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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市通檢暨各行政區通檢

• 計畫緣起

為加速辦理全市土地使用分區之通盤檢討，使都市土地活化再生，期望透過辦理全市性通盤

檢討檢視土地使用課題，解決地區居民反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與現況不符之問題，以全市性

的角度檢視土地使用，建構臺北市土地使用推動戰略。

• 工作內容

本案自 105年以 3年分 2期方式啟動全

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106年預定完成資料蒐

集、現況調查及地區整體發展定位研擬等作

業，並將於 106年底陸續啟動都市計畫法定程

序，檢討地方整體發展，並逐步訂定各使用分

區檢討原則，作為後續歷次檢討之依循。

• 成果效益

透過本次全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可結合

本府刻推動之重大計畫與地區實質發展計畫，

落實土地使用分區規範，帶動地區發展並達都

市計畫法之檢討期程規定。

壹 .轉型臺北

全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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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導地區整體轉型

二之一、北投再生計畫

• 計畫緣起

北投地區是臺灣北部溫泉文化與產業發展的根源，擁有

陽明山國家公園、地熱谷、北投圖書館、北投溫泉博物館、新

北投車站、關渡平原等山水綠資源、溫泉與文化景觀，已成為

臺北重要觀光據點，考量臺北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希望藉由

北投具備山、水、綠、溫泉、文化景觀等宜居環境，創造「慢

活、幸福、『心』北投」的發展願景。

• 工作內容

市府透過「北投再生計畫」引導北投再發展，建構慢活幸

福心北投的發展理念，並提出七大構想，包括打造健康照護基

地、發展北投溫泉觀光、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發展、土地活化發

展與公共住宅、北投生態博物館發展計畫、友善交通、田園城

市 /公園綠地等。

• 成果效益

本案業於 105年 6月舉行戶外開講說明會，105年 9月起

持續邀集各局處例行性召開北投再生計畫實施計畫工作小組會

議，並於 105年 11月北投再生計畫實施計畫報府核可。本案將

持續透過公開討論、公民參與等方式，與市民共同塑造北投新

願景，依各專章計畫內容，提供未來良好的生活環境。

北投再生計畫發展構想圖 整體發展效益圖

01 打造健康 
照護基地

發展北投 
溫泉觀光 02

03
北投士林 
科技園區 
發展

土地活化 
與 

公共住宅
04

05
北投生態 
博物館 
發展計畫

友善交通 06

07
田園城市 
／ 

公園綠地

•  規劃健康照
護實驗場域

•  奇岩長青樂
活大樓

•  稻香市場
•  提昇溫泉
觀光行銷

•  開發許可
引導業者
合法經營

•  打造智慧健
康生活應用
示範基地

•  3處公共
住宅基地

•  6處土地
活化基地

•  17處文史場館
•  新北投車站
重現

•  友善人行
環境

•  串連捷運
站與住家

•  Ubike擴點
•  募集 8里
推動友善
交通

•  關渡公園綠
地整建興建

•  建立田園城
市實證場域

2015-2018 短中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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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二、大同再生計畫

• 計畫緣起

大同區早期發展區域因水陸貿易運輸造就商業繁華榮景，其後運輸功能消退、城市發展東

移、產業變遷，讓發展呈現停滯遲緩，都市機能與品質皆待提升，需仰賴整體性都市再生計畫之

指導。

• 工作內容

本再生計畫係為整合大同區豐富之水綠、產業、交通、文化歷史及創意氛圍等資源，改善地

區環境品質、強化老舊社區機能並重塑地方發展脈絡。透過設立社區規劃師工作室駐地長期經營

與溝通，廣納市民參與意見，逐步實踐再生計畫之願景。

• 成果效益

（一）  強化老舊社區機能

1.  以公辦都更協助地區更新：斯文里三期公辦都市更新提供約 99戶公共住宅。

2.  明倫國小中繼住宅基地：提供約 380戶公共住宅及公共托育、圖書館、社區零售、青年創

業、社區日間設施等公益性服務設施。

3.  國順景星里社區培力都更計畫：執行大橋 72、大橋 83等 2處老屋活化改造，作為引動老舊

街區再生及培力社區之據點。

蘭州斯文里公辦都市更新推動說明會 明倫公宅招商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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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變建成圓環特性：建成圓環再生發展

計畫為保留建成圓環歷史記憶規劃為地

景廣場使用。

（三）  振興傳產引入青創：透過大龍市場改建及

永樂市場整修計畫提升傳統產業服務環

境，藉以引動商圈及周邊地區整體發展。

（四） 建置綠色交通網絡：

1.  整合大同區交通網絡，建置步行網絡系

統及增設 YouBike場站，提升區域可及性。

2.  捷運圓山站東側設置 6席大客車停靠區

及長廊式候車亭，改善轉運服務。

3.  開闢大同區 388號公園提供綠地及市民

活動空間，帶動地區再生。

（五）  塑造文史觀光特色：結合在地文化舉辦

節慶觀光活動及加強國內外觀光行銷，

建立地方文史觀光特色。

（六）  打造水岸景觀廊道：配合本市河濱公園

景觀設施規劃，進行疏濬工程及河岸景

觀美化工程，並持續擴增搭船客源及增

加主題航班。

（七）  強化市民參與機制：設立 2處社區規劃

師工作室，建立公私部門對話平臺，持

續蒐集市民意見。

老屋新用基地空間現況

老屋新用基地空間現況

 388號公園規劃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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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三、中正萬華復興計畫

• 計畫緣起

萬華地區是臺北盆地最早發展之區域，歷經繁華榮景，隨著都市發展重心東移逐漸沉

寂。目前本區面臨交通建設缺乏、居住品質低落、綠地開放空間不足、傳產競爭力不足及社

會弱勢聚集等問題，隨著捷運萬大線即將開通，為本區復興之重要契機。

• 工作內容

盤整捷運萬大線沿線周邊地區相關計畫，透過公辦都市更新推動臺大紹興南街及南機場

整宅地區更新改建，以公共住宅建設及市場改建，促進產業轉型提升城市競爭力；同時，重

塑地方水岸觀光地景，加強都市防災能力，並建立駐地溝通橋梁以強化市民參與。

• 成果效益

（一）  臺大紹興南街公辦都市更新案：105年 3月 8日辦理都市計畫公開展覽，105年 5月 5日

第 686次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105年 5月 23日舉辦臺大紹興招商座談會，積極

辦理招募投資人工作。

臺大紹興南街公辦都市更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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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機場一二三期整宅公辦都更案：辦理完成 45場社區說

明會、3場產權疑義說明會，持續於社區駐點溝通；以

期未來能持續輔導社區自辦更新。

（三）  青年營區公共住宅：105年 2月 5日 PCM案決標，5月

13日都市計畫公告。

（四）  青年公共住宅：105年 2月 18日工程案開工，刻進行

15樓結構體施築。

（五）  中興國小：都市計畫變更程序 105年 7月 12日內政部審

議通過。

（六）  莒光段土地：105年 6月 24日設計監造案決標。

（七）  設立社區規劃師工作室：於剝皮寮、東園街地設立，做

為公私部門對話平臺。

青年營區公共住宅二期統包工程開工動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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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機場整宅區域未來發展願景示意圖

社區規劃師工作室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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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四、士林再生計畫

• 計畫緣起

士林作為本市早期發展區，如今面臨到建物老舊、公共設施不足等問題，同

時也面臨東西向道路交通壅塞、大客車停車空間不足、大面積土地閒置未利用等

發展議題。亟需以都市計畫及公辦都更帶動整體區域的發展與再造。

• 工作內容

整合士林豐沛之水綠、人文、觀光資源，以公辦都更為引擎、中正路及基

河路為軸線，由點到線串聯成面，並持續透過社區規劃師工作室廣納市民參與意

見，凝聚地方再生願景。

• 成果效益

（一）  地區說明會：於 105年 3月 19日舉辦士林再生計畫戶外開講。

（二）  設立社區規劃師工作室：選定中興街 22號臺北市稅捐稽徵處閒置宿舍設

立，於 105年 3月 16日正式開幕，業辦理 6場社區工作坊及創意行動。

（三）  華榮市場公辦都市更新案：預計 106年事業計畫報核，109年完工，更新後

提供超市、圖書館、托育、停車場、公共住宅及樂齡教育等設施，帶動華

榮市場周邊老舊社區環境改善。

華榮市場公辦都市更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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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延平北路警察宿舍公辦都市更新案：預計 110年完工，更

新後提供區民活動中心及托嬰中心等社福設施，帶動社子

地區都市更新。

（五）  萬寶紡織公辦都市更新：預計 106年擬定都市計畫變更書

圖，更新後將做為故宮前哨站及青年創業基地，帶動創意

產業發展。

（六）  臺北科學藝術園區：兒童新樂園周邊道路縫合預計於 106

年 9月開工，107年 10月完工；天空步道、導覽系統建置

計畫等將函請國發會補助，倘經行政院同意，臺北市政府

將編列配合款執行。

（七）  文化觀光發展計畫：觀光巴士將於 106年 1月正式營運

（經捷運劍潭站、士林官邸及故宮博物院）。

（八）  水綠資源整備計畫：美崙公園於 104年 11月 18日竣工；

忠誠公園於 105年 5月 2日竣工；社子公園於 105年 9月

17日竣工。

（九）  產業發展計畫：承德商圈、天母商圈皆已獲得 106年臺北

市提振商圈產業商機補助。

  延平北路警察宿舍公辦都市更新示

意圖

臺北科學藝術園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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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容積銀行

• 計畫緣起

市府基於容積為公共財、容積增額利益應由全體市民共享之原則，推動容積代金制度，以改

善過去容積移轉以捐地換容積方式辦理，衍生利益流向中間人、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效率不彰等

課題。

• 工作內容

為推動容積代金制度，市府已於 103年 6月 30日公布實施「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

例」，目前本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應有 50%以上以繳納容積代金方式辦理，

依規定容積代金由市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市府所收入之代金，將優先運用於

取得本市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另為容積代金專款專用，市府已訂定「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送請議會審議中，透過成立基金及管理委員會，使容積代金有效管

理、公平運用。

• 成果效益

截至 105年底，本府共受理 58案（50處接受基地）容積代金申請，23案（17處接受基地）

已委託估價，其中 3案已核准，代金收入 3.27億元。未來市府期望透過容積代金有效運用，加速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提升消防救災效率、改善交通瓶頸及市民居住環境，並積極維護公共設

施保留地所有權人權益。

容積代金政策概念示意圖

真實補償地主 
挹注取得財源

代金專款專用

地
主

建
商

政
府

100% 
代金

代金
≧ 50%

代金
≧ 50%

公設 
保留地 

50%

歷史建築 
50%

合理估算代金 
公開透明

回應發展需求 
適性核給容積

實質補償

取得公保地 核給容積

或 或繳交容積代金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量

容積移轉接受基地移入容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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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內湖 2.0都計案

• 計畫緣起

內湖科技園區產業經營隨著新經濟的興起，企業經營型態不

斷更新，園區企業亦面臨創新、轉型的壓力，故本府提出內科 2.0

計畫，以期解決下列問題：1.空間飽和與進駐需求。2.產業再升級

轉型與創新發展。3.園區生活機能與交通問題。

• 工作內容

本案檢討內科六處發展用地：1.內科產業支援設施用地（內湖

之心）。2.內科產學。3.河濱高中預定地。4.瑞光市場。5.影視音

園區。6.環保局修車廠。其中透過變更及修訂都市計畫手法者包括

環保局修車廠、影視音園區、河濱高中預定地，並分別於 105年 8

月 29日及 8月 25日公告實施，另配合修訂內科產業支援設施用地

（內湖之心）之開發計畫。期透過都市計畫調整提供新創事業之發

展空間，結合創新產業與現有園區堅實的產業基礎，以促進園區

產業與全球接軌。

• 成果效益

（一）  槓桿帶動區域發展：延伸效益連結南港經貿園區，扮演區域創

新火車頭

（二） 推動臺北創新經濟：發展創新技術與應用，打造產業轉型基礎

（三）  形塑友善園區環境：吸引全球優秀人才移居，促進園區正向循

環發展

內科 2.0計畫六處發展用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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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子島都市計畫

• 計畫緣起

社子島地區位於基隆河與淡水河交會處，民國 59年經濟部

「臺北地區防洪計畫」評估地勢低窪易遭水患，爰受防洪管制至今

達 46年。社子島目前因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尚未實施造成居民生活

不便，住房亦無法新、增、改建，地區發展受限。社子島都市計

畫目的為優化地區公共環境、提升民眾生活福祉，透過區段徵收

辦理整體開發，可一次取得 200年防洪標準所需高保護設施及其

他公共設施用地，達到與大臺北地區一致的防洪標準，解除發展限制。地區內基礎公共工程並得以

整體規劃，一併施工，縮短工程界面，並且搭配多元的安置計畫，保障現住戶居住權益。

• 工作內容

經 104年重新檢討都市計畫內容並在當地設專案工作站，密集與民眾溝通及進行現地調查並

召開 18次地區說明會及座談會，市長也 5次蒞臨社子島與民眾溝通，並於 105年 2月辦理 i-Voting

選出「生態社子島」開發方向，經多次請益國內外專家學者並參考民眾意見後修正規劃內容。該

計畫除維持 100年之計畫人口 32,000人，降低填土量至 520萬立方公尺，提高蓄洪功能約 12-20萬

立方公尺，將社子島定位為「實踐生態城市及智慧社區開發的典範計畫」。

• 成果效益

社子島未來將採區段徵收整體開發，一次取得堤防、道路、公園等公共設施用地，確保社子

島防洪安全及優化環境，並妥善安置現社子島居民。社子島案都市計畫經 105年 7月 29日、8月 25

日、9月 8日、9月 29日 4次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業於 105年 9月 29日審議修正後通過，

105年 10月 31日報請內政部核定。本府將持續積極推動，使社子島地區成為更宜居的智慧生態城市。

  社子島空照圖

  社子島全區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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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臺北巴黎雙城論壇

• 計畫緣起

為因應全球城市競爭及強化臺北市與巴黎間之國際城

市交流及經驗傳承，本府舉辦「臺北巴黎雙城論壇」，以

城市願景為主題，共同描繪城市發展之藍圖，創造未來定

期交流合作機會。

• 工作內容

市府於 105年 9月 30日舉辦「臺北巴黎雙城論壇」，以

「城市未來發展的想像」為題，邀請文化、新創及都市發展

三大領域之巴黎及臺北市政府、學術及產業界進行交流與

討論。論壇中各領域代表彼此分享曾參與之實務經驗，如

住宅計畫、公共住宅、博物館 APP建立及數位化環境營造

等重要經驗，並建構學術及實務性之經驗對談。

• 成果效益

（一） 建立雙城長久交流模式：巴黎擁有成功都市轉型、都

市再生案例，期建立未來定期合作之機會。

（二） 創造城市競爭力：建立城市網絡，並提升本市國際競

爭力。

  臺北市與巴黎代表合影

  臺北專家學者與巴黎代表進行綜合座談

  柯文哲市長與各局局長、臺北專家學者及巴黎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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