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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理緣由 

太平區現況人口約 19.3 萬人，於全市 29 個行政區中，僅次北屯區、西

屯區、大里區，屬臺中市人口密集區域。現已開闢完竣之都市計畫道路大多

為早期規劃，路寬較為不足，由於 99 年底縣市合併及臺中生活圈 4 號線於

101 年底完工通車，受該建設影響為本區域帶來許多商機，且加速促進地方

發展，地方繁榮也為現有交通路網帶來衝擊，目前上下班尖峰時段，大多道

路呈現擁塞狀況；亦因無貫穿南北的道路紓解車流，臺 74 線匝道進出的車

輛造成本區域路網道路壅塞，且部分路段寬窄不一，無法發揮紓解交通之功

效，對於沿線居民交通服務水準及生活品質影響甚鉅。 

本案所指太平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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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太平區「市民大道」路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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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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法令依據 

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列情

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

實際情況迅行變更：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本案經臺中市政府 108 年 12 月 3 日府授建土字第 1080289684 號函示

（詳見附件一）略以：太平區市民大道係屬本市重大建設，且第二期用地費

已提報於 109 年及 110 年分年編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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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中央、直

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之原則，爰本府同意依旨辦理個案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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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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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圖 2 變更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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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都市計畫概要 

一、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 

（一）計畫歷程 

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係整併原大里（含擴大）都

市計畫、大里（草湖地區）都市計畫、擴大大里（草湖地區）都市計

畫、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太平都市計畫及霧峰都市計畫等 6

處都市計畫區，案於 107 年 4 月 19 日公告發布實施，其後配合地區

發展需要，共計辦理 2 次都市計畫個案變更。（詳參表 1） 

表 1 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發布實施歷程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1 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案 
臺中市政府 107 年 4 月 19 日府

授都計字第 1070079951 號 

2 
變更臺中市大平霧地區（太平區）都市計畫主要

計畫（部分住宅區為綠地用地）案 
臺中市政府 108 年 2 月 20 日府

授都計字第 1080028246 號 

3 
變更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臺中

市大里區大忠段 72、73、89 地號等三筆土地住

宅區變更為商業區）案 

臺中市政府 108 年 5 月 2 日府授

都計字第 1080086596 號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都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及本計畫彙整。 

（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之範圍北至臺中市北屯區，

東至頭汴坑溪，西至草湖國小西側與爽文路，南側緊臨乾溪，計畫面

積 3,159.00 公頃（含刻正擬定之擴大大里都市計畫）。 

（三）計畫年期及人口 

計畫年期 115 年；計畫人口 344,400 人（不含擴大大里都市計畫

35,000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住宅區、住宅區(供安置九二一震災受災戶使用)、商業區、

工業區、乙種工業區、零星工業區…..等 19 種使用分區，面積共

2,015,52 公頃，佔計畫面積 73.03%；劃設機關用地、學校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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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種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 744.50 公頃，佔計畫面積 26.97%。其中

「擴大大里都市計畫」因刻正擬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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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參表 2 及圖 3） 

表 2 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個變增減面積(公頃) 現行計畫 

編號 2 編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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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15 -0.03 -0.31 1,093.81 39.63 48.68 

住宅區(註 4) 0.29     0.29 0.01 0.01 

商業區 81.45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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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55 -0.0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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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變增減面積(公頃) 現行計畫 

編號 2 編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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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0.03   10.04 0.36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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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8 11.96 14.69 

合計 744.47 +0.03 0.00 744.50 26.97 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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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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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自「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書」及其後 2 次個案變更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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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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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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市太平地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 

（一）計畫歷程 

依循主要計畫的指導原則，針對太平地區現行都市計畫範圍，依

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辦理細部計畫之擬定，規劃土地使用並進行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以落實計畫區土地使用及管理之執行；案於 107 年 4

月 19 日公告發布實施。 

（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臺中市太平地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之範圍東至廍子溪及頭汴坑

溪，南與大里區相銜接，西以旱溪、廍子溪及大里溪鄰接臺中市市區

及大里區，北至臺中市北屯區，包括水景、廍子、建成、合作、新興、

新光、新福、新高、新坪、新城、新吉、東英、宜昌、宜欣、宜佳、

光華、光明、中山、豐年、東和、東平、東信、中興、永平、成功、

中政、中平、建興、建國、中平、平安、太平、永成、長億、新仁、

東昇、立仁、聖和、福隆、興隆、光隆、永隆及德隆等里全部或部分。

配合都市計畫範圍縫合作業，整併後計畫面積為 1,378.15 公頃。 

（三）計畫年期及人口 

計畫年期 115 年；計畫人口 147,000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住宅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零星工業區…..等 11 種使用

分區，面積共 996.99 公頃，佔計畫面積 72.34%；劃設機關用地、學

校用地……等 16 種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 381.16 公頃，佔計畫面積

27.66%。其中「公園、體育場所、綠地、廣場及兒童遊樂場」等 5 項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 59.89 公頃，約佔計畫面積 4.35%（佔都市發展

用地面積 5.85%），與都市計畫法第 46 條「公園、體育場所、綠地、

廣場及兒童遊樂場，應依計畫人口密度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

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佔用土地總面積不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

十」之規定，相距甚遠。（詳參表 3 及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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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中市太平地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個變增減面

積(公頃) 

主計編號 2 

現行計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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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41 -0.03 430.38 31.23 42.03  

商業區 19.96  19.96 1.45 1.95  

乙種工業區 190.95  190.95 13.86 18.65  

零星工業區 0.54  0.54 0.04 0.05  

文教區 0.53  0.53 0.04 0.05  

電信專用區 0.53  0.53 0.04 0.05  

宗教專用區 1.39  1.39 0.10 0.14  

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 7.83  7.83 0.57 -- 配合計畫範

圍縫合調整

面積 
河川區 143.39  143.39 10.40 -- 

農業區 201.14  201.14 14.59 -- 

保存區 0.32  0.32 0.02 0.03  

合計 996.99 -0.03 996.96 72.34 62.97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4.41  4.41 0.32 0.43   

學校

用地 

文小、國小用地 22.84  22.84 1.66 2.23   

文中、國中用地 14.46  14.46 1.05 1.41   

市場用地 3.47  3.47 0.25 0.34   

公園用地 38.49  38.49 2.79 3.76   

兒童遊樂場用地 9.61  9.61 0.70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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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2.65 0.19 0.26   

體育場用地 4.81  4.81 0.35 0.47   

綠地用地 3.86 +0.03 3.89 0.28 0.38   

廣場用地 0.01  0.01 0.00 0.00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84  0.84 0.06 0.08   

停車場用地 2.61  2.61 0.19 0.25   

加油站用地 0.47  0.47 0.03 0.05   

污水處理廠用地 2.91  2.91 0.21 0.28   

變電所用地 0.29  0.29 0.02 0.03   

墓地用地 1.90  1.90 0.14 0.19   

河道用地 53.55  53.55 3.89 5.23   

人行步道用地 1.52  1.52 0.11 0.15   

道路用地 212.45  212.45 15.42 20.75   

合計 381.16 +0.03 381.19 27.66 37.23   

都市發展用地面積 1,023.89  1,023.89 -- 100.00   

計畫總面積 1,378.15  1,378.15 100.00 --   

資料來源：彙整自「擬定臺中市太平地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書」及「變更臺中市大平霧地區（太平區）都市計畫主

要計畫（部分住宅區為綠地用地）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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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及墓地用地。 
3.本表計畫面積包括計畫範圍縫合之調整、以及「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樹德路東側)細部計畫」1 處另行擬

定細部計畫區加計後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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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臺中市太平地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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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更範圍使用現況 

一、使用現況 

本案變更範圍為自旱溪東路銜接祥順路一段南北向計畫道路（太平區

市民大道）部分路段中間之 8 公尺寬綠地用地，面積 1.41 公頃。考量該系

統性帶狀綠地長達 2.7 公里，為呈現清晰之圖面與詳實之現況描述，故將該

綠地系統自北而南並依闢建期程分為三處圖幅進行各區之說明（詳參圖5）；

而各該圖幅內之綠地用地，依開闢情形分為開闢為道路用地、綠地用地及部

分開闢、未開闢等不同類型，各圖幅區段說明如后。 

 
圖 5 變更範圍使用現況圖幅接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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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幅（市民大道第 3 期；旱溪東路至樹德路之路段） 

圖幅為市民大道第 3 期範圍（旱溪東路至樹德路之路段），綠地

面積 0.51 公頃；其中除南側鄰近振福路之綠地區塊現況為道路使用

外，其餘綠地區塊皆未開闢且多為鐵皮屋形式之住宅使用或臨時停車

場。（詳參圖 6） 

 

圖 6 變更範圍圖幅(旱溪東路至樹德路)綠地用地開闢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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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幅（市民大道第 1 期；樹德路至宜昌路之路段） 

圖幅為市民大道第 1 期範圍（樹德路至宜昌路之路段），綠地面

積 0.38 公頃，現況均已開闢為道路使用。（詳參圖 7） 

 

圖 7 變更範圍圖幅(樹德路至宜昌路)綠地用地開闢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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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幅（市民大道第 2 期；宜昌路至祥順路之路段） 

圖幅為市民大道第 2 期範圍（宜昌路至祥順路之路段），綠地面

積 0.52 公頃；其中鄰近祥順路之 2 個綠地區塊現況已開闢為綠地使

用、南側鄰近宜昌東路之綠地區塊則部分開闢為綠地使用，其餘綠地

區塊為道路、鐵皮屋住宅及停車場使用。（詳參圖 8） 

 

圖 8 變更範圍圖幅(宜昌路至祥順路)綠地用地開闢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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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 

綠地用地之土地權屬中（地籍大多尚未分割），國有土地約為 0.02 公頃，

佔總面積 1.31%；市有土地約為 0.49 公頃，佔總面積 34.99%；其他公有土

地（公私共用）約為 0.03 公頃，佔總面積 1.79%；私有土地為最多，約為

0.87 公頃，佔總面積 61.70%。（詳參圖 9 至圖 11） 

 

圖 9 變更範圍圖幅(旱溪東路至樹德路)綠地用地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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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變更範圍圖幅(樹德路至宜昌路)綠地用地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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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變更範圍圖幅(宜昌路至祥順路)綠地用地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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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邊交通系統 

聯外道路為臺 74 線，係為連接臺中市區之快速公路系統；主要道路分

為東西向包含中山路、新興路等，南北向道路包含旱溪東路、十甲東路、祥

順路等，縱橫交錯太平新光都市計畫範圍；次要道路包含新福路、振福路、

宜昌路、十甲路、新平路等，為區內通達之道路系統。（詳參圖 12） 

 

圖 12 變更範圍周邊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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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變更計畫內容 

本案變更計畫之內容詳參表 4、圖 13 至圖 15；變更前後之道路配置構

想詳參圖 16 及圖 17，變更前後之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詳參表 5。 

表 4 變更計畫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更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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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電公司

相關評估

需求函文

詳參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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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圖幅-旱溪東路至樹德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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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圖幅-樹德路至宜昌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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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圖幅-宜昌路至祥順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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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全寬 24m，中央為 8m 寬綠帶，雙向各 1 混合車道(4m)，道路二側人行道(2.5m)。 

資料來源：「太平區市民大道第二期、第三期道路開闢工程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成果報告書（臺

中市政府建設局，108 年 6 月）。 

圖 16 變更前道路配置構想示意圖（部分路段為 8 公尺綠地用地） 

 

說明：全寬 24m，中央分隔島為 1.2m 寬(考量栽植中、小型喬木以增加綠覆面積)，雙向各 2 車道(快車

道及混合車道)，道路二側人行及綠化空間(含停車彎)(4.4m)。 

資料來源：「太平區市民大道第二期、第三期道路開闢工程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成果報告書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108 年 6 月）。 

註：應以規劃設計及實際竣工為準。 

圖 17 變更後道路配置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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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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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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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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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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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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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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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進度與經費 

依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委辦「太平區市民大道第二期、第三期道路開闢工

程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成果報告書（108 年 6 月），本案預定實施進

度及經費概估說明如下： 

一、實施進度 

本案完成都市計畫變更程序後，後續將辦理工程規劃設計、用地取

得及工程施工等作業程序，初估約可於 114 年前可完成全線道路之施作。 

（一）用地取得 

用地取得期程取決於需徵用私有土地、拆遷地上物之數量及可行

性，另尚需考量經費來源；於計畫路線調整空間不大下，徵收用地及

房屋拆遷無可避免，是影響計畫期程最主要因素。 

（二）工程施工 

本案主要施工要徑皆為道路工程，工程難度不大，故推估施工期

約 18 個月。 

二、經費概估 

本案實施經費分為私有土地徵收、拆遷補償費及道路工程費兩類，

其所需經費概列如下： 

（一）用地及拆遷補償費用 

本案用地取得及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含人口遷移費）概估約需 34

億 686 萬元，詳參表 6。 

1.用地取得費用 

第二期道路用地範圍約需 43,845m²，公有土地約佔 65.51%，公

私共有土地約佔 1.98%，私有土地約佔 32.51%；第三期道路用地範

圍約需 34,826m²，公有土地約佔 33.7%，公私共有土地約佔 3.32%，

私有土地約佔 62.98%；兩期合計道路用地範圍約需 78,671m²。 

考量協議價購常因市價認定難有共識，造成用地取得作業程序

延宕未果，急遽影響公共建設期程與都市計畫區域之發展，經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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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於 101 年《土地徵收條例》修正後，常於徵收費用評估階

段以最新公告土地現值的 2~3 倍，作為協議價購之費用評估辦法，

目前臺中市政府亦多以此倍數辦理費用評估。 

爰此，本案第二期私有土地徵收費用計約80,265萬~120,398萬，

第三期私有土地徵收費用計約 132,898 萬~199,347 萬，兩期合計之

私有土地徵收費用計約 21 億 3163 萬~31 億 9745 萬，兩期取得之私

有土地約 3.6 公頃(36,190m²)，概估私有土地徵收單價平均每平方公

尺約需 5.8 萬~8.8 萬元。 

2.拆遷補償費用 

本案用地範圍內地上物之拆遷範圍及補償費用依「臺中市公共

工程建築改良物拆遷損失補償自治條例」(以下簡稱拆遷條例)及「臺

中市辦理徵收土地農作改良物水產養殖物及畜禽類補償遷移費查

估基準」之規定估算，第二期範圍地上物拆遷面積為 11,130m²，拆

遷補償費用計約 7,902 萬，第三期範圍地上物拆遷面積為 24,136m²，

拆遷補償費用計約 11,679 萬，本計畫兩期之地上物拆遷面積合計

35,266m²，拆遷補償費用合計為 1 億 9581 萬，拆遷補償單價平均每

平方公尺約需 0.5 萬元。（另估人口遷移費約 1,360 萬元） 

表 6 太平區市民大道第二、三期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一覽表 

期別 
用地取得費-以 3 倍公告

土地現值徵收(萬元) 
地上物拆遷補償

費用(萬元) 

人口遷移費 

(萬元) 
合計(萬元) 

第二期 120,398 7,902 607 128,907 

第三期 199,347 11,679 753 211,779 

總計 319,745 19,581 1,360 340,686 

資料來源：「太平區市民大道第二期、第三期道路開闢工程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成果報告書（臺中市政府建

設局，108 年 6 月）。 

（二）道路工程費 

本案市民大道第二、三期道路工程經費包括規劃設計及工程建造

費，概估約 3.18 億元，其中第二期約為 1.51 億元、第三期約為 1.67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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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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案實施進度及經費，詳參表 7。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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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有地

撥用 
私有地

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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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所列道路用地面積為市民大道第二期及第三期道路開闢工程之合計面積；另本案變更綠地用

地為道路用地共計 1.41 公頃，其中屬第一期之面積為 0.38 公頃、第二期為 0.52 公頃、第 3 期為

0.51 公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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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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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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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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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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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其他應表明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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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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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變更後綠地面積減少之因應對策 

（一）個案變更前後公園、綠地等 5 項公共設施用地檢核 

本案變更前，「公園、體育場所、綠地、廣場及兒童遊樂場」等 5

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 59.89 公頃（依太平地區細部計畫面積計算），

約佔計畫面積 4.35%（佔都市發展用地面積 5.85%）；本案變更後，「公

園、體育場所、綠地、廣場及兒童遊樂場」等 5 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

58.48 公頃（依太平地區細部計畫面積計算），約佔計畫面積 4.24%（佔

都市發展用地面積 5.71%）。二者均與都市計畫法第 46 條「公園、體育

場所、綠地、廣場及兒童遊樂場，應依計畫人口密度及自然環境，作有

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佔用土地總面積不得少於全部計畫

面積百分之十」之規定，相距頗大。 

（二）個案變更後公園、綠地等 5 項公共設施用地劃設不足之因應對策 

1.市民大道開闢之植栽綠化 

(1)中央分隔島部分（1.2m寬）：除供設置共桿外，建議考量栽植中、

小型喬木以增加綠覆面積。 

(2)道路兩側人行道部分（各4.4m寬）：除供留設人行道或自行車道外，

建議其餘空間可作為植栽綠化空間或停車彎，並在適當距離栽植適

當樹冠之大型喬木（如烏桕、大花紫薇、臺灣欒樹、榔榆、烏心石、

印度紫檀、雨豆樹等）增加綠覆面積，除此亦可考量複層植栽（如

杜鵑、月橘、六月雪、馬櫻丹、朱槿等灌木），以增加綠化面積。

而未來道路開闢完成後，將可經由兩側人行道或自行車道串連旱溪

（自行車道）及廍子溪（祥順路景觀道路），並型塑市民大道為一

具有「生態複層綠化走廊」之意象。另原已栽植於鄰近祥順路之已

開闢路段（宜平路）綠地用地之行道樹－風鈴木，建議於第二期道

路開闢時，應妥予移植至該兩側道路人行道之綠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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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鄰近地區既有休憩空間 

(1)旱溪水岸開放空間：旱溪源於豐原區東方的公老坪山區，向南行經

潭子區、北屯區、北區、太平區、東區注入大里溪。河川整治及堤

防外施設之道路於96年11月完工，設有自行車道、涼亭、座椅、觀

景臺、植栽綠美化等，景緻優美近可賞溪、賞鳥，遠可眺望大坑山

區，為臺中市散步、騎自行車等休閒遊憩的知名場所之一。 

(2)廍子溪水岸開放空間：廍子溪源於頭嵙山西側，向西沿臺中市北屯、

太平區交界流經內坪林、水井後，轉向南進入太平區境，於太平區

宜佳里與大坑溪合流後，改稱大里溪。祥順路（台中生活圈特二號

道路、太平特二號道路）位於其河川西側，其兩側道路樹林扶疏，

且皆設置人行步道空間，供居民運動休閒、賞溪賞鳥使用。 

(3)坪林森林公園：為臺中市太平區第一座兼具生態滯洪及森林休憩的

大型多功能公園，於104年4月21日正式啟用。該座公園位於太平區

中山路二段國軍臺中總醫院對面（都市計畫區外之東側，屬非都市

土地），整體園區廣達11.7公頃，其中內部規劃3.7公頃的原始森林

公園，及32,000立方公尺的生態滯洪池，並利用滯洪空間闢建多功

能藝術展演廳，為一兼具生態、景觀、滯洪與遊憩等多功能綜合公

園，園區內包含生態滯洪池、環湖步道、親水木棧道、戶外展演廣

場、兒童遊憩區等設施。 

(4)都市計畫範圍外鄰近公園：包括太平運動公園（0.75公頃）、麗園

公園（2.68公頃）、光華公園（0.53公頃）等位於計畫區東側非都

市土地之公園。 

3.納入太平地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參酌辦理 

 

旱溪自行車道及視覺景觀 

 

廍子溪（祥順路）水岸開放空間 

 

坪林森林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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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態及低碳城市規劃原則-綠色內涵之推動 

過去傳統之生態工程只著重於保護生態環境，然而重大之公共工程

建設除需顧及環境保護外，對於公益需求、經濟發展、地質安全與使用

效益等均需予以考量，應以整體環境永續發展為前提，將「永續公共工

程」作為目標，並以「節能減碳」作為核心推動之重點，透過對有限資

源之有效利用，在不降低公共設施應有之服務品質為原則下，降低對整

體環境之影響。 

公共工程必須於全生命週期均進行良好管理，才能發揮節能減碳的

目的，因此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將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管理濃縮為更容

易理解的四項綠色內涵，詳參表 8。 

表 8 綠色內涵指標與定義 

四大綠色內涵指標與定義 

營造綠色環境 廣採綠色工法 選用綠色材料 納入綠色能源 

確實評估合理營建規

模，並發揮創意，創造

節能減碳環境，同時採

用生態工程之「迴避、

減輕、補償」原則，減

少對原有生態環境的衝

擊。 

減少廢棄物、採用施工

自動化之工法或措施，

若有營建剩餘土石方優

先考量於工區挖填平

衡，減少外運。 

考量實際需求及最佳的

配置，優先採用低污染、

省資源、再生利用、可

回收、綠建材等綠色環

保產品與設備。 

在充分考量工程地點、

結構型式等因素後，優

先評估使用再生能源發

電系統及節約能源設

備。 

資料來源：「太平區市民大道第二期、第三期道路開闢工程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成果報告書（臺

中市政府建設局，108 年 6 月）。 

因此為確保生態永續，促進公共建設與環境相調和，減緩人為施作

對自然之衝擊，在道路橋梁工程部分可採用下列綠色管控指標： 

（一）綠色環境 

1.生態(景觀、綠化)：綠美化環境、延伸道路綠帶範圍、植生保護、

採自然排水系統、生態池、生物廊道、施工棧橋及平台設計等。 

2.保水：設置滯洪池、沉砂池，排水系統考量減低對下游水路逕流之

負荷，並提升地下水源涵養效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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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綠色工法 

1.減廢(效率)：減少棄土、土石方回收再利用、自動化施工、可回收

鋼材(含鋼模板等)、廢材再利用等。 

2.減量與延壽：減量與補強設計等。 

（三）綠色材料 

1.綠色瀝青混凝土：期達到營建資材再生利用之效益及紓解砂石資源

短缺之問題。 

2.綠色混凝土：減少本工程使用水泥量，並降低生產水泥所耗費之能

源及二氧化碳的產出。 

（四）綠色能源 

光電節能產品：採用 LED 相關應用產品，包含 LED 交通號誌燈

與 LED 路燈及具有高能源效益之產品。 

依前述之新材料、新技術及新工法，融入工程設計中，將節能減碳

與永續工程理念化為具體可落實之工程構想，詳參表 9。 

表 9 綠色內涵整體工程構想 

評估指標 節能減碳具體構想 

綠色環境 

生態 設置橫交生態溝渠、生態池以提昇生態功能 

綠化 橋下空間多樣性綠化植栽，以原生樹種優先、搭配適生植栽 

保水 設置生態陰井、生態溝，環境保水再利用。 

綠色工法 

減廢 縮小基礎尺寸及基礎開挖、減少土方挖填作業。 

減量 降低橋梁下部結構量體。 

延壽 使用高性能混凝土，提高耐久性與降低維護需求。 

綠色材料 

再生工程材料 再生瀝青、再生混凝土、高壓混凝土地磚再生建材等再生材料。 

採用替代材料 
採用爐石粉及飛灰等工業副產品替代傳統水泥、使用輕質混凝

土等再生材料，廢棄物再利用。 

綠色能源 節能設備的使用 採用 LED 燈具等光電節能產品，以減少能源耗損。 

資料來源：「太平區市民大道第二期、第三期道路開闢工程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成果報告書（臺

中市政府建設局，10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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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工程將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碳政策，將其落實於全生命週

期中，於未來規設階段考量採用高效能、自然或可再生之營建材料；於

施工階段則妥善規劃施工機械與施工方式；至於營運與維護階段則需加

強設施之維護，並考量設施除役及廢棄物再利用等方法，讓資源可有效

重複利用，詳參表 10。 

表 10 永續發展與節能減碳具體構想 

生命週期 永續發展與節能減碳具體構想 

未來規劃設計 

高性能材料之應用 卜作嵐材料替代水泥、高性能混凝土 

再生材料之應用 輕質混凝土、再生瀝青 

照明之節能 LED 照明、LED 號誌、標誌牌照明 

環境保水 生態陰井、生態溝 

減少運輸 工址內土石方交換，減少出土量 

增加綠覆率 設施配置調整，增取植栽面積 

增加生態空間 橫交水路設置友善生態溝渠 

未來施工 

營建自動化之應用 提升施工效率、施工品質 

採用效率高之假設工程 精準使用假設工程、減少資源損耗 

提昇施工品質 減少維護管理之資能源 

未來維護管理 
結構減震之考量 提高耐久性、減少維修 

建全整體路網 妥善安排路口節點動線、減少油耗 

資料來源：「太平區市民大道第二期、第三期道路開闢工程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成果報告書（臺

中市政府建設局，10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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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規劃期間舉行座談會辦理情形 

為加強都市計畫研擬規劃階段之民眾參與機制，內政部於 107 年 1

月 22 日訂頒「都市計畫草案辦理公開展覽前應行注意事項」，其中有關

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或第 4 款規定辦理迅行變更前，應

舉行座談會，並將舉行座談會之會議情形、出席會議相關公民或團體陳

述意見之處理情形相關文件，併送都市計畫擬定機關辦理審議之參考。 

本案於 109 年 4 月 17 日召開座談會，而為因應新冠肺炎（COVID-

19）疫情防疫工作，避免發生群聚感染，本次座談會依變更範圍土地所

有權人清冊分 2 場次辦理，各場次土地所有權人發問內容及回覆情形，

詳參附錄一。 

六、事業計畫之公益性、必要性、適當與合理性及合法性 

依「土地徵收條例」相關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至少舉行 2 場公聽會，說明興辦事業概況、展示

相關圖籍及說明事業計畫之公益性、必要性、適當與合理性及合法性，

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意見。後場公聽會並應說明對於前

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陳述意見之明確回應及處理情形。 

「太平區市民大道（振文路）第二期道路開闢工程案」依前開定，

業已分別於 109 年 3 月 6 日、109 年 4 月 9 日召開 2 場公聽會，說明本

案興辦事業概況及依社會、經濟、文化及生態、永續發展、其他因素評

估本興辦事業之公益性、必要性、適當與合理性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

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意見，其會議紀錄詳參附錄二；另就本案協議

價購內容及相關作業程序部分，亦於 109 年 5 月 29 日召開用地取得土

地及地上物協議價購說明會，其會議紀錄詳參附錄三。 

 



 

 

 

 

 

 

附件一 臺中市政府 108年 12月 3日府授建土字

第 1080289684號函【個案變更核准函】 

 





 

 

 

 

 

 

附件二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中供電區營業處

109年 5月 7日中供字第 1092673124號函

【臺電公司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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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供電區營運處 函
地址：41346臺中市霧峰區甲寅里民生路

193號

聯 絡 人：陳兆宏

傳真：04-23335302

電子信箱：u903587@taipower.com.tw

連絡電話：04-23335627#374

受文者：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7日

發文字號：中供字第109267312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局為辦理「變更臺中市大平霧地區（太平區）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配合市民大道道路開闢工程）綠地用地個

案變更為道路用地」規劃作業，請本公司協助提供相關意

見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09年4月27日中市建土字第1090015545號函。

二、旨揭綠地用地原規劃旨意係配合高壓線路路徑而劃設，經

查規劃當時係位於本公司69kV霧峰-潭子＃32~＃40輸電線

路路徑下方。次查該段線路業於100年12月間因配合輸電線

路地下化而拆除，經評估該變更用地範圍本公司未來無規

劃需求及施設計畫。

正本：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副本：本公司財務處

處　長　　劉　　國　　才

檔　　號:
保存年限:

101090018031

■■■■■■土木工程管理科■■■■■■■收文:109/05/07

■■■■■■■無附件



 

 

 

 

 

 

附件三 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7月 31日第

114次會議紀錄【摘錄本案】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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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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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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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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10月 27日

第 979次會議紀錄【摘錄本案】 

 







第 1 0 案：臺中市政府函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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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

合市民大道道路開闢工程）案」。

說 明：

一丶本案業經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9年7月31日第114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臺中市政府109年9月1日府授都

計字第1090208141號函檢附計畫書 、 圖報請核定等由

到部。

二 、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三 、 變更計畫範圉：詳計畫圖示。

四丶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 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圍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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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丶本案計畫書第28頁 「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內面積與第

19頁變更內容明鈿表面積不一致，請臺中市政府查明

修正並詳予補充說明 ，以資妥適。

二 、 請於 「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內區分公有、私有土地取

得方式，並將 「 徵收」修正為 「 徵購」，以杜爭議。

八 、 散會：上午11時45分。

64 



 

 

 

 

 

附錄一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09年 4月 17日召開「變

更臺中市大平霧地區（太平區）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配合市民大道道路開闢工程）個案

變更案」公開展覽前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

（第一場次及第二場次）會議紀錄 

 



















































 

 

 

 

 

附錄二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09年 3月 6日、109年

4月 9日召開「太平區市民大道（振文路）

第二期道路開闢工程案」第一次及第二次公

聽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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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區市民大道(振文路)第二期道路開闢工程」 

第一次公聽會會議記錄 

壹、事由：說明「太平區市民大道(振文路)第二期道路開闢工程」之興辦事

業概況，依社會、經濟、文化及生態、永續發展、其他因素評估

本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

人之意見。 

貳、時間：109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參、地點：太平區公所 3 樓會議室 

肆、主持人：黃科長素香                        記錄：蔡慈惠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姓名： 

一、何立委欣純：廖主任冏勳、張助理志豪、呂助理亨瑩。 

二、蔡議員耀頡：許主任月鳳。 

     三、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林懷玉、施欣怡。 

     四、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未派員。 

     五、臺中市新建工程處：黃科長素香、蔡慈惠。 

六、臺中市太平區公所：高課長慶洲。 

七、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白昆展。 

八、臺中市太平區宜佳里里辦公處：張麗真。 

九、亞興測量有限公司：周文欽、江國憲、龍瑛、郭冠伶。 

陸、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太○○○○○○○○○○司(賴○輝代理)、王○華(湯○光代理)、王○

政、台○○○○○○○○司(陳○宏、陳○安代理)、朱○良(陳○君代理)、

吳○娟、吳○○如、宋○娥、李○成、奉○國、林○純、林○賢、林○

助、林○德、林○順、林○枝、洪○耀、徐○傑、桑○軒、康○媛(洪○

得代理)、張○森、張○福、曹○、梁○才、許○基、郭○釵(林○和代

理)、郭○昌、陳○財、陳阿綢、陳青法、陳秋伶、陳紀鴻、陳榮昌、陳

麗美、陳麗雲、陳寶月(張○祥代理)、黃天賜(張○祥代理)、黃○生(曹

○代理)、黃○豪(曹○代理)、黃○毛(莊○貞代理)、楊○民、楊○昇、

楊○○英、詹○山(莊○貞代理)、廖○汝、管○佳、劉○泰、劉○男(廖

○汝代理)、劉○霖(王○慧代理)、蔡○菊、鄭○村、魯○○妹、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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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興辦事業概況： 

    本案範圍面積為 19,737.23平方公尺，位於太平區宜佳里，擬徵收

之私有土地為道路開闢工程必須使用之土地。本府將辦理相關用地取

得作業，屬私人土地部分依規定辦理兩次公聽會，而本次公聽會屬於

「太平區市民大道(振文路)第二期道路開闢工程」案第一次公聽會，若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有任何意見可於本次公聽會上提出。 

捌、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一、公益性及必要性： 

（一）社會因素： 

1、 徵收人口多寡、年齡結構之影響：計畫路線長約 860公尺，寬

24 公尺，私有土地為 81 筆，面積為 10,364.6 ㎡；影響土地

所有權人約 98 人。透過本案道路拓寬能促使民眾通行更加便

利、提供完善生活空間及品質。  

2、 周圍社會現況：提升居民出入之便利性，亦可改善現況使用以

提升周邊環境品質，本府將對於自然環境與土地所有權人之損

害降至最低。 

3、 弱勢族群之影響：若本案後續查得有低、中低收入戶等經濟弱

勢族群或情境相同者，將依其安置計畫辦理，且本案工程完工

後可提升防災救護車輛之易達性，對於範圍鄰近之族群生活型

態亦可改善。 

4、 居民健康風險：本案道路開闢工程將以完善之整體規劃設計，

確保地方行車安全，降低車禍發生。同時施工採環保、節能綠

色工法與技術，加強周圍環境監測，以減少對環境之衝擊，故

本工程施作不致影響居民身心健康風險。 

    （二）經濟因素： 

1、 稅收：本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完工後將有助於當地交通路網，將

提升土地利用價值，可間接增加稅收。 

2、 糧食安全及農林漁牧產業鏈：本開闢道路範圍屬都市計畫之道

路用地，現況無農業使用，不影響糧食安全及農林漁牧之產業

鏈。 

3、 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於未來道路施作完成後，可促進地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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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對於周邊地區就業條件有正面影響。 

4、 徵收費用：開發費用均由本府支出。 

5、 土地利用完整性：本工程依都市計畫內容開闢，已考量區域交

通系統之流暢性及土地使用之完整性，本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完

工後，得健全服務功能，對周邊居民與社會整體實有正面助益。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 城鄉自然風貌：現況地形平緩，無特殊自然景觀，且無大規模

改變地形或破壞地表植被，對環境衝擊甚小。 

2、 文化古蹟：本道路開闢工程鄰近範圍內無發現歷史古蹟，因此

不發生影響。 

3、 生態環境：範圍內無特殊生態，且道路開闢屬線形工程，非進

行大範圍土地開發及變更使用，因此不發生影響。 

4、 生活條件或模式/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經查範圍內有

建築改良物等，後續將針對該部分進行地上物補償。道路開闢

工程完工後，將有助於防災救護車輛之出入，增加生命安全之

保障。 

    （四）永續發展因素：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交通建設為都市重要指標，道路完工後可

提升區域道路之便利性，健全都市功能與配合土地發展，可挹

注都市整體發展效益，並達到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2、 永續指標：工程設計將考量環境安全與永續使用，並聽取民眾

意見；施工工法將採順應地形、地勢及土方之方式，以降低環

境衝擊。 

3、 國土計畫：道路開闢後可提高當地居、交通與整體性，符合國

土使用目標。 

   （五）其他因素： 

1、 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1) 計畫道路開闢完成後，將供公共通行使用，提升周邊居民

通行之安全性。 

(2) 對區內外之私有財產權益均予以考量及保障。 

2、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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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路設計已考量土地利用完整性、行車安全性與便利性之

效益。 

(2) 使用土地面積已考量為能達成交通改善效益下，所必需使

用最小限度。 

3、 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案為振文路第二期之開闢工程，故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4、 是否有其他取得土地方式： 

(1) 租用、設定地上權與聯合開發均不適用。 

(2) 捐贈或無償提供使用需視土地所有權人之願意。 

(3) 以地易地需土地所有權人之願意。 

5、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本案道路開闢後可提高民眾、學生通行方便，強化消防安全功

能，建構區域完善便捷路網供民眾通行，以落實鄉政建設，挹

注整體發展效益。 

二、適當性：本工程依相關公路設計法規進行規劃，並基於影響公私權

益最小原則辦理。 

三、合法性：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及「申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

行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此次工

程公聽會，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後續用地取

得事宜。 

玖、第一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

處理情形：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土地所有權人：陳○鴻 

整個工程預計時程表進度說明。 

感謝所有權人之意見，本案工

程已進入用地取得程序，預計

109 年 4 月將召開第二場公聽

會，本案於兩次公聽會後，將

召開協議價購會議，倘協議不

成，將以徵收程序辦理，詳細

時間會先行以公文通知各所

有權人。如後續進入徵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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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完成徵收公告後，在確定工程

要進場施工前，本府皆會以公

文方式通知拆遷時間，亦會配

合所有權人需求儘量給予充

足合理的自動拆遷期限。 

利害關係人：洪○○香 

本人非地主，但土地有我的地上物。 

後續辦理地上物查估作業時，

將以公文方式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屆時會請土地所有權人

通知地上物所有權及相關權

利人會同現場辦理查估作業。 

土地所有權人：陳○財 

1、房屋拆除要依市價補償 

2、拆除後剩餘部分可以一併徵收嗎? 

1、建築改良物補償係依「臺中

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

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規定計算

補償費。 

2、所有權人如認為徵收土地

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

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

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

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

一者，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定，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

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

收；另依內政部 104年 6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1040420389 號

函，土地所有權人若為符合一

併徵收規定之殘餘部分，可以

書面方式向本府提出申請，採

取協議價購方式取得(一併價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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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土地所有權人：蔡○菊 

路寬是否可以縮減，不要開那麼大

條。 

本案道路係依據都市計畫進

行開闢，都市計畫位於「太平

(新光地區)都市計畫」之範圍

內，經查依據最新現行「臺中

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即為當時公告劃定的 24

公尺計畫道路寬度未曾改變。 

土地所有權人：吳○○如 

要把明確的時程表列出來，不然被徵

收人不知何時需要搬遷。 

感謝所有權人之意見，本案工

程已進入用地取得程序，預計

109 年 4 月將召開第二場公聽

會，本案於兩次公聽會後，將

召開協議價購會議;倘協議不

成，將以徵收程序辦理，詳細

時間會先行以公文通知各所

有權人。如後續進入徵收程序

完成徵收公告後，在確定工程

要進場施工前，本府皆會以公

文方式通知拆遷時間，亦會配

合所有權人需求儘量給予充

足合理的自動拆遷期限。 

土地所有權人：劉○霖(王○慧代理) 

對於地上物有違建部分要如何處

理？ 

依「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

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107 年 09 月 21 日修正)之規

定，建築改良物符合以下情況

之一(即合法建築改良物)且配

合通知期限完成自動拆遷者，

除依法發給損失補償費外，得

按建築物補償費百分之七十

發給自動拆遷獎勵金： 

(1) 依建築法興建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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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建物第一次登記之建

物。 

(2) 依建築法領有建築執

照或建築許可，在執

照有效期間內興建之

建築物，其構造及位

置均按核准之工程圖

樣施工者。 

(3) 臺中市都市計畫重新

發布前完成之建物。 

(4) 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

區建築物管理辦法發

布前完成之建物。 

(5)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

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

法施行前，領有臨時

執照或領有建物使用

執照、建物登記證明

之建物。 

(6) 都市計畫及內政部指

定建築法適用地區公

布前之建物。 

(7) 日據時期已實施都市

計畫地區，光復後依

法重行發布實施都市

計畫以前建造之建

物。 

非符合上述情況之建築改

良物(即非合法建築改良

物)且配合通知期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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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自動拆遷者，得按本自治

條例所定建物補償標準百

分之四十二發給拆遷處理

費。 

土地所有權人：詹○山、黃○毛 

1、原地重建是否可放寬容積建蔽率

開放至 100%或 80%(建蔽率)。 

2、因為拆完土地剩 10坪左右，無法

再依容積建蔽率去重建合法的建物。 

109 年 3 月 13 日局授建新建

字第 1090009480 號函，函請

都發局回復在案，俟收到回

復，函復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魯○○妹 

1、開會時間及協議價購會公文通知

時間請提前，讓戶主有時間請假回來

參加。 

2、拆遷時間也不要太短，3個月是很

難找到租屋並搬遷完成。 

1、感謝所有權人之意見，關於

後續會議公文通知時間本府

將寄發期程再延長，以利所有

權人有空來參與會議。 

2、本府將配合用地取得期程

及工程進度盡量會配合所有

權人需求儘量給予充足合理

的自動拆遷期限。 

土地所有權人：康○媛(洪○得代理) 

徵收的價錢要高一點。 

本案工程範圍之私有土地將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

定，以當期之市價與所有權人

進行協議，本府將委請不動產

估價師以政府相關公開資訊

及該宗地周遭市場買賣實例

價格做為參考依據，考量區域

因素、宗地個別因素後計算協

議價購金額，並送本市協議價

購價格審查會議評定，以保障

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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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利害關係人：湯○○智 

1、是否可於第二次公聽會時提供預

估市價或補償費金額？ 

2、若畸零地太小，可否請協議徵收？ 

1、本案於兩次公聽會後，將召

開協議價購會議，而協議價購

之價格係以市價與所有權人

協議，其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

易價格。為保障所有權人之權

益，本案協議價購金額將委由

不動產估價師評估範圍內宗

地道路接近條件、周邊環境、

行政環境等因素後，訂定範圍

內各地號之協議市價。並送本

市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議評

定，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財

產權益。後續本府於寄發協議

價購會議通知時，將一併提供

所有權人之協議價購市價及

相關資料。 

2、所有權人如認為徵收土地

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

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

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

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

一者，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定，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

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

收；另依內政部 104年 6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1040420389 號

函，土地所有權人若為符合一

併徵收規定之殘餘部分，可以

書面方式向本府提出申請，採

取協議價購方式取得(一併價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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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結論：    

一、 本次會議為本案第一次用地取得公聽會，召開公聽會之意旨係為使

範圍內權益人及瞭解本案發展之民眾可前來與會並發表意見，其會

議中亦會針對公益性及必要性進行評估分析。 

二、 本府透過本次公聽會之舉辦可協助並確認與會民眾之土地或地上

物是否有在本案用地取得範圍內，第二次公聽會開會日期本府將以

公文另行通知。 

拾壹、散會：下午 3時 30分。 

拾貳、會議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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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區市民大道(振文路)第二期道路開闢工程」 

第二次公聽會會議記錄 

壹、事由：說明「太平區市民大道(振文路)第二期道路開闢工程」之興辦事

業概況，依社會、經濟、文化及生態、永續發展、其他因素評估

本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並聽取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貳、時間：109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參、地點：太平區公所 3 樓會議室 

肆、主持人：黃科長素香                        記錄：蔡慈惠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姓名： 

一、賴議員義鍠：賴主任義凉。 

二、李議員麗華：李議員麗華。 

三、張議員玉嬿：未派員。 

四、蔡議員耀頡：未派員。 

五、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未派員。 

六、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林懷玉、施欣怡。 

     七、臺中市新建工程處：蔡慈惠。 

     八、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未派員。 

九、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許區長貴芳。 

十、臺中市太平區宜佳里里辦公處：張里長麗真。 

十一、亞興測量有限公司：周文欽、江國憲、郭原誌。 

十二、與會貴賓：楊秘書宇龍。 

陸、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太○○○○○○○○○○司(賴○輝代理)、王○華(湯○智代理)、王○

政、台○○○○○○○○司(陳○宏代理)、朱○良(陳○君代理)、宋○

娥(宋○文代理)、李○賢(李○騰代理)、李○成、周○英、奉○國、林○

賢(林○諭代理)、林○助、林○(王○忠代理)、徐○傑、徐○、桑○軒

(楊○壽代理)、康○媛(洪○得代理)、張○福、曹○、梁○才、許○基

(許○澄代理)、郭○釵(林○和代理)、郭○昌、陳○財、陳○通、陳阿綢

(許○澄代理)、陳○法、陳○伶、陳○鴻、陳○貞、陳○昌、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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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傅○算(傅○保代理)、黃○生、黃○豪、黃○毛(楊○芬代理)、

楊○民、楊○昇、詹○山、廖○嬌(唐○玉代理)、廖○汝、劉○男、劉

○惠、劉○霖(王○慧代理)、蔡○珠、鄭○村、魯○○妹、賴○惠(許○

旭代理)、簡○河。 

柒、興辦事業概況： 

    本案範圍面積為 19,737.23平方公尺，位於太平區宜佳里，擬徵收

之私有土地為道路開闢工程必須使用之土地。本府將辦理相關用地取

得作業，屬私人土地部分依規定辦理兩次公聽會，而本次公聽會屬於

「太平區市民大道(振文路)第二期道路開闢工程」案第一次公聽會，若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有任何意見可於本次公聽會上提出。 

捌、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一、公益性及必要性： 

（一）社會因素： 

1、 徵收人口多寡、年齡結構之影響：計畫路線長約 860公尺，寬

24 公尺，私有土地為 81 筆，面積為 10,364.6 ㎡；影響土地

所有權人約 98 人。透過本案道路拓寬能促使民眾通行更加便

利、提供完善生活空間及品質。  

2、 周圍社會現況：提升居民出入之便利性，亦可改善現況使用以

提升周邊環境品質，本府將對於自然環境與土地所有權人之損

害降至最低。 

3、 弱勢族群之影響：若本案後續查得有低、中低收入戶等經濟弱

勢族群或情境相同者，將依其安置計畫辦理，且本案工程完工

後可提升防災救護車輛之易達性，對於範圍鄰近之族群生活型

態亦可改善。 

4、 居民健康風險：本案道路開闢工程將以完善之整體規劃設計，

確保地方行車安全，降低車禍發生。同時施工採環保、節能綠

色工法與技術，加強周圍環境監測，以減少對環境之衝擊，故

本工程施作不致影響居民身心健康風險。 

    （二）經濟因素： 

1、 稅收：本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完工後將有助於當地交通路網，將

提升土地利用價值，可間接增加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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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糧食安全及農林漁牧產業鏈：本開闢道路範圍屬都市計畫之道

路用地，現況無農業使用，不影響糧食安全及農林漁牧之產業

鏈。 

3、 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於未來道路施作完成後，可促進地方經

濟發展，對於周邊地區就業條件有正面影響。 

4、 徵收費用：開發費用均由本府支出。 

5、 土地利用完整性：本工程依都市計畫內容開闢，已考量區域交

通系統之流暢性及土地使用之完整性，本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完

工後，得健全服務功能，對周邊居民與社會整體實有正面助益。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 

1、 城鄉自然風貌：現況地形平緩，無特殊自然景觀，且無大規模

改變地形或破壞地表植被，對環境衝擊甚小。 

2、 文化古蹟：本道路開闢工程鄰近範圍內無發現歷史古蹟，因此

不發生影響。 

3、 生態環境：範圍內無特殊生態，且道路開闢屬線形工程，非進

行大範圍土地開發及變更使用，因此不發生影響。 

4、 生活條件或模式/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經查範圍內有

建築改良物等，後續將針對該部分進行地上物補償。道路開闢

工程完工後，將有助於防災救護車輛之出入，增加生命安全之

保障。 

    （四）永續發展因素：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交通建設為都市重要指標，道路完工後可

提升區域道路之便利性，健全都市功能與配合土地發展，可挹

注都市整體發展效益，並達到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2、 永續指標：工程設計將考量環境安全與永續使用，並聽取民眾

意見；施工工法將採順應地形、地勢及土方之方式，以降低環

境衝擊。 

3、 國土計畫：道路開闢後可提高當地居、交通與整體性，符合國

土使用目標。 

   （五）其他因素： 

1、 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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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道路開闢完成後，將供公共通行使用，提升周邊居民

通行之安全性。 

(2) 對區內外之私有財產權益均予以考量及保障。 

2、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1) 道路設計已考量土地利用完整性、行車安全性與便利性之

效益。 

(2) 使用土地面積已考量為能達成交通改善效益下，所必需使

用最小限度。 

3、 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案為振文路第二期之開闢工程，故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4、 是否有其他取得土地方式： 

(1) 租用、設定地上權與聯合開發均不適用。 

(2) 捐贈或無償提供使用需視土地所有權人之願意。 

(3) 以地易地需土地所有權人之願意。 

5、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本案道路開闢後可提高民眾、學生通行方便，強化消防安全功

能，建構區域完善便捷路網供民眾通行，以落實鄉政建設，挹

注整體發展效益。 

二、適當與合理性：本工程依相關公路設計法規進行規劃，並基於影響

公私權益最小原則辦理。 

三、合法性：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及「申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

行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此次工

程公聽會，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後續用地取

得事宜。 

玖、第一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

處理情形：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土地所有權人：陳○鴻 

整個工程預計時程表進度說明。 

感謝所有權人之意見，本案工

程已進入用地取得程序，預計

109 年 4 月將召開第二場公聽

會，本案於兩次公聽會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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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召開協議價購會議，倘協議不

成，將以徵收程序辦理，詳細

時間會先行以公文通知各所

有權人。如後續如後續進入徵

收程序完成徵收公告後，在確

定工程要進場施工前，本府皆

會以公文方式通知拆遷時間，

亦會配合所有權人需求儘量

給予充足合理的自動拆遷期

限。 

利害關係人：洪○○香 

本人非地主，但土地有我的地上物。 

後續辦理地上物查估作業時，

將以公文方式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屆時會請土地所有權人

通知地上物所有權及相關權

利人會同現場辦理查估作業。 

土地所有權人：陳○財 

1、房屋拆除要依市價補償 

2、拆除後剩餘部分可以一併徵收嗎? 

1、建築改良物補償係依「臺中

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

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規定計算

補償費。 

2、所有權人如認為徵收土地

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

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

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

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

一者，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定，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

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

收；另依內政部 104年 6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1040420389 號

函，土地所有權人若為符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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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併徵收規定之殘餘部分，可以

書面方式向本府提出申請，採

取協議價購方式取得(一併價

購)。 

土地所有權人：蔡○菊 

路寬是否可以縮減，不要開那麼大

條。 

本案道路係依據都市計畫進

行開闢，都市計畫位於「太平

(新光地區)都市計畫」之範圍

內，經查依據最新現行「臺中

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即為當時公告劃定的 24

公尺計畫道路寬度未曾改變。 

土地所有權人：吳○○如 

要把明確的時程表列出來，不然被徵

收人不知何時需要搬遷。 

感謝所有權人之意見，本案工

程已進入用地取得程序，預計

109 年 4 月將召開第二場公聽

會，本案於兩次公聽會後，將

召開協議價購會議;倘協議不

成，將以徵收程序辦理，詳細

時間會先行以公文通知各所

有權人。如後續進入徵收程序

完成徵收公告後，在確定工程

要進場施工前，本府皆會以公

文方式通知拆遷時間，亦會配

合所有權人需求儘量給予充

足合理的自動拆遷期限。 

土地所有權人：劉○霖(王○慧代理) 

對於地上物有違建部分要如何處

理？ 

依「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

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107 年 09 月 21 日修正)之規

定，建築改良物符合以下情況

之一(即合法建築改良物)且配

合通知期限完成自動拆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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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除依法發給損失補償費外，得

按建築物補償費百分之七十

發給自動拆遷獎勵金： 

(1) 依建築法興建或完成

建物第一次登記之建

物。 

(2) 依建築法領有建築執

照或建築許可，在執

照有效期間內興建之

建築物，其構造及位

置均按核准之工程圖

樣施工者。 

(3) 臺中市都市計畫重新

發布前完成之建物。 

(4) 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

區建築物管理辦法發

布前完成之建物。 

(5)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

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

法施行前，領有臨時

執照或領有建物使用

執照、建物登記證明

之建物。 

(6) 都市計畫及內政部指

定建築法適用地區公

布前之建物。 

(7) 日據時期已實施都市

計畫地區，光復後依

法重行發布實施都市

計畫以前建造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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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物。 

非符合上述情況之建築改

良物(即非合法建築改良

物)且配合通知期限完成

自動拆遷者，得按本自治

條例所定建物補償標準百

分之四十二發給拆遷處理

費。 

土地所有權人：詹○山、黃○毛 

1、原地重建是否可放寬容積建蔽率

開放至 100%或 80%(建蔽率)。 

2、因為拆完土地剩 10坪左右，無法

再依容積建蔽率去重建合法的建物。 

業已 109 年 3 月 24 日局授建

新地字第 1090010124 號函，

函復土地所有權人在案。 

土地所有權人：魯○○妹 

1、開會時間及協議價購會公文通知

時間請提前，讓戶主有時間請假回來

參加。 

2、拆遷時間也不要太短，3個月是很

難找到租屋並搬遷完成。 

1、感謝所有權人之意見，關於

後續會議公文通知時間本府

將寄發期程在延長，以利所有

權人有空來參與會議。 

2、本府將配合工程進度盡量

會配合所有權人需求儘量給

予充足合理的自動拆遷期限。 

土地所有權人：康○媛(洪○得代理) 

徵收的價錢要高一點。 

本案工程範圍之私有土地將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

定，以當期之市價與所有權人

進行協議，本府將委請不動產

估價師以政府相關公開資訊

及該宗地周遭市場買賣實例

價格做為參考依據，考量區域

因素、宗地個別因素後計算協

議價購金額，並送本市協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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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購價格審查會議評定，以保障

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益。 

利害關係人：湯○智 

1、是否可於第二次公聽會時提供預

估市價或補償費金額？ 

2、若畸零地太小，可否請協議徵收？ 

1、本案於兩次公聽會後，將召

開協議價購會議，而協議價購

之價格係以市價與所有權人

協議，其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

易價格。為保障所有權人之權

益，本案協議價購金額將委由

不動產估價師評估範圍內宗

地道路接近條件、周邊環境、

行政環境等因素後，訂定範圍

內各地號之協議市價。後續本

府於寄發協議價購會議通知

時，將一併提供所有權人之協

議價購市價及相關資料。 

2、所有權人如認為徵收土地

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

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

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

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

一者，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定，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

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

收；另依內政部 104年 6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1040420389 號

函，土地所有權人若為符合一

併徵收規定之殘餘部分，可以

書面方式向本府提出申請，採

取協議價購方式取得(一併價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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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第二次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

處理情形：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張里長麗真 

1、查估是以空拍還是測量。 

2、土地和地上物不同人所有，如何

提供證明 

1、地上物查估作業係會同相

關人員至土地所在地進行地

上物種類、使用情形、數量計

算之查定，並以現況實際量測

估算現場地上物情形。 

2、後續辦理地上物查估作業

時，將以公文方式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屆時會請土地所有權

人通知地上物所有權及相關

權利人會同現場辦理查估作

業，該地上物所有權人取得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即可。 

土地所有權人：陳○鴻 

振文路誌祥順路止，往南是否有計畫

道路到太平。 

本案道路係依據都市計畫進

行開闢，都市計畫位於「太平

(新光地區)都市計畫」之範圍

內，經查依據最新現行「臺中

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本案為第二期由宜昌

路至祥順路止，往南並無都市

計畫道路延伸。 

土地所有權人：楊○民 

1、請問建物所需提供的證明文件那

麼多，我如果提出建物權狀來證明我

的房子是合法的，那其他的證明文件

是不是就不用再提供了。 

2、土地補償費是否以徵收加四成 

1、有關建物提供之證明文件，

只要所有權人所提供其中之

一項證明文件，可以證明該建

物是合法建物即可，其他證明

文件就不需要再提供了。如果

有欠缺相關證明文件時，再補

正即可。 

2、本案工程範圍之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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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將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

規定，以當期之市價與所有權

人進行協議，本府將委請不動

產估價師以政府相關公開資

訊及該宗地周遭市場買賣實

例價格做為參考依據，考量區

域因素、宗地個別因素後計算

協議價購金額，並送本市協議

價購價格審查會議評定，以保

障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益，

故並非以公告現值或徵收市

價加四成。 

土地所有權人：陳○通 

本案工程預算(第二年)是否已確定。 

本案工程之經費預算是以一

次匡列分年編列方式執行，所

以經費預算上皆已確定編列，

並不影響地主權益，請地主放

心。 

土地所有權人：郭○昌 

道路旁土地與道路中心高程差多少

能知道嗎? 

有關台端所陳，後續在工程施

工階段皆會召開工程說明會

向各位所有權人說明。 

土地所有權人：周○英 

地上物拆除金額賠償要發票申請

嗎？ 

建築改良物補償係依「臺中市

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

物補償自治條例」規定計算補

償費；農作改良物水產養殖物

及畜禽類補償係依「臺中市辦

理徵收土地農作改良物水產

養殖物及畜禽類補償遷移費

查估基準」規定計算補償費。

故台端所陳地上物查估補償

金額不需檢附發票或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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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土地所有權人：陳○法 

土地上所立台電私有電力及電桿如

需移走，如何處理。 

有關台端所陳，後續在工程施

工階段皆會召開工程說明會

向各位所有權人說明，如土地

上有電力電桿需遷移時，屆時

再與所有權人協調遷移方式。 

土地所有權人：許○基(許○澄代理) 

道路用地以外的建地是否補有補償，

若就地整建，其補償範圍為何? 

所有權人如認為徵收土地之

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

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或

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

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一

者，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條

規定，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

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收；

另依內政部 104 年 6 月 18 日

台內地字第1040420389號函，

土地所有權人若為符合一併

徵收規定之殘餘部分，可以書

面方式向本府提出申請，採取

協議價購方式取得(一併價

購)。如建築改良物符合上述

情形可一併拆除時，該建物皆

會列入計算補償。 

土地所有權人：王○華(湯○智代理) 

1、地上物補償費用如何計算？ 

2、自拆部分補償費用為 1.7 倍該提

供那些資料證明自拆的費用？ 

3、最早土地權狀為建築用地，而後

被改為一半道路一半建築這補償費

有沒有影響？ 

1、建築改良物補償係依「臺中

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

良物補償自治條例」規定計算

補償費；農作改良物水產養殖

物及畜禽類補償係依「臺中市

辦理徵收土地農作改良物水

產養殖物及畜禽類補償遷移

費查估基準」規定計算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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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4、如建物遭拆除後，剩餘部分修復

的建築是否會變違建？ 

費。 

2、依「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

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107 年 09 月 21日修正)之規

定，建築改良物符合以下情況

之一(即合法建築改良物)且

配合通知期限完成自動拆遷

者，除依法發給損失補償費

(100%)外，得按建築物補償費

百分之七十(70%)發給自動拆

遷獎勵金： 

(1) 依建築法興建或完成建物

第一次登記之建物。 

(2) 依建築法領有建築執照或

建築許可，在執照有效期間內

興建之建築物，其構造及位置

均按核准之工程圖樣施工者。 

(3) 臺中市都市計畫重新發布

前完成之建物。 

(4) 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

築物管理辦法發布前完成之

建物。 

(5)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臨時建築使用辦法施行前，領

有臨時執照或領有建物使用

執照、建物登記證明之建物。 

(6) 都市計畫及內政部指定建

築法適用地區公布前之建物。 

(7) 日據時期已實施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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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地區，光復後依法重行發布實

施都市計畫以前建造之建物。 

非符合上述情況之建築改良

物(即非合法建築改良物)且

配合通知期限完成自動拆遷

者，得按本自治條例所定建物

補償標準百分之四十二發給

拆遷處理費。 

3、本案工程範圍之私有土地

將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

規定，以當期之市價與所有權

人進行協議，本府將委請不動

產估價師以政府相關公開資

訊及該宗地周遭市場買賣實

例價格做為參考依據，考量區

域因素、宗地個別因素後計算

協議價購金額，並送本市協議

價購價格審查會議評定，以保

障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益，

故並不影響地價補償費。 

4、有關台端所陳，如建物部分

拆除後剩餘部分有修建情形

時，建議所有權人應請領建照

執照，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

財產權益。 

土地所有權人：張○福 

徵收後剩餘建物的修復是否有時間

限制。 

如建物位於徵收範圍內需拆

除部分配合拆除期限內拆除

即可，拆除後剩餘範圍外建物

修復時間並無限制期限。 

土地所有權人：康○媛(洪○得代理) 有關台端所陳，就地整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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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綜合回覆 

就地整建是否要提出申請。 仍需依相關規定提出申請，以

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

益。 

 

拾壹、結論：    

一、 本次會議為本案第二次用地取得公聽會，召開公聽會之意旨係為使

範圍內權益人及瞭解本案發展之民眾可前來與會並發表意見，其會

議中亦會針對公益性及必要性進行評估分析。 

二、 本府透過本次公聽會之舉辦可協助並確認與會民眾之土地或地上

物是否有在本案用地取得範圍內，協議價購會開會日期本府將以公

文另行通知。 

拾貳、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拾參、會議現場照片 

         

         



 

 

 

 

 

附錄三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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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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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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會議紀錄 

壹、 時間：109 年 5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貳、 地點：太平區公所 3 樓會議室 

參、 主持人：黃科長素香                           記錄：蔡慈惠 

肆、 參加單位與人員： 

一、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未派員。 

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林懷鈺、詩欣怡。 

三、 臺中市新建工程處土木工程科：未派員。 

四、 臺中市新建工程處用地科：蔡慈惠。 

五、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黃瑞焜。 

六、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高慶洲。 

七、 亞興測量有限公司：周文欽、江國憲、郭冠伶、張家豪。 

八、 不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何品儀。 

九、 土地或地上物所有權人：太○○○○○○○○○○司(林○瑄代理)、

王○華(湯○智代理)、王○政、台○○○○○○○○司(陳○安代理)、

朱○良、吳○娟、吳○○如、宋○娥(宋○文代理)、李○○禎、李○○

卿、李○賢(李○騰代理)、周○英、奉○國、林○純、林○賢、林○

助、林○葦、林○德(吳○娟代理)、林○若、林○沄、林○寶、林○(王

○忠代理)、林○正、林○枝、洪○耀、徐○春(徐○光代理)、徐○傑、

徐○、桑○軒、康○緩、張○○珠(張○○代理)、曹○、梁○才、粘○

○枝、許○基(許○澄代理)、郭○釵(林○和代理)、郭○昌(郭○崇代

理)、陳○財、陳○通、陳阿綢(許○澄代理)、陳○法、陳○伶、陳○

鴻、陳○昌、陳○美、陳○雲、陳○月(張○珉代理)、傅○算、黃○賜

(張○珉代理)、黃○生(曹○代理)、黃○豪(曹○代理)、黃○毛、楊○

忠、楊○民、楊○昇、楊○○英、詹○山、鄔○珠、廖○嬌(唐○玉代

理)、廖○汝、管○佳、劉○泰、劉○男、劉○惠、劉○霖、蔡○珠、

鄭○村、魯○○妹(魯○娟代理)、盧○璘、賴○鳳(許○旭代理)、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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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龎○欽、龎○華、陳○佶(劉○舜代理)。 

伍、 本府說明事項： 

一、 本府為辦理「太平區市民大道(振文路)第二期道路開闢工程」用地取得，

已召開兩次公聽會。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申請徵收土地或

土地改良物前，應先與土地所有權人辦理本次協議價購作業或以其他

方式取得之規定，以使其瞭解本案協議價購內容及相關作業程序。 

二、 需用土地人應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

所稱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易價格，係蒐集政府相關公開資訊，分析後綜

合評估本案範圍內宗地條件、道路條件、周邊環境、行政條件等因素後，

訂定各地號之協議價購價格。本案協議價購金額經報奉核定，係本府委

由不動產估價師依據「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進行價格評估，並依據

「臺中市政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理。倘各位所有

權人願意以協議價購方式辦理，請於 109 月 6 月 12 日前以書面提出，

逾期視同放棄，由本府將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 10 條規定辦理用地取得

作業。 

三、 所有權人如拒絕參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

得者，為利公共建設推行，本府將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辦理徵

收，倘有任何意見，得於會議中提出或於 109 年 6 月 12 日前以書面向

本府提出陳述意見書，未於前述期間提出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陸、 土地所有權人與利害關係人意見陳述： 

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1 
土地所有權人 

王○政 

此次徵收宜欣段地號 1942

號，剩下宜欣段地號 1941 號

是否可一併徵收。 

所有權人如認為徵收土地之

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不

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或

徵收建築改良物之殘餘部分

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一

者，得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8 條

規定，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

年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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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主管機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

收；另依內政部 104 年 6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1040420389

號函，土地所有權人若為符

合一併徵收規定之殘餘部

分，可以書面方式向本府提

出申請，採取協議價購方式

取得(一併價購)。 

2 
土地所有權人 

林○寶 

1、 為利旨案原土地所有權

人(被徵收住戶)搬遷，拆

除期限部分期盼主管機

關給予明確且寬裕期程。

2、 貴局為辦理太平區市民

大道(振文路)第二期開闢

工程，依協議價購契約書

發放坐落台中市太平市

宜欣段地號：1968-0000

土地補償費，敬請匯入被

徵收人臺灣銀行帳戶。 

3、 本人所有坐落台中市太

平市宜欣段地號：1967-

0000土地，因太平區市民

大道(振文路)第二期開闢

工程用地徵收後，面積過

小形勢不整至不符使用

目的，形成協議價購徵收

後殘餘部分不能為相當

之使用，敬請貴局同意辦

1、 本府將配合工程進度盡

量會配合所有權人需求

儘量給予充足合理的自

動拆遷期限。 

2、 本府協議價購款均委由

合作金庫進行發放，於現

場確認身份及相關事宜，

並領取支票，故無法匯入

所有權人指定銀行帳戶。

3、 所有權人如認為徵收土

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

或形勢不整，致不能為相

當之使用，或徵收建築改

良物之殘餘部分不能為

相當之使用情形之一者，

得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8

條規定，於徵收公告之日

起一年內向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以書

面申請一併徵收；另依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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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理一併協議價購徵收。 政部 104 年 6 月 18 日台

內地字第 1040420389 號

函，土地所有權人若為符

合一併徵收規定之殘餘

部分，可以書面方式向本

府提出申請，採取協議價

購 方 式 取 得 ( 一 併 價

購)。。 

3 
土地所有權人 

劉○霖 
殘餘部分面積，申請一併徵

收。(宜欣段 1962) 

所有權人如認為徵收土地之

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不

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或

徵收建築改良物之殘餘部分

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一

者，得依土地徵收條例第8條

規定，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

年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

收；另依內政部 104 年 6 月

18日台內地字第1040420389

號函，土地所有權人若為符

合一併徵收規定之殘餘部

分，可以書面方式向本府提

出申請，採取協議價購方式

取得(一併價購)。 

4 
土地所有權人 

許○澄 

1、 協議價購金包含(土地、

房屋?)，僅有土地部分，

地上物補償如何計算。 

2、 建議以地籍圖套繪 1.價

1、 有關地上物補償費(含建

築物、農林作物)、營業損

失及遷移費等皆包含於

本次協議價購之範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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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購面積 2.剩餘面積。 

3、 無房屋使用執照，建物所

有權狀，有其他代替資料

嗎？1.都市計畫：新光都

市計畫於 64 年發佈，本

案係發佈後、2.66 年完工

縣政府有通知函領取完

工證明、3.檢附通知函、

房屋稅籍證明、用電證

明、門牌證明。 

4、 協議價購金額發放時

間？拆除前？拆除後？。

5、 建議地上物補償清冊逐

戶發放，每戶都要明瞭，

再開一次協調會 6 月 12

日期限延後。 

關補償內容皆已完成造

冊並提供現場查詢，若有

疑問或漏估之情形皆可

提出複估之申請，如需個

人地上物查估細項可就

個人的部分再另外提供。

2、 有關本案協議價購土地

範圍及面積，各需用土地

之地段地號、面積及所有

權人，皆已寄發於各土地

所有權人開會通知單附

件，土地範圍圖已張貼於

協議價購會場供所有權

人查詢，另有關剩餘面積

部分，因非本案範圍內之

地號，需請所有權人洽地

政事務所查詢。 

3、 依「臺中市辦理公共工程

拆遷建築改良物補償自

治條例」(107 年 09 月 21

日修正)之規定，建築改

良物符合以下情況之一

(即合法建築改良物)且

配合通知期限完成自動

拆遷者，除依法發給損失

補償費(100%)外，得按建

築物補償費百分之七十

(70%)發給自動拆遷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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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金： 

(1) 依建築法興建或完

成建物第一次登記之建

物。 

(2) 依建築法領有建築

執照或建築許可，在執照

有效期間內興建之建築

物，其構造及位置均按核

准之工程圖樣施工者。 

(3) 臺中市都市計畫重

新發布前完成之建物。 

(4) 實施都市計畫以外

地區建築物管理辦法發

布前完成之建物。 

(5) 都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留地臨時建築使用辦

法施行前，領有臨時執照

或領有建物使用執照、建

物登記證明之建物。 

(6) 都市計畫及內政部

指定建築法適用地區公

布前之建物。 

(7) 日據時期已實施都

市計畫地區，光復後依法

重行發布實施都市計畫

以前建造之建物。 

非符合上述情況之建築

改良物(即非合法建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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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良物)且配合通知期限完

成自動拆遷者，得按本自

治條例所定建物補償標

準百分之四十二發給拆

遷處理費。 

另有關建物提供之證明

文件，只要所有權人所提

供其中之一項證明文件，

可以證明該建物是合法

建物即可，其他證明文件

就不需要再提供了。如果

有欠缺相關證明文件時，

再補正即可。 

4、 依據本府協議價購作業

流程，將於土地辦理移轉

登記及點交後，再一次性

給付協議價購價款。 

5、 感謝所有權人之意見，該

期限主要係為給予土地

及地上物所有權人足夠

陳述意見之期間，若所有

權人於本案辦理徵收前

向本府表達願意協議價

購，則本府皆樂見其成，

並願意配合完成相關程

序。另有關地上物補償費

(含建築物、農林作物)、

營業損失及遷移費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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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包含於本次協議價購之

範圍，相關補償內容皆已

完成造冊並提供現場查

詢，若有疑問或漏估之情

形皆可提出複估之申請，

如需個人地上物查估細

項可就個人的部分再另

外提供。 

5 
土地所有權人 

陳○雲 

1、 用路價購後使得 1900-

0010 地號剩 6 平方公尺，

是否可一併價購。 

2、 信託部分(1900-004)要如

何辦理。 

1、 所有權人如認為徵收土

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

或形勢不整，致不能為相

當之使用，或徵收建築改

良物之殘餘部分不能為

相當之使用情形之一者，

得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8

條規定，於徵收公告之日

起一年內向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以書

面申請一併徵收；另依內

政部 104 年 6 月 18 日台

內地字第 1040420389 號

函，土地所有權人若為符

合一併徵收規定之殘餘

部分，可以書面方式向本

府提出申請，採取協議價

購方式取得(一併價購)。

2、 依據內政部 92年 9月 26

日 台 內 地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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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0920013415 號函規定：

「…有關信託財產被徵

收後，其登記名義人（即

受託人）領取徵收補償

費，屬受託人依信託本

旨，管理信託財產之行

為，是如被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良物為信託財產者，

以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登

記簿所載之所有權人為

應受補償人，於法尚無不

合，惟為避免損及委託人

或受益人之權益，請貴府

於通知所有權人領取補

償費時，一併通知委託人

或受益人，至其領取補償

費後如何處理，係信託雙

方之私權關係，自應由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為之」。

6 

土地所有權人 

廖○嬌(唐○

玉代理) 

台中市太平區市民大道(振文

路)地號太平區溪州段 899 號

地上建物補償金金額太少(地

上建坪比鄰屋大卻補償金較

少)且未實際進物查看，是否

可重新評估。 

有關地上物補償費(含建築

物、農林作物)、營業損失及

遷移費等皆包含於本次協議

價購之範圍，相關補償內容

皆已完成造冊並提供現場查

詢，若有疑問或漏估之情形

皆可提出複估之申請，另有

關建築改良物未實際進物查

看部分，會再請查估公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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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員至現場會同辦理複查作

業。 

7 
土地所有權人 

周○英 

土地地坪價格查現附近實價

登錄地坪一坪 30 萬，可再調

整到 30 萬徵收嗎？ 

有關本案協議價購市價查估

係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十

一條及內政部 101年 10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1010328533 號

函規定委由不動產估價師依

據「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

理查估後，並依據「臺中市政

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作業要

點｣規定，提送臺中市協議價

購價格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在

案，合先敘明。 

根據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所

載內容，台端土地為都市計

畫內道路用地；據此，本案之

評估方式係依不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第九十七條規定「公

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留

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

原則。無買賣實例者，得比較

其與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強度差異，及土地價值減

損情況，並斟酌毗鄰土地平

均價格為基礎推算之」推估

勘估標的之適當價格；然考

量本案標的為道路用地使

用，近鄰地區內並無法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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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適當之買賣實例，爰考慮毗

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度

差異，故引用「土地徵收補償

市價查估辦法」第二十二條

規範「都市計畫區內公共設

施保留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

價平均計算」暨按毗鄰各非

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區段之

區段線比例加權平均計算各

宗土地適當價格。 

經查台端土地毗鄰土地之使

用分區為「住宅區」，而經本

案係蒐集 107 年 1 月至 109

年 1 月期間內之案例，臨 20

米路住宅區土地之價格區間

約為 80,000~100,000 元/平方

公尺之間；住宅區裡地土地

之 價 格 區 間 約 為

70,000~90,000 元 /平方公尺

之間，本案選取與勘估標的

較具替代性且剃除不動產估

價技術規則第 23 條規情形之

買賣實例作為比較標的，並

經情況、期日、區域及個別因

素修正後，均符相關法令規

定，應屬妥適。 

8 土地所有權人 
我方所有權人，因徵收土地 所有權人如認為徵收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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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陳○財 後殘餘部分土地過小致不能

居住，故要求殘餘部分土地

與殘餘建築物一併徵收，且

殘餘部分徵收價格需與徵收

價格一樣。(殘餘部分地號

1975 一併徵收，要求：被徵

收地號 1976 與殘餘部分地號

1975 一併徵收) 

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不

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或

徵收建築改良物之殘餘部分

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一

者，得依土地徵收條例第8條

規定，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

年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

收；另依內政部 104 年 6 月

18日台內地字第1040420389

號函，土地所有權人若為符

合一併徵收規定之殘餘部

分，可以書面方式向本府提

出申請，採取協議價購方式

取得(一併價購)。 

9 
土地所有權人 

劉○泰 

1、 徵收市價估太低，依內政

部實際登錄，都每平方公

尺 10 萬以上。 

2、 依據貴方提供資料每平

方公尺都有 9 萬元以上。

3、 地上物應把估價明細寄

給所有權人覆核。 

4、 估價標的也應簽改東區

標的，不要一直以太平區

作依據。 

1、 有關本案協議價購市價

查估係依據「土地徵收條

例｣第十一條及內政部

101年 10月 11日台內地

字第 1010328533 號函規

定委由不動產估價師依

據「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辦理查估後，並依據「臺

中市政府評估協議價購

價格作業要點｣規定，提

送臺中市協議價購價格

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在案，

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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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2、 根據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書所載內容，台端土地為

都市計畫內道路用地；據

此，本案之評估方式係依

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九十七條規定「公共設施

用地及公共設施保留地

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

原則。無買賣實例者，得

比較其與毗鄰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強度差異，及

土地價值減損情況，並斟

酌毗鄰土地平均價格為

基礎推算之」推估勘估標

的之適當價格；然考量本

案標的為道路用地使用，

近鄰地區內並無法蒐集

適當之買賣實例，爰考慮

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強度差異，故引用「土

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第二十二條規範「都

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

留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

段地價平均計算」暨按毗

鄰各非公共設施保留地

地價區段之區段線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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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加權平均計算各宗土地

適當價格。 

3、 有關地上物補償費(含建

築物、農林作物)、營業損

失及遷移費等皆包含於

本次協議價購之範圍，相

關補償內容皆已完成造

冊並提供現場查詢，若有

疑問或漏估之情形皆可

提出複估之申請，如需個

人地上物查估細項可就

個人的部分再另外提供。

4、 本案依不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第十二條規定，蒐集

位於同一供需圈內屬正

常價格之買賣實例，並同

時考慮各買賣實例與勘

估標的於使用性質、使用

管制間之差異選取比較

標的，故選取與勘估標的

同一供需圈太平區內之

案例。 

經查台端土地毗鄰土地

之使用分區為「住宅區」，

而經本案係蒐集 107年 1

月至 109 年 1 月期間內

之案例，臨 20 米路住宅

區土地之價格區間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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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80,000~100,000元/平方

公尺之間；住宅區裡地土

地 之 價 格 區 間 約 為

70,000~90,000 元/平方

公尺之間，本案選取與勘

估標的較具替代性且剃

除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第 23 條規情形之買賣實

例作為比較標的，並經情

況、期日、區域及個別因

素修正後，均符相關法令

規定，應屬妥適。 

10 
土地所有權人 

粘○○枝 

1、 合法建物拆除後剩餘部

分不堪使用，要申請全部

拆除。 

2、 全部拆除後要重建應如

何申請？ 

1、 依內政部 104 年 6 月 18

日 台 內 地 字 第

1040420389號函，符合一

併徵收規定之殘餘部分，

得採取協議價購方式取

得(一併價購)。因此有關

用地取得後，如土地之殘

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

不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

用，得依向本府提出申

請，本府將於收到書面申

請後，訂定時間通知申請

人及相關機關至現場會

勘，作成勘查紀錄，並將

處理結果函覆所有權人，

若經確認剩餘土地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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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築改良物確實過小，無法

作為相當之使用，便可列

入一併協議價購的要件，

一併辦理。 

2、 109 年 6月 9日局授建新

地字第 1090022776 號

函，函請都發局回復在

案，俟收到回復，函復土

地所有權人。 

11 
土地所有權人 

康○緩 

查最近土地地坪實價登錄 30

萬一坪，可再調整到 30 萬一

坪徵收嗎？ 

有關本案協議價購市價查估

係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十

一條及內政部 101年 10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1010328533號

函規定委由不動產估價師依

據「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

理查估後，並依據「臺中市政

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作業要

點｣規定，提送臺中市協議價

購價格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在

案，合先敘明。 

根據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所

載內容，台端土地為都市計

畫內道路用地；據此，本案之

評估方式係依不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第九十七條規定「公

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留

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

原則。無買賣實例者，得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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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其與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強度差異，及土地價值減

損情況，並斟酌毗鄰土地平

均價格為基礎推算之」推估

勘估標的之適當價格；然考

量本案標的為道路用地使

用，近鄰地區內並無法蒐集

適當之買賣實例，爰考慮毗

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度

差異，故引用「土地徵收補償

市價查估辦法」第二十二條

規範「都市計畫區內公共設

施保留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

價平均計算」暨按毗鄰各非

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區段之

區段線比例加權平均計算各

宗土地適當價格。 

經查台端土地毗鄰土地之使

用分區為「住宅區」，而經本

案係蒐集 107 年 1 月至 109

年 1 月期間內之案例，臨 20

米路住宅區土地之價格區間

約為 80,000~100,000 元/平方

公尺之間；住宅區裡地土地

之 價 格 區 間 約 為

70,000~90,000 元 /平方公尺

之間，本案選取與勘估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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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具替代性且剃除不動產估

價技術規則第 23 條規情形之

買賣實例作為比較標的，並

經情況、期日、區域及個別因

素修正後，均符相關法令規

定，應屬妥適。 

12 
土地所有權人 

黃○毛 

宜欣段 2032 地號是路頭，地

價怎跟路尾土地的價格一

樣，不合理。 

有關本案協議價購市價查估

係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十

一條及內政部 101年 10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1010328533 號

函規定委由不動產估價師依

據「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

理查估後，並依據「臺中市政

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作業要

點｣規定，提送臺中市協議價

購價格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在

案，合先敘明。 

根據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所

載內容，台端土地為都市計

畫內道路用地；據此，本案之

評估方式係依不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第九十七條規定「公

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留

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

原則。無買賣實例者，得比較

其與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強度差異，及土地價值減

損情況，並斟酌毗鄰土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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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價格為基礎推算之」推估

勘估標的之適當價格；然考

量本案標的為道路用地使

用，近鄰地區內並無法蒐集

適當之買賣實例，爰考慮毗

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度

差異，故引用「土地徵收補償

市價查估辦法」第二十二條

規範「都市計畫區內公共設

施保留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

價平均計算」暨按毗鄰各非

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區段之

區段線比例加權平均計算各

宗土地適當價格。 

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

辦法」內容第十條規定：「劃

分地價區段時，應攜帶地籍

圖及地價區段勘查表實地勘

查，以鄉（鎮、市、區）為單

位，斟酌地價之差異、當地土

地使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

條件、土地改良、公共建設、

特殊設施、工商活動、房屋建

築現況、土地利用現況及其

他影響地價因素，於地籍圖

上將地價相近、地段相連、情

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



20 

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一地價區段」。故本案依前述

規定劃設劃設地價區段，再

以評估地價區段之比準地適

當價格為基礎，並考量比準

地與比較標的土地間之個別

條件，並經情況、期日、區域

及個別因素修正後，均符相

關法令規定。 

經查台端土地毗鄰土地之使

用分區為「住宅區」，而經本

案係蒐集 107 年 1 月至 109

年 1 月期間內之案例，臨 20

米路住宅區土地之價格區間

約為 80,000~100,000 元/平方

公尺之間；住宅區裡地土地

之 價 格 區 間 約 為

70,000~90,000 元 /平方公尺

之間，本案選取與勘估標的

較具替代性且剃除不動產估

價技術規則第 23 條規情形之

買賣實例作為比較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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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土地所有權人 

吳○○如 

1、 地主希望一併徵收的部

分應該同時處理價購。 

2、 針對拆遷處理費的賠償

需與自行拆遷獎勵一起

並不合理。 

3、 需將建物補償資料寄予

所有權人包括拆遷獎勵、

拆遷處理費、建物補償、

人口遷移費、營業損失補

償等…。 

4、 建物補償費不合理。 

1、 依內政部 104 年 6 月 18

日 台 內 地 字 第

1040420389號函，符合一

併徵收規定之殘餘部分，

得採取協議價購方式取

得(一併價購)。因此有關

用地取得後，如土地之殘

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

不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

用，得依向本府提出申

請，本府將於收到書面申

請後，訂定時間通知申請

人及相關機關至現場會

勘，作成勘查紀錄，並將

處理結果函覆所有權人，

若經確認剩餘土地或建

築改良物確實過小，無法

作為相當之使用，便可列

入一併協議價購的要件，

一併辦理。 

2、 依「臺中市辦理公共工程

拆遷建築改良物補償自

治條例」(107 年 09 月 21

日修正)之規定，建築改

良物符合以下情況之一

(即合法建築改良物)且

配合通知期限完成自動

拆遷者，除依法發給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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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費(100%)外，得按建

築物補償費百分之七十

(70%)發給自動拆遷獎勵

金： 

(1) 依建築法興建或完

成建物第一次登記之建

物。 

(2) 依建築法領有建築

執照或建築許可，在執照

有效期間內興建之建築

物，其構造及位置均按核

准之工程圖樣施工者。 

(3) 臺中市都市計畫重

新發布前完成之建物。 

(4) 實施都市計畫以外

地區建築物管理辦法發

布前完成之建物。 

(5) 都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留地臨時建築使用辦

法施行前，領有臨時執照

或領有建物使用執照、建

物登記證明之建物。 

(6) 都市計畫及內政部

指定建築法適用地區公

布前之建物。 

(7) 日據時期已實施都

市計畫地區，光復後依法

重行發布實施都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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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建造之建物。 

非符合上述情況之建築

改良物(即非合法建築改

良物)且配合通知期限完

成自動拆遷者，得按本自

治條例所定建物補償標

準百分之四十二發給拆

遷處理費。 

故上述規定自動拆遷獎

勵金及拆遷處理費非合

在一起並無不合理，特此

說明。 

3、 有關地上物補償費(含建

築物、農林作物)、營業損

失及遷移費等皆包含於

本次協議價購之範圍，相

關補償內容皆已完成造

冊並提供現場查詢，若有

疑問或漏估之情形皆可

提出複估之申請，如需個

人地上物查估細項可就

個人的部分再另外提供。

4、 有關建物補償費不合理

部分，若有疑問或漏估之

情形皆可提出複估之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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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土地所有權人 

徐○ 

應為合法建物請辦複勘(台中

市太平區新平路 2 段 125 巷

20 號)。 

有關建築改良物申請複勘部

分，會再請查估公司派員至

現場會同辦理複查作業。 

15 
土地所有權人 

魯○○妹 

台中市太平區新平路2段125

巷 18 號應為合法建物請辦理

複勘。 

有關建築改良物申請複勘部

分，會再請查估公司派員至

現場會同辦理複查作業。 

16 
土地所有權人 

劉○惠 

1、 遷移一戶補貼多少？ 

2、 拆完土地後剩下不多的

坪數，如要重建是否需要

重新申請建照執照及使

用執照或是原始照變更，

建蔽率及容積率是否有

放寬。 

3、 拆後坪數不多，一併徵收

的費用跟徵收的費用一

樣嗎？ 

4、 自動拆遷獎勵金是否可

在清楚說明。 

1、 人口遷移費係依「臺中市

辦理公共工程拆遷建築

改良物補償自治條例」規

定計算遷移費，依據徵收

公告六個月前設有戶籍

之人口必須遷移者數量

加總，計算人口遷移費。

2、 109 年 6 月 9 日局授建新

地字第 1090022776 號

函，函請都發局回復在

案，俟收到回復，函復土

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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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剩餘面積申請一併

徵收(一併價購)之土地

價格，原則上皆與本案徵

收範圍內土地價格相同。

4、 依「臺中市辦理公共工程

拆遷建築改良物補償自

治條例」(107 年 09 月 21

日修正)之規定，建築改

良物符合以下情況之一

(即合法建築改良物)且

配合通知期限完成自動

拆遷者，除依法發給損失

補償費(100%)外，得按建

築物補償費百分之七十

(70%)發給自動拆遷獎勵

金： 

(1) 依建築法興建或完

成建物第一次登記之建

物。 

(2) 依建築法領有建築

執照或建築許可，在執照

有效期間內興建之建築

物，其構造及位置均按核

准之工程圖樣施工者。 

(3) 臺中市都市計畫重

新發布前完成之建物。 

(4) 實施都市計畫以外

地區建築物管理辦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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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前完成之建物。 

(5) 都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留地臨時建築使用辦

法施行前，領有臨時執照

或領有建物使用執照、建

物登記證明之建物。 

(6) 都市計畫及內政部

指定建築法適用地區公

布前之建物。 

(7) 日據時期已實施都

市計畫地區，光復後依法

重行發布實施都市計畫

以前建造之建物。 

非符合上述情況之建築

改良物(即非合法建築改

良物)且配合通知期限完

成自動拆遷者，得按本自

治條例所定建物補償標

準百分之四十二發給拆

遷處理費。 

17 
土地所有權人 

李○○禎 

1、 如果道路徵收會拆到主

柱 7 公分，是否可以不徵

收或者不拆轉與政府承

租。 

2、 如果還是要拆，請建築師

評估建築安全，在拆除中

如果建築受損，必須恢復

至建築安全法規之規定，

1、 有關臺端陳述道路徵收

會拆到主柱 7 公分部分，

是否可以不徵收等情事，

本府仍會依都市計畫辦

理徵收，工程設計規畫可

考量影響最小研議辦理。

2、 有關拆除有影響結構安

全一節，如確定拆除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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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拆除後影響居住安

全。 

3、 拆除後建築補強費不合

比例原則，建築補償費太

少。 

有影響結構安全疑慮，屆

時會再請查估公司派員

至現場會同辦理查估作

業。 

3、 有關建築補償費太少部

分，若有疑問或漏估之情

形皆可提出複估之申請。

18 

土地所有權人 

徐○春(徐○

光代理) 

1、 何時拆遷，是否有緩衝期

多久？ 

2、 拆遷補助費？ 

1、 後續進入徵收程序完成

徵收公告後，在確定工程

要進場施工前，本府皆會

以公文方式通知拆遷時

間，亦會配合所有權人需

求儘量給予充足合理的

自動拆遷期限。 

2、 依「臺中市辦理公共工程

拆遷建築改良物補償自

治條例」(107 年 09 月 21

日修正)之規定，建築改

良物符合以下情況之一

(即合法建築改良物)且

配合通知期限完成自動

拆遷者，除依法發給損失

補償費(100%)外，得按建

築物補償費百分之七十

(70%)發給自動拆遷獎勵

金： 

(1) 依建築法興建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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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建物第一次登記之建

物。 

(2) 依建築法領有建築

執照或建築許可，在執照

有效期間內興建之建築

物，其構造及位置均按核

准之工程圖樣施工者。 

(3) 臺中市都市計畫重

新發布前完成之建物。 

(4) 實施都市計畫以外

地區建築物管理辦法發

布前完成之建物。 

(5) 都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留地臨時建築使用辦

法施行前，領有臨時執照

或領有建物使用執照、建

物登記證明之建物。 

(6) 都市計畫及內政部

指定建築法適用地區公

布前之建物。 

(7) 日據時期已實施都

市計畫地區，光復後依法

重行發布實施都市計畫

以前建造之建物。 

非符合上述情況之建築

改良物(即非合法建築改

良物)且配合通知期限完

成自動拆遷者，得按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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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例所定建物補償標

準百分之四十二發給拆

遷處理費。 

19 
土地所有權人 

蔡○珠 

本人坐落於旱溪通豊年社區

(幾月前網傳一戶賣出一仟伍

佰多萬秒殺)大路邊，眼前就

是 74 號請合理評價。 

有關本案協議價購市價查估

係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十

一條及內政部 101年 10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 1010328533 號

函規定委由不動產估價師依

據「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

理查估後，並依據「臺中市政

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作業要

點｣規定，提送臺中市協議價

購價格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在

案，合先敘明。 

根據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所

載內容，台端土地為都市計

畫內道路用地；據此，本案之

評估方式係依不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第九十七條規定「公

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保留

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

原則。無買賣實例者，得比較

其與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強度差異，及土地價值減

損情況，並斟酌毗鄰土地平

均價格為基礎推算之」推估

勘估標的之適當價格；然考

量本案標的為道路用地使



30 

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用，近鄰地區內並無法蒐集

適當之買賣實例，爰考慮毗

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度

差異，故引用「土地徵收補償

市價查估辦法」第二十二條

規範「都市計畫區內公共設

施保留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段地

價平均計算」暨按毗鄰各非

公共設施保留地地價區段之

區段線比例加權平均計算各

宗土地適當價格。 

經查台端土地毗鄰土地之使

用分區為「住宅區」，而經本

案係蒐集 107 年 1 月至 109

年 1 月期間內之案例，臨 20

米路住宅區土地之價格區間

約為 80,000~100,000 元/平方

公尺之間；住宅區裡地土地

之 價 格 區 間 約 為

70,000~90,000 元 /平方公尺

之間，本案選取與勘估標的

較具替代性且剃除不動產估

價技術規則第 23 條規情形之

買賣實例作為比較標的，並

經情況、期日、區域及個別因

素修正後，均符相關法令規

定，應屬妥適。 



31 

編

號 
所有權人姓名 陳述意見內容 綜合意見回復 

20 
土地所有權人 

陳○美 

家母陳張葉於 67 年元月 26

日土地建物買賣所有權移轉

契約證明建物建號：08939 請

幫忙協助此建物是同批建照

完成，家母也一直住此地方，

此建物我方持有開始也都有

繳納土地房屋稅也請貴單位

可以查明、煩請貴單位協助

幫忙可以申請建管單位會勘

建物為盼。 

有關建築改良物建號認定部

分，會再請查估公司派員及

建管單位至現場會同辦理複

查及合法認定作業。 

21 
土地所有權人 

管○佳 

1、 徵收市價估太低，依內政

部實價登錄，每平方公尺

10 萬以上。 

2、 依據貴方提供資料每平

方公尺都有 9 萬以上。 

3、 地上物應把估價明細寄

給所有權人覆核。 

1、 關本案協議價購市價查

估係依據「土地徵收條例

｣第十一條及內政部 101

年 10月 11日台內地字第

1010328533 號函規定委

由不動產估價師依據「不

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理

查估後，並依據「臺中市

政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

作業要點｣規定，提送臺

中市協議價購價格審查

會議審查通過在案，合先

敘明。 

根據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書所載內容，台端土地為

都市計畫內道路用地；據

此，本案之評估方式係依

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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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條規定「公共設施

用地及公共設施保留地

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

原則。無買賣實例者，得

比較其與毗鄰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強度差異，及

土地價值減損情況，並斟

酌毗鄰土地平均價格為

基礎推算之」推估勘估標

的之適當價格；然考量本

案標的為道路用地使用，

近鄰地區內並無法蒐集

適當之買賣實例，爰考慮

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強度差異，故引用「土

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第二十二條規範「都

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

留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區

段地價平均計算」暨按毗

鄰各非公共設施保留地

地價區段之區段線比例

加權平均計算各宗土地

適當價格。 

2、 經查台端土地毗鄰土地

之使用分區為「住宅區」，

而經本案係蒐集 107 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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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109 年 1 月期間內

之案例，臨 20 米路住宅

區土地之價格區間約為

80,000~100,000 元 /平方

公尺之間；住宅區裡地土

地 之 價 格 區 間 約 為

70,000~90,000 元/平方公

尺之間，本案選取與勘估

標的較具替代性且剃除

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23 條規情形之買賣實例

作為比較標的，並經情

況、期日、區域及個別因

素修正後，均符相關法令

規定，應屬妥適。 

3、 有關地上物補償費(含建

築物、農林作物)、營業損

失及遷移費等皆包含於

本次協議價購之範圍，相

關補償內容皆已完成造

冊並提供現場查詢，若有

疑問或漏估之情形皆可

提出複估之申請，如需個

人地上物查估細項可就

個人的部分再另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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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地所有權人 

郭○釵 

本人土地宜欣段 1035 號協議

價購仳鄰土地宜欣段 1035-

1、宜欣段 1036 號申請一併

徵收地上物一併查估。 

所有權人如認為徵收土地之

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不

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或

徵收建築改良物之殘餘部分

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一

者，得依土地徵收條例第8條

規定，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

年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以書面申請一併徵

收；另依內政部 104 年 6 月

18日台內地字第1040420389

號函，土地所有權人若為符

合一併徵收規定之殘餘部

分，可以書面方式向本府提

出申請，採取協議價購方式

取得(一併價購)。 

23 
土地所有權人 

王○華 

1、 請一併收購 1974 地號之

土地。 

2、 如同意第一點，懇請土地

金額一起發放。 

1、 依內政部 104 年 6 月 18

日 台 內 地 字 第

1040420389號函，符合一

併徵收規定之殘餘部分，

得採取協議價購方式取

得(一併價購)。因此有關

用地取得後，如土地之殘

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

不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

用，得依向本府提出申

請，本府將於收到書面申

請後，訂定時間通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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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相關機關至現場會

勘，作成勘查紀錄，並將

處理結果函覆所有權人，

若經確認剩餘土地或建

築改良物確實過小，無法

作為相當之使用，便可列

入一併協議價購的要件，

一併辦理。 

2、 有關土地金額與一併收

購一起發放一節，本府必

須以本案範圍內地號優

先處理用地取得，後續一

併收購部分需待本案範

圍內土地處理完成後再

行辦理，故無法一起發

放。 

24 
土地所有權人 

鄭○村 建物的補償可否增加。 

有關地上物補償費(含建築

物、農林作物)、營業損失及

遷移費等皆包含於本次協議

價購之範圍，相關補償內容

皆已完成造冊並提供現場查

詢，若有疑問或漏估之情形

皆可提出複估之申請。 

柒、 結論： 

一、 本次協議價購會議感謝各位土地所有權人能撥冗出席，土地所有權人及

利害關係人以書面或言詞陳述之意見，本府會將處理情形列入會議紀錄，

且於會後函寄各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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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協商結果，當日有部分所有權人及代理人出具價購契約書，惟會後如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本府所訂價格願意讓售者，請於 109 年 6 月 12 日前

出具價購契約書交送本府。如於會後有任何意見時，請於 109 年 6 月 12

日前依行政程序法第 105 條規定，以書面提出事實及法律上之意見陳述，

未於前述期間提出者，逾期不予受理。 

三、 本案土地如經報奉准徵收，土地權利關係人對於徵收公告事項或補償價

額有異議者，得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22 條規定，分別於公告期間內即公

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

出異議。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接受異議後應即查明處理，並將

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利關係人。若權利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不服者，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復議，權利關係人

不服復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行政救濟。 

捌、 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玖、 會議照片 

   



 

 

 

 

 

 

 

 

 

 

 

 

 

 

 

 

 

 

 

 

 

 

擬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規劃單位：達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業務承辦人員  

業務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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