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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計畫緣起 

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六、七，位於臺中市南屯區及南區，係於 93 年

6 月 15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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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計畫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用地、後期發展區部分）」劃定

之整體開發單元，由本府整併擬定細部計畫，於 98 年 10 月 30 日以府都計字第

0980276886 號文發布實施，並依臺中市公辦重劃次序訂為「第 13 期大慶公辦市地重

劃區」進行開發。 

本重劃範圍內經相關單位確認，包含市定麻糍埔遺址、舊南屯溪文化景觀及珍貴老

樹等重要文化及地景資源，亟需調整都市計畫以利文化資產之保存。其中市定麻糍埔遺

址為營埔文化至番仔園文化早期發展歷程之代表，含有豐富的史前遺留（包含牛罵頭、

營埔、番仔園 3 個文化層），為臺中盆地內少數之大型遺址，具有聚落遺址研究及文化

展示教育之意義，已於 102 年 1 月 18 日指定為直轄市定遺址，並於 103 年 6 月 19 日

公告變更遺址指定範圍（詳附件一及附件二）；另舊南屯溪代表先民當年溯溪至臺中開

墾之歷史意義，對南屯地區的發展具有歷史、文化上之意義與價值，且舊南屯溪畔有史

前文化麻糍埔遺址，反映過去人類利用此溪水生活之意義，經臺中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

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審議決議，登錄於臺中市文化景觀，並於 103 年 12 月 3 日公告

登錄範圍（詳附件三）。 

由於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範圍與現行都市計畫有所衝突，為落實前述文

化資產之保存維護，並順應生態城市規劃理念與防洪排水等開發趨勢之需要，同時兼顧

市地重劃可行性，故啟動都市計畫變更以重新檢討該地區之都市計畫配置。 

依據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1 號函有關「修正都市計畫法

第 27 條第 1 項 3、4 款之申請變更程序及認定核准機關事宜會議」決議（一）之 3 點，

關於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逕予認定之原則(1)：「已列入地方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

重大設施建設計畫者。」因臺中市第 13 期市地重劃已列入本府重大設施建設計畫，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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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辦理市地重劃開發作業，因應麻糍埔遺址指定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登錄，需儘速調整

都市計畫以利文化資產保存，經臺中市政府 103 年 11 月 11 日府授文資遺字第

1030231031 號函及 105 年 11 月 4 日府授地劃一字第 1050238124 號函認定符合直

轄市興建之重大設施，准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詳附件四、附件五），故循個案變更方式辦理本案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之變

更。 

二、辦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二）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3 條、第 56 條。 

三、變更位置與變更範圍 

臺中市第 13 期大慶公辦市地重劃區包含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六、

七，其行政轄區屬於臺中市南屯區及南區，其位置位於臺中市南屯區南端，豐樂里附近

地區細部計畫區（八期重劃區）之南側、楓樹里地區細部計畫區之東北側，以及樹德地

區細部計畫區之北側。變更位置如圖 1-1。 

本計畫以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六、七）（大慶車站附近）細部計畫區為

變更範圍，東起西川一路，西至環中路及黎明路一段，南至建國北路，北抵文心南七路，

總面積約為 229.63 公頃（依實際測定之 TWD97 座標樁位重新展繪後為 229.57 公頃），

詳圖 1-2。 



 

1-3 

 

圖 1-1 變更位置示意圖 

 

圖 1-2 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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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行都市計畫概要 

一、原細部計畫概要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六、七，由臺中市政府整併擬定細部計畫，

於 98 年 10 月 30 日公告發布實施。其計畫範圍東起西川一路，西至環中路及南

屯溪之分界，南至建國北路，北抵文心南七路，總面積約為 229.63 公頃（依實際

測定之 TWD97 座標樁位重新展繪後約為 229.57 公頃），包括部分豐樂里、楓樹

里、樹德里、崇倫里及鎮平里，行政上分屬南屯區及南區。 

（二）計畫年期 

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本細部計畫之計畫年期為民國 115 年。 

（三）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34,000 人，人口淨居住密度約每公頃 299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依照 98 年 10 月 30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

元六、七）（大慶車站附近）細部計畫」，原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及計畫內容詳

表 2-1 及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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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原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計畫書面積

(公頃) 
比例(％) 

重新量測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住 1 74.2063 32.31 77.79 33.88

住 1-1 2.4820 1.08 2.47 1.08

住 1-3 36.9001 16.07 37.03 16.13

小計 113.5884 49.46 117.29 51.09

加油站專用區 0.4333 0.19 0.44 0.19

小計 114.0217 49.65 117.73 51.28

公共 

設施 

用地 

文高用地 4.3065 1.88 4.24 1.85

文中用地 7.8093 3.40 7.91 3.45

文小用地 4.0615 1.77 4.05 1.76

機關用地 1.2038 0.52 1.20 0.5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5.2855 2.30 5.28 2.30

兒童遊樂場用地 2.1911 0.96 2.19 0.95

電力用地 0.5400 0.23 0.54 0.24

廣場用地 0.8221 0.36 0.82 0.3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5767 0.25 0.58 0.25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0.1284 0.06 0.13 0.06

停車場用地 1.8841 0.82 1.87 0.81

綠地用地 0.0835 0.04 0.11 0.05

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使用 0.6319 0.27 0.63 0.27

園道用地 8.9484 3.90 8.97 3.91

排水道用地 9.7443 4.24 9.67 4.21

道路用地 67.3880 29.35 63.67 27.73

小計 115.6051 50.35 111.84 48.72

總      計 229.6268 100.00 229.57 100.00

註：1.計畫書面積係指 98 年 10 月 30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六、七）
（大慶車站附近）細部計畫書」所載之面積。 

2.重新量測面積係指依據該案依據 97 座標樁位展繪後重新量測所得之面積。 
3.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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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原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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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計畫變更內容 

配合麻糍埔遺址、舊南屯溪文化景觀及珍貴老樹之保存，主要計畫變更依其變更位

置區分為 4 案，變更內容詳表 2-2、表 2-3 及圖 2-2、圖 2-3。 

表 2-2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麻糍埔遺址

及舊南屯溪

文化景觀範

圍 

住宅區 

(8.84 公頃) 

 

公園用地(公 163) 

(1.77 公頃) 

公園用地(公 164) 

(5.52 公頃) 

公園用地(公 165) 

(1.19 公頃) 

園道用地 

(0.36 公頃) 

1.麻糍埔遺址於 102 年 1 月 18

日指定為臺中市市定遺址，並

於 103 年 6 月 19 日公告變更

遺址指定範圍，為利於日後遺

址文物之保存與維護管理，依

遺址指定範圍變更為公共設

施用地，其中文高 48 用地經

教育主管機關表示無新設高

級中學規劃，文中 48 用地經

檢討建議縮減，爰變更部分文

高用地及文中用地為社教機

構用地，俾利文化資產權管機

關能夠發揮經營管理效果。 

2.舊南屯溪文化景觀於 102 年 8

月 28 日登錄為臺中市文化景

觀，為維持舊南屯溪景觀風

貌，將舊南屯溪兩側一定範圍

調整為公園用地。 

3. 為 原 地 保 留 舊 南 屯 溪 旁 老

樹，並兼顧道路功能，調整

20M-116 號道路路型。 

文高用地(文高 48)

(2.87 公頃) 

社教機構用地(社教 9)

(2.70 公頃) 

園道用地 

(0.17 公頃) 

文中用地(文中 48)

(2.90 公頃) 

社教機構用地(社教

10)(0.75 公頃) 

公園用地(公 164) 

(0.05 公頃)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公

兼滯 11)(1.85 公頃) 

道路用地 

(0.25 公頃) 

道路用地 

(0.28 公頃) 

公園用地(公 164) 

(0.2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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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2 25M-31、南

屯溪及土庫

溪兩側 

住宅區 

(5.59 公頃) 

 

園道用地 

(5.57 公頃) 

道路用地 

(0.02 公頃) 

1.原 25M-31、南屯溪兩側及土

庫溪兩側道路用地，於細部計

畫增設各 15M 園道用地，由

於園道用地與道路用地分屬

細部、主要計畫層次，而出現

同 一 路 線 有 兩 類 用 地 之 情

形。配合重劃工程將綠帶集中

於道路中軸配置之園道設計 

 構想，將細部計畫園道用地和

相鄰之道路一併劃為主要計

畫園道用地，兩側各縮減 5M

寬度，以降低公共設施負擔

比，並避免開發後使用與土地

管理行政之權責分工疑義及

減少民眾困擾。 

2.15M-100 號道路與西川一路

交叉處，考量車道中心線銜接

問題並配合重劃工程第 6 號

橋梁實際施工成果及緊急搶

修道路範圍調整，併同調整綠

61 用地範圍。 

加油站專用區(油

專 27)(0.09 公頃)

園道用地 

(0.09 公頃) 

文高用地(文高 48)

(0.08 公頃) 

園道用地 

(0.08 公頃) 

文中用地(文中 40)

(0.19 公頃) 

 

園道用地 

(0.19 公頃) 

道路用地 

(0.0031 公頃) 

文中用地(文中 48)

(0.35 公頃) 

園道用地 

(0.35 公頃) 

文小用地(文小 52)

(0.19 公頃) 

園道用地 

(0.19 公頃) 

道路用地 

(0.0007 公頃) 

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公兼兒 10)

(0.19 公頃) 

園道用地 

(0.19 公頃)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 171) 

(0.01 公頃) 

園道用地 

(0.01 公頃) 

綠地用地(綠 61) 

(0.0001 公頃) 

園道用地 

(0.0001 公頃) 

排水道用地 

(0.20 公頃) 

園道用地 

(0.10 公頃) 

道路用地 

(0.1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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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道路用地 

(10.35 公頃) 

園道用地 

(10.33 公頃) 

綠地用地(綠 61) 

(0.0008 公頃) 

排水道用地 

(0.02 公頃) 

 

3 文中 40、 

文小 52、 

兒 171、 

油專 27 及麻

糍埔遺址範

圍外之文高

48、文中 48

用地 

加油站專用區(油

專 27) 

(0.35 公頃) 

住宅區 

(0.35 公頃) 

1.因應文化資產保存增設公共

設施用地，為避免增加市地重

劃公共設施共同負擔比例，適

度縮減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及

分區土地，麻糍埔遺址指定範

圍外之公共設施用地調整為

住宅區，以維持市地重劃公共

設施負擔比例。 

2.學校用地於本案檢討後，經本

府教育局同意釋出文小 52 用

地，並將文中 40 調整為文中

小用地（詳附件七），並配合

排水計畫指定兼供滯洪池使

用，本案學校用地調整後仍符

合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相關

規定且不影響周邊地區學校

用地供給。 

文高用地(文高 48)

(1.29 公頃) 

住宅區 

(1.11 公頃) 

道路用地 

(0.18 公頃) 

文中用地(文中 40)

(3.41 公頃) 

文中小用地(文中小 6)

(3.41 公頃) 

文中用地(文中 48)

(1.06 公頃) 

住宅區 

(0.86 公頃) 

道路用地 

(0.20 公頃) 

文小用地(文小 52)

(3.85 公頃) 

住宅區 

(3.85 公頃)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 171) 

(0.39 公頃) 

住宅區 

(0.39 公頃) 

道路用地 

(0.0039 公頃) 

住宅區 

(0.0039 公頃) 

4 公兼兒 10 

公兼兒 22 

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公兼兒 10)

(1.70 公頃)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公

兼滯 10) 

(1.70 公頃) 

配合計畫區內排水計畫相關水

利設施規劃，增列兼供滯洪池用

途。 

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公兼兒 22)

(2.85 公頃)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公

兼滯 9) 

(2.85 公頃)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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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變更範圍內主要計畫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註 1 

面積增減 

(公頃)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143.63 -7.87 135.76 59.14 

加油站專用區 0.44 -0.44 -- --

小計 144.07 -8.31 135.76 59.14 

公共

設施

用地 

社教機構用地 -- +3.45 3.45 1.50 

文高用地 4.24 -4.24 -- --

文中用地 7.91 -7.91 -- --

文小用地 4.05 -4.05 -- --

文中小用地 -- +3.41 3.41 1.49 

公園用地 -- +8.81 8.81 3.84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74 -4.74 -- --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 6.40 6.40 2.79 

兒童遊樂場用地 0.51 -0.40 0.11 0.05 

電力事業用地 0.54 -- 0.54 0.24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58 -- 0.58 0.25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0.13 -- 0.13 0.06 

綠地用地 0.10 -- 0.10 0.04 

綠地兼作捷運系統使用 0.65 -- 0.65 0.28 

園道用地 -- +17.64 17.64 7.68 

道路用地 52.27 -9.88 42.39 18.46 

排水道用地 9.78 -0.18 9.60 4.19 

小計 85.50 +8.31 93.81 40.86

總面積 229.57 -- 229.57 100.00

註：1.現行計畫面積係依據 97 座標樁位展繪後重新量測所得之面積。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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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變更主要計畫示意圖 
 

 

圖 2-3 變更後主要計畫示意圖 



 

2-9 

三、主要計畫變更後之細部計畫概要 

（一）土地使用計畫 

本細部計畫配合主要計畫變更，調整後現行細部計畫詳表 2-4 及圖 2-4，各

土地使用分區劃設情形分述如下：  

1.住宅區 

為主要計畫變更後新增之住宅區，尚未指定細分區，面積合計約 6.56 公頃，

占計畫總面積的 2.86％。 

2.第 1 種住宅區（簡稱住 1） 

原細部計畫劃設之住宅區，除住 1-1 及住 1-3 外其餘為住 1，面積約 70.02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30.50％。 

3.第 1-1 種住宅區（簡稱住 1-1） 

考量黎明路之發展現況及鄰近計畫區之土地使用管制內容，黎明路東南街

廓劃設為住 1-1；配合緊鄰烏日都市計畫之住宅區使用強度，將計畫道路

25M-28 與土庫溪排水（麻園頭溪）交界處之住宅區劃設為住 1-1，住 1-1 面

積約 2.48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1.08％。 

4.第 1-3 種住宅區（簡稱住 1-3） 

環中路東側、文心南路、三民西路兩側街廓及捷運站周邊街廓劃設為住

1-3，面積約 37.03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16.13％。 

（二）公共設施計畫 

1.社教機構用地 

計畫區計有社教機構用地 2 處，社教 9 用地原為文高 48 用地，因教育主

管機關表示無新設高級中學規劃，故配合麻糍埔遺址指定範圍變更為社教機構

用地，面積約 2.70 公頃；社教 10 用地亦為麻糍埔遺址指定範圍所劃設，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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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0.75 公頃。社教機構用地面積合計約 3.45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1.50％，

為主要計畫所劃設。 

2.文中小用地 

計畫區計有文中小用地 1 處，原為文中 40 用地，配合主要計畫學校用地檢

討縮減文小 52 用地，將文中 40 用地調整為文中小用地，並配合排水計畫指定

兼供滯洪池使用。文中小用地面積約 3.41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1.48％，為主

要計畫所劃設。 

3.機關用地 

計畫區計有機關用地 2 處，均為細部計畫所劃設。細機 2 用地位於西川一

路西側，面積 0.25 公頃；細機 3 用地位於中山醫學大學西側，面積 0.95 公頃；

機關用地面積合計 1.20 公頃，占計畫面積 0.52％。 

4.公園用地 

計畫區計有公園用地 3 處，均位於計畫區西側，為主要計畫所劃設。公 163

用地及公 164 用地係配合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所劃設，面積分別為

1.77 公頃及 5.85 公頃；公 165 用地係配合舊南屯溪文化景觀北段所劃設，面

積約 1.19 公頃。本計畫區公園用地面積合計約 8.81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3.84%。 

5.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計畫區計有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 處，為細部計畫所劃設。細公兼兒 1

用地內有正德福德祠，面積約 0.53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23%。 

6.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計畫區計有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3 處，均為主要計畫劃設。公兼滯９用地位

於電力 10 用地東北側，面積約 2.85 公頃；公兼滯 10 用地位於計畫區南側，面

積約 1.70 公頃；公兼滯 11 用地係配合麻糍埔遺址及排水計畫所劃設，面積約

1.85 公頃。公園兼滯洪池用地面積合計約 6.4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2.79%。 

 



 

2-11 

7.兒童遊樂場用地 

計畫區共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 4 處，主要計畫於計畫區東側劃設兒童遊樂

場用地 1 處（兒 171），面積 0.11 公頃；細部計畫規劃兒童遊樂場用地 3 處，

細兒 1 用地面積 0.87 公頃、細兒 2 用地面積 0.50 公頃、細兒 3 用地面積 0.31

公頃。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合計約 1.79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78％。 

8.電力用地 

計畫區計有電力用地 1 處（電力 10），面積約 0.54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24％，位於計畫區西南側，為主要計畫所劃設。 

9.廣場用地 

細部計畫於捷運 G13 站旁規劃廣場用地 1 處（細廣 1），面積約 0.82 公頃，

占計畫總面積的 0.36％。 

10.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計畫區計有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 處（廣兼停 106），面積約 0.58 公頃，占

計畫總面積的 0.25％，位於計畫區西南側，為主要計畫所劃設。 

11.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配合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計畫，於主要計畫劃設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1

處，面積約 0.13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06％。 

12.停車場用地 

計畫區計有停車場用地 2 處，均為細部計畫所劃設。細停 1 用地位於捷運

G13 站北側，面積 1.29 公頃，細停 2 用地位於中山醫學大學西南側，面積 0.58

公頃。停車場用地面積合計約 1.87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81％。 

13.綠地用地 

計畫區規劃 3 處綠地，其中 2 處為主要計畫劃設。綠 60 用地位於中山醫

學大學前，面積約 0.06 公頃、綠 61 用地位於土庫溪排水（麻園頭溪）與 10M-396

交界處，面積約 0.04 公頃；另 1 處為細部計畫增設，位於中山醫學大學與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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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兼作捷運系統使用間，面積約 0.01 公頃。計畫區綠地用地面積合計約 0.11

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05％。 

14.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使用 

配合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計畫，於主要計畫劃設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使

用 1 處，面積約 0.63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27％。 

15.園道用地 

主要計畫於南屯溪及土庫溪排水（麻園頭溪）兩側劃設各 25 米園道用地（銜

接環中路路段為 30M 園道），於計畫區西南側規劃 45 米園道用地串連南屯溪及

土庫溪排水（麻園頭溪）園道系統，面積合計約 17.64 公頃；細部計畫增設園

道用地 2.83 公頃。園道用地面積合計約 20.47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8.92%。 

16.排水道用地 

計畫區劃設 9.60 公頃的排水道用地，占計畫面積 4.18％，為主要計畫劃設。 

17.道路用地 

計畫於主要計畫劃設道路用地 42.39 公頃，細部計畫增設 10.75 公頃，計

畫區道路用地面積合計 53.14 公頃，占計畫面積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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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主要計畫變更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項目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細部計畫

面積增減

(公頃) 

項目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135.76 59.14 -19.67

住宅區 6.56 2.86

住 1 70.02 30.50

住 1-1 2.48 1.08 

住 1-3 37.03 16.13

小計 116.09 50.57

公共

設施

用地 

社教機構用地 3.45 1.50 -- 社教機構用地 3.45 1.50

文中小用地 3.41 1.49 -- 文中小用地 3.41 1.49

機關用地 -- -- +1.20 機關用地 1.20 0.52 

公園用地 8.81 3.84 -- 公園用地 8.81 3.84

公 園 兼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 -- +0.53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53 0.23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6.40 2.79 --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6.40 2.79

兒童遊樂場用地 0.11 0.05 +1.68 兒童遊樂場用地 1.79 0.78

電力用地 0.54 0.24 -- 電力用地 0.54 0.24 

廣場用地 -- -- +0.82 廣場用地 0.82 0.36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58 0.25 --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58 0.25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0.13 0.06 --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0.13 0.06 

停車場用地 -- -- +1.87 停車場用地 1.87 0.81 

綠地用地 0.10 0.04 +0.01 綠地用地 0.11 0.05 

綠 地 用 地 兼 作 捷 運 系

統使用 
0.65 0.28 -0.02

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

使用 
0.63 0.27 

園道用地 17.64 7.68 +2.83 園道用地 20.47 8.92

排水道用地 9.60 4.18 -- 排水道用地 9.60 4.18

道路用地 42.39 18.46 +10.75 道路用地 53.14 23.15

小      計 93.81 40.86 小      計 113.48 49.43

 合      計 229.57 100.00 0.00 合      計 229.57 100.00

註：1.現行計畫面積係依據 97 座標樁位展繪後重新量測所得之面積。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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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主要計畫變更後現行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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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依據 104 年 7 月 22 日發布實施之「臺中市轄區內各都市計畫（含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制定）專案通盤檢

討案」，本計畫區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32 條及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9 條規

定訂定之。 

二、本計畫區內之建物與土地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管制，本要點未規定者，

適用有關法令之規定；其用語亦同。 

三、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獨戶住宅：僅含 1 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築物。 

（二）雙併住宅：含有 2 個住宅單位，彼此在平行面基地相連之建築物。 

（三）連棟住宅：含有 3 個以上相連住宅單位之建築物，每一住宅單位之左右以

牆與其他住宅單位分隔，並有單獨出入之通路可供進出者。 

（四）集合住宅：含有 3 個以上住宅單位，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之建

築物。 

（五）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六）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計畫道路之基地線，臨接 2 條以上計畫道路者，由

建築基地申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基地線。 

（七）後面基地線：基地線與前面基地線不相交且其延長線與前面基地線(或延長

線)形成之內角未滿 45 度者，內角在 45 度以上時，以 45 度線為準。 

（八）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非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九）基地深度：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離。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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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前院：沿前面基地線之庭院。 

其他臨接計畫道路之基地線，另有設置騎樓或退縮規定者，從其規定，

無規定者，比照前院深度退縮。 

（十二）後院：沿後面基地線之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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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側院：沿側面基地線留設一側之庭院。 

（十四）前院深度：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水平距離。

(註：有牆以牆中心為主，無牆以柱中心為準)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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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有牆以牆中心為主，無牆以柱中心為準) 

（十六）側院寬度：建築物側牆中心線與該側面基地線間之側院平均水平距離。 

（十七）建築物高度比：建築物各部分高度與自各該部分起量至臨接道路對側道

路境界線之最小水平距離之比。但臨接二條以上道路者，得任選一條檢

討。 

建築物不計建築物高度者及不計建築面積之陽台、屋簷、雨遮等，得不

受建築物高度比之限制。 

建築基地臨接或臨接道路對側有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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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築物高度比之計算，得將該等寬度計入。 

（十八）離街裝卸場：道路外供貨車裝卸貨物之場所或空間。 

四、本計畫區劃設下列各種住宅區，其使用限制如下： 

（一）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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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飲食店及斂葬服務業(含辦

公室)之使用外，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住宅區之相關規定管

制之。 

（三）第 1-3 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之使用外，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

條例住宅區之相關規定管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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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計畫區內各類住宅區之建築基地應符合下列各項規定： 

項  目 
住宅區 備     註 

住 1 住 1-1 住 1-3  

最高建蔽率(%) 50 50 50  

基準容積率(%) 140 140 140  

上限容積率(%) 210 250 250 
即加上獎勵容積後之上限容積

率；辦理都市更新者不受此限。

最小基地面積(㎡) 140 140 800  

最高高度比 1.5 1.5 1.5  

前院深度(M) 6 6 6  

後院深度(M) 3 3 3 得兼作防火間隔 

側院寬度(M) 1.5 - 1.5 一宗基地得單側留設 

基地最小面寬(M) 7 7   

註：1.住宅區依主要計畫規定，不適用建築技術規則有關建築基地設置開放空間獎勵容積規定。 
2.第 1-3 種住宅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於本要點發布前已取得建築執照者得依原領建築

執照繼續使用。市地重劃後分配土地未符合最小基地寬度及深度之規定者，得依「臺中市
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及「臺中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之規定辦理，不受前表前院深度、
後院深度、基地最小面寬、最小基地面積之限制。 

3.上限容積率包含實施容積移轉及其他容積獎勵規定之總計。 

六、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40％，容積率不得大於 120％。 

七、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率與容積率不得超過下表之規定： 

公共設施 建蔽率(％) 容積率(％) 使用項目 

機關用地 50 250  

電力事業用地 40 200  

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使用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供捷運路線、場、站、相關附屬

設施及事業使用。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不予規定

(註) 

不予規定

(註) 

供捷運路線、場、站、相關附屬

設施及事業使用。 

學校用地(文高) 50 250  

學校用地(文小、文中) 50 200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5 45  

兒童遊樂場用地 15 30  

廣場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 

10(平面)

80(立體)

20(平面) 

960(立體)

 

註：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建蔽率及容積率送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2-18 

八、建築退縮規定： 

本計畫區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退縮建築規定原則如下：（圖

2-5） 

（一）住宅區依第五點所留設之前院中，臨建築線部分應留設 4 公尺作為無遮簷

人行道（詳圖 2-6）。建築物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其圍牆應採鏤空設計

所設圍牆高度不得超過 2 公尺(不含大門及車道入口)，其中實牆部份最高不

得超過 0.6 公尺，其餘應為透空欄杆，其視覺穿透率不得低於 4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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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一側退縮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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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 52、文中 40、文中 48、文高 48 與園道銜接側應退縮 15 公尺，於

重劃工程施工時，先行與園道工程一併施作。 

3.其他臨計畫道路部分應退縮建築至少 6 公尺，其中距道路境界線 4 公尺

部分應作為無遮簷人行道。 

（三）加油站專用區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面臨計畫道路及園道部分應退縮建築至

少 6 公尺，其中距道路境界線 4 公尺部分應作為無遮簷人行道。 

（四）公兼兒 10 與計畫道路 15M-100 銜接側應退縮 15 公尺，於重劃工程施工

時，先行與園道及計畫道路 15M-100 一併施作。 

（五）因基地地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留設騎樓或退縮建築，且無妨礙市容觀瞻、

消防車輛出入及公共交通，或因都市景觀需要，經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若屬都市更新單元地區經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

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者，依其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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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示意圖 
資料來源：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六、七)(大慶車站附近)細部計畫案，臺中市政府，98 年。 

 

圖 2-6 住宅區建築物前院退縮示意參考圖 
資料來源：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六、七)(大慶車站附近)細部計畫案，臺中市政府，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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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為鼓勵建築基地之整體建築使用、設置公益性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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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施綠美化，訂定下列獎勵措

施： 

（一）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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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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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使用；其集中留設之樓地板面積

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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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鼓勵小建築基地整體開發建築，建築基地如達下列整體開發建築基地規

模者，得依下列規定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 

整體開發建築基地規模 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 

3,000 平方公尺(含)以上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率×10％ 

4,000 平方公尺(含)以上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率×15％ 

完整街廓整體開發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率×20％ 

備註：「完整街廓」之定義係指街廓內之最小基地面積應超過 4,000 平方公尺，並符
合下列規定之ㄧ者：(一)指四周均為都市計畫道路圍成之都市計畫範圍土地，
但其內有非都市發展用地，為非完整街廓。(二)街廓內有公共設施用地者，其
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不得小於該建築基地周長之三分之二。 

（三）為鼓勵本計畫區加速開發建設，建築基地於市地重劃完成之日起，於三年

以內申請建造執照者得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基

準容積率之 20％為限。整體開發建築基地規模達獎勵之規定，依公寓大廈

管理條例規定以共管式開發方式辦理。 

備註：有關申請建造執照，應於獎勵期限內提出申請建造執造，並於獎勵

期限滿後 7 個月內領得建造執照，且需於建照期限內建造完成，否

則視同不符獎勵規定。 

（四）為維護本計畫地區之都市景觀、環境衛生及公共安全，尚未開發建築之公

有土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主動實施綠、美化。而預期三年內不開發建

築，面積超過 330 平方公尺（100 坪）之私有土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向

本府建設處景觀工程科提出綠、美化計畫，經審查通過並實施至建築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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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於開發建築時得酌予獎勵容積率。惟開發建築前須由本府都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依其綠、美化成本等各項因素進行審查，且申請面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者，另須提出交通影響評估，以決定其獎勵之容積率。 

前項獎勵之容積率最高不得超過 5%，且經本府核發都市設計審定書後，應

於六個月內申請建築執照，未依期限提出申請建築執照，撤銷其容積獎勵。 

（五）街角開放空間獎勵措施：下列路口街角住宅區基地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以

上，於街角設置任一邊最小寬度 8 公尺以上（不含騎樓或人行道部分）無

頂蓋廣場式開放空間，留設之最小面積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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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留設之街角開放

空間面積乘以基準容積率之 60％為限，所留設之街角開放空間得作為法定

空地計算： 

1.30M-30（三民西路）與 25M-22（大墩南路）交叉路口。 

2.30M-30（三民西路）與 40M-3（文心南路）交叉路口。 

3.30M-30（三民西路）與 20M-115 交叉路口。 

4.30M-30（三民西路）與 25M-28 交叉路口。 

（六）為配合未來各項都市開發建設工作之進行，如興建捷運站、大型整體開發

案等，得視實際需要酌予獎勵增加容積強度，其詳細辦法由市府另訂之。 

（七）前述第（二）、（三）、（四）款之容積獎勵合計不得超過基準容積率之 40％

（有關建築總獎勵容積率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

治條例規定辦理。） 

十、本計畫區除第一種住宅區外之建築基地，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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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斜屋頂規定： 

本計畫區建築物高度在 15 公尺或 4 層樓以下者，原則上應設置斜屋頂，其

斜屋頂面積不得小於建築水平投影面積的二分之ㄧ。惟若建築基地面積超

過 6,000 平方公尺有其他景觀考量者，得經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許可者不受此限。 

十二、停車空間： 

本計畫區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設置標準依下列規定： 

（一）住宅區建築物應附設停車空間，依其建築樓地板面積每 150 平方公尺之樓

地板面積，需設置 1 輛停車位計算，其餘數部分超過 75 平方公尺需增設 1



 

2-22 

輛停車位；且第 1 種住宅區及第 1-1 種住宅區每戶至少設置 1 輛停車位。

但停車空間以汽車坡道集中留設於地下室，且停車數量在前開設置標準兩

倍以內留設者，其樓地板面積得不計入容積計算。 

（二）前款以外之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理。 

十三、實設空地扣除依相關法令規定無法綠化之面積後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

花草樹木予以綠化；但因設置無遮簷人行道、裝卸位、車道及現有道路，

致實設空地未達應種植花草樹木面積者，則僅限實設空地須種植花草樹

木，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綠建築基準之建築基地綠化規定以

綠化總二氧化碳固定量及二氧化碳固定量基準值做檢討。實設空地面積每

滿 64 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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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公分、灌木應至少 60 公

分、喬木應至少 120 公分。 

十四、本計畫區設置廣告招牌應依「臺中市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設置辦法」規定

辦理。 

十五、本計畫區內應提送都市設計審議範圍：  

（一）公有建築之審議依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要點規定辦理。  

（二）公用事業(包括電信局、航空站、大客車運輸業之轉運站、公私立大型醫院、

文大及文教區等)建築申請案之總樓地板超過 10,000 平方公尺者。  

（三）新建建築樓層高度超過 12 層，或住宅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6,000

平方公尺，商業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者，或新建總

樓地板面積超過 30,000 平方公尺者。 

（四）新闢立體停車場基地面積 6,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但建築物附屬停車場者，

不在此限。  

（五）實施容積管制前已申請或領有建造執照，在建造執照有效期間內，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6 條之 1 第 2 項執照之申請案。 

前項各款建築基地之建築基地規模、開放空間、人車通行系統、交通運輸

系統、建築量體造型與色彩、景觀計畫、環境保護設施、防災空間、氣候

調適與管理維護計畫等都市設計相關事項，應提送臺中市政府都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經審議通過後，始依法核發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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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離街裝卸場 

（一）裝卸車位數量：本計畫區內建築物，應依下表規定設置離街裝卸場： 

建築物用途 
使用樓地板面積

FA(㎡) 
裝卸車位數(部) 備註 

公共設施、

辦 公 事 務

業、旅社 

FA＜2,000 免設 建築物具有兩

種以上使用情

況，離街裝卸

車 位 設 置 數

量，應依各使

用組別的設置

標準分別計算

後 ( 零 數 均 應

計 入 ) 予 以 累

加合併規劃。

2,000≦FA＜10,000 1 

10,000≦FA＜20,000 2 

FA≧20,000 3＋(FA-20,000)/20,000 

零售商業、

服務業 

FA＜1,000 免設 

1,000≦FA＜4,000 1 

4,000≦FA＜6,000 2 

FA≧6,000 3＋(FA-6,000)/6,000 

娛樂業 

FA＜1,000 免設 

1,000≦FA＜10,000 1 

FA≧10,000 2＋(FA-10,000)/10,000 

（二）裝卸空間標準： 

1.最小裝卸空間尺度： 

 長度(公尺) 寬度(公尺) 淨高(公尺) 

小貨車 6.0 2.5 2.7 

大貨車 13.0 4.0 4.2 

備註：淨高於斜坡面時，應以平行間距為標準。 

2.前述最小空間不包括車道、操作空間及裝卸平臺等空間。 

3.每滿 10 部裝卸車位數量要求時，應於其中設置 1 部大貨車之裝卸空間。 

4.裝卸空間之出入車道距外圍二條道路境界交叉點最少應有 15 公尺。 

5.裝卸空間應單獨設置，且不得佔用前院與指定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及法

定停車空間。 

十七、為鼓勵都市老舊地區申辦獎勵老舊建物重建，屬商業區及住宅區之建築基

地，其達都市設計審議規模者從其規定，符合下列條件得予以獎勵基準容

積之 20%或 15%：  

（一）基地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30 年以上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及鋼

骨混凝土造合法建築物坐落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

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 30 年以上合法建築物坐落之

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之一，得申請獎勵基準容積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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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合法建築物、20

年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合法建築物坐落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

章建築物投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合法建築物

坐落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之一，得申請獎勵基準容積之 15%。 

（三）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四）建築配置時，應自基地退縮二側，包括基地後側及側面，側面得選擇一側

並連通至道路，該退縮淨寬至少 1.5 公尺。 

（五）不得再申請建築技術規則所訂定開放空間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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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發展現況分析 

一、文化資產現況 

以往農、牧為主之傳統社會，河流被視為維繫生活的重要資源，本計畫區西側之舊

南屯溪附近地區，早年經文史團體調查即發現有豐富的史前遺留，並將其命名為「麻糍

埔遺址」；而舊南屯溪於清代臺中盆地開墾史中，因鄰近往來鹿港與葫蘆墩街之貿易古

道，逐漸形成犁頭店街附近的重要農村聚落。 

「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之文化價值，經臺中市遺址審議委員會及

臺中市古蹟歷史建築聚落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之認可，於 102 年、103 年陸續指定為

直轄市定遺址及登錄為文化景觀，以下概述文化資產價值及文資身分認定經過。 

（一）麻糍埔遺址 

1. 麻糍埔遺址發掘及考古特徵 

臺中盆地的史前文化包括牛罵頭文化（4500～3000 年前）、營埔文化（3000

～2000 年前）及番仔園文化（2000～400 年前）。南屯文化工作隊於 86 年在

臺中市豐樂段 1191－5 地號附近發現橙色、灰黑色夾砂陶及磨製石刀、石器殘

件等豐富文物，並將其命名為「麻糍埔遺址」，在該區也發現鐵器，證明中部地

區在公元前後由石器時代進入鐵器時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團隊後續於 92 年

及 101~102 年進行抽樣鑽探與附近地區地表採集，經考古判別其文物距今約

1700 年左右，屬「番仔園文化」分布區域之一。遺址文化類型包含牛罵頭、營

埔及番仔園文化，其中更顯現牛罵頭文化祭祀遺跡、番仔園文化的灰坑。鑽探

及採集過程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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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麻糍埔遺址鑽探及採集過程一覽表 

辦理單位 時間 鑽探及採集地點 主要發現 

南屯文化 

工作隊 
86 年 

豐樂段 1191-5 地號附近地表，遺址附近東有麻

園頭溪，經南屯區麻園頭注入旱溪，西有土庫

溪，經豐樂、楓樹里界，在烏日東南注入烏溪。 

橙色、灰黑色夾

砂 陶 及 磨 製 石

刀、石器殘件。

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

館團隊 

92 年 

1. 豐樂里楓樂巷 8-1 號陳宅附近 1196-2 地號空

地（P1 坑）。 

2. 豐樂段 1191-5 地號農田（P2、P3 坑），同

時進行數百公尺範圍內抽樣鑽探與附近地區

地表採集。 

鑽探已理解目前

遺址地表遺物之

分布概況，並補

充文化層分布狀

態，取得地層堆

積資訊，作為整

體文化層分布之

參考。 
101~102 年 

第 13 期市地重劃區第一至四標基地之範圍為

主，首先進行全面地表調查遺物分布範圍，再抽

樣進行人工淺層地層鑽探取得地層土芯情形，共

抽樣 449 個試掘探坑，142 個採土鑽探。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 

2. 麻糍埔遺址指定經過 

(1) 指定為直轄市定遺址（102 年 1 月 18 日府授文資二字第 1020011082 號函

公告） 

「麻糍埔遺址」原由臺中市政府於 102 年 1 月 18 日公告指定為直轄市定

遺址，原指定範圍包括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六計畫區內文高 48、文

中 48 及兩者之間的第一種住宅區土地，面積約 16 公頃（不納入道路、排水

道、園道等用地時，面積約 13.46 公頃）。指定理由如下： 

A. 在文化發展脈絡中之定位及意義性：具有從營埔文化至番仔園文化早期發展

歷程之特徵。 

B. 在學術研究史上意義性：為臺中盆地內之大型遺址，具聚落遺址研究意義。 

C. 遺址文化堆積內涵之特殊性及豐富性：有豐富的史前遺留，具牛罵頭、營埔

及番仔園 3 個文化層。 

D. 同類型遺址數量之稀有性：臺中盆地內類似的遺址僅一、兩處。 

E. 遺址保存狀況之完整性：遺址文化層堆積完整，保存良好。 

F. 遺址供展示教育規劃之適當性：位於臺中都會區，交通便利，且遺址所在之

文高 48、文中 48 用地，未來可考量作展示教育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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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具其他遺址價值者：保有原臺中盆地的自然環境。 

(2)變更遺址指定範圍（103 年 6 月 19 日府授文資遺字第 1030111354 號函公告） 

因「麻糍埔遺址」文化層分布極廣，經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中市第

13 期市地重劃工程第一至四標範圍遺址調查試掘計畫」建議調整「麻糍埔遺

址」指定範圍，復經臺中市遺址審議委員會 103 年 4 月 14 日開會討論，同意

變更指定範圍為增納文化層較豐富的南豐樂巷、舊南屯溪以北地區，另將遺物

出土點位較不密集之文高 48 用地西南側部分、文中 48 用地南側部分剔除於

指定範圍外，併同原指定範圍之調整後面積約 13.47 公頃，與原指定範圍大致

相當。 

(3)列冊遺址範圍（臺中市 103 年度第一次、第二次遺址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有關「麻糍埔遺址」，除前述範圍登錄為指定範圍，依照 103 年 4 月 14

日及 103 年 11 月 24 日臺中市 103 年度第一次、第二次遺址審議委員會審議

決議，配合「臺中市第 13 期市地重劃工程第一至四標範圍遺址調查試掘計畫

成果」將麻糍埔指定遺址周邊地區及番婆庄遺址至大慶車站之間列為列冊遺址

範圍。 

「麻糍埔遺址」指定範圍、列冊範圍詳圖 3-1。 

 

圖 3-1 麻糍埔遺址指定範圍及列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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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舊南屯溪文化景觀 

1. 歷史脈絡 

南屯溪又稱楓樹腳溪，屬於烏溪水系，為土庫溪的支流。本流發源於臺中

市西屯區何厝庄，向南流經南屯區溝仔墘、犁頭店、下楓樹腳，於南屯區、烏

日區交界處匯入土庫溪。 

水是生命之源，自然界中的許多動物和早期的人類都是逐水而居，南屯溪

畔除了有「麻糍埔」史前遺址，於清治時期也因土地肥沃及鄰近半線（今彰化

市）到葫蘆墩（今豐原區）之貿易古道，逐漸發展形成麻糍埔庄、下楓樹腳庄

等農村聚落（如圖 3-2、圖 3-3）。 

南屯溪和居民生活相互依存的農業文化景觀從清治時期持續至民國 70 年

代，隨著臺中市第二、三、四期擴大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南屯地區逐漸發展成

住宅社區，以黎明路周邊發展最為快速，80 年代配合第七期、第八期重劃區開

發，部分南屯溪河道納入重劃區排水，84 年南屯溪整治完成後，僅永順路與永

春東二路間第 13 期市地重劃範圍內尚存一小段天然河道，稱為「舊南屯溪」（如

圖 3-4）。 

 

圖 3-2 清代貿易古道路線圖 
圖片來源：典藏犁頭店，本計畫套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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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南屯溪與周邊聚落關係圖（1898 年） 
圖片來源：台灣堡圖，本計畫套繪。 

2. 舊南屯溪現況 

舊南屯溪範圍北自永順路靠文心南七路段，沿楓樂巷南抵永春東二路和環

中路交叉處附近，為南屯溪原本的自然河道，現稱作舊南屯溪，其擁有豐富生

態且兼具疏洪功能（見圖 3-5），魚類、水草與鳥類在此和諧共生，為都市中難

能可貴的自然生態資源，此外，舊南屯溪部分河段保留水利設施，提供周邊土

地農作灌溉功能，象徵舊南屯溪對傳統農業社會的貢獻，現今舊南屯溪之排水

功能已被新南屯溪的排水道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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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 
河道周邊皆為農田，北側
有較大型聚落，其他區域
建物多零星分布，河道自
然蜿蜒。 

1921 年 
河道周邊皆為農田，北側
聚落擴張，古道形成，河
道自然蜿蜒。 

1976 年 
河道周邊仍多為稻田，建
物漸多且零星分布，河道
自然蜿蜒。 

1985 年 
西側黎明路開闢及道路
拓寬，河道仍自然蜿蜒。

1991 年 
八期重劃區開發，道路開
闢為格子狀系統，北側河
道被截彎取直，僅剩南側
仍為蜿蜒型態，舊南屯溪
周邊仍為稻田。 

1994 年 
北側八期重劃區開發，位
於舊南屯溪西側的筆直
新南屯溪已形成，舊南屯
溪周邊仍多為稻田。 

2003 年 
北側八期重劃區逐漸開
發完成，舊南屯溪周邊稻
田減少、建物漸多。 

2006 年 
現今都市排水功能已由
新南屯溪取代，仍蜿蜒自
然的舊南屯溪於 2013 年
登錄為文化景觀。 

圖 3-4 南屯溪河道變遷和土地使用之關係 
資料來源：1.1898、1921 年台灣堡圖；1976、1985、1991、1994、2003 及 2006 年航空照片。

2.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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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舊南屯溪現況示意圖 
圖片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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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登錄經過 

「舊南屯溪」流經範圍現行都市計畫規劃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園道用地，

因此臺中市第十三期市地重劃工程原擬填平舊南屯溪，經地方文史工作者及環

保團體代表大力疾呼，希望保留舊南屯溪，以維持河川生態滯洪及人文景觀功

能，案經臺中市政府召開 2 次府內協商會議，並於 102 年 8 月 28 日、103 年

9 月 12 日提送「臺中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審議，認為

舊南屯溪代表先民當年溯溪至臺中開墾之歷史意義，對南屯地區的發展具有歷

史、文化上之意義與價值，且舊南屯溪畔有史前文化麻糍埔遺址，反映過去人

類利用此溪水生活之意義，因此決議登錄為文化景觀，名稱為「舊南屯溪文化

景觀」，並於 103 年 12 月 3 日以府授文資遺字第 1030249156 號公告（詳附件

三）。其登錄範圍位於南屯溪豐樂里楓樂巷沿線，南至環中路止，範圍詳如圖

3-6）所示。 

 

圖 3-6 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登錄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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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舊南屯溪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2 條，為維護文化景觀並保全其環境，主管機

關應依個案性質、特性訂定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而為避免舊南屯溪溪道兩

側建築景觀造成該區域文化景觀視覺衝擊，建議未來「舊南屯溪」兩側建築基

地之設計調性與廣告物招牌設置等應參考「舊南屯溪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以達該區域文化景觀風貌調合之目標。 

二、珍貴老樹現況 

（一）珍貴老樹分布 

依據「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規定，「受保護樹木」指林業用地外，

本市轄區內樹木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且經農業局認定並公告列管者： 

1. 樹幹離地 1.3 公尺樹胸高直徑達 0.8 公尺以上或樹胸圍達 2.5 公尺以上。其已分

枝者，以各分枝胸高直徑合併計算。 

2. 樹齡 50 年以上。 

3. 其他珍稀或具生態、生物、地理及區域人文歷史、文化代表性之樹木、群體樹

林、綠籬及蔓藤。 

依據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珍貴老樹列管資料，以及地政局依據「臺中市樹木保

護自治條例」第 11 條規定於市地重劃工程開工前檢送之受保護樹木之樹籍資料，

本計畫區範圍內共計 25 棵樹木符合受保護樹木標準，分布於計畫區 14 處（詳表

3-2 及圖 3-7）。 

（二）老樹分布與都市計畫之衝突 

經套繪老樹所在位置與現行都市計畫，區內老樹多分布於住宅區及道路用地

上，市地重劃工程時勢必面臨老樹移植之問題。老樹所在與現行計畫土地使用配

置之衝突如彙整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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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本計畫範圍內珍貴老樹資料 

分布位置編號 TWD97 座標(X , Y) 樹種 米高胸圍(公尺) 資料來源 

1 213145.082, 2668896.855 榕樹 9.37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 

213281.280, 2668995.900 榕樹 4.23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213247.020, 2668978.169 榕樹 7.53 

213267.353, 2668996.899 雀榕 4.70 

3 

213566.453, 2668988.260 榕樹 4.8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213572.340, 2668979.553 榕樹 4.85 

213575.192, 2668978.644 榕樹 1.60 

4 
213677.194, 2668704.642 榕樹 3.28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213698.499, 2668723.516 榕樹 5.10 

5 
213621.243, 2668503.293 雀榕 3.7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13641.362, 2668500.473 榕樹 2.73 

6 
213686.412, 2668493.975 榕樹 2.61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213702.779, 2668473.912 榕樹 5.95 

7 213901.334, 2668268.900 榕樹 9.5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8 214013.633, 2668542.868 榕樹 4.8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9 214229.918, 2668319.266 榕樹 3.1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0 214237.399, 2668506.494 榕樹 3.4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1 214897.843, 2668791.553 榕樹 3.05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2 

214845.043, 2668989.026 榕樹 2.5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214840.820, 2668999.829 榕樹 5.80 

214847.007, 2668994.277 朴樹 1.77 

214850.041, 2668987.956 朴樹 2.38 

214844.893, 2668981.984 榕樹 2.32 

13 215015.927, 2669151.912 芒果 2.7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4 214951.949, 2669276.349 榕樹 3.10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註：本表之珍貴老樹分布編號僅作為與圖 3-7 相互對照，非實際珍貴老樹的管理編號。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及地政局；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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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本計畫區 14 處珍貴老樹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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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老樹分布與現行都市計畫衝突列表 

分布位

置編號 
現行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與老樹保留衝突示意圖 

1 
位於主要計畫道路（20M-116）與第 1

種住宅區上 

 

2 
位於主要計畫道路（20M-116 與

25M-31）交叉路口 

3 
位於主要計畫道路（20M-112 與

20M-115）交叉路口 

4 
位於細部計畫道路（細 10M-19）與第

1-3 種住宅區上 

 

5 
位於主要計畫道路（25M-31）及 15M

細園道上 

6 
位於主要計畫道路（25M-31）旁之 15M

細園道上 

7 位於細公兼兒 1 內(無衝突，可就地保留)

8 位於細兒 2 旁 15M 細園道上 

9 位於細廣 1 內(無衝突，可就地保留) 

   

10 位於細機 3 內(無衝突，可就地保留) 

11 位於細部計畫道路（細 10M-52）上 

12 位於文小 52 用地內 

13 位於細機 2 北側第 1 種住宅區內 

14 位於主要計畫兒 171 用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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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權屬 

（一）全區公私有地分布 

本計畫範圍總面積約 229.57 公頃，大多為私有土地，約 189.05 公頃，占總

面積 82.35%；公有土地計 40.46 公頃，占總面積 17.62%；未登錄土地約 0.06

公頃，占總面積 0.03%（詳表 3-4、圖 3-8）。 

（二）文化資產範圍公私有地分布 

麻糍埔遺址指定範圍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登錄範圍總面積合計約 14.53 公

頃，多屬私有土地，約 11.78 公頃，占該範圍總面積 81.08%；公有土地計 2.75

公頃，占該範圍總面積 18.92%（詳表 3-4、圖 3-9)。 

表 3-4 土地權屬分布統計表 

屬性 所有權人 
全區 文化資產範圍 

面積（公頃） 百分比（%）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有 

中華民國 17.03

40.46 17.62

2.62

2.75 18.92臺中市 23.39 0.13

延平鄉 0.04 -

私有 189.05 82.35 11.78 81.08

未登錄土地 0.06 0.03 - -

總計 229.57 100.00 14.53 100.00

註：表列面積係依土地登記謄本所載面積摘錄統計，實際面積應以本區重劃範圍完成邊界分割測量之面

積為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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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計畫範圍內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本計畫繪製。 

 

圖 3-9 文化資產範圍內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4-1 

肆、檢討分析 

一、發展課題 

（一）文化資產及老樹保存面向 

課題一：麻糍埔遺址指定範圍部分位於住宅區，市地重劃後不宜配回原土地所有權

人，亟需透過都市計畫變更確保遺址保存目的及保障地主權益 

依臺中市政府 103 年 6 月 19 日公告之「麻糍埔遺址」指定範圍，現行

都市計畫包含文高用地、文中用地、住宅區、園道用地及道路用地，遺址指

定範圍所定著之住宅區土地，若作為市地重劃後配回地主之土地，將使遺址

指定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其土地使用受限於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法令之約

束，易造成困擾和紛爭。 

鑒於此，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3 條及第 56 條規定，為維護遺址、文

化景觀並保全其環境，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擬具相關保存計畫，並依都

市計畫法有關規定，變更為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並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 

對策： 

1.透過都市計畫變更，將「麻糍埔遺址」指定範圍劃設符合遺址保存需求之公

共設施用地。 

2.遺址指定範圍外之列冊遺址範圍，可採取列冊管理、移地保留維護之方式，

以保持該宗土地開發彈性。建議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訂定，建立公

平合理處理程序，另相關出土文物可配合臺中市政府訂定之遺址陳列館藏相

關計畫進行保存。 

課題二：舊南屯溪文化景觀擁有歷史紋理與生態景觀價值，應透過都市計畫檢討予以

保存 

舊南屯溪象徵清朝拓墾的起源，見證清代臺中地區開發的歷史文化軌



4-2 

跡，且其亦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依照臺中市政府 103 年 12 月 3 日公告之

「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登錄範圍，現行都市計畫包含住宅區、文中用地及道

路用地。基於生態城市與尊重歷史紋理之規劃理念下，應檢討都市計畫街廓

配置和道路系統，於市地重劃作業妥予保存。 

對策： 

1.配合「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登錄範圍，劃設面狀或帶狀綠色開放空間，創造

藍綠共生的都市環境。 

2.在不影響道路系統功能之前提下，局部調整舊南屯溪周邊道路路線，保留文

化景觀與老樹資源。 

課題三：計畫區內珍貴老樹之分布，造成保存與開發之衝突 

依農業主管機關列管之珍貴老樹資料，以及市地重劃工程開工前指認之老樹

資料，全區 25 棵（分 14 處分布）符合「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受保護樹

木標準之樹木，經套繪現行都市計畫，部分老樹位於道路用地或住宅區上，不利

老樹原地保留。 

對策： 

1.儘量配合老樹分布及考量其必要生育地環境，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以利老

樹原地保留。 

2.基於道路系統功能完整性確實無法原地保留者，建議移植至鄰近之公共設施

用地。 

（二）市地重劃開發衝擊面向 

課題一：市地重劃工程已先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應考量相關作業介面及時程 

臺中市大慶公辦市地重劃計畫書（第 13 期市地重劃）已由臺中市政府

公告在案，目前市地重劃工程已完成工程發包，相關工程作業持續辦理中，

而都市計畫變更涉及重劃工程設計內容之調整，難免造成開發期程延宕及工

程財務之困擾，因此都市計畫變更與工程設計時程之整合成為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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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 

1.除配合文化資產保存及老樹保留進行都市計畫必要之調整外，道路系統計畫

儘量不做大幅度更動，以利市地重劃工程持續辦理。 

2.都市計畫變更過程加強相關單位作業溝通，減少對整體工程進度之影響。 

課題二：土地使用配置方案應儘量避免增加市地重劃公共設施負擔 

由於市地重劃屬自償性之開發方式，地主的負擔需視開發區的公共設施

用地負擔比率與開發經費的多寡而定。本次都市計畫變更係因應「麻糍埔遺

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等文化資產保存需要，惟仍應儘量避免增加市

地重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以兼顧人民財產權之保障。 

對策： 

1.因應文化資產保存需要變更部分可建築土地為公共設施用地，應在不影響地

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前提下，適度縮減區內其他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並以

不增加重劃共同負擔為原則。 

2.針對遺址指定範圍內非屬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如文高用地），如有調

整之必要，仍以劃設為其他非屬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為原則。 

課題三：計畫範圍內園道用地配置與工程設計施作之落差 

依據 103 年 2 月 18 日「臺中市第 13 期市地重劃第一標因應區內文化

遺址及南屯溪舊址等保存疑義案之管線施工協調會」提案二決議略以：「…

園道剖面規劃示意圖與都市計畫圖之園道位置不符，建議相關權責單位（機

關）併本次都市計畫變更明確劃定。」 

由於本計畫區所配置的園道用地與道路用地分屬主要、細部計畫層次，

而出現同一路線有兩類用地之情形，除易與重劃工程施工單位採整合設計之

原則不盡相符外，亦可能造成未來開發後使用與土地管理行政之權責分工疑

義，甚至對民眾造成困擾。 

對策： 

將細部計畫園道用地和相鄰之道路一併劃為主要計畫園道用地，配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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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一併變更，以兹明確。 

（三）文化資產環境景觀保全面向 

課題一：遺址指定範圍外之列冊遺址範圍未明訂管理規範，出土文物缺少保存機制 

因「麻糍埔遺址」文化層分布極廣，針對遺址指定範圍外之列冊遺址範

圍，現行計畫並未訂定出土文物之保存及處理方式，無法對遺址文物達到積

極管理之效果。 

對策： 

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研訂相關因應措施，並將文化資產保存法的

相關規定，融入建管程序加以確認及落實。 

課題二：文化資產保存空間和周邊地區應思考計畫引導與管制措施，營造空間品質 

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登錄範圍及珍貴老樹周邊環境，透過本計畫予以保存

後，應思考計畫引導及管制措施，營造文化資產保存空間及其周邊環境之空

間美質，提升文化資產保存效益。 

對策： 

1.以舊南屯溪水岸空間、遺址公園周邊地區作為本案地區風貌營造之重點。 

2.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訂文化資產保存空間周邊地區開發建築管制規

定及開放空間系統留設原則，營造與水、綠共生之都市空間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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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定位 

～具文化歷史底蘊、藍綠生態特色及醫療學術資源之生活型大眾運輸村（Green-TOD） 

98 年本計畫區擬定細部計畫時，針對計畫區之土地使用，以規劃低密度、高品質

的住宅社區為主。隨著 102~103 年麻糍埔市定遺址的指定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的登

錄，以及捷運綠線 107 年底試營運在即，為利於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及帶動大眾運輸導向

之都市發展，需重新思考本計畫區之發展定位，並配合調整空間機能。 

本計畫區擁有豐富的文化、生態、學術醫療資源，且南北兩側具備便捷的大眾運輸

服務條件，未來可創造人口活動密集及高自足、便利性的生活環境，進而帶動民眾使用

大眾運輸之意願，朝向可居性、便利性、自足性並重的高生活品質都市居住環境發展。 

本計畫在文化資產保存、生態城市及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等理念下，為利麻

糍埔遺址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延續舊南屯溪都市空間紋理及促進大眾運輸導向之發展，

將本計畫區重新定位為「具文化歷史底蘊、藍綠生態特色及醫療學術資源之生活型大眾

運輸村」。在空間機能上，則配合環境資源條件，分為三區雙十字軸空間結構（如圖 4-1）： 

（一）文化資產活化區：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周邊地區，考量本國國情且

遺址類型文化資產係屬相對靜態之參訪內容，在原使用強度下增加容許使用項

目，以提升文化資產軟性價值。 

（二）便捷轉運核心區：捷運場站（G12、G13 站）周邊 300 公尺範圍內，引導整體

規劃，允許較高程度之商業使用及較高強度的開發，以吸引人潮及大眾運輸使

用旅次，形塑交通轉運複合機能中心。 

（三）住商複合人本社區：捷運場站（G12、G13 站）周邊 800 公尺範圍內及鄰近舊

有市區發展成熟地區之街廓，誘導提供小型零售及辦公機能進入，建構以人為

本、安全的人行及自行車路網系統，重視公共設施景觀美質及引入福祉設施，

創造可居性、便利性、自足性並重的高生活品質都市居住環境。 

（四）藍綠生態休閒軸：45M 園道與土庫溪兩側地區，允許多樣化的土地使用，將

有助於延續並結合文化資產與捷運場站，型塑不同於其他整體開發單元之發展

情境，以呼應歷史文化、生態綠廊、城市轉運所建構之雙十字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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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聯外交通主幹軸：文心南路、三民西路兩側及環中路、建國北路北側地區，引

導整體規劃，允許較高程度之商業使用及較高強度的開發，透過大基地開發，

提供較多之開放空間並降低主要幹道交通衝擊。 

三、規劃原則 

（一）遺址保存空間活化 

麻糍埔遺址保存活化經臺中市政府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建議採用原地保留及

異地保存並行措施，將指定遺址範圍劃設為綠色開放空間，供文化資產主管機關

後續規劃作為遺址保存及歷史教育之處；其餘遺址出土文物地區開發中發現之遺

址文物原則由臺中市政府文化資產主管機關評估是否採異地保存，以兼顧民眾權

益及文化資產保存之平衡。 

（二）都市紋理再造深化 

麻糍埔古道與舊南屯溪之文化景觀保存應朝向生態化與尊重河道理念發

展，提高河道生態功能，配合原河道範圍增設帶狀、點狀綠色開放空間，以創造

藍綠共生的都市環境，延續都市空間紋理。 

（三）生態景觀整合系統化 

麻糍埔遺址、舊南屯溪文化景觀及珍貴老樹其定著土地彼此相鄰部分，可整

合規劃為大型文化景觀生態公園和點狀綠地節點，提供居民休閒遊憩使用，增進

當地景觀美質；計畫區內公園、綠地及學校等綠色開放空間可朝親水生態化設

計，並串聯園道系統，建構本區的生態景觀藍、綠系統（如圖 4-2）。 

（四）交通系統最適化 

配合珍貴老樹及文化資產保存檢討計畫路網，為確保交通路網之完整性及減

少瓶頸點，主要道路以維持原聯絡機能為原則，以達交通路網需求及文化資產保

存之最適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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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設施服務優化 

在社會人口及經濟結構改變下，部分公共設施之劃設已不符未來使用需求。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103 年 5 月 15 日函示基於少子女化因素，目前無新

設高級中等學校規劃（詳附件六），為不增加重劃負擔比，建議調整為文化資產

保存所需之空間，使文化資產主管機關能夠發揮經營管理效果，創造文化資產附

加價值；另根據臺中市政府 103 年 8 月 15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臺中市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學校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現行臺中市主要計畫所規劃之學

校用地經檢討分析後得視實際發展需要檢討調整，故本案應在維持計畫區學校用

地服務範圍覆蓋率目標下，適度整併學校用地，以利釋出部分公共設施用地。 

（六）民眾權益平衡公平化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公共設施，包括：

道路、鄰里公園、停車場等 10 類項目為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麻糍埔遺址及

舊南屯溪文化景觀保存應考量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共同負擔問題，儘量以維持原計

畫劃設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為原則。 

（七）計畫調整時程效率化 

目前第 13 期大慶公辦市地重劃工程已同步辦理中，都市計畫辦理迫在眉

睫，規劃方案之研擬應在儘量減少重劃工程變更情形下，調整土地使用計畫，避

免影響重劃工程進度、增加經費需求，影響民眾權益。 

（八）住宅區機能多樣化 

本計畫區係臺中市 14 處整體開發單元中，唯一計畫範圍內有設置捷運場站

且與大學相鄰之公辦整體開發地區，未來朝向多樣化土地使用之發展潛力與需求

較高，為回應計畫區在縣市合併、遺址指定、大眾運輸路網完備後之空間機能重

定位，重新定位為「具文化歷史底蘊、藍綠生態特色及醫療學術資源之生活型大

眾運輸村」，並引導計畫區朝向三區雙十字軸空間結構發展，故配合調整本計畫

住宅區細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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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空間機能重定位示意圖 

 

圖 4-2 生態景觀整合示意圖 

300M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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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更理由及內容 

一、變更理由 

（一）為利於文化資產保存，遺址指定範圍及文化景觀登錄範圍變更為公

共設施用地 

「舊南屯溪文化景觀」於 102 年 8 月 28 日登錄為臺中市文化景觀；「麻糍

埔遺址」於 102 年 1 月 18 日指定為臺中市市定遺址，並於 103 年 6 月 19 日公

告變更遺址指定範圍。為利於日後遺址文物之保存與維護管理，並維持舊南屯溪

景觀風貌，將遺址指定範圍及舊南屯溪兩側一定範圍調整為公共設施用地。 

其中文高 48 用地經教育主管機關表示無新設高級中學規劃（詳附件六），

文中 48 用地經檢討建議縮減並經本府教育局同意（詳附件七），爰變更部分文

高用地及文中用地為社教機構用地，俾利文化資產主管機關能夠發揮經營管理效

果。 

（二）為保存珍貴老樹，在不影響道路功能及土地利用完整性之前提下，

劃設公共設施用地或調整道路路型 

為利於老樹保存，在不影響道路功能及土地利用完整性之前提下，儘量透過

都市計畫變更或道路路型局部調整等方式，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或綠地用地，且

其劃設範圍與老樹樹冠邊緣儘量不小於 4 公尺，以利老樹原地保留；至於確實無

法以開放空間配置或道路路型局部調整等方式達到原地保留之目標者，則建議移

植於重劃區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上。 

（三）為避免增加市地重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適度調整區內其他公共設

施用地 

本計畫區目前正辦理市地重劃作業，因應「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

景觀」保存需增設公共設施用地，為避免增加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共同負擔比例，

應在不影響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前提下，適度縮減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及分區土

地，其中文中 48、文中 40、文小 52 用地經檢討建議整併為文中小用地並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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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教育局同意（詳附件七）。麻糍埔遺址指定範圍外之公共設施用地則調整為住

宅區，以維持市地重劃公共設施負擔比例。 

（四）配合重劃工程實際設計需要，併同調整園道用地劃設方式 

原 25M-31、南屯溪兩側及土庫溪兩側道路用地，於細部計畫增設各 15M

園道用地，由於園道用地與道路用地分屬細部、主要計畫層次，而出現同一路線

有兩類用地之情形。配合重劃工程將綠帶集中於道路中軸配置之園道設計構想，

將細部計畫園道用地和相鄰之道路用地一併劃為主要計畫園道用地，兩側各縮減

5M 寬度，以降低公共設施負擔比，避免開發後使用與土地管理行政之權責分工

疑義及減少民眾困擾。 

另外，經重劃工程設計單位提出，15M-100 號道路與西川一路交叉處，考

量車道中心線銜接問題，併同本次都市計畫變更調整計畫道路路型。 

（五）因應排水計畫水利設施設置需要，增列兼供滯洪池用途 

因應排水計畫將需設置滯洪池之公共設施用地，調整為「公園兼滯洪池用

地」，並指定「文中小用地」得兼供滯洪池使用。 

（六）為增進文化資產保存範圍周邊土地使用彈性，並引導計畫區朝向「生

活型大眾運輸村」發展，調整部分住宅區細分區 

考量本計畫區位於捷運綠線 G12、G13 場站之間，不僅區內擁有遺址且緊

鄰中山醫學大學，未來朝向多樣化土地使用之發展潛力與需求較高，惟本計畫區

現行計畫多劃設為第一種住宅區，僅供純住宅使用，無法配合文化資產、休閒軸

帶及大眾運輸便捷條件提供多樣化土地使用機能，故訂定住宅區細分區審議原則

（如表 5-1），酌予調整部分住宅區細分區，以利引導朝向「具文化歷史底蘊、

藍綠生態特色及醫療學術資源之生活型大眾運輸村」之架構發展。 

（七）為保存文化資產及營造文化資產景觀環境，配合修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 

麻糍埔遺址、舊南屯溪文化景觀及珍貴老樹所在之區位均相互比鄰，可以史

前文化、先民拓墾、自然景觀和生態機能為發展基礎，整合規劃為兼具文化景觀

和生態之開放空間核心區，並納入周邊土地使用的管制配合留設緩衝或增進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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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機能，創造出本計畫區的特色風貌，因此，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

落實文化資產保存，並確保文化資產保存範圍及周邊地區的整體性。 

表 5-1 住宅區細分區審議原則 

審議原則 變更理由 

原則 1： 

鄰接 80 米環中路、40 米文心南路、

30 米三民西路、建國北路之街廓規劃

為住 1-3 

 因應文化資產保存增設公共設施用地，為避免增加市

地重劃公共設施共同負擔比例，遂調整原文小 52 為

住 1，致建國北路北側與土庫溪南側地區可開發土地

增加，預期將影響未來該區域之生活機能及交通旅運

行為改變，爰調整 3 處街廓為住 1-3，以呼應鄰里型

TOD 發展並期望透過大基地開發，提供較多之開放

空間並降低交通衝擊。 

原則 2： 

捷運場站周邊 300 公尺範圍內之核心

地區街廓調整為住 1-3，大慶車站附

近另增設 10M 計畫道路 

 為強化捷運站 TOD 發展核心模式，並引導整體土地

使用分區與交通系統規劃，允許較高程度之商業使用

及較高強度的開發，以吸引人潮及大眾運輸使用旅

次，形塑交通轉運複合機能中心。 

原則 3： 

文化資產保存範圍周邊街廓(即

30M-30、環中路、黎明路、20M-115

所圍非符合原則 1 之區域)規劃為住

1-1 

 考量本國國情且遺址類型文化資產係屬相對靜態之

參訪內容，爰調整遺址周邊土地使用可供多元化土地

使用，以提升文化資產軟性價值。 

原則 4： 

45M 園道及土庫溪（即本計畫區內

40M 排水道用地）兩側街廓規劃為住

1-1 

 因遺址的掘現，致本計畫區添具文化資產之特色，配

合計畫區內原有之藍綠十字軸帶與捷運場站等重要

元素，於藍綠十字軸帶沿線允許多樣化的土地使用，

將有助於延續並結合文化資產與捷運場站，型塑不同

於其他整體開發單元之發展情境，以呼應歷史文化、

生態綠廊、城市轉運所建構之雙十字軸發展。 

原則 5： 

捷運場站周邊 800 公尺範圍內及鄰近

舊有市區發展成熟地區之街廓規劃為

住 1-1 

 為創造可居性、便利性、自足性並重的高生活品質都

市居住環境，以期朝向生態大眾運輸村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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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更內容 

因應主要計畫變更內容、珍貴老樹之保存及為維持原市地重劃公共設施負擔比

例，本細部計畫配合變更計畫共分 20 案，變更位置詳圖 5-1。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詳表 5-2，變更計畫詳圖 5-2；表 5-3 為細部計畫變更前後

面積增減統計表、表 5-4 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前後對照表。 

 

 

圖 5-1 細部計畫變更位置示意圖 



5-5 

表 5-2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原
編
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1 公 165 用地

（舊南屯溪

文化景觀）周

邊第 1 種住宅

區、細園道用

地及道路用

地 

第 1 種住宅區

(12.10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11.93 公頃) 

道路用地 

(0.17 公頃) 

1.為增進文化資產保存範圍周邊土

地使用彈性，且符合本案住宅區細

分區審議原則 3，調整周邊第 1 種

住宅區為第 1-1 種住宅區，在原使

用強度下增加容許使用項目，以提

升文化資產軟性價值。 

2.配合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登錄範圍

調整周邊細部計畫道路系統。 

3.為維持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

地負擔比例，原 15M 細園道用地

縮減 5M，並併鄰近分區變更。 

園道用地 

(0.21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20 公頃) 

道路用地 

(0.01 公頃) 

道路用地 

(0.19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19 公頃) 

2 2 社教 9 南側住

宅區 

住宅區 

(1.11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1.11 公頃) 

1.為維持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

地負擔比例，主要計畫將遺址指定

範 圍 外 之 文 高 用 地 變 更 為 住 宅

區，為增進文化資產保存範圍周邊

土地使用彈性及利於計畫管理，且

符合本案住宅區細分區審議原則

3，故指定為第 1-1 種住宅區。 

2.永春東三路以西、25M-28 道路以

南之第 1 種住宅區已公告為列冊

遺址範圍，一併調整為第 1-1 種住

宅區。 

第 1 種住宅區

(2.37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2.3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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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編
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3 3 環中路與永

春東三路附

近住宅區及

細園道用地 

住宅區 

(0.35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06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0.25 公頃) 

道路用地 

(0.04 公頃) 

1.主要計畫變更加油站專用區為住

宅區，為增進土地利用，配合調整

道路系統，並取消住宅區與原加油

站專用區間之 15M 細園道，且符

合 本 案 住 宅 區 細 分 區 審 議 原 則

1、3，故調整部分分區為第 1-1

種及第 1-3 種住宅區。 

2.為維持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

地負擔比例，臨永春東三路原規劃

之 15M 細園道用地縮減 5M，並

併鄰近分區變更。 

園道用地 

(0.27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17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0.09 公頃) 

道路用地 

(0.01 公頃) 

道路用地 

(0.0012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0006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0.0006 公頃) 

4 4 公 163 用地

（舊南屯溪

文化景觀）周

邊第 1 種住宅

區、細園道用

地及道路用

地 

第 1 種住宅區

(1.58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1.52 公頃) 

道路用地 

(0.06 公頃) 

1.為增進文化資產保存範圍周邊土

地使用彈性，且符合本案住宅區細

分區審議原則 3，調整周邊第 1 種

住宅區為第 1-1 種住宅區，在原使

用強度下增加容許使用項目，以提

升文化資產軟性價值。 

2.配合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登錄範圍

調整周邊細部計畫道路系統。 

3.為維持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

地負擔比例，原 15M 細園道用地

縮減 5M，並併鄰近分區變更。 

園道用地 

(0.05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02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0.02 公頃) 

道路用地 

(0.01 公頃) 

道路用地 

(0.0013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0006 公頃) 

第 1-3 種住宅

區 

(0.000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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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編
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5 5 社教 10 南側

住宅區 

住宅區 

(0.86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86 公頃) 

1.為維持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

地負擔比例，主要計畫將遺址指

定範圍外之文中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為增進文化資產保存範圍周

邊土地使用彈性及利於計畫管

理，且符合本案住宅區細分區審

議原則 3，故指定為第 1-1 種住

宅區。 

2.為增進文化資產保存範圍周邊土

地使用彈性，且符合本案住宅區

細分區審議原則 3，調整周邊第

1 種住宅區為第 1-1 種住宅區，

在原使用強度下增加容許使用項

目，以提升文化資產軟性價值。

第 1 種住宅區

(6.28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6.28 公頃) 

6 6 45M 園道兩

側細園道用

地、土庫溪兩

側細園道用

地 

園道用地 

(1.69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1.05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0.50 公頃)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細公兼兒 1) 

(0.03 公頃) 

兒童遊樂場兼滯洪

池用地(細兒兼滯 1)

(0.04 公頃) 

道路用地 

(0.07 公頃) 

為維持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

地負擔比例，原 15M 細園道用地

縮減 5M，並併鄰近分區變更。 

道路用地 

(0.02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01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0.01 公頃)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細公兼兒 1) 

(0.000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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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編
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7 7 公兼滯 9 用地

東北側原細

10M-17 號道

路及細園道

用地 

園道用地 

(0.04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04 公頃) 

道路用地 

(0.004 公頃) 

為維持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地

負擔比例及配合市地重劃園道工程

設計，原 15M 細園道用地縮減 5M，

並併原細 10M-17 號道路用地變更

為 20M 細園道用地，縮減部分併鄰

近分區變更。 

道路用地 

(0.19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001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0.05 公頃) 

園道用地 

(0.14 公頃) 

第 1 種住宅區

(0.0001 公頃)

園道用地 

(0.0001 公頃) 

- 8 45M 園道及

土 庫 溪 兩 側

街廓 

第 1 種住宅區

(19.29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19.29 公頃) 

因遺址的掘現，致本計畫區添具文化

資產之特色，配合計畫區內原有之藍

綠十 字 軸 帶與 捷 運 場站 等 重 要元

素，於藍綠十字軸帶沿線允許多樣化

的土地使用，將有助於延續並結合文

化資產與捷運場站，型塑不同於其他

整體開發單元之發展情境，故配合調

整 45M 園道及土庫溪兩側第 1 種住

宅區為第 1-1 種住宅區。 

9 9 細 10M-19

號道路北側 

第 1-3 種住宅

區 

(0.10 公頃) 

兒童遊樂場用地

(細兒 4) 

(0.10 公頃) 

1.為保存珍貴老樹，變更部分第 1-3

種住宅區為兒童遊樂場用地。 

2.本案調整內容經臺中市政府農業

局 103 年 6 月 20 日以中市農林字

第 1030018210 號函復無特別意

見並樂觀其成（詳附件八）。 

10 10 45M 園道及

15M-185 

第 1 種住宅區

(0.05 公頃) 

綠 地 用 地 ( 細 綠

1) 

(0.05 公頃) 

1.為保存珍貴老樹，變更部分第 1 種

住宅區為綠地用地。 

2.本案調整內容經臺中市政府農業

局 103 年 6 月 20 日以中市農林字

第 1030018210 號函復無特別意

見並樂觀其成（詳附件八）。 

園道用地 

(0.03 公頃) 

綠 地 用 地 ( 細 綠

1) 

(0.0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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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編
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1 11 細 10M-34

及細 10M-35

號道路 

道路用地 

(0.22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22 公頃) 

為維持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

地負擔比例，在不影響土地利用

前提下，廢除細 10M-34 及細

10M-35 號道路，並併鄰近分區

變更。 

12 12 原細兒 2 用地 兒童遊樂場用

地(細兒 2) 

(0.50 公頃) 

兒童遊樂場兼滯洪

池用地(細兒兼滯 1)

(0.50 公頃) 

因應排水計畫水利設施設置需

要，增列兼供滯洪池用途。 

13 13 廣兼捷用地

東北側附近

公共設施用

地 

第 1-3 種住宅

區 

(0.39 公頃) 

道路用地 

(0.39 公頃) 

1.為維持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

用地負擔比例，在不影響公共

設施服務水準之前提下，適度

縮減區內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及

分區土地。 

2.為 形 塑 交 通 轉 運 複 合 機 能 中

心，且該區位符合本案住宅區

細分區審議原則 2，故縮減之公

共設施用地調整為第 1-3 種住

宅區，另為引導整體土地使用

分區與交通系統，並考量土地

分配，增設 10M 細部計畫道路

銜接原計畫道路系統，以兼顧

都市發展與市地重劃。 

 

機關用地(細機

3) 

(0.01 公頃) 

道路用地 

(0.01 公頃) 

廣場用地(細廣

1) (0.82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0.17 公頃) 

停車場用地(細停 1) 

(0.65 公頃) 

停車場用地(細

停 1) 

(1.00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1.00 公頃) 

園道用地 

(0.30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0.28 公頃) 

道路用地 

(0.02 公頃) 

道路用地 

(0.17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0.16 公頃) 

機關用地(細機 3) 

(0.0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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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編
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4 14 中山醫學大

學東北側 

第 1 種住宅區

(0.16 公頃) 

綠地用地(細綠 3)

(0.11 公頃) 

道路用地 

(0.05 公頃) 

1. 因 應 排 水 計 畫 水 利 設 施 設 置 需

要，增列兼供滯洪池用途。 

2.配合市地重劃工程設置排水箱涵

需要，增設細部計畫道路用地及綠

地用地。 

 

兒 童 遊 樂 場

用地(細兒 3)

(0.31 公頃) 

兒 童 遊 樂 場 兼 滯

洪池用地(細兒兼

滯 2) 

(0.31 公頃) 

道路用地 

(0.02 公頃) 

綠地用地(細綠 3)

(0.02 公頃) 

15 15 中山醫學大

學東側住宅

區 

第 1 種住宅區

(4.23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3.99 公頃) 

綠地用地(細綠 4)

(0.08 公頃) 

道路用地 

(0.16 公頃) 

1.為保存珍貴老樹及避免影響土地

使用完整性，調整細部計畫道路路

線並增設綠地用地。 

2.本案調整內容經臺中市政府農業

局 103 年 6 月 20 日以中市農林字

第 1030018210 號函復無特別意

見並樂觀其成（詳附件八）。 

3.中山醫學大學東側臨接建國北路

之 3 處街廓，因應該區未來該區域

生活機能需求及交通旅運行為，由

第 1 種住宅區調整為第 1-3 種住

宅區，以呼應鄰里型 TOD 發展並

期望透過大基地開發，提供較多之

開放空間並降低交通衝擊。 

道路用地 

(0.16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08 公頃) 

第 1-3 種住宅區 

(0.06 公頃) 

綠地用地(細綠 4)

(0.02 公頃) 

16 16 原文小 52 用

地變更為住

宅區部分 

住宅區 

(3.85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3.31 公頃) 

兒童遊樂場用地 

(細兒 5) 

(0.31 公頃) 

道路用地 

(0.23 公頃) 

1.為維持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

地負擔比例，主要計畫將文小用地

變更為住宅區，為利於計畫管理及

土地利用，除臨接土庫溪 25M 園

道之街廓，符合本案住宅區細分區

審議原則 4，指定為第 1-1 種住宅

區外，其餘符合本案住宅區細分區

審議原則 5，亦指定為第 1-1 種住

宅區並增設 10M 細部計畫道路。

2.範圍內珍貴老樹及其周邊劃設為

兒童遊樂場用地，以利老樹原地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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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編
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3.本案調整內容經臺中市政府農業

局 103 年 6 月 20 日以中市農林字

第 1030018210 號函復無特別意

見並樂觀其成（詳附件八）。 

17 17 細機 2 用地北

側 

第 1 種住宅區

(0.03 公頃) 

綠地用地(細綠 5)

(0.03 公頃) 

1.為保存珍貴老樹，變更部分第 1 種

住宅區為綠地用地。 

2.本案調整內容經臺中市政府農業

局 103 年 6 月 20 日以中市農林字

第 1030018210 號函復無特別意

見並樂觀其成（詳附件八）。 

18 18 兒 171 南側 住宅區 

(0.39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0.28 公頃)  

綠地用地(細綠 6)

(0.11 公頃)  

為維持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地

負擔比例，主要計畫將部分兒 171

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為利於計畫管理

及土地利用，，且符合本案住宅區細

分區審議原則 4，故指定為第 1-1 種

住宅區並增設綠地用地作為與土庫

溪之緩衝綠帶。 

- 19 計畫區其餘

第 1 種住宅區

第 1 種住宅區

(23.93 公頃)

第 1-1 種住宅區 

(23.93 公頃) 

計畫區其餘第 1 種住宅區均位於捷

運場站周邊 800 公尺範圍內或鄰近

舊有市區發展成熟地區，符合本案住

宅區細分區審議原則 5，調整為第

1-1 種住宅區，以創造可居性、便利

性、自足性並重的高生活品質都市居

住環境，引導朝向生態大眾運輸村之

發展。 

19 20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原 計 畫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要點 

修 訂 後 土 地 使 用

分區管制要點 

1.配合本次個案變更土地使用分區

及公共設施用地調整修正相關管

制規定。 

2.為保存文化資產及營造文化資產

景觀環境，配合修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 

3.因應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

條例制定及全市通案性原則修訂。

註：1.原編號係指本案公開展覽草案變更案編號，新編號為核定案編號。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5-12 

表 5-3 細部計畫變更前後面積增減統計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

積(公頃) 1

面積增減(公頃) 

變 1 案 變 2 案 變 3 案 變 4 案 變 5 案 變 6 案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56 -1.11 -0.35  -0.86 

住 1 70.02 -12.10 -2.37 -1.58 -6.28 

住 1-1 2.48 12.32 3.48 0.23 1.54 7.14 1.06

住 1-3 37.03 0.34 0.02  0.51

小計 116.09 0.22 0.00 0.22 -0.02 0.00 1.5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社教機構用地 3.45   

文中小用地 3.41   

機關用地 1.20   

公園用地 8.8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53   0.03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6.40   

兒童遊樂場用地 1.79   

兒童遊樂場兼滯洪池用地 --   0.04

電力用地 0.54   

廣場用地 0.8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58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0.13   

停車場用地 1.87   

綠地用地 0.11   

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使用 0.63   

園道用地 20.47 -0.21 -0.27 -0.05  -1.69

排水道用地 9.60   

道路用地 53.14 -0.01 0.05 0.07  0.05

小計 113.48 -0.22 0.00 -0.22 0.02 0.00 -1.57

合計 229.5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註：1.現行計畫面積係依據 97 座標樁位展繪後重新量測所得之面積。 

2.變更面積未足 50 平方公尺者均以「0.00 公頃」表示。 

3.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5-13 

項目 
面積增減(公頃) 

變 7 案 變 8 案 變 9 案 變 10 案 變 11 案 變 12 案 變 13 案 變 14 案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住 1 -19.29 -0.05  -0.16

住 1-1 0.04 19.29 0.22  

住 1-3 0.05 -0.10  1.22

小計 0.09 0.00 -0.10 -0.05 0.22 0.00 1.22 -0.1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社教機構用地  

文中小用地  

機關用地  0.00

公園用地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 0.10 -0.50 -0.31

兒童遊樂場兼滯洪池用地 0.50 0.31

電力用地  

廣場用地  -0.8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停車場用地  -0.35

綠地用地 0.08  0.13

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使用  

園道用地 0.10 -0.03  -0.30

排水道用地  

道路用地 -0.19 -0.22  0.25 0.03

小計 -0.09 0.00 0.10 0.05 -0.22 0.00 -1.22 0.16

合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註：1.現行計畫面積係依據 97 座標樁位展繪後重新量測所得之面積。 

2.變更面積未足 50 平方公尺者均以「0.00 公頃」表示。 

3.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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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面積增減(公頃) 增減面

積(公頃) 

變更後面

積(公頃)變 15 案 變 16 案 變 17 案 變 18 案 變 19 案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3.85 -0.39  -6.56 0.00 

住 1 -4.23 -0.03 -23.93 -70.02 0.00

住 1-1 0.08 3.31 0.28 23.93 72.92 75.40

住 1-3 4.05  6.09 43.12

小計 -0.10 -0.54 -0.03 -0.11 0.00 2.43 118.5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社教機構用地  0.00 3.45 

文中小用地  0.00 3.41 

機關用地  0.00 1.20 

公園用地  0.00 8.8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03 0.56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0.00 6.40 

兒童遊樂場用地 0.31  -0.40 1.39

兒童遊樂場兼滯洪池用

地 

 
0.85 0.85 

電力用地  0.00 0.54 

廣場用地  -0.82 0.0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0 0.58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0.00 0.13 

停車場用地  -0.35 1.52

綠地用地 0.10 0.03 0.11  0.45 0.56

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

使用 

 
0.00 0.63 

園道用地  -2.45 18.02

排水道用地  0.00 9.60

道路用地 0.00 0.23  0.26 53.40

小計 0.10 0.54 0.03 0.11 0.00 -2.43 111.05 

合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9.57

註：1.現行計畫面積係依據 97 座標樁位展繪後重新量測所得之面積。 

2.變更面積未足 50 平方公尺者均以「0.00 公頃」表示。 

3.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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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變更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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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四、本計畫區劃設下列各種住宅區，其使用

限制如下： 

(一)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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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

商場(店)、飲食店及斂葬服務業(含辦公

室)之使用外，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

施行自治條例住宅區之相關規定管制

之。 

(三) 第 1-3 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之使用

外，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

例住宅區之相關規定管制之。 

四、本計畫區劃設下列各種住宅區，其使用

限制如下： 

(一) 第 1-1 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

商場(店)、飲食店及斂葬服務業(含辦公

室)之使用外，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

施行自治條例住宅區之相關規定管制

之。 

(二) 第 1-3 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之使用

外，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

例住宅區之相關規定管制之。 

本次變更後已無

第 1 種住宅區，故

刪除相關管制規

定，並調整款次。

五、本計畫區內各類住宅區之建築基地應符

合下列各項規定： 

項目 
住宅區 

備註 
住 1 

住
1-1

住
1-3 

高建蔽率(%) 50 50 50  
基準容積率(%) 140 140 140  

上限容積率(%) 210 250 250 

即加上獎勵
容積後之上
限容積率；
辦理都市更
新者不受此
限。 

小基地面積
(㎡) 

140 140 800  

高高度比 1.5 1.5 1.5  
前院深度(M) 6 6 6  

後院深度(M) 3 3 3 
得兼作防火
間隔 

側院寬度(M) 1.5 - 1.5 
一宗基地得
單側留設 

基地 小面寬
(M) 

7 7   

註：1.住宅區依主要計畫規定，不適用建築技術
規則有關建築基地設置開放空間獎勵容
積規定。 

2.第 1-3 種住宅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於本要點發布前已取得建築執照者得
依原領建築執照繼續使用。市地重劃後分
配土地未符合 小基地寬度及深度之規
定者，得依「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
及「臺中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之規定辦
理，不受前表前院深度、後院深度、基地

五、本計畫區內各類住宅區之建築基地應符

合下列各項規定： 

項目 
住宅區

備註 住
1-1

住
1-3

高建蔽率(%) 50 50  
基準容積率(%) 140 140  

上限容積率(%) 250 250

即加上獎勵容積
後 之 上 限 容 積
率；辦理都市更
新者不受此限。 

小基地面積
(㎡) 

140 800

僅臨接 10M 計
畫道路之第 1-3
種住宅區土地，
不受 小基地面
積之限制，惟其
面寬及 小基地
面積應依住 1-1
辦理。 

高高度比 1.5 1.5  
前院深度(M) 6 6  
後院深度(M) 3 3 得兼作防火間隔 

側院寬度(M) - 1.5
一宗基地得單側
留設 

基地 小面寬
(M) 

7   

註：1.住宅區依主要計畫規定，不適用建築技術
規則有關建築基地設置開放空間獎勵容
積規定。 

2.第 1-3 種住宅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於本要點發布前已取得建築執照者得
依原領建築執照繼續使用。市地重劃後分
配土地未符合 小基地寬度及深度之規
定者，得依「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

1.本次變更後已

無第 1 種住宅

區，故刪除相關

管制規定。 

2.考量後續市地

重劃配地合理

性、可行性，又

本案除須考量

因遺址發現而

即將改變的都

市空間機能定

位外，尚須兼顧

因文化資產指

定（登錄）而影

響配地之情

形，故酌予放寬

臨接 10M 計畫

道路之住 1-3

小建築面積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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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面寬、 小基地面積之限制。 
3.上限容積率包含實施容積移轉及其他容

積獎勵規定之總計。 

及「臺中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之規定辦
理，不受前表前院深度、後院深度、基地

小面寬、 小基地面積之限制。 
3.上限容積率包含實施容積移轉及其他容

積獎勵規定之總計。 

六、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刪除) 本計畫區變更後

已無加油站專用

區，故刪除相關管

制規定。 

七、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

與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之規定： 

公共設施 
建蔽率

(％) 
容積率

(％) 
使用項目 

機關用地 50 250  
電力事業用地 40 200  

綠地用地兼作
捷運系統使用 

不予規
定 

不予規
定 

供捷運路
線、場、站、
相關附屬設
施及事業使
用。 

廣場兼捷運系
統用地 

不予規
定 

(註) 

不予規
定 

(註) 

供捷運路
線、場、站、
相關附屬設
施及事業使
用。 

學校用地(文
高) 

50 250 
 

學校用地(文
小、文中) 

50 200 
 

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15 45 
 

兒童遊樂場用
地 

15 30 
 

廣場用地 
不予規

定 
不予規

定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停車場用地 

10(平
面) 

80(立
體) 

20(平
面) 

960(立
體) 

 

註：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送臺中

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六、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

與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之規定： 

公共設施 
建蔽率

(％) 
容積率

(％) 
使用項目 

社教機構用
地 

40 250 
 

機關用地 50 250  
電力用地 40 200  

綠地用地兼
作捷運系統
使用 

不予規
定 

不予規定

供捷運路
線、場、站、
相關附屬設
施及事業使
用。 

廣場兼捷運
系統用地 

不予規
定 

(註) 

不予規定
(註) 

供捷運路
線、場、站、
相關附屬設
施及事業使
用。 

學校用地(文
中小) 

50 200 
 

公園用地、公
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公
園兼滯洪池
用地 

15 45 

 

兒童遊樂場
用地、兒童遊
樂場兼滯洪
池用地 

15 30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 

10(平面)
80(立體)

20(平面)
960(立

體) 

 

註：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送臺中

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1.點次調整。 

2.配合本次個案

變更增設之公

共設施用地項

目增列使用強

度規定。 

3.本計畫區變更

後已無文高、文

中及文小用

地，故刪除相關

管制規定。 

4.電力事業用地

為主要計畫劃

設，配合主要計

畫公共設施用

地名稱更正為

電力用地。 

-- 七、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登錄範

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其使用限制如

下： 

(一) 社教 9、社教 10 等社教機構用地得供

遺址文物移地保存之用，其開發建設

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遺址監管保護

1.新增條文。 

2.配合文化資產

範圍之指定，增

訂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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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 公 163、公 164、公 165 等公園用地

及公兼滯 11 用地，應經遺址審議委員

會或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之同意，始得

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辦法作多目標使用。 

八、建築退縮規定： 

本計畫區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

設施用地退縮建築規定原則如下：（圖

2-3） 

(一) 住宅區依第五點所留設之前院中，臨

建築線部分應留設 4 公尺作為無遮簷

人行道(詳圖 7-2)。建築物如有設置圍

牆之必要者，其圍牆應採鏤空設計所

設圍牆高度不得超過 2 公尺(不含大門

及車道入口)，其中實牆部份 高不得

超過 0.6 公尺，其餘應為透空欄杆，

其視覺穿透率不得低於 4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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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一側退縮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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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 52、文中 40、文中 48、文高 48

與園道銜接側應退縮 15 公尺，於重劃

工程施工時，先行與園道工程一併施

作。 

3.其他臨計畫道路部分應退縮建築至少

6 公尺，其中距道路境界線 4 公尺部分

應作為無遮簷人行道。 

(三) 加油站專用區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面

臨計畫道路及園道部分應退縮建築至

少 6 公尺，其中距道路境界線 4 公尺

部分應作為無遮簷人行道。 

(四) 公兼兒 10 與計畫道路 15M-100 銜接

側應退縮 15 公尺，於重劃工程施工

時，先行與園道及計畫道路 15M-100

一併施作。 

(五) 因基地地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留設騎

樓或退縮建築，且無妨礙市容觀瞻、

消防車輛出入及公共交通，或因都市

八、建築退縮規定： 

本計畫區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

設施用地退縮建築規定原則如下：（圖

7-1） 

(一) (同原條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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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一側退縮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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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臨計畫道路部分應退縮建築至少

6 公尺，其中距道路境界線 4 公尺部分

應作為無遮簷人行道。 

 

 

 

 

(三) 其他公共設施用地面臨計畫道路及園

道部分應退縮建築至少 6 公尺，其中

距道路境界線 4 公尺部分應作為無遮

簷人行道。 

(四) (刪除) 

 

 

 

(四) 因基地地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留設騎

樓或退縮建築，且無妨礙市容觀瞻、

消防車輛出入及公共交通，或因都市

1.因應園道用地

調整，學校用地

及公兼兒 10 用

地無須退縮 15

公尺併園道工

程施作，故刪除

相關規定。 

2.本計畫區變更

後已無加油站

專用區，故刪除

相關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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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需要，經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若屬都市更新單

元地區經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

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者，依其決議辦

理。 

景觀需要，經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若屬都市更新單

元地區經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

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者，依其決議辦

理。 

十、本計畫區除第一種住宅區外之建築基

地，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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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 本次變更後已無

第 1 種住宅區，故

刪除相關管制規

定。 

－ 十、綠 60 及細綠 3 用地得兼供道路及建築

基地車輛出入通行使用。 

1.新增條文。 

2.文教 13 雖未納

入「臺中市第

13 期大慶公辦

市地重劃區」

內，惟其區位與

本計畫區未來

發展具有高度

關聯性。為利文

教 13 與周邊納

入市地重劃區

內之土地使用

分區得相互銜

接，並配合市地

重劃工程設置

排水箱涵需

要，增訂本條

文。 

3.有關細綠3及綠

60 毗鄰中山醫

學大學通行疑

義，業經市府地

政局於 107 年 7

月 13 日（107

年 8 月 1 日中市

地工字第

1070028594

號送會議紀錄）

召開辦理會勘

取得未來通行

共識。 

十二、停車空間： 

本計畫區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設置標

十二、停車空間： 

本計畫區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設置標

1.為因應計畫區

停車場用地縮



5-20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準依下列規定： 

(一) 住宅區建築物應附設停車空間，依其

建築樓地板面積每 150 平方公尺之樓

地板面積，需設置 1 輛停車位計算，

其餘數部分超過 75 平方公尺需增設 1

輛停車位；且第 1 種住宅區及第 1-1

種住宅區每戶至少設置 1 輛停車位。

但停車空間以汽車坡道集中留設於地

下室，且停車數量在前開設置標準兩

倍以內留設者，其樓地板面積得不計

入容積計算。 

(二) 前款以外之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

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理。 

準依下列規定： 

(一)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所

列第一類建築物用途，其建築樓地板

面積每 100 平方公尺設置 1 輛汽車與

1 輛機車（或自行車）停車位，其餘數

部分超過 50 平方公尺應設置 1 輛汽車

與 1 輛機車（或自行車）停車位；第

二類建築物用途，其建築樓地板面積

每 150 平方公尺設置 1 輛汽車停車

位，其餘數部分超過 75 平方公尺應設

置 1 輛汽車停車位，機車（或自行車）

停車位以每戶設置 1 輛為原則。但停

車空間以汽車坡道集中留設於地下

室，且停車數量在前開設置標準兩倍

以內留設者，其樓地板面積得不計入

容積計算。 

(二) 其餘依建築技術規則停車空間相關規

定辦理，且應至少劃設與法定汽車停

車位數相同之機車（或自行車）停車

位。 

(三) 依前述規定計算，屬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編第 59 條所列第一類建築用

途者，其應留設之汽車停車位在 5 輛

（含）以下及既有建物無法增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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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車（或自行車）停車位標準為每輛

之長度不得小於 1.8 公尺、寬度不得

小於 0.9 公尺，其集中設置部數在 20

部（含）以上者，得以每部 4 平方公

尺核計不計入容積計算。 

(五) 「機關用地（細機 3）」應增設 60%之

法定停車位、「社教機構用地（社教 9、

10）」應增設 20%之法定停車位，而

前述增設之停車位係供不特定之公眾

使用，除不計入容積計算外，其所需

經費得由「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

補助支應。而供公眾使用之停車空間

得併同公共建築整體規劃興建，興建

完成後亦得由交通主管機關管理維

護。 

減及增加容許

小型商場(店)、

飲食店之第 1-1

種住宅區規

劃，落實停車需

求內部化原則

及減少未來捷

運 G13 站周邊

停車衝擊，修訂

停車空間留設

規定，並以「規

範各建築基地

負擔自身停車

需求」、「指定公

有建築基地增

設停車空間」及

「獎勵設置停

車空間因應臨

時性停車需求」

等三大目標為

原則，調整本計

畫區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

點，以為因應。

2.其中第(五)款增

訂機關用地(細

機 3)及社教機

構用地(社教

9、10)增設供公

眾使用停車位

之條文內容，係

依本府都市發

展局 105 年 8

月 5 日邀集本

市停車管理處

及文化資產處

召開之本案土

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停車空

間條文研商會

議結論訂定。 

3.第(七)款大眾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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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社教 9、社教 10 及公 163、公 164、

公兼滯 11 用地得合併檢討停車位數

量後集中留設。 

(七) 為引導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位於捷運

或鐵路各車站出入口半徑 200 公尺範

圍內之建築基地經臺中市政府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減少小汽

車停車位之提供或設置，將該空間改

作為供公眾使用之機車及自行車停車

位之用，倘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後得調整機車及汽車車位數量，並

設置獨立出入口由申請者負責管理維

護。 

(八) 基地條件特殊、設置社會住宅或屬宿

舍類型者，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

得改以繳納代金、停車空間全以汽車

或機車（自行車）停車空間計算，或

由前開會議決議內容替代之，並加註

於建造及使用執照中。 

輸場站周邊建

築基地得減少

法定小汽車停

車位之提供或

設置，將該空間

改作為供公眾

使用之機車及

自行車停車位

之用，而經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議後亦得

調整法定機車

及汽車之車位

數量，供公眾使

用，以因應實際

需求及保留建

築設計之彈性。

十三、實設空地扣除依相關法令規定無法綠

化之面積後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

植花草樹木予以綠化；但因設置無遮

簷人行道、裝卸位、車道及現有道

路，致實設空地未達應種植花草樹木

面積者，則僅限實設空地須種植花草

樹木，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綠建築基準之建築基地綠化規

定以綠化總二氧化碳固定量及二氧

化碳固定量基準值做檢討。實設空地

面積每滿 64 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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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公分、灌木應

至少 60 公分、喬木應至少 120 公分。

十三、法定空地扣除依相關法令規定無法綠

化之面積後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

植花草樹木予以綠化；但因設置無遮

簷人行道、裝卸位、車道及現有道

路，致法定空地未達應種植花草樹木

面積者，則僅限實設空地須種植花草

樹木，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綠建築基準之建築基地綠化規

定以綠化總二氧化碳固定量及二氧

化碳固定量基準值做檢討。法定空地

面積每滿 64 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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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公分、灌木應

至少 60 公分、喬木應至少 120 公分。 

以實設空地檢討

綠化及喬木設

計，恐因大基地分

期分區開發造成

後續開發時已種

植之喬木及綠地

需移植或移除之

疑慮，爰修正為以

法定空地檢討綠

化及喬木量。 

-- 十八、為減緩建築開發對舊南屯溪文化景觀

之視覺衝擊，臨接公 163、公 165

公園用地之住 1-1 建築基地管制如

下（詳圖 7-3、圖 7-4）： 

(一) 臨接公園用地一側之基地境界線應至

少退縮 4 公尺以上建築，其中臨公園

用地之 2 公尺部分應設置無遮簷人行

道，不得設置圍牆，得由市地重劃工

1.新增條文。 

2.為提升舊南屯

溪文化景觀環

境品質，避免周

邊建築開發造

成視覺景觀之

壓迫感，針對緊

臨舊南屯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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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行施作簡易路面供人行通行，並

納入公園用地整體規劃設計；其餘 2

公尺部分應妥予綠化。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但不得開挖地下室。因

基地條件限制，地下開挖部分經臺中

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不在此限。 

(二) 臨接公園用地之建築基地，其後院如

有設置圍牆之需要，圍牆高度不得大

於 2 公尺。 

(三) 建築基地臨接公園用地進深７公尺範

圍內，其建築物高度應不大於２層樓

或７公尺。 

化景觀範圍之

建築基地增訂

建築退縮、圍牆

高度及建築高

度管制規定。

-- 十九、文中小用地得配合排水系統設置滯洪

池設施，必要時得採地下化方式設

計。 

1.新增條文。 

2.考量保留地面

空間供校方開

闢相關設施，規

定滯洪池得採

地下化方式設

計，以增加地面

空間運用之彈

性。 

-- 二十、本計畫區經列管受保護樹木所定著之

公共設施用地申請建築開發或景觀

營造時，除須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

治條例」規定辦理外，應盡可能維護

保留原有老樹，並配合其位置整體規

劃設計基地開放空間。 

1.新增條文。 

2.公共設施開闢

應配合老樹特

性及相關規定

辦理，以達原地

保留及維護管

理之目的。 

 二十一、為保存文化資產，建築基地之開發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麻糍埔「指定遺址」範圍內（詳圖

7-5），應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遺

址監管保護辦法」及「遺址發掘資格

條件審查辦法」之相關規定進行管理

維護。 

(二) 位於「列冊遺址」公告範圍者（詳圖

7-5），工程施作前應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遺址監管保護辦法」及「遺

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之相關規

定辦理。 

(三)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行為進行中，發

1.新增條文。 

2.配合文化資產

之保存，增訂相

關文物保存及

建築管理辦理

程序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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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古物、遺址等文化資產時，應即呈

報臺中市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暨「遺址監管保護辦法」

之相關規定辦理；其因而造成工期延

誤之時間得不計入建造執照之申請期

限。 

(四) 遺址出土之考古標本，得於現地規劃

符合安全及保護條件之展示及存放空

間，經臺中市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指定

後，其展示及存放空間得計入法定空

地或公益性設施；或移至經臺中市文

化資產主管機關指定之地點保存。 

(五) 屬於公告指定（含列冊）遺址範圍土

地，於申請建造執照前應取得文化資

產主管機關同意文件，始得依建築相

關法令審查後發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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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變更後計畫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細部計畫區範圍東起西川一路，西至環中路及南屯溪之分界，南至建國北路，北

抵文心南七路，依實際測釘之 TWD97 座標樁位重新展繪後，計畫區總面積約為 229.57

公頃，包括部分豐樂里、楓樹里、樹德里、崇倫里及鎮平里，行政上分屬南屯區及南區。 

二、土地使用計畫 

本細部計畫區劃設第 1-1 種住宅區及第 1-3 種住宅區，分述如下： 

（一）第 1-1 種住宅區（簡稱住 1-1） 

除將鄰近舊有市區發展成熟地區（如黎明路、西川一路附近）之住宅區劃設

為住 1-1 外，更因應遺址的掘現及配合計畫區內藍綠十字軸帶與捷運場站等重要

元素，將麻糍埔指定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周邊、45M 園道及土庫溪兩側及捷

運場站周邊 800 公尺範圍內非屬轉運核心區之街廓，均劃設為住 1-1，以增進土

地使用彈性，創造可居性、便利性、自足性並重的高生活品質都市居住環境，藉

此型塑不同於其他整體開發單元之發展情境，以呼應「具文化歷史底蘊、藍綠生

態特色及醫療學術資源之生活型大眾運輸村」之發展定位。本計畫住 1-1 面積約

75.4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32.84％。 

（二）第 1-3 種住宅區（簡稱住 1-3） 

環中路東側、文心南路、三民西路兩側街廓、建國北路北側及捷運場站周邊

300 公尺範圍內轉運核心區街廓劃設為住 1-3，面積約 43.12 公頃，占計畫總面

積的 18.78％。 

表 6-1 為細部計畫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圖 6-2 為變更後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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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細部計畫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原計畫 

現行計畫面
積(公頃) 2

面積增減 
(公頃) 

變更後計畫 
面積 

(公頃)1

比例 
(%) 

面積 
(公頃) 

比例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 -- 6.56 -6.56 0.00 0.00 
住 1 77.79 33.88 70.02 -70.02 0.00 0.00
住 1-1 2.47 1.08 2.48 +72.92 75.40 32.84
住 1-3 37.03 16.13 37.03 +6.09 43.12 18.78
加油站專用區 0.44 0.19 -- -- -- --
小計 117.73 51.28 116.09 +2.43 118.52 51.6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社教機構用地 -- -- 3.45 0.00 3.45 1.50 
文高用地 4.24 1.85 -- 0.00 0.00 0.00 
文中用地 7.91 3.45 -- 0.00 0.00 0.00 
文小用地 4.05 1.76 -- 0.00 0.00 0.00 
文中小用地 -- -- 3.41 0.00 3.41 1.49
機關用地 1.20 0.52 1.20 0.00 1.20 0.52 
公園用地 -- -- 8.81 0.00 8.81 3.84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5.28 2.30 0.53 +0.03 0.56 0.24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 -- 6.40 0.00 6.40 2.79
兒童遊樂場用地 2.19 0.95 1.79 -0.40 1.39 0.61
兒童遊樂場兼滯洪池用地 -- -- -- +0.85 0.85 0.37 
電力用地 0.54 0.24 0.54 0.00 0.54 0.24 
廣場用地 0.82 0.36 0.82 -0.82 0.00 0.0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58 0.25 0.58 0.00 0.58 0.25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0.13 0.06 0.13 0.00 0.13 0.06 
停車場用地 1.87 0.81 1.87 -0.35 1.52 0.66
綠地用地 0.11 0.05 0.11 +0.45 0.56 0.24
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使用 0.63 0.27 0.63 0.00 0.63 0.27 
園道用地 8.97 3.91 20.47 -2.45 18.02 7.85
排水道用地 9.67 4.21 9.60 0.00 9.60 4.18
道路用地 63.67 27.73 53.14 +0.26 53.40 23.26
小計 111.84 48.72 113.48 -2.43 111.05 48.37 

重劃共同負擔公共設施 3 105.86 46.11 108.29 -2.43 105.86 46.11
總面積 229.57 100.00 229.57 0.00 229.57 100.00

註：1.原計畫係指 98 年 10 月 30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單元六、七）（大
慶車站附近）細部計畫案」，並依據 97 座標樁位展繪後重新量測所得之面積。 

2.現行計畫係指本次配合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保存辦理主要計畫個案變更後之細部計畫
面積。 

3.重劃共同負擔公共設施係指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共同負擔之 10 項公共設施用地，不含社
教機構用地、文高用地、機關用地及電力用地。 

4.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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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變更後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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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設施計畫 

本次個案變更後，細部計畫共計劃設 17 種公共設施用地，分述如下： 

（一）社教機構用地 

計畫區計有社教機構用地 2 處，均為配合麻糍埔遺址指定範圍所變更劃設，

社教 9 用地面積約 2.70 公頃、社教 10 用地面積約 0.75 公頃，面積合計約 3.45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1.50％，為主要計畫所劃設。 

（二）文中小用地 

計畫區計有文中小用地 1 處（文中小 6），並配合排水計畫指定兼供滯洪池使

用，面積約 3.41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1.49％，為主要計畫所劃設。 

（三）機關用地 

計畫區計有機關用地 2 處，均為細部計畫所劃設。細機 2 用地位於西川一路

西側，面積 0.25 公頃；細機 3 用地位於中山醫學大學西側，面積 0.95 公頃；機

關用地面積合計 1.2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52％。 

（四）公園用地 

計畫區計有公園用地 3 處，均位於計畫區西側，為主要計畫所劃設。公 163

用地及公 164 用地係配合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所劃設，面積分別為

1.77 公頃及 5.85 公頃；公 165 用地係配合舊南屯溪文化景觀北段所劃設，面積

約 1.19 公頃。本計畫區公園用地面積合計約 8.81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3.84%。 

（五）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計畫區計有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 處，為細部計畫所劃設。細公兼兒 1 用

地內有正德福德祠，面積約 0.56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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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計畫區計有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3 處，均為主要計畫劃設。公兼滯９用地位於

電力 10 用地東北側，面積約 2.85 公頃；公兼滯 10 用地位於計畫區南側，面積約

1.70 公頃；公兼滯 11 用地係配合麻糍埔遺址及排水計畫所劃設，面積約 1.85 公

頃。公園兼滯洪池用地面積合計約 6.4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2.79%。 

（七）兒童遊樂場用地 

計畫區共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 4 處，主要計畫於計畫區東側劃設兒童遊樂場

用地 1 處（兒 171），面積 0.11 公頃；細部計畫規劃兒童遊樂場用地 3 處，細兒

1 用地面積 0.87 公頃、細兒 4 用地面積 0.10 公頃、細兒 5 用地面積 0.31 公頃。

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合計約 1.39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61％。 

（八）兒童遊樂場兼滯洪池用地 

計畫區共劃設兒童遊樂場兼滯洪池用地 2 處，均為細部計畫所劃設。細兒兼

滯 1 用地面積 0.54 公頃、細兒兼滯 2 用地面積 0.31 公頃，合計約 0.85 公頃，占

計畫總面積的 0.37％。 

（九）電力用地 

計畫區計有電力用地 1 處（電力 10），面積約 0.54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24％，位於計畫區西南側，為主要計畫所劃設。 

（十）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計畫區計有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 處（廣兼停 106），面積約 0.58 公頃，占計

畫總面積的 0.25％，位於計畫區西南側劃設，為主要計畫所劃設。 

（十一）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配合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計畫，於主要計畫劃設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1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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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約 0.13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06％。 

（十二）停車場用地 

計畫區計有停車場用地 2 處，均為細部計畫所劃設。細停 1 用地位於捷運 G13

站東北側，面積 0.94 公頃，細停 2 用地位於中山醫學大學西南側，面積 0.58 公

頃。停車場用地面積合計約 1.52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66％。 

（十三）綠地用地 

計畫區規劃 8 處綠地，其中 2 處為主要計畫劃設。綠 60 用地位於中山醫學

大學前，面積約 0.06 公頃、綠 61 用地位於土庫溪排水與 10M-396 交界處，面

積約 0.04 公頃。細部計畫規劃綠地用地 6 處，面積合計約 0.46 公頃。計畫區綠

地用地面積合計約 0.56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24％。 

（十四）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使用 

配合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計畫，於主要計畫劃設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使用 1

處，面積約 0.63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0.27％。 

（十五）園道用地 

主要計畫於南屯溪及土庫溪排水兩側劃設各 25 米園道用地，於計畫區西南側

規劃 45 米園道用地串連南屯溪及土庫溪排水園道系統，面積合計約 17.64 公頃；

細部計畫增設園道用地 0.38 公頃。園道用地面積合計約 18.02 公頃，占計畫總面

積的 7.85%。其中 45M 園道與 20M-116 號計畫道路交叉口為原地保留 3 棵老樹，

建議以圓環方式設計路口，路口設計原則詳圖 6-2。其他園道設計原則詳如圖 6-3，  

（十六）排水道用地 

計畫區劃設 9.60 公頃的排水道用地，占計畫總面積的 4.18％，為主要計畫劃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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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道路用地 

本計畫於主要計畫劃設道路用地 42.39 公頃，細部計畫增設 11.01 公頃，計

畫區道路用地面積合計 53.4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23.26%。 

表 6-2 為公共設施用地編號一覽表。圖 6-2 為園道剖面規劃示意圖。 

 

圖 6-2 45M 園道與 20M-116 號道路交叉路口圓環設計原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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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庫溪排水（麻園頭溪）兩側 25M 園道剖面圖 

 
南屯溪兩側 25M 園道剖面圖 

註：園道開闢時應配置 2.5 米自行車道。 

圖 6-3 園道剖面規劃示意圖（一） 
 

土 庫 溪 排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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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M 園道剖面圖 

 

 
20M 園道剖面圖 

註：園道開闢時應配置 2.5 米自行車道。 

圖 6-3 園道剖面規劃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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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公共設施用地編號一覽表 

公共設施項目及編號 
面積 

(公頃)

比例 

(%) 
備註 

社教機構用地 
社教 9 2.70 1.18 主要計畫公設，已公告為麻糍埔遺址

指定範圍 社教 10 0.75 0.33

文中小用地 文中小 6 3.41 1.49 主要計畫公設，兼供滯洪池使用 

機關用地 
細機 2 0.25 0.11 細部計畫公設，供市政相關機構使用

細機 3 0.95 0.41 細部計畫公設，供市政相關機構使用

公園用地 

公 163 1.77 0.77

主要計畫公設，已公告為麻糍埔遺址

指定範圍，其中部分範圍屬舊南屯溪

文化景觀登錄範圍 

公 164 5.85 2.55

主要計畫公設，已公告為麻糍埔遺址

指定範圍，其中部分範圍屬舊南屯溪

文化景觀登錄範圍 

公 165 1.19 0.52
主要計畫公設，部分範圍已公告為舊

南屯溪文化景觀登錄範圍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細公兼兒 1 0.56 0.24 細部計畫公設，正德福德祠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公兼滯 9 2.85 1.24 主要計畫公設 

公兼滯 10 1.70 0.74 主要計畫公設 

公兼滯 11 1.85 0.81
主要計畫公設，已公告為麻糍埔遺址

指定範圍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 171 0.11 0.05 主要計畫公設 

細兒 1 0.87 0.38 細部計畫公設 

細兒 4 0.10 0.04 細部計畫公設 

細兒 5 0.31 0.14 細部計畫公設 

兒童遊樂場兼滯洪池用

地 

細兒兼滯 1 0.54 0.24 細部計畫公設 

細兒兼滯 2 0.31 0.14 細部計畫公設，豐安福德祠 

電力用地 電力 10 0.54 0.24 主要計畫公設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廣兼停 106 0.58 0.25 主要計畫公設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廣兼捷 0.13 0.06 主要計畫公設，捷運站 

停車場用地 
細停 1 0.94 0.41 細部計畫公設 

細停 2 0.58 0.25 細部計畫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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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項目及編號 
面積 

(公頃)

比例 

(%) 
備註 

綠地用地 

綠 60 0.06 0.03 主要計畫公設 

綠 61 0.04 0.02 主要計畫公設 

細綠 1 0.08 0.03 細部計畫公設 

細綠 2 0.01 0.00 細部計畫公設 

細綠 3 0.13 0.06 細部計畫公設 

細綠 4 0.10 0.04 細部計畫公設 

細綠 5 0.03 0.01 細部計畫公設 

細綠 6 0.11 0.05 細部計畫公設 

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

使用 
綠兼捷 0.63 0.27 主要計畫公設，捷運路線 

園道用地 園道 18.02 7.85  

排水道用地 9.60 4.18  

道路用地 53.40 23.26  

合計 111.05 48.37  

四、交通系統計畫 

主要計畫劃設道路用地 42.39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18.46%；細部計畫增設 11.01

公頃，計畫區道路用地面積合計 53.40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的 23.26%。 

（一）聯外道路 

1. 80M-1 號道路（環中路）：往北通往中彰快速道路，往南通往大里區。 

2. 40M-3 號道路（文心南路）：往北接東山路進入大坑風景區，往南通往大里區。 

3. 30M-30 號道路（三民西路）：往東接三民路，可連絡崇德路、北屯路通往北屯

區、潭子區，往西接環中路。 

4. 25M-22 號道路（大墩南路）：往北接大墩路通往西屯區。 

5. 25M-28 號道路：往北接市政路通往西屯區，往南通往烏日區。  

6. 24M-158 號道路（建國北路）：往西通往臺中高鐵站，往東通往臺中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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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M-102 號道路（黎明路）：為計畫區西側主要南北向道路。往北接西屯區、

大雅區，往南通往烏日區。 

8. 45M 園道：往北接公益路通往臺中市區，往南通往烏日區。 

（二）主要道路 

1. 南屯溪兩側 25M 園道（永春東二路、永春東三路）：往北銜接永春路，往南通

往楓樹里地區。 

2. 土庫溪排水（麻園頭溪）兩側 25M 園道：往東北通往精誠路，往西南銜接環中

路。 

3. 20M-85 號道路（東興路延伸）：主要計畫劃設，為計畫區主要南北向道路，往

北接漢口路通往西屯區，往南接工學路通往南區。 

4. 20M-112 號道路（向心南路延伸）：主要計畫劃設，為計畫區主要東西向道路。

往西南接環中路通往烏日鄉，往北接大墩路通往西屯區。 

5.20M-115 號道路（永順路延伸）：主要計畫劃設，為計畫區主要南北向道路。

往西北接黎明路通往烏日鄉，往東南接建國北路通往市中心區。 

6. 20M-116 號道路（永春東一路延伸）：主要計畫劃設，為計畫區主要東西向道

路。往西南接環中路通往烏日鄉，往北接惠中路通往西屯區。 

7. 20M-122 號道路（文心南九路延伸）：往東通往文心南路，往西通往永春東一

路。 

8. 細 20M-1（豐偉路延伸）：往北通往文心南三路，往南銜接 20M-122 號道路。 

9. 15M-101 號道路：計畫區東側道路，往西銜接 20M-85 號道路，往東通往西川

一路。 

10. 15M-128 號道路（永平路延伸）：往北銜接文心南九路，往南通往土庫溪排水

（麻園頭溪）北側 25M 園道。 

11. 15M-139 號道路（豐富路延伸）：往北通往永春國小，往南通往土庫溪排水（麻

園頭溪）北側 25M 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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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M-185 號道路及細 15M-1、細 15M-2、細 15M-3、細 15M-4、細 15M-5

號道路：計畫區內東西向主要道路，往西通往環中路，往東通往文中小用地。 

（三）次要及出入道路 

主要計畫於計畫區內劃設 8 至 15 公尺次要道路，細部計畫劃設８至 20 公尺

計畫道路，作為計畫區內各住宅鄰里單元之聯絡道路或社區出入道路。 

圖 6-4 為變更後道路系統示意圖，圖 6-5 為道路編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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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變更後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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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道路編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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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更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32 條及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9 條規定訂

定之。 

二、本計畫區內之建物與土地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管制，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有

關法令之規定；其用語亦同。 

三、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獨戶住宅：僅含 1 個住宅單位之獨立建築物。 

（二）雙併住宅：含有 2 個住宅單位，彼此在平行面基地相連之建築物。 

（三）連棟住宅：含有 3 個以上相連住宅單位之建築物，每一住宅單位之左右以牆

與其他住宅單位分隔，並有單獨出入之通路可供進出者。 

（四）集合住宅：含有 3 個以上住宅單位，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之建築

物。 

（五）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六）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計畫道路之基地線，臨接 2 條以上計畫道路者，由建

築基地申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基地線。 

（七）後面基地線：基地線與前面基地線不相交且其延長線與前面基地線(或延長

線)形成之內角未滿 45 度者，內角在 45 度以上時，以 45 度線為準。 

（八）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非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九）基地深度：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離。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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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寬度：同一基地內兩側面基地線間之 小水平距離。 

（十一）前院：沿前面基地線之庭院。 

其他臨接計畫道路之基地線，另有設置騎樓或退縮規定者，從其規定，無

規定者，比照前院深度退縮。 

（十二）後院：沿後面基地線之庭院。 

（十三）側院：沿側面基地線留設一側之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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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前院深度：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水平距離。

(註：有牆以牆中心為主，無牆以柱中心為準)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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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有牆以牆中心為主，無牆以柱中心為準) 

（十六）側院寬度：建築物側牆中心線與該側面基地線間之側院平均水平距離。 

（十七）建築物高度比：建築物各部分高度與自各該部分起量至臨接道路對側道路

境界線之 小水平距離之比。但臨接二條以上道路者，得任選一條檢討。 

建築物不計建築物高度者及不計建築面積之陽台、屋簷、雨遮等，得不受

建築物高度比之限制。 

建築基地臨接或臨接道路對側有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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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築物高度比之計算，得將該等寬度計入。 

（十八）離街裝卸場：道路外供貨車裝卸貨物之場所或空間。 

四、本計畫區劃設下列各種住宅區，其使用限制如下： 

（一）第 1-1 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大型商場(店)、飲食店及斂葬服務業(含辦公

室)之使用外，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住宅區之相關規定管制

之。 

（二）第 1-3 種住宅區：除限制工業之使用外，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

例住宅區之相關規定管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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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計畫區內各類住宅區之建築基地應符合下列各項規定： 

項  目 
住宅區 備     註 

住 1-1 住 1-3  

高建蔽率(%) 50 50  

基準容積率(%) 140 140  

上限容積率(%) 250 250 
即加上獎勵容積後之上限容積率；辦理都市
更新者不受此限。 

小基地面積(㎡) 140 800 
僅臨接 10M 計畫道路之第 1-3 種住宅區土
地，不受 小基地面積之限制，惟其面寬及

小基地面積應依住 1-1 辦理。 

高高度比 1.5 1.5  

前院深度(M) 6 6  

後院深度(M) 3 3 得兼作防火間隔 

側院寬度(M) - 1.5 一宗基地得單側留設 

基地 小面寬(M) 7   

註：1.住宅區依主要計畫規定，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有關建築基地設置開放空間獎勵容積規定。 

2.第 1-3 種住宅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於本要點發布前已取得建築執照者得依原領建築執照繼

續使用。市地重劃後分配土地未符合 小基地寬度及深度之規定者，得依「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自

治條例」及「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不受前表前院深度、後院深度、基地 小

面寬、 小基地面積之限制。 

3.上限容積率包含實施容積移轉及其他容積獎勵規定之總計。 

六、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與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之規定： 

公共設施 建蔽率(％) 容積率(％) 使用項目 

社教機構用地 40 250  

機關用地 50 250  

電力用地 40 200  

綠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使用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供捷運路線、場、站、相
關附屬設施及事業使用。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不予規定 

(註) 
不予規定 

(註) 
供捷運路線、場、站、相
關附屬設施及事業使用。

學校用地(文中小) 50 200  

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15 45 
 

兒童遊樂場用地、兒童遊樂
場兼滯洪池用地 

15 3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 

10(平面) 
80(立體) 

20(平面) 
960(立體) 

 

註：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送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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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登錄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其使用限制如下： 

（一）社教 9、社教 10 等社教機構用地得供遺址文物移地保存之用，其開發建設

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公 163、公 164、公 165 等公園用地及公兼滯 11 用地，應經遺址審議委員

會或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之同意，始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作多目標使用。 

八、建築退縮規定： 

本計畫區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退縮建築規定原則如下：（圖 7-1） 

（一）住宅區依第五點所留設之前院中，臨建築線部分應留設 4 公尺作為無遮簷人

行道（詳圖 7-2）。建築物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其圍牆應採鏤空設計所

設圍牆高度不得超過 2 公尺（不含大門及車道入口），其中實牆部份 高不

得超過 0.6 公尺，其餘應為透空欄杆，其視覺穿透率不得低於 4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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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一側退縮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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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臨計畫道路部分應退縮建築至少 6 公尺，其中距道路境界線 4 公尺部

分應作為無遮簷人行道。 

（三）其他公共設施用地面臨計畫道路及園道部分應退縮建築至少 6 公尺，其中距

道路境界線 4 公尺部分應作為無遮簷人行道。 

（四）因基地地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留設騎樓或退縮建築，且無妨礙市容觀瞻、消

防車輛出入及公共交通，或因都市景觀需要，經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若屬都市更新單元地區經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

議會審議通過者，依其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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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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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住宅區建築物前院退縮示意參考圖 
 

九、為鼓勵建築基地之整體建築使用、設置公益性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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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施綠美化，訂定下列獎勵措施： 

（一）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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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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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使用；其集中留設之樓地板面積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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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鼓勵小建築基地整體開發建築，建築基地如達下列整體開發建築基地規模

者，得依下列規定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 

整體開發建築基地規模 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 

3,000 平方公尺(含)以上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率×10％ 

4,000 平方公尺(含)以上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率×15％ 

完整街廓整體開發 基地面積×基準容積率×20％ 

備註：「完整街廓」之定義係指街廓內之 小基地面積應超過 4,000 平方公尺，並符

合下列規定之ㄧ者：(一)指四周均為都市計畫道路圍成之都市計畫範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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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內有非都市發展用地，為非完整街廓。(二)街廓內有公共設施用地者，其

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不得小於該建築基地周長之三分之二。 

（三）為鼓勵本計畫區加速開發建設，建築基地於市地重劃完成之日起，於三年以

內申請建造執照者得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基準容

積率之 20％為限。整體開發建築基地規模達獎勵之規定，依公寓大廈管理

條例規定以共管式開發方式辦理。 

備註：有關申請建造執照，應於獎勵期限內提出申請建造執造，並於獎勵期

限滿後 7 個月內領得建造執照，且需於建照期限內建造完成，否則視

同不符獎勵規定。 

（四）為維護本計畫地區之都市景觀、環境衛生及公共安全，尚未開發建築之公有

土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主動實施綠、美化。而預期三年內不開發建築，

面積超過 330 平方公尺（100 坪）之私有土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向本府建

設處景觀工程科提出綠、美化計畫，經審查通過並實施至建築施工前，於開

發建築時得酌予獎勵容積率。惟開發建築前須由本府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依

其綠、美化成本等各項因素進行審查，且申請面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者，

另須提出交通影響評估，以決定其獎勵之容積率。 

前項獎勵之容積率 高不得超過 5%，且經本府核發都市設計審定書後，應

於六個月內申請建築執照，未依期限提出申請建築執照，撤銷其容積獎勵。 

（五）街角開放空間獎勵措施：下列路口街角住宅區基地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以

上，於街角設置任一邊 小寬度 8 公尺以上（不含騎樓或人行道部分）無頂

蓋廣場式開放空間，留設之 小面積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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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留設之街角開放空間面

積乘以基準容積率之 60％為限，所留設之街角開放空間得作為法定空地計

算： 

1.30M-30（三民西路）與 25M-22（大墩南路）交叉路口。 

2.30M-30（三民西路）與 40M-3（文心南路）交叉路口。 

3.30M-30（三民西路）與 20M-115 交叉路口。 

4.30M-30（三民西路）與 25M-28 交叉路口。 

（六）為配合未來各項都市開發建設工作之進行，如興建捷運站、大型整體開發案

等，得視實際需要酌予獎勵增加容積強度，其詳細辦法由市府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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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前述第（二）、（三）、（四）款之容積獎勵合計不得超過基準容積率之 40％

（有關建築總獎勵容積率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

治條例規定辦理。）十、本計畫區除第一種住宅區外之建築基地，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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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綠 60 及細綠 3 用地得兼供道路及建築基地車輛出入通行使用。 

十一、斜屋頂規定： 

本計畫區建築物高度在 15 公尺或 4 層樓以下者，原則上應設置斜屋頂，其斜屋

頂面積不得小於建築水平投影面積的二分之ㄧ。惟若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6,000 平

方公尺有其他景觀考量者，得經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許可者不受此

限。 

十二、停車空間 

本計畫區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設置標準依下列規定： 

（一）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所列第一類建築物用途，其建築樓地

板面積每 100 平方公尺設置 1 輛汽車與 1 輛機車（或自行車）停車位，

其餘數部分超過 50 平方公尺應設置 1 輛汽車與 1 輛機車（或自行車）停

車位；第二類建築物用途，其建築樓地板面積每 150 平方公尺設置 1 輛

汽車停車位，其餘數部分超過 75 平方公尺應設置 1 輛汽車停車位，機車

（或自行車）停車位以每戶設置 1 輛為原則。但停車空間以汽車坡道集中

留設於地下室，且停車數量在前開設置標準兩倍以內留設者，其樓地板面

積得不計入容積計算。 

（二）其餘依建築技術規則停車空間相關規定辦理，且應至少劃設與法定汽車停

車位數相同之機車（或自行車）停車位。 

（三）依前述規定計算，屬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所列第一類建築用

途者，其應留設之汽車停車位在 5 輛（含）以下及既有建物無法增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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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或自行車）停車位標準為每輛之長度不得小於 1.8 公尺、寬度不得

小於 0.9 公尺，其集中設置部數在 20 部（含）以上者，得以每部 4 平方

公尺核計不計入容積計算。 

（五）「機關用地（細機 3）」應增設 60%之法定停車位、「社教機構用地（社教

9、10）」應增設 20%之法定停車位，而前述增設之停車位係供不特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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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使用，除不計入容積計算外，其所需經費得由「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

金」補助支應。而供公眾使用之停車空間得併同公共建築整體規劃興建，

興建完成後亦得由交通主管機關管理維護。 

（六）社教 9、社教 10 及公 163、公 164、公兼滯 11 用地得合併檢討停車位數

量後集中留設。 

（七）為引導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位於捷運或鐵路各車站出入口半徑 200 公尺範

圍內之建築基地經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減少小

汽車停車位之提供或設置，將該空間改作為供公眾使用之機車及自行車停

車位之用，倘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得調整機車及汽車車位數量，

並設置獨立出入口由申請者負責管理維護。 

（八）基地條件特殊、設置社會住宅或屬宿舍類型者，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

得改以繳納代金、停車空間全以汽車或機車（自行車）停車空間計算，或

由前開會議決議內容替代之，並加註於建造及使用執照中。 

十三、法定空地扣除依相關法令規定無法綠化之面積後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

木予以綠化；但因設置無遮簷人行道、裝卸位、車道及現有道路，致法定空地未

達應種植花草樹木面積者，則僅限實設空地須種植花草樹木，並依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綠建築基準之建築基地綠化規定以綠化總二氧化碳固定量及二

氧化碳固定量基準值做檢討。法定空地面積每滿 64 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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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公分、灌木應至少 60 公分、喬木應至少 12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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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本計畫區內應提送都市設計審議範圍：  

（一）公有建築之審議依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要點規定辦

理。  

（二）公用事業(包括電信局、航空站、大客車運輸業之轉運站、公私立大型醫

院、文大及文教區等)建築申請案之總樓地板超過 10,000 平方公尺者。  

（三）新建建築樓層高度超過 12 層，或住宅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6,000

平方公尺，商業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者，或新建總

樓地板面積超過 30,000 平方公尺者。 

（四）新闢立體停車場基地面積 6,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但建築物附屬停車場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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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容積管制前已申請或領有建造執照，在建造執照有效期間內，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6 條之 1 第 2 項執照之申請案。 

前項各款建築基地之建築基地規模、開放空間、人車通行系統、交通運輸系統、

建築量體造型與色彩、景觀計畫、環境保護設施、防災空間、氣候調適與管理維

護計畫等都市設計相關事項，應提送臺中市政府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經審

議通過後，始依法核發建照。 

十六、離街裝卸場 

（一）裝卸車位數量：本計畫區內建築物，應依下表規定設置離街裝卸場： 

建築物用途 
使用樓地板面積

FA(㎡) 
裝卸車位數(部) 備註 

公共設施、

辦 公 事 務

業、旅社 

FA＜2,000 免設 建 築 物 具 有 兩 種

以上使用情況，離

街 裝 卸 車 位 設 置

數量，應依各使用

組 別 的 設 置 標 準

分別計算後(零數

均應計入)予以累

加合併規劃。 

2,000≦FA＜10,000 1 

10,000≦FA＜20,000 2 

FA≧20,000 3＋(FA-20,000)/20,000 

零售商業、

服務業 

FA＜1,000 免設 

1,000≦FA＜4,000 1 

4,000≦FA＜6,000 2 

FA≧6,000 3＋(FA-6,000)/6,000 

娛樂業 

FA＜1,000 免設 

1,000≦FA＜10,000 1 

FA≧10,000 2＋(FA-10,000)/10,000 

（二）裝卸空間標準： 

1. 小裝卸空間尺度： 

 長度(公尺) 寬度(公尺) 淨高(公尺) 

小貨車 6.0 2.5 2.7 

大貨車 13.0 4.0 4.2 

備註：淨高於斜坡面時，應以平行間距為標準。 

2. 前述 小空間不包括車道、操作空間及裝卸平臺等空間。 

3. 每滿 10 部裝卸車位數量要求時，應於其中設置 1 部大貨車之裝卸空間。 

4. 裝卸空間之出入車道距外圍二條道路境界交叉點 少應有 15 公尺。 

5. 裝卸空間應單獨設置，且不得佔用前院與指定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及法定

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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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為鼓勵都市老舊地區申辦獎勵老舊建物重建，屬商業區及住宅區之建築基地，其

達都市設計審議規模者從其規定，符合下列條件得予以獎勵基準容積之 20%或

15%：  

（一）基地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30 年以上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及

鋼骨混凝土造合法建築物坐落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

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 30 年以上合法建築物

坐落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之一，得申請獎勵基準容積之

20%。 

（二）基地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合法建築物、

20 年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合法建築物坐落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

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合法建

築物坐落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之一，得申請獎勵基準容積之

15%。 

（三）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四）建築配置時，應自基地退縮二側，包括基地後側及側面，側面得選擇一側

並連通至道路，該退縮淨寬至少 1.5 公尺。 

（五）不得再申請建築技術規則所訂定開放空間獎勵。 

十八、為減緩建築開發對舊南屯溪文化景觀之視覺衝擊，臨接公 163、公 165 公園用地

之住 1-1 建築基地管制如下（詳圖 7-3、圖 7-4）： 

（一）臨接公園用地一側之基地境界線應至少退縮 4 公尺以上建築，其中臨公園

用地之 2 公尺部分應設置無遮簷人行道，不得設置圍牆，得由市地重劃工

程先行施作簡易路面供人行通行，並納入公園用地整體規劃設計；其餘 2

公尺部分應妥予綠化。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但不得開挖地下室。因

基地條件限制，地下開挖部分經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不在此限。 

（二）臨接公園用地之建築基地，其後院如有設置圍牆之需要，圍牆高度不得大

於 2 公尺。 

（三）建築基地臨接公園用地進深７公尺範圍內，其建築物高度應不大於２層樓

或７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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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範圍周邊無遮簷人行道留設範圍示意圖 

 

圖 7-4 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範圍兩側建築基地帶狀式開放空間留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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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文中小用地得配合排水系統設置滯洪池設施，必要時得採地下化方式設計。 

二十、本計畫區經列管受保護樹木所定著之公共設施用地申請建築開發或景觀營造時，

除須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規定辦理外，應盡可能維護保留原有老樹，

並配合其位置整體規劃設計基地開放空間。 

二十一、為保存文化資產，建築基地之開發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麻糍埔「指定遺址」範圍內（詳圖 7-5），應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遺

址監管保護辦法」及「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之相關規定進行管理

維護。 

（二）位於「列冊遺址」公告範圍者（詳圖 7-5），工程施作前應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遺址監管保護辦法」及「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之相關規

定辦理。 

（三）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行為進行中，發現古物、遺址等文化資產時，應即呈

報臺中市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暨「遺址監管保護辦法」

之相關規定辦理；其因而造成工期延誤之時間得不計入建造執照之申請期

限。 

（四）遺址出土之考古標本，得於現地規劃符合安全及保護條件之展示及存放空

間，經臺中市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指定後，其展示及存放空間得計入法定空

地或公益性設施；或移至經臺中市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指定之地點保存。 

（五）屬於公告指定（含列冊）遺址範圍土地，於申請建造執照前應取得文化資

產主管機關同意文件，始得依建築相關法令審查後發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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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遺址指定及列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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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開發方式及期程 

（一）開發方式 

本細部計畫之開發方式依「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

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書、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用地、後期發展區部分）

書」有關整體開發地區所訂定之附帶條件第三點之（二）：「為配合國家重大建設

計畫或地方都市發展之需要，得由本府就需配合之開發單元範圍擬定細部計畫，

辦理市地重劃開發。」之指導，配合捷運場站之設立，由臺中市政府列為第 13 期

市地重劃採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進行開發，並依平均地權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開發相關事宜。 

（二）開發期程 

本細部計畫市地重劃範圍係以全區 1 期辦理整體開發，第 13 期市地重劃工程

刻正進行開發，實際市地重劃作業時程，應以實際執行狀況為準。 

二、財務計畫 

（一）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本重劃區為臺中市整體開發單元六、七單元，坐落於南屯區及南區，範圍包

括南屯區豐安段、豐樂段、鎮南段、楓樹段、楓興段及南區半平厝段、樹子腳段、

番婆段部分土地。東以西川一路建築線為界，西至環中路及南屯溪為界，南迄建

國北路已開闢道路為界，北至文心南七路道路中心線為界。 

（二）重劃地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本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公有地部分為中華民國、臺中市、延平鄉，共計

40.46 公頃，占總面積 17.62%，私有地約 189.05 公頃，占總面積 82.35%，本重

劃區土地面積包含公私有土地及未登錄土地面積，合計約 229.5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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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劃地區原公有道路、溝渠、 河川及未登記等抵充土地面積 

依照臺中市第 13 期大慶市地重劃計畫書所載，本重劃區內重劃前原公有道路、

溝渠、河川等已登記及未登記土地面積約計 26.57 公頃，得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抵充為區內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四）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1.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及面積 

依照變更後之都市計畫，道路用地面積 53.40 公頃；溝渠（排水道）用地

面積 9.60 公頃；兒童遊樂場用地（兼滯洪池用地）面積 2.24 公頃；鄰里公園

（兼滯洪池用地、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 15.77 公頃；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及兼捷運站用地）面積 0.71 公頃；綠地（兼捷運系統用地）用地面積 1.19 公

頃；園道用地面積 18.02 公頃；文中小用地面積 3.41 公頃；停車場用地面積

1.52 公頃。合計 105.86 公頃。 

2.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抵充

地面積=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本重劃區之估算為：105.86 公頃－26.57 公頃=79.29 公頃 

3.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可抵充公有地面積)÷(重劃區總面積－可抵充

公有地面積)*100%=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本重劃區之估算為：(105.86 公頃－26.57 公頃)÷(229.57 公頃－26.57 公

頃)*100% = 39.06%1。 

（五）預估費用負擔 

1.預估工程項目及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之總額 

                                                 

 
1 依照第 13 期大慶市地重劃計畫書所載，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為 40.88%；惟依 97 座標樁位展繪

後之現行計畫重新量測，原計畫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為 105.86 公頃，扣除可抵充土地後，

實際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例為 39.06%，與調整後方案相同，重劃負擔比例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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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與原核定之市地重劃計畫書相同，則

預計總開發費用約為 69.46 億元（詳表 8-1）。 

表 8-1  第 13 期市地重劃開發費用估算表 

項目 金額(萬元) 說明 

重劃工程費 353,400.0 
包含道路、整地、側溝、溝渠、雨污水、綠化、路燈、交

通號誌、電信、電力、瓦斯、自來水等配合款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250,800.0 包括建築物、農作物、墳墓等 

重劃業務費 15,960.0 包括作業費、設備費、雜項費用等 

貸款利息 74,419.2 年利率以 3%計算，貸款期間以 5 年計算 

合計 694,579.2  

資料來源：臺中市第 13 期大慶市地重劃計畫書，臺中市政府，99 年 1 月。 

2.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重劃費用＋工程費用＋貸款利息)÷【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可

抵充公有地面積)】*100% 

本重劃區之估算為：【6,945,792,000÷(37,518 元/平方公尺*2,030,000 平

方公尺)】*100%=9.12% 

（六）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例概計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例=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費用負擔比例 

本重劃區之估算為：39.06%+9.12%=48.18%，與原計畫土地所有權人平均

負擔比例相同，重劃負擔比例維持不變2。 

  

                                                 

 
2 第 13 期大慶市地重劃計畫書所載之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平均負擔比例為 50%，惟依 97 座標樁位展繪後

之現行計畫重新量測，原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例為 39.06%，費用負擔比例為 9.12%，實際重劃

平均負擔比例為 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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