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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 辦理緣起 

本案位於合併之大平霧都市計畫區內霧峰地區細部計畫範圍，

申請人鼎富隆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為生產工具製造廠商，原位於

臺中市北屯區廠房因配合第 14 期市地重劃拆遷，霧峰廠原廠址於

103 年取得工廠登記證，投入生產，因產房面積不足，申請依「都

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辦理原廠擴展並於 104 年 8

月 25 日取得經濟部工業局同意在案(附件一)，因此本案依據前開都

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提出辦理變更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擬定作業程序，以配合區域經濟發展與整合。 

本案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及主要計畫

變更內容，依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由土地所有權人提出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擬定需求，由臺中市政府辦理變更大平霧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變更作業。 

 

二、 辦理依據 

(一) 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 

(二) 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 

 

三、 辦理性質 

變更主要計畫併同擬定細部計畫辦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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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範圍及面積 

一、 計畫位置 

本案計畫位置位於臺中市霧峰區草湖路 129 號，為霧峰都市計

畫細部計畫區之北側，鄰接草湖路 32M-2，現況已為工廠用地，將

配合本次主要計畫變更及細部計畫擬定劃為乙種工業區，計畫位置

如圖 1-1。 

 
圖 1-1 擬定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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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細計擬定範圍為霧峰都市計畫區內之農業區，包括臺中市霧

峰區峰西段 916 地號等 1 筆土地，面積為 0.4885 公頃。 

表 1-1 計畫範圍土地清冊一覽表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面積 

（Ha） 

持分 

比率 

持分面積 

（Ha） 
所有權人 

臺中市 

霧峰區 
峰西段 916 0.4885 1/1 0.4885 

鼎富隆精密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 
 

 
圖 1-2 細部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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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計畫範圍地籍套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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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範圍都市計畫說明 

一、 主要計畫內容指導 

(一)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 

主要計畫為配合鼎富隆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需求，變更

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變更面積 0.4885 公頃。 

表 1-1 本案主要計畫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霧峰區 
峰西段 916 地

號之土地。 

農業區 
（0.4885）公頃 

乙種工業區

（0.4885）公頃 
另行擬定細部計

畫，依法捐贈 30%
面積之公共設施。 

(二) 變更回饋原則 

1.依據「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應劃

設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之土地做為公共設

施用地，並應自行管理、維護。 
2.本案回饋原則依據「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

第四點規定，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捐贈予臺中市政府，無法

全部捐贈者，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得就無法捐贈部分改以

捐贈代金。 
3.以上述條例，本案變更面積為 0.4885 公頃，公共設施應留設

面積 0.14655 公頃，本案將依規定於細部計畫留設公共設施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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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主要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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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行細部計畫 

本案現行細部計畫名稱為「擬定臺中市霧峰地區都市計畫細部

計畫」，為合併後「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區內太平

地區、大里地區、霧峰地區等處細部計畫區其中之一區，現行計畫

為臺中市政府擬定，民國 107 年 4 月 19 日府授都計字 10700799511

號公告實施，現行細部計畫內容概述如下。 

(一) 計畫範圍面積 

本細部計畫範圍北側緊臨草湖溪，西及南側緊臨乾溪，東

至山麓丘陵，行政區劃包括瑞城、東湖、西湖、吉峰、甲寅、

本鄉、北柳、南柳、中正、本堂、錦榮、萊園、坑口、六股及

峰谷等里全部或部份，計畫區呈狹長形，計畫面積為 424.92 公

頃。 

(二) 計畫年期與人口 

本計畫年期以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計畫人口為 344,400

人(不含擴大大里都市計畫 35,000 人)。 

(三) 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區分為四個住宅鄰里單元，(一)南面坑口鄰里單元；

(二)四德路、萊園路以北之舊有已發展住宅鄰里單元；(三)四

德路及萊園路以南、牛欄貢溪以北之住宅鄰里單元：(四)民生

路以西、中正路以東、吉峰路南北兩側之住宅鄰里單元，住宅

區面積為 76.78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8.07%。 

其中，坑口住宅鄰里單元劃設鄰里中心商業區 1 處；霧峰

市街地及北霧峰兩住宅鄰里則劃設大型商業區 1 處，兼作鄰里

中心及社區中心商業區，商業區面積為 26.30 公頃，佔計畫區

總面積之 6.19%。 

在計畫區北側草湖路、中正路及吉峰路旁劃設五處乙種工

業區、計畫區南側坑口地區劃設 1 處乙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

面積為 23.59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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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包括保護區、農業區、農會專用區、電信專用區、宗

教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古蹟保存區、未分區（草湖溪南側

舊有堤防目前正依計畫整治中） 

表 1-2 臺中市霧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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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計畫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比

例（%）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76.78 18.07% 24.93%  

商業區 26.30 6.19% 8.54%  

乙種工業區 23.59 5.55% 7.66%  

未分區 0.08 0.02% --  

保護區 29.61 6.97% --  

農業區 87.30 20.54% --  

農會專用區 0.32 0.08% 0.11%  

電信專用區 0.95 0.22% 0.31%  

宗教專用區 1.02 0.24% 0.33%  

古蹟保存區 3.43 0.81% 1.11%  

加油站專用區 0.14 0.03% 0.05%  

合計 249.52 58.72% 43.04%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變電所用地 4.01 0.94% 1.30%  

機關用地 15.65 3.68% 5.08%  

社教用地 5.78 1.36% 1.88%  

公園用地 5.28 1.24% 1.71%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地 
2.35 0.55% 0.76% 

 

兒童遊樂場用地 1.78 0.42% 0.58%  

綠地用地 4.27 1.00% 1.39%  

廣場用地 0.03 0.01% 0.01%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36 0.08% 0.12%  

停車場用地 1.89 0.44% 0.61%  

市場用地 0.82 0.19% 0.27%  

學

校

文小用地 7.35 1.73% 2.39%  

文高用地 5.93 1.40%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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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比

例（%） 
備註 

用

地 
私高用地 0.89 0.21% 0.29%  

文大用地 5.19 1.22% 1.68%  

小計 19.36 4.56% 6.28%  

自來水事業用地 0.74 0.17% 0.24%  

道路用地 53.97 12.70% 17.53%  

高速公路用地 0.74 0.17% 0.24%  

電力事業用地 0.70 0.16% 0.23%  

郵政事業用地 0.14 0.03% 0.04%  

電路鐵塔用地 0.03 0.01% 0.01%  

運動場用地 2.06 0.49% 0.67%  

堤防用地 1.58 0.38% 0.52% 

其中
0.02 公
頃兼供
道路使
用 

污水處理廠用地 0.06 0.01% 0.02%  

溝渠用地 0.81 0.19% 0.26%  

道路兼供河道使用 0.07 0.02% 0.02%  

河道用地 52.92 12.45% 17.19% 

其中
0.02 公
頃兼供
道路使
用 

合計 175.40 41.28% 56.96%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07.93 72.47% 100.00%  

計畫總面積 424.92 100.00% --  

資料來源：擬定臺中市霧峰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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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區、保護區及農業區。 
    3.本表計畫面積包括「霧峰都市計畫（三七號道路南側及卅號道路東側住宅區）細部計畫」、

「霧峰都市計畫（霧峰鄉農會附近）細部計畫」及「霧峰都市計畫(省議會高爾夫球場西
側、神農大地廟南側、福新路)細部計畫」3 處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區加計後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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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細部計畫區分為四處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包括 1.1

霧峰範圍、1.2 三七號道路南側及卅號道路東側住宅區範圍、

1.3 霧峰鄉農會附近範圍、1.4 省議會高爾夫球場西側、神農

大地廟南側、福新路範圍等 4 區，本案屬 1.1 霧峰範圍，其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摘要如下：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32 條及都市計畫法臺中市
施行自治條例第 49 條規定訂定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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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住宅區 60 200 

商業區 80 320 

乙種工業區 60 210 

宗教專用區 50 160 

電信專用區 50 250 

加油站專用區 40 125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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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條件如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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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電信專用區之土地使用項目悉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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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與容積率不得
大於下表規定： 

公共設施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市場用地 50 240 

學校用地 
國中以下 40 150 

高中職 4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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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機關用地 50 250 

社教用地 50 200 

污水處理場用地 50 150 

變電所用地 50 250 

自來水事業用地 50 250 

電力事業用地 50 250 

郵政事業用地 50 250 

六、「社 2」社教用地專供設置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及其他
相關附屬設施使用，提供展示空間及教育活動等，並
得設置行政辦公廳舍及餐飲服務設施，且新建建築物
應自基地北側計畫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妥為植栽綠化。 

 

「社 2」社教用地建築基地退縮參考示意圖 

七、為鼓勵設置公益性設施，除經劃設為都市更新單元之
地區，另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辦理外，訂定下列獎勵
措施；其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得
增加所提供之樓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
該基地容積率之 10%為限： 

(一)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
青少年、勞工、老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
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樓地板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
上，並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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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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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道路主管機關核准者。 

八、本計畫「公 1」公園用地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優先興建地下停車場供公共停
車使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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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本計畫區內應提送都市設計審議範圍： 

(一)公有建築之審議依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都市設計
委員會審議要點規定辦理。 

(二)公用事業(包括電信局、航空站、大客車運輸業之
轉運站、公私立大型醫院、文大及文教區等)建築申請
案之總樓地板超過 10,000 平方公尺者。 

(三)新建建築達以下規模： 

1.新建建築樓層高度超過 12 層(不含 12 層)。 

2.住宅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6,000 平方公尺。 

3.商業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3,000平方公尺
者。 

4.住宅區及商業區新建總樓地板面積超過 30,000
平方公尺者。 

(四)新闢立體停車場基地面積6,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但建築物附屬停車場者，不在此限。 

(五)實施容積管制前已申請或領有建造執照，在建造
執照有效期間內，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6 條之 1 第 2 項執照之申請案。 

前項各款建築基地之建築基地規模、開放空間、人車通
行系統、交通運輸系統、建築量體造型與色彩、景觀計
畫、環境保護設施、防災空間、氣候調適與管理維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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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等都市設計相關事項，應提送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審議，經審議通過後，始依法核發建照。 

十一、為鼓勵都市老舊地區申辦獎勵老舊建物重建，屬商
業區及住宅區之建築基地，其達都市設計審議規模者
從其規定，符合下列條件得予以獎勵基準容積之 20%
或 15%： 

(一)基地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30 年以上鋼筋混
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及鋼骨混凝土造合法建築物坐
落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合
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 30 年以上
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之
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 20%。 

(二)基地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土磚造、木造、磚
造及石造合法建築物、20 年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
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
物投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其
中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二分
之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 15%。 

(三)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四)建築配置時，應自基地退縮二側，包括基地後側及
側面，側面得選擇一側並連通至道路，該退縮淨寬至少
1.5 公尺。 

(五)不得再申請建築技術規則所訂定開放空間獎勵。 

十二、本計畫區申請容積移轉以移轉至「臺中市霧峰地區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用地建築為
限。 

十三、建築基地屬已發布細部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其土地
及建築物之使用，悉依該細部計畫之規定辦理；其餘
未規定事項或細部計畫未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之地區，應依本要點管制之。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附件、霧峰都市計畫(車籠埔斷層經過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32 條、23 條及都市計畫法臺
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9 條之規定訂定。 

二、本計畫以車籠埔斷層線兩側各 15 公尺範圍內之帶狀
地區，依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規定下列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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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宅區主要供建築自用住宅為主，不得為商業、工業
及其他經市政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震動、特殊氣味、污
染或有建築結構安全、居住安寧、公共安全、衛生之使用。
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二層樓，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四、保護區內之土地，除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
然資源及保護生態功能而劃定外，不得為其他經市政府認
定有礙建築結構安全、公共安全之使用。其建築物高度不
得超過二層樓，簷高不得超過 7 公尺。 

五、寺廟保存區內之土地以供寺廟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
但不得興建任何立體建築物。 

六、公園用地內之土地以供公園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
但不得興建任何立體建築物。 

七、兒童遊樂場用地內之土地以供兒童遊樂場及其附屬設
施使用為主，但不得興建任何立體建築物。 

八、綠地內之土地應以維持公共開放空間使用為目的。 

九、學校用地內之土地以供學校使用及其附屬設施為主，
但不得興建任何立體建築物。 

十、社教用地內之土地以供設置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及其
他相關附屬設施使用為主，但不得興建任何立體建築物。 

十一、機關用地內之土地以供機關使用及其附屬設施為主，
但不得興建任何立體建築物。 

十二、變電所用地內之土地以供變電所使用及其附屬設施
為主，但不得興建任何立體建築物。 

十三、河道用地內之土地以供河道使用及其附屬設施為主，
但不得興建任何立體建築物。 

十四、堤防用地內之土地以供堤防及其附屬設施為主，但
不得興建任何立體建築物。 

十五、道路用地內之土地以供道路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 

十六、本要點訂定之各種公共設施用地不得依「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
留地臨時建築使用辦法」，申請作多目標及臨時建築使用。 

十七、本計畫區申請容積移轉以移轉至「臺中市霧峰地區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用地建築為限。 

十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應從其相關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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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現行細部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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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區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自然環境分析 

一、 地形地勢 

臺中市位於臺中盆地內，全市轄區內地形大致可分為頭嵙山地

區、大肚台地區與臺中盆地區，地勢以東部頭嵙山地區最為陡峭，

其坡度在 15％以上者約佔 75％。其次為西部大肚台地，約有 98％
之土地面積坡度低於 15％。臺中盆地地勢最為平坦，坡度皆低於 5

％。 

霧峰區位於臺中盆地南端，東半部屬於山陵地帶，有九九峰等

尖峰崗巒起伏，海拔約在 100 至 600 公尺之間；西半部為河川平原，

為烏溪與其支流出高山所形成之沖積平原，海拔約在 40 至 100 公

尺之間。 

 
圖 2-1 霧峰地區地形及地勢示意圖 

  

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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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質土壤 

霧峰區地層以頁岩層與砂頁互層為主，另平原部有階地堆積層

與現代沖積層等。就土壤分類而言，主要有平地之砂頁岩老沖積土，

分布於本區平原部份，另外有河階小台地之砂頁岩非石灰性新沖積

土等。 

 
圖 2-2 霧峰地區地質分布示意圖 

三、 水文 

臺中盆地屬烏溪流域，區域內之大小河川，大致呈向心狀水系，

由東側山區及南北盆地兩翼河川支流，於大肚山台地及八卦山台地

間隘口匯集為烏溪後，注入臺灣海峽。 
霧峰區境內溪流屬烏溪(大肚溪)水系，發源於大橫屏山淺山區，

分別注入臺中盆地，先後匯入大里溪後，西流至烏日區注入烏溪。

範圍內大里溪支流分別為旱溪、頭汴坑溪、草湖溪、廍子溪、東汴

坑溪、北坑溪及乾溪等。 

  

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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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區域環境水系圖 

四、 氣候 

霧峰區氣候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年雨量約在 1,500～1,800 公釐

之間，全年不缺水，降雨集中於夏季 5 月至 9 月間，冬季則較為乾

燥；年平均溫度 23.3℃左右，最低溫平均為 19.4℃，氣候宜人。 

五、 環境敏感地區 

(一)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分布於本計畫區及周邊之第1級環境敏感包括遺址、古蹟、

河川區域、保安林、國有林及自然保留區，其中霧峰都市計畫

範圍內分布古蹟 1 處，為霧峰林家。 

(二) 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分布於本計畫區及周邊之第2級環境敏感包括土石流潛勢

溪流、山坡地及崩塌地，其中山坡地主要分佈於本計畫區東側，

其它敏感地區皆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外。 

  

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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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分布示意圖 

 
圖 2-5 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分布示意圖 

 

  

計畫位置 

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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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災害潛勢 

(一) 地震及斷層 

霧峰區現況有車籠埔斷層帶通過，車籠埔斷層為一南北走

向約 80 公里之逆衝斷層，曾於 1999 年引發芮氏規模 7.3 之

集集大地震。霧峰都市計畫區東側為斷層帶經過地區，在光復

國小、光復新村等山麓地帶造成地層明顯隆起，建物部分損害；

而霧峰街區則因沖積層土壤細小、地下水位較高、土壤液化等

因素，多棟大樓傾倒、民宅受損，受災相當嚴重。 

計畫區內依據車籠埔斷層隆起位置，劃設有車籠埔斷層兩

側 15 公尺禁限建範圍，本案變更位置非屬斷層帶禁限建範圍。 

 
圖 2-6 霧峰地區周邊斷層分布示意圖 

  

基地位置 



 

21 

 
圖 2-7 斷層位置示意圖  

計畫位置 

車籠埔斷層 

車籠埔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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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淹水潛勢 

一日暴雨達 600 公釐時，霧峰平地地區多位於淹水潛勢地

區，淹水深度最深達 0.5~1 公尺，部份淹水潛勢較嚴重地區發

生在大里溪及旱溪沿岸。 

本案變更基地位於乾溪與草湖溪交會口處，依據淹水潛勢

分析，屬平地較輕微淹水潛勢範圍，目前水利署亦針對草湖溪

沿岸進行堤防及浮覆地設置滯洪池等水利設施，將可舒緩大里

溪流域淹水潛勢情形。 

 
圖 2-8 一日暴雨 600 公厘淹水潛勢分布示意圖 

  

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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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經環境分析 

一、 地區發展歷史 

霧峰區(原霧峰鄉)舊稱「阿罩霧」，因山區地形及平埔族聚落而

得名，日治時代改稱「霧峰庄」，主要聚落位於現民生路及草湖路周

邊。民國 43 年臺灣省政府部分機關疏遷至霧峰區，並設置省府宿

舍；民國 47 年臺灣省議會(後改制為臺灣省諮議會)設立於此，產

業型態以農業為主，並分布零星工業。現多數省府機關已改隸屬中

央部會或改制為中部辦公室，隨著省府機關功能消退、中投快速公

路通車，及近年南投縣草屯鎮之發展，霧峰區人口成長速度呈現略

微消退之狀態。 

二、 經濟發展概況 

(一) 人口概況 

霧峰區民國 109 年人口數為 65,094 人，於臺中市 29 個

行政區中排名第 19，近年人口為穩定成長，惟佔臺中市人口數

比例逐年略微下降，於民國 99 年底為 63,975 人，至民國 109 

年底為 65,094 人。 

(二) 產業發展概況 

依場所單位數分析民國 105 年霧峰區產業結構，以服務業

占多數(66.95%)。服務業部門以批發及零售業場所最多，家數

所占比例為 34.36%；工業部門以製造業為主，所占比例為

23.09%。在整體場所單位成長率部分，霧峰區工業部門及服務

業部門之場所單位成長率皆高於臺中市區域，工業部門各行業

別皆為正成長，服務業部門中以資訊及通訊傳播業之成長為最

高，運輸及倉儲業則為負成長。 

105 年度霧峰區生產總額以工業部門為主，全年生產總額

約 574.40 億元(占霧峰區生產總額 73.12％)，其中製造業創

造 511.96 億元生產總額(占霧峰區生產總額 65.18％)，服務

業部門創造 211.11 億元生產總額(占霧峰區生產總額 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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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批發及零售業 79.31 億元最多。100-105 年全年生

產總額成長率為 42.10％，工業部門成長率 28.84％，服務業

部門成長率為 97.37％。 

(三) 產業人口 

霧峰區工業及服務業部門之從業員工數大約為 6 比 4，105

年底工業部門從業員工 15,208 人，其中以製造業 13,060 人

最多人(占霧峰區從業員工數 50.86%)；服務業部門從業員工數

10,472 人，以批發及零售業 4,648 人為主(占霧峰區從業員

工 18.10%)。霧峰區 100-105 年從業員工數成長率為 15.47%，

其中工業部門成長率為 28.84%，服務業部門成長率為 97.37%，

成長幅度大於臺中市。 

霧峰區的商業活動主要集中於中正路、光明路、四德；萊

園路二側，呈帶狀分布發展，商業型態大部分為住、商混合。

霧峰區 105 年工商服務業家數為 4,348 家，佔臺中市 2.45%；

員工數為 25,680 人，佔臺中市 2.30%，其相較於民國 100 年本

區從業員工數，於霧峰區之工商服務就業機會逐漸增加。 

表 2-1 霧峰區及臺中市 95、100 及 105 年工商服務概況表 

年度 
霧峰區 臺中市 霧峰區佔臺中市比例 

家數 員工數 家數 員工數 家數 員工數 

95 年 3,338 16,636 154,590 903,661 2.15% 1.84% 

100 年 3,762 21,707 167,266 1,007,705 2.25% 2.15% 

105 年 4,348 25,680 177,744 1,117,756 2.45% 2.30%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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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色農產業 

霧峰區 106 年底農耕土地面積 4,479.55 公頃，較 105 年

底 4,496.15 公頃減少了 16.60 公頃，其中耕作地 4,338.62 公

頃，站農耕土地面積 96.85%，而長期休閒地 140.93 公頃，佔

農耕土地面積 3.15%。霧峰區因受大肚溪、烏溪的環繞，水源

充沛土地肥沃，以種植水稻、菸草、蔬菜、香瓜、菇類等作物

為主。 

霧峰區農特產包括金針菇、龍眼、荔枝、香蕉、鳳梨等，

其中金針菇、龍眼產量為全國排名第一，其他菇類產量亦豐富，

擁有大規模菇類生產場地之外兼具農委會農試所、興大農試場

技術支援，品質完善。 

(五) 製造業發展 

霧峰都市計畫區工業分布以位於吉峰路二側較為集中，其

餘則零星分散於各處。近年來工廠登記家數呈現穩定成長狀況。

主要以為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

為主。 

表 2-2 霧峰區 99 年~108 年工廠登記數統計表 
年度 工廠登記家數(家) 增減數(家) 增加率(%) 

99 年 447 11 +2.52% 

100 年 480 33 +7.38% 

101 年 507 27 +5.63% 

102 年 537 30 +5.92% 

103 年 539 2 +0.37% 

104 年 622 83 +15.40% 

105 年 651 29 +4.66% 

106 年 695 44 +6.76% 

107 年 709 14 +2.01% 

108 年 710 1 +0.14%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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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霧峰區 99 年-108 年工廠登記家數統計 

表 2-3 霧峰區 106-107 年工廠登記業別及家數表 
業別/年份 107 年 108 年 業別/年份 107 年 108 年 
食品製造業 28 27 橡膠製品製造業 7 9 
飲料製造業 2 2 塑膠製品製造業 72 67 

菸草製造業 - - 
非金屬礦物製品

製造業 24 21 

紡織業 3 3 基本金屬製造業 9 6 
成衣及服飾品製

造業 - 1 金屬製品製造業 311 318 

皮革、皮毛及其

製品製造業 5 5 
電子零組件製造

業 7 7 

木竹製品製造業 12 12 
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製造

業 
4 4 

紙漿、紙及紙製

品製造業 11 13 電力設備製造業 21 22 

印刷及其輔助業 6 5 機械設備製造業 132 130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 - 
汽車及其零件製

造業 16 15 

化學材料製造業 6 5 
其他運輸工具製

造業 8 7 

化學製品製造業 8 8 家具製造業 9 9 
藥品製造業 2 3 其他製造業 6 6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單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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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質環境分析 

一、 土地使用現況 

(一) 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 

參考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所調查之「土地使用現況成果」，

霧峰都市計畫以住宅、工業及商業使用為主，土地開闢情形詳

見表 2-4。 

各類分區土地利用率中，以商業區發展比例最高、發展利

用率達 86.37％，工業區其次，發展利用率達 79.96％，住宅

區較低，但亦有 69.05％，土地使用相當密集，霧峰都市計畫

以住宅及商業使用為主，農業區現況亦有住宅、工業、商業等

使用沿道路發展，部份都市發展用地尚未開闢。 

表 2-4 本計畫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現況面積統計表 
土地使用分區 公共設施用地 

住宅區 

發展率 

商業區 

發展率 

工業區 

發展率 
公共設施用地開闢率 

69.05% 86.37% 79.96% 70.64% 
資料來源：擬定臺中市霧峰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二) 基地周邊土地使用 

本案土地使用現況如圖 2-10，說明如下： 

a)、 鼎富隆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土地為都市計畫乙種工業

區，區內土地皆已作工業廠房及相關設施使用。 

b)、 申請變更之毗鄰土地屬農業區，與原有工業區廠地相毗鄰，地

形完整銜接。 

c)、 西北邊鄰接土地為工業區，但皆已開發作工業使用，北側為鐵

皮廠房，東側為 32M 道路，南側為現有巷道，西側為原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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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本案計畫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照片 

 

二、 交通道路系統 

計畫位置位於霧峰區北側草湖路（中 105 線）旁，鄰近臺 3 線

與草湖路口，周邊交通系統說明如下： 

(一) 周邊聯外道路系統 

1.省道臺 3 線：又稱內山公路，為臺灣西部走廊鄰山鄉鎮市區

之縱貫公路系統，自臺中市南區往南行經計畫區內大里地區

國光路、中興路與霧峰地區中正路、林森路，計畫區內路段

沿線雙向 4~6 車道配置，為串連臺中市區與大里、霧峰市區

之重要幹道，同時亦為大里與霧峰地區往來聯繫之縱貫要徑。

於霧峰區內都計道路編號霧-32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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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草湖路（中 105 線）：於霧峰區內都計道路編號霧-32M-2，霧

峰區內路名草湖路，大里區為大峰路，都計道路草-A-I-003，
計畫道路寬度皆為 32 公尺，往北銜接大里舊市區，往南與臺

3 線省道交叉後，銜接入霧峰市區中正路。 

 
圖 2-11 區域聯外交通系統示意圖 

(二) 公共運輸及停車 

1.統聯客運 59 路-舊社公園-舊正：每日往返各 20 班公車，由

北屯區舊社公園 (北屯路)、經臺中市中區、中興大學(國光路)、
大里區公所、大峰路、草湖林森路口、霧峰市區、農試所、

萬豐、舊正(烏溪橋頭)等區域。 
2.捷運橘線：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橘線始於清泉崗機場，

經大雅、水湳貫穿臺中市區後進入本計畫區，計畫路線沿台

3 線佈設，終點止於計畫區內霧峰林森路，服務範圍擴及大

里及霧峰市區，遠期計畫則將延伸至南投縣政府。 
3.停車空間：霧峰地區都市計畫區停 2、停 3 等停車場用地皆

位於計畫範圍 500 公尺內，惟目前皆尚未開闢；基地鄰接道

路草湖路則兩側劃有停車格位。另本案可於法定空地畫設停

車空間，以及由廠區範圍內部供工廠需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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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地進出道路 

本計畫擴廠區出入配合現有廠房之出入規劃於草湖路，故

主要透過草湖路進出入工廠，並連接至臺 3 線北通往大里或臺

中市區、南接往國道 3 與臺 74 快速道路。 

 
圖 2-12 基地進出道路及路口轉向交通量、道路服務水準調查示意圖 

 

(四) 基地周邊道路系統服務水準評估 

針對本計畫範圍聯外道路之草湖路通往臺3線路段及草湖

路、臺 3 線路口進行上、下班尖峰時段交通量調查，如圖 2-12

所示。 

1.基地周圍道路設施現況 

臺 3 線係南北向貫穿整個霧峰都市計畫區，為臺中市往中

興新村必經之主要聯絡幹道，本工廠生產之產品也係由草湖路

連接至臺 3 線後將產品輸送至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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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湖路為本計畫區東西向主要聯外道路，本計畫主要由草

湖路進出銜接臺 3 線。 

表 2-5 基地周圍道路幾何特性表 

道路 
名稱 

路寬 
(公尺) 

道路 
功能 

車道數（單向） 
中央分隔

型式 

人行 
道寬 

(公尺) 
停車管制 

快 混 慢 路肩 

臺 3 線 32 
主要 
道路 

2 - 1 - 
實體 
分隔 

2 
部分路 

邊停車 

草湖路 32 
主要 
道路 

2 - 1 - 
實體 
分隔 

2 
部份路 

邊停車 
資料來源：本計畫實地調查整理 

 

2.交通調查 

為了解基地周邊道路車流特性與服務水準，以做為交通影

響評估及改善計畫之依據，本計畫針對鄰近主要道路進行平日

上下午尖峰之路口轉向交通量調查，調查地點詳如圖 2-12 所

示，調查結果如圖 2-13、圖 2-14 所示。 

 
圖 2-13 基地鄰近道路晨峰交通轉向圖 

臺

3

線 
草湖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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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基地鄰近道路昏峰交通轉向圖 

 

3.路段服務水準 

各道路路段之交通負荷情形，一般可採用 V/C 比值做為參

考，首先經由路型推算其路段容量，再依據其流量與容量比值，

初步瞭解道路路段狀況。本計畫依據交通量調查結果，分析基

地附近主要道路路段交通量分佈狀況；路段容量計算如式一所

示，而有關道路路型之修正係數如表 2-6 所示，一般道路服務

水準評估準則如表 2-7 所示。 

퐶 = 퐹 × 푁 × 1000 + (푊 − 푃) × 200…(式一) 

公式說明： 

C:路段容量(PCU) F:路型修正係數 

N:快車道數 W:慢車道寬(公尺) 

P:停車位寬(公尺)  

  

臺

3
線 

草湖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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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道路路型與修正係數表 
道路分類及路型因素 修正係數 

快速公路 
快慢車道分隔、中央分隔 

1.4 
1.3 

快慢車道分隔 
中央分隔 

1.1 
1.0 

中央標線分隔 
無標線 

0.8 
0.6 

資料來源：「市區道路交通工程管理策略之研究」 

 

 

表 2-7 一般道路服務水準評估準則表 
服
務
水
準 

交通情形 
郊區多車道公路 一般雙車道公路 

（V/C） 平均速率 
(公里/小時) （V/C） 

平均速率 
(公里/小

時) 
A 自由流動 ≦0.36 ≧65 ≦0.15 ≧65 

B 穩定流動 
（輕度耽延） 

≦ 
0.54 

63~65 ≦ 
0.27 

57~65 

C 
穩定流動 

（可接受之耽
延） 

≦ 
0.71 

60~63 ≦ 
0.43 

48~57 

D 
接近不穩定流動 
（可忍受之耽

延） 

≦ 
0.87 

55~60 ≦ 
0.64 

40~48 

E 
不穩定流動 

(擁擠，不能忍受
之耽延) 

≦ 
1.00 

41~55 ≦ 
1.00 

31~40 

F 強迫流動（堵
塞） 

無意義 ＜41 無意義 ＜31 

資料來源：交通運輸研究所臺灣地區公路容量手冊 

 

本案基地鄰近路段尖峰時段之交通量及道路負荷情形整

理如表 2-8 及表 2-9 所示，由表中可知，基地鄰近路段交通

量與容量之比值，交通晨峰及昏峰時 V/C 比值最高為晨峰時段

臺 3 線往南方向路段服務水準為 B，其餘尖峰時間道路皆為 A

級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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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晨峰基地鄰近道路路段交通量統計表 

道路名稱 道路起迄 方向 
容量

(pcu/hr) 
尖峰流量

(pcu/hr) 
V/C 

路段 
服務水準 

臺 3 線 草湖路-四德路 
往南 4800 1804 0.38 B 
往北 4800 1350 0.28 A 

草湖路 臺 3 線以西 
往西 4800 544 0.11 A 
往東 4800 671 0.14 A 

 

 

表 2-9 昏峰基地鄰近道路路段交通量統計表 

道路名稱 道路起迄 方向 
容量

(pcu/hr) 
尖峰流量

(pcu/hr) 
V/C 

路段 
服務水準 

臺 3 線 草湖路-四德路 往南 4800 1510 0.31 A 
往北 4800 1591 0.33 A 

草湖路 臺 3 線以西 
往西 4800 649 0.14 A 
往東 4800 641 0.13 A 

 

4.衍生交通需求分析 

本基地設廠營運期間員工總數為 85 人，廠區運作上下班

為 8:00~17:00，依廠區運作情形預估，上午交通尖峰約在

7:00~8:00 之間，上午交通尖峰時段進入廠區人數約為 80 人，

下午交通尖峰約在 17:00~18:00 之間，離開廠區約為 80 人。 

因基地外洽臨公車公共運輸，假設每日約 1/20 員工搭乘，

其餘交通運具則以汽機車為主，假設騎乘機車與開車之比例為

3：1，並換算機車 1、小汽車 1.2 之承載率，則營運期間員工

通勤於上午交通尖峰衍生車流，進入約為機車 57 輛、小汽車

16 輛；下午尖峰交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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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營運期間貨物運輸量包括原物料運入 15 公噸/日、產品

輸出約 11 公噸/日，依本工廠貨物運輸經驗推估營運期間原物

料運輸衍生中型車輛 2 輛/日，出現於晨峰尖峰時段及昏峰尖

峰時段各 1 次；產品輸出運輸車輛衍生中型車輛 2 輛/日，分

別於晨峰及昏峰時段各 1 次，推估營運期間於交通尖峰時間所

產生之貨物運輸交通輛進出各約為 4PCU。 

 

表 2-10 尖峰小時基地衍生旅次及交通量推估 
目的 員工通勤 貨物運輸  

衍生旅次 小客車 機車 中型車輛 小型貨車 合計 

晨峰 

進入

 

人旅次 19 57 -- -- 76 

車旅次 16 57 2  75 

PCU 16 29 4  49 

離開

 

人旅次 -- -- --  -- 

車旅次 -- -- 2  2 

PCU -- -- 4  4 

昏峰 

進入

 

人旅次 -- -- -- -- -- 

車旅次 -- -- 2  2 

PCU -- -- 4  4 

離開

 

人旅次 19 57 --  76 

車旅次 16 57 2  75 

PCU 16 29 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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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營運期間交通影響分析 

本基地位於主要道路草湖路旁，配合草湖路交通行駛動線

本案所有車輛進入基地與離開基地皆為單一動線，如圖 11 所

示，假設交通尖峰時段於臺 3 線與草湖路口有 65%往南銜接霧

峰交流道，25%車輛往北大里方向，10%車輛往東至霧峰市區，

交通尖峰期間於草湖路衍生之最大車量約為 49PCU，約佔該道

路容量 1.02%，而營運期間之交通尖峰流量草湖路之道路服務

水準仍維持 A 級以上，故對周圍交通不會產生阻礙之情形。 

 

 
圖 2-15 營運期間交通流量分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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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廠擴展計畫概要 

依經濟部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5 日經授工字第 10420421260 號函核准

同意之「鼎富隆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毗鄰擴廠計畫書」，申請人所提之擴

廠計畫摘要如下： 

第一節 擴展背景 

鼎富隆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原名「嘉福隆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成立至今逾 25 年，致力於研發生產起子頭、起子頭工具

組及其他手工具組等金屬手工具，為經濟部所公告之「低污染」、「附加價

值高」產業。透過純熟的技巧及創新之技術，製造符合市場所需之產品，

行銷國內外及世界各地。 

臺灣地區總廠原位於臺中市北屯區，因臺中市 14 期重劃區開發，被

迫搬遷至臺中市霧峰區本鄉里草湖路 129 號(臺中市霧峰區峰西段 1027
地號)，廠房基地僅有 1,198 平方公尺，為因應逐年龐大之市場需求，因

此急需毗鄰擴廠擴增、設備更新以及經營使用，以提高產能及生產效率，

滿足國內外各大客戶所需。 

一、 興建合法工廠，期望不需再租用違章工廠 

本公司歷年來於臺中市共有大里廠、北屯總廠(已拆除)、潭子

廠(違章)、霧峰廠等共計 4 處工廠，惟今合法生產廠房現僅剩霧峰

廠房基地 1,198 平方公尺，因此急需毗鄰擴廠申請合法工廠。 

霧峰廠自 103 年 9 月 1 日投入生產起，主要生產本公司產品類

別中「起子頭組」、「其他手工具組」裝配、展示及業務行銷，並包

含少量「起子頭」。因受限廠房空間及設備數量，產能嚴重下降，無

法滿足全球客戶訂單，因此申請霧峰廠合法毗鄰擴廠為本公司持續

營運生產最重要之課題。霧峰廠擴廠前後年營業額比較如圖 3-1 

所示。 

 

 



 

38 

 
圖 3-1 霧峰廠擴廠前後年營業額比較 

二、 提升產品品質、提升生產作業環境 

本公司現有主要生產設備為 CNC 精密車床及 CNC 精密銑床

等，而擴廠後新增設備為公司內部自行研發生產之-CNC 專用車銑

複合機，將原有車床及銑床兩道工序合成為一，不但生產效率提升

為原本 1.2 倍，不良率品之產生更由原本 0.011 降至 0.003。另將產

品表面鍍膜(鑽石薄膜)增加硬度，延長產品使用壽命，品質超越客

戶原本期望之標準。且未來將生產廠房全面設置【冷氣空調設施】，

以高效能進氣換氣設施，並裝設空氣品質檢測及警告設施，以確保

員工在舒適、安全的工作環境下作業，減少體力消耗，提升工作意

願，確保產品品質。 

三、 新增人力，創造就業機會 

因應廠內設備增購與提升，未來將新增人員以維持產量需求運

作。預估新增人力為行政內勤 8 人、國內外業務 20 人、現場操作

人員 30 人、研發人員 2 人，共計增加 60 人，人力配比如圖 3-2。 

 
圖 3-2 新增人力配比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擴廠後

擴廠前

單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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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擴廠範圍說明 

一、 擴廠前原廠設置 

原廠區配置計有廠房一棟，建築面積共 382.78 平方公尺，皆已

作工業廠房及相關設施使用，擴廠前原廠區配置如下圖 3-3 所示。 

 
圖 3-3 擴廠前原廠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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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擴廠後配置 

1.原廠地(峰西段 1027 地號)：預計將原廠生產廠房擴建為新廠房。 
2.新增廠地(峰西段 916 地號)： 

(1)、增設行政辦公室一棟及員工餐廳一棟(屬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

行自治條例第24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辦公室及同條同項第三款

員工餐廳使用)。 
(2)、增設隔離綠帶一處(屬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24

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環境保護設施使用)。 
 

 

 
圖 3-4 擴廠後廠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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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目標與構想 

第一節 計畫目標 

一、 提升產業競爭力及改善工作環境 

(一) 因應市場需求，提升產業競爭力 

臺灣地區總廠區原位於臺中市北屯區因臺中市 14 期重劃

開發，因此搬遷至本變更案位置舊廠區，廠區基地僅有 1,198

平方公尺，隨著市場需求逐年增加，原廠區產量不足供應市場

需求，因此急需擴廠，更新設備及提升產值以滿足國內外各大

客戶需求，提升產業競爭力。 

(二) 提升廠房生產空間，改善員工生產工作環境 

隨著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之改變，都市土地利用適宜性也

隨之變化。因應廠區產量增加，廠區需擴建增設，但毗鄰之工

業區發展使用已趨飽和，故透過農業區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以

維持廠房之生產及員工工作權益，亦改善舊廠區設備、器具已

滿堆之情形及工廠作業環境，提供工作人員更友善的工作環境。 

二、 法令規範檢討 

(一) 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擴廠變更處理原則 

本案主要計畫依據「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擴廠變更處理原

則」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並由經濟部工業局 104 年 8 月

25 日經授工字第 10420421260 號函認定，故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二) 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 

本案配合主要計畫變更，依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另行

擬定細部計畫，並依前述變更原則留設 30%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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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利用計畫構想 

擴建所需廠房提供生產，以改善原有廠房狹隘克難之生產空間，並依

「都市計畫區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於變更範圍內規劃配

置總面積 30%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配置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為與相鄰之農業區達到隔離緩衝效果，計畫範圍共劃設綠地用地

0.0371 公頃，並可作為都市災害防災區隔。 

原廠房配合市地重劃拆遷移址於霧峰，於 103 年投入生產後，市場

需求逐年提升，但現有廠房基地面積僅 1,198 平方公尺，不足以供應生產

需求，因此急需毗鄰擴廠，以更新生產設備供經營使用並提高產能及生產

效率。 

本案原基地之工業區開闢使用已飽和，目前無可提供擴廠之建築使

用空間，故選址緊鄰原廠區的峰西段 916 地號土地作為擴廠需求，並且

已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 2 點之規定取得經濟

部認定為「附加價值高之投資事業」，且申請變更土地之面積為 0.4885 公

頃，已逾擴廠前土地面積為 0.1198 公頃之 1.5 倍皆符合規定，故依都市

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辦理變更主要計畫。 

 
圖 4-1 土地利用計畫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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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質發展計畫 

第一節 計畫年期及人口 

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計畫年期訂為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計畫

人口為廠區內約為 85 人。 

第二節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為提供計畫區周邊未來發展之串聯，並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

變更處理原則，應至少劃設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 30%之土地作為公

共設施用地，並應自行管理、維護。計畫區內劃設二處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二處綠地及 10M-59 細部計畫道路，計畫面積合計 0.1465 公頃；其他區

域維持乙種工業區。 

總計畫面積合計 0.4885 公頃，公共設施為廣兼停、綠地、道路，配

合主要計畫指導並參照臺中市霧峰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另訂定原則管制。 

表 5-1 擬定本案細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用

分區 
乙種工業區 0.3420 70.00 

小 計 0.3420 70.00 

公共設施

用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715 14.63 

道路用地 0.0379 7.76 

綠地 0.0371 7.61 

小 計 0.1465 30.00 
總  計 0.4885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細部計畫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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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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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共設施用地 

本細部計畫區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於區內劃

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道路用地及綠地等公共設施用地，以提升都市綠化

品質、都市機能，並與周邊農業區土地隔離。茲分述如下： 

一、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本細部計畫區劃設二處廣場兼停車場用地，以提供計畫區開放

空間及公共停車之需求，並依廣場用途加強用地之植栽綠化，塑造

計畫區入口意象，計畫面積為0.0715公頃，佔計畫總面積之 14.63%。 

二、 道路用地 

配合計畫區進出交通道路系統之需求，劃設細道 10M-59 可銜

接霧-32M-2，整體道路用地面積為 0.0379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之

7.76%。 

三、 綠地 

於鄰接農業區劃設二處綠地，提供廠區及鄰近農業用地隔離緩

衝之區域，計畫面積為 0.0371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之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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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交通系統計畫 

一、 道路系統規劃 

(一) 聯外道路 

本計畫聯外道路為 32 米草湖路，透過此道路，往北走為

臺中方向，往南走可接林森路，接霧峰市區或接臺三線往南投

方向，南來北往極其方便。 

(二) 區內細部計畫道路 

計畫範圍內，因應廠區內與區外計畫道路聯絡溝通需求，

規劃一條 10 米細部計畫道路供通行使用，往外連接草湖路。 

二、 停車空間規劃 

本基地設廠營運期間員工總數為 85 人，廠區運作上下班為

8:00~17:00，依廠區運作情形預估，上午交通尖峰約在 7:00~8:00 之

間，上午交通尖峰時段進入廠區人數約為 80 人，下午交通尖峰約

在 17:00~18:00 之間，離開廠區約為 80 人。 
因基地外洽臨公車公共運輸，假設每日約 1/20 員工搭乘，其餘

交通運具則以汽機車為主，假設騎乘機車與開車之比例為 3：1，並

換算機車 1、小汽車 1.2 之承載率，則營運期間員工通勤於上午交

通尖峰衍生車流，進入約為機車 57 輛、小汽車 16 輛；下午尖峰交

通相同。 

本案依照「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劃設 30%
公共設施供公眾使用，建築所衍生之停車需求，另依建築法規檢討，

以部分法定空地以及廠房內部空間供停車使用，停車空間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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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細部計畫交通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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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污染防治計畫 

本案屬「金屬手工具製造業」，生產製程以低污染為原則，其金屬製

品製造程序流程中「研磨」及「加工(防鏽)」等熱處理及表面處理項目皆

委外製造，且不會產生工業廢水及廢氣，而事業廢棄物主要以廢鐵、廢塑

膠包材為主，一般廢棄物則為生活垃圾、廢木材、廢塑膠、廢鐵容器等。

擴廠前後相關污染防治項目分項詳述如下： 

一、 事業廢油 

本案製程中之加工(車床、銑床、CNC 加工)項目為乾車銑，因

此無產生事業廢油。 

二、 空氣污染防制 

本案擴廠完成後之生產設備以專用車銑複合機為主，如下圖 4-

2，僅以電力運轉機器設施並無使用蒸汽鍋爐等設備，因此不會產

生空氣污染。 

 
圖 5-3 專用車銑複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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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噪音防制 

噪音管制標準第四條工廠(場)噪音管制標準值規定如表 5-2，

本計畫屬第四類管制區：供工業或交通使用為主，且需防止噪音影

響附近住宅安寧之地區。本計畫擴廠後之主要生產設備為專用車銑

複合機，採全罩式隔音設計，加工音量值較傳統車床、銑床為低，

約為 70 分貝，符合工廠噪音管制標準值以下，且夜間並無生產，

不會產生噪音。往後如添購其他大型設備現場音量管制將依相關規

定辦理。 

表 5-2 工廠(場)噪音管制標準值  
單位：分貝（dB（A）)  

              頻率 
          時段 
     音量 

 管制區 

20 Hz 至 20 kHz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 50 45 40 
第二類 57 52 47 
第三類 67 57 52 
第四類 80 70 65 

四、 生活污水處理 

本案製程中並無產出事業廢水，僅產生生活污水，擴廠前後之

生活污水排放量及處理比較如下表 5-3。計算方式依廠區員工人數

推估，擴廠前為 25 人，擴廠後推估人數為 85 人。擴廠後將增設三

套預鑄式污水處理設備，其產生之污泥將於集中管理後委託合法廠

商代為清運處理。 

表 5-3 擴廠前後生活污水排放量及處理比較 
擴廠前 擴廠後 

每日用水量 6.25 CMD 每日用水量 21.25 CMD 

每日生活污水量 0.94 CMD 每日生活污水量 3.18 CMD 

排放處理流程 攔污→曝氣沉澱→放流 排放處理流程 
攔污→曝氣沉澱→

放流 
廢水排放方式 排水管放流 廢水排放方式 排水管放流 

註：每人每日用水量以 0.25CMD 計；每人每日生活污水量以 0.15CMD 計，使用人數按作業
人數 1/4 計算，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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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事業及一般廢棄物處理 

本公司製程中產出事業廢棄物以廢鐵及廢塑膠混合物為主，ㄧ

般廢棄物則包含生活垃圾、廢木材、廢塑膠及廢紙等，擴廠前後產

生量及處理方式比較如下表 5-4，廢棄物處理流程如下圖 5-4，皆

於集中管理後委託合法廠商清運及回收處理。 

表 5-4 擴廠前後廢棄物產生量與處理方式 

廢棄物種類 
產生量(公噸/月) 

處理方式 
平均月產生量 最大月產生量 

擴廠前 擴廠後 擴廠前 擴廠後 擴廠前 擴廠後 
事業廢棄物

 

廢鐵 6 30 8 40 集中後回收 
委託廠商處理 

集中後回收 
委託廠商處理 

廢塑膠 
混合物 0.5 1.5 1 3 委託廠商處理 委託廠商處理 

一般廢棄物

 

生活垃圾 0. 5 1.7 0.6 2 委託廠商處理 委託廠商處理 

廢木材棧
板 0.2 0.6 0.3 0.9 委託廠商處理 委託廠商處理 

廢塑膠 0.1 0.3 0.2 0.6 委託廠商處理 委託廠商處理 

廢紙 0.1 0.3 0.2 0.6 委託廠商處理 委託廠商處理 

廢鐵容器 0.1 0.3 0.2 0.6 委託廠商處理 委託廠商處理 

 
圖 5-4 本公司廢棄物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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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促進土地使用之合理發展利用，本計畫訂定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規定如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9 條規定訂定之。 

（二）乙種工業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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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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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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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

未規定者，適用臺中市霧峰地區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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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現況廠區建築面積 

一、 建築面積 

現有廠房因原廠房 A 棟產能不足，擴廠生產迫切需要，已建有廠房

建築物(含廠辦建物、守衛室、裝卸貨區、行政辦公室)等，即圖 5-5 建築

配置圖之 B 棟、C 棟及 D 棟。 

依照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為建蔽率 70%，可建築面積為 2,394 푚 ，現

況因產能需求及為了提供員工更好的環境，實際上建築面積為 2,946.7 

푚 ，超出面積為 552.7 푚 ，超出部分於拆除 C、D 棟後，剩餘超出面積，

需於都市計畫通過後，由建築師檢討結構、消防、環保情形下拆除部分 B
棟，可建築面積為 2,394 計算檢討建蔽及容積，即可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規則，如表 5-6 所示。 

表 5-5 霧峰區峰西段 916 地號現況建築面積表 
樓地板面積(푚 ) B 棟 C 棟 D 棟 

壹層 2,409.77 339.60 197.34 

貳層 2,792.52 339.60 197.34 

參層   44.96 

合計 5,202.29 679.2 439.64 

總樓地板面積(푚 ) 6,321.13 

表 5-6 霧峰區峰西段 916 地號建築面積檢討表 
地號/面積 916 地號/4,885 (푚 ) 
使 用 分 區 
/ 面積 

乙種工業區 / 3,420 (푚 ) 

建築面積 2,394 (푚 ) 

建蔽率 
現況 計畫通過 

2,946.71/3,420=86%>70% 2,394/3,420=70%≤70% 

容積率 6,321.13/2,946.71=215%>210% 
4,788/3,420=140%≤210% 

(兩層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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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霧峰區峰西段 916 地號建築配置圖 

二、 綠化面積 

由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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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5-6，土地使用分區管規則建蔽率 70%，建築面積為 2,394 푚 ，法定空

間為 1,026 푚 ，因此至少需留設 513 푚 作為綠化面積，又「法定空地面

積每滿 64 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 1 棵」，因此需種植至少 16 顆喬木，並

於請領建築執照時，由建築師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綠建築

基準檢討二氧化碳固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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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都市防災計畫 

有關本計畫之都市防災系統如下述： 

一、 緊急疏散動線 

本計畫區以工業區使用為主，區內細部計畫道路為緊急疏散動

線。 

二、 火災防止延燒地帶 

本計畫區以區內綠地用地及隔離綠帶為火災防止延燒地帶作

為防火區隔，以防止火災時產生蔓延現象。 

三、 臨時避難場所 

以計畫區畫設的細廣兼停用地為臨時避難場所，如圖 6-1，其

周邊應保持暢通，並減少永久性障礙物之設置，以維持其開放性，

隨時作為臨時作為救災避難之場所。 

四、 中長期收容場所 

以計畫區西北側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內校舍或建物

為中長期收容場所，作為災後城市復建完成前之臨時庇護場所。 

五、 警察消防據點 

以計畫區西北側臺中市消防局第三大隊霧峰分隊及臺中市警

察局霧峰分局為警察消防據點，設置之主要目的是為進行情報資訊

蒐集及災後秩序維持，以因應緊急災變之發生。 
有關計畫區之防災系統詳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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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防災系統示意圖 

 



 

56 

第七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第一節 公共設施開闢及經費 

一、 實施進度 

本計畫公共設施由申請人自行開發，開發期限訂於細部計畫發

布實施起 3 年內，開發完成公共設施。 

二、 開發方式 

本計畫範圍土地產權單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開發將由本案申

請人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採自行

整體開發方式辦理。 

三、 開發經費概估 

本案擬定細部計畫公共設施興闢所需費用共計約 400 萬元，其

開闢經費均由申請人負責籌措支應。 

表 7-1 整地及公共設施開闢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單位：萬

元） 主

辦

單

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徵購

或 
撥用 

市地

重劃 
區段

徵收 
其

他 
整地

費用 
工程

費用 合計 

廣兼停 0.0715 

   

ˇ 
(自
行

開

發) 

40 100 140 

申

請

人 

細部計

畫發布

實施後

三年內

完成公

共設施

之興闢 

自有

資金

及銀

行貸

款 
 

道路 0.0379 20 180 200 

綠地 0.0371 20 40 60 

合計 0.1465       400 

註：1.本表所列之面積以擬定細部計畫配合都市計畫椿位測量後為準。 
    2.投資經費係屬概估，未來應以實際發生費用為準。 
    3.道路費用含公用設備管線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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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事業設施財務計畫 

一、 建築開發成本 

本案建築開發工廠廠房擴建，建築成本約為 7,000 萬元。 

二、 機器設備成本 

本工廠擴建購入機器設備有車銑複合機 100 臺、CNC 精密車

床 20 台及空壓機 1 台，設備成本約為 5,620 萬元。 

三、 後續辦理作業 

本案擬定完成細部計畫後，既有廠房依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

申請辦理補照及工廠登記事項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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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I 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 



地籍圖謄本
大里電謄字第084037號
土地坐落：臺中市霧峰區峰西段916,1027地號共2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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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謄本核發機關：　　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 　主任：林至真
　　　　　　　　　中　華　民　國　　　105年05月30日15時54分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地籍圖謄本如附件共4頁，接續圖如下：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黃維謙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HP!HSHUGB，可至：http://ep.land.nat.gov.tw 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惟為考量檔案傳輸中心之資料負荷度，線上有效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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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號全部）

           霧峰區峰西段 0916-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4㈰10時26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黃維謙㉂行列㊞
      謄本種類碼：V8T8H*X7*FR，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大里㆞政事務所  主  任    林㉃真       
      大里電謄字第067609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大里㆞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大里㆞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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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080年07㈪04㈰                      登記原因：分割
      ㆞    目：田                   等則：04          面    積：****4,885.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7,663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重測前：霧峰段霧峰小段８１－２㆞號
                    因分割增加㆞號：㆝時段５１９－３
                    因分割增加㆞號：９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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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7
      登記㈰期：民國102年05㈪07㈰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2年03㈪28㈰
        所㈲權㆟：鼎富隆精密機械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96870005                            
        住    址：臺㆗市潭子區民族路㆒段３３２之７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2里字第010122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758.4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2年03㈪     ****6,763.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12-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　㈯㆞他㊠權利部  *************

      （0001）登記次序：0012-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普登字第20550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14㈰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03705903                            
        住    址：台北市㆗山區吉林路１０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借款、透支、
                          貼現、買入光票、墊款、承兌、委任保證、開發信用狀、進出口押匯
                          、票據、保證、信用卡契約、應收帳款承購契約、衍生性㈮融商品交
                          易契約及㈵約商店契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１㈪１２㈰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債務㆟向抵押權㆟辦理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7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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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號全部）

           霧峰區峰西段 0916-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4㈰10時26分                                頁次：2

      證明書字號：103里字第007801號
      共同擔保㆞號：峰西段 0916-0000 1007-0001 1007-0010
                           1027-0000
      共同擔保建號：峰西段 01518-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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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號全部）

           霧峰區峰西段 1027-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4㈰10時26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黃維謙㉂行列㊞
      謄本種類碼：V8T8H*X7*FR，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大里㆞政事務所  主  任    林㉃真       
      大里電謄字第067609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大里㆞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大里㆞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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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期：民國103年07㈪30㈰                      登記原因：註記
      ㆞    目：田                   等則：04          面    積：****1,198.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4年01㈪    公告㈯㆞現值：***15,5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峰西段    01518-000
      其他登記事㊠：重測前：霧峰段霧峰小段８１㆞號
                    （權狀註記事㊠）峰西段１５１８建號之建築基㆞㆞號：峰西段１０２７㆞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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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登記次序：0007
      登記㈰期：民國102年05㈪07㈰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2年03㈪28㈰
        所㈲權㆟：鼎富隆精密機械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96870005                            
        住    址：臺㆗市潭子區民族路㆒段３３２之７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2里字第010125號
      當期申報㆞價：102年01㈪****1,60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2年03㈪     ***14,4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8-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　㈯㆞他㊠權利部  *************

      （0001）登記次序：0008-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收件年期：民國103年                                    字號：普登字第205500號
      登記㈰期：民國103年11㈪14㈰                        登記原因：設定
        權 利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03705903                            
        住    址：台北市㆗山區吉林路１００號                                  
      債權額比例：全部 ***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額：新台幣***************120,000,000元正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對抵押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借款、透支、
                          貼現、買入光票、墊款、承兌、委任保證、開發信用狀、進出口押匯
                          、票據、保證、信用卡契約、應收帳款承購契約、衍生性㈮融商品交
                          易契約及㈵約商店契約。
      擔保債權確定期㈰：民國１３３年１１㈪１２㈰
      清償㈰期：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期。
      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遲延利息(率)：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
      違 約 ㈮：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計收標準計算。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１．取得執行㈴義之費用。２．保全抵押物之費用。３．因債務不履
                        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４．因債務㆟向抵押權㆟辦理約定之擔保債權
                        種類及範圍所生之手續費用。５．抵押權㆟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
      權利標的：所㈲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7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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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號全部）

           霧峰區峰西段 1027-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4年04㈪24㈰10時26分                                頁次：2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證明書字號：103里字第007801號
      共同擔保㆞號：峰西段 0916-0000 1007-0001 1007-0010
                           1027-0000
      共同擔保建號：峰西段 01518-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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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政 府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0 年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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