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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四十八條之三、

第五十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經臺中市政府一百零七年五月十六

日公布修正條文在案，因應業務執行需要及參酌內政部於一百零七年六

月二十六日以台內營字第一〇七〇八一〇七五三號令修正發布都市計畫

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之五規定，修正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

治條例第五十條及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三規定，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經濟部報行政院核定之「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

訂定獎勵容積項目及額度。(修正草案第四十八條之三) 

二、 鼓勵設計臺中特色建築，明確規範人工地盤、架空走廊、地下通道

及機車或自行車停車位等公用設施等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之範疇。

（修正草案第五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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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四十八條之三、

第五十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八條之三 依原獎

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產業創新

條例編定，由經濟部或

本府管轄之工業區、產

業園區，或依科學園區

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之科

學園區，法定容積率為

百分之二百四十以下、

從事產業創新條例相關

規定所指之產業用地

(一)之各行業或科學園

區設置管理條例所稱之

科學事業者，其擴大投

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

辦事業計畫經工業主管

機關或科技主管機關同

意，平均每公頃新增投

資金額(不含土地價款)

超過新臺幣四億五千萬

元者，平均每公頃再增

加投資新臺幣一千萬

元，得獎勵法定容積百

分之一，上限為法定容

積百分之十五。 

前項經工業主管機

關或科技主管機關同意

之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

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為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設

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於取得前項容積獎勵

後，並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之一者，得再增加獎

勵容積： 

一、設置能源管理系統：

百分之一。 

 一、本條新增。 

二、 為配合經濟部報行政

院核定之「都市型工

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

方案」(以下簡稱工業

區立體化方案)爰增

訂本條。 

三、第一項參照前工業區

立體化方案訂定獎勵

容積之適用範圍。本

項 所 稱 產 業 用 地

（一），指依產業創新

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五

項授權訂定之工業園

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

用規範辦法第二條區

分之產業用地及第三

條所列之各行業。另

為避免獎勵後容積過

高，以法定容積率百

分之二百四十以下之

工業區、產業園區或

科學園區始得申請，

並規定新增投資金額

之獎勵容積上限。 

四、第二項係就第一項擴

大投資或產業升級轉

型之興辦事業計畫設

置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及設置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於取得前項容

積獎勵後，並符合規

定，得再增加獎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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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於廠房屋頂，

且水平投影面積占

屋頂可設置區域範

圍百分之五十以

上：百分之二。 

三、設置建築整合型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並

取得中央能源主管

機關審認核可文

件：百分之二。 

第一項擴大投資或

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

業計畫，得依下列規定

申請獎勵容積，上限為

法定容積百分之三十： 

一、捐贈建築物部分樓

地板面積，集中留

設作產業空間使用

者(含相對應容積

樓地板土地持分)，

並經工業主管機關

或科技主管機關核

准及同意接管者，

依其捐贈容積樓地

板面積給予容積獎

勵，並以一倍為上

限。 

二、依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繳納回

饋金。 

依前三項增加之獎

勵容積，加計本法第八

十三條之一規定可移入

容積，不得超過法定容

積之一點五倍，並不受

第四十七條第一項限

制。 

積。本項所稱能源管

理系統，指工業區立

體化方案中，有關能

源管理檢核指標所規

定者。 

五、第三項參照工業區立

體化方案有關容積獎

勵項目及額度之內

容，擴大投資或產業

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

計畫，得捐贈建築物

部分樓地板面積，集

中留設作產業空間使

用或繳納回饋金方式

取得獎勵容積，並以

法定容積百分之三十

為上限。 

六、第四項為訂定獎勵容

積上限規定，不得超

過法定容積之一點五

倍，且不受第四十七

條第一項限制。 

七、為確保以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或整合型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申

請獎勵容積之案件完

成設置，爰為第五項

前段規定。另為確保

新增投資為優先獎勵

容積，爰為第五項後

段規定。 

八、第六項規定為獎勵容

積額度之審核，在中

央由經濟部或科技部

審核；在本市由本府

經濟發展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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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二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申請獎勵容積

者，該設備應於取得使

用執照前完成設置。依

第三項申請獎勵容積

者，應於取得第一項獎

勵容積後始得為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獎

勵容積之審核，在中央

由經濟部或科技部為

之；在本市由本府經濟

發展局為之。 

第五十條 建築物設置下

列設施，經本府核准者，

其法定空地、容積樓地

板面積、建築面積及建

築物高度計算方式如

下： 

一、建築基地於空地以

人工地盤、架空走

廊或地下通道連接

供公眾使用之道路

或場所並提供公眾

通行者，得計入法

定空地。但該部分

不得超過基地面積

百分之二十，且實

設建蔽率合計不得

超過基地面積百分

之八十。 

二、臺中宜居建築相關

設施、空間及依臺

中市建築物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辦

法所設置之設施、

設備、空間，得不計

入容積樓地板面

積、建築面積及建

築物高度。 

三、建築物設置人工地

盤、架空走廊、地下

第五十條 建築基地於空

地以人工地盤、架空走

廊或地下通道連接供公

眾使用之道路或場所並

提供公眾通行，經本府

核准者，得計入法定空

地。但該部分不得超過

基地面積百分之二十，

且與實設建蔽率合計不

得超過基地面積百分之

八十。 

建築物設置下列設

施，經本府核准者，得不

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

且該部分得不計入容積

率。但該部分不得超過

法定容積率百分之十： 

一、設置太陽能光電設

備。 

二、建築物一樓或設置人

工地盤、架空走廊、地下

通道之樓層，開放提供

民眾使用之廁所、休憩

設施等公用設施。 

一、為鼓勵本市建築從事

臺中宜居建築設計，

增訂第一項第二款臺

中宜居建築免計容積

樓地板面積、建築面

積及建築物高度規

定。 

二、修訂第一項第三、四款

明確規範人工地盤、架

空走廊、地下通道等公

用設施及機車或自行

車停車位不計容積樓

地板面積之範疇；另考

量本條例一百零三年

頒布迄今並無申請設

置需求，取消廁所、休

憩設施免計容積樓地

板面積之規定。 

三、考量免計容積不宜無

限擴張，於第二項明定

除太陽光電、公共通廊

及宜居建築部分設施，

其餘不得超過一定比

例。 

四、款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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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等公用設施，

得不計入容積樓地

板面積。 

四、機車或自行車停車

位集中增設部數在

二十部以上，且未

設置於地面層者，

得以每部四平方公

尺核計免計入容積

樓地板面積。其留

設及設計規定，由

都發局另定之。 

前項免計容積樓地

板面積之空間設施，除

太陽光電設備、景觀陽

臺、複層式露臺、公共景

觀通廊等設施外，其免

計容積部分合計不得超

過法定容積率百分之

十。 

建築物設置第一項

之臺中宜居建築相關設

施、空間時，應繳交回饋

金。其相關設施、空間之

設計細則及回饋金之計

算、繳交時間、程序等其

他應遵行事項，由都發

局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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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四十八條之

三、第五十條修正草案 

第四十八條之三  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產業創 

新條例編定，由經濟部或本府管轄之工業區、產業園區，

或依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之科學園區，法定容積

率為百分之二百四十以下、從事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

所指之產業用地(一)之各行業或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所稱之科學事業者，其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

事業計畫經工業主管機關或科技主管機關同意，平均每

公頃新增投資金額(不含土地價款)超過新臺幣四億五千

萬元者，平均每公頃再增加投資新臺幣一千萬元，得獎勵

法定容積百分之一，上限為法定容積百分之十五。 

         前項經工業主管機關或科技主管機關同意之擴大投

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及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取得前項容積獎勵後，並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再增加獎勵容積： 

         一、設置能源管理系統：百分之一。 

         二、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廠房屋頂，且水平投影

面積占屋頂可設置區域範圍百分之五十以上：

百分之二。 

         三、設置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並取得中央

能源主管機關審認核可文件：百分之二。 

         第一項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

得依下列規定申請獎勵容積，上限為法定容積百分之三

十： 

         一、捐贈建築物部分樓地板面積，集中留設作產業空

間使用者(含相對應容積樓地板土地持分)，並

經工業主管機關或科技主管機關核准及同意接

管者，依其捐贈容積樓地板面積給予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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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一倍為上限。 

         二、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規定繳納回饋金。 

         依前三項增加之獎勵容積，加計本法第八十三條之

一規定可移入容積，不得超過法定容積之一點五倍，並不

受第四十七條第一項限制。 

         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申請獎勵容積者，該設備

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前完成設置。依第三項申請獎勵容積

者，應於取得第一項獎勵容積後始得為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獎勵容積之審核，在中央由經濟部

或科技部為之；在本市由本府經濟發展局為之。 

第五十條  建築物設置下列設施，經本府核准者，其法定空地、容積樓

地板面積、建築面積及建築物高度計算方式如下： 

      一、建築基地於空地以人工地盤、架空走廊或地下通道連接

供公眾使用之道路或場所並提供公眾通行者，得計入

法定空地。但該部分不得超過基地面積百分之二十，且

實設建蔽率合計不得超過基地面積百分之八十。 

      二、臺中宜居建築相關設施、空間及依臺中市建築物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辦法所設置之設施、設備、空間，得不

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建築面積及建築物高度。 

      三、建築物設置人工地盤、架空走廊、地下通道等公用設施，

得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 

      四、機車或自行車停車位集中增設部數在二十部以上，且未

設置於地面層者，得以每部四平方公尺核計免計入容

積樓地板面積。其留設及設計規定，由都發局另定之。 

      前項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之空間設施，除太陽光電設備、景

觀陽臺、複層式露臺、公共景觀通廊等設施外，其免計容積部分

合計不得超過法定容積率百分之十。 

      建築物設置第一項之臺中宜居建築相關設施、空間時，應繳

交回饋金。其相關設施、空間之設計細則及回饋金之計算、繳交

時間、程序等其他應遵行事項，由都發局另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