為公園用地 
變5 北屯區計畫範圍邊界調整 變62 南屯區惠智段53地號住宅區變更為醫療專用區 
變6 南區計畫範圍邊界調整 變63 南屯區萬和宮東南側路口調整 
變7 南屯區計畫範圍邊界調整 變64 南屯區歷史建築文昌公廟變更為保存區 
變8 西屯區計畫範圍邊界調整 變65 南屯區黎明路一段1100巷路型調整 
變10 北屯區平德路18巷北側計畫道路調整 變67 南屯區南屯天主堂土地變更為宗教專用區 
變11 北屯區部分電力3用地變更為住宅區 變69 南屯區向上路三段部分路段拓寬 
變14 北屯區昌平路部分路段路型調整 變70 南屯區台74線道路東側河川區範圍調整 
變15 北屯區四張犂地區人行步道納入細部計畫 變71 南屯區保佑實業公司零星工業區範圍訂正 
變17 北屯區崇德路東側農業區內住宅區範圍調整 變72 南屯區文教14(嶺東高中)部分變更為住宅區 
變18 北屯區仁美國小北側住宅區開發規定調整 變73 南屯區文小80及周邊道路配合細部計畫調整 
變20 北屯區南興宮土地變更為宗教專用區 變74 南屯區東光橡膠公司變更為零星工業區、綠地 
變24 北屯區停10用地變更為兒童遊樂場用地 變75 南屯區台安段525地號配合自來水加壓站使用現

況變更為自來水事業用地 
變25 北屯區正坤佛院土地變更為宗教專用區 變76 南屯區市定古蹟壹善堂變更為保存區 
變28 北區批發市場用地變更 變77 南屯區黎明社區部分住宅區變更為綠地 
變29 北區廣9及機145用地配合細部計畫內容調整 變78 南屯區寶山社區活動中心變更為機關用地 
變30 北區英才路與西屯路口道路截角調整 變79 南屯區部分綠地變更為廣場用地 
變33 中區郵6用地依郵局土地範圍調整 變80 南屯區臺中工業區南側工業區範圍調整 
變40 鐵路用地橫交道路路口調整 變82 南屯區電信專10部分變更為機關用地 
變41 鐵路高架化後騰空鐵路用地性質調整 變83 筏子溪東海橋下游右岸河川區範圍調整 
變42 東區機169用地依軍備局土地範圍調整 變85 西屯區自3用地依自來水公司土地範圍調整 
變44 東區農會專用區部分變更為住宅區 變86 西屯區樺千企業公司變更為零星工業區 
變46 東區公15用地(東英公園)南側道路拓寬 變87 西屯區市93用地變更為綠地 
變47 東區消1用地部分變更為電信專用區 變88 西屯區30M-80道路變更為園道用地 
變48 東區建國市場南側加油站專用區及綠地調整 變89 西屯區台灣大道南側部分工業區、住宅區及綠地

用地配合地政事務所更正地籍圖調整範圍 
變49 東區臺中路與建成路口道路截角調整 變90 西屯區水崛頭萬善同歸祠變更為宗教專用區 
變50 西區市定古蹟臺灣府儒考棚變更為保存區 變91 西屯區西屯路三段宏福一巷變更為10米道路 
變51 西區文中23用地(居仁國中宿舍)變更為社會

福利設施用地供社會住宅使用 
變92 西屯區部分文高17用地變更為機關用地 

變52 西區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等市定古蹟及歷史
建築群變更為保存區 

變93 西屯區漢翔路延伸至環中路西側農業區內 

變54 西區停55用地配合細部計畫內容調整 變94 西屯區部分商業區配合老樹保護變更為綠地 
變55 西區公42用地(茄苳公園)東側範圍調整 變96 西屯區張廖家廟保存區及周邊土地調整 
變56 西區停74用地配合細部計畫內容調整 變97 西屯區漢翔公司西側道路調整 
變57 南區電力7及停60用地範圍調整 變98 西屯區逢甲大學南側8米計畫道路變更為10米 

宣傳單 



 

※ 本資料內容僅供參考，應以將來公告發布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 

表 1  變更內容概要表(續) 

編號 變更內容概要 編號 變更內容概要 

變99 西屯區部分航空事業專用區變更為機關用地 逕49 南屯區部分垃圾處理場用地變更為綠地 
變101 西屯區十四張圳排水及周邊土地調整 逕53 東區東英17街延伸變更部分公園用地為道路 
變103 西屯區廣願地藏寺變更為宗教專用區 逕68 北屯區梅川排水及兩側道路變更為園道用地 
變108 第二次通盤檢討住變商建築使用規定調整 逕74 北屯區基督教貴格會合法建物坐落範圍變更綠地

為住宅區 
變110 附帶條件文字內容修訂 逕86 南屯區寶山段1032地號等住宅區土地刪除開發期

程規定 
變111 體2用地東側土地使用及開發方式調整 逕87 南區油專13變更為住宅區 
逕1 西屯區寶善寺變更為宗教專用區 逕91 南屯區部分公墓用地變更為農業區 
逕5 北屯區油專25變更為商業區及綠地 逕93 南屯區部分垃圾處理場用地變更為農業區 
逕42 南屯區黎明污水處理廠用地範圍調整 逕94 東區復興路與樂業路交會處配合「綠空鐵道軸線

計畫」調整道路系統 
逕44 北屯區電信專13變更為機關用地 逕95 西區臺中州廳專用區增加開發方式規定 
逕46 南區部分文大3用地及河川區變更為綠地 逕98 南屯區彩虹眷村南側道路系統調整 

註：表內編號「逕」為逕向內政部陳情案件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決議採納之新增案件。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依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第 919 次會議決議再公開展覽）案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表 

陳情位置 陳情理由 建議事項 

一、土地標示： 

區 

段 

小段 

地號 

 

二、門牌號碼：  

        路      段 

        街      巷 

        弄      號 

          樓 

 

  

填表時請注意： 
一、 本意見表不必另備文。 
二、 建議理由及事項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量以簡要文字條列。 
三、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見，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聯絡地址及陳情

位置、建議事項、變更理由、地籍圖說等資料 1 式 3 份，向本府都市發展局提出意見，俾供本市都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之參考。 
四、 陳情意見可親送或寄至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路 99 號，電話：（04）

22289111 轉分機 65201。 

 

是否列席都市計畫委員會  是   否 

陳情人或團體代表：              簽章 

聯絡電話： 

聯絡地址： 

民國     年     月    日

  圖 1  變更位置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