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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9 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8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二、開會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 會議室 

三、主持人：令狐主任委員榮達(公假)   黃副主任委員崇典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

任委員代理主持。) 

紀錄彙整：楊靜怡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第 97 次及第 98 次）及執行情形 

決定：准予確認。 

七、討論審議案件： 

第一案：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豐樂里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增訂「廣

兼停 99」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決  議：本案依下列各點修正後通過： 

一、本案廣場兼停車場用地仍應維持廣場使用機能，不宜於立

體停車場建築物外部規劃停車空間。 

二、本次變更內容決議，詳表 3 變更內容明細表；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則請參酌計畫區內類似案例(廣兼停 101)修正

文字，詳表 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對照表。 

第二案：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樹德地區）細部計畫（配合南區樹

子腳段 670 地號土地容積調派調整部分第二種住宅區為第

三種住宅區）案 

決  議：本案除依下列各點修正後通過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意見

通過： 

一、 為區分變更基地與其餘第三種住宅區不同之退縮規定，爰

調整變更為第三種住宅區（調），配合修正變更後計畫並補

充變更理由，詳見表 4變更內容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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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散會：下午 1 時 5 分。 

二、 配合本案臨路退縮修訂土管要點第 6、8點，並新增變 2 案

修訂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詳表 5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

訂前後對照表。 

三、 配合第二階段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案（共七案）修正計畫

書內容，並重新計算原建造執照剩餘容積量。 

第三案：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商業區（附二十五））細部計畫案 

決  議：本案除依下列各點修正後通過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意見

通過: 

一、 本案 30%公園用地區位，後續應配合招商情形彈性調整，

惟仍應集中留設。 

二、 請本府住宅發展工程處提供社會住宅房型配置原則及相關

社會住宅規定，納入後續招商文件內敘明。 

三、 本次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之決議，詳表 3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 

第四案：訂定「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

標準」草案 

決  議：提下次大會討論。  

八、報告案件 

第一案：「臺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辦法」得否適用「都

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7 條第 2項之規定 

決  定：洽悉，參照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7條第 2項

之立法說明，考量建築行為具有連續之特性，在程序未終結

前，仍得適用原核准容積。於 104 年 7月 1日前已掛號之建

造執照案件，申請變更設計設置免計容積之宜居建築設施，

建議除發給使用執照或依法註銷其申請案外，得以原核准基

地範圍及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情形下，其容積獎

勵上限不受該自治條例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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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所屬行政區 臺中市南屯區 

案由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豐樂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增訂「廣兼停99」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案 

說

明 

一、計畫緣起 

本案位於臺中市都市計畫（豐樂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區內「廣兼停99」用

地，現況作為正心停車場使用；為改善南屯區正心停車場周遭交通秩序，並解決停

車供給短缺之問題，擬於現址興建立體式停車場，提升整體停車席位數及地區公共

設施品質。 

本案由臺中市停車管理處委託專業廠商辦理，預計興建立體停車場等設施。

惟本案需用之廣場兼停車場用地未於都市計畫書、圖內敘明分別作為廣場、停車場

二種用途之面積、比例或標示界線，尚難認定得供停車場使用之面積、比例或界線

，須透過都市計畫變更程序予以明訂。 

依據臺中市政府108年3月15日府授交停設字第1080060986號函，本案「臺中

市南屯區正心立體停車場新建工程」屬重大市政建設，符合內政部93年1月7日內授

營都字第0920091111號函示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核准同意辦理都

市計畫變更作業。故本案依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為配合縣（市）興

建之重大設施」，循個案變更方式辦理都市計畫變更。 

二、法令依據：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三、變更位置及變更範圍 

本案變更範圍轄屬臺中市南屯區，北臨南屯路二段（20M-98）、東臨大墩南

路（25M-22）、南臨文心南二路（15M-132）及西臨南屯路252巷（12M-141），地

籍範圍座落南屯區豐富段39地號，變更面積3,330.81㎡。表1為計畫範圍土地清冊

、圖1為變更位置示意圖、圖2為變更範圍示意圖。 

四、現行計畫內容概要 

（一）計畫年期：民國110年。 

（二）計畫人口與密度：計畫人口為27000人，居住淨密度約為每公頃340人。 

（三）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有關現行計畫內容詳表2所示。 

五、變更計畫內容 

詳表3變更內容明細表。 

六、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案土地產權為臺中市政府所有，管理者為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事業及財務

計畫表詳表4。  

七、公告展覽期間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 

（一）公開展覽時間：自108年7月3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二）公開說明會：108年7月12日上午9時30分於本市南屯區公所3樓第2會議室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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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無。 

市都

委會

決議 

本案依下列各點修正後通過： 

一、本案廣場兼停車場用地仍應維持廣場使用機能，不宜於立體停車場建築物外部規

劃停車空間。 

二、本次變更內容決議，詳表3變更內容明細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則請參酌計

畫區內類似案例(廣兼停101)修正文字，詳表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更對照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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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變更範圍土地清冊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所有權人 
持分 

比例 
使用分區 

南屯 豐富 39 3,330.81 臺中市政府 1/1 
廣場兼停 

車場用地 

合計面積 3,330.81    

 

 

圖1 變更位置示意圖 

 
 

圖2 變更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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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現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面積比例（%） 

使
用
分
區 

住
宅
區 

住 宅 區 0.00 0.00 

第 一 種 住 宅 區 17.91 11.41 

第 二 種 住 宅 區 39.99 25.48 

第 二 之 一 種 住 宅 區 2.20 1.40 

第 三 種 住 宅 區 0.00 0.00 

第 三 之 一 種 住 宅 區 8.77 5.59 

小 計 68.87 43.88 

商
業
區 

第 一 種 商 業 區 5.69 3.62 

第 二 種 商 業 區 5.45 3.47 

第 三 種 商 業 區 0.20 0.13 

第 三 之 一 種 商 業 區 0.99 0.63 

小 計 12.33 7.85 

保 存 區 1.09 0.69 

電 信 專 用 區 0.13 0.08 

小 計 82.42 52.50 

公
共
設
施 

變 電 所 用 地 0.45 0.29 

消 防 用 地 0.13 0.08 

機 關 用 地 3.74 2.38 

公 園 用 地 10.13 6.45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98 1.90 

學校

用地  

文 小 用 地 地 5.74 3.66 

文 中 用 地 用 2.65 1.69 

市 場 用 地 1.85 1.18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4.27 2.72 

排 水 道 用 地 0.75 0.48 

道 路 用 地 41.86 26.67 

小 計 74.55 47.50 

總   計 156.97 100.00 

資料來源：1.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豐樂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第二次通盤檢討）書，臺中市

政府，102年3月。 

2.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廣場兼停車場用地「廣兼停 100」為機關用地)書，

臺中市政府，9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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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規劃構想示意圖 

 

 
圖4 建築配置模擬示意圖 

註：圖示內容為示意性質，實際建築計畫內容得由主辦單位視未來需求及環境條件調整之。 
 

田心南二巷 

立體停車場 
機車 

停車 

綠化 

生活廣場 

社區通道 

社區 

通道 

社區 

通道 

綠化 

綠化 

文心南二路 

綠化 

圖5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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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外部景觀模擬示意圖 

註：圖示內容為示意性質，實際建築計畫內容得由主辦單位視未來需求及環境條件調整之。 

 

 

圖6 全區模擬示意圖 

註：圖示內容為示意性質，實際建築計畫內容得由主辦單位視未來需求及環境條件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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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變更內容明細表 

編號 變更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理由 市都委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要點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修訂後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 

為改善南屯區正心停車場周

遭交通秩序，並解決停車供

給短缺之問題，於土管要點

中敘明廣場兼停車場用地(廣

兼停99) 分別作為廣場、停

車場二種用途之比例、界線

，並增訂相關退縮、開挖規

定，以利辦理公共設施用地

開發使用。 

詳表4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

點變更對照表

之「市都委會

決議欄」。 

 
表4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更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市都委會決議 

- 二十五、「廣兼停99」廣場兼

停車場用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廣兼停99」廣場兼停車

場用地配合臺中市政府重

大建設開發為立體停車場

使用，並依停車席位需求

數推估使用面積，供停車

場使用部分之比例為70%

、供廣場使用部分為30%

。其中供停車場使用部分

應依照「都市計畫法臺中

市施行自治條例」停車場

用地建蔽率與容積率等相

關規定檢討，且建築物所

佔基地面積不得超過該廣

場兼停車場用地計畫面積

之50%。 

(二)建築物臨計畫道路應退

縮建築至少8公尺，且維

持與鄰地人行動線之連續

性，臨保存區(存6)側應

退縮建築至少4公尺，並

加強綠美化設計。 

(三)建築物地下層開挖規模

不得超過基地面積之70%

。 

(四)建築物之車道出入口應

避免影響現有永春國小活

1.為增進地區公

共設施土地利

用效能及使用

彈性，改善南

屯區正心停車

場周遭交通秩

序，並解決停

車供給短缺之

問題，擬於現

址興建立體式

停車場，提升

整體停車席位

數及地區公共

設施品質。 

2.本案由臺中市

政府停車管理

處委託專業廠

商辦理，預計

興建立體停車

場等設施。惟

本案需用之廣

場兼停車場用

地(「廣兼停99

」)未於都市計

畫書、圖內敘

明分別作為廣

場、停車場二

種用途之面積

、比例或標示

修正後通過。 

修正後條文： 

二十五、「廣

兼停99」廣場

兼停車場用地

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廣兼停 

99」廣場

兼停車場

用地倘興

建為立體

停車場使

用時，建

築物所占

基地面積

不得超過

該廣場兼

停車場用

地計畫面

積 之 50%

。供停車

場使用部

分應依「

都市計畫

法臺中市

施行自治

條例」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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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市都委會決議 

動中心及其車道出入口通

行。 

(五)供廣場使用部分應留設

於北側、西側及南側並連

通供人行使用。 

界線，尚難認

定得供停車場

使用之面積、

比例與界限，

須透過都市計

畫變更程序予

以明訂。故本

案擬增訂土地

使用管制要點

明訂供廣場使

用部分及供停

車場使用部分

之比例及標示

界線，以利辦

理公共設施用

地開發使用。 

3.依據臺中市政府

108年3月15日府

授 交 停 設 字 第

1080060986 號 函

，本案「臺中市

南屯區正心立體

停車場新建工程

」屬重大市政建

設，符合內政部

93年1月7日內授

營 都 字 第

0920091111 號 函

示都市計畫法第

27條第1項第4款

之規定，核准同

意辦理都市計畫

變更作業。故本

案依都市計畫法

第27條第 1項第4

款規定：「為配

合縣（市）興建

之重大設施」，

循個案變更方式

辦理都市計畫變

更。 

車場用地

建蔽率與

容積率等

相關規定

檢討。 

(二)建築物臨

計畫道路

應退縮建

築至少 8

公尺，且

維持與鄰

地人行動

線之連續

性，臨保

存區 (存

6)側應退

縮建築至

少 4公尺

，並加強

綠美化設

計。 

(三)建築物地

下層開挖

規模不得

超過基地

面 積 之

70%。 

(四)建築物之

車道出入

口應避免

影響現有

永春國小

活動中心

及其車道

出入口通

行。 

(五)供廣場使

用部分應

留設於北

側、西側

及南側並

連通供人

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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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市都委會決議 

理由： 

參考計畫區內

類似案例(廣

兼停101)土地

使用管制要點

文字，敘明供

停車場使用之

建築物所佔基

地面積不得超

過該廣場兼停

車場用地計畫

面積之50%。 

二十五、「廣兼停101」廣場

兼停車場用地依都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原則： 

(一)「廣兼停101」廣場兼停

車用地得依「都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作多目標使用，其中

倘作為停車場用地多目標

使用時，建築物所佔基地

面積不得超過該廣場兼停

車場用地計畫面積之50%

。 

(二)建築物屋頂（含露台）

景觀綠美化比例應達40％

以上，並設計施作牆面綠

化，其牆面扣除採光及開

口面積後綠化比例以二分

之一為原則，且其建築物

高度不得超過15 公尺或3 

層樓，以增加整體景觀品

質。 

(三)未來開發除需維持南苑

停車場原有324 個停車位

數外，其開發附屬設施所

衍生之停車需求應自行提

供，且其數量之檢討不得

小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以上停車位應全面對外

開放使用。 

(四)未來停車場管理應依據

二十六、「廣兼停101」廣場

兼停車場用地依都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原則： 

(一)「廣兼停101」廣場兼停

車用地得依「都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作多目標使用，其中

倘作為停車場用地多目標

使用時，建築物所佔基地

面積不得超過該廣場兼停

車場用地計畫面積之50%

。 

(二)建築物屋頂（含露台）

景觀綠美化比例應達40％

以上，並設計施作牆面綠

化，其牆面扣除採光及開

口面積後綠化比例以二分

之一為原則，且其建築物

高度不得超過15 公尺或3 

層樓，以增加整體景觀品

質。 

(三)未來開發除需維持南苑

停車場原有324 個停車位

數外，其開發附屬設施所

衍生之停車需求應自行提

供，且其數量之檢討不得

小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以上停車位應全面對外

開放使用。 

(四)未來停車場管理應依據

點次調整。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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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市都委會決議 

臺中市政府路外停車收費

費率辦理，且應維持原南

苑停車場優惠周遭居民之

方式。 

(五)建築物面臨計畫道路部

分應退縮建築至少10 公

尺。 

(六)建築物地下層開挖規模

不得超過基地面積之60%

。 

(七)基地戶外開放空間禁止

設置封閉式運動設施。 

(八)建築物之車道出入口應

避免影響現有集合住宅大

樓及其車道出入口通行。 

臺中市政府路外停車收費

費率辦理，且應維持原南

苑停車場優惠周遭居民之

方式。 

(五)建築物面臨計畫道路部

分應退縮建築至少10 公

尺。 

(六)建築物地下層開挖規模

不得超過基地面積之60%

。 

(七)基地戶外開放空間禁止

設置封閉式運動設施。 

(八)建築物之車道出入口應避

免影響現有集合住宅大樓及其

車道出入口通行。 

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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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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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次調整。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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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市都委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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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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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本要點公布前已分割

完成之基地，得依「臺中市畸

零地使用自治條例」之規定申

請建築許可或合併使用。 

二十八、本要點公布前已分割

完成之基地，得依「臺中市畸

零地使用自治條例」之規定申

請建築許可或合併使用。 

點次調整。 照案通過。 

二十八、本計畫區內建築物使

用，除本要點發布前已取得建

築執照者，得依原領建築執照

繼續使用外，其餘應依本要點

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十九、本計畫區內建築物使

用，除本要點發布前已取得建

築執照者，得依原領建築執照

繼續使用外，其餘應依本要點

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點次調整。 照案通過。 

註：凡本次變更未指明變更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表5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面積 

(平方公

尺)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單位：萬元） 

主辦

單位 

完成

期限 
經費來源 徵

購 

無

償

提

供 

市

地

重

劃 

區

段

徵

收 

其

他 

土地徵

購費及

地上物

補償費 

整地

費 
工程費 合計 

廣兼

停99 

3,330.81      

 

 267.4 19,232.6 19,500 臺

中

市

停

車

管

理

處 

依 工

程 設

計 進

度 完

成 

本案屬交通部公路總

局「前瞻基礎建設-城

鄉建設-改善停車問題

計畫」工程案經費補

助之前瞻補助計畫,經

費來源除上揭中央補

助經費外,餘地方自籌

金費編列於 107年至

109年預算(臺中市公

有停車場基金-固定資

產-房屋及建築) 

註：本表所列內容得視開發單位財務狀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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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二案 所屬行政區 臺中市南區 

案

由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樹德地區）細部計畫（配合南區樹子腳段 670地號土地容積

調派調整部分第二種住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案 

說 

 

 

 

明 

一、計畫緣起 

依據臺中市政府 103 年 4 月 28 日府授農林字第 1030074860 號公告將位於

本市西區後壠子段 103-34地號土地上茄苳樹公告為本市受保護樹木（樹木編號

為 0422007），惟其鄰地後壠子段 103-4、103-40 地號等 2 筆土地已領有（83）

中工建建字第 1536 號建造執照（以下簡稱該案原建造執照），倘若開工恐因日

照、地下水源等問題造成鄰地受保護之茄苳樹死亡危機；爰為保護該茄苳樹之

生長，將已領有建造執照之後壠子段 103-4、103-40 地號等 2 筆土地變更部分

第二種住宅區及第三種住宅區為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並採容積調派手段保

障該案原建造執照受限之發展權利。 

為保障該土地之合理發展權利，需辦理兩階段都市計畫變更，將該案原建

造執照之容積調派至本市其他可建築用地建築使用；其中，第一階段為公共設

施變更部分，業依臺中市政府 103年 12 月 23日府授都計字第 1030265470 號公

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

計畫（部分第二種住宅區及第三種住宅區為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案」（以下

簡稱第一階段都市計畫變更案），訂定「臺中市西區後壠子段 103-4、103-40地

號等 2筆土地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第一階段都市計畫

變更案容積調派處理原則），以為後續土地權利關係人（興益發建設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及土地所有權人）尋獲接受容積調派基地後，依前揭處理原則所載之規

定及相關公式，循都市計畫程序向臺中市政府逐案申請第二階段都市計畫變更

之依據，調整接受容積調派基地之基準容積。 

第二階段都市計畫變更部分，分別業依臺中市政府 104 年 11 月 12 日府授

都計字第 1040244414 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

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部分第二種住宅區及第三種住宅區為第五種住

宅區）案」（以下簡稱第一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及依臺中市政府 106

年 2月 7日府授都計字第 1060015829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四

張犂地區）細部計畫（部分第三種住宅區為第五種住宅區）案」（以下簡稱第二

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及臺中市政府 107 年 10 月 19 日府授都計字第

1070248955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

重劃地區）細部計畫（配合西區公館段 176-2 地號等 6 筆土地容積調派調整部

分第二種住宅區及第三種住宅區為第五種住宅區）案」（以下簡稱第三次容積調

派都市計畫變更案），及臺中市政府 107 年 11 月 2日府授都計字第 107026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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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

細部計畫（配合西區後壠子段 220-2 地號等 5 筆土地容積調派調整部分第二種

住宅區為第五種住宅區）案」（以下簡稱第四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及

臺中市政府 108 年 6月 5日府授都計字第 1080123206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

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配合南屯區三

塊厝段 971 地號等 6 筆土地容積調派調整部分第二種住宅區為第五種住宅區）

案」（以下簡稱第五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以及臺中市政府 108 年 6 月

19 日府授都計字第 1080132813 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

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配合北屯區東信段 88-4地號等 6筆

土地容積調派調整部分第二種住宅區為第五種住宅區）案」（以下簡稱第六次容

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以及 108 年 9 月 11 日府授都計字第 1080211135 號

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

部計畫（配合南屯區三塊厝段 982-7、984 地號土地容積調派調整部分第二種住

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案」（以下簡稱第七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計完

成七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作業（詳附件二）。 

爰此，本計畫係土地權利關係人授權申請人（詳附件一）依前開規定並依

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賡續辦理第二階段都市計畫變更，以調派

至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用地建築使用為限，調整接受容積調

派基地（亦即變更基地範圍）之基準容積，並以該細部計畫區內申請變更相同

土地使用分區類別（例如住宅區或商業區）之最高基準容積為原則，以達成都

市土地開發合理、有效、彈性之使用管制並落實都市計畫公平正義之原則與精

神。 

二、辦理機關 

（一）變更都市計畫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申請變更都市計畫之土地權利關係人：郭美慧。 

三、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二）臺中市政府 103年 12月 23日府授都計字第 1030265470號公告發布實施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

（部分第二種住宅區及第三種住宅區為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案」之

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處理原則相關規定。 

四、變更基地範圍及面積 

變更基地範圍包括臺中市南區樹子腳段 670 地號計 1 筆土地，土地登記謄

本面積為 6,393 平方公尺；土地座落於福田路 77巷、福田路、福田二街、樹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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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巷所圍第二種住宅區街廓內之一部分，變更基地範圍西臨部分路段已開闢之

8 公尺細部計畫道路（樹義五巷）、北側鄰近 12 公尺已開闢計畫道路（福田路

77 巷）、東側鄰近 15 公尺已開闢計畫道路（福田路）、南側鄰近部分路段已開

闢之 15公尺計畫道路（福田二街）。（詳見圖 1變更基地位置示意圖、圖 2變更

基地範圍示意圖） 

五、發展現況分析 

（一）基地使用現況分析 

變更基地範圍西臨部分路段已開闢之 8公尺細部計畫道路（樹義五巷）、北

側鄰近 12 公尺已開闢計畫道路（福田路 77 巷）、東側鄰近 15 公尺已開闢計畫

道路（福田路）、南側鄰近部分路段已開闢之 15公尺計畫道路（福田二街），基

地現況係為雜林荒地，北側緊鄰土地現況為 4~5 層樓透天住宅社區，東側緊鄰

土地現況為幼兒園及資源回收站使用，南側緊鄰土地現況為鐵皮工廠使用。（詳

見圖 3變更基地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二）周邊土地與建物使用現況 

鄰近環境擁有教育、公園綠地等休憩資源、公共開放空間以及便捷公車系

統，建構此區域居住活動機能並創造更優質居住生活空間。基地周邊土地使用

主要以住宅使用、商業使用和住商混用所構成，商業發展方面，集中於文心南

路及復興路兩側，主要作辦公大樓、餐飲業及零售商店使用，住宅發展方面，

除早期所興建 4~5 層樓透天住宅外，近期因應地區發展趨勢，新開發建案皆為

11樓以上集合住宅或住商混合大樓，最高樓為東北側文心南路與工學北路交叉

口附近有 26 層高之建築。（詳見圖 4 變更基地周邊環境發展分析圖、圖 5 周邊

土地使用現況分布示意圖、圖 6 周邊建物使用現況分布示意圖、圖 7 周邊建物

樓層分布示意圖） 

六、容積調派試算說明 

基於等值換算精神，容積調派送出容積之價值應與容積調派基地接受之容

積價值相等；接受容積調派基地接受之容積，應按第一階段都市計畫變更案發

布實施當期（民國 103 年）申請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及申請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公

告土地現值之比值計算。 

截至 105年 7月 14日第一階段都市計畫變更案送出容積調派基地可送出之

容積量為 28,105.92 平方公尺，扣除 104 年 11 月 12 日至 108 年 9 月 11 日止公

告 7案送出容積調派基地送出之容積量等值換算後為計為 18,291.88 平方公尺，

以及本次送出容積調派基地送出之容積量等值換算後為 1,462.35 平方公尺，故

該案原建造執照剩餘之容積量為 8,351.69 平方公尺。（詳見圖 8容積調派處理原

則概念圖、圖 9 容積調派可移入容積等值轉換試算示意圖及表 1 本次接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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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調派基地變更前後基準容積一覽表、表 2 送出及接受容積調派基地 103 年公

告土地現值一覽表、表 3（83）中工建建字第 1536號建造執照（原建造執照）

剩餘容積量一覽表） 

 

七、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第二種住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變更面積合計為 0.6393 公頃，基準容

積率由 220%調整至 280%。（詳見表 4 變更內容綜理表、表 6 變更前後土地使

用面積對照表、圖 10變更都市計畫示意圖） 

八、開發計畫 

（一）建築內容 

預計規劃為地上 14層樓、地下 2樓之住集合住宅大樓。 

（二）引進產業內容 

變更基地擬開發作為集合住宅大樓使用，其引進產業內容應符合都市計畫

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住宅區相關規定管制。 

（三）經費來源 

開發案所需經費包括購地成本、興建成本、建築設計費用、銷售及管理支

出、利息支出等，初估約需新臺幣 166,178 萬元，由申請開發者自行籌措所需

資金。 

（四）實施進度 

變更基地預計開發時程總計約需 8.5 年，概分為 1.第一階段包含開發許可、

開放空間及都市設計等相關審查，初估約需 1.5年；2.第二階段為申請建照核發

及消防審查，初估約需 1 年；3.第三階段為施工作業，初估約需 6 年。本計畫

依法發布實施後，如未依核准之開發計畫期程實施開發建設，臺中市政府得依

都市計畫法第 27條規定，將其土地變更恢復為原使用強度。 

九、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 107年 9月 18 日起 30天。 

（二）公開說明會：107年 9月 27日下午 2時整假本市南區區公所 4樓簡報室

舉行。 

（三）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無。 



 2-5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本案經提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巫委員哲緯(召集人)、林委員宗敏、劉委員立偉、

葉委員昭甫、陳委員大田等5人組成專案小組，分別於108年5月10日、7月16日召開

專案小組第1、2次會議並獲致初步建議意見，綜理如下（處理情形詳附件三交通影

響及排水規劃說明）： 

（一）基地臨 8 公尺計畫道路部分，建議應至少退縮 6.5 公尺建築，其中臨路

部分退縮 2.5 公尺作道路使用及退縮 4 公尺供人行步道使用，並補充說

明本案基地退縮 6.5 公尺建築後至車道口之寬度，以及估算該空間可停

留之車輛數，並請於圖面清楚標示目前規劃之車輛出入口及其動線。 

（二）有關申請人於會中提出未來開發計畫修正為預計興建地上 15層、地下 3

層之建築物，考量臨 8公尺計畫道路側未完全開闢，且北側鄰近 12米計

畫道路及南側鄰近 15米計畫道路均未完全開闢，本案容積調派後衍生交

通量恐降低周邊道路交通服務水準，爰請補充說明未來基地開發後之汽

機車停車空間是否足夠、基地出入動線、未來衍伸之交通量對於基地周

邊之交通衝擊並評估配合設置交通號誌等說明。 

（三）請補充說明有關現況樹義五巷路寬約 5 公尺，研提雙向會車交通衝擊改

善措施之處理情形。 

（四）本案之排水規劃請一併考量鄰地排水情形，並請估算現有排水管線能否

容納本案排水量之數據資料，以及補充說明本案排水方向及雨、污水於

基地內之運用、回收處理方式，及估算現有排水管線能否容納經處理後

排放之雨、污水量，如未能容納本案之排水量，請提出相關之改善措施。

另請補充西側排水溝之斷面示意圖。 

（五）本案係屬「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請開發單位屆時依相關規定辦理申請

審查。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本案除依下列各點修正後通過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一、為區分變更基地與其餘第三種住宅區不同之退縮規定，爰調整變更為第三種住

宅區（調），配合修正變更後計畫並補充變更理由，詳見表4變更內容綜理表。 

二、配合本案臨路退縮修訂土管要點第6、8點，並新增變2案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詳表5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前後對照表。 

三、配合第二階段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案（共七案）修正計畫書內容，並重新計算

原建造執照剩餘容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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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變更基地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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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基地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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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基地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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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基地周邊環境發展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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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周邊土地使用現況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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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周邊建物使用現況分布示意圖 



 2-12 

 

圖 7 周邊建物樓層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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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容積調派處理原則概念圖 

 

 

 

 

圖 9 容積調派可移入容積等值轉換試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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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次接受容積調派基地變更前後基準容積一覽表 

土地使用分區 
基準容積率

（%） 

基地面積 

（平方公尺） 

基準容積
註
 

（平方公尺） 
備註 

變
更
前 

第二種住宅區 220 6,393 14,064.60  

現行基準容積合計（平方公尺） 14,064.60  

變
更
後 

第三種住宅區 280 6,393 17,900.40  

變更後基準容積（平方公尺） 17,900.40  

本次接受容積調派移入之基準容積（平方公尺） 3,835.80 

尚未依容積調派處

理原則等值轉換計

算公式進行換算 

註：表列基準容積係以基地面積乘以基準容積率後四捨五入求至小數點後二位。 

資料來源：本計畫計算。 

 

表 2 送出及接受容積調派基地 103 年公告土地現值一覽表 

項

目 
土地地段地號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103 年公告土地 

現值(元/平方公尺) 
合計(元) 

送
出
容
積
調
派
基
地 

西區後壠子段 103-4 地號 1,755.00 81,923 143,774,865.00 

西區後壠子段 103-40 地號 4.00 45,000 180,000.00 

合計 1,759.00 － 143,954,865.00 

平均公告土地現值（元/平方公尺） 81,839.04 

接
受
容
積
調
派
基
地 

南區樹子腳段 670地號 6,393.00 31,200 199,461,600.00 

合計 6,393.00 ─ 199,461,600.00 

平均公告土地現值（元/平方公尺） 31,2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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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3）中工建建字第 1536號建造執照（原建造執照）剩餘容積量一覽表 

項目 面積（平方公尺） 

一、截至 105年 7 月 14 日第一階段都市計畫變更案全案 

  基地可送出之容積量（A）＝1+2+3+4 
28,105.92 

1.該案原建造執照核准之基準容積 23,218.21 

2.提經本市都委會第 41次會議決議補償容積為原該案原建造

執照核准之基準容積 15.13% 
3,512.92 

3.提經本市都委會第 42次會議決議補償容積為原該案原建造

執照核准之基準容積 3.42% 
794.06 

4.提經本市都委會第 57次會議決議補償容積為原該案原建造

執照核准之基準容積 2.5012% 
580.73 

二、第一次等值換算後送出容積調派基地送出之容積量（B） 5,074.07 

三、第二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等值換算後送出之容積量（C） 3,317.62 

四、第三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等值換算後送出之容積量（D） 2,072.93 

五、第四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等值換算後送出之容積量（E） 2,140.82 

六、第五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等值換算後送出之容積量（F） 2,377.77 

七、第六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等值換算後送出之容積量（G） 2,533.10 

八、第七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等值換算後送出之容積量（H） 775.57 

九、本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等值換算後送出之容積量（I） 1,462.35 

十、該案原建造執照剩餘之容積量＝A-B-C-D-E-F-G-H-I 8,351.69 

資料來源：本計畫計算。 

註：第三次至第七次容積調派都市計畫變更案係於本案公開展覽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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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市都委

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變

1 

臺中市

南區樹

子腳段

670 地

號 土

地，座

落於福

田路 77

巷、福

田路、

福田二

街、樹

義五巷

所圍街

廓內之

一 部

分。 

第二種 

住宅區 

(0.6393

公頃) 

第三種 

住宅區 

(0.6393

公頃) 

1.基於市政府保護茄苳樹之生長並

保障其鄰地原建造執照之合理發

展權利，採容積調派手段並透過都

市計畫變更程序調整接受容積調

派基地之基準容積，將該案原建造

執照之容積調派至同一主要計畫

地區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用地建

築使用為限。 

2.依據臺中市政府 103 年 12 月 23

日府授都計字第 1030265470 號公

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

（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

地區）細部計畫（部分第二種住宅

區及第三種住宅區為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案」所訂定容積調派

處理原則所載之公式及有關規

定，逐案申請辦理第二階段都市計

畫變更調整接受容積調派基地之

基準容積作業，至該案原建造執照

核准之基準容積及補償容積歸零。 

3.依前開第一階段都市計畫變更案

內容，進行第二階段都市計畫變更

調整接受容積調派基地（亦即變更

基地範圍）之基準容積，以該細部

計畫區內申請變更相同土地使用

分區類別之最高基準容積為原

則，以達成都市土地開發合理、有

效、彈性之使用管制並落實都市計

畫公平正義之原則與精神。 

4.變更基地西臨部分路段已開闢之

8 公尺細部計畫道路（樹義五

巷）、北側鄰近 12公尺已開闢計畫

道路（福田路 77 巷）、東側鄰近

15 公尺已開闢計畫道路（福田

路）、南側鄰近部分路段已開闢之

15公尺計畫道路（福田二街），周

邊視野寬廣並擁有豐富之文教、公

園綠地等休憩資源、公共開放空間

以及便捷公車系統與公共停車空

1.全案送出容積

調派基地送出

之容積量總計

為 28,105.92

平方公尺，扣

除 104 年 11

月 12日至 108

年6月19日止

公告 6 案送出

容積調派基地

送出之容積量

等值換算後為

計 為

17,516.31 平

方公尺，本次

送出容積調派

基地送出之容

積量等值換算

後為 1,462.35

平方公尺，故

該案原建造執

照剩餘之容積

量為 9,127.26

平方公尺。 

2.依容積調派比

例換算後，本

次接受容積調

派量占全案調

派容積量之比

例為 5.20%，

故本次接受容

積調派後，應

捐贈之土地持

分權利範圍為

（520/10000）

，應於都市計

畫公告實施後

六個月內完成

捐贈送出容積

調派基地之土

建議修

正後通

過。 

修正事

項： 

為區分

變更基

地與其

餘第三

種住宅

區不同

之退縮

規定，

爰調整

變更為

第三種

住宅區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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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市都委

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間，透過本案開發建設帶動周邊發

展，建構此區生活機能並創造更優

質生活空間及都市意象。 

地持分權利。 

變

2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詳原

條文」

欄之內

容。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條文

內容詳

「修訂

後 條

文」欄

之 內

容。 

1.配合變 1增訂住三（調）之建蔽率

及容積率。 

2.為降低變更基地開發後對周邊地

區之交通衝擊，改善樹義五巷之雙

向會車問題，針對變更基地增訂臨

8公尺計畫道路部分，應至少退縮

6.5 公尺建築，其中臨路部分退縮

2.5 公尺作道路使用及退縮 4 公尺

供人行步道使用。 

 

建議修

正後通

過。 

新增事

項： 

配合本

案臨路

退縮修

訂土管

要點第

6 、 8

點。 

註：1.凡本計畫未變更部分均以原計畫為準。 

  2.表列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表 5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六、本計畫區內各類住宅區、商業區、

乙種工業區建蔽率、容積率、高

度比、院落深度及最小基地面積

等規定詳如下表： 

項目 

住宅區 商業區 乙種

工業

區 

住

二 

住

三 

商

二 

商

三 

建蔽率(%) 60 55 70 70 65 

容積率(%) 220 280 350 420 200 

高度比 1.5 1.5 - - 1.5 

前院深度(公

尺) 
- - - - 4 

後院深度(公

尺) 
3 3 - - - 

最小基地面

積(平方公

尺) 

- - - - 250 

註：1.乙種工業區前院深度不得以平

均計算。 

  2.住宅區基地面臨現有巷道免留

設後院。 

  3.前面基地線距後面基地線深度

六、本計畫區內各類住宅區、商業區、乙

種工業區建蔽率、容積率、高度比、

院落深度及最小基地面積等規定詳

如下表： 

項目 

住宅區 商業區 乙種

工業

區 

住

二 

住

三 

住三

(調) 

商

二 

商

三 

建蔽率
(%) 

60 55 55 70 70 65 

容積率

(%) 
220 280 280 350 420 200 

高度比 1.5 1.5 1.5 - - 1.5 

前院深度

(公尺) 
- - - - - 4 

後院深度

(公尺) 
3 3 3 - - - 

最小基地

面積(平方

公尺) 

-  - - - 250 

註：1.乙種工業區前院深度不得以平均計

算。 

  2.住宅區基地面臨現有巷道免留設後

配合變 1

案增訂住

三 (調 )之

建蔽率及

容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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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經扣除法定退縮空間（騎樓或

無遮簷人行道）及後院深度後

不足 6公尺者免留設後院，並

留設單側 1.5 公尺側院。 

院。 

  3.前面基地線距後面基地線深度經扣

除法定退縮空間（騎樓或無遮簷人

行道）及後院深度後不足 6公尺者

免留設後院，並留設單側 1.5公尺

側院。 

八、騎樓與建築退縮規定： 

為塑造良好都市景觀及完整之

人行系統，除劃設廣場、兒童遊

樂場、公園及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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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如下： 

(一)住宅區、商業區及市場用地凡面

臨 7公尺(含 7公尺)以上計畫道路

之建築基地，應設置騎樓或 4公尺

無遮簷人行道。凡面臨未達 7公尺

計畫道路，以及面臨現有巷道之建

築基地，應由建築線退縮 0.5公尺

建築。 

 
附圖一 住宅區、商業區及市場用地

建築基地(選擇)無遮簷人行

道退縮斷面設計示意圖(一) 

 
附圖二 住宅區、商業區及市場用地

八、騎樓與建築退縮規定： 

為塑造良好都市景觀及完整之人行

系統，除劃設廣場、兒童遊樂場、公

園及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外，本計畫區

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

地之退縮建築規定如下： 

(一)住三(調)面臨 8 公尺計畫道路之建築

基地，應退縮至少 6.5公尺，其中臨路

部分退縮 2.5公尺作道路使用及退縮 4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二)其餘住宅區、商業區及市場用地凡面

臨 7公尺(含 7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之建

築基地，應設置騎樓或 4 公尺無遮簷

人行道。凡面臨未達 7公尺計畫道路，

以及面臨現有巷道之建築基地，應由

建築線退縮 0.5公尺建築。 

 
附圖一 住三(調)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

退縮斷面設計示意圖 

1.款次調

整。 

2.為降低

變更基

地開發

後對周

邊地區

之交通

衝擊，

改善樹

義五巷

之雙向

會車問

題，針

對變更

基地增

訂臨 8

公尺計

畫道路

部分，

應至少

退縮 6.5

公尺建

築，其

中臨路

部分退

縮 2.5

公尺作

道路使

用及退

縮 4 公

尺供人

行步道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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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建築基地面臨現有巷道退縮

斷面設計示意圖(二) 

(二)乙種工業區基地應自建築線退縮

4 公尺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

空地。 

 
附圖三 工業區建築基地退縮斷面設

計示意圖 

(三)新開闢文中、文小用地申請建築

執照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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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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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臨道路部分應退縮 4 公尺

無遮簷人行道，供綠化及人行

步道等使用。 

 
附圖四 文中、文小用地建築基地退

縮斷面設計示意圖 

(四)其他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

地，凡面臨 7公尺(含 7公尺)以上

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應自計畫道

路退縮 4公尺為無遮簷人行道。凡

面臨未達 7公尺計畫道路，以及面

臨現有巷道之建築基地，應由建築

線退縮 0.5 公尺建築。 

(五)凡面臨園道用地之住宅區以及面

臨排水道用地之建築基地，應設置

4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退縮部份得

 
附圖二 其餘住宅區、商業區及市場用地

建築基地(選擇)無遮簷人行道退

縮斷面設計示意圖(一) 

 
附圖三 住宅區、商業區及市場用地建築

基地面臨現有巷道退縮斷面設

計示意圖(二) 

(三)乙種工業區基地應自建築線退縮 4 公

尺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附圖四 工業區建築基地退縮斷面設計

示意圖 

(四)新開闢文中、文小用地申請建築執照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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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計入法定空地，建築基地退縮斷面

設計示意圖，詳附圖七、附圖八。 

(六)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凡

緊鄰停車場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

之建築基地應自與停車場用地、兒

童遊樂場用地緊鄰之基地線至少

退縮 2 公尺建築。 

 
附圖五 緊鄰停車場用地、兒童遊樂

場用地之建築基地退縮平面

示意圖 

(七)車站用地及鐵路用地兼作道路使

用等用地於面臨 7公尺(含 7公尺)

以上計畫道路時，因基地條件及鐵

路高架橋體設計限制等因素，得不

予退縮 4公尺無遮簷人行道，惟基

地內應設置淨寬 2.5 公尺(含)以上

之人行步道，如基地面臨二條以上

計畫道路，應設置二條淨寬 2.5公

尺(含)以上之人行步道。但因樑柱

或無障礙電梯設置之限制而無法

設置淨寬2.5公尺以上之人行步道

者，不在此限，惟人行步道淨寬仍

應維持 1.3 公尺以上。 

(八)本計畫指定騎樓與建築退縮規定

如附圖六所示。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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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基地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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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民國 104 年 7 月 28 日)

前業經地政機關分割完竣：深度未

達 13 公尺經市府核准得設置騎

1.應有一側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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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臨道路部分應退縮 4 公尺無遮

簷人行道，供綠化及人行步道等使

用。 

 
附圖五 文中、文小用地建築基地退縮斷

面設計示意圖 

(五)其他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凡面臨 7公尺(含 7公尺)以上計畫道路

之建築基地，應自計畫道路退縮 4 公

尺為無遮簷人行道。凡面臨未達 7 公

尺計畫道路，以及面臨現有巷道之建

築基地，應由建築線退縮 0.5 公尺建

築。 

(六)凡面臨園道用地之住宅區以及面臨排

水道用地之建築基地，應設置 4 公尺

無遮簷人行道，退縮部份得計入法定

空地，建築基地退縮斷面設計示意

圖，詳附圖七八、附圖八九。 

(七)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凡緊鄰

停車場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之建築

基地應自與停車場用地、兒童遊樂場

用地緊鄰之基地線至少退縮 2 公尺建

築。 

 
附圖六 緊鄰停車場用地、兒童遊樂場用

地之建築基地退縮平面示意圖 

(八)車站用地及鐵路用地兼作道路使用等

用地於面臨 7公尺(含 7公尺)以上計畫

道路時，因基地條件及鐵路高架橋體

設計限制等因素，得不予退縮 4 公尺

無遮簷人行道，惟基地內應設置淨寬

2.5 公尺(含)以上之人行步道，如基地

面臨二條以上計畫道路，應設置二條

淨寬 2.5公尺(含)以上之人行步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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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樓，後院深度得減半留設之；面寬

為 5.5至 7 公尺者，以超過 5.5 公

尺部分為側院寬度；面寬未達 5.5

公尺者免留設側院。 

 
附圖六 指定建築退縮規定示意圖 

因樑柱或無障礙電梯設置之限制而無

法設置淨寬 2.5 公尺以上之人行步道

者，不在此限，惟人行步道淨寬仍應

維持 1.3公尺以上。 

(九)本計畫指定騎樓與建築退縮規定如附

圖七所示。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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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基地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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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民

國 104年 7月 28日)前業經地政機關

分割完竣：深度未達 13公尺經市府

核准得設置騎樓，後院深度得減半

留設之；面寬為 5.5至 7公尺者，以

超過 5.5 公尺部分為側院寬度；面寬

未達 5.5 公尺者免留設側院。 

 
附圖七 指定建築退縮規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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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變更前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增減
面積(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占計畫總面
積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第一種住宅區 0.0015 ─ 0.0015 0.00 

第二種住宅區 65.6905 -0.6393 65.0512 18.39 

第三種住宅區 71.8665 ─ 71.8665 20.32 

第三種住宅區（調） 0.0000 0.6393 0.6393 0.18 

小計 137.5585 0.0000 137.5585 38.90 

商業區 

第二種商業區 3.1451 ─ 3.1451 0.89 

第二種商業區（住
變商） 

4.4350 ─ 4.4350 1.25 

第三種商業區 4.4139 ─ 4.4139 1.25 

小計 11.9940 ─ 11.9940 3.39 

乙種工業區 32.4416 ─ 32.4416 9.17 

保存區 0.0686 ─ 0.0686 0.02 

加油站專用區 0.2292 ─ 0.2292 0.06 

河川區 7.0493 ─ 7.0493 1.99 

河川區兼作道路使用 0.2184 ─ 0.2184 0.06 

電信專用區 0.3224 ─ 0.3224 0.09 

合計 189.8820 0.0000 189.8820 53.6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文大用地 12.4997 ─ 12.4997 3.53 

文高用地 11.9665 ─ 11.9665 3.38 

文中用地 5.5299 ─ 5.5299 1.56 

文小用地 7.0513 ─ 7.0513 1.99 

小計 37.0474 ─ 37.0474 10.48 

社教用地 0.1637 ─ 0.1637 0.05 

市場用地 0.9624 ─ 0.9624 0.27 

停車場用地 1.8374 ─ 1.8374 0.52 

兒童遊樂場用地 3.8489 ─ 3.8489 1.09 

公園用地 4.9111 ─ 4.9111 1.39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2.9760 ─ 2.9760 0.84 

廣場用地 0.0546 ─ 0.0546 0.02 

綠地用地 0.0416 ─ 0.0416 0.01 

機關用地 3.9858 ─ 3.9858 1.13 

變電所用地 0.0000 ─ 0.0000 - 

醫療衛生機構用地 0.5853 ─ 0.5853 0.17 

污水處理場用地 13.3558 ─ 13.3558 3.78 

排水道用地 8.6266 ─ 8.6266 2.44 

排水道用地兼作道路使用 0.2860 ─ 0.2860 0.08 

河道用地 0.3694 ─ 0.3694 0.10 

河道用地兼作道路使用 0.0201 ─ 0.0201 0.01 

園道用地 11.7286 ─ 11.7286 3.32 

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 72.1423 ─ 72.1423 20.40 

鐵路用地兼作道路使用 0.4152 ─ 0.4152 0.12 

車站用地 0.4229 ─ 0.4229 0.12 

合計 163.7811 ─ 163.7811 46.31 

總計 353.6631 0.0000 353.6631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樹德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臺中市政府，106年 8

月）及其後歷次個案變更計畫書所載之各項用地及面積暨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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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變更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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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授權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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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土地登記謄本 

（一）送出容積調派基地（西區後壠子段 103-4、103-40 地號）103

年土地登記謄本 

（二）送出容積調派基地（西區後壠子段 103-4、103-40 地號）107

年土地登記謄本 

（三）接受容積調派基地（南區樹子腳段 670地號）103 年地價第

二類謄本 

（四）接受容積調派基地（南區樹子腳段 670地號）107 年土地登

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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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交通影響及排水規劃說明 

壹、交通影響說明 

第一章 交通特性現況分析 

1.1基地位置 

本基地位於臺中市南區樹子腳段 670地號土地，基地西側單面臨樹義五巷（8米計

畫道路），基地位置如圖 1-1所示。 

 
圖 1-1  基地鄰近路網及交通量調查路口位置示意圖 

1.2重大建設計畫 

一、烏日文心北屯線（MRT）  

路線：本計畫路線東起自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號橋附近，以高架型式沿松竹路西

行跨越臺鐵再左轉至北屯路，沿北屯路至文心路四段路口前右轉文心路，經文心南路由

中山醫學大學後方轉到建國路，並跨越環中路高架橋及穿越中彰快速道路後，沿鐵路北

側跨越筏子溪進入高鐵臺中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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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進度：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路線全長約 16.7 公里，東起北屯區松竹路二號橋

附近，南至高鐵臺中站區，沿線共計 18 站，現工程進行至車站室內裝修作業及機電子

系統測試，後續將進行機電全系統整合測試、試營運驗證、模擬演練等，並於報請交通

部初、履勘審查通過後，預計 109年全線通車。捷運綠線各場站之設置位置說明彙整如

表 1-1所示。 

表 1-1  捷運綠線場站規劃位置一覽表 

場站 場站位置概述 

北屯總站 位於北屯機廠內 

舊社站 松竹路與舊社巷交叉路口附近 

松竹站 北屯路上，鄰近舊社公園。 

四維國小站 文心路與興安路、天津路交叉路口附近。 

崇德文心站 文心路與崇德路交叉路口附近。 

中清文心站 文心路與中清路交叉路口附近 

文華高中站 文心路與河南路交叉路口附近。 

櫻花文心站 文心路與櫻花路交叉路口附近。 

臺中市政府站 文心路與臺灣大道路交叉路口附近 

水安站 文心路與大業路交叉路口附近。 

文心森林公園站 文心路與向上路交叉路口附近（圓滿戶外圓形劇場） 

南屯站 文心路與五權西路交叉路口附近。 

豐樂公園站 文心路與文心南五路交叉路口附近，鄰近南苑公園。 

大慶站 建國北路上，鄰近台鐵大慶車站 

九張犁站 建國路，鄰近臺中生活圈二號道路 

九德站 建國路、興華街 64巷附近 

烏日站 建國路、光日路交叉口附近 

臺中高鐵站 高鐵臺中車站專用區內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交通局網站（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 

二、鐵路高架捷運化  

改建豐原、潭子、太原、臺中、大慶等 5座現有車站，皆為高架車站，新建栗林(原

豐南)、頭家厝、松竹、精武、五權等 5 座通勤車站，皆為高架車站。效益：提供都會

區快鐵之便捷交通，消除鐵路沿線兩側地區發展之阻礙，均衡都市發展。消除鐵路沿線

17 處平交道，改善平交道所造成之交通問題。改善市容景觀、提升都會區環境生活品

質，提升都市土地利用價值，增加經濟效益。 

三、捷運藍線（公告資訊：捷運建設刻不容緩  中市府積極推動綿密交通

路網  帶動大台中區域均衡發展 (公布單位：交通規劃科 /公布日期：

2019-04-22)）  

台中捷運「十字軸線」的捷運藍線，總經費 981.49 億元，用地取得費用需 34.04

億元，工程費用需 947.45 億元，新市府團隊上任後，目前已完成綜合規劃作業簽約，

後續將就整體路線方案檢討、車站規劃、工程技術標準、用地取得、土地開發、環境影

響及都市計畫等進行規劃設計，目標 2 年內完成綜合規劃作業，1 年內完成基本設計，

以加速工程進行，預估 120年完工通車。 

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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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基地鄰近交通系統現況 

一、道路系統特性分析  

本基地主要聯外道路為「文心南路」、「福田路」、「樹義五巷」、「樹義路」、「光明路」、

「福田五街」、「福田三街」、「福田二街」等道路，經由實地調查可得道路，基地周邊道

路現況照片，詳圖 1-2所示，路口幾何實質資料彙整詳表 1-1，分別說明如下： 

1.文心南路 

文心南路為基地東側道路，路幅 40 公尺，採中央分隔島分隔，往南銜接中投

西路三段，中投西路三段以東路段路名為德芳路三段，往北復興路一段，雙向各為

3快車道、1慢車道，鄰近基地路段道路兩側劃設寬 3公尺人行道。 

2.福田路 

福田路為基地東側道路，路幅 15 公尺，採標線分隔，往北銜接文心南路，往

南銜接福田二街，雙向各為 1快車道及 1慢車道。 

3.樹義五巷 

樹義五巷為基地西側面臨之道路，樹義五巷為八米計畫道路，現況路幅約 5

公尺，未分隔，往南銜接福田二街，往北止於福田五街，道路現況雙向共同 1混合

車道。 

4.樹義路 

樹義路為基地西側道路，路幅 15 公尺，採標線分隔，往北銜接復興路一段，

往南銜接福田一街，雙向各為 1快車道及 1慢車道。 

5.光明路 

光明路為基地西側道路，路幅 15公尺，採標線分隔，往北可銜接復興路一段，

往南銜接環中路六段，雙向各為 1快車道及 1 慢車道。 

6.福田五街 

福田五街為基地北側道路，路幅 10 公尺，採標線分隔，往東銜接文心南路，

往西銜接樹義二街，雙向各為 1混合車道。 

7.福田三街 

福田三街為基地北側面臨道路，路幅 15公尺，採標線分隔，往東銜接福田路，

往西銜接光明路，雙向各為 1快車道及 1慢車道。 

8.福田路 77巷 

福田路 77巷為基地北側道路，路幅 12公尺，採標線分隔，往東止於福田路，

往西止於樹義五巷，為連絡福田路與樹義五巷之巷道，雙向各為 1混合車道。 

9.福田二街 

福田二街為基地南側道路，福田路以東路段，路幅 15 公尺，採標線分隔，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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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銜接文心南路，雙向各為 1快車道及 1慢車道；樹義五巷以西側路段，路幅介於

10~15公尺，無標線分隔，往西銜接光明路，雙向共同 1混合車道 

10.福田一街 

福田三街為基地南側面臨道路，路幅 12公尺，採標線分隔，往東銜接福田路，

往西銜接光明路，其中介於福義路與樹義路之路段不通，雙向各為 1混合車道。 

表 1-2  基地周邊道路幾何特性表 

道路名稱 
道路 
寬度(m) 

道路分隔 車道數 
單側 

慢車道寬 
（含路肩寬） 

備註 

文心南路 40 中央分隔島 8 5.0m 
劃設路邊汽車、機車停車格 

劃設寬 3m 公有人行道 

福田路 15 標線分隔 4 4.5m 路邊無劃設停車格 

樹義五巷 5 未分隔 1 - 路邊無劃設停車格 

光明路 15 標線分隔 2 4.0m 路邊無劃設停車格 

福田五街 10 標線分隔 2 - 路邊無劃設停車格 

福田三街 15 標線分隔 4 4.0m 路邊無劃設停車格 

福田路 77巷 12 標線分隔 2 - 路邊無劃設停車格 

福田二街 

(福田路以東路段) 
15 標線分隔 2 2.5m 劃設路邊汽車、機車停車格 

樹義五巷 

(福田路以西路段) 
10~15 無分隔 1 - 路邊無劃設停車格 

 
圖 1-2  基地周邊道路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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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號誌化路口時制計畫  

號誌之設置地點及設計，決定交通控制型態，並提升道路服務流率與服務水準，因

此時制為分析路口服務水準之必要條件，時制計畫如表 1-3所示。 

表 1-3  基地周邊號誌路口時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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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道路服務水準評估 

一、交通流量分析  

本報告車流量調查路口為文心南路 -福田路 -福田五街（C1）、文心南路 -

福田二街（C2）、福田路 -福田三街（C3）、樹義五巷 -福田三街（C4）、樹義路

-福田三街（C5）、樹義路-福田二街（C6）、樹義五巷-福田路 77巷（C7）、樹義五巷-

福田二街（C8）等八個交叉路口，進行 07：00~09：00 及 17：00~19：00 上下午尖峰

時段路口轉向交通量調查，經統計得知基地鄰近調查路口之總車旅次密集時段發生於晨

峰 07：30~08：30；昏峰為 17：30~18：30，以此作為尖峰小時選定依據。 

小客車當量數之換算值，則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

平原區之小客車當量值：機車為 0.5、小型車為 1、大型車為 2，各路口尖峰時段交通量

轉向圖如圖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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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基地鄰近路口尖峰小時轉向流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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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基地鄰近路口尖峰小時轉向流量示意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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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號誌化路口服務水準  

服務水準評估為依據交通流量調查結果，求得各路口交通量推估各路段道路小時容

量，以現場調查配合交通分析軟體 Synchro進行分析，並參考「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

冊」號誌化路口服務水準評估等級，如表 1-4所示。 

表 1-4  號誌化路口服務水準評估等級表 

服務水準 平均停等延滯時間 d（秒） 

A 

B 

C 

D 

E 

F 

d  15 

15  d  30 

30  d  45 

45  d  60 

60  d  80 

d  80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基地周邊道路以文心南路於尖峰時段車流量較高，其它周邊道路於尖離峰時段車流

量均低，經路口服務水準分析結果顯示，文心南路-福田路-福田五街於晨峰、昏峰時段

路口服務水準皆呈現為 C 級，文心南路-福田二街、福田路-福田三街於晨峰、昏峰時段

路口服務水準皆呈現為 B 級，樹義五巷-福田三街、樹義路-福田三街、樹義路-福田二

街、樹義五巷-福田路 77 巷、樹義五巷-福田二街於晨峰、昏峰時段路口服務水準皆呈

現為 A級，詳表 1-5所示。 

表 1-5  基地周邊號誌化路口尖峰時段服務水準 

路口 時段 方向 
每一鄰近車輛
平均延滯（秒） 

服務水準 
路口平均延滯
（秒） 

服務水準 

文心南路 

| 

福田路 

| 

福田五街 

晨峰 

往東 50.8 D 

39.0 C 
往西 39.8 C 

往南 35.5 C 

往北 46.0 D 

昏峰 

往東 51.4 D 

40.1 C 
往西 41.6 C 

往南 37.1 C 

往北 46.6 D 

文心南路 

| 

福田二街 

晨峰 

往東 32.6 C 

21.9 B 往南 19.6 B 

往北 22.6 B 

昏峰 

往東 35.0 C 

23.8 B 往南 20.1 B 

往北 25.8 B 

福田路 

1| 

福田三街 

 

晨峰 

往東 21.6 B 

16.6 B 
往西 8.1 A 

往南 17.0 B 

往北 12.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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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 時段 方向 
每一鄰近車輛
平均延滯（秒） 

服務水準 
路口平均延滯
（秒） 

服務水準 

 

 

 

 

 

 

 

 

 

 

 

 

 

 

 

 

 

福田路 

| 

福田三街 
昏峰 

往東 20.2 B 

18.1 B 

往西 7.7 A 

往南 19.1 B 

往北 13.9 A 

往東 8.6 A 

往西 7.2 A 

往南 10.1 A 

往北 9.6 A 

往東 9.2 A 

往西 8.1 A 

往南 9.4 A 

往北 8.7 A 

往東 7.0 A 

往西 13.6 A 

往南 8.1 A 

往北 12.6 A 

往東 7.6 A 

往西 14.5 A 

往南 9.6 A 

往北 14.0 A 

往東 8.0 A 

往西 9.2 A 

往南 6.0 A 

往北 4.8 A 

往東 9.1 A 

往西 10.2 A 

往南 7.1 A 

往北 5.8 A 

往西 6.1 A 

往南 2.3 A 

往北 1.2 A 

往西 7.3 A 

往南 2.5 A 

往北 1.6 A 

往東 3.6 A 

往南 2.1 A 

往東 4.0 A 

往南 2.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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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眾運輸系統 

基地周邊客運站牌主要分佈於文心南路、高工路、復興路一段道路，公車行駛路線

及班距整理詳 1-6所示、公車站牌位置詳圖 1-4所示。 

表 1-6  公車路線一覽表 

公車
客運 

路線 
首班車 末班車 

班距 
去程 回程 去程 回程 

台中

客運 

33 

高鐵臺中站-文修停車場 

（平日） 
05：45 05：45 22：05 22：30 固定班次 

高鐵臺中站-文修停車場 

（假日） 
06：00 06：00 22：00 23：00 固定班次 

82 高鐵臺中站-貿易三村 06：00 06：00 22：10 22：10 
尖峰：8~15 分 

離峰：15~30 分 

101 水湳(敦化公園)-彰化 06：00 06：00 21：00 21：00 固定班次 

102 
干城站-沙鹿（平日） 05：50 06：30 18：20 16：30 固定班次 

干城站-沙鹿（假日） 07：00 07：50 18：20 17：30 固定班次 

133 

高鐵臺中站-朝陽科技大學

（平日） 
06：00 06：00 18：00 18：00 固定班次 

高鐵臺中站-朝陽科技大學

（假日） 
08：00 08：00 18：00 18：00 固定班次 

中鹿

客運 

105 

四張犁-臺中車站-龍井 

（平日） 
06：00 06：00 22：00 21：40 固定班次 

四張犁-臺中車站-龍井 

（假日） 
06：00 06：00 21：55 21：40 固定班次 

105 

(區 1) 
四張犁-龍井 17：03 - - - 

固定 1 班次 

例假日、寒暑停駛 

統聯

客運 

3 

東山高中-高鐵臺中站 

（平日） 
05：45 05：30 22：00 22：00 

平日尖峰 5~15 分 

平日離峰 15~30 分 

晚 間 時 段

（20:00~22: 

00）固定班次 

東山高中-高鐵臺中站 

（假日） 
05：45 05：30 22：00 22：00 固定班次 

53 
太原火車站-省議會(平日) 05：40 05：30 22：00 22：10 

尖峰 5~15 分 

離峰 10~25 分 

太原火車站-省議會(假日) 05：45 06：00 22：00 22：00 10~25 分 

53 

(區) 
文心市政路口-省議會 06：00 06：15 17：20 16：10 

固定班次 

假日、寒暑假停駛 

73 統聯轉運站-文英兒童公園 06：00 06：00 22：00 22：00 
尖峰：5~15 分 

離峰：10~25 分 

中台

灣客

運 

37 

橫山-臺中車站-高鐵臺中站 

（平日） 
06：10 07：00 17：50 17：10 固定班次 

橫山-臺中車站-高鐵臺中站 

（假日） 
06：10 07：00 17：10 17：10 固定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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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公車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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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地開發後交通衝擊評估 

本基地調派前：建築物規模地下 3 層、地上 12 層，規劃集合住宅 201 戶，汽車停

車位 260 部、機車 201部；調派後：建築物規模地下 3 層、地上 15層，規劃集合住宅

255戶，汽車停車位 315 部、機車 255部 

2.1衍生人旅次量推估 

本基地集合住宅於尖峰時段衍生人旅次推估，參考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交通

影響評估雲端作業系統之建置」報告書，根據報告書內容集合宅每人每天進出旅次數以

2.2次計算，晨峰時段進出旅次佔全日旅次百分比為 35%，昏峰時段進出旅次佔全日旅

次百分比為 30%計算，旅次進出比例以晨峰 1：9、昏峰 7.5：2.5 推估。臺中市南區人

口密度至 108年 4月平均每戶人口數為 2.56人/戶（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網站），

故本案以集合住宅平均每戶人口數量 2.56 人/戶（住屋率 100%）進行尖峰時衍生人旅

次推估。 

一、調派前  

本基地調派前規劃集合住宅 201戶，依以上依據推估基地於晨峰時段衍生 397人旅

次（進入 40人旅次、離開 357人旅次）；昏峰時段衍生 340人旅次（進入 255 人旅次、

離開 85人旅次），詳表 2-1所示。 

表 2-1  基地尖峰時段衍生人旅次分析表 

時段 

衍生人旅次 

晨峰 昏峰 

進入 離開 進入 離開 

集合住宅 40 357 255 85 

合計 397 340 

二、調派後  

本基地調派後規劃集合住宅 255戶，依以上依據推估基地於晨峰時段衍生 503人旅

次（進入 51人旅次、離開 452人旅次）；昏峰時段衍生 432人旅次（進入 324 人旅次、

離開 108人旅次），詳表 2-2所示。 

表 2-2  基地尖峰時段衍生人旅次分析表 

時段 

衍生人旅次 

晨峰 昏峰 

進入 離開 進入 離開 

集合住宅 51 452 324 108 

合計 503 432 

本基地於調派前後於晨峰時段增加 106 人旅次，昏峰增加 92 人旅次，詳表 2-3 所

示。 

表 2-3  基地變更設計前後開發內容對照表 

項目 調派前 調派後 備註 

衍生人旅次 
晨峰 397 人旅次/小時 晨峰 503人旅次/小時 晨峰增加 106 人旅次/小時 

昏峰 340 人旅次/小時 昏峰 432人旅次/小時 昏峰增加 92 人旅次/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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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衍生交通量推估 

尖峰小時衍生交通量之推估可由衍生人旅次、運具分配率及承載率之計算得知，運

具分配率依交通部統計處「105 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旅次主運具市占率交叉

統計表」（為最新一版，交通部已停止辦理 106 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其

中指出臺中市私人運具使用率小客車 32.2%、機車 49.5%、計程車 1.8%、市區公車 5.9%、

其它 10.6%（含公共及非機動運具使用率）。考量本基地位處區位地特性，本基地衍生

人旅次運具分配率調整，本基地運具分配率為小客車 35%、機車 50%、計程車 2%、公

車 6%、其它 7%，運具承載率調整小客車為 1.6、機車為 1.3、計程車為 1.6。小客車當

量則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版的「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所列之各車種小客車

當量轉換係數：小客車為 1.0、機車為 0.5、計程車為 1.0，如表 2-4所示。 

表 2-4  運具分配率及承載率 

 運具分配率 運具承載率 運具 P.C.E. 

汽車 35% 1.6 1 

機車 50% 1.3 0.5 

計程車 2% 1.6 1 

公車 6% - - 

其它 7% - - 

一、調派前  

本基地調派前規劃集合住宅 201戶，於晨峰衍生之交通量為 174 PCU（進入 18 PCU、

離開 153 PCU）、昏峰衍生之交通量為 146 PCU（進入 110 PCU、離開 36 PCU），詳表

2-5所示。 

表 2-5  基地尖峰小時衍生交通量分析 

晨峰 

運具別 

進入 離開 

衍生 

人旅次 

衍生 

車輛數 

衍生 

PCU 

衍生 

人旅次 

衍生 

車輛數 

衍生 

PCU 

汽車 14  9  9  125 79 79 

機車 20  16  8  179 138 69 

計程車 1  1  1  7 5 5 

公車 2  - - 21 - - 

其它 3  - - 25  - - 

總計 40  26  18  357 222  153  

昏峰 

運具別 進入 離開 

汽車 89  56  56  30  19 19 

機車 128  98  50  43  34 17 

計程車 5  3  4  2  2 2 

公車 15  - - 5  - - 

其它 18  - - 5  - - 

總計 255  157  110  85 5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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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派後  

本基地調派後規劃集合住宅 255戶，於晨峰衍生之交通量為 215 PCU（進入 23 PCU、

離開 192 PCU）、昏峰衍生之交通量為 183 PCU（進入 138 PCU、離開 45 PCU），詳表

2-6所示。 

表 2-6  基地尖峰小時衍生交通量分析 

晨峰 

運具別 

進入 離開 

衍生 

人旅次 

衍生 

車輛數 

衍生 

PCU 

衍生 

人旅次 

衍生 

車輛數 

衍生 

PCU 

汽車 18  12  12  158 99 99 

機車 26  20  10  226 174 87 

計程車 1  1  1  9 6 6 

公車 3  - - 27 - - 

其它 3  - - 32  - - 

總計 51  33  23  452 279  192  

昏峰 

運具別 進入 離開 

汽車 113  71  71  38  24 24 

機車 162  125  63  54  42 21 

計程車 6  4  4  2  2 2 

公車 19  - - 6  - - 

其它 24  - - 8  - - 

總計 324  199  138  108 66  45  

本基地調派後於晨峰時段增加 41PCU，昏峰增加 37PCU/小時，詳表 2-7所示。 

表 2-7  基地變更設計前後開發內容對照表 

項目 調派前 調派後 備註 

衍生交通量 
晨峰 174 PCU/小時 

昏峰 146 PCU/小時 

晨峰 215 PCU/小時 

昏峰 183 PCU/小時 

晨峰增加 41 PCU/小時 

昏峰增加 37 PCU/小時 

2.3衍生停車需求分析 

一、調派前  

本基地調派前規劃汽車停車位 260部、機車 201 部。本基地規劃集合住宅 201戶，

本報告以每戶停車位需求為汽車停車位 1部、機車停車位 1部，合計衍生停車位需求汽

車 260部、機車 201部，汽車、機車停車位供需比皆等於 1，詳表 2-8所示，本基地於

調派前規劃之停車位數量能滿足自身衍生之停車位需求。 

表 2-8  基地衍生停車位供需分析表（調派前） 

項目 供給 需求 供需比 

汽車 260 201 1.29 

機車 201 20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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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派後  

本基地調派後規劃汽車停車位 315部、機車 255 部。本基地規劃集合住宅 255戶，

本報告以每戶停車位需求為汽車停車位 1部、機車停車位 1部，合計衍生停車位需求汽

車 255部、機車 255部，汽車、機車停車位供需比皆等於 1，詳表 2-9所示，本基地於

調派後規劃之停車位數量能滿足自身衍生之停車位需求。 

表 2-9  基地衍生停車位供需分析表（調派後） 

項目 供給 需求 供需比 

汽車 315 255 1.24 

機車 255 255 1.00 

2.4交通衝擊評估 

一、自然成長交通量預測  

本案回顧臺中市近 6年機動車輛平均年成長比例（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最近

六年為 101年~106年之統計資料，最新一期資料為 106年。），小客車當量則依據交通

部運輸研究版的「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所列之各車種小客車當量轉換係數：

小客車為 1.0、機車為 0.5，臺中臺中市近五年機動機車輛年成長率為 0.83%，詳表 2-10

所示，故本報告目標年（民國 112年）之機動車輛年平均自然成長率訂為 0.83%，進行

目標年基地開發前之道路交通量預測與路段與路口服務水準評估。 

表 2-10  臺中市近五年機動機車輛登記數統計表 

年期 
小客車 機車 

總計（PCU） 合計年成長率 
登記數 年成長率 登記數 年成長率 

101年 819550 ─ 1759900 ─ 1699500 ─ 

102年 842075 2.75% 1678392 -4.63% 1681271 -1.1% 

103年 866282 2.87% 1647752 -1.83% 1690158 0.5% 

104年 891966 2.96% 1650878 0.19% 1717405 1.6% 

105年 908883 1.90% 1665116 0.86% 1741441 1.4% 

106年 926625 1.95% 1687364 1.34% 1770307 1.7% 

平均 ─ 2.49% ─ -0.81% ─ 0.8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二、出入口動線規劃  

本基地周邊道路有部份路段未開通，福田二街（介於福田路～樹美五街之間路段）

及福田一街（福義路~樹義路之間路段），福田三街往東過了福田路為無尾巷，未與文

心南路銜接。本基地西側單面臨樹義五巷，故汽車、機車停車場車道出入口皆設置於樹

義五巷，未來基地營運期間主要分佈於樹義五巷、福田路 77 巷、福田路、福田二街、

福田三街等道路，車行動線詳圖 2-1~圖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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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基地衍生車輛於周邊道路之動線示意圖（進入） 

 
圖 2-2  基地衍生車輛於周邊道路之動線示意圖（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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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標年基地開發前道路服務水準分析  

考量本基地調派後衍生交通僅微幅增加，調派後於晨峰時段增加 41PCU，昏峰增

加 37PCU/小時，詳表 2-7 所示，故本基地開發前之交通影響評之基礎數據，採調派後

本基地於晨峰、昏峰衍生之交通量進行後續之影響分析。 

評估目標年基地開發前基地周邊道路之服務水準，所採用之方式乃是先預測目標年

道路經自然成長率加成之道路車流量，並加上基地周邊鄰近開發案（本基地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現況無新建中之基地）衍生車旅次後推估目標年其服務水準之變化。目標年

道路車流量推估公式如下式所示。 

  Ｖf  = VO ＋Ｖb(1+ｒ)
(yf-yb)

 

  Ｖf：目標年推估交通量    VO：周邊開發案衍生交通量  Ｖb：基年交通量 

  ｒ：年平均成長率（0.83%） yf：目標年（民國 113年）  yb：基年（民國 108 年） 

本報告依據現況調查交通特性，推估未來所衍生之交通量主要將分配於樹義五巷、

福田路 77 巷、福田路、福田二街、福田三街等道路，本計畫為利用現況路網交通特性

指派開發後衍生旅次並以交通分析軟體 Synchro 進行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本基地開發前後目標年開發後，各路口整體延滯時間增加 0.3~1.3

秒不等，經評估目標年基地周邊路服務水準皆維持原服務水準等級，服務水準分析結果

如表 2-11 所示，基地開發前後服務水準比較詳圖 2-3~圖 2-4所示。 

表 2-11  基地開發前後鄰近路口服務水準比較 

項目 開發前 開發後 

路口 時段 方向 

每一鄰近
車輛平均

延滯（秒） 

服務
水準 

路口平
均延滯

（秒） 

服務
水準 

每一鄰近
車輛平均

延滯（秒） 

服務
水準 

路口平
均延滯

（秒） 

服務
水準 

文心南路 

| 

福田路 

| 

福田五街 

晨峰 

往東 50.8 D 

39.0 C 

51.1 D 

39.9 C 
往西 39.8 C 40.8 C 

往南 35.5 C 37.0 C 

往北 46.0 D 47.9 D 

昏峰 

往東 51.4 D 

40.1 C 

51.6 D 

41.1 C 
往西 41.6 C 42.7 C 

往南 37.1 C 38.8 C 

往北 46.6 D 47.8 D 

文心南路 

| 

福田二街 

晨峰 

往東 32.6 C 

21.9 B 

34.0 C 

23.1 B 往南 19.6 B 20.6 B 

往北 22.6 B 23.8 B 

昏峰 

往東 35.0 C 

23.8 B 

36.3 C 

25.1 B 往南 20.1 B 21.3 B 

往北 25.8 B 27.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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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開發前 開發後 

路口 時段 方向 

每一鄰近
車輛平均
延滯（秒） 

服務
水準 

路口平
均延滯
（秒） 

服務
水準 

每一鄰近
車輛平均
延滯（秒） 

服務
水準 

路口平
均延滯
（秒） 

服務
水準 

福田路 

| 

福田三街 

晨峰 

往東 21.6 B 

16.6 B 

21.9 B 

17.3 B 
往西 8.1 A 8.1 A 

往南 17.0 B 18.1 B 

往北 12.6 A 14.1 A 

昏峰 

往東 20.2 B 

18.1 B 

20.6 B 

18.7 B 
往西 7.7 A 7.7 A 

往南 19.1 B 20.4 B 

往北 13.9 A 15.1 B 

樹義五巷 

| 

福田三街 

晨峰 

往東 8.6 A 

8.2 A 

8.8 A 

8.5 A 
往西 7.2 A 7.2 A 

往南 10.1 A 10.1 A 

往北 9.6 A 10.8 A 

昏峰 

往東 9.2 A 

9.0 A 

9.5 A 

9.4 A 
往西 8.1 A 8.1 A 

往南 9.4 A 9.4 A 

往北 8.7 A 9.8 A 

樹義路 

| 

福田三街 

晨峰 

往東 7.0 A 

11.0 A 

7.2 A 

11.3 A 
往西 13.6 A 14.6 A 

往南 8.1 A 8.3 A 

往北 12.6 A 12.6 A 

昏峰 

往東 7.6 A 

12.1 A 

8.8 A 

12.7 A 
往西 14.5 A 15.3 B 

往南 9.6 A 10.3 A 

往北 14.0 A 14.0 A 

樹義路 

| 

福田二街 

晨峰 

往東 8.0 A 

7.7 A 

8.2 A 

8.0 A 
往西 9.2 A 10.4 A 

往南 6.0 A 6.3 A 

往北 4.8 A 5.4 A 

昏峰 

往東 9.1 A 

8.9 A 

9.5 A 

9.3 A 
往西 10.2 A 11.3 A 

往南 7.1 A 7.4 A 

往北 5.8 A 6.6 A 

樹義五巷 

| 

福田路77巷 

晨峰 

往西 6.1 A 

2.4 A 

11.7 A 

8.9 A 往南 2.3 A 6.6 A 

往北 1.2 A 11.7 A 

昏峰 

往西 7.3 A 

2.8 A 

15.1 B 

10.0 A 往南 2.5 A 10.6 A 

往北 1.6 A 7.2 A 

樹義五巷 

| 

福田二街 

晨峰 
往東 3.6 A 

2.3 A 
6.8 A 

7.4 A 
往南 2.1 A 10.5 A 

昏峰 
往東 4.0 A 

3.0 A 
13.6 A 

9.8 A 
往南 2.3 A 4.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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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基地開發前後服務水準比較圖（晨峰） 

 
圖 2-4  基地開發前後服務水準比較圖（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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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改善對策與建議 

透過上述說明與分析後，瞭解基地開發所衍生之交通量低，對周圍交通衝擊影響亦

有限，但為求附近環境品質之提升，本規劃提出建議及改善對策，期能將本基地開發造

成鄰近地區之交通影響降低至最低程度。 

3.1停車場進出口規劃 

本基地西側單面臨樹義五巷（8 米計畫道路），樹義五巷現況未依都市計畫路幅開

闢，現況路幅平均約為 5 米寬。本基地臨樹義五巷（8 米計畫道路）自行退縮 2.5 米作

為道路，待樹義五巷開闢完成後基地面前供道路使用之路幅可達 10.5 米，詳圖 3-1 所

示。 

本基地地下一層規劃為汽車與機車共用停車空間，地下一層至地下三層規劃為汽車

停車空間，車道出入口集中設置於樹義五巷，汽車、機車為獨立車道出入口，汽車車道

寬度為 5.82公尺，機車車道寬度 2.55公尺，詳圖 3-1所示。 

 
圖 3-1  基地停車場出入口及緩衝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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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車輛進出停等長度計算 

依台北市停管處之「台北市停車場設計施工技術規範」中，對於各種停車場車道之

進出管制設施容量建議標準，如表 3-1所示。 

表 3-1  各類型停車服務設施容量表 

類別 控制或收費方式 容量（輛/小時） 

汽車 

入口 

按鈕發票機 450 

近距感應讀卡機 500 

無控制設備車道 800 

出口 

讀卡機 350 

近距感應讀卡機 500 

驗票機 350 

機器讀票及車牌辨識機 100~75 

本基地於進入基地最大交通量發生於昏峰時段，昏峰時段進入基地汽車數量71輛，

71 輛於一小時內抵達小於本基地車道容量 500 輛/小時，車輛容量可滿足基地衍生之車

輛數，本報告另以汽車 71 輛於一小時以均勻分配陸續抵達計算，每分鐘抵達車輛約為

1.0輛。 

本基地停車場車道入口前車道長度自樹義五巷人行道路緣至坡道入口距離約

26.0m，以每部車輛停等長度約 5.5m 計算，約可以停放約 4 輛汽車，本基地車道規劃

可滿足本基地之車輛停等需求，於車輛抵達較為集中時，亦可避免車輛回堵至外部道

路。 

本基地停車場車道入口前車道長度自樹義五巷路緣至坡道入口距離約 30.0m，平面

一層至地下一層之坡道路長度約 30.8m，以車輛進入基地限速為 10公里/小時計算，自

道路路緣進入地下一層之車行時間約 21.9秒。 

3.3停車場安全設施分析 

一、車道出入口處警示設施配置  

為提高停車場出入口人車進出安全，出入口車道高度將與現有鋪面順平，以提高行

人安全保障，車道出入口設置警示燈（可發出警示聲響及閃爍紅燈），告知來往行人前

方車輛進出，並於晨、昏峰時段由管理人員協助車輛進出，以維持車輛進出安全。 

停車場出入口前建議應於出入口前申請劃設紅實線，依「車庫使用改繪禁停線證明

（切結）書」辦理，以禁止車輛停放停車場出入口兩側，避免影響車輛進出之行車視距，

相關措施如圖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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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道間安全設施配置  

燈光照明除依「建築技術規劃」規定辦理外，在進出口及車道間，加強燈光照明以

提供駕駛者安全行駛環境，為提高停車場內車輛行駛安全，除在各層進出車道加鋪止滑

材料及設置警示燈、凸面鏡設施外，亦進行標誌及標線之劃設。本停車場將依據法規設

置消防灑水頭與手持式滅火，以預防意外事故發生。綜合考量進出停車場之人車安全，

共提出以下措施。 

（一）於停車場進出口設置警示燈，提醒行人及車輛能提高警覺。 

（二）車道視線不良處加設凸面鏡，提供進出車輛掌握來車狀況。 

（三）燈光照明除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外，在進出口及上下車道間加強燈光照

明。 

（四）停車場內部設置角形柱反光防撞條，設置於停車場內各樑柱角，可減輕車輛

不慎碰撞結構物之刮傷程度，亦可以提醒駕駛者注意到停車場內樑柱位置。 

三、場內安全監視系統配置  

為維護人車進出及停車安全，於場內配置 CCTV 閉錄電視監視系統，並於適當位

置設置攝影機，由管理室隨時監看全場狀況，以防止危害安全之情事發生。 

 
圖 3-2  基地車道出入口相關交通改善措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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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交通改善對策與建議 

一、施工階段  

1.開挖或灌漿期間進出動線規劃 

（1）本計畫產生之廢土預定運往政府合法立案之土石方資源回收場，惟目前值

工程整備前建築設計階段，在未能取得建築執照前，實無法清楚確認土石

方資源回收場位址，本案後續將依據建築興建計畫，在實際開工前提送剩

餘土石方資源計畫報「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備查。 

（2）施工動線應考量基地週遭土地使用狀況，減少對道路交通影響為最低原則，

運輸車行動線採順行環繞，以減少大型施工車輛彎繞及行駛過多路段為原

則，規劃進場路線經由文心南路→福田二街→福田路 77巷→樹義五巷進入

基地，離場經由原進入動線反向離開，詳圖 3-3 所示，並基地施工車輛出

入口指派交通指揮人員維護道路順暢及安全，減輕對鄰近交通之衝擊。 

（3）基地地下室開挖或樓層灌漿期間將有效控制運輸車輛抵達時間，避免造成

過長等候車隊停放於主要道路上影響道路通行。應迴避於住宅密集區或商

業區，以免造成運輸車輛產生之噪音、廢氣對鄰近民宅之影響。 

（4）於交通尖峰時間應避免運土及灌漿作業，以免影響鄰近交通，而作業時間

應盡量於夜 7 點前結束，以免影響鄰近住戶安寧。若灌漿作業無法於交通

離峰時段完成，應減少尖峰時段之預拌混凝土車次，減輕對道路尖峰時段

交通之衝擊。 

（5）進出基地路口及動線設置明顯施工標誌、警示燈及交通錐等，且日後若因

建築工地吊裝、澆置施工需佔用道路時，於作業前向交通局提出申請，並

於施工前三日以書面向交通局、台中市警察局及轄區分局報備，得以施工。

作業時應派員指揮並疏導交通，以維護行經此路段之汽機車及行人之安

全。 

（6）若周圍有新建工程展開時，可經由雙方洽談，調整運輸車輛抵達及離開時

間，錯開運輸車輛重疊進入鄰近道路，亦或改變原規劃運輸車輛動線，選

擇無運輸車輛重疊路線，以減少交通衝擊。 

2.交通維持及其他相關對策 

（1）設置交通指揮人員於交通尖峰時間或視實際行車情形至出入口或重要路口，

機動調派進行交通指揮與疏導。 

（2）施工單位所有建材及機具，不可堆置在車道或人行道上，應於施工圍籬內

規劃堆料區、施工車輛通道，以儘量避免施工車輛佔用車道施工，妨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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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車輛及行人通行。另圍籬外圍應留設足夠人行空間，避免行人無法通行

而必須行走於車道而易發生危險。 

（3）工作人員夜間工作時須穿著反光背心，並戴反光帽以策安全，執旗人並手

執紅色電指揮棒。 

（4）交通錐、標誌及拒馬牌面均具反光性能，並設置夜間警示燈號。 

 
圖 3-3  施工階段運輸動線示意圖 

二、營運階段  

1.交通相關規劃 

（1）本基地之地下停車場出入口將設置明顯之號誌、標誌或反射鏡，引導車輛

順利進出停車場並警示其他車輛。並維持出口兩側安全視距，不宜設置過

高招牌等設施阻擋視距，減少停車場出入車輛與其他車輛產生衝突之機

率。 

（2）在燈光照明上除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辦理外，在進出口車道處並加強

燈光照明以避免燈光變化過大而影響駕駛者視覺，另車道轉彎處亦將加強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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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停車場各樓層間之坡道設置警示燈與車輛偵測器，當有坡道設有汽機車

時，協助進出停車場之汽機車駕駛者判斷坡道上是否有車輛佔用之情形，

藉以提醒車輛駕駛人，保障行車安全。 

（4）停車場進出車道臨接地面層開放空間與人行道部分，採不同顏色或材質之

鋪面，提醒進出場之汽、機車，減速慢行，並提醒行經附近之行人，注意

進出停車場之車輛，以維行人安全。 

（5）向道路相關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於該基地車行出入口劃設紅線禁止車輛停

放，保持該路段之淨空，並於各基地停車場入口兩側劃設紅線禁止車輛臨

時停放。 

（6）基地內規劃完善的人車動線，基地路側設置人行空間，人車動線分離，將

可減少因人車衝突而發生危險。 

2.交通管制措施 

（1）於道路交通尖峰時段於地面層停車場進出口配置交管人員，協助車輛進出，

並處理臨時狀況。 

（2）基於停車場進出口轉彎處之安全維護，將要求管理員對於欲於轉角處一定

距離內停放之車輛駕駛者，加以規勸駛離或由管理員通知拖吊。 

（3）為維護基地周邊鄰近環境品質，對於機車使用者將導引至基地內停車格停

放，或停放至基地周邊可供機車停放之機車格位停放。 

3.樹義五巷雙向會車交通衝擊改善措施 

（1）樹義五巷路幅現況僅約 5 米，道路行駛有車輛會車不易等情況發生，建議

於樹義五巷開闢完成前，於樹義五巷-福田路 77 巷、樹義五巷-福田二街等

2路口視距不足之角度增設「凸面反射鏡」，詳圖 3-4所示。 

（2）本基地營運期之後，若道路交通量增加，亦可以車流情況於樹義五巷-福田

路 77 巷、樹義五巷-福田二街等 2 路口增設「路口號誌系統」，以有效控

制之車輛通行，詳圖 3-5所示。 

（3）增加樹義五巷之道路夜間照明，以增加夜間車輛於樹義五巷之行車視距，

提升樹義五巷行車安全。 

（4）建議基地臨 8 公尺計畫道路（樹義五巷）部分應至少退縮 6.5 公尺建築，

其中臨路部分退縮 2.5 公尺作為道路使用，以改善對樹義五巷雙向會車之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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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樹義五巷會車改善措施示意圖（開闢前） 

 
圖 3-5  樹義五巷開闢後會車改善措施示意圖（開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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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排水規劃說明 

一、樹義五巷現況排水溝容量  

本開發基地位於樹義五巷與福田路 77 巷路口東南向，基地僅西側單向面臨樹義五

巷，經現地勘查，基地現況內無排水系統，靠近樹義五巷側向現況有一直徑約 40 公分

之水泥涵管，但未銜接至對向排水溝。另樹義五巷現況有一淨寬 110公分、淨深 65~73

公分之排水溝（詳圖 1），位於基地對向，為基地周邊主要排水系統，如圖 2 基地現況

周邊排水系統示意圖所示，基地周邊現況排水溝容許量檢討如表 1所示。 

 
圖 1  樹義五巷排水溝斷面示意圖 

（一）周邊現況排水溝容許量 

各排水設施斷面計算，採用曼寧公式，概略說明如下： 

  
2/13/21

SR
n

V

AVQ





 
Q：排水設施排洪量(立方公尺/秒) 

V：平均流速(公尺/秒) 

n：曼寧粗糙係數，普通混凝土構造，採用 0.014（參考駱尚廉、楊萬發，環境

工程（二）下水道工程，P.84） 

R：水力半徑(公尺)，R=A / P 

A：通水斷面積(平方公尺) 

P：潤周長，即與水接觸周邊之長度(公尺) 

S：水力坡降，得以排水設施底坡降代之。採用同斷面區段中最小坡度為設計

坡度。 

表 1 基地周邊現況排水溝容許量 

基地路側 

水力 

坡降 S 

（%） 

粗糙 

係數 

n 

實際 

溝深 

H（m） 

試算排水溝渠容量 

溝寬 W

（m） 

溝深 H 

（m） 

最大流速 V

（m/s） 

排洪能力 Q

（cms） 

福田路

77巷 

含出水高 0.9 0.014 0.45 0.5 0.45 2 0.45 

扣除出水高 0.9 0.014 0.45 0.5 0.25 1.69 0.21 

樹義 

五巷 

含出水高 0.9 0.014 0.73 1.1 0.73 3.13 2.51 

扣除出水高 0.9 0.014 0.73 1.1 0.53 2.83 1.65 

福田 

二街 

含出水高 0.9 0.014 0.5 0.3 0.5 1.61 0.24 

扣除出水高 0.9 0.014 0.5 0.3 0.3 1.46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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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基地現況周邊排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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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期間大樓衍生之污水量  

本案開發用途為集合住宅，計畫人口數按內政部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技術規範

表 2-1計算，數據如下，檢算結果，基地營運期間污水放流量於最大時污水量約 0.0043 

m
3
/sec。 

使 用 用 途 人   數   計   算 

住  宅 

每戶總樓地板面積(不含公共服務空間、停車空間、樓梯間及屋頂突出

物)300 m
2以下者，每 30 m

2以 1人計算，人數未達整數時，其零數應計

算 1人，但每戶不得少於 2人；超過 300 m
2者均按 10人計算。 

 

使用人數：197戶 × 3 人/戶＋ 58 戶 × 4 人/戶 

          ＝ 823 人    取 840 人 

住宅類別每人每日污水量：225 公升/人．日 

平均日污水量：840人×225L/人/日×10
-3

=189 CMD 

合  計 

設計人數：840人 

平均日污水量：189 CMD 

最大日污水量：246CMD (189×1.3 以上安全係數＝245.70 

取 246 CMD) 

最大時污水量：246×1.5/24≒15.38CMH = 4.3 ×10
-3

 m
3
/sec =0.0043 m

3
/sec 

三、基地地表逕流量  

（一）無因次降雨強度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83 條第一款規定：坡地農地內排水系統之設計

洪水量，以重現期距十年之降雨強度計算。其他非農業使用以重現期距 25 年之降

雨強度計算。降雨強度之推估得參照第 16 條之無因次降雨強度公式估算，公式如

下： 

)7.....(..........)
836.133.65

(

)6(....................)
33.189.42

(

)5.....(..........)
45.171.381

(

)4...(........................................55

)3.....(..........)
31.096.189

(

)2.....(..........)
094.029.25

(

)1........(
)(

)log(

2

2

2

2

225

60

25

60

P

P
H

P

P
G

P

P
C

B

P

P
A

P

P
I

Bt

A
THG

I

I
C

T

t





















 

式中， T：重現期距(year) 

      t：降雨延時(min) 

  T

tI ：重現期距 T年，降雨延時 t 分鐘之降雨強度(mm/hr) 

      25

60I ：重現期距 25年，降雨延時 60分鐘之降雨強度(mm/hr) 

       P：年平均降雨量(mm) 

       A、B、C、G、H：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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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地採用具有較大雨量紀錄且記錄年分完整之「臺中」氣象站作為雨

量統計依據，利用近 10 年之年平均雨量資料進行分析，但考量極端降雨事

件頻傳，故將明顯偏低之年雨量資料剔除，得平均年雨量如表 2所示為 2169.3 

mm；另參考 94.11 出版之「水土保持手冊－工程方法篇」中，「臺中」雨量

站年平均雨量為 1728.8 mm，但採保守估計，故最終採用中央氣象局所屬之

臺中測站計算。 

而 A、B、C、G、H等係數則依無因次降雨公式分別計算，如表 3所示。

並代入上述公式（2）可得
25

60I 值，以做為各項水文分析之基值： 

𝐼60
25 = (

2
=89.58 mm/hr 

表 2  臺中歷年總降雨量分析表 

年份 97 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降雨量（mm） 2477.8 1978.7 2054.4 1204.9 2202.5 

年份 102 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降雨量（mm） 2133.0 1466.1 1526.3 1522.3 1652.2 

◎歷年平均降雨量（mm）：2169.3 

資料來源：氣候資料年報（97-106） /臺中觀測站。  

表 3  臺中雨量站無因次降雨強度公式係數表 

站名 年平均降雨量 P(mm) A B C G H 

臺中 2169.3 20.21172 55 0.6161 0.5489 0.3066 

（二）漫地流時間（流入時間） 

推估雨水經由地表面集水區邊界流至區外排水最大長度為 175 m，漫地流流速

為 0.45 m/sec，降雨集流時間為 6.48 min。 

目前都市排水系統設計中，公共排水溝設計容量是以重現期距5年為基準設計，

因此本案以重現期距 5年之降雨強度為計算基準。將集流時間及各係數帶入無因次

降雨強度公式，可求得本計畫 5年之降雨強度： 

5年降雨強度 ]
)(

)log[(25

60

5

Ct
Bt

A
THGII


 =109.25 mm/hr 

5年降雨強度，基地地表逕流量 Q5=1/360×1×109.25×0.6393=0.194 m
3
/sec 

5 年降雨強度，基地北向集水面積地表逕流量 Q5=1/360×1×109.25×0.606=0.184 

m
3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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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排水溝改善  

本基地僅單向面臨樹義五巷，基地現況尚無排水溝，現況雖有一直徑約 40 公分水

泥涵管埋設於樹義五巷道路下方，但未銜接至樹義五巷對向排水溝，考量未來基地開發

後，基地地表逕流及污水放流量應有妥善之規劃，經檢討，擬訂方案，待後續依現場實

際情況規劃設計。 

（一）銜接樹義五巷排水溝 

建議於基地埋設一直徑 50 公分之水泥涵管銜接至樹義五巷排水溝（詳圖 3 基地排

水改善建議示意圖），容許排水量約 0.35 m
3
/sec，可容納基地營運期間之污水排放量及

基地 5年降雨強度之地表逕流量，詳表 4容許排水量檢討表。 

建議埋設直徑 50 cm 之水泥涵管，容許排水量計算公式如下： 

 

表 4  容許排水量檢討表 

容許排水量（m3/sec） 地表逕流量、污水量（m3/sec） 

A1 建議埋設直徑 50cm 之水泥涵管 0.35 B1 
大樓衍生之 
污水排放量 

0.0043 

A3 既有福田路 77巷排水溝（扣出水高） 0.21 B2 基地地表逕流量（Q5） 0.194 

A4 既有樹義五巷排水溝（扣出水高） 1.65 B3 
基地北向集水面積 
（Q5，0.606ha） 

0.184 

小計（B1+B2） 0.1983 

A3>B3   A4>A1>B1+B2 

 
圖 3  基地排水改善建議示意圖 

𝐴 =
2

3
(
𝜋

4
𝐷2) +

𝐷2

4
𝑠𝑖𝑛𝜃𝑐𝑜𝑠𝜃 = 0.158  𝜃 = 240度 ，以滿管 70%計算 

𝑃 = 𝜋𝐷
𝜃

360
= 1.0472 

Q =
1

𝑛
𝑅

2
3 × 𝑆

1
2 × 𝐴 =  

1

0.012
0.1508

2
3 × 0.009

1
2 × 0.1580 = 0.35 𝑚3/𝑠𝑒𝑐

 



3-1 

 

討論事項 第三案 所屬行政區 臺中市北區 

案

由 
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商業區（附二十五））細部計畫案 

 

 

 

 

 

 

 

 

說 

 

明 

 

 

 

 

 

 

 

 

 

 

 

 

 

一、計畫緣起 

本案位於臺中市內環道的五權路上，鄰近臺灣大道之國際交流軸帶輻輳，東側

為歷史人文氣息濃厚的中區舊市區，西側則為新興商業發展區，立地條件優良，且

因區內均屬公有土地，現況使用亦屬單純，有利於整體規劃開發，其商業發展潛力

可望引導地區轉型為高活力商業服務區，並帶動舊市區都市再生之優勢。 

計畫範圍為原「市 40」市場用地，其中包含興建於 57 年的果菜批發市場以及

60 年代預收租金籌建之中央市場，果菜批發市場已於 86 年遷移至中清路，而中央

市場的市場機能逐漸衰頹、甚至呈現停滯狀態，因此於 9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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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中，考量都市消費型態轉

變與市場使用需求減低，將原市 40市場用地變更為商業區（附二十五），惟附帶條

件規定須於擬定細部計畫中另劃設 50%土地面積為公園用地，變更負擔公共設施用

地比例偏高，恐因招商誘因降低而限縮商業區的發展，以致難達現行計畫「形成舊

市區新的成長核心、帶動舊市區整體再發展」之目標。 

為了發揮本計畫範圍之商業潛力吸引民間投資，加速推動舊市區商業區發展與

都市再生，本案經 105年 8月 24日府授經市字第 1050182045號函（詳見附件一）

認定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屬於配合直轄市興建重大設施之

需要，具迅行變更都市計畫之必要，依「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審議原則」第 5點之規

定：細部計畫得與主要計畫同時辦理擬定及審議，並於主要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

核定發布實施。本計畫以商業發展與公共利益兼顧之原則下，進行細部計畫擬定之

作業，期望透過都市空間機能轉換，進行空間改造並導入新的都市活動、帶動舊市

區復甦、平衡新舊市區之發展，以利儘速推動招商開發作業。 

二、辦理機關：臺中市政府(申請單位為經濟發展局)。 

三、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7條及第 22條。 

四、細部計畫範圍及土地權屬 

本細部計畫範圍位於臺中市北區光大里，屬「臺中市都市計畫」範圍，為原「市

40」市場用地變更之商業區（附二十五），西起五權路(30M-14)、東至原子街

(10M-126)、北鄰 7公尺寬之中央街、南抵篤行路(10M-123)，計畫面積合計約為 1.13

公頃。細部計畫位置與範圍詳圖 1、圖 2。 

本計畫範圍包括臺中市北區文正段 28-1、29、29-126、29-127、41-2、30-74

地號等 6筆土地，除了 30-74地號為國有土地(15平方公尺)，其餘 5筆均為市有土

地，由經濟發展局管理，詳圖 3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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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細部計畫內容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商業區（附二十五）附

帶條件調整）案已於 107年 10月 16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32次會議審議通

過，本細部計畫係依循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及主要計畫變更內容之指導，擬定本細

部計畫以促進土地合理使用、帶動鄰近地區發展，並作為未來整體開發及土地使用

管制之依據，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如下: 

（一）商業區：為塑造本計畫區為新興商業門戶，串連舊市中心的歷史文化動能與

新市區的商業活力，故配合五權路兩側劃設之使用分區，將全區訂定為第二

種商業區，可提供百貨購物、旅館、銀行、商辦等高密度商業使用，劃設面

積約 0.7944公頃，占本細部計畫區面積 70%，最高建蔽率為 70%、基準容積

率為 350%。 

（二）公園用地：本計畫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本細部計畫區應劃設 30%計畫面積

為公園用地，合計面積 0.3405公頃，最高建蔽率為 15%、基準容積率為 40%。 

計畫內容詳表 2與圖 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附件二。 

六、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 105 年 12 月 9 日起至 106 年 1 月 7 日止，刊登於 105 年

12 月 9、10、11 日之聯合報，及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

市發展局公告欄、本市北區區公所。 

（二）公開說明會：105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10 時整假臺中市北區區公所 5 樓 5-1

會議室舉行。 

（三）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共 0案，無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 

專

案

小

組

初

步

建

議

意

見 

本案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張委員兼召集人梅英、蘇委員睿弻、林委員宗敏、巫委

員哲緯、邵委員棟綱等五人組成專案小組，分別於 106年 3月 9日、106年 7月 11日召

開第 1、2次專案小組會議；另因部分委員任期屆滿改聘，107年度由林委員兼召集人宗

敏、呂委員曜志、蘇委員睿弼、巫委員哲緯、蔡委員岡廷等五人組成專案小組，分別於

107年 2月 12日、107年 3月 5日，召開第 3、4次專案小組會議，於前述專案小組會議，

同意先行審議主要計畫之變更及原則同意調整主要計畫之附帶條件(附二十五)內容，故

本案主要計畫內容已於 107 年 3 月 30 日提請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1 次會議審議通

過，並已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32 次會議審議通過，決議內容

如下: 

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臺中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

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擬減少變更範圍 20％之細部計畫公園用地，配合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

事項，請於計畫書中補充說明未來如何補足都市計畫法第 45條所定 5項公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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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地之因應策略及相關措施，以資妥適。 

二、請加強補充說明都市防災策略、避難場所與防(救)災動線等相關敘述，以資完

備。 

三、為避免主要計畫變更案依法核定發布實施後未依附帶條件擬定細部計畫，致產

生核發建築執照疑義，本案應俟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細部計畫後，再檢

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核定後實施，以杜紛爭。 

本案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32 次會議決議內容第三點，續提臺中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另於 108 年度由林委員兼召集人宗敏、高委員禩翔、巫委員哲緯、林委員

良泰、謝委員銘峯等五人組成專案小組，分別於 107年 2月 12日、107年 3月 5日，召

開第 5、6次專案小組會議，並針對細部計畫獲致初步建議意見如下：另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詳表三。 

一、請將 108 年 5 月 7 日辦理之座談會各單位及廠商建議意見，製作成處理情形

對照表，以供檢視。 

二、請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列：本計畫於後續開發階段，須依據建築物交通

影響評估準則，擬具交通衝擊評估計畫送主管機關審核。 

三、營業稅請修正為 20%。財務計畫權利金的部分，是在營運年期 70 年的情況訂

定，並以地價的 34%計算，本案假設訂定營運年期為 30 年，權利金金額請調整

為 30%以下。 

四、本案須回饋之 30%公園綠地，劃設於計畫範圍東南側，臨原子街，建議後續於

招商階段，得於招商文件內告知投標廠商，細部計畫之公園位置得依其所提之

整體開發計畫變更位置，惟都市計畫變更程序需由廠商自行負擔。 

五、財務計畫估算營運年期建議設定為 30 年，將公園用地及社會住宅等變更回饋

項目，開闢經費納入財務試算，並將試算成果放於細部計畫附錄，供後續招商

階段參考。 

六、依據主要計畫附帶條件至少應興建 100 戶社會住宅，請納入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進行規範，建議條文如下: 

(一)本計畫須依附帶條件至少興建 100 戶社會住宅，其樓地板應於同棟建

物或連續樓層留設，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並將所有權移轉予臺中市政

府，得免計容積。 

(二)本計畫社會住宅倘係由民間參與整體開發，得依實際設置社會住宅之容

積樓地板面積酌予獎勵並以一倍為上限，不受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

治條例第 47 條容積上限之限制；但不得超過法定容積之一點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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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委

會

決

議 

本案除依下列各點修正後通過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意見通過: 

一、本案 30%公園用地區位，後續應配合招商情形彈性調整，惟仍應集中留設。 

二、請本府住宅發展工程處提供社會住宅房型配置原則及相關社會住宅規定，納入後續

招商文件內敘明。 

三、本次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之決議，詳表 3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 

 

 

 

 

 

 

 

 

 

 

 

 

 



3-5 

 

 
圖 1 計畫位置位置示意圖 

 

 
圖 2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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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計畫範圍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表 1 計畫範圍土地清冊一覽表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者 

面積 

（M²） 

108年 

公告現值 

（元/M²） 

文正段 28-1 臺中市 經濟發展局 1,512 46,518  

文正段 29 臺中市 經濟發展局 5,999 58,706  

文正段 29-126 臺中市 經濟發展局 3,019 41,458  

文正段 29-127 臺中市 經濟發展局 9 40,000  

文正段 41-2 臺中市 經濟發展局 777 49,486  

文正段 30-74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 40,000  

公告現值平均 46,028 

資料來源：臺中市地政電傳全功能地籍資料查詢系統，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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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商業區 0.7944 70% 

公園用地 0.3405 30% 

註：本表面積僅供參考，實際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圖 4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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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 

公展條文 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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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及第 32條暨都市
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
條例第 49條規定訂定
之。 

增列都市計畫
法 22條其餘照
案通過。 
【理由】： 
配合全市性通
案規定。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二、本計畫區內之建築及土

地使用，應依本要點之

規定管制，本要點未規

定者，適用有關法規之

規定，其用語亦同。 

二、本要點管制範圍內之建
築及土地使用，應依本
要點及「臺中市都市計
畫(舊有市區及一至五

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
計畫」之土地使用及都
市設計管制要點規定管
制，本要點未規定者，
適用有關法令之規定，
其用語亦同。 

增列應依現行
細部計畫之土
地使用管制要
點規定管制。 

【理由】： 
本案依基地未
來使用需求增
列部分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
點，餘仍應依現
行細部計畫之
相關規定。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三、第二種商業區之使用限

制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

施行自治條例商業區相

關規定管制。 

刪除。 建議刪除。 
【理由】： 
與現行細部計
畫案土地使用

管制要點第 5
點第 4項內容
重複。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四、本計畫區內各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與

容積率等規定詳如下

表： 

項目 

 

建蔽
率 
(％) 

容積
率 
(％) 

上限
容積
率 
(％) 

第二
種商
業區 

70 350 500 

公園 
用地 

15 40 - 

註：上限容積率：即加上各種獎

勵容積與容積移轉後之上

限容積率，依都市更新條例

或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

辦法第 29條辦理者，不受

此限。 

刪除。 建議刪除。 
【理由】： 
與現行細部計
畫案土地使用
管制要點第 7
點內容重複。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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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條文 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五、基地保水性原則 

建築基地開發之

透水面積比例，應符合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

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

業準則」之基準。 

三、基地保水性原則 

建築基地開發之

透水面積比例，應符合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

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

業準則」之基準。 

條次調整。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六、為鼓勵設置公益性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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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下列獎勵措

施；其建築物提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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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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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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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 建議刪除。 
【理由】： 
與現行細部計
畫案土地使用
管制要點第 9

點內容重複。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七、公共開放空間 

本細部計畫區設

置下列公共開放空間，

其位置規模與相關規定

如下(詳如附圖 1所

示）： 

 

四、公共開放空間 

本細部計畫區設

置下列公共開放空間，

其位置規模與相關規定

如下(詳如附圖 1所

示）： 

 

條次調整。 為改善並提升

本計畫區之人

行空間品質及

落實開放空間

供公眾使用，建

議(二)帶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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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條文 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一)廣場式開放空間 

1.計畫區西南側街角部

分指定留設無頂蓋廣

場式開放空間，留設

面積不得小於 250平

方公尺，且單邊寬度

不得小於 15公尺。 

2.計畫區西北側街角與

臨篤行路之福龍街端

點部分指定留設無頂

蓋廣場式開放空間，

留設面積不得小於

150平方公尺，且單

邊寬度不得小於 12

公尺。 

(二)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 

1.本細部計畫區臨五權

路側指定留設 15公

尺寬之帶狀式公共開

放空間，並應自計畫

道路境界線留設 5公

尺寬之人行步道，其

餘部分應植栽綠化。 

2.基地臨篤行路側指定

留設 10公尺寬之帶

狀式公共開放空間，

並應自計畫道路境界

線留設 5公尺寬之人

行步道，其餘部分應

植栽綠化。 

3.其餘道路指定留設 6

公尺寬之帶狀式公共

開放空間，並應自計

畫道路境界線留設 2

公尺寬之人行步道，

其餘部分應植栽綠

化。 

4.指定留設帶狀式開放

空間者，其退縮建築

之開放空間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面積，但

不得設置圍牆、柵欄

(一)廣場式開放空間 

1.計畫區西南側街角部

分指定留設無頂蓋廣

場式開放空間，留設

面積不得小於 250平

方公尺，且單邊寬度

不得小於 15公尺。 

2.計畫區西北側街角與

臨篤行路之福龍街端

點部分指定留設無頂

蓋廣場式開放空間，

留設面積不得小於

150平方公尺，且單

邊寬度不得小於 12

公尺。 

(二)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 

1.本細部計畫區臨五權

路側指定留設 15公

尺寬之帶狀式公共開

放空間，並應自計畫

道路境界線留設 5公

尺寬之人行步道，其

餘部分應植栽綠化。 

2.基地臨篤行路側指定

留設 10公尺寬之帶

狀式公共開放空間，

並應自計畫道路境界

線留設 5公尺寬之人

行步道，其餘部分應

植栽綠化。 

3.其餘道路指定留設 6

公尺寬之帶狀式公共

開放空間，並應自計

畫道路境界線留設 2

公尺寬之人行步道，

其餘部分應植栽綠

化。 

4.指定留設帶狀式開放

空間者，其退縮建築

之開放空間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面積，但

不得設置圍牆、柵欄

公共開放空間

1~3點之留設人

行步道部分修

正為：「…，並

應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提

供淨寬2.5公尺

以上之人行步

道，…」。其餘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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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條文 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或其他屏障物，除設

置街道家具及植栽綠

美化設施外，以供行

人通行為原則；惟為

創造高品質、創意、

悠閒的商業活動空間

所必需設置之臨時性

設施，或設置公共藝

術品、自行車停放架

等相關設施，經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公共開放空間需相互

連通，地面高程應順

平且相接處必須平

順，坡度不得大於

1：12，其舖面必須使

用防滑材質。其與人

行道相接處，悉依前

述規定辦理。 

(四)指定留設之公共開放

空間經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得

設置庇廊。 

 
附圖 1 指定留設公共開放

空間示意圖 

 

 

 

 

或其他屏障物，除設

置街道家具及植栽綠

美化設施外，以供行

人通行為原則；惟為

創造高品質、創意、

悠閒的商業活動空間

所必需設置之臨時性

設施，或設置公共藝

術品、自行車停放架

等相關設施，經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公共開放空間需相互

連通，地面高程應順

平且相接處必須平

順，坡度不得大於

1：12，其舖面必須使

用防滑材質。其與人

行道相接處，悉依前

述規定辦理。 

(四)指定留設之公共開放

空間經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得

設置庇廊。 

 
附圖 1 指定留設公共開放

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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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條文 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八、停車空間： 

(一)本計畫區建築物附設

停車空間設置標準依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

工編第 59條所列第

一類建築物用途，樓

地板面積 150平方公

尺以下免設汽車停車

位，但至少須設置 1

輛機車停車位，超過

部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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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地板面積 150平方

公尺以下免設汽車停

車位，超過部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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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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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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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尺核計免計入總樓

五、停車空間： 

(一)建築物附屬停車位應

以集中設置為原則，

應考量計畫區周邊道

路系統，停車場出入

口避免接近五權路與

篤行路交叉路口，設

置位置以次要幹道或

巷道為原則。 

(二)計畫區內排班計程車

位、小客車臨停車

位、裝卸車位、接駁

車位、大客車停車

位、機車與自行車位

等，應於基地內部妥

善處理。 

(三)本計畫區之法定空地

如設置平面式停車

場，於面臨公共開放

空間時，應作適當之

景觀綠化遮蔽處理。 

(四)本計畫如於法定空地

如設置平面式停車

場，應依據「臺中市

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申

請辦法」，設置調整人

行道與道路間原有高

低差所興建之內嵌式

平緩斜坡。 

(五)除法定停車空間外，

應另設置 52部汽車

停車位，提供公眾使

用為原則，以維持計

畫範圍內原停車場機

能。 

(六)社會住宅停車空間，

機車位以 1戶 1機車

設置為原則，並應考

量無障礙汽機車停車

位設置。 

條次調整。 
1.建議刪除公
展條文第
(一)、(二)、
(三)點。 

2.建議刪除公
展條文第
(四)點公園
用地地下停
車場出入口
規範條文。 

3.增列第(四) 
點納入基地
內人行步道
設置之規範。 

4.增列第(五) 
點維持基地
原公有停車
場停車需求。 

5.增列第(六) 
點社會住宅
停車空間需
求。 

【理由】： 

1.與現行細部
計畫案土地
使用管制要
點第 11點第
1、5、6項內
容重複。 

2.據第 4 次專
案小組建議
意見，已剔除
公園用地下
之停車空間
建置。 

3.配合基地內
所規範之停
車空間，為維
護人行安
全，納入人行
道設置規範。 

4.據第 4 次專
案小組建議

有關(四)條文

如 有 設 置 需

要，得依相關適

用法令辦理，建

議刪除，其餘依

專案小組建議

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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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條文 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地板面積。 

(四)建築物附屬停車位應

以集中設置為原則，

停車場出入口避免接

近五權路與篤行路交

叉路口，並與公園用

地地下停車場出入口

分散設置。 

(五)計畫區內排班計程車

位、小客車臨停車

位、裝卸車位、接駁

車位、大客車停車

位、機車與自行車位

等，應於基地內部妥

善處理。 

(六)本計畫區之法定空地

如設置平面式停車

場，於面臨公共開放

空間時，應作適當之

景觀綠化遮蔽處理。 

 

 

意見，為維持
原土地效
益，除法定停
車空間外需
增設 52席汽
車停車位，且
以提供公共
眾使用為原
則。 

5.據臺中市已
規劃之社會

住宅停車空
間之配置原
則，機車停車
位以一戶一

輛為原則。 

九、景觀及綠化原則： 

(一)建築基地內之實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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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景觀及綠化原則： 

(一)建築物原則上不得設

置鐵窗、柵欄及暴露

通風、通氣、廢氣排

出口、窗型冷氣機口

等有礙觀瞻之設施、

設備；必要時應有適

當之遮蔽處理與設

計。 

(二)商業區不得設置圍牆

且區內建築物 1樓立

面須有一定比例以上

的開放性櫥窗式立面

設計。 

(三)基地內建築物應加強

綠化設施，透過建築

物量體退縮、複層式

露臺或其它經都發局

認定之設施，設置共

用建築平臺，其綠覆

條次調整。 

1.建議刪除公
展條文第
(一)、(二)

點。 
2.增列第(三)
點，強化基地
建築物垂直
綠化設施設
置。 

【理由】： 
1.與現行細部
計畫案土地

使用管制要
點第 12點第
1、2項內容
重複。 

2.第(三)點為
強化本案變
更後不會因
公園用地減

1.為保留建築

設 計 之 彈

性，建議(一)

修正為：「建

築物設置柵

欄及暴露通

風、通氣、廢

氣排出口、窗

型冷氣機口

等有礙觀瞻

之設施、設

備；應有適當

之遮蔽處理

與設計。」。 

2. 為免執行認

定之疑慮，建

議(三)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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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條文 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尺應至少植喬木 1

棵，樹冠離地淨高 2

公尺以上，其綠化工

程應納入建築設計圖

說於請領造執照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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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應予綠化之開放空

間、庭院及空地，其

不透水舖面所佔面積

應在二分之一以下，

但屋頂、室內及地下

開放空間不在此限。 

(三)建築物原則上不得設

置鐵窗、柵欄及暴露

通風、通氣、廢氣排

出口、窗型冷氣機口

等有礙觀瞻之設施、

設備；必要時應有適

當之遮蔽處理與設

計。 

(四)商業區不得設置圍牆

且區內建築物 1樓立

面須有一定比例以上

的開放性櫥窗式立面

設計。 

面積不得低於平臺面

積之 40%。高度於 10

公尺以下之建築平臺

作為開放空間或供公

眾通行之部份，其投

影面積得不計入建蔽

面積，惟不計部分不

得超過基地面積之

30%。 

量而導致機
能降低，參考
「臺中市鼓
勵宜居建築
設施設置及
回饋辦法」，
於本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
要點即規範
基地內之建
築物應加強

垂直綠化。 

「複層式」之

文字。 

3.其餘依專案

小組建議意

見通過。 

十、獎勵增加容積： 

整體開發之獎勵 

面積規模：全街廓或基

地面積達 3,000平方公

尺以上者。 

條件：留設供公眾使用

之設施達 300平方公

尺。上述供公眾使用之

設施項目包括兒童遊

樂場、公園、停車場、

廣場、綠地等。且所留

設供公眾使用之設施

應臨接計畫道路，其臨

刪除。 建議刪除。 
【理由】： 
與現行細部計
畫案土地使用
及都市設計管
制要點第 13點

內容重複。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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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條文 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接面寬需達 10公尺以

上，其面積得計入法定

空地。 

獎勵方式： 

DF = P × R 

DF：獎勵樓地板面積 

P：留設公共設施面積 

R：獎勵係數(註) 

基地面臨道路寬

度 

R值 

基地面臨道路寬

度＜8M 
3 

8M≦基地面臨道

路寬度＜

12M 

2.5 

12M≦基地面臨

道路寬度＜

20M 

2 

20M≦基地面臨

道路寬 
1.5 

註：係數之考量為 

1.依面臨計畫道路

之寬度大小訂

定，面臨計畫道

路愈小者，為鼓

勵該地區多留設

公共設施，其獎

勵係數愈大。 

2.配合所訂定之上

限容積(即獎勵

容積之上限值)

酌予修正係數。

(以基地規模之

30%為最大之留

設上限計算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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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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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條文 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予獎勵增加容積強

度，其詳細辦法由臺

中市政府另訂之。 

十一、為提升都市開放空

間、增加建築基地綠

化、透水性與保水

性，建築基地符合下

列規定，得增加樓地

板面積。但以不超過

基準容積之 5%為限： 

(一)建築基地自行降低建

蔽率得依下表增加

樓地板面積。 

法定建蔽率

－設計建蔽

率 

獎勵額度 

≧ 10％ 基準容積之1％ 

≧ 15％ 基準容積之2％ 

≧ 20％ 基準容積之3％ 

(二)建築基地自行降低開

挖率得依下表增加

樓地板面積。 

法定開挖率

－設計開挖

率 

獎勵額度 

≧ 10％ 基準容積之1％ 

≧ 15％ 基準容積之2％ 

≧ 20％ 基準容積之3％ 
 

刪除。 建議刪除。 
【理由】： 
與現行細部計
畫案土地使用
及都市設計管
制要點第 14點
內容重複。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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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 建議刪除。 
【理由】： 
與現行細部計
畫案土地使用
及都市設計管
制要點第 15點
內容重複。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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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條文 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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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本計畫區新建建築樓

層高度超過 12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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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 建議刪除。 
【理由】： 
與現行細部計
畫案土地使用
及都市設計管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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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條文 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樓地板面積超過

30,000平方公尺

者，應提送都市設計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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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要點第 16點
內容重複。 

(空白) 七、本計畫須依附帶條件至

少興建 100戶社會住

宅，其樓地板應於同棟

建物或連續樓層留設，

得將所有權移轉予臺中

市政府主管機關，並免

計容積樓地板面積。 

增列第七點社
會住宅免計容
積。 
【理由】： 
據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107

年 6 月 15 日中
市 都 計 字 第
1070094868 號

函以及第 6 次
專案小組建議
意見，建議於細
部計畫擬定社
會住宅免計容
積及獎勵容積
原則。 

建議除社會住

宅樓地板面積

外，相對應之法

定停車空間需

一併移轉給臺

中市政府主管

機關，始得免計

容積樓地板面

積；另為確保社

會住宅之設置

符合住宅法等

相關規定，建議

將第七條改為:

「本計畫須依

附帶條件至少

興建100戶社會

住宅，其樓地板

應於同棟建物

或連續樓層留

設，經主管機關

審查同意並將

社會住宅（含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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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條文 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屬設施）及其對

應之法定停車

空間所有權移

轉予臺中市政

府，得免計容

積。」 

(空白) 八、 本計畫社會住宅倘係由

民間參與整體開發，得

依實際設置社會住宅之

容積樓地板面積酌予獎

勵並以 1倍為上限，不

受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

行自治條例第 47條容

積上限之限制。但總容

積不得超過法定容積之

1.5倍。 

增列第八點社
會住宅獎勵容
積。 
【理由】： 

同第 7點。 

配合「都市計畫

法臺中市施行

自治條例」第47

條規定，建議刪

除「不受都市計

畫法臺中市施

行自治條例第

47條容積上限

之限制。但總容

積不得超過法

定 容 積 之 1.5

倍。」之文字。 

(空白) 九、本計畫於後續開發階

段，須依據建築物交通

影響評估準則，擬具交

通衝擊評估計畫送主管

機關審核。 

增列第九點，交
通影響評估計

畫。 
【理由】： 
據第 6 次專案
小組建議意
見，於細部計畫
條文訂定未來
本計畫整體開
發前，須針對周
邊交通，進行交
通影響評估，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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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認定重大建設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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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四案 所屬行政區 臺中市 

案由 訂定「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標準」草案 

說 

 

 

 

 

 

 

明 

一、辦理背景 

臺中市都市計畫區容積移轉案件，在現行法規及市場機制下，其捐贈公

保地未必具有重大市政建設開闢急迫性及必要性，為推動臺中市政府重大市

政及擴大公共建設財源，經參酌臺北市、高雄市採行「都市計畫法」第八十

三條之一、「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之一規定授權折繳代金之實

務推動經驗與法令制度，同時，配合提升「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

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法令位階，訂定「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

查許可條件及作業標準」自治規則，以利推動容積移轉折繳代金制度。 

容積銀行機制，係藉由建立容積折繳代金與配合專款用於公保地取得之

制度，開發者將依容積移轉辦法之繳納代金方式取得容積，臺中市政府同時

將其容積代金專款專用於取得具政策及開闢急迫性地區之公保地，以符整體

都市發展需求、社會期待與公平正義。爰提案訂定「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

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標準」及於第十五條規定容積移轉折繳代金機制。 

二、辦理機關：臺中市政府。 

三、適用範圍：臺中市內各都市計畫區。 

四、提請大會討論事項 

訂定「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標準」草案及

於第十五條規定容積移轉折繳代金，以利主管機關審理容積移轉案件。條文

詳參草案總說明(附件 1)及請參閱補充說明提案資料(附件 2)。配合彙整公會

團體建議意見(附件 3)納入訂定參考。 

市都

委會

決議 

提下次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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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

標準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查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案件，

前依內政部訂頒「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四條規定，於一百

年一月二十六日訂定並下達「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

條件及作業要點」，作為辦理容積移轉執行準據，其後歷經九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下達日期為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二日。 

茲為提升其法規位階與因應配合執行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

及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之一規定之有關容積移轉折繳代

金執行機制，參酌臺北市、高雄市採行容積移轉折繳代金，及其專款

專用於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及都市建設之經驗，研擬納入受理容積移

轉折繳代金之作業規定。基此，本府爰依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

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授權，訂定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條件及作業標準，草案共計二十二條，其要點如下： 

一、 訂定目的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本標準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本府都市發展局。（草案第二

條） 

三、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送出

基地性質。（草案第三條） 

四、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案件不得同時適用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草

案第四條） 

五、 容積移轉申請案應併同建造執造或都市設計審議申請。（草案第五

條） 

六、 不得作為接收基地之情形及道路寬度認定條件。（草案第六條） 

七、 得併同補辦建築執造申辦容積移轉之相關規定。（草案第七條） 

八、 臺中市舊市區、其他地區申請容積移轉應提送都設會審查之適用

規定，及都設會審議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等項目及不

得重複核計規定。（草案第八條） 

九、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書內容。（草案第九條） 

十、 如達一定規模，應經都設會審查通過及得簡化程序。（草案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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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補照案件之最小建築面積限制條件。（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單一建築單元最小樓地板面積及例外條件。（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汽車停車空間不得設置地面層。（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送出基地公共設施類型及道路用地移轉上限。（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容積移轉代金執行機制。（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接受基地退縮地淨空規定。（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申請案應附書件及授權本府都市發展局訂正。（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格式。（草案第十八條） 

十九、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量規定。（草案第十九條） 

二十、容積移轉確認函之有效期間規定。（草案第二十條） 

二十一、書表格式授權本府都市發展局修改。（草案第二十一條） 

二十二、本標準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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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標準草案 

名 稱 說 明 

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條件及作業標準 

本自治規則名稱。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辦理容積移轉，特依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

標準。 

一、本標準訂定目的及依據。 

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四條第

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為辦理容積移轉，得考量都市發展

密度、發展總量、公共設施劃設水準

及發展優先次序，訂定審查許可條

件，提經該管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執行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本標準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都發

局。 

第三條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所稱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

之私有土地，係指下列各款之一： 

一、經都市計畫劃定為保存區、古

蹟保存區。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

古蹟、登錄之歷史建築、文化

景觀或聚落所定著者。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送出基地，係指下列各款之一： 

一、本府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公告都市更新計畫

之九處舊市區更新地區，並經

臺中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都設會）認定作為

開放空間使用可改善都市環

境或景觀者。 

二、經本府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

治條例公告應保存，以保全受

保護樹木及其必要生育地環

一、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保

存價值之建築定著私有土地之送出基

地定義。 

二、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可

供公共開放空間之建築土地之送出基

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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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第四條   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得申請容積移轉之土地，從其規定

辦理，不得同時適用本辦法。 

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申請容積移轉之

案件，不得同時適用本辦法。 

 

第五條    申請送出基地之容積移

轉，應與接受基地之建造執照或都

市設計審議併同提出申請。 

容積移轉申請案應併同建造執造或都市設

計審議提出申請。 

第六條   下列各款土地不得為接受

基地： 

一、位於農業區、河川區、風景

區、保護區或其他非都市發展

用地。 

二、臺中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但捷運系統用地，不在此

限。 

三、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改制前原臺中市轄區

內之第一種住宅區。 

四、臨接已開闢寬度未滿八公尺

之道路者。 

五、臨接已開闢寬度八公尺以上

道路之面寬未滿八公尺者。 

六、臨接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之土地。 

七、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公告之山坡地。 

八、未依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

執照辦法規定辦理補照而擅

自建造之建築物。 

九、臺中市都市計畫規定禁止容

積移轉地區之土地。 

十、因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落、居

住或活動人口密度擁擠，經臺

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設

會決議，並由本府公告禁止容

積移轉地區之土地。 

十一、容積調派接受基地。但經調

派後之基準容積，低於調派前

一、不得作為接收基地之情形。 

二、臨接道路寬度達八公尺以上之認定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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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容積加計第十九條第一

款或第二款各款移入容積上

限者，不在此限。 

十二、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列為禁

限建區域之土地。 

前項第四款土地之臨接已開

闢道路達八公尺以上寬度認定，應

檢附道路維護管理主管機關函文。 

第七條   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

照辦法之擅自建造之建築物，現況

使用容積超出基準容積，得申請辦

理容積移轉併同補辦建築執照，其

申請容積移轉上限不得超過接受

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 

前項接受基地應提出結構安

全鑑定報告書或建築物補強計

畫，且建築物補強計畫應於領得使

用執照前完成施作。 

擅自建造之建築物未列入申

請辦理容積移轉併同補辦建築執

照之已施作部分，應於核發使用執

照前自行拆除。 

一、本市建築物得併同補辦建築執造時申

請辦理容積移轉之條件與容積移轉上

限規定。 

二、應提出結構安全鑑定報告書或建築物

補強計畫及施作期限。 

三、擅自建造之建築物應自行拆除之情

形。 

第八條   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

區、後車站地區、後庄里地區、北

屯東山重劃區附近地區、西屯中正

重劃區附近地區及西南屯地區）細

部計畫地區（以下簡稱舊市區細部

計畫），依本辦法申請移入容積數

量，加計都市更新條例、都市計畫

法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獎勵容

積總量，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十者，應提送都設會審查。 

其他地區依本辦法申請移入

容積數量，加計都市更新條例、都

市計畫法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

獎勵容積總量，超過其基準容積百

分之六十者，應提送都設會審查。 

前二項申請案件之總增加容

一、本市舊市區、其他地區細部計畫申請

容積移轉量超過其基準容積時，其應

提送都設會審查之適用規定。 

二、細部計畫未載明上限容積規定時，應

由都設會審議且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

觀提升計畫項目不得重複核計其他容

積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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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上限，依各細部計畫書之相關規

定；未載明者，其總增加容積上限

依以下各款規定辦理，實際核准許

可移入容積總量應以都設會審定

內容為準。 

一、總增加容積上限 

(一) 舊市區細部計畫地區 V＝

(40%+V1)×基準容積 

(二) 其他地區 V＝(70%+V2)×

基準容積 

二、V：提出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

觀提升計畫，經都設會審查核

可准予移入後之總增加容積

上限容積量， V1 最高為

20%，V2 最高為 10%。 

前項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

提升計畫項目不得重複核計其他

容積獎勵規定。 

第九條   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

升計畫書應就下列事項表明之： 

一、實施範圍。 

二、計畫內容及項目。 

三、鄰地與地區（至少三百公尺半

徑範圍）衝擊分析及評估。 

四、送出基地取得後對都市發展

之貢獻度。 

五、效益分析及評估。 

六、經營管理計畫。 

七、其他。 

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書應具備

之計畫書內容。 

第十條   接受基地之移入容積超過

三千平方公尺，或整體開發地區各

單元細部計畫區之土地申請容積

移轉量達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

者，應經都設會審查通過，始得辦

理容積移轉，並得以簡化審議程序

辦理。 

接受移入容積達一定規模以上，應經都審

會審議，並得以簡化審議程序辦理。 

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三十日前已擅自建造完成之建築

補照案件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最

小建築面積限制及除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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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申請補照者，其基地應符合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最小建

築面積。但不受本標準第六條第四

款、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十六條規

定之限制。 

第十二條   豐樂里附近地區、新市

政中心專用區、市政中心南側及水

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等細部計

畫地區，接受基地建築物之每一建

築單元（區分所有權之專有部分）

樓地板面積應大於一百平方公尺。 

其他細部計畫地區，接受基地

建築物之每一建築單元（區分所有

權之專有部分）樓地板面積應大於

八十平方公尺。但細部計畫書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除住宅單元外，其他各種建築

單元如經都設會審查同意者，不受

第一項至第二項之限制。 

除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及水湳

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等二處細部

計畫地區外，接受基地臨接已開闢

寬度達二十五公尺之計畫道路，且

臨接該計畫道路之面寬達十公

尺，不受第一項及第二項之限制。 

豐樂里附近地區、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市

政中心南側及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等

與其他細部計畫地區，有關單一建築單元

樓地板面積最小規模或例外條件。 

第十三條   除法規規定之裝卸停車

空間外，接受基地汽車停車空間不

得設置於建築物之地面層。 

建築物地面層不得設置汽車停車空間。 

第十四條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

三款之送出基地，以下列各款為

限： 

一、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

綠地用地、人行廣場用地、廣

場用地、停車場用地、排水道

用地、溝渠用地、河道用地或

其他類似用地。 

二、前款公共設施用地兼供其他

使用之用地。 

一、適用之送出基地公共設施類型。 

二、針對第一項項第三款道路、人行步道

用地性質規範移轉上限及例外情形。 

三、送出基地如為完整公共設施用地贈與

本府，該送出基地土地所有權人得建

議該公共設施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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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路用地、人行步道用地。 

四、細部計畫書已有規定或配合

本府都市發展政策經公告指

定者。 

前項第三款送出基地合計可

移出容積不得超過接受基地基準

容積百分之二十。但其劃設年限至

申請容積移轉日止已逾二十五年

以上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之公園用地、兒童遊樂

場用地、綠地用地、人行廣場用

地、廣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如送

出基地所有權人完整贈與本府，其

得向本府建議該公共設施之名稱。 

第十五條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方

式，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繳納容積代金。 

二、本標準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十

四條規定辦理者。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量，應有

百分之五十以上以繳納容積代金

方式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之容積代金，本

府得委託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推派

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進行估價及

經該公會協審後採中位數評定；其

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負

擔。 

容積代金之收入，應優先運用

於取得臺中市私有公共設施保留

地。 

一、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及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之一規

定，訂定容積移轉代金執行作業規定。 

二、經參酌臺北市及高雄市執行模式，容

積移轉採繳納代金比例，統一規範應

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評定，得由本府以

行政委託方式，經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推派不動產估價師辦理查估及公會協

審，該容積代金採中位數評定。 

四、容積折繳代金專款專用於取得公保

地。有關容積移轉代金特別收入之執

行，應依預算法第四條規定成立特別

收入基金辦理，未成立前，參照高雄

市政府目前作法，由市庫代收保管。 

第十六條   接受基地應自基地境界

線（不含經指定為建築線之基地

線）至少退縮淨寬三公尺後建築。 

前項三公尺退縮地，除下列設

施外，應予淨空，不得設置任何構

造物： 

一、地下停車場出入車道。 

一、接受基地應退縮淨寬三公尺後建築規

定。 

二、三公尺退縮地應淨空，但書規定得設

置設施、設備與建築退縮地之優先適

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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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於建築物第二、三樓層、

與鄰地連接並供開放公眾通

行之人工地盤或架空走廊，並

經都設會審議通過者。 

三、依建築基地圍牆設置原則及

細部計畫規定設置圍牆者，惟

應自圍牆投影線後再退縮三

公尺建築。 

四、高度一點二公尺以下之花

臺、景觀水池、步道、階梯及

欄杆，距離地界二公尺以上之

地下室進排風口。 

五、深度五十公分以內之雨遮。 

第一項三公尺退縮地，如與建

築退縮地重疊，應以建築退縮地之

規定為主。 

第十七條   申請容積移轉案件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乙式二

份，向都發局提出申請： 

一、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

係人同意書。 

二、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委託書。 

三、本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計算表。 

四、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接受基

地所有權人身份證明文件影

本。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地籍

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現場

照片、都市計畫位置圖、鑑界

成果圖。 

六、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書。 

七、接受基地之建築線指示（定）

圖（或免指示建築線圖位置標

示）及都市計畫位置圖。辦竣

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得

檢附測量現況成果圖與地籍

容積移轉案件應檢附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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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繪圖，應標示測量單位、測

繪日期，並由執業測量技師依

規定簽證；相關測量成果不宜

附加測量成果僅供參考或實

際應以鑑界成果為準等備註。 

八、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十九條

規定辦理之估價報告書。 

九、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

計畫書（依本標準第八條規定

應檢附者）。 

十、送出基地測量現況成果圖與

地籍套繪圖（應經執業測量技

師簽證，並應檢附輸出圖面及

電腦檔案）。都發局得就爭議

或抽查案件，通知申請人與測

量單位配合辦理現場勘查。 

十一、送出基地之土地改良物如

符  合相關規定得予現況保

留，應檢附送出基地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十二、其他證明文件。 

送出基地少於十筆者，得申請

由本府會同地政事務所辦理現場

勘查，認定是否符合本辦法第十七

條規定，免檢附送出基地測量現況

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 

第十八條   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與

地籍套繪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以能

清楚顯示展繪或依原地籍圖

比例尺展繪為原則，明確標示

各類基地上土地改良物、固定

式占用物。 

二、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以申

請基地位置向外測繪至都市

計畫完整街廓或基地外緣向

外延伸至少三十公尺為基本

測繪範圍。 

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相關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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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標示

都市計畫位置圖、現行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都市計畫道

路寬度、公共設施類別與範

圍、重要地標及設施、地形地

物、圖例（含比例尺）、道路

中心樁位、圖根點、地政事務

所鑑界成果座標，或其他承辦

人員請求配合加註事項或說

明。 

四、送出基地地籍套繪圖應明確

標示送出基地內各類土地改

良物、固定式占用物之位置及

投影面積估算。 

五、送出基地測量現況成果圖與

地籍套繪圖應標示測量單

位、測繪日期，並由執業測量

技師依規定簽證；相關測量成

果不宜附加測量成果僅供參

考或實際應以鑑界成果為準

等備註。 

第十九條   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量

與其臨接道路寬度之規定如下： 

一、整體開發地區：臨接已開闢八

公尺以上未滿十二公尺之道

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

之百分之十；臨接已開闢寬度

十二公尺以上未滿十五公尺

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

容積之百分之二十；臨接已開

闢寬度十五公尺以上之道

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

之百分之四十。 

二、整體開發以外地區：臨接已開

闢八公尺以上未滿十二公尺

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

容積之百分之十；臨接已開闢

寬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十五

道路寬度認定與容積移轉上限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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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

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五；臨接

已開闢寬度十五公尺以上未

滿二十公尺之道路，可移入容

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

十；臨接已開闢寬度二十公尺

以上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

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 

三、屬第六條第十一款但書規定

者，其容積調派前後之容積量

差額與依本辦法申請移入之

容積量合計，不得超過前兩款

以容積調派前基準容積檢核

之規定。 

第二十條   經本府審查合格所核發

之容積移轉確認函，其有效期間為

自發文日起三個月，申請人應於有

效期間內辦畢本辦法第十七條規

定之各款事項，並檢附相關資料向

都發局申請核發容積移轉許可

函；屆期未辦畢者，本府得廢止該

容積移轉確認函。 

需經都設會審查以確認容積

移轉數量者，其容積移轉確認函之

有效期間展延六個月，必要時得申

請展延一次，展延期間不得超過六

個月。 

一、容積移轉確認函之有效期間。 

二、需經都設會審查方能確認容移移轉量

者，其有效期間展延六個月與得申請

展延次數及期間。 

第二十一條   本標準所需之書表格

式，由都發局另定之。 

所需書表格式授權由都發局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

行。 

本標準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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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標準草案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容積移轉，特依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本標準。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第三條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

之私有土地，係指下列各款之一： 

一、經都市計畫劃定為保存區、古蹟保存區。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古蹟、登錄之歷史建築、

文化景觀或聚落所定著者。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送出基地，係指下列各款之

一： 

一、本府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告都市更新

計畫之九處舊市區更新地區並經臺中市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都設會）認定該土地如提供做為

開放空間使用可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 

二、經本府依臺中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公告應保存，以保

全受保護樹木及其必要生育地環境。 

第四條  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得申請容積移轉之土地，從其規

定。 

土地已依前項規定申請容積移轉者，不得同時適用本辦

法。 

第五條  申請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應與接受基地之建造執照或都

市設計審議併同提出申請。 

第六條  下列各款土地不得為接受基地： 

一、位於農業區、河川區、風景區、保護區或其他非都市

發展用地。 

二、臺中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但捷運系統用地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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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前原臺中市

轄區內之第一種住宅區。 

四、臨接已開闢寬度未滿八公尺之道路者。 

五、臨接已開闢寬度八公尺以上道路之面寬未滿八公尺

者。 

六、臨接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土地。 

七、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公告之山坡

地。 

八、未依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法規定辦理補照

而擅自建造之建築物。 

九、臺中市都市計畫規定禁止容積移轉地區之土地。 

十、因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落、居住或活動人口密度擁擠，

經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設會決議，並由本府公

告禁止容積移轉地區之土地。 

十一、容積調派接受基地。但經調派後之基準容積，低於

調派前基準容積加計第十九條第一款或第二款各款

移入容積上限者，不在此限。 

十二、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列為禁限建區域之土地。 

前項第四款土地之臨接已開闢道路達八公尺以上寬度認

定，應檢附道路維護管理主管機關函文。 

第七條  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法之擅自建造之建築物，現

況使用容積超出基準容積，得申請辦理容積移轉併同補辦建築

執照，其申請容積移轉上限不得超過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

之三十。 

前項接受基地應提出結構安全鑑定報告書或建築物補強

計畫，且建築物補強計畫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完成施作。 

擅自建造之建築物未列入申請辦理容積移轉併同補辦建

築執照之已施作部分，應於核發使用執照前自行拆除。 

第八條  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後車站地區、後庄里地區、

北屯東山重劃區附近地區、西屯中正重劃區附近地區及西南屯

地區）細部計畫地區（以下簡稱舊市區細部計畫），依本辦法



4-16 

 

申請移入容積數量，加計都市更新條例、都市計畫或其他法規

規定給予之獎勵容積總量，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四十者應提

送都設會審查。 

其他地區依本辦法申請移入容積數量，加計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計畫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獎勵容積總量，超過其基準容

積百分之六十者，應提送都設會審查。 

前二項申請案件總增加容積上限依各細部計畫書中所載

相關規定；未載明者，其總增加容積上限依以下各款規定辦理，

實際核准許可移入容積總量應以都設會審定內容為準。 

一、總增加容積上限 

(一)舊市區細部計畫地區 V＝(40%+V1)×基準容積 

(二)其他地區 V＝(70%+V2)×基準容積 

二、V：提出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經都設會

審查核可准予移入後之總增加容積上限容積量，V1

最高為 20%，V2 最高為 10%。 

前項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項目不得重複核計

其他容積獎勵規定。 

第九條  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書應就下列事項表明之： 

一、實施範圍。 

二、計畫內容及項目。 

三、鄰地與地區（至少三百公尺半徑範圍）衝擊分析及評

估。 

四、送出基地取得後對都市發展之貢獻度。 

五、效益分析及評估。 

六、經營管理計畫。 

七、其他。 

第十條  接受基地之移入容積超過三千平方公尺，或整體開發地區

各單元細部計畫區之土地申請容積移轉量達基準容積之百分

之二十者，應經都設會審查通過，始得辦理容積移轉，並得以

簡化審議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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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前已擅自建造完成之建築

物申請補照者，其基地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最

小建築面積，但不受本標準第六條第四款、第五款、第七款及

第十六條規定之限制。 

第十二條 豐樂里附近地區、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市政中心南側及水

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等細部計畫地區，接受基地建築物之每

一建築單元(區分所有權之專有部分)樓地板面積應大於一百平

方公尺。 

其他細部計畫地區，接受基地建築物之每一建築單元(區分

所有權之專有部分)樓地板面積應大於八十平方公尺。但細部計

畫書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除住宅單元外，其他各種建築單元如經都設會審查同意者，

不受第一項至第二項之限制。 

除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及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等二處

細部計畫地區外，接受基地臨接已開闢寬度達二十五公尺之計

畫道路，且臨接該計畫道路之面寬達十公尺，不受第一項至第

二項之限制。 

第十三條 除法規規定之裝卸停車空間外，接受基地汽車停車空間不

得設置於建築物之地面層。 

第十四條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送出基地以下列各款為

限： 

一、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人行廣場用

地、廣場用地、停車場用地、排水道用地、溝渠用地、

河道用地及其他類似用地。 

二、前款公共設施用地兼供其他使用之用地。 

三、道路用地、人行步道用地。 

四、細部計畫書已有規定或配合本府都市發展政策經公

告指定者。 

前項第三款送出基地合計可移出容積不得超過接受基地

基準容積百分之二十，惟其劃設年限至申請容積移轉日止已逾

二十五年以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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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人行廣

場用地、廣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如經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完整贈

與本府，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得向本府建議該項公共設施之名

稱。 

第十五條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方式，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繳納容積代金。 

二、本標準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辦理者。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量，應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以繳納容積

代金方式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之容積代金，其金額由本府委託估價師公會

推派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及該公會協審後採中位數評定，

其估價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負擔。 

容積代金之收入，應優先運用於取得臺中市私有公共設施

保留地。 

第十六條 接受基地應自基地境界線（不含經指定為建築線之基地線）

至少退縮淨寬三公尺後建築。 

前項三公尺退縮地除下列設施外，應予淨空，不得設置任

何構造物： 

一、地下停車場出入車道。 

二、設置於建築物第二、三樓層、與鄰地連接並供開放公

眾通行之人工地盤或架空走廊，並經都設會審議通過

者。 

三、依建築基地圍牆設置原則及細部計畫規定設置圍牆

者，惟應自圍牆投影線後再退縮三公尺建築。 

四、高度一點二公尺以下之花臺、景觀水池、步道、階梯

及欄杆，距離地界二公尺以上之地下室進排風口。 

五、深度五十公分以內之雨遮。 

第一項三公尺退縮地如與建築退縮地重疊，應以建築退縮

地之規定為主。 

第十七條 申請容積移轉案件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乙式二份，

向都發局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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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 

二、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委託書。 

三、本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計算表。 

四、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身份證明文

件影本。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

現場照片、都市計畫位置圖、鑑界成果圖。 

六、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七、接受基地之建築線指示（定）圖（或免指示建築線圖

位置標示）及都市計畫位置圖。辦竣市地重劃或區段

徵收地區，得檢附測量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

標示測量單位、測繪日期，並由執業測量技師依規定

簽證；相關測量成果不宜附加測量成果僅供參考或實

際應以鑑界成果為準等備註。 

八、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之估價報告

書。 

九、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書（依本標準第八條

規定應檢附者）。 

十、送出基地測量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經執業測

量技師簽證，並應檢附輸出圖面及電腦檔案）。都發

局得就爭議或抽查案件，通知申請人與測量單位配合

辦理現場勘查。 

十一、送出基地之土地改良物如符合相關規定得予現況

保留，應檢附送出基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

件。 

十二、其他證明文件。 

送出基地少於十筆者，得申請由本府會同地政事務所辦理

現場勘查，認定是否符合本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免檢附送出基

地測量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 

都發局得依實際作業需求，修改或調整前二項各書表、文

件、輸出圖面、電腦檔案之格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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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以能清楚顯示展繪或依原地

籍圖比例尺展繪為原則，明確標示各類基地上土地改

良物、固定式占用物。 

二、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以申請基地位置向外測繪至

都市計畫完整街廓或基地外緣向外延伸至少三十公

尺為基本測繪範圍。 

三、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標示都市計畫位置圖、現行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都市計畫道路寬度、公共設施

類別與範圍、重要地標及設施、地形地物、圖例（含

比例尺）、道路中心樁位、圖根點、地政事務所鑑界

成果座標，或其他承辦人員請求配合加註事項或說

明。 

四、送出基地地籍套繪圖應明確標示送出基地內各類土

地改良物、固定式占用物之位置及投影面積估算。 

五、送出基地測量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標示測量

單位、測繪日期，並由執業測量技師依規定簽證；相

關測量成果不宜附加測量成果僅供參考或實際應以

鑑界成果為準等備註。 

第十九條 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量與其臨接道路寬度之規定如下： 

一、整體開發地區：臨接已開闢八公尺以上未滿十二公尺

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臨接

已開闢寬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十五公尺之道路，可移

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臨接已開闢寬度

十五公尺以上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

分之四十。 

二、整體開發以外地區：臨接已開闢八公尺以上未滿十二

公尺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

臨接已開闢寬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十五公尺之道路，

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五；臨接已開闢

寬度十五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公尺之道路，可移入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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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臨接已開闢寬度二十公

尺以上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

十。 

三、屬第六條第十一款但書規定者，其容積調派前後之容

積量差額與依本辦法申請移入之容積量合計，不得超

過前兩款以容積調派前基準容積檢核之規定。 

第二十條 經本府審查合格所核發之容積移轉確認函，其有效期限為

自發文日起三個月內。申請人應於該有限期限內辦畢本辦法第

十七條規定之各款事項，並檢附相關資料向都發局申請核發容

積移轉許可函。逾期之容積移轉確認函本府得予撤銷。 

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如需經都設會審查以確認容積移轉數

量者，其容積移轉確認函之有效期限延長為六個月，必要時得

申請延長一次，延長時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第二十一條 本標準所需之書表格式，由都發局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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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補充說明提案資料 

一、 臺中市容積移轉執行情形說明 

(一) 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類型：自 102 年至 107 年辦理容積移轉

案件統計，其中，計畫道路占送出基地者約 63%，以其他公

共設施保留地(不含道路)為送出基地者約占 37%；古蹟容積

移轉案件為 0 件。 

(二) 無古蹟容積移轉案件主因：涉及產權複雜，共有人意見不易

統整，另依內政部頒定之「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規定，

需檢附「古蹟管理維護計畫或古蹟主管機關核定之修復、再

利用計畫」及 10 年期以上維管，故少有古蹟容移申請案。 

(三) 捐贈公保地區位：多非位於市府相關重大建設區位(如捷運用

地)，捐贈機制對改善市政財政支出無實質效益。 

開發者申辦容積移轉，在現行法規及市場機制下，捐贈之公

保地未必具有重大市政建設開闢急迫性及必要性，為推動本府重

大市政建設及擴大取得公保地之財源，經參酌臺北市、高雄市採

行「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

法」第九條之一規定授權折繳代金之實務推動經驗與法令制度，

據以研提本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制度，並配套修訂相關自治規

則。 

二、 容積銀行機制建立之目的及必要性 

容積銀行機制，係藉由建立容積折繳代金之制度，開發者將

依容移辦法之折繳代金方式取得容積，本府同時將其容積代金專

款專用於取得具政策及開闢急迫性地區之公保地，以符整體都市

發展需求、社會期待與公平正義。 

以本市容積移轉案件為例，本府經由容積移轉取得公保地，

多屬已開闢通行之道路用地，捐贈地區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未獲

提升。另外，容積移入接收地區，將增加該地區周邊公共設施開

闢需求。因此，容積折繳代金，將可改善此現象，並挹注於取得

公保地之財源，可供推動用於市政建設，取得所需之公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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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容積代金概念 

容積代金係由現行容移辦法授權，規定開發者欲移入之建築

容積，改以市價繳納後取得，代金則用於都市建設所需取得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 

 

四、 中央法令依據與地方法規訂定 

(一)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及「都市計畫容

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之一。 

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

護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 

前項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種類、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

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折繳代金、作業方法、辦

理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之一 

受基地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其折繳代金之金額，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必要時，查估工作得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其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

地地上權人負擔。 

前項代金之用途，應專款專用於取得與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之第六條第

一項第三款土地為限。 

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內無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土地可供取得者，不得依

本條規定申請移入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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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政府容積代金法規(案例) 

以臺北市 103 年新訂「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

例」為例，於自治條例第二條之一明訂容積代金占整體容積

移轉比例、估價費用及特種基金管理(臺北市另訂有「臺北

市容積代金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之方式，以下列各款為限：一、繳納容積代金。二、本市歷史

建築所定著之私有土地。三、依第四條規定辦理者。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量，應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以繳納容積代金方式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之容積代金，其金額由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

定之，其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負擔。 

容積代金之收入，優先運用於取得本市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及都市建設，得由市

政府成立特種基金管理之。 

高雄市則於「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

點」第十點規定如下：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之百分之五十，應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其計算公式如下： 

折繳代金金額＝1/2×接受基地面積×接受基地公告現值×(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接

受基地基準容積) 

本市為執行容積折繳代金，擬透過制定「臺中市實施都

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標準」增訂容移代金機

制規範如下： 

增訂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標準 

第十五條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方式，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繳納容積代金。 

二、本標準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辦理者。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量，應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以繳納容積代金方式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之容積代金，本府得委託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推派三家以上

專業估價者，進行估價及經該公會協審後採中位數評定；其所需費用，由接

受基地所有權人負擔。 

    容積代金之收入，應優先運用於取得臺中市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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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訂定容積代金收支、保管、運用自治條例 

依預算法第四條規定，未來將配合新訂本市容積代金收

支保管自治條例，以利容積代金用於都市建設。 

考量立法期程、效益，爰短期建議先依循容移辦法第九

條之一規定專款專用於取得公保地，並由本市市庫(或都發

基金)代收，後續另訂定特種收入基金收保自治條例管理。 

預算法第四條 

稱基金者，謂已定用途而已收入或尚未收入之現金或其他財產。基金分左列二類︰ 

一、普通基金︰歲入之供一般用途者，為普通基金。 

二、特種基金︰歲入之供特殊用途者，為特種基金，其種類如左︰ 

（一）供營業循環運用者，為營業基金。 

（二）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籌措財源供償還債本之用者，為債務基金。 

（三）為國內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利益，依所定條件管理或處分者，為信託基金。 

（四）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為作業基金。 

（五）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金。 

（六）處理政府機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者，為資本計畫基金。 

特種基金之管理，得另以法律定之。 

五、 申請容積移轉流程 

容積移轉申請人依規繳交相關書件後，由本府都發局辦理初

審，如書件齊備，則進入實質審查。第一階段為容積代金評定及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審查，並核發容積移轉量確認函，第二階段

俟申請人繳納代金及(公保地)送出基地移轉登記予市府，即依容

移辦法第 17 規定核發容積移轉許可函。 

(一) 容積代金評定 

本局經行政委託估價師公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協助推派 3 家合

格估價師，由申請人繳納其 3 本估價報告書所需估價與協審

費用，該估價報告書經公會協審後，採中位數評定容積代金

金額。 

(二) 公共設施保留地審查 

容積移轉申請案之公保地部分，由各用地目的事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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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確認該公共設施保留地是否得予辦理受捐贈事宜。 

 

 

 

 

 

 

 

 

 

六、 行政委託估價作業 

有關容積移轉代金估價報告，涉及推派估價師及估價報告協

審作業，本府另依行政程序法第 16 規定辦理公告事宜，規劃由

臺中市不動產估價協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協助推派估價師與辦理協審作業，以協助本市容積代金機制之土

地市價查估與審議。 

七、 預期效益 

容積銀行機制建立後，預期可獲得以下效益： 

(一) 公共設施保留地由被動接受，轉為市府主動規劃運用代金取

得，掌握都市發展建設之主導權，例如：臺灣大道之私有土

地所有權優先取得，以利未來捷運藍線開闢。 

(二) 藉由容積代金統籌運用，用以取得公共設施所需之零星(或

部分)未取得之土地，以落實公共建設整體規劃。 

(三) 挹注本市公保地取得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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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容積銀行機制建立之優缺點分析 

優點 缺點 

1. 依法興闢財源並改善財政負

擔。 

2. 本府可配合重大建設及政策

優先取得所需公共設施保留

地，加速開闢及取得重大建

設土地，改善公共設施服務

效益。 

3. 未具優先建設區位條件或土

地所有權人預釋出之公保

地，可透過標購機制加速取

得，降低依循土徵法一般徵

收之財政負擔。 

1. 估價、協審費用將增加開發

者負擔。 

2. 原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交易市

場，將因容積移轉整體(公保

地捐贈)需求減少而反對。 

3. 容積移轉代金制度將增加容

積移轉申請總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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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築師公會來函建議退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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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第一案 所屬行政區 臺中市 

案由 
「臺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辦法」得否適用「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

例」第 47條第 2項之規定 

說 

 

 

 

明 

一、緣起 

本府 107 年 11 月 2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70266473 號令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法臺

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現行條文）修正第 50條規定（詳附件一），其中第 4項規定授

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訂定有關臺中市宜居建築相關設施、回饋金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本府並以 108年 3月 26日府授法規字第 1080066784號令發布實施「臺

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辦法」（詳附件二），以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

建築面積及建築物高度等獎勵措施，鼓勵開發商及建築師設計垂直綠化設施、複層

式露臺、雙層遮陽牆體、植生牆體及造型遮陽牆版等設施。且該免計容積樓地板面

積部分不得計入建築物第 1次測量及建築物所有權第 1次登記面積。 

依本府「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7條第 2項規定：「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前已核發之建造執照，除發給使用執照或依法註銷其申請案外，得以原

核准基地範圍及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情形下，申請變更設計，不受前項

限制。」（詳附件三），即 104 年 7 月 1 日前已核發建造執照（尚未核發使照或被註

銷）之建築基地，得以原核准基地範圍及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情形下，

申請變更設計，其容積獎勵上限不受建築基地 1.2倍法定容積之限制。 

又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

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

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

者，適用舊法規。」，查內政部 84年 4月 21日台內營字第 8402867號函釋（略以）：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所稱『處理程序終結』，為考量建築行為具有連續之

特性，於申請建築許可，係指申請建造執照之日起至發給使用執照或依法註銷其申

請案件以前而言，是凡建築物於興工前或施工中申請變更設計時，其申請變更設計

部分，如不妨礙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有關公共設施用地之劃設，或新修正之建築法

令未有廢除或禁止之規定者，在程序未終結前，仍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

規定。…」（詳附件四）。 

另依內政部 87年 7月 2日台內營字第 8772186號函釋（略以）：「…在處理程序

未終結前申請變更設計，欲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增加基地面積。但因畸零地所保留土地於領得建造執照後方達成協議合併

使用而增加基地面積者，不在此限。惟其增加部分之允建樓地板面積應依變更設計

時之法令檢討。（二）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詳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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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釋示單位 

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會。 

三、法令依據 

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七款：「都市計畫現行法令之檢討建議。」 

四、適用範圍 

臺中市各都市計畫區內之建築基地。 

五、提會討論事項 

申請單位（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會）以 108年 8月 23日中市大臺中建師字第

435號函（詳附件六）請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釋示：「有關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

治條例第 47條第 2項規定，免受建築基地 1.2倍法定容積上限規定之適用對象，由

104年 7月 1日前已核發之建造執照，解釋為：『於 104年 7月 1日前已掛號而取得

建造執照之案件』。」 

決
定 

洽悉，參照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7條第 2項之立法說明，考量建築行為具

有連續之特性，在程序未終結前，仍得適用原核准容積。於 104 年 7 月 1 日前已掛號之

建造執照案件，申請變更設計設置免計容積之宜居建築設施，建議除發給使用執照或依

法註銷其申請案外，得以原核准基地範圍及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情形下，其

容積獎勵上限不受該自治條例第 47條第 1項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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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府 107 年 11 月 2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70266473 號令發布實施「都市

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現行條文）修正第 50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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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府 108 年 3 月 26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80066784 號令發布實施「臺中

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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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本府「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7 條第 2 項規定 

 



報 1-9 

 
  



報 1-10 

附件四 內政部 84 年 4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8402867 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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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內政部 87 年 7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8772186 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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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會 108年 8月 23日中市大臺中建師字第 435號函 

 



報 1-13 

 



報 1-14 

 


	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9次會議紀錄
	第1案-廣停99
	第2案樹子腳段670地號老樹容積調派個變市都委會紀錄(1080920睿誼版)
	第3案-商附細部計畫市大會會議紀錄
	第4案-容移代金提案單(彙整)
	報告案宜居建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