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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內政部 函
地址：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營

建署)

聯絡人：李志祥

聯絡電話：87712616

電子郵件：ljs@cpami.gov.tw

傳真：02-87712624

受文者：苗栗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內授營都字第10808021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081028599_1080802142_108D2004655-01.pdf)

主旨：為「變更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1案，檢送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38次會議紀

錄1份，請迅依決議辦理後再行報核，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府107年10月12日府商都字第

1070201316號函辦理。

二、案經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8年1月15日第938次會議審決

（詳會議紀錄核定案件第3案）在卷。

正本：苗栗縣政府

副本：交通部鐵道局、內政部地政司、本部營建署都市計畫組(均含附件)

保存年限:
檔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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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38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5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三、主席：徐兼主任委員國勇           花兼副主任委員敬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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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彙整：莊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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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本會第 936、937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部分住宅區為

保護區及倉儲區）案－（原日新營區西側住宅區恢復原

分區案）」。 

第 ２ 案：臺中市政府函為「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文小用地（文

小67）為文中小用地（文中小1））案」。 

第 ３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主要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第 ４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苗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第1案貨物轉運中心

區為旅遊服務專用區）案」。 

第 ５ 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再提會討論案。 

第 ６ 案：臺東縣政府函為「變更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配合

知本溪治理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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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更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

都市計畫（合併『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新竹縣轄部分）（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污水處理設施專

用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及道路用地）案」。 

第 ８ 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新港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

川區）（配合六腳排水洪厝橋上下游段治理工程）案」。 

第 ９ 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萬丹都市計畫(計畫圖重製專案

通盤檢討)案」。 

第１０案：內政部為「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

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及「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

第一期細部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八、報告案件： 

第 １ 案：本會自107年1月至12月底審議案件情形報告案。 

第 ２ 案：各直轄市、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7年度召開委員 

會及專案小組會議次數、審議情形報告案。 

 

九、散會：上午 1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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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主要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苗栗縣都委會105年7月27日第265次會議審決

修正通過，並准苗栗縣政府105年8月31日府商都字第

1050179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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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條。 

三、 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 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六、 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李委員永展（召

集人）、李前委員素馨、陳委員永森、祈前委員文中（後

由蘇委員振維接任）、王委員靚琇等 5 人組成專案小

組，於 105年 9月 21日、106年 5月 26日、107年 7

月 12日召開 3次專案小組會議，獲致具體建議意見（如

附錄），並經苗栗縣政府 107年 10月 12日府商都字第

1070201316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圖到部，故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苗栗縣政府107年10月12

日府商都字第1070201316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圖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 

一、 本案原計畫人口為21,000人，擬調降為17,000人，經苗

栗縣政府列席代表於會中補充說明，建議俟苗栗縣國土

計畫公告實施，以及產業專用區標售後確定引進之產業

類別，再行檢討本特定區計畫人口，同意依照辦理，並

請苗栗縣政府於下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依據公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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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苗栗縣國土計畫，核實檢討本特定區計畫人口。 

二、 有關臺鐵捷運化及BRT規劃之中長期發展策略，請苗栗

縣政府從宏觀角度重新檢討規劃，並納入計畫書敘明，

以建立完整聯外交通系統。 

三、 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詳附錄-附表三，同意依本會專

案小組建議意見辦理。 

四、 本通盤檢討案變更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範圍者，請

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

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與變更

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

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

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五、 本案經本會審決後，得視實際發展需要，檢具變更都市

計畫書、圖，分階段報請內政部核定，依法公告發布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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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會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案經苗栗縣政府依歷次專案小組會議建議意見，以107年7月3

日府商都字第1070128063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圖及處理情形（如附

件），建議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苗栗縣政府上開修正計畫書、

圖通過，並請該府依照修正後，檢送修正計畫書32份（修正內容請

劃線）、計畫圖2份及處理情形對照表（註明修正頁次及簡要說明）

到署，再提委員會議討論。出席或未出席委員對於本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如有修正意見，請於文到7日內送回本署彙整處理，以

資周延。 

(一) 計畫人口：本案原計畫人口為21,000人，經縣府調降為19,000

人，惟考量臺灣地區人口發展趨勢，以及苗栗縣公共設施專案

通盤檢討案內預估民國115年之現況人口數為16,153人，建請

縣府再酌予調降計畫人口，並請納入變更內容綜理表內敘明。 

(二) 發展預測：有關計畫人口推估、交通需求推估、第一期發展地

區道路需求推估、停車需求分析及公共設施用地推估等，請縣

府將目前實際發展情形與未來發展預測忠實陳述，並將現況與

計畫差距之原因與改善措施，於計畫書加強敘明。 

(三) 交通分析：計畫書第五章「永續都市的運輸發展策略」所提之

觀光接駁路線、臺鐵捷運化、BRT規劃、建置自行車租賃系統

等內容，應與臺鐵及苗栗縣政府交通單位確認已納入未來實際

執行方向，始得納入計畫書，並明確說明大眾運輸轉運站所在

地點。 

(四) 變更內容綜理表：詳附表一、二。 

(五) 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詳附表三。 

(六) 後續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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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通盤檢討案變更計畫內容，如有超出公開展覽範圍者，

經本會審決通過後，建議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案

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

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

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2、 本案經本會審決後，得視實際發展需要，檢具變更都市計

畫書、圖，分階段報請內政部核定，依法公告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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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出席委員初

步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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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前經本

專案小組研

提 建 議 意

見，經縣府修

正變更內容

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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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台 13 甲與

高 鐵 用 地

交會處 

農業區 

（0.96） 

宗教專用區 

（附 2）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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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前經本

專案小組研

提 建 議 意

見，經縣府修

正變更內容

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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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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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出席委員初

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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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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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園道 9 以

西，園道 9

以南 

郵政用地 

（0.18） 

商業區 

（0.13） 

綠地 

（0.05） 

1.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苗栗郵局

105 年 6 月 29 日 苗 勞 字 第

1051700216 號函：「經評估金融業

務網業化，已逐步進行郵局營業據點

配置調整，本局目前無承購需求」，

郵政用地已無使用需求。爰依 105 年

6 月 13 日「苗栗縣政府財政改善小

組第 11 次會議」決議，變更郵政用

地為可建築用地。考量高鐵車站站區

活動屬性及原郵政用地使用強度較

高（建蔽率 60%，容積率 400%），

依苗栗縣政

府 106 年 12

月 26 日「財

政改善小組

第 18次（106

年度第 4次）

會議」決議：

「變更為其

他公共設施

用地，並無增

加縣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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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出席委員初

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故變更部分郵政用地為商業區（建蔽

率 60%，容積率 300%）。 

2.依區段徵收計畫，郵政用地係有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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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屬公共設施用地變更，仍應依

「苗栗縣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

變更為住宅區及商業區檢討處理自

治條例」辦理回饋，故變更部分郵政

用地為綠地。 

之 實 質 效

益，若無法變

更為住宅區

或商業區以

繁榮地方並

增加稅收，則

維持目前現

狀 無 須 變

更」，縣府建

議維持現行

都市計畫內

容，不予變

更，同意依照

辦理。 

4 高 鐵 用 地

與 道 路 用

地交會處 

鐵路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0.54） 

高鐵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54） 

依現行都市計畫內容，高鐵與道路交

會處係劃設為「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然為促使用地別及管理機關（交

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更臻明確、管

用合一，故變更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為高鐵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本案除管理

機關修正為

交通部鐵道

局外，其餘建

議准予通過。 

5 1-1-20M 與

1-8-30M 之

間 的 高 鐵

用地 

高鐵用地 

（0.07） 

高鐵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07） 

本路段現為居民通行使用，為促使道

路用地範圍更臻明確，依循前開（變

更內容第 5 案）變更原則，故變更高

鐵用地為高鐵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建議照案通

過。 

6 1-8-15M 與

園道 5、園

道 8 交會處 

園道用地 

（0.04） 

道路用地 

（0.04） 

「變更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計畫

（部份農業區、電路鐵塔用地為道路

用地）（配合台 13 甲線新蓮寺至北勢

大橋路段改善工程）案」業經苗栗縣

政府 104 年 1 月 22 日府商都字第

1040015005B 號函發布實施，惟變更

範圍未涉及園道用地，導致園道用地

（園道 5、園道 8）截角處與道路用地

（台 13 甲線）範圍間有道路圖面不連

續之情形。爰將園道 5、園道 8 涉及台

13 甲線路權範圍，變更為道路用地。 

建議照案通

過。 

7 全區 原分期分區 

發展計畫 

修訂後之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為明訂優先發展次序，第一期發展地

區土地發展率及計畫人口達成率達

60%時，後期發展地區始得辦理開發。 

建議照案通

過。 

 



12 

 

附表二：變更內容綜理表編號1、2新修正內容（苗栗縣政府106年5

月10日府商都字第1060088296號函及107年7月3日府商都

字第1070128063號函送）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出席委員初

步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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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苗栗縣政

府 106 年 12

月 26日「財

政改善小組

第 18次（106

年度第 4次）

會 議 」 決

議：「變更

為其他公共

設施用地，

並無增加縣

庫收入之實

質效益，若

無法變更為

住宅區或商

業區以繁榮

地方並增加

稅收，則維

持目前現狀

無 須 變

更」，縣府

建議維持現

行都市計畫

內容，不予

變更，同意

依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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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實

施計畫時程為 101~104 年，現配

合實際情況修正為 101~10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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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

件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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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詳見附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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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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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出席委員初

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2 台 13 甲與

高鐵用地

交會處 

農業區 

（0.62） 

宗教專用區（附） 

（0.62） 

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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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方應於內政部都

委會審議通過後3 

年內申請建造執

照，將建物佔用公

有土地部分（龍椅

段1061 地號）予以

拆除，並擇定附帶

條件與鎮公所簽訂

協議書，納入計畫

書規定；如未能簽

訂協議書者，則維

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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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042、1055、

1056、1057 、1058 、1059 、

1060、1065、1066、1067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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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本案原

擬 變 更

0.96 公頃

農業區為

宗教專用

區，因新蓮

寺寺廟主

體無法取

得全部地

主同意，經

縣府檢討

後寺廟主

體不納入

變 更 範

圍，且苗栗

縣無宗教

專用區檢

討變更原

則，故全案

建議維持

原計畫。 

二、本案後

續如有繼

續變更之

必要，建請

縣府參考

其他縣市

之作法，訂

定全縣宗

教專用區

檢討變更

原則後，另

案循都市

計畫法定

程序辦理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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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三：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 
編
號 

陳情人及
建議位置 

建議理由 建議事項 
苗栗縣政府研析意

見 
出席委員初
步建議意見 

1 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
公司新桃
供電區營
運處 
後龍鎮二
張 犁 段
764-1地號 

查本公司所有坐
落苗栗縣後龍鎮
二張犁段 764-1
地號土地 (面積
167 平方公尺)位
於旨揭都市計畫
區內之農業區，
現況為送電中之
161kv 苗栗分歧
輸電線路 #9 鐵
塔，請錄案變更

為電路鐵塔用
地，俾符合實
際。 

建議變更為電路鐵
塔用地。 

建議酌予採納。 
理由：經查後龍鎮
二張犁段 764-1地
號產權為台電公司
所有，且現況已作
為電路鐵塔使用。 

建議依苗栗
縣政府研析
意見辦理。 
 

2 時代力量
苗栗辦公
室執行祕
書陳祺忠 

1.污水處理廠用
地 改 為 住 宅
區、郵政用地改
為商業區 
原本的公共設
施要改為住宅
區和商業區不
符 合 公 共 利
益 。 且 未 來

50~100 年本地
區發展起來，還
需要郵局。 

2.農業區變更為
宗教專用區 
該土地就苗栗
縣政府回答上
可能有違法使
用及違法占用
的問題，臺灣太
多 假 宗 教 之
名、行募款之實
的案例。地方政

往往開方便之
門就地合法，處
罰了事，變成寺
廟違法占用公
有土地、私人土
地的狀況層出
不窮。 

3.加油站專用

1.建議污水處理廠
若 無 需 求 可 變
更，但不可販售私
人使用。建議郵政
用地不予變更。 

2.建議採積極作
為，不予變更為宗
教專用區。若苗栗
縣政府不願制止

亂 象 而 積 極 作
為，起碼縣府網站
必須公告違法使
用之實公告大眾
予以懲戒，才能參
採縣府變更捐地
之作為。 

3.建議加油站專用
區不予變更，電路
鐵塔用地應提出
更合理的土地使
用計畫。 

1.3.建議酌予採
納。 
理由：依苗栗縣政
府 106年 12 月 26
日「財政改善小組
第 18次（106年度
第 4次）會議」決
議，污水處理廠、
加油站專用區及電

路鐵塔用地維持現
行都市計畫內容，
不予變更。 
2.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1.經查新蓮寺佔用
國有土地部分（龍
椅段 1061地號），
已於 106年 8月 24
日向國產署辦理承
租，其餘土地屬新
蓮寺所有或共有，
未占用私人土地。 

2.經查新蓮寺屬合
法登記之寺廟，建
議就其產權範圍部
分劃設為宗教專用
區。 

本案建議事
項 1 及 3，
建議依苗栗
縣政府研析
意見辦理；
建 議 事 項
2，併附表二
變更內容綜
理 表 編 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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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
建議位置 

建議理由 建議事項 
苗栗縣政府研析意

見 
出席委員初
步建議意見 

區、電路鐵塔用
地變更為公園
用地兼滯洪池
使用 
因委高鐵特區
土 地 炒 作 問
題，賣不出去的
土 地 長 滿 雜
草，導致綠化面
積比例過高，故
變更成公園、滯
洪池使用沒有

根本上的意義
存在。 

4.爾後內政部都
委會召開會議
時，希望能列席
說明，且開會紀
錄可以一份給
我們。 

3 後龍鎮豐
富里朱美
卿里長 
豐富車站 

─ 請縣府協助通盤檢
討並保留車站站
體，以供鎮公所或社
區規劃後續使用， 

建議酌予採納。 
理由： 
1.經查舊豐富車站
主要計畫劃設為
「住宅區、綠

6」，細部計畫劃
設為「道路用地
（D-11-10）、綠
6、綠 7」，按原
計畫內容，舊豐
富車站位於公共
設施用地範圍
內，應予以拆
除。然因配合新
豐富車站興建啟
用時程（105年 9
月啟用），舊豐
富車站周邊細部

計畫道路未併同
全區區段徵收工
程施作（101年 6
月竣工），迄今
尚未開闢，先予
說明。 

2.台鐵局配合區段

建議依苗栗
縣政府研析
意見辦理。 
 



16 

 

編
號 

陳情人及
建議位置 

建議理由 建議事項 
苗栗縣政府研析意

見 
出席委員初
步建議意見 

徵收作業需要，
已辦理舊豐富車
站建物報廢並收
取補償費及分配
新豐富車站土
地，故其建物及
土地皆已移交本
府。 

3.舊豐富車站為地
方歷史記憶中
心，應透過建物
活化再利用並結

合周邊開放空
間，作為鄰里生
活核心。故為配
合舊豐富車站保
留使用，建議納
入本次通盤檢討
研議變更（變 6
案），由住宅區、
綠地變更為公園
用地，詳見報告
書第 6-3頁。 

4 劉順松議
員 

─ 1.高鐵特定區內住
宅區土地之建蔽

率與容積率，建議
比照後龍都市計
畫住宅區，提高容
積率。 

2.舊豐富車站保留
案。 

1.本案將視部都委
會就原計畫人口

之審議情形，於
細部計畫另行評
估住宅區容積率
調整之合理性。 

2.併逕 3案建議事
項第二點。 

建議依苗栗
縣政府研析

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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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苗栗縣政府簡報「變更高速鐵路

苗栗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第2次會議

紀錄【處理情形對照表】（苗栗縣政府107年7月3日府商都字

第1070128063號函送） 

項次 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處理情形 

 本案建議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

苗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請該

府依照修正，檢送修正計畫書 10份

（修正內容請劃線）、計畫圖 2 份

及處理情形對照表（註明修正頁次

及簡要說明）到署後，再召開專案

小組會議。出席或未出席委員對於

本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如有修

正意見，請於文到 7 日內送回本署

彙整處理，以資周延。 

遵照辦理。 

（一） 人口分析：本特定區民國 105 年底

人口數約 3,392 人，而計畫人口仍

維持 21,000人，二者差距過大，請

縣府適當調降計畫人口數，並請補

充具體人口及產業引進措施，以判

斷調降後之計畫人口，確有其可能

性。 

1.就高鐵特定區發展週期而言，臺中車站自

通車迄今 10 年，計畫人口達成率未達三

成，而苗栗車站自 104 年底通車迄今僅 2

年，短期間高鐵營運量能尚未發酵，產業

活動尚未進住，故實有待各項投資陸續到

位，以帶動地方發展，促使人口成長。 

項目 發布實施 目標年 計畫人口 現況人口 達成率 

96年通車 

臺中 88年 100年 23,000

人 

6,528人 28.38% 

臺南 88年 110年 32,000

人 

2,094人 6.54% 

104年通車 

苗栗 96年 118年 21,000

人 

3,392人 16.15% 

彰化 100年 120年 4,500人 1,600人 35.56% 

雲林 92年 110年 47,000

人 

390人 0.83% 

2.惟考量都市發展趨勢對於居住人口之影

響，且周邊部分都市發展用地尚未飽和，

得提供其他居住選項，在兼顧人口總量、

商業服務水準及居住水準等因素下，爰假

設總吸引人口數 90％居住於特定區內，10

％分派於特定區周邊都市計畫區，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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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處理情形 

將計畫人口由 21,000 人調降為 19,000

人，詳見報告書 4-3頁。 

3.為具體落實產業專用區引進構想，本案產

業專用區將以「創新數位城」為主軸，產

業類別以科技、生技、文創等創新產業為

主，產業型態則建議發展企業之辦公行政

或研發中心（相關內容詳見報告書第 5-13

頁）。另為提供產業專用區使用彈性，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亦配合調整，容許使

用項目由正面列舉修正為：「產業專用區

之使用項目以配合高鐵苗栗車站特定區發

展需要使用之相關設施為原則，且開發計

畫書經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業經苗栗縣政府 105 年 2月 1日府

商都字第 1050020837B號函發布實施。 

（二） 交通分析：有關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提供下列書面意見，請補充相關說

明後，納入計畫書敘明。 

遵照辦理，分述如下： 

1. 第五章整體發展構想，首先說明本

區以減廢、低碳、節能、降溫為號

召…啟動環保生態城。有關計畫書

第 5-22頁永續都市的運輸發展策略

一節，意見如下： 

－ 

(1) 第 5-23頁大眾運輸短期發展策略，

提出設置客運轉運站，請於圖 5-8

大眾運輸發展策略示意圖中標示。

另苗栗地區觀光文化活動資源豐富

(如南庄、泰安、三義、大湖、桐花、

杭菊)，藉由高鐵苗栗站啟用，本計

畫提出之客運轉運站可整合苗栗縣

之觀光發展規劃，建議補充相關接

駁串連之規劃。 

1.遵照辦理。既有客運轉運站位於高鐵苗栗

站西側，已於圖 5-8 大眾運輸發展策略示

意圖中標示，詳見報告書第 5-25頁。 

2.遵照辦理，補充觀光接駁發展策略，詳見

報告書第 5-23頁。 

(2) 第 5-23頁友善步行環境，僅於車站

專用區及產業專用區規範設置。建

議於商業區、住宅區及主要道路沿

線，均規範留設，以符合本區環保

生態城之規劃。 

遵照辦理，依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

規定，建築基地退縮空間臨道路境界線側至

少須留設 2 公尺綠化空間，並至少須留設 2

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供公眾通行，詳見報告

書第 5-24頁。 

(3) 自行車道設置及友善步行環境營 遵照辦理，已補充建築退縮示意圖，詳見報



19 

 

項次 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處理情形 

造，於新興住宅區較容易規劃留

設，建議再加強住宅區道路斷面配

置規劃或基地退縮等規範。 

告書第 5-24頁。 

2. 計畫書第 4-9頁停車需求分析：  

(1) 請補充分析結果與本計畫規劃之關

係。 

遵照辦禮，補充各項轉乘設施其實際規模，

以瞭解需求與供給之關聯，詳見報告書第

4-10頁。 

(2) 另根據高鐵苗栗站 105 年統計資

料，每月進站人數約 5 萬人次，平

均每日約 1,700 人次，與計畫書第

4-9 頁預估數(每日超過 12,000 人

次)差異甚大，計畫書第 4-7頁雖說

明該數值係依高鐵公司預估，惟仍

請確認該資料係於哪一年辦理。 

左列乃引用自 92年「擬訂高速鐵路苗栗車站

特定區計畫案整體發展計畫」，該案僅載明

「依據台灣高鐵公司之預估…」，並未陳述

資料年期。 

（三） 變更內容綜理表：詳附表一、二。 ─ 

（四） 逕向本部陳情意見：詳附表三，至

於其他相關陳情人於會議當日提供

之陳情意見，因縣府未及研擬研析

意見，下次會議繼續聽取簡報。 

遵照辦理。 

（五） 後續辦理事項：  

1. 本通盤檢討案變更計畫內容，如有

超出公開展覽範圍者，經本會審決

通過後，建議依都市計畫法第 19條

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

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

體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

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

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

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遵照辦理。 

2. 本案經本會審決後，得視實際發展

需要，檢具變更都市計畫書、圖，

分階段報請本部核定，依法公告發

布實施。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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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聽取苗栗縣政府簡報「變更高速鐵路

苗栗車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第1次會議

紀錄【處理情形對照表】（苗栗縣政府106年5月10日府商都字

第1060088296號函送） 

項次 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處理情形 

 本案建議除下列各點外，其餘

准照苗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並請該府依照修正，檢送

修正計畫書 10 份（修正內容

請劃線）、計畫圖 2 份及處理

情形對照表（註明修正頁次及

簡要說明）到署後，再召開專

案小組會議。出席或未出席委

員對於本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如有修正意見，請於文

到 7 日內送回本署彙整處

理，以資周延。 

遵照辦理。本案業已補充修正計畫書 10 份

（修正內容劃線）、計畫圖 2 份及處理情形

對照表（註明修正頁次及簡要說明），提請

貴署續審。 

（一） 綜合性意見  

1. 人口分析：依計畫書第 3-7 頁

所示，苗栗縣全縣人口於民國

104 年呈現負成長，民國 95

年至 97 年都市計畫區無人口

數，民國 98 年都市計畫區人

口數突然暴增，請說明其原

因，並請補充民國 105 年之人

口統計資料，以及檢討計畫人

口有無調整之必要。 

1.苗栗高鐵特定區計畫於 96 年 11 月發布實

施，故原報部計畫書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

數起始年度乃以官方統計資料起始年度

（98 年）及該年度資料（253 人）為計。

惟為能充分瞭解近十年人口變化情形，計

畫區現況人口數皆依計畫區涵蓋各里已建

築使用區域面積比例推估之原則進行修

正；並已補充 105 年之人口統計資料。相

關內容詳 p.3-7。 

2.本案基於以下因素考量，建議維持計畫人

口 21,000 人，暫不予調整： 

(1)就供給面而言，本案劃設之住宅區約可容

納 20,400 人；就需求面而言，本案劃設之

車站專用區 1（附屬事業設施）、產業專

用區其總吸引人口數為 21,807 人，顯示計

畫人口並未高估，計畫人口推估詳見

p.4-1。 

(2)就人口總量而言，依苗栗縣區域計畫案進

行檢核，若以苗栗縣來看，104 年度全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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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處理情形 

人口為 563,912 人，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

為 530,200 人，距目標年 115 年人口皆尚

有人口發展餘量。若以後龍鎮來看，後龍

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 20,000 人，加計本案

之計畫人口 21,000 人，總計 41,000 人，

亦未超過區域計畫目標年計畫人口 45,000

人，相關內容詳見 p.4-3。 

(3)就高鐵特定區發展週期而言，臺中車站自

通車迄今 10 年，計畫人口達成率未達三

成。而苗栗車站自 104 年底通車迄今僅 2

年，短期間高鐵營運量能尚未發酵，產業

活動尚未進住。故建議 118 年計畫目標年

前，待各項建設與投資陸續到位，以帶動

地方發展，促使人口成長。 

項目 發布實施 目標年 計畫人口 現況人口 達成率 

96 年通車 

臺中 88 年 100 年 23,000 人 6,528 人 28.38% 

臺南 88 年 110 年 32,000 人 2,094 人 6.54% 

104 年通車 

苗栗 96 年 118 年 21,000 人 3,392 人 16.15% 

彰化 100 年 120 年 4,500 人 1,600 人 35.56% 

雲林 92 年 110 年 47,000 人 390 人 0.83% 
 

2. 發展定位：本特定區擬朝向數

位經貿櫥窗之規劃構想發

展，如何具體落實，請詳予說

明。 

1. 本案依上位計畫指導，將原文化藝術園

區、創意經濟園區調整為數位經貿園區，

為具體落實此一規劃構想，苗栗縣政府於

103 年 1 月辦理「『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

定區主要計畫案』產業專用區土地設定地

上權招商案」，以「創新數位城」為主軸，

產業類別以科技、生技、文創等創新產業

為主，產業型態則建議發展企業之辦公行

政或研發中心（相關內容詳見 p.5-13）。

另為提供產業專用區使用彈性，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亦配合調整，容許使用項目

由正面列舉修正為：「產業專用區之使用

項目以配合高鐵苗栗車站特定區發展需

要使用之相關設施為原則，且開發計畫書

經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業

經苗栗縣政府 105 年 2 月 1 日府商都字第

1050020837B 號函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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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專用區原採招商方式辦理開發，惟於

102 年經 4 次上網公開招標，皆無廠商投

標，故改由苗栗縣政府財政處採標售方式

辦理，最近一次公告標售時間為 106 年 3

月 27 日，相關內容詳見 p.2-9。 

3. 交通分析： 

（1）本特定區長途交通運輸

除高速鐵路外，是否有

其他交通運輸方式，以

及長途客運場站之規劃

與需求情形，請補充說

明。 

（2）車站專用區周邊交通動

線規劃，請以示意圖補

充說明。 

1.高鐵苗栗車站轉乘接駁部分，包括位於其

東側車站專用區 3 的台鐵豐富車站，以及

同樣位於高鐵站區內的快捷公車 2 路線（由

金牌客運營運）、一般客運 5 路線（由苗

栗客運營運），故搭乘高鐵之民眾，目前

可藉由台鐵與公車轉乘至苗栗縣境內地區

以及鄰近新竹及臺中大甲等城市，相關內

容詳見 p.3-10。 

2.本案邀集相關客運業者於 105 年 11 月 16

日召開研商會議，與會代表表示目前客運

路線與其相關服務設施足以服務苗栗地區

運量需求，暫無設置長途客運站之必要

性。故建議未來依實際發展趨勢與動態，

再併周邊公共設施用地以及交通動線考量

配置，研商會議紀錄詳見處理情形附件一

（p.處理情形-19）。 

4.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有關規定之處理情形

詳附件，涉及細部計畫部分，

請縣府於細部計畫檢討時妥

為處理。 

遵照辦理。 

（二） 變更內容綜理表：詳附表。  

（三） 後續辦理事項：  

1. 本通盤檢討案變更計畫內

容，如有超出公開展覽範圍

者，經本會審決通過後，建議

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

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

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

或團體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

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

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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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

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2. 本案經本會審決後，得視實際

發展需要，檢具變更都市計畫

書、圖，分階段報請本部核

定，依法公告發布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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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有關規定檢核表（苗栗縣政

府106年5月10日府商都字第1060088296號函送） 
現行條文 苗栗縣政府處理情形 

第五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前應先進行計畫地區之基本調查及分析推

計，作為通盤檢討之基礎，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各款： 

一、自然生態環境、自然及人文景觀資源、可供再生利用資

源。 

二、災害發生歷史及特性、災害潛勢情形。 

三、人口規模、成長及組成、人口密度分布。 

四、建築密度分布、產業結構及發展、土地利用、住宅供需。 

五、公共設施容受力。 

六、交通運輸。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依據前項基本調查及分析推計，研

擬發展課題、對策及願景，作為檢討之依據。 

左列基本調查及分析內容說

明如下： 

1.自然生態環境部分詳見第

三章第一節 /壹、自然環

境；自然及人文景觀資源部

分詳見第三章第一節/肆、

土地使用。 

2.災害部分詳見第三章第一

節/壹、自然環境/五、都市

災害。 

3.人口部分詳見第三章第一

節/貳、社會環境/三、人口

成長。 

4.產業結構及發展詳見詳見

第三章第一節/貳、社會環

境/二、產業發展特性；土

地利用詳見第三章第一節/

肆、土地使用。 

5.公共設施容受力詳見第四

章第三節公共設施用地推

估。 

6.交通運輸詳見第三章第一

節/參、交通運輸。 

7.發展課題與對策詳見，第三

章第二節；發展願景詳見第

五章第一節。 

第六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依據都市災害發生歷史、特性及災

害潛勢情形，就都市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流域型蓄洪及滯

洪設施、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進行規劃及檢

討，並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 

詳見細部計畫第六章第四節

都市防災計畫。 

第七條 辦理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需要擬定下列各款生態

都市發展策略： 

一、自然及景觀資源之管理維護策略或計畫。 

二、公共施設用地及其他開放空間之水與綠網絡發展策略或

計畫。 

三、都市發展歷史之空間紋理、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

藝術價值應予保存建築之風貌發展策略或計畫。 

四、大眾運輸導向、人本交通環境及綠色運輸之都市發展模

式土地使用配置策略或計畫。 

五、都市水資源及其他各種資源之再利用土地使用發展策略

詳見第五章第三節生態都市

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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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苗栗縣政府處理情形 

或計畫。 

第八條 辦理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需要擬定下列各款生態

都市規劃原則： 

一、水與綠網絡系統串聯規劃設計原則。 

二、雨水下滲、貯留之規劃設計原則。 

三、計畫區內既有重要水資源及綠色資源管理維護原則。 

四、地區風貌發展及管制原則。 

五、地區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之建置原則。 

本案屬主要計畫層次。 

第九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下列地區應辦理都市設計，納入細部

計畫： 

一、新市鎮。 

二、新市區建設地區：都市中心、副都市中心、實施大規模

整體開發之新市區。 

三、舊市區更新地區。 

四、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建築物之

周圍地區。 

五、位於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及區域計畫指定景觀道路二側

一公里範圍內之地區。 

六、其他經主要計畫指定應辦理都市設計之地區。 

都市設計之內容視實際需要，表明下列事項： 

一、公共開放空間系統配置及其綠化、保水事項。 

二、人行空間、步道或自行車道系統動線配置事項。 

三、交通運輸系統、汽車、機車與自行車之停車空間及出入

動線配置事項。 

四、建築基地細分規模及地下室開挖之限制事項。 

五、建築量體配置、高度、造型、色彩、風格、綠建材及水

資源回收再利用之事項。 

六、環境保護設施及資源再利用設施配置事項。 

七、景觀計畫。 

八、防災、救災空間及設施配置事項。 

九、管理維護計畫。 

本案屬主要計畫層次。 

第十條 非都市發展用地檢討變更為都市發展用地時，變更範圍內應

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比例，不得低於原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之比。 

前項變更範圍內應劃設之公共設施，除變更範圍內必要者

外，應視整體都市發展需要，適當劃設供作全部或局部計畫

地區範圍內使用之公共設施，並以原都市計畫劃設不足者或

汽車、機車及自行車停車場、社區公園、綠地等項目為優先。 

本次通盤檢討並無涉及非都

市發展用地檢討變更為都市

發展用地情形。 

第十一條 都市街坊、街道傢俱設施、人行空間、自行車道系統、無

障礙空間及各項公共設施，應配合地方文化特色及居民之

社區活動需要，妥為規劃設計。 

洽悉，供有關單位參酌辦理。 

第十二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針對舊有建築物密集、畸零破舊，

有礙觀瞻、影響公共安全，必須拆除重建，就地整建或特

經實際調查，本案區範圍內並

無舊有建築物密集、畸零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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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加以維護之地區，進行全面調查分析，劃定都市更新地

區範圍，研訂更新基本方針，納入計畫書規定。 

舊、有礙觀瞻、影響公共安全

等必須拆除重建、就地整建或

特別加以維護之地區，故於本

次通盤檢討暫無劃定都市更

新地區之需要。 

第十七條 遊憩設施用地之檢討，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兒童遊樂場：按閭鄰單位設置，每處最小面積不得小

於零點一公頃為原則。 

二、公園：包括閭鄰公園及社區公園。閭鄰公園按閭鄰單

位設置，每一計畫處所最小面積不得小於零點五公頃

為原則；社區公園每一計畫處所最少設置一處，人口

在十萬人口以上之計畫處所最小面積不得小於四公

頃為原則，在一萬人以下，且其外圍為空曠之山林或

農地得免設置。 

三、體育場所：應考量實際需要設置，其面積之二分之一，

可併入公園面積計算。 

通盤檢討後之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樂場

用地計畫面積，不得低於通盤檢討前計畫劃設之面積。但

情形特殊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1.本次通盤檢討後，劃設四處

細部計畫兒童遊樂場用

地，總面積 1.64 公頃。每

處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均

大於 0.1 公頃，符合左列條

文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2.本次通盤檢討後，劃設公園

1 處，係配合全區綠帶系統

配置，以作為區內休憩空

間，面積 0.98 公頃；另提

供區內滯洪排水及休憩需

求，劃設七處公園兼滯洪池

用地，面積 7.70 公頃。 

3.本次通盤檢討未劃設體育

場用地。 

4.通盤檢討後計畫區內公

園、綠地、廣場、兒童遊樂

場用地等計畫面積達 12.71

公頃，高於通盤檢討前面積

12.34 公頃。 

第十八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更土地使用分區規模達一公頃以上之

地區、新市區建設地區或舊市區更新地區，應劃設不低於

該等地區總面積百分之十之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

兒童遊樂場用地，並以整體開發方式興闢之。 

本次通盤檢討並無涉及變更

土地使用分區規模達一公頃

以上、新市區建設或舊市區更

新且應採整體開發之地區。 

第十九條 學校用地之檢討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民中小學： 

（一）應會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據學齡人口數占總人口

數之比例或出生率之人口發展趨勢，推計計畫目標

年學童人數，參照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一授權訂定

之規定檢討學校用地之需求。 

（二）檢討原則： 

1.有增設學校用地之必要時，應優先利用適當之公

有土地，並訂定建設進度與經費來源。 

2.已設立之學校足敷需求者，應將其餘尚無設立需

求之學校用地檢討變更，並儘量彌補其他公共

設施用地之不足。 

3.已設立之學校用地有剩餘或閒置空間者，應考量

多目標使用。 

1.本次通盤檢討劃設文中小

用地計 7.56 公頃，依教育

部 91 年 6 月 10 日台國字第

091076418 號函發布之「國

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之規

定，需劃設文小用地 1.38

公頃及文中用地 0.94 公

頃，合計 2.32 公頃，本案

劃設超過 5.24 公頃。 

2.詳見第四章第三節公共設

施用地推估/貳、學校用地

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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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中小學校用地得合併規劃為中小學用地。 

二、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校：由教育主管機關研訂整體配置

計畫及需求面積。 

第二十條 機關、公用事業機構及學校應於主要出入口處，規劃設置

深度三公尺以上、適當長度之緩衝車道。 

洽悉，供有關單位參酌辦理。 

第二十一條 零售市場用地應依據該地區之發展情形，予以檢討。已

設立之市場足敷需求者，應將其餘尚未設立之市場用地

檢討變更。 

本案未劃設零售市場用地。 

第二十二條 停車場用地面積應依各都市計畫地區之社會經濟發展、

交通運輸狀況、車輛持有率預測、該地區建物停車空間

供需情況及土地使用種類檢討規劃之，並不得低於計畫

區內車輛預估數百分之二十之停車需求。但考量城鄉發

展特性、大眾運輸建設、多元方式提供停車空間或其他

特殊情形，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市場用地、機關用地、醫療用地、體育場所用地、遊憩

設施用地，及商業區、特定專用區等停車需求較高之用

地或使用分區，應依實際需要檢討留設停車空間。 

前二項留設之停車場及停車空間，應配合汽車、機車及

自行車之預估數，規劃留設所需之停車空間。 

計畫人口 21,000 人，依車輛

預估數百分之二十之停車需

求約需劃設停車場用地 2.52

公頃，本特定區劃設 6 處停

車場用地，面積合計約 3.13 

公頃，符合左列規定。 

第二十三條 公共汽車及長途客運場站除依第三十八條規定劃設專用

區外，應按其實際需求並考量轉運需要檢討規劃之。 

遊覽車之停車用地應考量各地區之實際需求檢討劃設

之，或選擇適當公共設施用地規劃供其停放。 

本案邀集相關客運業者於

105 年 11 月 16 日召開研商會

議，與會代表表示目前客運路

線與其相關服務設施足以服

務苗栗地區運量需求，暫無設

置長途客運站之必要性。故建

議未來依實際發展趨勢與動

態，再併周邊公共設施用地以

及交通動線考量配置，研商會

議紀錄詳見附件一。 

第二十四條 道路用地按交通量、道路設計標準檢討之，並應考量人

行及自行車動線之需要，留設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 

綠地按自然地形或其設置目的、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按實

際需要檢討之。 

經檢討分析，道路用地尚符實

際使用需求，故本次通盤檢討

未涉及道路用地之檢討變更。 

第二十五條 已劃設而未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應全面清查檢討實際

需要，有保留必要者，應策訂其取得策略，擬具可行之

事業及財務計畫，納入計畫書規定，並考量與新市區建

設地區併同辦理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或舊市區地區併

同辦理整體開發，以加速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開闢。 

本案因屬採區段徵收方式辦

理整體開發之地區，故公共設

施用地均已取得。 

第二十六條 公共設施用地經通盤檢討應增加而確無適當土地可供劃

設者，應考量在該地區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規劃設

置。 

本次通盤檢討已優先利用適

當之公有土地，並配合公共設

施用地變更為可建築用地之

回饋捐贈補充劃設公共設施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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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污水處理廠用地或垃圾處理場 (廠) 用地應配合污水下

水道系統、垃圾焚化廠或衛生掩埋場之興建計畫及期

程，於適當地點檢討劃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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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編號

第一案，詳見第六章變更計畫

內容）。 

第二十八條 整體開發地區之計畫道路應配合街廓規劃，予以檢討。 

計畫道路以外之既成道路應衡酌計畫道路之規劃情形

及實際需求，檢討其存廢。 

現行計畫中並無附帶條件規

定應辦理整體開發地區。惟本

次通盤檢討因加油站專用

區、污水處理廠及電路鐵塔用

地已無設置需求，故變更為住

宅區及必要之公共設施用

地，並配合實際需求於細部計

畫劃設園道用地。 

第二十九條 已民營化之公用事業機構，其設施用地應配合實際需

求，予以檢討變更。 

本次通盤檢討依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苗栗郵局意見，對

於郵政用地已無使用需求，故

予以檢討變更（變更編號第三

案，詳見第六章變更計畫內

容）。 

第三十條 住宅區之檢討，應依據都市發展之特性、地理環境及計畫

目標等，區分成不同發展性質及使用強度之住宅區，其面

積標準應依據未來二十五年內計畫人口居住需求預估數計

算。 

原計畫住宅區實際上已較適宜作為其他使用分區，且變更

用途後對於鄰近土地使用分區無妨礙者，得將該土地變更

為其他使用分區。但變更為商業區者，不得違反第三十一

條之規定。 

本次通盤檢討計畫區全區計

畫人口數為 40,000 人，第一

期 發 展 地 區 計 畫 人 口 為

21,000 人。住宅區劃設面積已

能滿足住宅使用需求。相關預

測及需求推估內容第四章第

一節計畫人口推估。 

第三十一條 商業區之檢討，應依據都市階層、計畫性質及地方特性

區分成不同發展性質及使用強度之商業區，其面積標準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商業區總面積應依下列計畫人口規模檢討之： 

（一）三萬人口以下者，商業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

計畫人口 21,000 人，屬「三

萬人口以下者，商業區面積以

每千人不得超出零點四五公

頃為準」，以及「超過一萬至

十萬人口者，以不低於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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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零點四五公頃為準。 

（二）逾三萬至十萬人口者，超出三萬人口部分，商

業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零點五零公頃為

準。 

（三）逾十萬至二十萬人口者，超出十萬人口部分，

商業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零點五五公頃為

準。 

（四）逾二十萬至五十萬人口者，超出二十萬人口部

分，商業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零點六零公

頃為準。 

（五）逾五十萬至一百五十萬人口者，超出五十萬人

口部分，商業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零點六

五公頃為準。 

（六）逾一百五十萬人口者，超出一百五十萬人口部

分，商業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零點七零公

頃為準。 

二、商業區總面積占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之比例，依

下列規定： 

（一）區域中心除直轄市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外，其

餘地區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二。 

（二）次區域中心、地方中心、都會區衛星市鎮及一

般市鎮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三）都會區衛星集居地及農村集居中心，不得超過

百分之八。 

前項第二款之都市發展用地，指都市計畫總面積扣除

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遊樂區及行水區等非都市

發展用地之面積。 

原計畫商業區實際上已較適宜作其他使用分區，且變

更用途後對於鄰近土地使用分區無妨礙者，得將該土

地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 

面積之百分之十為準」等級，

商業區劃設面積 7.45 公頃，

未超過檢討標準 9.45 公頃，

且佔都市發展用地 3.63%，符

合左列規定。 

第三十二條 工業區之檢討，應依據發展現況、鄰近土地使用及地方

特性區分成不同發展性質及使用強度之工業區，並應依

下列規定檢討之： 

一、工業區面積之增減，應參考區域計畫之指導，依工

業種類及工業密度為準。 

二、工業區之位置，因都市發展結構之改變對社區生活

環境發生不良影響時，得予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 

三、計畫工業區實際上已較適宜作為其他使用分區，且

變更用途後，對於鄰近土地使用無妨害者，得將該

部分土地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但變更為商業區

者，不得違反前條之規定。 

本案未劃設工業區。 

第三十三條 大眾捷運及鐵路之場站、國道客運及公共汽車之轉運站

周邊地區，應依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模式檢討土地

本次通盤檢討內大眾捷運場

站計有高鐵苗栗車站及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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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強度，並研擬相關回饋措施，納入計畫書規定。 豐富車站，現行計畫已依大眾

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模式訂

定土地使用強度，故建議維持

原計畫為宜。 

第三十四條 都市計畫經通盤檢討後仍無法依第二十二條規定留設足

夠停車場空間者，應於計畫書訂定各種土地使用分區留

設停車空間基準規定；必要時，並訂定增設供公眾停車

空間之獎勵規定。 

本次通盤檢討後得依第二十

二條規定留設足夠停車場空

間。 

第三十五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檢討都市計畫容積總量；都市

計畫容積獎勵規定與其他法令容積獎勵規定應併同檢

討。 

為維護計畫區都市景觀及環

境品質，細部計畫已針對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各分區、用

地容積訂定相關標準，另容積

率上限依依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內政部 103 年 1

月 3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020374744 號令修正）辦理。 

第三十六條 農業區之檢討，應依據農業發展、生態服務功能及未來

都市發展之需要檢討之。 

前項農業區內舊有聚落，非屬違法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公

頃以上、人口達二百人以上，且能適當規劃必要之公共

設施者，得變更為住宅區。 

本次通盤檢討尚無變更農業

區為可建築用地之需求。 

第三十八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就施工機械車輛放置場、汽車

修理服務業、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業、高壓氣體儲存分

裝業務、物流中心業、倉儲批發業、軟體工業、汽車客

貨運業、殯葬服務業及其他特殊行業之實際需求進行調

查，如業者可提出具體可行之事業財務計畫及實質開發

計畫者，則應納入通盤檢討內，妥予規劃各種專用區。 

經調查分析，左列設施並無提

出實際需求，故暫無劃設各種

專用區。 

第四十條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就都市計畫書附帶條件規定應辦

理整體開發之地區中，尚未開發之案件，檢討評估其開發

之可行性，作必要之檢討變更。 

前項整體開發地區經檢討後，維持原計畫尚未辦理開發之

面積逾該整體開發地區面積百分之五十者，不得再新增整

體開發地區。但情形特殊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不在此限。 

現行計畫中並無附帶條件規

定應辦理整體開發地區。惟本

次通盤檢討因加油站專用

區、污水處理廠及電路鐵塔用

地已無設置需求，故變更為住

宅區及必要之公共設施用

地，附帶條件規定土地所有權

人應至少提供變更面積 30%

為公共設施用地。 

第四十六條 都市計畫線之展繪，應依據原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

位圖、樁位成果資料及現地樁位，參酌地籍圖，配合實

地情形為之；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都市計畫辦理機關

應先修測或重新測量，符合法定都市計畫圖比例尺之地

形圖： 

一、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屆滿二十五年。 

二、原計畫圖不合法定比例尺或已無法適用者。 

本次通盤檢討未涉及都市計

畫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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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合併通盤檢討，原計畫圖比例互不相同者。 

第四十七條 都市計畫圖已無法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料可據以展繪都

市計畫線者，得以新測地形圖，參酌原計畫規劃意旨、

地籍圖及實地情形，並依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程序，重

新製作計畫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布實施之同

時，公告廢止。 

本次通盤檢討未涉及都市計

畫重製。 

第四十八條 都市計畫分區發展優先次序，應視計畫地區範圍之發展

現況及趨勢，並依據地方政府財力，予以檢討之。 

詳見第八章第一節分期分區

發展計畫與開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