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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14 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9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二、開會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801 會議室 

三、主持人：黃主任委員國榮(公假)   黃副主任委員崇典代 

(主任委員因另有要公未便出席，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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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第 113 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決定：准予確認。 

七、討論審議案件： 

第一案：變更臺中市大平霧地區（太平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

分綠地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市民大道道路開闢工程）案 

決  議：本案除依下列各點意見修正外，其餘照案通過： 

一、變更後道路配置示意圖中央分隔島部分，應考量栽植中、

小型喬木，以增加綠覆面積。 

二、 為串連旱溪及廍子溪，請將設置自行車道系統納入道路規

劃設計參考。 

三、為塑造太平區市民大道兩側建築風格，相關退縮建築型式

之規定，請納入太平地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辦理。 

第二案：「變更神岡擴大修訂都市計畫(自強新村地區)細部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案」第 2次再提會討論案 

決  議： 

ㄧ、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內容詳表 3。 

二、本案准依本市都委會第 106 次會議通過之方案辦理，惟再

人 5 案、再人 7 案部分，請確認本計畫區滯洪量及滯洪設

施區位、型式等項目後再行提會討論(詳表 4)。  

八、報告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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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散會：上午 10 時 57 分。 

第一案：慈濟志業中心臺中東大園區回饋計畫修正案 

決  定： 

一、 本案原則同意原回饋計畫（開闢及認養 5 處公園）改以繳

納代金，代金應以簽定當期公園開闢興建工程單價及管養

費用核計；行道樹與路燈認養應依新規定重訂契約。 

二、 後續請本府建設局針對前開同意內容與慈濟簽訂補充協議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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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所屬行政區 太平區 

案由 
變更臺中市大平霧地區（太平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綠地用地為道路用地）

（配合市民大道道路開闢工程）案 

說 

 

 

 

 

 

明 

一、辦理緣由 

太平區「市民大道」係自旱溪東路銜接祥順路一段之南北向計畫道路（詳

參圖1），全長約2.7公里，計畫路寬24公尺（含道路中間之8公尺綠地）。該計

畫道路於104年1月已完成中段道路之開闢（第1期；宜昌路到樹德路段長920公

尺，振文路），其餘路段（第2期，宜昌路到祥順路段長820公尺；第3期，旱溪

東路到樹德路段長990公尺）在地方殷切期盼下，已納入內政部營建署104-111

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案件。 

本案計畫道路係於69年9月擬定「太平鄉（新光村、坪林村及東平村）鄉街

計畫」時，配合高壓線路路徑而於部分路段劃設8公尺綠地，然查該段線路（69kV

霧峰-潭子＃32~＃40輸電線）業於100年12月間因配合輸電線路地下化而已拆

除，且經臺電公司評估該綠地用地範圍未來無規劃需求及施設計畫，故為紓解

太平區交通壅塞情形，強化太平地區之串連，提昇道路服務水準，健全區域路

網，該計畫道路之開闢已屬刻不容緩，惟因道路範圍部分路段中間劃有原擬供

高壓線路路徑8公尺之綠地用地，故為修正原有都市計畫道路配置以符合民眾通

行習慣及行車空間安全，擬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將路段範圍內之綠地用地變更為道路用地，以利後續辦理實質建設。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三、擬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四、變更位置及面積 

本案變更範圍為自旱溪東路銜接祥順路一段之南北向計畫道路（太平區市

民大道）部分路段中間之8公尺寬綠地用地，面積共計1.41公頃。（詳參圖1） 

五、變更範圍使用現況 

依市民大道開闢期程，本案變更範圍內綠地用地之使用現況及權屬關係，

詳參見圖2至圖4。 

六、變更計畫內容 

本案變更計畫之內容詳參表1及圖5至圖7，變更前後之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詳參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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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七、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案私有土地徵收、拆遷補償費部分，約需34億686萬元；道路工程費部分，

約需3億1,800萬元，合計總開發經費約37億2,486萬元；其所需經費除由臺中市

政府建設局編列預算進行工程建設外，部分道路工程費則依「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由中央依比率分擔補助；另實施進度部分，則預計於

114年12月完成工程施工（惟得視實際執行進度予以調整），詳參表3。 

八、公開展覽期間人民陳情意見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09年6月3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二）公開說明會：109年6月15日下午2時及3時30分於本市太平區公所3樓禮堂 

（三）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公開展覽期間人民陳情意見2件（參見表4及圖8）。 

 

市都

委會

決議 

 

本案除依下列各點意見修正外，其餘照案通過： 

一、變更後道路配置示意圖中央分隔島部分，應考量栽植中、小型喬木，以增加綠覆

面積。 

二、為串連旱溪及廍子溪，請將設置自行車道系統納入道路規劃設計參考。 

三、為塑造太平區市民大道兩側建築風格，相關退縮建築型式之規定，請納入太平地

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辦理。 
 
 

  



1-3 

 

圖 1 市民大道及本案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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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範圍(第 3 期-旱溪東路至樹德路)使用現況及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圖 3 變更範圍(第 1 期-樹德路至宜昌路)使用現況及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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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範圍(第 2 期-宜昌路至祥順路)使用現況及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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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計畫內容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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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市民大道 (旱

溪東路至祥順

路之南北向計

畫道路 )部分

路段中間 8 公

尺寬綠地用地 

綠地用地 

1.41 公頃 

道路用地 

1.41 公頃 

1.太平區屬臺中市人口密集區域，區

內已開闢計畫道路大多為早期規

劃，路寬較為不足，目前上下班尖峰

時段，大多道路呈現擁塞狀況，亟需

貫穿南北的道路紓解車流，以提昇

交通服務水準及生活品質。 

2.本計畫道路係於 69 年 9 月擬定「太

平鄉（新光村、坪林村及東平村）鄉

街計畫」時配合高壓線路路徑而於

部分路段劃設 8 公尺綠地，然查該

段線路（69kV 霧峰-潭子＃32~＃40

輸電線）業於 100 年 12 月間因配合

輸電線路地下化而已拆除，且經臺

電公司評估該綠地用地範圍未來無

規劃需求及施設計畫。 

3.為修正原有都市計畫道路配置以符

合民眾通行習慣及行車空間安全，

將本路段範圍內之綠地用地變更為

道路用地，以利健全區域交通路網。 

備註：臺電公司相關評估需求函文詳

參附件二。 

照案通過。 

註：本表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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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圖幅-旱溪東路至樹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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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圖幅-樹德路至宜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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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圖幅-宜昌路至祥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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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個案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統計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個案變更增

減面積(公

頃) 

個案變更後 

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093.81  1,093.81 39.63 48.68 

住宅區(註 4) 0.29  0.29 0.01 0.01 

商業區 81.76  81.76 2.96 3.64 

工業區 49.70  49.70 1.80 2.21 

乙種工業區 263.78  263.78 9.56 11.74 

零星工業區 0.54  0.54 0.02 0.02 

文教區 0.53  0.53 0.02 0.02 

農會專用區 0.91  0.91 0.03 0.04 

電信專用區 1.48  1.48 0.05 0.07 

天線鐵塔專用區 0.02  0.02 0.00 0.00 

宗教專用區 2.71  2.71 0.10 0.12 

古蹟保存區 3.43  3.43 0.12 0.15 

軟體產業專用區 4.96  4.96 0.18 0.22 

加油站專用區 0.14  0.14 0.01 0.01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10.36  10.36 0.38 -- 

河川區 148.10  148.10 5.37 -- 

農業區 322.99  322.99 11.70 -- 

保護區 29.61  29.61 1.07 -- 

保存區 0.32  0.32 0.01 0.01 

未分區 0.08  0.08 0.00 -- 

合計 2,015.52  2,015.52 73.03 66.9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25.25  25.25 0.91 1.12 

學校 

用地 

文小、國小用地 53.31  53.31 1.93 2.37 

文中、國中用地 33.68  33.68 1.22 1.50 

文高、高中職用地 19.23  19.23 0.70 0.86 

私高用地 0.89  0.89 0.03 0.04 

文大用地 5.19  5.19 0.19 0.23 

小計 112.30  112.30 4.07 5.00 

社教用地 6.40  6.40 0.23 0.28 

市場用地 7.47  7.47 0.27 0.33 

公園用地 66.17  66.17 2.40 2.94 

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6.31  6.31 0.23 0.28 

兒童遊樂場用地 1.53  1.53 0.06 0.07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3.28  3.28 0.1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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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個案變更增

減面積(公

頃) 

個案變更後 

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

地 
1.20  1.20 0.04 0.05 

兒童遊樂場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 
0.01  0.01 0.00 0.00 

運動場用地 4.71  4.71 0.17 0.21 

體育場用地 4.81  4.81 0.17 0.21 

綠地用地 10.04 -1.41 8.63 0.31 0.38 

園道用地 0.51  0.51 0.02 0.02 

廣場用地 0.45  0.45 0.02 0.0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18  1.18 0.04 0.05 

停車場用地 7.69  7.69 0.28 0.34 

加油站用地 1.05  1.05 0.04 0.05 

自來水事業用地 0.74  0.74 0.03 0.03 

污水處理廠用地 3.49  3.49 0.13 0.16 

變電所用地 4.30  4.30 0.16 0.19 

墓地用地 1.90  1.90 0.07 -- 

水溝用地 0.02  0.02 0.00 0.00 

溝渠用地 5.46  5.46 0.20 0.24 

河道用地 106.43  106.43 3.86 4.74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5  0.05 0.00 0.00 

河道用地兼供人行步道使

用 
0.72  0.72 0.03 0.03 

河道用地(兼供綠化步道使

用) 
19.32  19.32 0.70 0.86 

堤防用地 1.56  1.56 0.06 0.07 

堤防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2  0.02 0.00 0.00 

電力事業用地 0.70  0.70 0.03 0.03 

郵政事業用地 0.14  0.14 0.01 0.01 

電路鐵塔用地 0.04  0.04 0.00 0.00 

人行步道用地 1.52  1.52 0.06 0.07 

高速公路用地 0.74  0.74 0.03 0.03 

道路兼供河道使用 0.07  0.07 0.00 0.00 

道路兼堤防用地 6.74  6.74 0.24 0.30 

道路用地 330.18 +1.41 331.59 12.01 14.76 

合計 744.50 0.00 744.50 26.97 33.05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246.98  2,246.98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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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個案變更增

減面積(公

頃) 

個案變更後 

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例（%） 

計畫總面積 2,760.02  2,760.02 100.00 -- 

計畫總面積 

(含擴大大里都市計畫 398.98 公

頃) 

3,159.00  3,159.00 -- --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1.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農業區、保護區、未分區及墓地用地。 

3.「擴大大里都市計畫」刻正擬定中，暫以計畫範圍面積納入本案，俟完成法定程序後再併入實質內

容。 

4.註 4 係指供安置九二一震災受災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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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太平區市民大道第二、三期用地開闢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開發經費 (萬元) 

土地取得方式 主辦 

單位 
經費來源 

預定完

成期限 撥用 徵收 

道路用地 7.87 

土地徵收費 319,745 

v v 

臺中市

政府建

設局 

1. 臺中市政

府 建 設 局

編列預算。 

2. 部分道路

工 程 費 申

請 中 央 補

助。 

114年

12月 

拆遷補賠費 (含

人口遷移費) 
20,941 

道路工程費 31,800 

合計 372,486 

註：1.本表預計開發經費及完成期限僅供參考，得視主辦單位實際執行狀況酌予調整之。 

  2.用地範圍內之公有土地，依「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及「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

無償劃分原則」之規定辦理土地撥用。 

  3.預估第二期總費用 14.40 億元；第三期總費用 22.85 億元。 

  4.第二期道路開闢工程用地費本府於 109 年及 110 年分年編列 13.68 億元，工程費則已納入內政部營建

署 104-111 年生活圈道路核定補助案件。 

表 4 公開展覽期間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初步研析意見 

市都委

會決議 

1 林峰德 

振 興 段

321 、

329 、

340、414

地號 

1.本案希望第二期第三

期一併徵收和同時施

工完成，方可一次貫

通太平南北擁擠交

通、完全解決太平市

民祈盼。 

2.因本案自 69 年都計

至今109共拖延40年

尚未完工，經歷 6 任

市長，且二三期長度

才 1800 公尺，這會鬧

國際笑話。 

3.太平（市民大道）開

通是兩年前盧秀燕市

長和李慶華議員，在

競選時所開出對太平

市民之建設支票，期

待市長不要像韓國瑜

只會談空話，不要忘

了，太平有 30 多萬人

口，選票力量，不容

1.本段地主雖願配合市

府開通市民大道，但

亦請市府在徵收土地

時應要以市價徵收，

絕不允過去之所謂

「每平方公尺以公告

市價再加 4 成」。 

2.第三期有和一交叉路

是 8 米都計內道路亦

應一併徵收，或是市

府也可「以地易地」

方式辦理，經費不足

的話，當然要交換同

等值建地才可，因此

路段至今尚未開發或

已成形之既有道路，

地主有權不被無償使

用來開通完成，因此

路將三期一分為二，

緃使市民大道開通完

成後，也難以發展。

因鄰新福路好發展建

非屬本案變更範疇，已

轉請本府相關主管機

關納入妥處。【依本府

建設局 109 年 5 月 29

日召開「太平區市民大

道(振文路)第二期開闢

工程用地取得土地及

地上物協議價購說明

會」紀錄，本案係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

定依市價與所有權人

辦理協議價購。】 

照 初 步

研 析 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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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初步研析意見 

市都委

會決議 

忽視，兌現承諾就會

連任，否則都有可能

罷免，尤其經辦之局

處首長是否會陰奉陽

違故意拖延，總之請

市長和李議員督促，

並儘速二三期一次開

工。本段地主皆願配

合市府政策，本人就

是眾多中之一位。 

設，但此 8 米道之後

就被阻斷，此會影響

三期被徵收市民大道

意願降低，因後面無

法開發，無路進出，

建設被阻。此 8 米道

地號：振興段自南向

北為 469、471、413、

470、342、230、240、

239，大約 250 坪左

右，請市府列入考慮。 

2 朱 炤 焧

等 11 人 

1.太平區稀有的南北向

道路-新平路，在上下

班、課時段雍塞無比，

車流量又大，險象環

生，常發生交通事故，

簡直是交通煉獄，居

民痛苦不堪。為了促

進太平區整體發展，

改善新平路惡化擠塞

問題，太平區公所在

民國 96 年規劃了 28

米南北向的市民大

道，也歷經了數次的

通盤檢討，竟然在黑

箱作業下被悄悄的廢

除了，我們建請貴單

位能重新規劃並早日

完成計畫，讓我們小

老百姓能夠快快樂樂

的出門，平平安安的

回家。 

2.太平區孝平段 81、4

地號，地目田，請問

在四周是工業區及住

宅區的排放污水之

下，種植的農產品有

人敢食用嗎?在這前

提下農業地也無法農

地農用，我們強烈建

議此地號已不適合為

 陳情地點非屬本次辦

理變更範圍，所陳情事

項轉納本局辦理之太

平地區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參酌辦理。 

1.所陳 96 年 28 米市民

大道係指「擴大及變

更太平都市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保留

案）」南太平地區新

增 28 米南北向計畫

道路之變更草案，惟

因不符橋樑規劃設計

原則及中間路段行經

住宅區有多處交叉路

口影響行車安全等考

量，故經內政部都委

會決議建議全線保留

不變更，待下次通盤

檢討時再整體考量太

平交通需求規劃。 

2.另所陳土地孝平段 4

地號為第 2 種住宅

區，孝平段 81 地號為

農業區，其夾雜於住

宅、工業區不適續作

農業使用部分，因非

屬本案都市計畫變更

範疇，將轉納本局辦

理之太平地區都市計

照 初 步

研 析 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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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及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初步研析意見 

市都委

會決議 

農地。 畫通盤檢討參酌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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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公開展覽期間人民陳情位置示意圖(人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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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二案 所屬行政區 神岡區 

案

由 

「變更神岡擴大修訂都市計畫(自強新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第2次再提

會討論案 

說 

 

 

 

 

 

明 

一、辦理緣由 

本案前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8年7月26日第96次會議審竣在案，依決議略

以，「本案應辦理再公展及說明會；再公開展覽期間如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

見者，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則應再提會討論。」。 

故本案於自108年9月18日起辦理再公開展覽30天，共收獲人民及團體陳情意

見13件（整併後為7案），續提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8年12月13日第106次會議

審議，其中決議(三)略以，「…再公展期間人陳案除再人5案、再人7案針對建築基

地留設公共滯洪設施給予容積獎勵ㄧ節，因涉及本計畫區滯洪量及滯洪設施區位，

請洽水利局釐清後再提會討論外，其餘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修正後通過，決議內

容詳表3。」。 

經陳情人依前開會議第3點決議補充相關資料並轉請本府水利局協助確認後，

爰再提請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二、計畫內容概要(依據本市都委會第106次會議決議) 

(一)計畫緣起 

「神岡擴大修訂都市計畫(自強新村地區)細部計畫案」自98年2月24日公告實

施以來，迄今已逾10年仍未依市地重劃方式進行整體開發。為探討原細部計畫內

容是否仍符合現行發展所需或是否有開發執行滯礙，擬針對本細部計畫區進行全

面通盤檢討；除以研議適度檢討降低公共設施用地劃設比例外，亦冀望考量地方

人民團體意見，降低開發執行滯礙，加速此一位於邊陲社區之開發期程。 

(二)通盤檢討範圍及面積 

本細部計畫區位於神岡擴大修訂都市計畫區內之西側；細部計畫範圍東側及

北側鄰接農業區，西側為神岡擴大修訂都市計畫區西側範圍線，南側鄰接公園用

地，計畫面積5.0041公頃。 

(三)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6條 

(四)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計畫內容詳表1；通盤檢討前後土地使用計畫詳表2及圖1，通盤檢討前後

市地重劃整體開發範圍詳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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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市

都

委

會

第
106

次

會

議

決

議 

ㄧ、配合108年11月14日公告發布實施豐潭雅神都市計畫整併案，調整本案案名為「變

更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原自強新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 

二、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4點住宅區再發展區之容積獎勵規定依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內容修正後通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對照表詳表4。 

三、再公展期間人陳案除再人5案、再人7案針對建築基地留設公共滯洪設施給予容積

獎勵ㄧ節，因涉及本計畫區滯洪量及滯洪設施區位，請洽水利局釐清後再提會討

論外，其餘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修正後通過，決議內容詳表3。 

辦

理

情

形

說

明 

針對本市都委會第106次會議決議三，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相關局處意見 

(一)本府建設局(109年1月9日中市建土字第109000446號函-附件1) 

計畫區內滯洪設施研議留設於道路用地下或留設於住宅區一節，有關滯洪設施

設置及後續管養維護請依水利法出流管制相關規定送交主管機關辦理審查，倘涉道

路用地多目標使用申請，再請依施設計畫送交本局道路主管機關辦理審查。 

(二)本府水利局(109年1月13日中市水規字第109001010號函-附件2) 

1.為減省滯洪設施未來維管費用，其水體之收、放建議採全重力型式，爰建請參考

整地後地表高程，將該設施設置於基地相對低點。 

2.是否得於都市計畫定案前提送出流管制計畫書先行審查部分，本局無意見，惟倘

審查順利，須以但書條件方式原則同意，並俟都市計畫通過並確認兩相符合後方

得核發正式同意證明。 

3.針對滯洪設施之型式，倘該設施得承容依相關規定檢算所需之滯洪量體，且經本

局審查委員會同意，則本局無意見。 

二、案經陳情人於109年5月22日補充計畫區滯洪量估算資料(詳附錄)，並於109年5月27

日函轉本府水利局協助確認；經本府水利局109年6月1日中市水規字第1090048940

號函(附件3)示意見略以：查自強新村案計畫區面積約2.92公頃，後續計畫區滯洪

設施之型式及滯洪量請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相關規定進行演算，並提送出流管制計畫書辦理審查，爰有關本計畫區滯洪量及

滯洪設施區位，應俟本局審查委員會審查審定後辦理，故仍須俟委員會審查後始

得確認計畫區滯洪量及滯洪設施區位。 

三、另查本案經陳情人整合計畫區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41人)，於109年2月

14日向本府地政局提出成立臺中市神岡區仁愛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申請作業，

經本府地政局109年3月11日府授地劃一字第1090035122號函示(附件4)，依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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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8條第3項規定，因擬辦重劃範圍涉及原都

市計畫變更，故籌備會不予核准成立。 

四、承上，依據「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相關規定，本

案開發可建築用地面積達2公頃以上，應由義務人擬具出流管制計畫書送請水利主

管機關審議，然囿於本案都市計畫內容尚未審定，土地所有權人無法依市地重劃

相關規定成立重劃籌備會或重劃會，故無法以符合規定及具代表性之開發義務人

名義擬具出流管制計畫書報請本府水利局審議；且陳情人提送之滯洪量體粗估量

體上下限值（590m³、1,513m³）差距甚大，未經水利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實難做

為訂定建築基地留設公共滯洪設施容積獎勵內容之依據，前開各項因素致使本案

推動窒礙難行。 

提
請
大
會
討
論
事
項 

ㄧ、配合108年11月14日公告發布實施豐潭雅神都市計畫整併案，除調整本案案名為「變

更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原自強新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經提本市都委會第106次會議決議通過外，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配合前開整併案調整部分，提請大會確認（詳表3）。 

二、依本市都委會第106次會議決議三，有關本計畫區滯洪量及滯洪設施區位議題，考

量本案後續辦理市地重劃作業時應由開發單位依市地重劃相關法令規定成立籌備

會、重劃範圍核定、重劃會等行政程序，並俟重劃計畫書核定後始得辦理後續工

程預算書及出流管制計畫書等相關審查作業，據以確認滯洪量及其設施區位、型

式，故建議本案先行准依本市都委會第106次會議通過之方案審定，並據以公告發

布實施，俾利開發單位依市地重劃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後續重劃作業；另俟計畫

區之出流管制計畫書完成審查並確認計畫區滯洪量及滯洪區位、型式後，倘因須

於建築基地內留設公共滯洪設施而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屆時亦可再配合市地重

劃作業相關規定進行都市計畫調整變更事宜，提請大會確認。 

三、再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團體陳情意見（再人5案、再人7案）(詳表4），建議依前開意

見辦理，提請大會確認。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ㄧ、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內容詳表3。 

二、本案准依本市都委會第106次會議通過之方案辦理，惟再人5案、再人7案部分，請

確認本計畫區滯洪量及滯洪設施區位、型式等項目後再行提會討論(詳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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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神岡擴大修訂都市計畫（自強新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更內

容明細表（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6 次會議決議）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區內

停車場及

兒童遊樂

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 

0.1335 公頃 

兒童遊樂場

用地 

0.1001 公頃 

住宅區 

0.2336 公頃 

1.本案前於擬定細部計畫時，經評

估土地所有權人配回土地比例約

44.30%，因合於區段徵收抵價地

總 面 積 為 徵 收 總 面 積 之

40%~50%之規定且經當時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 68%及其所有面積

51.40%之同意，故經專案報請行

政院同意改採市地重劃開發在

案。 

2.然前項評估，除公有地面積計算

有誤且將其全部予以抵充外，各

項工程費用亦屬偏低，故經重新

推計後，地主配回土地比例約僅

35.82%，明顯影響土地所有權人

開發意願。 

3.為適度降低市地重劃總負擔比

例，將區內停車場及兒童遊樂場

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經推計後，地

主配回土地比例約 44.21%，除與

前專案報請行政院同意改採市地

重劃方式開發負擔比例略同外，

亦可達到周邊道路併同辦理市地

重劃開闢之完整性。 

92 年 12 月開發

方式可行性評

估乙案計算公

有 地 面 積 為

0.4771 公頃，全

部抵充公設負

擔；經重新計算

後，整開區公有

地 0.2394 公頃，

可抵充公有地

約 0.2032 公頃。 

2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要點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修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

要點 

配合全市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修

訂內容，調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

容，以利計畫管理與執行。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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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更神岡擴大修訂都市計畫（自強新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土地使

用計畫面積表（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6 次會議決議） 

項目 

通盤檢討前 通盤檢討後 

細部計畫面

積 

不納入

整體開

發範圍

面積 

(公頃) 

整體開發範

圍 

細部計畫面

積 

不納入

整體開

發範圍

面積 

(公頃) 

整體開發範圍 

面積 

(公頃) 

百分

比 

(％) 

面積 

(公頃) 

百分

比 

(％) 

面積 

(公頃) 

百分

比 

(％)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2530 25.04 
 

1.2530 42.85 1.4866 29.71 
 

1.4866 50.84 

住宅區(再發

展區) 
2.0138 40.24 2.0138 

  
2.0138 40.24 2.0138 

  

零星工業區 0.0157 0.31 0.0157 
  

0.0157 0.31 0.0157 
  

小計 3.2825 65.60 
 

1.2530 42.85 3.5161 70.26 
 

1.4866 50.84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0.0500 1.00 0.0500 
  

0.0500 1.00 0.0500 
  

兒童遊樂場用

地 
0.1001 2.00 

 
0.1001 3.42 

     

停車場用地 0.1335 2.67 
 

0.1335 4.57 
     

道路用地 1.4380 28.74 0.0005 1.4375 49.16 1.4380 28.74 0.0005 1.4375 49.16 

小計 1.7216 34.40 
 

1.6711 57.15 1.4880 29.74 
 

1.4375 49.16 

合計 5.0041 100.00 2.0800 2.9241 100.00 5.0041 100.00 2.0800 2.9241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道路用地不納入整體開發範圍為 6M-1 與Ⅵ-24-10M 交叉口南側毗鄰住宅區（再發展區）之道路截角

（面積 0.000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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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 (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6 次會議決議) 

圖 1 通盤檢討前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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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 (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6 次會議決議) 

圖 2 通盤檢討前後市地重劃整體開發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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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對照表 

現行計畫條文 

(依108.11.14擬定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修訂後條文 

(依本市都委會第96次及106次會議決議) 
修訂說明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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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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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現行計畫條文。 照案通過。 

二、土地使用強度規定 

(一)本計畫區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之建蔽率、容積

率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項目 建蔽率(%) 容積率(%) 

第一之一種住

宅區 
60 

建築基地面臨 15 公尺寬以上計畫道路

(含 15 公尺) 縱深 30 公尺以內者，不得

大於 200%；其他第一之一種住宅區不

得大於 180%。 

第一之二種住

宅區 
60 

建築基地面臨 18 公尺寬以上計畫道路

兩側各 30 公尺以內者，不得大於 240%；

其他第一之二種住宅區不得大於180%。

建築基地如同時面臨兩條以上不同寬

度之計畫道路時以較寬者為準。 

住宅區(再發

展區) 
60 

1.住宅區(再發展區)得採個別建築或整

體開發。 

2.以個別建築開發者，其容積率不得超

過 150%。 

3.以整體開發者，應以該申請位置所屬

街廓內面積不得小於 1,000 平方公尺

之完整土地作為其申請範圍，並依下

列規定事項辦理： 

(1)應提供申請範圍內總面積至少 20%

之土地，自願捐贈予臺中市政府供作

公共設施使用。 

(2)得依下列容積獎勵規定開發建築，惟

扣除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後之建

築基地容積率不得大於 240%：容積

獎勵額度公式： 

V=[V0/(1-V1)]×(1+V1/2) 

V=扣除公共設施用地後，建築基地

接受獎勵後之容積率(不得大於

二、土地使用強度規定 

(一)本計畫區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之建蔽率、容積

率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項目 建蔽率(%) 容積率(%) 

第一之一種住

宅區 
60 

建築基地面臨 15 公尺寬以上計畫道路

(含 15 公尺) 縱深 30 公尺以內者，不得

大於 200%；其他第一之一種住宅區不

得大於 180%。 

第一之二種住

宅區 
60 

建築基地面臨 18 公尺寬以上計畫道路

兩側各 30 公尺以內者，不得大於 240%；

其他第一之二種住宅區不得大於180%。

建築基地如同時面臨兩條以上不同寬

度之計畫道路時以較寬者為準。 

住宅區(再發

展區) 
60 

1.住宅區(再發展區)得採個別建築或整

體開發。 

2.以個別建築開發者，其容積率不得超

過 150%。 

3.以整體開發者，應以該申請位置所屬

街廓內面積不得小於 1,000 平方公尺

之完整土地作為其申請範圍，並依下

列規定事項辦理： 

(1)應提供申請範圍內總面積至少 20%

之土地，自願開闢完成後捐贈予臺中

市政府供作公共設施使用。 

(2)得依下列容積獎勵規定開發建築，惟

扣除自願開闢完成後捐贈公共設施

用地後之建築基地容積率不得大於

240%：容積獎勵額度公式： 

V=[V0/(1-V1)]×(1+V1) 

V=扣除公共設施用地後，建築基地

接受獎勵後之容積率(不得大於

依據本市都委會第

106 次會議決議： 

1.為提昇老舊社區

重建之開發誘因，

修訂住宅區（再發

展區）以整體開發

自願捐贈公共設

施用地者之容積

獎勵公式。 

2.考量本條文係以

捐贈公設用地取

得容積獎勵，故將

條文內容「自願捐

贈」之文字修正為

「自願開闢完成

後捐贈」。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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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條文 

(依108.11.14擬定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修訂後條文 

(依本市都委會第96次及106次會議決議) 
修訂說明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240%)。 

V0=基準容積率(150%)。 

V1=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地之比例

(不得少於申請範圍內總面積之

20%)。 

第一種商業區 80 240 

第二種商業區 80 320 

乙種工業區 70 210 

零星工業區 70 210 

古蹟保存區 60 160 

保存區 60 160 

加油站專用區 40 80 

宗教專用區 60 160 

電信專用區 50 250 

第一類型郵政

專用區 
50 250 

(二)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率、容積

率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項目 建蔽率(%) 容積率(%) 

機關用地 50 250 

自來水事業用地 50 250 

變電所用地 50 250 

學校用地(文中、文小

用地) 
50 150 

市場 

用地 

零售市場

用地 
60 240 

批發市場

用地 
50 120 

加油站用地 40 120 

停車場

用地 

平面 10 20 

立體 80 960 
 

240%)。 

V0=基準容積率(150%)。 

V1=自願開闢完成後捐贈公共設施

用地之比例(不得少於申請範圍

內總面積之 20%)。 

第一種商業區 80 240 

第二種商業區 80 320 

乙種工業區 70 210 

零星工業區 70 210 

古蹟保存區 60 160 

保存區 60 160 

加油站專用區 40 80 

宗教專用區 60 160 

電信專用區 50 250 

第一類型郵政

專用區 
50 250 

(二)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率、容積

率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項目 建蔽率(%) 容積率(%) 

機關用地 50 250 

自來水事業用地 50 250 

變電所用地 50 250 

學校用地(文中、文小

用地) 
50 150 

市場 

用地 

零售市場

用地 
60 240 

批發市場

用地 
50 120 

加油站用地 40 120 

停車場

用地 

平面 10 20 

立體 80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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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條文 

(依108.11.14擬定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修訂後條文 

(依本市都委會第96次及106次會議決議) 
修訂說明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三、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規定 

(一)乙種工業區之使用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

治條例工業區相關規定管制。乙種工業區申請

設置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其使用細

目、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管理維護事項之核准

條件如附件七；申請作業程序及應備書件，依

「臺中市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土地申請設

置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總量管制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 

(二)電信專用區土地使用項目悉依「都市計畫法臺

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1 條第 1 項第 1 至 4 款

規定辦理。 

(三)加油站專用區供車輛加油及依「加油站設置管

理規則」之規定使用，並得經營相關設施如下：

便利商店、停車場、車用液化石油氣、代辦汽車

定期檢驗、經銷公益彩券、廣告服務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項目。 

惟經營相關設施之項目者(代辦汽車定期檢驗除

外)，應以下列方式繳納回饋代金予市政府後，

始得發照建築。 

繳納代金＝(使用樓地板面積/專用區總樓地板

面積)×加油站專用區面積×公告土地現值×140

％×35％ 

(四)自行車專用道用地僅供人行、自行車通行。但經

本府主管機關審查後得作為自行車休憩、租賃

及小型飲食店(樓地板面積 300 ㎡以下)之使用。 

(五)高速鐵路用地應供高速鐵路及其附屬設施使

用，其中高架結構體下層在不妨礙高速鐵路功

三、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規定 

(一)乙種工業區之使用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

治條例工業區相關規定管制。乙種工業區申請

設置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其使用細

目、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管理維護事項之核准

條件如附件七；申請作業程序及應備書件，依

「臺中市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土地申請設

置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總量管制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 

(二)電信專用區土地使用項目悉依「都市計畫法臺

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1 條第 1 項第 1 至 4 款

規定辦理。 

(三)加油站專用區供車輛加油及依「加油站設置管

理規則」之規定使用，並得經營相關設施如下：

便利商店、停車場、車用液化石油氣、代辦汽車

定期檢驗、經銷公益彩券、廣告服務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項目。 

惟經營相關設施之項目者(代辦汽車定期檢驗除

外)，應以下列方式繳納回饋代金予市政府後，

始得發照建築。 

繳納代金＝(使用樓地板面積/專用區總樓地板

面積)×加油站專用區面積×公告土地現值×140

％×35％ 

(四)自行車專用道用地僅供人行、自行車通行。但經

本府主管機關審查後得作為自行車休憩、租賃

及小型飲食店(樓地板面積 300 ㎡以下)之使用。 

(五)高速鐵路用地應供高速鐵路及其附屬設施使

用，其中高架結構體下層在不妨礙高速鐵路功

同現行計畫條文。 照案通過。 



2-11 

現行計畫條文 

(依108.11.14擬定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修訂後條文 

(依本市都委會第96次及106次會議決議) 
修訂說明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能下，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得比照高架道路項申請作多目標使用或得

視實際需要供道路使用。 

(六)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為促進郵政事業之發展而

劃定，得為下列之使用： 

1.經營郵政事業所需設施。 

2.郵政必要附屬設施。 

(七)綠園道用地專供自行車專用道、綠化及相關設

施使用，不得據以指定建築線。 

能下，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得比照高架道路項申請作多目標使用或得

視實際需要供道路使用。 

(六)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為促進郵政事業之發展而

劃定，得為下列之使用： 

1.經營郵政事業所需設施。 

2.郵政必要附屬設施。 

(七)綠園道用地專供自行車專用道、綠化及相關設

施使用，不得據以指定建築線。 

四、本計畫區內建築退縮規定如下： 

(一)屬原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

者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退縮建

築規定如下： 

1.住宅區及商業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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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重劃增設道路)之建築基地，應

由建築線(溝濱後)退縮 0.5 公尺建築。 

2.豐交-宗專 4 為符合「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

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第 4 條第 1 項

規定，需由面前臨接道路自對面道路境界線自

行退縮 6 公尺以上。 

3.自來水事業用地及機關用地應自基地境界線

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退

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予植栽綠化。 

4.變電所用地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10 公尺

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

四、本計畫區內建築退縮規定如下： 

(一)屬原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

者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退縮建

築規定如下： 

1.住宅區及商業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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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重劃增設道路)之建築基地，應

由建築線(溝濱後)退縮 0.5 公尺建築。 

2.豐交-宗專 4 為符合「臺中市都市計畫宗教專

用區劃設檢討變更處理原則」第 4 條第 1 項

規定，需由面前臨接道路自對面道路境界線自

行退縮 6 公尺以上。 

3.自來水事業用地及機關用地應自基地境界線

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退

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予植栽綠化。 

4.變電所用地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10 公尺

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

依據本市都委會第

96 次會議決議： 

考量住宅區(再發展

區 )土地細分 (面寬

約 4.2 公尺，深度約

15 公尺)，該分區之

退縮建築依建築技

術規則及「臺中市騎

樓及無遮簷人行道

設置標準」之規定辦

理，故刪除本條文第

2 項第 1 款「住宅區

(再發展區) 」文字。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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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條文 

(依108.11.14擬定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修訂後條文 

(依本市都委會第96次及106次會議決議) 
修訂說明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建築物與鄰地應自基

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退縮建築之空

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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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濱後)退縮 0.5 公尺

建築。 

(二)屬原神岡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

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上

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使用強度之整體開

發地區，其退縮建築規定如下： 

1.第一之二種住宅區、住宅區(再發展區)、第二

種商業區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

寬道路為退縮面，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一

退縮)；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

置圍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乙種工業區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6 公尺

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3.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設施應自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退

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

地。 

4.其他地區除毗連綠園道用地及公園(神-公 4）

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建築物與鄰地應自基

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退縮建築之空

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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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濱後)退縮 0.5 公尺

建築。 

(二)屬原神岡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

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上

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使用強度之整體開

發地區，其退縮建築規定如下： 

1.第一之二種住宅區、住宅區(再發展區)、第二

種商業區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

寬道路為退縮面，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一

退縮)；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

置圍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乙種工業區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6 公尺

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3.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設施應自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退

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空

地。 

4.其他地區除毗連綠園道用地及公園(神-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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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條文 

(依108.11.14擬定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修訂後條文 

(依本市都委會第96次及106次會議決議) 
修訂說明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用地之農業區，其建築物牆面線應距離綠園道

用地及公園用地(神-公 4)範圍線至少 8公尺以

上，餘照建築技術規則及「臺中市騎樓及無遮

簷人行道設置標準」之規定辦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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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之農業區，其建築物牆面線應距離綠園道

用地及公園用地(神-公 4)範圍線至少 8公尺以

上，餘照建築技術規則及「臺中市騎樓及無遮

簷人行道設置標準」之規定辦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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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計畫區內建築基地停車空間留設規定如下： 

(一)屬原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

者停車空間留設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二)屬原神岡都市計畫範圍者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

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上

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使用強度之整體開

發地區內之第一之二種住宅區、住宅區(再發展

區)及第二種商業區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時，應設

置之停車空間標準規定如下表，但因基地情形

特殊經提「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

小組)審議同意者，不在此限。 

總樓地板面積(m2)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含) 設置 1 部 

250(不含)~400(含) 設置 2 部 

400(不含)~550(含) 設置 3 部 

以下類推 -- 

 

 

五、本計畫區內建築基地停車空間留設規定如下： 

(一)屬原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

者停車空間留設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二)屬原神岡都市計畫範圍者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

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上

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使用強度之整體開

發地區內之第一之二種住宅區、住宅區(再發展

區)及第二種商業區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時，應設

置之停車空間標準規定如下表，但因基地情形

特殊經提「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

小組)審議同意者，不在此限。 

總樓地板面積(m2)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含) 設置 1 部 

250(不含)~400(含) 設置 2 部 

400(不含)~550(含) 設置 3 部 

以下類推 -- 

 

 

同現行計畫條文。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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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條文 

(依108.11.14擬定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修訂後條文 

(依本市都委會第96次及106次會議決議) 
修訂說明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六、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扣除依相關法令規定無

法綠化之面積後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

樹木予以綠化；但因設置無遮簷人行道、裝卸

位、車道及現有道路，致法定空地未達應種植

花草樹木面積者，則僅限實設空地須種植花草

樹木，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綠建

築基準之建築基地綠化規定以綠化總二氧化碳

固定量及二氧化碳固定量基準值做檢討。法定

空地面積每滿 64 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 1 棵，

其綠化工程應納入建築設計圖說於請領建造執

照時一併核定之，覆土深度草皮應至少 30 公

分、灌木應至少 60 公分、喬木應至少 120 公

分。 

六、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扣除依相關法令規定無

法綠化之面積後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

樹木予以綠化；但因設置無遮簷人行道、裝卸

位、車道及現有道路，致法定空地未達應種植

花草樹木面積者，則僅限實設空地須種植花草

樹木，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綠建

築基準之建築基地綠化規定以綠化總二氧化碳

固定量及二氧化碳固定量基準值做檢討。法定

空地面積每滿 64 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 1 棵，

其綠化工程應納入建築設計圖說於請領建造執

照時一併核定之，覆土深度草皮應至少 30 公

分、灌木應至少 60 公分、喬木應至少 120 公

分。 

同現行計畫條文。 照案通過。 

七、本計畫區內應提送都市設計審議範圍依「臺中

市都市設計審議規範」規定辦理。 

七、本計畫區內應提送都市設計審議範圍依「臺中

市都市設計審議規範」規定辦理。 

同現行計畫條文。 照案通過。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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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

積供下列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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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立公益性基金管理營運者外，申請建造

執照時，前開公益性基金會應為公益性設施之

起造人。 

(二)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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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

積供下列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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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立公益性基金管理營運者外，申請建造

執照時，前開公益性基金會應為公益性設施之

起造人。 

(二)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

同現行計畫條文。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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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條文 

(依108.11.14擬定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修訂後條文 

(依本市都委會第96次及106次會議決議) 
修訂說明 本次市都委會決議 

用，經道路主管機關核准者。 公眾使用，經道路主管機關核准者。 

九、本計畫區申請容積移轉，以移轉至本細部計畫

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用地為限。 

九、本計畫區申請容積移轉，以移轉至本細部計畫

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用地為限。 

同現行計畫條文。 照案通過。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

自治條例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

自治條例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同現行計畫條文。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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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更神岡擴大修訂都市計畫（自強新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 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覽）人民陳情意見

綜理表（摘錄人 5 案、人 7 案） 

編

號 
陳情人及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106 次市都委會決議 業務單位研析意見 

本次市都委

會決議 

5 陳素琴 

神岡區仁愛段

631、632、640、

659、663、709、

742、747 地號 

蔡裕義 

神岡區仁愛段

580、659、709、

711、731、732、

783 地號 

1.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土地配

合，配回比率遠低於臺中市

重劃與烏日現行九德地區辦

理區段徵收的 50％配回比

率。若 10 公尺聯外道路如都

發局報告的，必須由此次公

展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負擔

土地與工程費用，以致造成

重劃前擁有 100 坪土地，重

劃後配回不足 45 坪土地，屬

無法改變的事實。 

2.建議調整此次重劃範圍，住

宅區的建蔽率與容積率予以

提高，以符合公平的比例原

則。 

3.或聯外道路部分由臺中市政

府自籌經費開闢，以降低土

地所有權人的公共設施與經

費負擔。 

1.針對建築基地留設

公共滯洪設施給予

容積獎勵ㄧ節，因涉

及本計畫區滯洪量

及滯洪設施區位，請

洽水利局釐清後再

提會討論。 

2.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條文內容針對建蔽

率容積率上限規定， 

請於同ㄧ條文統一

文字用詞為「不得超

過…」。 

3.其餘依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通過。 

建議未便採納。  

理由：  

1 . 本 案 後 續 辦 理

市 地 重劃作 業

時 應 由 開 發 單

位 依 市 地 重 劃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成立籌備會、重

劃範圍核定、重

劃 會 等 行 政 程

序，並俟重劃計

畫 書 核 定 後 始

得 辦 理 工 程 預

算 書 及 出 流 管

制 計 畫 書 等 相

關審查作業，據

以 確 認 滯 洪 量

及其設施區位、

型式，故建議本

案 先 行 准 依 本

市 都 委 會 第

106 次 會 議 通

過之方案審定，

並 據 以 公 告 發

布實施，俾利開

發 單 位 依 市 地

重 劃 相 關 法 令

規定，辦理後續

重劃作業。  

2 . 計 畫 區 之 出 流

管 制 計 畫 書 完

成 審 查 並 確 認

滯洪量、區位、

型式後，倘因須

於 建 築 基 地 內

留 設 公 共 滯 洪

設 施 而 涉 及 都

市計畫變更者，

屆 時 亦 可 再 配

合 市 地 重 劃 作

業 相 關 規 定 進

行 都 市 計 畫 調

整變更事宜  

 

 

請確認本計

畫區滯洪量

及滯洪設施

區位、型式等

項目後，再行

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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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106 次市都委會決議 業務單位研析意見 

本次市都委

會決議 

7 周志中、曾文

定 

1.先向委員與市政府報告，本

案當時進行土地所有權人的

意願調查時，是因為方案

（二）之內容所以同意比率

頗高。而先前大會通過所採

納並辦理再公展的是方案

(三)，與方案(一)(即現行計

畫)之範圍一致，雖已調降公

設比，但仍高達 49.16%，與

方案（二）相較仍高出近 9%。 

2.有關灌溉溝渠改道及新建部

分 

(1)用地取得與使用部分：現況

灌溉溝及未來新建灌溉溝

土地權屬經查非屬農田水

利會，而是台糖公司的土

地。 

A.台糖公司是否知道本案將於

計畫區外其所有之土地新建

灌溉溝？是否同意使用其所

有之土地新建灌溉溝? 

B.台糖公司對本案將於其所有

之土地新建灌溉溝是否表達

過意見或提出應配合之要

求？ 

(2)灌溉溝改道及新建施工部

分 

A.新建灌溉溝渠時，若因農忙

等因素無法採特定日期中止

供水，讓灌溉溝渠新建工程

得分段逐步施工時，就必須

往更西側設置臨時灌溉溝，

屆時臨時灌溉溝就一定會使

用到國防部軍備局管理之國

有土地。 

B.是否請市政府協助讓國防部

知悉未來新建灌溉溝渠施工

時，一定會且必須要使用到

國防部管理的國有土地，並

協助取得國防部之同意，提

供其經管之國有土地做為臨

時灌溉溝使用。 

(3)灌溉溝改道後新建的灌溉

溝均位於都市計畫區外，非

屬本案整體開發範圍內，請

將灌溉溝改道及新建施工

部分的相關費用(新建工程

費、臨時灌溉溝土地使用

費、臨時灌溉溝工程費、設

計監造費…等等)估列於本

案細部計畫之事業財務計

1.針對建築基地留設

公共滯洪設施給予

容積獎勵ㄧ節，因涉

及本計畫區滯洪量

及滯洪設施區位，請

洽水利局釐清後再

提會討論。 

2.其餘依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通過。 

併再人 5 案辦理。 併人 5 案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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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106 次市都委會決議 業務單位研析意見 

本次市都委

會決議 

畫表中，並註明應列入共同

負擔，以為後續整體開發時

得列入開發負擔之依據。 

(4)若不能得到台糖公司與國

防部同意配合(無條件配合

或其要求不影響本案執

行)，本案恐將無法推動。 

3.同安公神祠位於計畫道路上

的遷移關乎地方宗教信仰，

地方士紳對於遷移之方式是

否有共識 (重建或現況遷

移)？遷移之新位址是否已

有結論？ 

4.依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結論

之指導，有關本案應辦理出

流管制計畫部分，因現行計

畫公設負擔比過高，乃將現

行計畫之停車場用地與公園

兼兒童遊樂場用地調整為住

宅區，且由於整體開發區南

側圳前仁愛公園已設置

2,800 立方的滯洪池，因此將

優先利用圳前仁愛公園

2,800 立方的滯洪池作為本

案出流管制設施，綜上，公園

用地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

設局是否已同意利用圳前仁

愛公園 2,800 立方的滯洪設

施為本案出流管制計畫的滯

洪池?若建設局同意前述處

理方式，呈請建設局提供圳

前仁愛公園滯洪池相關設計

圖說，以利本案出流管制計

畫的製作。 

5.方案(三)公共設施用地比率

過高，配回地土地比率過低，

僅 44%。遠低於計畫書內文

陳訴的臺中市平均配回 50％

土地，亦低於近期辦理中的

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平均

配回 55％土地。方案(二)土

地配回比例約 50%，符合臺

中市平均配回土地之比例，

方案(二)的規劃中部分聯外

道 10 米計畫道路部分路段

應由政府徵收開闢自有規劃

公司較為公平合理的考量。

而今可否考慮方案(二)與方

案(三)的折衷方式，即重劃範

圍以南的 10 米聯外計畫道

路屬重劃範圍而方案(三)重

劃範圍北側住宅區以北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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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106 次市都委會決議 業務單位研析意見 

本次市都委

會決議 

道路由政府徵收開闢。 

6.市地重劃首重事業財務計畫

的可行性，市地重劃的精神

是財務自償性。本案土地所

有權人卻須面對下列開發課

題。 

(1) 自 辦 市 地 重 劃 去 承 擔

45.36%的公設用地負擔。 

(2)開發費用預估高達 1 億元，

且尚未計入同安公廟遷移、

臨時灌溉溝、利息支出的年

限等等，就須以 10.43%的土

地折抵開發經費。 

(3)最後將公共設施完備無償

移交給政府，又要負責定期

保固，且須繳納又無法領回

之公共設施保固金。 

(4)附帶條件又要求三年未完

成重劃計畫書審議通過就

恢復為農業區，實有不公。

公設比例已達其他開發案

件之開發負擔總額，還要加

計費用負擔 10.43%，公部門

現今縱使辦理區段徵收，也

是以配回 50%土地為目標。 

(5)倘若如無法減少土地所有

權人的用地及費用負擔，建

議由原本的建蔽率 60 容積

率 180 提高到建蔽率 60 容

積率 240，以維公平正義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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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09 年 1 月 9 日中市建土字第 10900044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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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9 年 1 月 13 日中市水規字第 10900101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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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9 年 6 月 1 日中市水規字第 1090048940 號函 

 



2-24 

附件四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109 年 3 月 11 日府授地劃一字第 1090035122 號函 

 



2-25 

 



2-26 

附錄、【自強新村案滯洪量體粗估值說明資料】 

本案目前尚未進入正式出流管制計畫書圖審議階段，因此滯洪量

體尚難以精準確認，此先敘明。目前本人以現階段所能備之資料，委

請工程顧問公司，儘可能以貼近一般分析過程之計算方法，估計本案

滯洪量體大小，得到的可能量體上下限值，最小值約為 590立方公尺、

最大值約為 1513立方公尺。以下先謹簡列計算大略流程以供參酌： 

 
一、計畫區位置 

本計畫位於台中市神岡區，後續預計進行相關建築及道路開

發等內容，計畫區面積約為2.92公頃。 

 

圖1 計畫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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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雨量站選定 

考量本計畫雨量觀測站觀測資料需達足以供作降雨強度公式

分析之用，本計畫周邊之雨量站有中央氣象局與經濟部水利署相

關自記式雨量站資料。一般用於頻率分析之雨量資料紀錄年限不

宜少於所用再現期之3〜5倍、且時距長度需大於20年以上、並且

為運作中持續觀測之雨量站。而計畫區鄰近地區符合上述條件之

雨量站，共有橫山站及石岡站二站。 

 
三、設計雨型 

計畫區基地鄰近水利署橫山雨量站，引用水利署民國 106 年「台

灣地區雨量測站降雨強度-延時 Horner 公式參數分析」之分析結果，

石岡站 Horner 強度公式之常數 a、b、c 值分別如表 1 所示。 

表1 石岡站Horner降雨強度公式常數表 

係數  

重現期距 
A b c 

1.1  － － － 

2 1220.955 20.896 0.662 

5 1226.455 22.666 0.598 

10 1247.340 24.918 0.564 

20 － － － 

25 1295.959 29.187 0.530 

50 1351.503 33.668 0.510 

100 1431.983 39.752 0.494 

200 1547.686 48.105 0.483 

備註：1. Horner 公式 a、b、c 參數值係以對數皮爾遜三型理論分布所得

之值為採用值。 

   2.資料來源：水利署民國 106 年「台灣地區雨量測站降雨強度-延

時 Horner 公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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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流時間分析 

集流時間為水流自流域最遠點流至計畫地點所需時間，一般包

含流入時間及流經時間。其中，流入時間為降水經地表面或係由集

水區邊界流至水道所需時間，而流經時間為降水經水道至計畫地點

所需時間；流入時間之長短與地面粗糙度、滯流情況、地面坡度及

街廊大小有關，茲分述如下：  

1.集流時間 (tc)：tc=t1+t2，係指雨水由集水區最遠處流至出口

計畫點之所需時間，包括流入時間(t1)及流經時間(t2) 

2.流入時間 (t1)：指降於房舍或地面之雨水流入下水道管渠之時

間。其估計原則如下： 

(1)都市計畫區：採5〜10分鐘。 

(2)外圍集水區：如為山坡地，屬人工整治後之規則河段，以曼

寧公式計算；如為天然河段，可以加洲公路局公式、芮哈公

式或周文德公式計算；如屬經林地及草地漫地流，可由流經

距離除以流速0.3m/s計算之。 

3.流下時間 (t2)：指雨水流經人工水道至設計計畫點所需時間，

其計算式如下說明： 

/3600
V

L
t

i

i
2   

式中，t2＝流經時間(hr)；Li＝流經人工水道各段長度(m)；

Vi＝對應流經各段水道之平均流速(m/s)；Σ＝累加總和。 

 

五、逕流係數 C 

影響逕流係數之因素頗多，如降雨強度、降雨延時、地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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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坡度、地質種類、地下水位及地上建築物等皆為主要因素；其

中以地表狀況最為重要之影響因素，故逕流係數因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類別不同而異，依據都市計畫歸類商業區、住宅區、工業區、學

校公園、綠地及農業區等不同之土地使用分區項目，本計畫參考內

政部營建署「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檢討(99)」各種使用分區之逕流

係數採用值如表 2。另河川、湖泊、水池等面積不計。 

表2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之逕流係數表 

土地使用類別 
99 年建議值 本次建議值 

逕流係數(C) 不透水表面率(%) 逕流係數(C) 

商業區 100 0.70〜0.93 0.83 

住宅區 85 0.66〜0.89 0.79 

工業區 70 0.56〜0.78 0.67 

機關學校 50 0.50〜0.72 0.61 

公園綠地 35 0.46〜0.67 0.56 

農業區 35 0.30〜0.50 0.38 

資料來源：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原則檢討報告(內政部營建署，99.01) 

 

六、三角型單位歷線法 

三角型單位歷線法基本概念係假定單位時間雨量所造成之洪水

歷線呈三角型分佈，基期固定而洪峰流量之大小則與降雨量多寡成

正比，並隨時間雨量多寡複製洪流歷線，其形狀及各參數因子可依

經驗公式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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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型單位歷線依美國土壤保持局（U.S.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之經驗公式，如下所示 

pT

ARe208.0
Qp   

cT
D

6.0
2

Tp   

pT67.1Tr   

Qp ：洪峰流量(cms)； 

A ：流域面積(km2)； 

Re ：超滲雨量(mm)； 

Tp ：開始漲水至洪峰發生之時間(hr)； 

D ：單位降雨延時(hr)，需與雨型單位刻度一致； 

Tr ：洪峰流量發生至歷線終端之時間(hr)； 

Tc ：集流時間(hr)，採用漫地流及渠流公式計算； 

Tb：逕流發生至終端之時間(hr)。 
 

七、所需滯洪量體粗估分析結果 

依據集水區特性及三角型單位歷線參數，為配合 Horner 雨型求

算洪峰流量，利用 S 歷線轉化，並利用各重現期距暴雨量及暴雨時

間雨量分配型態，應用線性疊加原理推算洪水流量歷線，並擇取最

大值為該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估計本案滯洪量體大小，得到的可

能量體上下限值，最小值約為 590 立方公尺、最大值約為 1513 立

方公尺。當然，若審議過程中雨型種類與套算方式有所變動，即以

審議結果為準。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五 月 八 日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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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第一案 所屬行政區 西屯區 

案
由 

慈濟志業中心臺中東大園區回饋計畫修正案 

說 

 

 

 

明 

 

一、計畫緣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慈濟基金會）為落

實政府心靈改造、祥和社會之福利國家政策，配合本府戮力達成「富市臺中、

新好生活」的市政目標，並因應近年來大肚山台地積極推動之各項實質開發建

設，引入龐大的就業、居住與活動人口所衍生的社會關懷需求；規劃於臺中市

西屯區東大路及國安二路交叉口東北側土地建設「慈濟志業中心臺中東大社會

福利專用區」，提供「社區關懷據點、老人照顧服務、社區志工培訓、社會教育

推廣、社區環保教育、急難救助、物資發放、低收入戶經濟補助」等社會福利

服務事項，共同培力社區，導入民間非政府組織資源，公私協力合作，期能協

助及照顧各階層市民福祉，促進臺中健全發展為溫暖安適的幸福宜居城市。 

二、變更內容 

依本案計畫書回饋計畫第二項暨協議書第六條，本府與慈濟基金會協議「公

116~公 120」等 5 處公園捐建及認養 10 年，面積 0.8816 公頃，並同意一併認

養基地南側「國安二路（自東大路至福林路間路段）」行道樹與路燈 10年部分，

前經本府建設局 106年 10 月 23 日中市建園字第 1060139408 號函之揭示：「現

公 118~公 119公園已為永福派出所新建工程範園，顯與慈濟基金會之社會福利

專用區（供慈濟志業中心台中東大園區使用）回饋案重覆，為避免經費重複編

列，暫無需再由慈濟基金會整建，故建請慈濟基金會以繳納代金已完成協書規

範事宜。」。 

為本案後續推動執行，再經本府建設局 109 年 1 月 7 日中市建園景字第

1090000284號函送本案「公共設施之捐建及認養」改以繳納代金等修正事項，

提送委員會報告： 

（一）原協議捐建 5處公園，面積 0.8816公頃，其中面積最大「公 118」及「公

119」公園，已闢建為本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永福派出所使用，「公 116」

及「公 117」公園也同時由本府建設局開闢完竣，故建請以繳納代金，

經核算代金為新臺幣 997 萬 9,200 元（8,816 ㎡*1,200 元/㎡-600,000

元=9,979,200元），繳入本市市庫專戶。 

另「公 120」公園屬細長形狀之畸零綠帶土地，由本府建設局協助開闢，

經核算代金為新臺幣 60 萬元（500 ㎡*1.200 元/㎡/年=600,000 元），

繳入本市養護工程處代辦經費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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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協議認養 5處公園 10年，承前項，建請一併以繳納代金，經核算代金

為新臺幣497萬2,224元（8,816㎡*4.7元/㎡/月*12月*10年=4,972,224

元），繳入本市市庫專戶。 

（三）認養國安二路（自東大路至福林路間路段）行道樹與路燈 10年，原「臺

中市公有空地及公共設施認養維護辦法」已廢止，後續認養依「臺中市

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附屬設施認養維護辦法」及「臺中市公有路燈

管理及認養辦法」辦理。 

 (四)另依內政部函釋 97 年 9 月 3 日台內營內字第 0970806884 號函解釋：「…

另行簽訂協議書之行政行為，應屬計畫之執行事宜，如未涉及主要計畫

或細部計畫內容之變更，尚無循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變更之需

要。」本案無涉變更內容調整，故尚無循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變

更之需要。 

三、相關資料 

附件一、相關公文 

附件二、公共設施認養範圍示意圖 

附件三、108年本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永福派出所落成啟用 

附件四、計畫書及協議書回饋計畫公共設施捐建及認養改以繳納代金修正對

照表 

四、提請討論 

本府建設局已完成本案公園開闢，並供警察局第六分局永福派出所使用，

提請委員會同意改以繳納代金辦理。 

決 

定 

一、 本案原則同意原回饋計畫（開闢及認養 5 處公園）改以繳納代金，代金應以

簽定當期公園開闢興建工程單價及管養費用核計；行道樹與路燈認養應依新

規定重訂契約。 

二、 後續請本府建設局針對前開同意內容與慈濟簽訂補充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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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認養範圍示意圖 

 

  



 報 1-10 

 
  



 報 1-11 

 

 

 

 

 

 

附件三 

 

108年本府警察局第六分局 

永福派出所落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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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計畫書及協議書回饋計畫公共設施捐建

及認養改以繳納代金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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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專用區（供慈濟 

志業中心臺中東大園區使用）】案」協議書第六條、公共設施之 

捐建及認養改以繳納代金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條文修正說明 

第六條、 

公共設施之捐建及認養改以繳納代

金 

第六條、 

公共設施之捐建及認養 

依建設局 106年 10月 23日中市建園

字第 1060139408 號函「說明三、現

公 118~公 119公園已為永福派出所新

建工程範園，顯與慈濟基金會之社會

福利專用區（供慈濟志業中心台中東

大園區使用）回饋案重覆，為避免經

費重複編列，暫無需再由慈濟基金會

整建，故建請慈濟基金會以繳納代金

已完成協書規範事宜。」，詳附件一。 

一、 

公園捐建： 

乙方同意捐建變更範圍南側「公

116」、「公 117」、「公 118」、「公

119」、「公 120」等 5 處公園，面積

合計約 0.8816 公頃（如附件四公共

設施認養範圍示意圖），並經甲乙雙

方協商確認，改以繳納代金予甲

方。 

公 116~公 119等 4處興建代金為

新臺幣 997 萬 9,200 元（8,816 ㎡

*1,200 元 / ㎡ -600,000 元

=9,979,200 元），由乙方繳入甲方

帳戶，匯入銀行：臺灣銀行臺中分

行，戶名：臺中市市庫總存款戶，

帳號：010045000088。 

公 120 等 1 處由甲方辦理闢建並

管養維護，其闢建經費計新臺幣 60

萬元（ 500 ㎡ *1.200 元 /㎡ /年

=600,000 元），由乙方繳入甲方帳

戶，匯入銀行：臺灣銀行中都分行，

一、 

公園捐建： 

乙方同意捐建變更範圍南

側「公 116」、「公 117」、「公

118」、「公 119」、「公 120」等

5處公園，面積合計約 0.8816

公頃（如附件四公共設施認養

範圍示意圖），開闢興建工程

單價至少為 1,000/㎡~1,500

元/㎡，興建時程最遲應與本

案之開發同時完成；公園興建

完成後移交予甲方。 

依建設局 108 年 8 月 15 日中市建園

景字第 1080036628 號函「說明二、

旨揭用地變更公共設施回饋計畫協

議變更約定改以繳納代金事項如下： 

（一）有關公 120將由甲方辦理闢建

並管養維護，其闢建經費計新臺幣 60

萬元（ 500 ㎡ *1.200 元 /㎡ /年

=600,000 元）請繳入本局帳戶，匯入

銀行：臺灣銀行中都分行，戶名：臺

中市養護工程處代辦經費專戶，帳

號：278045394103。 

（二）‥‥公 116~公 119等四座興建

代金（修正）為新臺幣 997 萬 9,200

元（8,816 ㎡*1,200 元/㎡-600,000

元=9,979,200 元）請繳入本市市庫帳

戶，匯入銀行：臺灣銀行臺中分行，

戶名：臺中市市庫總存款戶，帳號：

010045000088。」，詳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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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名：臺中市養護工程處代辦經費

專戶，帳號：278045394103。 

二、 

公園認養： 

經甲乙雙方協商確認，改以繳納代

金予甲方。 

公 116~公 120等 5處維護經費計

新臺幣 497 萬 2,224 元（8,816 ㎡

*4.7 元 / ㎡ / 月 *12 月 *10 年

=4,972,224 元），由乙方繳入甲方

帳戶，匯入銀行：臺灣銀行臺中分

行，戶名：臺中市市庫總存款戶，

帳號：010045000088。 

二、 

公園認養： 

前項公園興建完成暨移交

後，由甲乙雙方另行協商、簽

訂「公園認養契約書」，乙方

負責清潔、維護與管理之認

養；認養時間自本案開發取得

建築使用執照後起算，認養期

限每期最少為一年，總認養時

間不得低於 10 年。 

依建設局 108 年 8 月 15 日中市建園

景字第 1080036628 號函「說明二、

旨揭用地變更公共設施回饋計畫協

議變更約定改以繳納代金事項如下： 

（二）公 116~公 120 維護經費計新臺

幣 497萬 2,224 元（8,816㎡*4.7元

/㎡/月*12 月*10 年=4,972,224 元）

請繳入本市市庫帳戶，匯入銀行：臺

灣銀行臺中分行，戶名：臺中市市庫

總存款戶，帳號：010045000088。」，

詳附件二。 

三、 

行道樹與路燈認養： 

乙方認養變更範圍南側國安二路

（自東大路至福林路間路段，如附

件四公共設施認養範圍示意圖）行

道樹、路燈與排水道之清潔與維

護；認養事宜依「臺中市公園園道

綠地行道樹道路附屬設施認養維護

辦法」及「臺中市公有路燈管理及

認養辦法」規定辦理，及另行協商；

認養時間自本案開發取得建築使用

執照後起算，認養期限每期最少為

一年，總認養時間不得低於 10 年。 

三、 

行道樹與路燈認養； 

乙方認養變更範圍南側國

安二路（自東大路至福林路間

路段，如附件四公共設施認養

範圍示意圖）行道樹、路燈與

排水道之清潔與維護；認養事

宜依「臺中市公有空地及公共

設施認養維護辦法」規定辦

理，及另行協商；認養期限與

其他相關事宜同前項規定。 

依建設局 108 年 8 月 15 日中市建園

景字第 1080036628 號函「說明四、

次查原協議書第六條簽訂認養辦法

之依據「臺中市公有空地及公共設施

認養維護辦法」已廢止，爰需依現有

「臺中市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

附屬設施認養維護辦法」及「臺中市

公有路燈管理及認養辦法」續

處，‥‥」，詳附件二。 

備註：本案經甲乙雙方協商確認，僅修正協議書第六條、公共設施之捐建及認養 

改以繳納代金，其他未修訂事項則依原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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