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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議程 

流程 時  間 內                              容 

1 19:00~19:10 主席致詞、會議流程說明 

2 19:10~19:30 

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地區計畫暨「臺北

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開發許可申請

注意要點」內容簡報(都市發展局) 

3 19:30~20:20 現場民眾提問及市府相關單位回應 
(依登記發言單順序，每人發言3分鐘為原則)  

4 20:20~20:30  結語 

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地區計畫 

北區：北投區、士林區、中山區、大同區 

說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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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
大綱 

   
 

 
 

  
 

   

壹、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細部計畫 

貳、TOD申請注意要點內容說明及申請程序 

參、北區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 

肆、TOD地區計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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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TOD專案計畫 

107/11/12 市中心區說明會 

107/11/13 北區說明會 

107/11/18 西南區說明會 

計畫
擬定 

研擬全市性TOD
規劃綱領 

10/31 106年 

擬定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
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 

107年 

辦理公開展覽與公開展覽
說明會 

11/31 
計畫發
布實施 

108/1/24 
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全市33處場站 
地區計畫擬定 

108年 

預定辦理3場TOD地區計畫 
說明會 

6/28第一場北區說明會 
(以士林站為示範場站) 

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
許可地區開發許可申請注意要點 

洽詢各相關公會意見 
蒐集多方意見後擬定 

108/6/21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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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
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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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起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之理念，
係從永續都市發展理念出發，以高效
率的大眾運輸系統為都市發展的主幹，
善用交通場站優勢，透過場站周邊土
地使用強度提升、高效都市機能的融
合，來提高土地開發及公共設施配置
之效益，並以此支持大眾運輸營運，
以形塑高可居性、可及性及有效率的
永續都市型態與土地利用模式。 

為引導臺北市未來朝向大眾運輸導向
之都市發展，鼓勵集中於場站周邊作
較高強度使用，有效提升大眾運輸搭
乘率及減少私有運具使用，於大眾運
輸場站周邊劃定「可申請開發許可地
區」範圍，透過開發許可機制引導都
市發展，以容積獎勵提高開發強度，
並回饋提供充足公共及公益設施，補
足地區公共機能之不足，同時透過都
市設計管制營造整體景觀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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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目的 
為引導臺北市朝向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於大眾運輸場站周邊劃定「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範圍，透過 開發許可機制 引導都市發展，以容積獎勵提高開發強度，並回饋提供公共及公
益設施，補足地區公共機能之不足，同時透過都市設計管制營造整體景觀風貌。 

強化首都圈捷運場站核心區之國際性機能 
多軌道運輸集結共構+CBD機能，提升首都核心區國際發展動能 

補強車站節點周邊地區性空間與環境公共使用機能 
引導都市機能調節+公共設施補充 

翻轉場站周邊鄰里性空間與挹注產業新生機能 
地區再生計畫+公辦都更+公共住宅 

提升地區公共環境與都市景觀 
都市設計+都市景觀社區營造+ TOD獎勵回饋機制 

透過交通運輸管理，提高大眾運輸使用 
停車需求抑制 

多元運具整合服務效能提升 
軌道公共運輸+共享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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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站 

加蚋站 

北門站 

萬隆站 

北投站 

石牌站 

劍南路站 

昆陽站 

廈安站 

景美站 

廣慈/奉天宮站 

松江南京站 

龍山寺站 

南港展覽館站 

南港站 

士林站 

松山站 

中正紀念堂站 

西門站 
市政府站 

中山站 

萬華車站 

南京復興站 

忠孝復興站 

大安站 

忠孝新生站 

古亭站 

民權西路站 

台北車站 

東門站 

永春站 

港墘站 
內湖站 

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之場站 

具備高流通性之場站 
• 捷運高運量系統之場站 

• 雙軌道以上交會之場站 

• 臺北市行政區內台鐵場站 

具備未來發展潛力之場站 
• 場站周邊為臺北市推動中重大建設
計畫及發展地區 

• 為臺北市推動各地區再生計畫以引
導開發發展潛力之場站 

 

第一級場站： 
捷運高運量系統之場站、雙軌道以上交
會之場站，以及臺北市內之台鐵場站 

第二級場站：捷運中運量系統之場站 

本階段參酌臺北市 都市發展概況、交通建設、大眾運輸系統流通性、
連結性及與各行政區區位條件具有密切關係 優先選出33處場站。 

場站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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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劃定為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面積 

場站 
核心區面

積 
(公頃) 

一般區面
積 

(公頃) 

合計 
(公頃) 

R22北投站 2.58 10.85 13.43 
R19石牌站 5.69 8.84 14.53 
R16/Y26士林站 5.73 7.54 13.27 
BR15/Y29劍南路站 3.34 4.15 7.49 
BR17港墘站 3.30 8.98 12.28 
BR19內湖站 3.03 11.34 14.37 
R13/O11民權西路站 7.33 5.03 12.36 
G13北門站 0.89 3.19 4.08 
R11/G14中山站 9.30 6.10 15.40 
G15/O08松江南京站 8.65 9.22 17.87 
BR11/G16南京復興站 11.52 9.37 20.89 

G19/Y36松山站/台鐵松山
車站 6.46 6.69 13.15 

BL10龍山寺站 5.52 4.18 9.70 
台鐵萬華車站 3.90 7.30 11.20 
BL11/G12西門站 5.18 4.51 9.69 

BL12/R10/A1台北車站/
台鐵台北車站 8.75 7.90 16.65 

BL14/O07忠孝新生站 9.78 5.67 15.45 

場站 
核心區面

積 
(公頃) 

一般區面
積 

(公頃) 

合計 
(公頃) 

BR10/BL15忠孝復興站 7.54 10.93 18.47 
BL18市政府站 7.62 6.58 14.2 
BL19/Y37永春站 9.69 8.42 18.11 
BL21昆陽站 2.72 4.30 7.02 

BL22南港站/台鐵南港車站 1.30 5.19 6.49 

BL23/BR24南港展覽館站 3.84 3.41 7.25 

LG04加蚋站 5.00 15.10 20.1 
LG03廈安站 12.38 4.93 17.31 
R08/G10/LG01中正紀念
堂站 9.76 2.87 12.63 

O06/R07東門站 7.68 9.09 16.77 
BR09/R05大安站 6.23 7.91 14.14 
R02/Y38象山站 4.57 7.50 12.07 
R01廣慈/奉天宮站 8.42 2.21 10.63 
G09/O05古亭站 10.06 7.50 17.56 
G06萬隆站 8.40 7.13 15.53 
G05景美站 6.06 8.51 14.57 

合計 4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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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距離捷運場站或臺鐵場站 出入口 150 m  範圍內     ：核心區 

以距離捷運場站或臺鐵場站 月台投影核心點300 m 範圍內 ：一般區    

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適用範圍 

雙月台交會站 如忠孝復興、南京復興站….等 單月台站如市政府站、忠孝敦化站、龍山寺站….等 

核心區 

一般區 

核心區 

一般區 

適用
範圍 
示意 

核心區 一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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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劃定原則 

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核心區 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一般區 

• 適用範圍以完整街廓為原則，街廓座落於適用範圍面積超過該街廓面積50%以上者，即劃
定為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適用範圍面積未達該街廓總面積50%以上者，則不予納入。 

• 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不包括： 

─ 公共設施用地 
─ 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 
─ 捷運開發區、聯合開發區 
─ 市府已設定地上權或屬推動中重大建設建築基地 

─ 非都市發展用地、位於依水土保持法劃定公告
之山坡地、適用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
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環境敏感地區 

─ 指定古蹟所在之街廓 

適用
街廓 
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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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容積獎勵規定 

  
  

 
 

 
 

容積獎勵 第一級場站 第二級場站 

核心區 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 30% 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 20% 

一般區 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 15% 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 10% 

基地開發後總容積依下列公式核計  

V =  V0 + △V1 + △V2 +   △V3  +  △V4 
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
街設施移設及連通申請自治
條例申請核給容積獎勵 

土地開發後 
總容積 

容積移轉移入之容積、
增額容積及其他都市
計畫容積獎勵 

開發基地
基準容積 

可申請開發許可
地區容積獎勵 

都市更新
容積獎勵 

• 總容積加計各項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移入之容積、增額容積、都市計畫
容積獎勵及其他容積獎勵等不得超過基準容積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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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容積獎勵規定 

容積獎勵回饋捐贈： 
• 申請基地應以△V1之50%容積獎勵對應持分之樓地板面積興建完成後，

無償捐贈予市府，如經審議通過後得以繳納等值之回饋代金。 
 

回饋容積樓地板面積： 
• 回饋以設置於建物低樓層、集中設置為原則，俾以提供作為臺北市設置地區性
公益設施，前開管制規定如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查通過，得不受此原則性規定限制。 

申請流程作業期限： 
• 符合本都市計畫規定之開發基地，得自本都市計畫公告實施日起六年內提出申
請，申請文件應含開發許可計畫、變更都市計畫書圖及都市設計審議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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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設計管制原則－引導提升地區環境品質 
• 開發基地應符合「都市設計管制原則」，並應循大眾運輸導向地區發展構想辦理，
前開管制原則如申請案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
得不受此原則性之規定 

• 基於促進地區公共環境品質的提升，並考量開發對環境可能產生之衝擊，未來各場
站指定基地開發許可之申請，應於大眾運輸導向地區發展構想架構下，研提都市設
計準則，提送於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 

• 各基地都市設計準則應回應各場站之地區發展構想，且至少應包含下列原則性項目，
惟各基地倘有特殊之環境限制或實際需求無法執行，提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則不在此限。 

1) 建構地區友善、順暢且連續步行空間原則 

2) 營造人本氛圍的街道環境原則 

3) 推廣共享運具及提升綠色運輸使用率原則 

4) 提升地區綠意與環境韌性原則 

5) 提升地區公益性之都市機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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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D申請注意要點內容
說明及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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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開發許可計畫程序 

確認申請開
發基地位置 1 • 是否位於33處大眾運輸場站周邊 

• 是否位於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3 取得所有權人
同意 

2 
檢核開發基地
規模、區位及
臨路寬度 

• 不得位於非都市發展用地、依水土保持法劃定公告之山坡地、適
用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環境敏感
地區、指定古蹟所在街廓 

• 不包括公共設施用地、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捷運開發區、聯合
開發區及本府已設定地上權或屬推動中重大建設之建築基地 區位 

• 開發基地應臨接計畫道路或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 

• 臨接之計畫道路、現有巷道應達8公尺 

• 臨接之計畫道路、現有巷道未達8公尺者，基地應應退縮留
設供公眾通行道路使用合計達8公尺以上 臨路寬度 

m2 

• 開發基地規模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但街廓總面積未達
≧1,000m2 ，應整併相鄰街廓達1,000m2 

• 住宅區面積≧3,000m2以上或為完整街廓 

• 其餘之土地使用分區面積≧5,000m2以上或為完整街廓 基地規模 

申請人提送同意比例證明 

• 應取得開發許可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 屬都市更新案者，得符合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同意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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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開發許可計畫程序 
申請人提出 
開發許可計畫 
(應檢附文件) 

4 
• 開發許可計畫書 

• 自我檢核表 

•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清冊、
謄本及參與同意書 

• 原都市計畫書圖及變更都市計畫
書圖（草案） 

• 都市更新案應檢附都市更新相關
證明文件 

• 都市設計審議書圖 

• 其他相關文件 

• 申請範圍，申請人於提送開發許可計畫後，不得變更其範圍，且同一申請人不得申請與原申請案
範圍重疊之開發基地 

• 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 開發許可計畫整體規劃構想應包含計畫目標、區位條件、現況分析及地區周邊環境說明、土地及
建築物使用規劃（含基地與周邊環境規劃配置圖、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等 

• 都市設計構想（含都市設計準則）、地區資源與特色型塑 
• 綠色及共享運具、大眾運輸及人、車空間使用、交通與動線規劃 
• 開發興建說明（含開發期程、管理及營運計畫與開發方式） 
• 開發基地內公益設施捐贈說明（含回饋類型、內容、面積、區位、預計受贈單位、後續管理維護
計畫、開發回饋效益評估，並含配置之設計圖說），捐贈項目依本府107年12月19日府都新字第
10760072141號函公告之「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優先建議公益及
產業升級設施一覽表（簡稱設施一覽表）所載之規定辦理，並得視本府需求協商增設其他公共公
益空間及公共住宅。 

• 計畫貢獻及效益評估。 
• 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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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開發許可計畫程序 

提送開發許可
計畫審查會議 5 

• 都發局於申請人提送開發許可計畫後，應自收件日起30日內審查
是否符合規定，書面審查通過後，提送工作小組辦理審查 

 ※經書面審查不符規定者，應通知申請人於15日內補正，屆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得以府函駁回其申請 

• 由臺北市政府都發局、財政局、捷運工程局、交通局、產業發展
局、都市更新處等相關單位組成開發許可計畫審查工作小組進行
開發許可計畫審查 

 ※回饋捐贈項目非屬設施一覽表、其他公共公益空間及公共住宅
時，得報本府召開會議改為回饋代金方式辦理 

6 
檢送修正後開
發許可計畫予
本府核定 

書面審查 

工作小組審查 

• 工作小組審查通過後，申請人應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3個月內送修正後開
發許可計畫予臺北市政府，經都發局審查符合審查結果後，由本府核定；屬
都市更新案，應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6個月內併同檢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報核文件 

• 收到本府核定書面通知之日起30日內提送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草案)予都發局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得分送或併送） 

7 
辦理都市計畫
法定程序 

提送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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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開發許可計畫程序 

核發使用執照 

申請建造執照 • 申請開發許可之基地應於該個案都市計畫公告實施日起2年內申請

建造執照 

• 開發基地屬都市更新案者，應自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之日
起2年內申請建造執照 

申請建造執照 

2年 

• 以權利變換計畫實施，且其權利變換計畫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分
別報核者，申請建造執照時間得再延長1年 事權分送 

申請建造執照 

2+1年 

申請人應將開發基地申請建造執照時程載明於前點第六款之回饋協議書中，未
依時程申請建造執照或建造執照失效者，臺北市政府得變更回復原都市計畫。 

11 

8 
簽訂捐贈回饋
協議書、都市
計畫公告實施 

• 開發基地應捐贈回饋之公益設施內容、時程、雙方權利義務等細節，應與本
府簽訂捐贈回饋協議書並納入變更都市計畫書 

• 變更都市計畫案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核定後公告發布實施 

都市設計審議核定 

9 繳交容積獎勵
回饋代金 

代金之計算應經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土地開發後總容積之容積樓地板之
價格，並經臺北市政府核定，回饋代金應於取得建造執照前繳納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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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開發許可申請注意要點 

 
 

 
 

 
 

 

開發
許可
計畫
審議
階段 

法定
程序
階段 

108/1/24 「擬定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公告發布。 

自108年1月25日至114年1月
24日6年內得由申請人提出開
發許可計畫申請，並依都市計
畫法相關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及申請容積獎勵。 

提送都市設計 
委員會審議 

申請人提出開發許可計畫 

簽訂捐贈回饋協議書 

送本府核定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申請建造執照 

核發使用執照 

受理開發許可 
• 開發基地符合相關規定
（面積、區位、臨路寬度） 

• 檢附相關文件 

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 

臺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都更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提送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繳交容積獎勵回饋代金 都市設計審議核定 

申請人提送同意比例證明 

開發許可計畫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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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區 
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 
北投區2站/士林區1站 

中山區6站/大同區4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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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站 

加蚋站 

萬隆站 

昆陽站 

廈安站 

景美站 

廣慈/奉天宮站 龍山寺站 

南港展覽館站 

南港站 
松山站 

中正紀念堂站 

西門站 
市政府站 

萬華車站 

忠孝復興站 

大安站 
忠孝新生站 

古亭站 

東門站 

永春站 

港墘站 
內湖站 

1.R22北投站(北投區) 

北投區2站 

北投站、石牌站 

士林區1站 

士林站 

中山區6站 

劍南路站、民權西路站、中山站、
松江南京站、南京復興站、台北
車站 

大同區4站 

民權西路站、北門站、中山站、
台北車站 

北門站 
(大同區、萬華
區、中正區) 

北投站 
(北投區) 

石牌站 
(北投區) 

士林站 
(士林區) 

中山站 
(中山區、大同區) 

南京復興站 
(中山區、松山區) 

劍南路站 
(中山區) 

台北車站 
(中山區、大同區、中正區) 

民權西路站 
(中山區、大同區) 

松江南京站 
(中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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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22北投站(北投區) 

核心區面積(公頃) 一般區面積(公頃) 合計(公頃) 
2.58 10.85 13.43 

進站(人次/日) 出站(人次/日) 進出站(人次/日) 
16,399  17,574  3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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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22北投站(北投區) 

R22北投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1 2 3 

 

1 

2 

3 

區位特性 

發展構想 

• 地區以住宅使用為主 
• 周邊推動北投之心計畫，希望透過磺港溪再造與光明路造街，
提升在地開放空間品質 

• 鼓勵開發提供適合青年居住之住宅及公共住宅空間，以及幼
兒托育、高齡照護、社區活動、行政辦公等公共服務設施 

• 地區開發基地應考量適度折減法定停車空間數量 
• 鼓勵地區開發提供共享自行車、機車、汽車等共享運具設施
服務空間 

• 開發基地應延續街道形態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沿街地
面層應朝向商業、公共性使用， 

第一級場站－地區核心型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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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19石牌站(北投區) 

核心區面積(公頃) 一般區面積(公頃) 合計(公頃) 
5.69 8.84 14.53 

進站(人次/日) 出站(人次/日) 進出站(人次/日) 
28,395 29,418 5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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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19石牌站(北投區) 

R19石牌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1 

2 

3 

1 2 3 

區位特性 

發展構想 

• 石牌站周邊多為住宅區，鄰近的石牌路為北投區傳統商業中
心，提供地區鄰里與餐飲商業服務 

• 為就醫人潮進出之重要節點 

• 鼓勵開發提供適合青年居住之住宅及公共住宅空間，以及幼
兒托育、高齡照護、社區活動、行政辦公等公共服務設施 

• 地區開發基地應考量適度折減法定停車空間數量 
• 鼓勵地區開發提供共享自行車、機車、汽車等共享運具設施
服務空間 

• 開發基地應延續街道形態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沿街地
面層應朝向商業、公共性使用 

第一級場站－鄰里型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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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16/Y26士林站(士林區) 

核心區面積(公頃) 一般區面積(公頃) 合計(公頃) 
5.73 7.54 13.27 

進站(人次/日) 出站(人次/日) 進出站(人次/日) 
28,036 28,419 5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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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16/Y26士林站(士林區) 

R16/Y26士林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1 2 
3 

1 2 3 

區位特性 

發展構想 

• 周邊主要為商業區，惟現況多為住宅使用 
• 未來捷運環狀線北環段通車後將形成交會之場站，強化與內
科與新北市之聯繫 

• 地區為重要之轉乘據點，鼓勵場站周邊街廓適度整併 
• 鼓勵提供會議、展覽交流等公共性空間使用，政府可協助提
供小型辦公空間、共享工作室等創業支援設施 

• 地區作住宅使用時應鼓勵提供適合青年居住之住宅及公共住
宅空間，以及幼兒托育、高齡照護等地區所需之公共設施 

• 地區開發基地應考量適度折減法定停車空間數量，地區開發
基地應考量適度折減法定停車空間數量，並鼓勵主要幹道兩
側商業開發提供地區公共停車及共享運具設施服務空間 

• 開發基地應依循兩側現有紋理退縮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 
• 鼓勵基地內留設東西向之人行通道；沿街面之建築地面層應
作為商業或公共性使用 

第一級場站－地區核心型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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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R15/Y29劍南路站(中山區) 

核心區面積(公頃) 一般區面積(公頃) 合計(公頃) 
3.34 4.15 7.49 

進站(人次/日) 出站(人次/日) 進出站(人次/日) 
11,041 11,217 2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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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R15/Y29劍南路站(中山區) 

BR15/Y29劍南路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1 
2 

3 

1 2 3 

區位特性 

發展構想 

• 周邊商場、商旅、商辦齊聚 
• 北安路以北住宅區緊鄰山限區，應注意環境敏感避免高強度
開發 

• 都市計畫定位為「商業、娛樂及流行副都心」 

• 鼓勵地區開發朝向優質商、辦休閒娛樂機能之複合型開發，
並鼓勵提供會展、藝文展演等公共性空間 

• 地區開發基地應考量適當折減法定停車空間數量，並鼓勵提
供共享自行車、機車、汽車等共享運具設施服務空間 

• 鼓勵周邊商業開發基地規劃空中連廊，並與地區大眾運輸場
站及立體連通系統相連結 

• 沿街面之地面層應作為商業或公共性使用 
• 鼓勵周邊開發基地於地面層或於地上層之人工平台、露臺規
劃大型人流集散空間，並與地區主要人行動線相連結 

第一級場站－地區核心型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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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13/O11民權西路站(大同區/中山區) 

核心區面積(公頃) 一般區面積(公頃) 合計(公頃) 
7.33 5.03 12.36 

進站(人次/日) 出站(人次/日) 進出站(人次/日) 
23,205 22,017 4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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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13/O11民權西路站(大同區/中山區) 

R13/O11民權西路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1 2 3 

1 

2 3 

區位特性 

發展構想 

• 周邊為地區公車與國道客運運輸節點 
• 地區周邊多為老舊住宅社區地區除學校、公園綠地外，其他
公共設施相對不足 

• 鼓勵場站周邊街廓適度整併，並鼓勵提供會議、展覽交流等
公共性空間使用，政府亦應協助提供小型辦公空間、共享工
作室等創業支援設施 

• 周邊住宅區鼓勵開發提供適合青年居住之住宅及公共住宅空
間，由公部門協助提供幼兒托育、高齡照護與社區活動等公
共設施 

• 地區開發基地應考量適當折減法定停車空間數量 
• 鼓勵提供地區公共停車及共享自行車、機車、汽車等共享運
具設施服務空間 

• 主要生活街道及住宅區內主要通勤/通學巷道兩側應延續街道
形態留設騎樓、無遮簷人行道，並維持地面層商業使用 

第一級場站－ 地區核心型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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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13北門站(大同區/萬華區/中正區) 

核心區面積(公頃) 一般區面積(公頃) 合計(公頃) 
0.89 3.19 4.08 

進站(人次/日) 出站(人次/日) 進出站(人次/日) 
10,313 10,037 2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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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13北門站(大同區/萬華區/中正區) 

G13北門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1 2 3 

1 

2 

3 

區位特性 

發展構想 

• 北門站位於西區門戶發展廊帶 
• 周邊歷史文化資源豐厚 

• 強化地區全市性商業/商務活動與國際文化交流、觀光功能，
鼓勵周邊街廓整併 

• 鼓勵提供會展、藝文展演等公共性空間使用機能，政府亦應
協助提供共享工作空間等創業支援設施 

• 地區開發基地未來整體規劃時應考量適當折減法定停車空間
數量，並鼓勵提供地區公共停車及共享自行車、機車、汽車
等共享運具設施服務空間 

• 開發基地臨路側應延續街道形態留設騎樓、無遮簷人行道，
建築沿街地面層應鼓勵維持商業使用 

• 未來相鄰開發基地應協助將捷運連通出入口及地下街出入口
移設至開發基地內 

• 應型塑良好的街道空間尺度與都市景觀，以維護主要都市南
北向之歷史軸線，及北門之視覺景觀風貌 

第一級場站－ 地區核心型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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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11/G14中山站(大同區/中山區) 

核心區面積(公頃) 一般區面積(公頃) 合計(公頃) 
9.30 6.10 15.40 

進站(人次/日) 出站(人次/日) 進出站(人次/日) 
37,944 38,964 7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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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11/G14中山站(大同區/中山區) 

R11/G14中山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1 2 3 

1 
2 

3 

區位特性 

發展構想 

• 地區商業使用比例高，區域型百貨與零售商業發達 
• 未來地區發展應考量街區紋理維護與地區環境負荷 

• 未來開發基地量體應維護街區內親切宜人之街道空間尺度，
建築開發地面層應鼓勵維持商業使用 

• 鼓勵開發基地提供小型商業、辦公空間，政府應協助提供共
享工作空間等創業支援設施，及藝術與產業展覽等交流空間 

• 地區開發基地應考量適度折減法定停車空間數量，並鼓勵主
要幹道兩側商業開發提供地區公共停車及共享自行車、機車、
汽車等共享運具設施服務空間 

• 開發基地臨主要人行動線側應延續街道形態留設騎樓、無遮
簷人行道 

• 街區內應引入交通寧靜區概念，並優化街道景觀 
• 相鄰開發基地應協助將捷運連通出入口移設至開發基地內 

第一級場站－都會區域/全市核心型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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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15/O08松江南京站(中山區) 

核心區面積(公頃) 一般區面積(公頃) 合計(公頃) 
8.65 9.22 17.87 

進站(人次/日) 出站(人次/日) 進出站(人次/日) 
32,546 34,083 6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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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15/O08松江南京站(中山區) 

G15/O08松江南京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1 2 3 

1 

2 

3 

區位特性 

發展構想 

• 周邊為臺北市早期金融商辦聚集區，主要幹道兩側普遍為商
業、辦公等使用型態 

• 可開發用地少且用地規模小，更新整合不易 

• 鼓勵場站周邊街廓適度整併，並鼓勵提供會議、展覽交流等
公共性空間使用，政府亦應協助提供小型辦公空間、共享工
作室等創業支援設施 

• 主要生活與通勤巷道，兩側開發基地依現有街道紋理退縮留
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並且維持地面層商業 

• 相鄰開發基地應協助將捷運連通出入口移設至開發基地內 
• 地區開發基地應適度折減法定停車空間數量，並鼓勵地區商
業開發提供公共停車及共享自行車、機車、汽車等共享運具
設施服務空間 

第一級場站－都會區域/全市核心型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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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R11/G16南京復興站(中山區/松山區) 

核心區面積(公頃) 一般區面積(公頃) 合計(公頃) 
11.52 9.37 20.89 

進站(人次/日) 出站(人次/日) 進出站(人次/日) 
33,639 35,410 6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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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R11/G16南京復興站(中山區/松山區) 

BR11/G16南京復興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1 2 3 

1 

2 

3 

區位特性 

發展構想 

• 場站周邊為臺北市金融商辦聚集區 
• 主要幹道兩側普遍為商業、辦公、飯店等使用型態，開發強
度高 

• 鼓勵場站周邊街廓適度整併，並鼓勵提供會議、展覽交流等
公共性空間使用，政府亦應協助提供小型辦公空間、共享工
作室等創業支援設施 

• 主要生活與通勤巷道，兩側開發基地依現有街道紋理退縮留
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並且維持地面層商業 

• 鄰場站西側之開發基地，應協助提供立體連通通道及捷運出
入口設施 

• 相鄰開發基地應協助將捷運連通出入口移設至開發基地內 
• 地區開發基地應適度折減法定停車空間數量，並鼓勵地區商
業開發提供公共停車及共享自行車、機車、汽車等共享運具
設施服務空間 

第一級場站－都會區域/全市核心型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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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L12/R10/A1台北車站/台鐵台北車站(大同區/中山區/中正區) 

核心區面積(公
頃) 

一般區面積(公
頃) 

合計(公頃) 

8.75 7.90 16.65 

進站(人次/日) 出站(人次/日) 進出站(人次/日) 
157,688 157,345 31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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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L12/R10/A1台北車站/台鐵台北車站(大同區/中山區/中正區) 

BL12/R10/A1台北車站/台鐵台北車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1 2 3 

1 

2 

3 

區位特性 

發展構想 

• 都會區首要公共運輸樞紐 
• 為臺北市最早發展之地區之一，周邊歷史文化資源豐厚 

• 強化全市性商業/商務活動與國際文化交流、觀光功能，鼓勵
周邊街廓整併 

• 鼓勵提供會展、藝文展演等公共性空間使用機能，提升地區
商業、辦公、文化觀光、休閒娛樂等都市機能 

• 政府應協助提供創業支援設施及共享工作空間 
• 地區開發基地未來整體規劃時應考量適當折減法定停車空間
數量，並鼓勵提供共享運具設施服務空間 

• 鼓勵周邊開發基地規劃空中連廊或地下通道，並與地區大眾
運輸場站及立體連通系統相連結 

• 周邊開發基地鼓勵於地面層或於地上層之人工平台、露臺規
劃大型人流集散空間，並與地區主要人行動線相連結 

• 未來地區開發之建築型態，於街道介面上應回應舊城區空間
尺度與紋理 

第一級場站－都會區域/全市核心型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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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OD地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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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地區計畫-33處場站TOD地區計畫 

其他 
1 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檢討與建議 

2 召開1場專家學者座談會+3場地區說明會 

TOD場站定位深化-78站 
原場站分類+評量因子，增加質性定義
場站定位與性質 
1 全市各捷運場站及周邊區位基礎資料分
析與應用 

2 轉譯為數位化圖資並建置資料庫 

地區計畫示範操作-33站 
在原細計各場站TOD地區發展構想基礎
上擴充、深化 

作為後續申請開發許可案件協商
討論與研擬都市設計準則之依循。 
1 研擬本市TOD地區計畫應表明事項 

2 研擬已劃定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TOD地區計畫-都市設計準則 

北區地區說明會- 6/28 士林國中 
市中心區/西南區地區說明會-預定7月底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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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站TOD地區計畫 
流通條件 區位條件/捷運線數量 

淡水線與未來北環線交會場站，為第一級場站 

系統運量條件 
高運量/中運量系統 
日出入人次58,457人次，排名21/78名 (108.04) 
未來與北環線交會後預期運量會有所提升 

R16/Y26 士林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核心區面積：5.73 公頃 
一般區面積：7.54 公頃 

R16/Y26 士林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地區核心型場站 

13.27 公頃 

未來高、中運量系統交會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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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產業園區 

內湖科技園區 

北投士林 
科技園區 

新莊副都心 

大彎北 

松山機場 五股工業區 

蘆洲 

新莊 

社子島 

頂崁工業區 

士林站位居交通轉乘樞紐與產業廊帶中心 

 

臺北車站 

往北投 淡水 

天母生活圈 

與內湖、新北之空間可及性大幅提升 

• 士林站周邊為士林早期發展地區，位居通往市中心與周邊地區之轉乘樞紐。 
• 環狀線通車後銜接雙北重要產業廊帶，士林站將位居產業廊帶中心，樞紐位置將更為強化。 

 
 

劍潭站 
士林站 

區位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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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站地區TOD發展定位與願景 

士林站 
      
劍潭站 

場站定位 

地區商業消費核心→ 
都會商務/商業消費核心 

休閒/零售商業、觀光、
文化娛樂 

商業、辦公、會議、
居住、旅館 

中正路-地區主要生活軸帶 

福德路-中山北路五段505巷-福林路 

地區東西向活動廊帶 
串連場站、學校、士林官邸等多元活動 

捷運線型公園-景觀綠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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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 
夜市 

士林 
國中 

新光醫院 
科 
教 
館 

兒童 
新樂園 

士林 
運動中心 

福林 
國小 

士林 
區公所 

B&Q 

新光人壽 
大樓 

士林 
國小 

地區再發展契機－公劃更新地區+具大面積低度利用土地 

士林 
農會 

華榮市場 
 (公辦都更) 

新光資產 
萬寶紡織 

(公辦都更) 

士林站 
開發 

士林紙廠 

公劃都更地區 
士林站500公尺範圍內面積達
25.42公頃 

 

場站開發 
• 士林站轉乘設施空間活
化及多元服務建置計畫 
(辦公、零售 、商旅) 

 

公辦都更基地 
• 華榮市場(已開工) 

(公共住宅 圖書館 超級市場) 

• 萬寶紡織(併士林通檢報內政部) 
(複合商業 青創產業基地) 

 

大面積低度利用土地 
• 士林紙廠 
• 中油福林加油站 
• 新光資產 

中油福林
加油站 

Y27站 

Y25站 

士林站 
R16/Ｙ26 

公劃都更 
500m 

發展 
課題 

公劃都更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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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計畫推動願景－策略性引導場站周邊地區再發展 

  

 

增加人行道寬度，營造舒適、
安全且連續的步行空間 

街道兩側地面層維持商業使用，
確保街道活力與地區生活機能 

提升場站周邊都市公共
與產業機能 
街廓引導調整，鼓勵地區開發
提供產業、商業機能 

公共開放空間設置具LID思維之雨水貯
集入滲設施，提昇地區洪災調適能力。 補充地區公共設施 

托老托幼、公宅、共享運具
設施空間 

人本、魅力街道營造 
 

會議交流、共享辦公空間等產業
支援設施提供 

轉乘友善鼓勵大眾運輸 
公車候車空間整合設置，提供舒適公
車候車轉乘環境 

打造社區通學道網絡，營
造安全、友善的街道空間 

捷運士林站開發計畫 
轉乘設施空間活化，提供商業、
公共服務與轉乘接駁服務機能 



TAIPEI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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