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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單 

 臺中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5 日府授都企字第 1080026347 號 
主旨：「變更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自 108 年 2 月 18 日辦理通盤檢討

前公告徵求意見 30 日。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4 條。 
三、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第 3 點。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都市計畫範圍圖 1 份。 
二、公告方式： 

（一）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計畫圖置於本府都市發展

局綜合企劃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山城服務中

心及本市和平區公所公告欄。 
（二）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座談會時間及地點：訂於 108 年 3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整假本市和平區公所3 樓會議室舉行（地址：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三段 156 號）。 
四、公告期間，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請以書面意見表，載明姓名、地址、

建議事項、位置、理由及地籍圖說等資料 1 式 3 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俾供

通盤檢討之參考。 
 計畫緣起與目的 

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區內擁有豐富的自然、人文、生態景觀、農產及觀光遊憩資源，未來

將配合當地資源特色，以自然環境保護和遊憩用地永續利用之原則，推動生態綠色觀光旅遊，

達到保育生物多樣性、傳統文化以及維護自然環境的永續經營，爰應透過整體規劃、適性統合

並維護上述豐富資源。 
此外，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之規定，每三年或五年內至少應

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現況及未來趨勢核實評估公共設施用地需求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

檢討變更，以確立都市發展方向、發揮都市計畫應有之功能。 
 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臺中市和平區西南部，以豐原客運谷關車站附近之市街地為計畫中心，其範

圍東至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谷關工務段以東約 150 公尺處，西至篤銘橋以西約 1,300 公

尺處，北至龍谷瀑布，南以中橫公路南側 10~300 公尺處為界，計畫面積為 147.8988 公頃。 

變更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座談會資料】 座談會時間：108 年 3 月 7 日

 現行計畫內容概述 
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自民國 70 年公告實施後歷經三次通檢討，目前已劃設遊樂區、住宅

區、商業區等 16 項土地使用分區及 10 項公共設施用地，各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統計詳下表。 
項目 現行計

畫面積(公頃) 占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 占計畫

總面積(%)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占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 占計畫

總面積(%)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5.8327 13.70 3.94 土地

使用

分區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

用） 0.1164 - 0.08
商業區 1.0021 2.35 0.68 小計 127.2766 51.55 86.06
農業區 4.3890 - 2.97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2.7763 6.52 1.88

保護區 60.8398 - 41.14 學校用地 0.5305 1.25 0.36
特別保護區 1.1051 2.60 0.75 公園用地 3.3015 7.76 2.23
宗教專用區 0.4597 1.08 0.31 綠地用地 0.1815 0.43 0.12
遊樂區 11.9142 - 8.06 停車場用地 1.5745 3.70 1.06
原住民文化園區 0.5692 1.34 0.38 自來水事業用地 0.5734 1.35 0.39
觀光果園區 5.5928 13.14 3.78 電路鐵塔用地 0.0714 0.17 0.05
露營區 0.5776 1.36 0.39 污水處理廠用地 1.3537 3.18 0.92
旅館區 6.0192 14.14 4.07 廣場用地 0.0564 0.13 0.04
丙種旅館區 0.6229 1.46 0.42 道路用地 10.2030 23.97 6.90
郵政專用區 0.0412 0.10 0.03 小計 20.6222 48.45 13.94
加油站專用區 0.1220 0.29 0.08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合計 42.5666 100.00 -
河川區 28.0728 - 18.98 計畫總面積 147.8988 -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書（臺中市政府，102 年 10 月）。 
 民眾參與時機及意見表達方式 
一、民眾參與時機 1.公告辦理通盤檢討範圍期間：公告辦理通盤檢討範圍期間接受人民及團體書面意見（臺中

市政府 108 年 2 月 15 日府授都企字第 1080026347 號公告，自 108 年 2 月 18 日起 30 天）。2.公開展覽期間：通盤檢討書圖於送交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辦理公開展覽 30 天，

並於期間依法召開公開說明會；人民或團體對於計畫內容有任何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

提出，並納入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二、意見表達方式 1.若您對本次通盤檢討有任何建議事項，可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規定格式，載明姓名或名稱、

地址及建議說明事項、變更位置及理由、土地證件等資料，向本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

提出意見。 2.陳情意見表可向本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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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谷關風景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辦理通盤檢討前公告徵求意見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 
編號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免填)

一、土地標示： 
段

小段

地號

二、門牌號碼： 
  路   段 
  街   巷 
  弄   號 
  樓 

  

意見表填寫注意事項：   
一、 惠請針對本案表示意見，並盡量簡要文字條列說明「建議事項」。 
二、 若涉及特定地號之建議，請檢附建議修正圖說及地籍謄本、土地登記謄本資料本意見表及其附件請檢附3

份供參辦，可採電腦打字或正楷字體填寫。 
三、 請到本府(都市發展局)或區公所公告徵求意見處描繪所需要位置或逕行上網下載相關資料，必要時得要

求部分影印(成本費諒請自理)供用。。 

四、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告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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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請郵寄或逕送：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 

(地址：420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2樓山城服務中心)。 

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機65113 傳真：04-25273651。 
 

陳情人或團體代表：              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