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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

苗栗縣政府　函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承辦人：何錦杭

電話：037-559303

傳真：037-364450

電子信箱：johnho0219@ems.miaoli.gov.tw

受文者：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4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5月18日

發文字號：府商都字第10401008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檢送「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57次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說明：

一、出席委員對於審議案件如有補充意見，請於文到日起7日

內擲還本府承辦單位彙整處理（逾期視同無意見）。

二、為響應本府無紙化政策，本次會議紀錄檔案請至http://u

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FileUpload/Fil

e/1040518094935.pdf下載。

正本：徐縣長兼主任委員耀昌、鄧副主任委員桂菊、葉委員志航、李委員政、趙委員

清榮、陳委員斌山、楊委員明鐃、許委員滿顯、邱委員蓬新、周委員明忠、黃委

員秋榮、顏委員秀吉、黃委員文忠、吳委員寶田、劉委員霈、蔡委員坤松、鄭委

員聚然

副本：苗栗縣頭屋鄉公所（審議案件第1案）、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審議案件第1案

）、本府工務處土木科（審議案件第1案）、瑞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審議案件

第1、3案）、張森榮君（審議案件第2案）、林富男君（審議案件第2案）、吳昱

頡君（審議案件第2案）、馬文龍君（審議案件第2案）、陳柏年君（審議案件第2

案）、新蓮寺（審議案件第2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審議案件第2案）、苗

栗縣後龍鎮公所（審議案件第2案）、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審議案件第2

案、討論案件第1案）、慈祐醫院（審議案件第3案）、苗栗縣頭份鎮公所（審議

案件第3案、討論案件第1案）、苗栗縣竹南鎮公所（審議案件第3案）、苗栗縣

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審議案件第3案）、本府工商發展處建管科（審議案件第

3案）、長利加油站有限公司（討論案件第1案）、本府工商發展處公用事業科（

討論案件第1案）、正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討論案件第2案）、本府工商發展處

工商科（討論案件第2案）、本府工商發展處產發科（討論案件第2案）、本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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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發展處工商策進會（討論案件第2案）、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長）、

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4份）(均含附件) 2015-05-18
10:48:46



苗栗縣政府辦理 

苗栗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257 次審議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5 月 7日（星期四）上午 9點 30 分 

二、地點：本府第二辦公大樓三樓 B301 會議室 

三、主席：徐縣長兼主任委員耀昌        鄧副主任委員桂菊 代 
（依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條規定，主任委員不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理主席） 

                                              記錄：何錦杭 

四、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到簿。 

五、主持人致詞：略。 

六、業務單位報告：如附件。 

七、本次審議案件如後： 

 

（一）審議案件： 

第 1案：「變更頭屋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檢討）案」。 

第 2案：「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暨「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地

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第 3案： 「擬定竹南頭份都市計畫細部計畫案」。 

（二）討論案件： 

第 1案：「變更高速公路頭份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

檢討）（長利加油站有限公司陳情案）」。 

第 2案：「苗栗縣都市發展暨工業區變更策略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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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案件 

1. 說明： 

(8) 本計畫公開展覽日期自 103 年 6 月 30 日起 30 天。103 年 6 月

30 日至 103 年 7 月 2 日刊登於聯合報 E4 版、E7 版及 A16 版，
並於 103 年 7月 7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整假苗栗縣後龍鎮公
所 3 樓會議室舉行公開展覽說明會，並於 103 年 7 月 7 日（星

期一）至 7 月 10 日（星期四）以及 7 月 14 日（星期一）等 5
日期間，於本縣後龍鎮公所建設課設置地方諮詢工作站，提供
必要之說明以及彙整民眾意見。 

(9) 本計畫經本縣都市計畫委員會解委員鴻年（召集人）、林委員
明、紀委員聰吉、王委員銘國、陳委員斌山及黃委員秋榮等 6
人組成專案小組先行審查，分別於 103 年 8 月 12 日及 103 年 8

月 21 日進行審議，獲致具體結論。後經 104 年 3月 5日本縣都
市計畫委員會第 256 次會議決議：「除下列各點外，餘照專案小
組決議修正後，再提會討論」，爰針對前開會議決議處理情形部

分及陳昭瑜君（原人陳 3 案）104 年 4 月 17 日再次提出陳情，
再提會討論。 

2. 第 256 次縣都委會決議處理情形如下： 

項

次 
縣都委會第 256 次會議決議 

縣都委會 

第 256 次決議處理情形 

縣都委會 

第 257 次會議決議 

 除下列各點外，餘照專案小組

決議修正後，再提會討論： 

－ 
－ 

1 主要計畫變 1 案：參酌「變更

苗栗縣市場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草案）」回饋比例原則，依

不同計畫階層訂定不同回饋比

例，將本案公共設施用地變更

回饋比例由 25%調整至 30%，附

帶條件 1請修正為「土地所有

權人應至少提供變更面積 30

％為公共設施用地」。 

遵照辦理，修正後內容詳附件

一。 

依「縣都委會第 256

次會議決議處理情

形」通過。 

2 主要計畫變 2 案：本案依本府

警察局與會代表意見，考量財

政以及現有新港派出所廳舍未

達使用年限，狀況尚稱良好，

且高鐵特定區目前尚未發展，

遵照辦理，將主要計畫變 2

案予以撤案。 

依「縣都委會第 256

次會議決議處理情

形」通過。 

第 2 案：「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暨「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地
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再提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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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縣都委會第 256 次會議決議 

縣都委會 

第 256 次決議處理情形 

縣都委會 

第 257 次會議決議 

新港派出所遷建尚無迫切需

求，故撤銷本案。 

3 主要計畫變 3 案：請再確認地

籍及現況佔用套繪情形，併配

套處理方式再行研議。 

1.經查宗教專用區公展草案

劃設範圍係依重測前地籍

套繪，故今依重測後地籍重

新套繪。經查新蓮寺部分建

物佔用龍椅段 1061（國有

地）及 1062（鎮有地）地

號。依新蓮寺管理委員會

103 年 11 月 12 日函覆表

示，已分別向管理單位洽

商，若洽商未果，日後重建

廟舍時，佔用部分必將拆

除，將土地恢復原狀。 

2.因寺廟部分建物佔用他人

土地，為利後續執行依循，

建請增列附帶條件如下：廟

方應於內政部都委會審議

通過後 3 年內，將建物佔用

公有土地部分（龍椅段

1061 及 1062 地號）予以拆

除，並擇定附帶條件與本府

或鎮公所簽訂協議書後，始

得檢具計畫書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發布實施。 

3.有關地籍及現況佔用套繪

圖面，以及主計變 3 案修正

後變更內容明細表詳附件

二。 

依「縣都委會第 256

次會議決議處理情

形」通過。 

4 細部計畫變 1 案：為使土地利

於標售，本變更內容及變更理

由配合調整如下：「為利土地細

分及基地建築，且提供區內通

行功能，於基地中央規劃一南

北向 10 米計畫道路。另為形塑

高鐵綠廊意象，沿高鐵規劃寬

約 30 公尺之園道用地。 

遵照辦理，修正後內容詳附件

一。 

依「縣都委會第 256

次會議決議處理情

形」通過。 

5 細部計畫變 2案及變 3案：有

關第三種住宅區細部計畫道路

之劃設方式及開發方式，為考

量陳情民眾意見，請於本案主

要計畫審定前，與陳情民眾協

商確認方案，再行提送都委會

審議。 

1.本府於 104 年 3 月 26 日府

商都字第 1040060919 號函

請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就細

部計畫道路預留用地範圍

以及自行興闢並負擔其所

需經費等事項表示意見。陳

情人於 104 年 4 月 17 日苗

高特申路 1040417 號函

覆，仍建議細部計畫道路應

1.細部計畫變 2 案：

因變更範圍係屬公

有土地，供作道路

使用未涉及用地徵

收，故照公展草案

通過。 

2.細部計畫變 3 案：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第 1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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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縣都委會第 256 次會議決議 

縣都委會 

第 256 次決議處理情形 

縣都委會 

第 257 次會議決議 

由本府徵收開闢。陳情文詳

附件四。 

2.依本案都委會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見及 256 次都委

會決議，第三種住宅區之計

畫道路仍應依本案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5 點規

定，由土地所有權人透過整

體開發方式自行整合開

闢。惟因考量陳情土地之面

積未達整體開發規模，且周

邊無出入道路可供通行，故

建議現階段於陳情範圍先

行劃設一計畫道路（該路線

係參酌既有水溝龍富段 60

地號，且不影響既有 3R 建

物為原則，建議草案詳附件

四）。該計畫道路由土地所

有權人自行興闢，辦理整體

開發前，產權仍屬原土地所

有權人所有，且應確保出入

通行使用。 

3.有關細部計畫變2案及變3

案變更計畫內容及審議情

形詳附件三。 

已針對第三種住宅

區訂定整體更新及

再發展機制，其區

內道路應由土地所

有權人透過整體開

發方式自行整合開

闢。本府陸續參酌

陳情意見，納入公

展草案並調整計畫

道路路型，惟據陳

情代表表示，現階

段劃設計畫道路亦

無法自行興闢，土

地亦無法符合住三

規定自行個別建築

使用，且考量現況

並無建築使用之急

迫性，故取消細計

變 3 案，維持原計

畫。 

3.有關細部計畫變 2

案及變 3 案變更內

容明細表，詳附表

4-1 公開展覽內容

─細部計畫變更內

容明細表「縣都委

第 257 次會議決

議」欄。 

6 因應內政部審議原則，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21 條有關

建築基地地下層開挖規模仍有

訂定之必要。惟為符合未來開

發建築之地下停車空間需求，

建議後續都市設計審議時，得

酌予增加建築物開挖層數。 

－ － 

7 區內客家圓樓（公滯 4）及閩

式書院（公滯 2）均已興建完

成，為高鐵特定區內之地標建

築，周邊整體景觀環境應與其

相互呼應，請修正以下內容：

（1）將公滯 2南側第一種住宅

區及公滯 4 南側第二種

住宅區及第三種住宅區

臨街面建築物，納入「應

都市設計審議之地區」。

（2）都市設計管制要點第六點

遵照辦理，「應辦理都市設計

審議之地區」修正示意圖詳附

件五。 

1.「應辦理都市設計

審議之地區」依「縣

都委會第 256 次會

議決議處理情形」

通過。 

2.都市設計管制要點

第六點詳表 1-2 

都市設計管制要點

第六點修訂明細表

「縣都委會第 256

次會議及第 25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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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縣都委會第 256 次會議決議 

縣都委會 

第 256 次決議處理情形 

縣都委會 

第 257 次會議決議 

修訂如下（詳表 1-2）。 會議決議」欄及「修

正說明」欄。 

8 人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詳

見表 1-3「縣都委會第 256 次

會議決議」欄。 

－ 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

見綜理表詳見表 1-3

「縣都委會第 257 次

會議決議」欄。 

 

3. 初核意見： 

(1) 建議除主計變更第 3 案及細計變更第 2、3 案（併同人民
陳情案件）提請討論外，餘依本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256 次
會議決議事項修正後通過。 

(2) 原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十六點（一）1.「為現有道路或分
區界線為繞之完整街廓，…」應更正為「為現有道路或分區
界線圍繞之完整街廓，…」，類此文字誤繕部分，請規劃單位

詳細清查，一併更正。 

(3) 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與都市設計管制要點中，退縮
空間內開放空間留設位置不一致之情形，請規劃單位補充說

明並提請大會討論。 

 

4. 縣都委會決議： 

(1) 詳表1-1本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256次會議決議處理情形
一覽表「本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257 次會議決議」。 

(2) 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與都市設計管制要點中，退縮

空間內開放空間留設位置不一致之情形，請依「退縮空間內
臨道路境界線側至少須留設二公尺綠化空間（以喬木為原
則），並至少須留設二公尺帶狀式開放空間供公眾通行」進行

修訂。修訂條文對照表詳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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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都市設計管制要點第六點修訂明細表 

公展修訂後條文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縣都委會第 256 次會議 
及第 257 次會議決議 

修正說明 

六、建築物規劃設計： 
本特定區指定須辦理

都市設計審議地區，其建
築物規劃設計應依下列規
定辦理： 
（一）建築物屋頂造型美

化 
1.建築物頂層應配合建築
物本身及周圍建築物造
型整體予以美化設計，
以形成本地區整體建築
風貌及優美之天際線。 

2.建築物頂層所附之電視
天線、水塔、空調、機
械等設施物，應儘量配
合建築物作整體設計，
並予以遮蔽處理。 

3.住宅區建築物屋頂應設
置斜屋頂。 

4.建築物之頂層及屋頂突
出物應設置斜屋頂，以
形成本地區之特殊建築
風格，其斜屋頂之設置
應依下列規定： 

(1)建築物凡面向道路或
公共開放空間者，其斜屋
頂面或山牆面應以面向該
道路或公共開放空間設
置。 
(2)前項建築物斜屋頂，其
斜面坡度不得小於三比一
且不得大於一比一(底比
高)，且建築物各部份應按
其同一面向道路或公共開
放空間設置同一坡度之斜
屋頂。 
(3)斜屋頂之屋面排水，應
以適當之設施導引至地面
排水系統。 
（二）建築附屬設施物管

制(略) 
（三）建築物高度與量體

(略) 
（四）建築材質與色彩

(略) 
（五）建築物非供住宅使

用之樓層，其同層
及以下各樓層均應
非供住宅使用，其
出入垂直動線應予
分別設置。 

六、建築物規劃設計： 
本特定區指定須辦理

都市設計審議地區，其建
築物規劃設計應依下列規
定辦理： 
（一）建築物屋頂造型美

化 
1.建築物頂層應配合建築
物本身及周圍建築物造
型整體予以美化設計，
以形成本地區整體建築
風貌及優美之天際線。

2.建築物頂層所附之電視
天線、水塔、空調、機
械等設施物，應儘量配
合建築物作整體設計，
並予以遮蔽處理。 

3.住宅區建築物屋頂應設
置斜屋頂。 

4.建築物之頂層及屋頂突
出物應設置斜屋頂，以
形成本地區之特殊建築
風格，其斜屋頂之設置
應依下列規定： 

(1)建築物凡面向道路或
公共開放空間者，其斜屋
頂面或山牆面應以面向該
道路或公共開放空間設
置。 
(2)前項建築物斜屋頂，其
斜面坡度不得小於三比一
且不得大於一比一(底比
高)，且建築物各部份應按
其同一面向道路或公共開
放空間設置同一坡度之斜
屋頂。 
(3)斜屋頂之屋面排水，應
以適當之設施導引至地面
排水系統。 
（二）建築附屬設施物管

制(略) 
（三）建築物高度與量體

(略) 
（四）建築材質與色彩

(略) 
（五）建築物非供住宅使

用之樓層，其同層
及以下各樓層均應
非供住宅使用，其
出入垂直動線應予
分別設置。 

六、建築物規劃設計： 
本特定區指定須辦理都

市設計審議地區，其建築物規
劃設計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建築物屋頂造型美化 
1.建築物頂層應配合建築物

本身及周圍建築物造型整
體予以美化設計，以形成本
地區整體建築風貌及優美
之天際線。 

2.建築物頂層所附之電視天
線、水塔、空調、機械等設
施物，應儘量配合建築物作
整體設計，並予以遮蔽處
理。 

3.住宅區建築物屋頂應設置
斜屋頂。 

4.建築物之頂層及屋頂突出
物應設置斜屋頂，以形成本
地區之特殊建築風格，其斜
屋頂之設置應依下列規定： 

(1)建築物凡面向道路或公共
開放空間者，其斜屋頂面或山
牆面應以面向該道路或公共
開放空間設置。 
(2)前項建築物斜屋頂，其斜
面坡度不得小於三比一且不
得大於一比一(底比高)，且建
築物各部份應按其同一面向
道路或公共開放空間設置同
一坡度之斜屋頂。 
(3)斜屋頂之屋面排水，應以
適當之設施導引至地面排水
系統。 
（二）建築附屬設施物管制

(略) 
（三）建築物高度與量體(略) 
（四）建築材質與色彩(略) 
（五）建築物非供住宅使用之

樓層，其同層及以下各
樓層均應非供住宅使
用，其出入垂直動線應
予分別設置。 

（六）面臨公滯 2 及公滯 4
之臨街面建築基地，其
建築物規劃設計之整
體風格與元素，應分別
與閩式書院及客家圓
樓之意象相互呼應。 

【 縣 都 委 會 第
256 次會議】決
議：因客家圓樓
及閩式書院已興
建完成，為高鐵
特定區內之地標
建築，周邊整體
景觀環境應與其
相互呼應。故建
議增列「（六）面
臨公滯2及公滯4
之第一排建築基
地，其建築物規
劃設計之整體風
格與元素，應分
別與閩式書院及
客家圓樓之意象
相互呼應。」，餘
照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見通過。 
 
【 縣 都 委 會 第
257 次會議】決
議 ： 建 議 刪 除
（一）2.文中「儘
量」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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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人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項
次 

陳情人及 
建議位置 

建議理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
見 

縣都委第
256 次會議

決議 

縣都委第 257 次會議決
議 

1 吳昱頡 
龍富段64
地號 

1.細部計畫變更第 3 案道
路用地 D-17-6M，建議貫
通 。 

2.土地徵收，地價要採用
市價。 

1.D-17-6
M 路，以
水溝為
中心南
北 各
4M，改
為 8M，
建議貫
通 。 

2.地價徵
收，採
用 市
價 。 

併細計變二
案及細計變
三案辦理。請
補充「第三種
住宅區細部
計畫道路預
留藍圖」及開
發方式後，提
請 大 會 討
論。 

有關第三種
住宅區細部
計畫道路之
劃設方式及
開發方式，為
考量陳情民
眾意見，請於
本案主要計
畫審定前，與
陳情民眾協
商 確 認 方
案，再行提送
都 委 會 審
議。 

建議未便採納。 
理由：本案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第 15 點已針對
第三種住宅區訂定整體
更新及再發展機制，其區
內道路應由土地所有權
人透過整體開發方式自
行整合開闢。本府陸續參
酌陳情意見，納入公展草
案並調整計畫道路路
型，惟據陳情代表表示，
現階段劃設計畫道路亦
無法自行興闢，土地亦無
法符合住三規定自行個
別建築使用，且考量現況
並無建築使用之急迫
性，故取消細計變 3 案，
維持原計畫。 

2 陳柏年 
龍富段67
地號 
後龍鎮新
港 路
173-5 號 

本人不同意變 3 案，徵收
本人土地作為道路用地。
覆貴府 103年 6月 27日府
商都字第 1030135706A 號
文。 

變 3 案所
設預定道
路，若未
經本人土
地，臨近
住戶仍有
道 路 進
出，徵收
本人土地
並 非 必
要，務請
重新計畫
評估。 

併細計變二
案及細計變
三案辦理。請
補充「第三種
住宅區細部
計畫道路預
留藍圖」及開
發方式後，提
請 大 會 討
論。 

有關第三種
住宅區細部
計畫道路之
劃設方式及
開發方式，為
考量陳情民
眾意見，請於
本案主要計
畫審定前，與
陳情民眾協
商 確 認 方
案，再行提送
都 委 會 審
議。 

建議酌予採納。 
理由：已取消細計變 3
案，維持原計畫。 

3 陳昭瑜  
水溝用地 

1.原陳情此新闢道路以水
溝為準向南北兩側徵收
土地，縣府以水溝路徑
彎曲無法沿水溝闢路而
將計畫道路改直並北
移。  

2.高鐵特定區徵收之初，
豐富里下庄剔除區居民
陳情期望新闢道路改善
區內巷弄狹窄，現計畫
道路雖能解決北側裏地
無路之困境，因未沿水
溝徵收導致剔除區巷弄
無法銜接此路。  

請求附帶
徵收剩餘
之水溝用
地。 

－ 
(專案小組審

議後 
新增案件)

有關第三種
住宅區細部
計畫道路之
劃設方式及
開發方式，為
考量陳情民
眾意見，請於
本案主要計
畫審定前，與
陳情民眾協
商 確 認 方
案，再行提送
都 委 會 審
議。 

建議未便採納。 
理由：本案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第 15 點已針對
第三種住宅區訂定整體
更新及再發展機制，其區
內道路應由土地所有權
人透過整體開發方式自
行整合開闢。本府陸續參
酌陳情意見，納入公展草
案並調整計畫道路路
型，惟據陳情代表表示，
現階段劃設計畫道路亦
無法自行興闢，土地亦無
法符合住三規定自行個
別建築使用，且考量現況
並無建築使用之急迫
性，故取消細計變 3 案，
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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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主計變 1 案及細計變 1 案」修正後資料 

附表 1-1  主計變 1案修正後變更內容明細表                        單位：公

頃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加 油 站

專 用

區、污水

處 理 廠

及 電 路

鐵 塔 用

地 

加油站 

專用區 

（0.23） 

公園用地兼供

滯洪池使用 1

（附 1） 

（0.23） 

加油站專用區位於北勢溪藍綠軸帶旁較不適宜，且加

油站具可替代性（如商業區亦可容許使用），故併週邊

土地規劃，將加油站專用區變更為公園用地兼供滯洪

池使用，俾利公園整體利用。 

污水處理 

廠用地 

（2.85） 

住宅區 

（附 1） 

（2.85） 

依「苗栗縣後龍鎮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實施計畫」

（內政部 100 年 11 月 11 日內授營環字第 1000809896

號函核定），後龍鎮污水下水道系統服務範圍包括後龍

都市計畫、本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地區及鄰近六里，於

後龍溪橋旁規劃污水處理廠預定地，故本特定區內原

保留之污水揚水站土地，已無繼續使用、保留之必要，

故變更為住宅區（細部計畫則依鄰近使用分區調整為

第二種住宅區）。 

電路鐵塔 

用地 

（0.09） 

公園用地兼供

滯洪池使用 2

（附 1） 

（0.09） 

依需地機關（臺灣電力公司）表示，該電路鐵塔已無

設置需求，故併週邊土地規劃，將電路鐵塔用地變更

為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俾利公園整體利用。 

— 附帶條件 1：土

地所有權人應

至少提供變更

面積 30％為公

共設施用地。

依區段徵收計畫，加油站專用區、污水處理廠用地及

電路鐵塔用地係有償取得及可處分之土地，處分收入

得挹注特定區開發基金，促使本案財務平衡。惟部分

屬公共設施用地變更，故仍應有適當回饋劃設公園用

地兼供滯洪池使用，並於細部計畫規劃適當公共設施。

附表 1-2  細計變 1案修正後變更內容明細表                        單位：公

頃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1-6-30M

以南、停

1 用地以

西之第二

種住宅區 

第二種住宅區 

（附 1） 

（0.71） 

道路用地 

（附 1） 

（0.12） 

園道 

（附 1） 

（0.59） 

1.為利土地細分及基地建築，提供區

內通行功能，於計畫區中央規劃南

北向 10 米計畫道路，故變更第二種

住宅區為道路用地。 

2.為形塑高鐵綠廊意象，沿高鐵規劃

寬約 30 公尺之園道用地，故變更第

二種住宅區為園道用地。 

 
附帶條件 1：土地所

有權人應至少提供

變更面積 30％為公

附帶條件 1：土地所

有權人應至少提供

變更面積 30％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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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原計畫 新計畫 

共設施用地。 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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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  修正方案示意圖 

 

附表 1-3  污水處理廠、加油站專用區及電路鐵塔用地變更後計畫面積表 

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比例(%) 

第二種住宅區 2.15 67.82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1 0.23 7.26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2 0.09 2.84 

道路用地 0.12 3.79 

園道用地 0.58 18.30 

小計 1.02 32.18 

合計 3.17 100.00 

 



40 
 

附件二  「主計變三案（宗教專用區）」補充資料 

一、新蓮寺管理委員會函覆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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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專用區計畫草案 

 

附圖 2-1  宗教專用區公展草案示意圖（依重測前地籍套繪） 

 

附圖 2-2  宗教專用區公展草案套繪地籍示意圖（依重測前地籍套繪） 

台 13 甲個變範圍

台 13 甲個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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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3  宗教專用區修正草案示意圖（依重測後地籍套繪） 

 

附圖 2-4  宗教專用區修正草案套繪地籍示意圖（依重測後地籍套繪） 

台 13 甲個變範圍

台 13 甲個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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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5  新蓮寺部分建物佔用龍椅段 1061 及 1062 地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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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6  新蓮寺寺廟登記地號示意圖 

 

附圖 2-7  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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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主計變 3 案修正後變更內容明細表                         單位：公

頃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原計畫 新計畫 

3 台 13 甲

與 高 鐵

用 地 交

會處 

農業區 

（0.98） 

宗教專用區（附 2） 

（0.98） 

1.新蓮寺為本縣已登記之寺

廟（登記日期為 92 年 12 月

30 日，登記證字號：栗縣

（後）登字第參拾貳號。 

2.為推廣宗教禮義，並提供相

關服務設施，依其合法立案

登記建築基地及產權範圍，

將後龍鎮龍椅段 1037、

1038、1039、1040、1041、

1042、1055、1056、1057、

1058、1059、1060、1065、

1066、1067、1068、1069、

1070、1071、1072、1073 等

21 筆土地，劃設為宗教專用

區，並應依附帶條件規定辦

理回饋。 

3.宗教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

超過 60％，容積率不得超過

160％。 

附帶條件 2： 

1.廟方應與當地鎮公所簽訂協議書，具

結保證，納入計畫書內載明。 

2.簽訂協議書內容，建議為下欄三項擇

一： 

(1)應無償捐贈宗教專用區內建築物總

樓地板面積 20％之室內空間，供鎮

公所作為公益空間使用。 

(2)應無償捐贈變更為宗教專用區面積

10％土地予鎮公所，作為停車空間使

用。 

(3)應無償捐贈變更為宗教專用區面積

10％土地予鎮公所，作為開放空間使

用。 

3.前開捐贈土地或樓地板面積得以開

發當期公告土地現值加百分之 40 之

代金方式繳納予當地鎮公所，並專款

專用作為宗教專用區外圍附近地區環

境改善、維護及教育宣導之用。 

4.廟方應於內政部都委會審議通過後 3

年內，將建物佔用公有土地部分（龍

椅段 1061 及 1062 地號）予以拆除，

並擇定附帶條件與本府或鎮公所簽訂

協議書後，始得檢具計畫書報由內政

部逕予核定、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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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細計變 2 案及變 3 案（細部計畫道路）」補充資料 

附表 4-1  公開展覽內容─細部計畫變更內容明細表                        單

位：公頃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處理情形 

(縣都委第 256

次會議提會資

料) 

縣都委第 257

次會議決議原計畫 新計畫 

2 細兒 4、

細停 4 與

第三種住

宅區臨接

處 

兒童遊樂

場 

用地 

（0.04）

兒童遊樂場

用地兼供道

路使用 

（0.04） 

1.因民眾陳情，考

量細兒 4、細停 4

與南側第三種住

宅區之裏地得以

建築使用，且不

影響公共設施用

地檢討基準及原

設計主體整體規

劃內容，變更部

分兒童遊樂場用

地、部分停車場

用地為兒童遊樂

場用地兼供道路

使用、停車場用

地兼供道路使

用。 

2.經查現行兒童

遊樂場需求面積

1.68 公頃，劃設

面 積 1.68 公

頃；停車場用地

需求面積 3.77

公頃，劃設面積

3.13 公頃；故若

變更為其他用地

別，兒童遊樂場

與停車場用地將

不符檢討標準。

請補充以下內

容，提請大會

討論： 

1.請以虛線表

示「第三種住

宅區細部計

畫道路預留

藍圖」，以併

同處理第三

種住宅區裏

地無法對外

通 行 之 問

題，並作為後

續整體更新

及 再 發 展

時，道路系統

之 指 導 原

則。 

2.另有關開發

方式，區段徵

收地區內公

共設施應由

土地所有權

人 共 同 負

擔，然第三種

住宅區新闢

計畫道路卻

由政府徵收

開闢，似有不

妥。請基於公

平性原則，另

提適當之開

發方式，再予

審議。 

1.遵照辦理。為

引 導 有 序 發

展，預留防救

災通道，於土

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第十五

點增訂「細部

計畫道路預留

用地範圍」相

關規定。相關

內 容 詳 附 表

4-2。 

2.有關「細部計

畫道路預留用

地範圍」之開

發方式，建議

於事業及財務

計畫增列以下

內容：「細部計

畫道路預留用

地」除得依規

納入開發計畫

辦理外，若具

開闢急迫性，

該道路及設施

得由申請人自

行興闢。其所

需經費由申請

人自行負擔，

如有使用公有

土 地 需 撥 用

者，得向苗栗

縣政府提出協

助並負擔撥用

所需經費。」。

1.有關變更內

容建議照案

通過。 

2. 有 關 因 應

「第三種住

宅區細部計

畫道路預留

藍圖」，增訂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第十五點相

關規定，及其

開發方式，建

議照「處理情

形(縣都委第

256 次會議

提會資料)」

通過。 

停車場用

地 

（0.07）

停車場用地

兼供道路使

用 

（0.07） 

3 細廣停 1

以東側、

細停 3 以

西之第三

第三種住

宅區 

（0.10）

道路用地 

（0.10） 

1.因民眾陳情，本

案區段徵收工程

導致變更範圍北

側土地對外無法

併細計變2案。併細計變 2案。本案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

第15點已針對

第三種住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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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處理情形 

(縣都委第 256

次會議提會資

料) 

縣都委第 257

次會議決議原計畫 新計畫 

種住宅區 出入，考量土地

所有權人權益，

參酌既有水溝

（龍富段 60 地

號），且以不影響

既有設施物為原

則，變更第三種

住宅區為道路用

地（6M），以供土

地出入及建築使

用。 

2.前開變更範圍

（龍富段 61、

62、63、64、65、

66 及 67 地號之

部分土地）已獲

土地所有權人原

則同意辦理徵

收。 

訂定整體更新

及 再 發 展 機

制，其區內道

路應由土地所

有權人透過整

體開發方式自

行整合開闢。

本府陸續參酌

陳情意見，納

入公展草案並

調整計畫道路

路型，惟據陳

情代表表示，

現階段劃設計

畫道路亦無法

自行興闢，土

地亦無法符合

住三規定自行

個 別 建 築 使

用，且考量現

況並無建築使

用之急迫性，

故取消細計變

3案，維持原計

畫。 

註：表內面積僅供參考，應依核定實測圖辦理定樁測量分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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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1  細計變 2案變更計畫示意圖 

 

附圖 4-2  細計變 3案變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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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五點修訂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建議修訂條文 修正說明 

十五、為促進第三種住宅區之整體更

新及再發展，訂定以下獎勵措

施： 

（一）第三種住宅區內建築基地符合

下列條件之一者，土地權利關

係人得擬具開發計畫提經苗栗

縣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再分別依相關法令向主

管建築機關申請開發建築： 

1.為現有道路或分區界線為繞之完

整街廓，且將毗鄰之現有巷道、計

畫道路或綠地納入規劃，經苗栗縣

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同意者。

2.基地臨接寬度六公尺以上計畫道

路，其連續臨接長度在二十公尺以

上或達周界總長度六分之一以

上，且面積達一、○○○平方公尺

以上者。 

（二）開發計畫應以書、圖載明下列

事項： 

1.申請人姓名、身份證字號及地址。

2.開發地區範圍、面積及土地與建

物使用現況。 

3.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其圖

面比例尺不得小於五百分之一。 

4.土地使用管制計畫。 

5.都市設計事項，得視實際需要依

本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地區)細部

計畫都市設計管制準則之內容予

以述明。 

6.土地及地上物處理計畫。 

7.事業及財務計畫。 

8.實施進度。 

9.全部土地權利關係人姓名、住

址、權利證明文件及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書。 

10.套繪土地使用計畫之地籍圖，其

比例尺不得小於一千分之一。 

前項之開發地區範圍若因整體規劃需

要須將公有土地納入時，應於開發計

畫中述明其處理方式。 

（三）申請基地面積為五、○○○平

方公尺以上者，於整體開發時

須提供不小於申請開發總面積

百分之二十之土地作為公共設

十五、為促進第三種住宅區之整體更新

及再發展，訂定以下獎勵措施： 

（一）第三種住宅區內建築基地符合下

列條件之一者，土地權利關係人

得擬具開發計畫提經苗栗縣都

市更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再分別依相關法令向主管建

築機關申請開發建築： 

1.為現有道路或分區界線為繞之完

整街廓，且將毗鄰之現有巷道、計

畫道路或綠地納入規劃，經苗栗縣

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審查同意者。 

2.基地臨接寬度六公尺以上計畫道

路，其連續臨接長度在二十公尺以

上或達周界總長度六分之一以上，

且面積達一、○○○平方公尺以上

者。 

（二）開發計畫應以書、圖載明下列事

項： 

1.申請人姓名、身份證字號及地址。 

2.開發地區範圍、面積及土地與建物

使用現況。 

3.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其圖面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百分之一。 

4.土地使用管制計畫。 

5.都市設計事項，得視實際需要依本

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地區)細部計畫

都市設計管制準則之內容予以述

明。 

6.土地及地上物處理計畫。 

7.事業及財務計畫。 

8.實施進度。 

9.全部土地權利關係人姓名、住址、

權利證明文件及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同意書。 

10.套繪土地使用計畫之地籍圖，其

比例尺不得小於一千分之一。 

前項之開發地區範圍若因整體規劃需

要須將公有土地納入時，應於開發計畫

中述明其處理方式。 

（三）為引導有序發展，預留防救災通

道，訂定「細部計畫道路預留用

地範圍」（詳見附圖），應納入開

發計畫內敘明。 

（四）申請基地面積為五、○○○平方

為引導有序發

展，預留防救

災通道，增訂

「細部計畫道

路預留用地範

圍 」 相 關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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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建議修訂條文 修正說明 

施用地，前開公共設施用地(包

括必要設置之廣場、公園、兒

童遊戲場)應儘量集中留設，於

請領建造執照前將產權移轉為

苗栗縣政府所有，並於取得建

築物之使用執照前開闢完成。

基地面積不足五、○○○平方

公尺者，其所需提供之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不得小於申請開

發總面積百分之二十)則改以

代金方式計算，且需載明於上

述開發計畫書，於請領建造執

照前繳交予苗栗縣政府。 

前述代金應包括公共設施用地取得費

及開闢費，其計算公式如下：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費＝申請基地當期

土地平均公告現值×(1+加成數)，其中

加成數由苗栗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

委員會訂定。 

公共設施用地開闢費＝公園建築單價

×提供公共設施之面積，其中公園建築

單價需載明於開發計畫書內並經苗栗

縣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申請整體開發者，得依下列容

積獎勵公式核算其申請開發建

築之獎勵容積率： 

V=V0(1＋V1＋V2)/(1-V1) 

其中 V：獎勵後之容積率 

V0：該分區之基準容積率(百分之一

○○) 

V1：提供公共設施之比例 

V2：獎勵係數(符合都市計畫法台灣

省施行細則第三十條之情形者

為○．二，其餘為○．一) 

（五）第三種住宅區得配合後期發展

地區合併辦理細部計畫，並得

依其原合法可建築用地及建築

容積併入該細部計畫範圍核算

平均容積。 

（六）政府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民間

團體於第三種住宅區內興辦之

都市更新計畫得依相關法令規

定辦理，不受本點之限制。 

公尺以上者，於整體開發時須提

供不小於申請開發總面積百分

之二十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

地，前開公共設施用地(包括必

要設置之廣場、公園、兒童遊戲

場)應儘量集中留設，於請領建

造執照前將產權移轉為苗栗縣

政府所有，並於取得建築物之使

用執照前開闢完成。基地面積不

足五、○○○平方公尺者，其所

需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不

得小於申請開發總面積百分之

二十)扣除「細部計畫道路預留

用地」後，則改以代金方式計

算，且需載明於上述開發計畫

書，於請領建造執照前繳交予苗

栗縣政府。 

前述代金應包括公共設施用地取得費

及開闢費，其計算公式如下：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費＝申請基地當期

土地平均公告現值×(1+加成數)，其中

加成數由苗栗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

委員會訂定。 

公共設施用地開闢費＝公園建築單價×

提供公共設施之面積，其中公園建築單

價需載明於開發計畫書內並經苗栗縣

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五）申請整體開發者，得依下列容積

獎勵公式核算其申請開發建築

之獎勵容積率： 

V=V0(1＋V1＋V2)/(1-V1) 

其中 V：獎勵後之容積率 

V0：該分區之基準容積率(百分之一

○○) 

V1：提供公共設施之比例 

V2：獎勵係數(符合都市計畫法台灣

省施行細則第三十條之情形者

為○．二，其餘為○．一) 

（六）第三種住宅區得配合後期發展地

區合併辦理細部計畫，並得依其

原合法可建築用地及建築容積

併入該細部計畫範圍核算平均

容積。 

（七）政府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民間團

體於第三種住宅區內興辦之都

市更新計畫得依相關法令規定

辦理，不受本點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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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3  第三種住宅區細部計畫道路預留藍圖（A-方案一） 

 

附圖 4-4  第三種住宅區細部計畫道路預留藍圖（A-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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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5  第三種住宅區細部計畫道路預留藍圖（B） 

 

附圖 4-6  第三種住宅區細部計畫道路預留藍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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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細計變 2 案及變 3 案（細部計畫道路）」陳情文 

一、陳情文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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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草案 

 

附圖 3-1  建議草案示意圖 

 

附圖 3-2  建議草案套繪地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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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應辦理都市設計審議之地區」修正後資料 

      

附圖 5-1  本次新增應辦理都市設計審議地區示意圖 

本次新增應辦理都
市設計審議地區 



57 
 

 

 

附圖 5-2  應辦理都市設計審議地區示意圖(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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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都市設計管制要點修訂條文 

表 6-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原條文第十點，修訂後第九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縣都委會第 257 次會議修訂條文 修正說明 

十、建築退縮深度及院落規定 

（一）本特定區面臨計畫道路側皆需退

縮五公尺以上建築；其中產業專

用區及車站專用區 1 面臨三十公

尺以上計畫道路側需退縮十公尺

建築；上述退縮空間臨道路境界

線側須留設二公尺帶狀式開放空

間供公眾通行。 

 

建築退縮示意圖 

（二）產業專用區鄰接北勢溪部分應退

縮十公尺建築，且法定空地應儘

量沿溪留設，並與該開放空間結

合。 

（三）文高用地面臨計畫道路應有一側

退縮建築至少十公尺，供綠化、

人行步道、停車及學生接送專用

車道等使用，其他臨道路部分應

退縮建築至少五公尺，作為帶狀

式開放空間供公眾通行。 

（四）第一項建築退縮規定，如基地情

形特殊者，得提經苗栗縣都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從其

規定。 

九、建築退縮深度及院落規定 

（一）本特定區面臨計畫道路側皆需退

縮五公尺以上建築；其中產業專

用區及車站專用區 1 面臨三十公

尺以上計畫道路側需退縮十公尺

建築；上述退縮空間內臨道路境

界線側至少須留設二公尺綠化空

間（以喬木為原則），並至少須留

設二公尺帶狀式開放空間供公眾

通行。 

 

建築退縮示意圖 

（二）產業專用區鄰接北勢溪部分應退

縮十公尺建築，且法定空地應儘

量沿溪留設，並與該開放空間結

合。 

（三）文高用地面臨計畫道路應有一側

退縮建築至少十公尺，供綠化、

人行步道、停車及學生接送專用

車道等使用，其他臨道路部分應

退縮建築至少五公尺，作為帶狀

式開放空間供公眾通行。 

（四）第一項建築退縮規定，如基地情

形特殊者，得提經苗栗縣都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從其

規定。 

1. 調整條文

編號。 

2. 為形塑沿

街綠色軸

帶，增訂

建築退縮

中綠化空

間之位置

與最小寬

度；且為

留設足夠

供公眾通

行空間，

修訂帶狀

式開放空

間最小寬

度規定。

3. 「建築退

縮 示 意

圖」依修

訂後條文

意旨重新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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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都市設計管制要點第三點、第四點及第五點修訂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縣都委會第 257 次會議修訂條文 修正說明 

三、車站專用區(含交通設施及附屬事業

設施)之都市設計管制規定如下： 

（一）指定留設帶狀式及廣場式開放空

間之位置如附圖 2 所示。 

1.車站專用區 1 臨公 2 及溝 2 

部份，應留設寬度為十公尺以

上之帶狀式開放空間，並應設

置連續性之人行通道，淨寬應

不得小於五公尺。法定空地應

儘量臨靠溝 2 留設，整體規

劃。 

2.車站專用區 1臨園道（園道 1、

園道 5、園道 6）部份，應留設

寬度為十公尺以上之帶狀式開

放空間，並應設置連續性之人

行通道，淨寬應不得小於四公

尺。 

3.車站專用區1 臨園道6 及車站

專用區 2 部份，應配合高鐵車

站站前廣場，留設廣場式開放

空間，以形成站區及高鐵車站

整體入口意象。另為塑造廣場

圍閉特質，建築基地臨接指定

廣場側應以建築量體界定廣場

空間。 

（二）（略） 

（三）（略） 

（四）（略） 

（五）（略） 

三、車站專用區(含交通設施及附屬事業

設施)之都市設計管制規定如下： 

（一）指定留設帶狀式及廣場式開放空

間之位置如下圖所示。 

1.車站專用區 1 臨公 2 及溝 2 

部份，應留設寬度為十公尺以

上之帶狀式開放空間，並應設

置連續性之人行通道，淨寬應

不得小於五公尺。法定空地應

儘量臨靠溝 2 留設，整體規

劃。 

 
2.車站專用區 1臨園道（園道 1、

園道 5、園道 6）部份，應留設

寬度為十公尺以上之帶狀式開

放空間，並應設置連續性之人

行通道，淨寬應不得小於四公

尺。 

 
3.車站專用區1 臨園道6 及車站

專用區 2 部份，應配合高鐵車

站站前廣場，留設廣場式開放

空間，以形成站區及高鐵車站

整體入口意象。另為塑造廣場

圍閉特質，建築基地臨接指定

廣場側應以建築量體界定廣場

空間。 

（二）（略） 

1.原條文「附

圖 2」與圖

面不對應，

故調整圖號

呈現方式。

2.依條文規劃

意旨及土地

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第九

點「建築退

縮示意圖」

表現法，重

新 繪 製 圖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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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縣都委會第 257 次會議修訂條文 修正說明 

（三）（略） 

（四）（略） 

（五）（略） 

四、產業專用區指定留設帶狀式及廣場

式開放空間之位置如附圖 2 所示，

其都市設計管制規定如下： 

（一）產業專用區臨特定區園道（園道

1、園道 8、園道 9）應留設帶狀

式開放空間，寬度為一○公尺，

並應設置連續性之人行通道，淨

寬應不得小於四公尺。 

（二）產業專用區臨溝 2 及溝 3 之帶狀

式開放空間留設寬度為十公尺，

並應設置連續性之人行通道，淨

寬應不得小於五公尺。法定空地

應儘量臨靠溝 2 留設，統籌規劃。

（三）（略） 

四、產業專用區指定留設帶狀式及廣場

式開放空間之位置如下圖所示，其

都市設計管制規定如下： 

（一）產業專用區臨特定區園道（園道

1、園道 8、園道 9）應留設帶狀

式開放空間，寬度為一○公尺，

並應設置連續性之人行通道，淨

寬應不得小於四公尺。 

 
（二）產業專用區臨溝 2 及溝 3 之帶狀

式開放空間留設寬度為十公尺，

並應設置連續性之人行通道，淨

寬應不得小於五公尺。法定空地

應儘量臨靠溝 2 留設，統籌規劃。 

 
（三）（略） 

1.原條文「附

圖 2」與圖

面不對應，

故調整圖號

呈現方式。

2.依條文規劃

意旨及土地

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第九

點「建築退

縮示意圖」

表現法，重

新 繪 製 圖

面。 

3.（一）之規

定中，未輔

以 圖 示 說

明，故比照

其他條文補

充圖面。 

五、重點發展地區係配合本特定區園道

周邊土地使用而指定之重點發展地

區，其都市設計管制規定如下： 

（一）指定留設廣場式開放空間、帶狀

式開放空間之位置如附圖 2 所

示。 

1.廣場式開放空間留設面積應佔

基地面積百分之一○。 

2.於重點發展區內園道兩側除本

要點另有規定外，其他園道應

留設帶狀式開放空間，其寬度

五、重點發展地區係配合本特定區園道

周邊土地使用而指定之重點發展地

區，其都市設計管制規定如下： 

（一）指定留設廣場式開放空間、帶狀

式開放空間之位置如下圖所示。 

1.廣場式開放空間留設面積應佔

基地面積百分之一○。 

2.於重點發展區內園道兩側除本

要點另有規定外，其他園道應

留設帶狀式開放空間，其寬度

為五公尺以上，並應設置連續

1.原條文「附

圖 2」與圖

面不對應，

故調整圖號

呈現方式。

2.依條文規劃

意旨及土地

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第九

點「建築退

縮示意圖」



61 
 

原條文 縣都委會第 257 次會議修訂條文 修正說明 

為五公尺以上，並應設置連續

性之人行通道，淨寬應不得小

於二公尺。 

（二）（略） 

（三）（略） 

性之人行通道，淨寬應不得小

於二公尺。 

 
（二）（略） 

（三）（略） 

表現法，重

新 繪 製 圖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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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都市設計管制要點第七點修訂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公展建議修訂條文 修正說明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縣都委會 

第 257 次會議決議

七、景觀及綠化規定： 

本特定區指定須辦理

都市設計審議地區，其景

觀及綠化規定除依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辦理外，另規

定如下： 

（一）應自面臨道路境界

線起算一‧五公尺

範圍內列狀栽植喬

木，其株距不得大

於六公尺，成樹樹

冠底離地淨高應在

二公尺以上。 

（二）除穿越之車道外，

應與鄰接人行道齊

平或高於相鄰道路

邊界處十至十五公

分，並應向道路境

界線作成四○分之

一之洩水坡度。 

（三）應與相鄰基地人行

道高程齊平。 

（四）人行步道於路口轉

角之處理應依下列

原則處理： 

1.路緣坡道之斜率

不可超過1：12（約

百分之八）。 

2.當路口轉角人行

流量較大時，轉角

處之高程應與車

道相同，斜坡在人

行道兩側處理，或

轉角全面作扇形

斜坡之處理。車流

頻繁且轉角空間

足夠之地區應設

置車止防止汽車

進入。 

3.路口轉角斜坡道

應與道路之行人

穿越道對齊。 

七、景觀及綠化規定： 

本特定區指定須辦理

都市設計審議地區，其景

觀及綠化規定除依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辦理外，另規

定如下： 

（一）應自面臨道路境界

線起算二公尺範圍

外列狀栽植喬木，

其株距不得大於六

公尺，成樹樹冠底

離地淨高應在二公

尺以上。 

（二）除穿越之車道外，

應與鄰接人行道齊

平或高於相鄰道路

邊界處十至十五公

分，並應向道路境

界線作成四○分之

一之洩水坡度。 

（三）應與相鄰基地人行

道高程齊平。 

（四）人行步道於路口轉

角之處理應依下列

原則處理： 

1.路緣坡道之斜率

不可超過1：12（約

百分之八）。 

2.當路口轉角人行

流量較大時，轉角

處之高程應與車

道相同，斜坡在人

行道兩側處理，或

轉角全面作扇形

斜坡之處理。車流

頻繁且轉角空間

足夠之地區應設

置車止防止汽車

進入。 

3.路口轉角斜坡道

應與道路之行人

穿越道對齊。 

【公展建議修

訂條文】之修正

說明 

為避免與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第九點「…

退縮空間臨道

路境界線側須

留設二公尺帶

狀式開放空間

供公眾通行」不

符，考量維持全

區一致性人行

通道，修訂退縮

空間栽植喬木

之規定。 

建議照案通過。 配合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第九點修

訂為「...退縮空間

內臨道路境界線側

至少須留設二公尺

綠化空間（以喬木

為原則），並至少須

留設二公尺帶狀式

開放空間供公眾通

行」，臨道路境界線

側已調整作為綠化

空間使用，故本條

文無須修訂，維持

原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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