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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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展覽說明會 

市中心區說明會 107年11月12日(一) 19:00~21:00 臺北市民生社區中心四樓集會堂 
北 區 說 明 會 107年11月13日(二) 19:00~21:00 士林區義信區民活動中心 
西南區說明會 107年11月18日(日) 14:00~16:00 萬華區萬大國小活動中心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Depart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Taipei City Government 



今日議程 

流程 時  間 內                              容 

1 14:00~14:10 主席致詞、會議流程說明 

2 14:10~14:30 計畫內容簡報 

3 14:30~15:50 
民眾現場提問 
(依登記發言單順序，每人發言3分鐘為原則)  

市府相關單位回應  

4 15:50~16:00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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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區：萬華區、中正區、大安區、文山區 

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簡報大綱 

01  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說明  

02  計畫內容說明 

03  西南區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 

04  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及公
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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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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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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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發局完成 
都市計畫書圖 

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發布
實施 

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公開展覽 

市府公開展覽30天 
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 

審議 
及核定 

通知區公所、里長、居民 
公告局網、登報周知 

10/31 11/30 

蒐集人民陳情意見 



5 

2 計畫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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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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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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距離捷運場站或臺鐵場站 出入口 150 m  範圍內     ：核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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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捷運開發區、聯合開發區 
─ 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 
─ 市府已設定地上權或屬推動中重大建設 

─ 非都市發展用地、位於依水土保持法劃定公告
之山坡地、山限區、環境敏感地區 

─ 指定古蹟所在之街廓 
─ 公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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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基地規模  
• 住宅區以≧ 3,000m2 為原則或為完整街廓。 

• 其餘土地使用分區以≧ 5,000 m2 為原則或為完整街廓。 

• 街廓總面積未達1,000 m2應整併相鄰街廓達1,000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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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饋捐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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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開
發許可計畫，並應於六年內提出開發許可計畫申請及變更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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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都市設計－引導提升地區環境品質 
都市設計管制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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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
Ｏ
Ｄ
計
畫
發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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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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開發許可計畫作業流程 
公告受理期間 

申請人提出開發許可計畫(開發許可申請) 

* 都市設計草案預審 

都市設計書圖核備 

申請建築執照 

都市計畫公開展覽 

申請人提送都市設計書圖 

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都更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 都市更新案件 

臺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提送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 都市更新案件 

變更都市計畫 
可行性研商會議 

繳交容積獎勵回饋代金 

核發使用執照 

簽訂捐贈回饋協議書 

* 回饋樓地板面積捐贈移轉市府 

都委會都市計畫研議會議 

都市設計準則 
委員會預審 

都市設計委員會 
審議都市設計 

都市更新審議會 

申請書件、計畫應表明事項
及申請流程注意要點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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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南區 
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 
萬華區/中正區/大安區/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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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北門站(大同區/萬華區/中正區) 

G13北門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G13北門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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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10龍山寺站 

BL10龍山寺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BL10龍山寺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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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萬華車站 

台鐵萬華車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台鐵萬華車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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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11/G12西門站(中正區/萬華區) 

BL11/G12西門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BL11/G12西門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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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台北車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BL12/R10/A1台北車站/台鐵台北車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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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14/O07忠孝新生站(中正區/大安區) 

BL14/O07忠孝新生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BL14/O07忠孝新生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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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0/BL15忠孝復興站 

BR10/BL15忠孝復興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BR10/BL15忠孝復興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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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04加蚋站 

LG04加蚋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LG04加蚋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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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03廈安站(中正區/萬華區) 

LG03廈安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LG03廈安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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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8/G10/LG01中正紀念堂站 

R08/G10/LG01中正紀念堂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R08/G10/LG01中正紀念堂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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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6/R07東門站(中正區/大安區) 

O06/R07東門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O06/R07東門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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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09/R05大安站 

BR09/R05大安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BR09/R05大安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28 

G09/O05古亭站 

G09/O05古亭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G09/O05古亭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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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6萬隆站 

G06萬隆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G06萬隆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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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5景美站 

G05景美站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G05景美站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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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
載及公展階段人民陳情
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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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處 
第一步: 
臺北市都市發展局 
首頁右側→臺北市大
眾運輸導向都市發展
作業專區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QR code 

第二步: 
進入頁面，下載計畫
書圖 計畫書圖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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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填寫陳情意見 

第2步：填寫聯絡方式 

公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 

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HELLO TAIPEI 
https://hello.gov.taipei/Front/main 
(建議使用Google Chrome) 

直接上網填寫 1 

請提供 
1.訴求地點之地段
號或地址 

2.訴求意見與建議 

請填列計畫案名 

請務必輸入通訊地址，
以利書面通知會議日
期及地點可到場旁聽、
登記發言 

•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請於本案公開
展覽期間內(107年11月1日至107年11月30
日止)，至本市單一陳情系統填寫，或以書面
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意見。 

•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會通知有提出
書面意見之陳情人到場旁聽，陳情人並得登
記進場發言(3分鐘)，如市民於本次說明會後
仍對本案有意見，可循單一陳情系統填寫或
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 

https://hello.gov.taipei/Front/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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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 

(說明會現場備有陳情意見表，如有需要請自行索取) 

說明位置 

說明訴求意見與建議 

個人資料務必填寫 

郵寄或傳真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2 

•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請於本案公開
展覽期間內(107年11月1日至107年11月30
日止)，至本市單一陳情系統填寫，或以書面
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意見。 

•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會通知有提出
書面意見之陳情人到場旁聽，陳情人並得登
記進場發言(3分鐘)，如市民於本次說明會後
仍對本案有意見，可循單一陳情系統填寫或
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 

主辦單位：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Depart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AIPEI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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