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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沙鹿火車站位於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之中心地帶，為早期沙鹿

區發展核心，前站商業發展蓬勃，商店林立，但由於發展趨於飽

和，所以推動後站地區整體開發，加強都市土地利用效益與促進

地方建設，以帄衡區域間發展；站西地區自辦市地重劃區(以下

稱重劃區)係源於民國 100 年 12 月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臺中港特

定區計畫（配合沙鹿火車站場站調整規劃）【第一階段：站西地

區及車站用地】案，變更總面積為 14.57 公頃，其計畫內容將原

鐵路用地及道路用地變更為第四種住宅區、車站用地、鄰里公園

用地兼供兒童遊樂場使用、園道用地、道路用地及停車場用地

等，並分為車站用地與站西地區兩個開發區，其車站用地面積為

5.41 公頃系屬臺鐵土地，而站西地區面積為 9.16 公頃。 

然核定重劃範圍前，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稱地政局)於民

國 100 年 4 月曾邀集臺中市沙鹿區公所、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以

下稱農田水利會)、臺中市政府都發局及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等單

位前往實地會勘，農田水利會表示流經重劃區內鄰里公園用地兼

供兒童遊樂場使用(以下稱公兒一)之既有水路(三條圳)為灌排兩

用渠道，相關單位規劃時，應予以維持渠道現況為原則；後續進

行重劃相關作業時，重劃會因既有灌排水路保留於公兒一之土地

產權登記疑義向地政局遞送陳情書，其地政局函文回覆：依獎勵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9 條第 1 項之規定，重劃區

內公共設施須登記為直轄市所有，且管理機關為各該公共設施主

管機關。表示現階段農田水利會持有的三條圳土地所有權，於重

劃完成後須登記為臺中市所有，致使日後農田水利會於三條圳將

管權不合一，未來進行管理維護作業時，易造成時程上延宕，進

而影響農民權益。 

爰此，為使農田水利會管權合一及保障重劃區外農民灌排權

益，應變更部分公兒一為灌溉專用區，以符合現況土地使用情

形，其本案已取得臺中市政府民國 107 年 8 月 10 日府授水管字

第 1070168079 號函同意辦理個案變更(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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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範圍 

本案變更範圍係屬部分公兒一，包含現況三條圳水路及預

留巡水通道腹地範圍(不含已設置滯洪池部分)，變更總面積

0.13 公頃，詳圖 2 變更範圍示意圖。(變更範圍套繪地形重測

圖詳附件三)。 

 
圖 2 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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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權屬 

本案變更範圍為梧棲區大庄段火燒橋小段381-9地號部分

之土地，其土地所有權人為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登記面積

為 3,118 帄方公尺，本次變更面積為 0.13 公頃，詳圖 3 變更

範圍地籍套繪示意圖。 
 

 
圖 3 變更範圍地籍套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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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現行計畫概述 
一、臺中港特定區計畫概要 

(一)計畫範圍與計畫目標年 

計畫範圍北以大甲溪南岸為界，南以大肚溪北岸為界，

東以大肚山及原臺中市為界，西至臺灣海峽止；南北長約 17

公里、東西寬約 13 公里，範圍內之行政區包含梧棲區、清水

區、沙鹿區、龍井區及大肚區等，計畫面積約 19,668.69 公頃。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 年。 

(二)都市計畫發布實施經過 

早期為因應經濟成長與國際貨物輸出入之需求，經政府

指示興築臺中港，並為配合臺中港開闢及未來區域發展之

需，遂擬定「臺中港特定區計畫」，後於民國 61 年 1 月發布

實施。 

民國 71 年 7 月公告實施之「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龍

井鄉部分）通盤檢討」案，起因為龍井區公所認為原臺中港

特定區計畫將該區之大部分土地劃設為農業區，有礙區域之

發展，經核准後另行劃定範圍辦理通盤檢討。後於民國 75 年

2 月完成「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不含龍井鄉部分）（第一

次通盤檢討）」案，於民國 80 年 10 月完成「變更臺中港特定

區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其第二次通盤檢討於民國 87 年 5 月發布實施，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於民國 103 年 12 月完成，此後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與第四階段分別於民國 104 年 7 月、民國 104 年 9

月與民國 107 年 9 月公告發布實施，其歷程詳表 1 臺中港特

定區計畫發布實施歷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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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發布實施歷程一覽表 

項次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1 擬定「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61.01 

2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龍井鄉部分）通盤檢討」
案 

臺中縣政府 71.07.13 府建都
字第 100478 號 

3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不含龍井鄉部分）（第一
次通盤檢討）」案 

臺中縣政府 75.02.18 府建都
字第 21552 號 

4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
案通盤檢討）」案 

臺中縣政府 80.10.07 府建都
字第 191400 號 

5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臺中縣政府 87.05.25 府工都

字第 1222369 號 

6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土地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
盤檢討）」案 

臺中縣政府 94.04.21 府建城
字第 09401011493 號 

7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計
畫圖重製、油庫專用區及部分公墓用地恢復原分區」
案 

臺中市政府 100.02.11 府授
都計字第 1000016611 號 

8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沙鹿火車站場站調整規
劃）【第一階段：站西地區及車站用地】案 

臺中市政府 100.12.14 府授
都計字第 1000236891 號 

9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案 
臺中市政府 100.12.05 府授
都計字第 1000231951 號 

10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臺中市政府 101.01.11 府授
都計字第 1000254322 號 

11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特 8-50M 及 67-20M 計
畫道路路線訂正調整）案 

臺中市政府 103.01.03 府授
都計字第 1020251109 號 

12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綜
理表第 7 案有關南山區截水溝用地變更部分）先行提
會討論案 

臺中市政府 103.03.06 府授
都計字第 1030034835 號 

13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
段）（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31 次會議審決部
分）案 

臺中市政府 103.12.04 府授
都計字第 1030245575 號 

14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
段）案 

臺中市政府 104.07.03 府授
都計字第 1040132886 號 

15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階
段）案 

臺中市政府 104.09.02 府授
都計字第 1040191992 號 

16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配合第三次通盤檢討） 

臺中市政府 104.11.23 府授
都計字第 1060248980 號 

17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市場用地（市 61）為第四種
住宅區及兒童遊樂場用地）案 

臺中市政府 106.11.23 府授
都計字第 1060254960 號 

18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 

臺中市政府 107.03.20 府授
都計字第 1070054823 號 

19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四階
段）案 

臺中市政府 107.09.11 府授
都計字第 1070199908 號 

20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市 37」市場用地為住宅區
及停車場用地）案 

臺中市政府 107.12.21 府授
都計字第 1070309118 號 

資料來源：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四階段）書及臺中市政府都發局網站；本案彙整。 



7 
 

(三)實質計畫內容 

1.計畫人口與密度 

計畫人口為 58 萬人，其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63 人。 

2.土地使用計畫 

計畫劃設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關聯工業區、乙種工

業區與零星工業區)、農會專用區、文事研究中心區、文教區、

工商綜合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車站專用區、保存區、宗

教專用區、醫療專用區、港埠專用區、防風林區、農業區、

保護區、電力專用區、電信專用區、河川區、第一類型郵政

專用區、海堤專用區、海堤專用區兼供道路使用等土地使用

分區，劃設面積合計為 17,118.48 公頃，詳表 2 臺中港特定區

計畫土地使用面積一覽表及圖 4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3.公共設施計畫 

計畫劃設機關用地、電信事業用地、自來水事業用地、

郵政事業用地、變電所用地、軍事機關用地、學校(文小、文

中、文九、文高職)用地、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鄰里

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樂場使用、體育場用地、綠地用地、停

車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市場用地、加油站用地、抽

水站用地、電路鐵塔用地、汙水處理廠用地、垃圾處理場用

地、河道用地、環保用地、海堤用地、道路用地、園道用地、

人行廣場用地、車站用地、鐵路用地、燈塔用地、遊憩服務

用地、公墓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劃設面積合計為 2,550.7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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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面積一覽 

項目 面積(公頃) 
佔都市發展
用地百分比 

佔總面積
百分比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
宅
區 

第二種住宅區 492.03 8.99% 2.50% 

第三種住宅區 53.16 0.97% 0.27% 

第四種住宅區 1,634.85 29.88% 8.31% 

第五種住宅區 18.90 0.35% 0.10% 

小計 2,198.94 40.19% 11.18% 

商
業
區 

第一種商業區 9.86 0.18% 0.05% 

第二種商業區 20.99 0.38% 0.11% 

第三種商業區 52.67 0.96% 0.27% 

第四種商業區 62.01 1.13% 0.32% 

小計 145.53 2.65% 0.75% 

關連工業區 527.68 9.64% 2.68% 

乙種工業區 126.10 2.30% 0.64% 

零星工業區 3.26 0.06% 0.02% 

農會專用區 0.52 0.01% 0.00% 

文事研究中心區 75.71 1.38% 0.38% 

文教區 3.43 0.06% 0.02% 

工商綜合專用區 6.94 0.13% 0.04% 

加油站專用區 0.74 0.01% 0.00% 

車站專用區 2.46 0.05% 0.01% 

保存區 2.61 - 0.01% 

宗教專用區 7.28 0.13% 0.04% 

醫療專用區 3.04 0.06% 0.02% 

港埠專用區 6,591.67 - 33.51% 

防風林區 7.32 - 0.04% 

農業區 4,667.02 - 23.73% 

保護區 2,509.43 - 12.76% 

電力專用區 28.74 - 0.15% 

電信專用區 3.04 0.06% 0.02% 

河川區 169.76 3.10% 0.86% 

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 0.11 0.00% 0.00% 

海堤專用區 36.66 - 0.19% 

海堤專用區兼供道路使用 0.48 - 0.00% 

小計 17,118.48 - 87.03%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66.42 1.21% 0.34% 

電信事業用地 0.04 0.00% 0.00% 

自來水事業用地 8.72 0.16% 0.04% 

自來水事業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77 0.01% 0.00% 

郵政事業用地 0.73 0.01% 0.00% 

變電所用地 21.33 - 0.11% 

軍事機關用地 15.47 - 0.08% 

學校 

文(小) 62.96 1.15% 0.32% 

文(中) 42.25 0.77% 0.21% 

文(九) 69.40 1.27% 0.35% 

文(高、職) 55.94 1.02% 0.28% 

小計 230.55 4.21%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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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面積(公頃) 
佔都市發展
用地百分比 

佔總面積
百分比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 

公園用地 108.12 1.98% 0.55% 

市鎮公園用地 69.30 1.27% 0.35% 

都會公園用地 21.79 0.40% 0.11% 

小計 199.21 3.65% 1.01% 

兒童遊樂場用地 6.40 0.12% 0.03% 

鄰里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樂場
使用 

0.65 0.01% 0.00% 

體育場用地 50.25 0.92% 0.26% 

綠地用地 89.17 1.63% 0.45% 

綠地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0.11 0.00% 0.00% 

停車場用地 7.61 0.14% 0.04%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9 0.00% 0.00% 

市場用地 23.65 0.43% 0.12% 

加油站用地 0.59 0.01% 0.00% 

抽水站用地 0.26 0.00% 0.00% 

電路鐵塔用地 5.59 - 0.03% 

污水處理廠用地 20.83 - 0.11% 

垃圾處理場用地 7.78 - 0.04% 

河道用地 229.45 - 1.17% 

環保用地 4.18 - 0.02% 

河道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 2.94 0.05% 0.01% 

海堤用地 0.47 - 0.00% 

道路用地 1,121.72 20.50% 5.70% 

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使用) 228.18 4.17% 1.16%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19.38 0.35% 0.10%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0.35 0.01% 0.00% 

道路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2.87 0.05% 0.01% 

園道用地 12.50 0.23% 0.06% 

人行廣場用地 17.34 0.32% 0.09% 

車站用地 5.41 0.10% 0.03% 

鐵路用地 96.96 1.77% 0.49% 

鐵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2.94 0.05% 0.01%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24 0.00% 0.00% 

鐵路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0.11 0.00% 0.00% 

燈塔用地 0.68 - 0.00% 

遊憩服務用地 0.35 0.01% 0.00% 

公墓用地 48.23 - 0.25% 

小計 2,550.75 - 12.97% 

合計(1) 都市發展用地 5,471.23 100.00% - 

合計(2) 計畫總面積 19,668.69 - 100.00% 
註：1.都市發展用地不包含港埠專用區、防風林區、農業區、保護區、保存區、電力專用區、海

堤專用區、軍事機關用地、變電所用地、電路鐵塔用地、污水處理廠用地、垃圾處理場用
地、河道用地、環保用地、海堤用地、燈塔用地、公墓用地等面積。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第四階段)書、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市 37」市場用地為住宅區
及停車場用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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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四階段)書。 

圖 4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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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應詳「變更臺中港特定

區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之內容，另有關沙鹿火車站站西地區及車站用地

等，依「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沙鹿火車站場站調整

規劃）【第一階段：站西地區及車站用地】案」增列之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如下： 

第四點  車站用地內建築物之建蔽率不得超過 70％，且配合車

站改建之需要，限三樓以下高度使用，如有超過三樓

以上使用需要時，應提請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始可使用。 

第五點  車站用地為提供鐵、公路客運及大眾捷運班車停靠，

以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車站用地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規定辦理。 

        車站用地內建築物應距離西側鄰接計畫道路之境界線

20 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車站用地應提供 25％以上之土地供作區內必要性公

共設施使用，包含廣場、停車場、綠地等設施；其設

置區位應鄰接計畫道路，俟將來車站增設月臺及股道

後，由臺鐵整體規劃興闢之。 

        前項必要性公共設施之土地面積二分之一以上，應予

植栽綠化。 

        車站用地配合火車站區轉運需求，至少應有償提供 0.4

公頃土地規劃設置轉運設施。 

第六點  本計畫指定建築基地留設公共開放空間之規定如下： 

1.本計畫區內街廓及建築基地指定留設供公眾使用之

沿街式開放空間，指定位置詳如圖 5 所示。 

(1)指定留設開放空間的位置及面積須符合表 3 之規

定，並與周邊景觀共同設計之。 

(2)依表 3 指定留設之開放空間得計入法定空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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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3)建築基地如同時臨接兩條以上計畫道路時，仍應依

上表規定進行建築物之退縮；但因建築基地面積之

限制，經臺中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者，不

受此限。 

2.指定留設之開放空間應與相鄰之人行道併同設計，

並應與相鄰基地之鋪面連續，後建需配合先建者，

如遇高程不同時應以坡道相連接。 

 
資料來源：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沙鹿火車站場站調整規劃)【第 

           一階段：站西地區及車站用地】書。 

圖 5 指定留設公共開放空間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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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指定建築基地留設公共開放空間規定表 

         留設規定 

公共開放 

空間種類 

最小寬度(m) 其他留設規定 

指定留設 4 公尺沿

街式開放空間 

住宅區及鄰里公園用地兼供

兒童遊樂場使用臨計畫道路

部分應退縮 4 公尺以上之開

放空間。 

退縮部分不得設置圍牆。 

指定留設 10 公尺沿

街式開放空間 

車站用地東側臨計畫道路及

住宅區部分應退縮 10 公尺

以上之開放空間。 

退縮部分不得設置圍牆。 

指定留設 20 公尺沿

街式開放空間 

車站用地西側臨計畫道路部

分應退縮 20 公尺以上之開

放空間。 

退縮部分不得設置圍牆。 

第七點  公共設施之綠化應符合表 4 之原則： 

表 4 公共設施綠化規定表 

項目 綠化面積 備註 

鄰里公園用地兼供兒

童遊樂場使用 
40％ 

面臨計畫道路部份，至少每

10 公尺種植 1 株喬木。 

園道用地 50％ － 

第八點  鄰里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樂場使用應配合三條圳改道

工程，部分供作溝渠使用，且將之納入整體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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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沙鹿火車站場站調整規劃）【第

一階段：站西地區及車站用地】案 

本案原屬「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沙鹿火車站調整

規劃）」案內，該案範圍依沙鹿火車站周邊整體規劃考量，劃設

沙鹿火車站周邊整體變更範圍共 15.42 公頃，並分為「站西地

區」、「車站用地」及「站東地區」等三個開發分區；其後，站

西地區爰依計畫內容檢具重劃計劃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

核通過，故本計畫遂針對該案「站西地區及車站用地」納為第

一階段，先行發布實施。 

(一)計畫人口 

以每人享有 50 ㎡樓地板面積之居住水準估算，計變更範

圍可容納之人口數約 2,620 人，居住淨密度約為每公頃 480

人。 

(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北臨住宅區，西側約 550 公尺處有省道臺 1 線

（中華路）行經，東側大致以臺灣鐵路管理局管理土地之地

籍界線為主，南側至永寧路北端，變更面積合計 14.57 公頃。

並分為車站用地及站西地區兩個開發區，詳圖 6 變更臺中港

特定區計畫（配合沙鹿火車站場站調整規劃）【第一階段：站

西地區及車站用地】示意圖。 

(三)土地使用計畫 

配合鄰近分區畫設第四種住宅區，提供低密度住宅及一

般商業機能使用，劃設總面積為 5.46 公頃，詳表 5 變更臺中

港特定區計畫（配合沙鹿火車站場站調整規劃）【第一階段：

站西地區及車站用地】案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四)公共設施計畫 

臺鐵土地按其權屬範圍變更為車站用地，另部份於站西

地區之土地變更為 2 處鄰里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樂場使用、1

處停車場用地、園道用地及道路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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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沙鹿火車站場站調整規劃) 

          【第一階段：站西地區及車站用地】書。 

圖 6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沙鹿火車站場站調整規 

     劃）【第一階段：站西地區及車站用地】示意圖 

表 5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沙鹿火車站場站調整規劃）【第一階
段：站西地區及車站用地】案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占總面積百分比(%) 

使用
分區 

第四種住宅區 5.46 37.47 

公共
設施
用地 

車站用地 5.41 37.13 

鄰里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
樂場使用 

0.65 4.46 

停車場用地 0.01 0.07 

園道用地 1.57 10.78 

道路用地 1.47 10.09 

小計 9.11 62.53 

總面積 14.57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沙鹿火車站場站調整規劃)【第一階段：站西

地區及車站用地】書。 



16 
 

伍、 現況發展分析 

變更範圍係屬部分公兒一用地，其公兒一位於沙鹿火車站

西側，北邊為梧棲大排，東邊緊鄰園道用地，南邊為計畫道

路(青年路)，西邊為停車場用地；另公兒一內現況已設置兩處

滯洪池，分別位在三條圳左側及右側，而三條圳由北至南貫

穿本基地，水流方向則是由南向北匯入梧棲大排；詳圖 7 公

兒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圖 7 公兒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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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兒一周邊之公共設施用地皆已完成開闢，基地南側有農

業耕種情形，其仰賴三條圳灌排水路灌溉且現況作物為稻米，

顯示流經基地內之三條圳仍供附近農業灌溉使用，故仍有維

持灌排水路之需求；詳圖 8 公兒一周邊現況示意圖。 

 

   

   

圖 8 公兒一周邊現況示意圖 

 

 



18 
 

陸、 變更理由 

一、 三條圳為五福圳莿仔溝支線，屬灌溉、排水兩用渠道，為沙

鹿火車站西側自辦市地重劃前既有灌排水路；因考量上下游

與其他灌排系統銜接性，三條圳無法廢除或改道，應有其必

要性保留現況灌排水路，以保障重劃區外農民耕種灌溉無

虞。 

二、 依市地重劃相關法令規定，公兒一係屬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

應登記為公有，致本案公兒一內之三條圳所屬土地無法登記

為農田水利會所有，為使農田水利會於三條圳管權合一，以

及維護鄰近農民之耕作權益，並考量留設巡水通道之需求，

應將現有三條圳行經水路及農田水利會部分土地範圍予以

變更為灌溉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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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變更內容 

一、變更計畫內容 

本案係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部分公兒一為灌溉專用

區，變更總面積為 0.13 公頃；詳表 6 變更內容明細表及圖 9

變更內容示意圖。 

表 6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 更 內 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1 沙鹿火

車站西

側公兒

一 

鄰里公園用

地兼供兒童

遊樂場使用

(公兒一) 

(0.13 公頃) 

灌溉專用區 

(0.13 公頃) 

一、三條圳為五福圳莿仔溝支
線，屬灌溉、排水兩用渠道，
為沙鹿火車站西側自辦市地
重劃前既有灌排水路；因考
量上下游與其他灌排系統銜
接性，三條圳無法廢除或改
道，應有其必要性保留現況
灌排水路，以保障重劃區外
農民耕種灌溉無虞。 

二、依市地重劃相關法令規定，
公兒一係屬共同負擔之公共
設施應登記為公有，致本案
公兒一內之三條圳所屬土地
無法登記為農田水利會所
有，為使農田水利會於三條
圳管權合一，以及維護鄰近
農民之耕作權益，並考量留
設巡水通道之需求，應將現
有三條圳行經水路及農田水
利會部分土地範圍予以變更
為灌溉專用區。 

 

註：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0 
 

 

圖 9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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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前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
宅
區 

第二種住宅區 492.03 492.03 0.00 

第三種住宅區 53.16 53.16 0.00 

第四種住宅區 1,634.85 1,634.38 0.00 

第五種住宅區 18.90 18.90 0.00 

小計 2,198.94 2,198.47 0.00 

商
業
區 

第一種商業區 9.86 9.86 0.00 

第二種商業區 20.99 20.99 0.00 

第三種商業區 52.67 52.67 0.00 

第四種商業區 62.01 62.01 0.00 

小計 145.53 145.53 0.00 

關連工業區 527.68 527.68 0.00 

乙種工業區 126.10 126.10 0.00 

零星工業區 3.26 3.26 0.00 

農會專用區 0.52 0.52 0.00 

文事研究中心區 75.71 75.71 0.00 

文教區 3.43 3.43 0.00 

工商綜合專用區 6.94 6.94 0.00 

加油站專用區 0.74 0.74 0.00 

車站專用區 2.46 2.46 0.00 

保存區 2.61 2.61 0.00 

宗教專用區 7.28 7.28 0.00 

醫療專用區 3.04 3.04 0.00 

港埠專用區 6,591.67 6,591.67 0.00 

防風林區 7.32 7.32 0.00 

農業區 4,667.02 4,667.02 0.00 

保護區 2,509.43 2,509.43 0.00 

電力專用區 28.74 28.74 0.00 

電信專用區 3.04 3.04 0.00 

河川區 169.76 169.76 0.00 

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 0.11 0.11 0.00 

海堤專用區 36.66 36.66 0.00 

海堤專用區兼供道路使用 0.48 0.48 0.00 

灌溉專用區 0.00 0.13 +0.13 

小計 17,118.48 17,118.48 +0.13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66.42 66.42 0.00 

電信事業用地 0.04 0.04 0.00 

自來水事業用地 8.72 8.72 0.00 

自來水事業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77 0.77 0.00 

郵政事業用地 0.73 0.73 0.00 

變電所用地 21.33 21.33 0.00 

軍事機關用地 15.47 15.47 0.00 

學校 

文(小) 62.96 62.96 0.00 

文(中) 42.25 42.25 0.00 

文(九) 69.40 69.40 0.00 

文(高、職) 55.94 55.94 0.00 

小計 230.55 230.55 0.00 

表 7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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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變更前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 

公園用地 108.12 108.12 0.00 

市鎮公園用地 69.30 69.30 0.00 

都會公園用地 21.79 21.79 0.00 

小計 199.21 199.21 0.00 

兒童遊樂場用地 6.40 6.40 0.00 

鄰里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樂場
使用 

0.65 0.52 -0.13 

體育場用地 50.25 50.25 0.00 

綠地用地 89.17 89.17 0.00 

綠地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0.11 0.11 0.00 

停車場用地 7.61 7.61 0.0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9 0.09 0.00 

市場用地 23.65 23.65 0.00 

加油站用地 0.59 0.59 0.00 

抽水站用地 0.26 0.26 0.00 

電路鐵塔用地 5.59 5.59 0.00 

污水處理廠用地 20.83 20.83 0.00 

垃圾處理場用地 7.78 7.78 0.00 

河道用地 229.45 229.45 0.00 

環保用地 4.18 4.18 0.00 

河道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 2.94 2.94 0.00 

海堤用地 0.47 0.47 0.00 

道路用地 1,121.72 1,121.72 0.00 

道路用地(供高速公路使用) 228.18 228.18 0.00 

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19.38 19.38 0.00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0.35 0.35 0.00 

道路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2.87 2.87 0.00 

園道用地 12.50 12.50 0.00 

人行廣場用地 17.34 17.34 0.00 

車站用地 5.41 5.41 0.00 

鐵路用地 96.96 96.96 0.00 

鐵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 2.94 2.94 0.00 

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24 0.24 0.00 

鐵路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0.11 0.11 0.00 

燈塔用地 0.68 0.68 0.00 

遊憩服務用地 0.35 0.35 0.00 

公墓用地 48.23 48.23 0.00 

小計 2,550.75 2,550.75 -0.13 

合計(1) 都市發展用地 5,471.23 5,471.23 0.00 

合計(2) 計畫總面積 19,668.69 19,668.69 0.00 
註：1.都市發展用地不包含港埠專用區、防風林區、農業區、保護區、保存區、電力專用區、海

堤專用區、軍事機關用地、變電所用地、電路鐵塔用地、污水處理廠用地、垃圾處理場用

地、河道用地、環保用地、海堤用地、燈塔用地、公墓用地等面積。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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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設施檢討 

本案公共設施檢討係針對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配合

沙鹿火車站場站調整規劃）【第一階段：站西地區及車站用

地】案之站西地區部分。 

站西地區計畫總面積為 9.16 面積，原計畫劃設第四種住

宅區 5.46 公頃及公共設施用地 3.70 公頃，本次變更部分公

兒一用地 0.13 公頃為灌溉專用區。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之規定，公園、體育場所、

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用地，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

部計畫面積 10%；變更後計畫合計開放空間面積為 1.31 公

頃，占計畫面積 14.25%，已然符合上述規定；詳表 8 變更

後土地使用計畫表。 

依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檢討開放空間比例： 

    【公兒用地 + (園道用地/2)】/9.16=14.25% 

表 8 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表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第四種住宅區 5.46 59.61 

灌溉專用區 0.13 1.41 

公

共

設

施 

鄰里公園用地兼供兒童

遊樂場使用 
0.52 5.68 

停車場用地 0.01 0.11 

園道用地 1.57 17.14 

道路用地 1.47 16.05 

總面積 9.16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三、其他事項 

未來辦理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時，應將

下列事項納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修訂。 

1.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書內容，有關站西地區所增列之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第八點，應予以刪除。 

2.灌溉專用區除供農田水利會管理之灌溉、排水圳路、

巡水通道及相關水圳設施使用外，不得作其他建築使

用，其建蔽率與容積率依原鄰里公園用地兼供兒童遊

樂場使用之規定，並配合鄰近分區須施作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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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實施進度與經費 

本案變更基地位於沙鹿區沙鹿火車站西側自辦市地重劃區

內，其權屬係屬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所有，為使現有灌排設施與

土地產權合一，藉由本計畫變更後之灌溉專用區土地登記予該農

田水利會，落實其單位管理及維護流經該土地之三條圳與相關設

施權責，以保障鄰近農民之耕作權益。 



 

 

 

 

 

 

 

 

附錄一 

都市計畫變更同意函 

  







 

 

 

 

 

 

 

 

附錄二 

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附錄三 

變更範圍套繪地形重測圖 

 

  





 

 

 

 

 

 

 

 

附錄四 

變更範圍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 

 



        ㈯㆞登記第㆓類謄本（㆞號全部）

    梧棲區大庄段㈫燒橋小段 0381-0009㆞號

    列㊞時間：民國108年05㈪24㈰17時25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裕昇工程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H8L38653EBDA，可㉃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清㈬㆞政事務所  主  任    吳吉森       
    清㈬電謄字第062462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清㈬㆞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清㈬㆞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105年07㈪29㈰                      登記原因：註記
    面    積：****3,118.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8年01㈪    公告㈯㆞現值：***12,2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３８１－００００㆞號
                  因分割增加㆞號：０３８１－００１１、０３８１－００１２㆞號
                  （限制登記事㊠）依本所１０５年７㈪２８㈰普登字第７７２３５號臺㆗市
                  政府１０５年７㈪２７㈰府授㆞劃㆒字第１０５０１５７４４６２號函公告
                  重劃禁止及限制該㆞區之㈯㆞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及建築改良物之新建、
                  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石或變更㆞形，禁止期間㉂１０５年８㈪１㈰起
                  ㉃１０６年７㈪３１㈰止共計１２個㈪。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1
    登記㈰期：民國036年06㈪01㈰                         登記原因：總登記
    原因發生㈰期：民國---年--㈪--㈰
      所㈲權㆟：臺灣臺㆗農田㈬利會                                          
      統㆒編號：52024904                            
      住    址：台㆗市北區新北里尊賢街１１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5清字第011063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28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064年02㈪     ******317.6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空白）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臺
中
市
清
水
地
政
事
務
所

AA



地籍圖謄本
清水電謄字第066864號
土地坐落：臺中市梧棲區大庄段火燒橋小段381-9地號共1筆

本謄本與地籍圖所載相符（實地界址以複丈鑑界結果為準）
北　　　　　資料管轄機關：　　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

　　　　　本謄本核發機關：　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 　主任：吳吉森
　　　　　中　華　民　國　　108年06月04日10時2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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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1/1200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裕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DCXLKDKGC，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 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惟為考量檔案傳輸中心之資料負荷度，線上有效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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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主管  

業務承辦人員  

變更機關：臺中市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