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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豐年段三小段 617-4地號(部分)

等綠地用地為道路用地暨擬定同段四小段 368 地

號(部分)等為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計畫範圍： 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  別： 變更、擬定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 

詳細說明：  

壹、 計畫緣起與範圍 

一、 計畫緣起 

「臺北市都市發展暨工業區檢討變更策略」中將關渡科技工業

區定位為支援產業升級地區，為臺北科技走廊北端之重要發展區域。

其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設定之本市科技走廊北端之重要發

展區域，作為支援周邊科技產業園區之重要樞紐，現階段工業區內

已有電腦、醫療及量販店等多家大型廠商進駐，後續亦有汽車、電

子、廣電多媒體及策略性產業之總部於未來幾年內陸續進駐，產業

聚落已逐漸成形。 

隨著就業人口陸續進駐園區，關渡科技工業區周邊交通整備為

重要工作之一；現階段工業區車輛聯外動線主要仰賴南側之大度路

及西側之中央北路 4 段 515 巷車行地下道連接至中央北路，另工業

區東北側之立德路未開闢完成之都市計畫道路路線，尚須配合關渡

平原長期發展計畫再配合評估開闢。為紓解進出區內車輛聯外動線

仰賴大度路或中央北路之情形，減輕大度/立德路口負擔，並兼顧優

化銜接至捷運忠義站人行通行環境，本府交通局規劃現為囊底路之

立德路往北新闢道路，行經忠義站前銜接至大業路 527 巷。 

本案為因應前揭各項產業基地開發所衍生交通需求及本市經濟

發展之需要，經認定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爰辦

理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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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涉及臺北市北投區豐年段三小段 617-4、640-1地號、

豐年段四小段 368、371、372 地號等 5 筆土地，其位於捷運忠義站

西南側、和信醫院東側周邊地區，計畫面積約為 1,247.84 平方公尺，

計畫範圍如圖 1 所示。 

 

圖1 計畫範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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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原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表1 原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名稱及文號表 

原計畫案名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修訂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

農業區除外）計畫（通盤檢討）案 

79.09.13 府工二字第 79049926 號 

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

部計畫)案 

97.03.04 府都規字第 09730017400 號 

 

參、 發展現況 

一、 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範圍東北側，即捷運忠義站 2 號出口處，現況為人行步

道及綠地空間，汽機車無法通行，往北可銜接大業路 527 巷，往南

有人行步道可步行至和信醫院；範圍西南側現況皆為農地及雜木林，

種植香蕉、蔬菜等作物；計畫範圍東南側為立德路，現況車輛僅能行

駛至下圖標示 4 位置，立德路路寬為 20 公尺，兩側劃設有汽車停車

空間，提供民眾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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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計畫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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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權屬 

本案計畫範圍之面積約為 1,247.84 平方公尺，私有土地計有

587.79 平方公尺，占計畫範圍面積 47.10%；公有土地計有 660.05 平

方公尺，占計畫範圍面積 52.90%。計畫範圍土地面積表詳表 2、表

3 所示。 

表2 土地清冊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變更範圍

面積(M2) 
權屬 土地管理者 

土地使用

分區 

北投區 豐年段三小段 617-4 3.02 私有  綠地用地 

北投區 豐年段三小段 640-1 2.02 私有  綠地用地 

北投區 豐年段四小段 368 528.03 私有   農業區 

北投區 豐年段四小段 371 54.72 私有   農業區 

北投區 豐年段四小段 372 660.05 國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農業區 

綠地用地 

小計 1,247.84 - - - 

表3 計畫範圍土地權屬比例表 

類別 權屬/管理單位 面積(M2) 比例 

私有 共 9 人 587.79 47.10% 

國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60.05 52.90% 

 總計 1,247.84 100.00% 

實際面積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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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計畫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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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地質 

(一) 地形、坡度及山坡地 

本計畫範圍沿中央北路 4 段側與立德路側，約有 2~3 公尺高差，

範圍呈現東北高、西南低的走向。全區坡度皆 2 級坡以下。全區皆

非位在山坡地內(依水土保持法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相關規定

劃設)。 

 

(二) 山崩與地質敏感區 

本計畫範圍位於關渡平原農業區，屬沖積層，非位於山崩與地

滑地質敏感地區(依地質法公告)，坡度及地質敏感套圖資詳圖 4。 

 

(三) 土壤液化 

本案計畫範圍與其周邊地區經查詢臺北市政府土壤液化潛勢查

詢系統，該地區位處低潛勢區，詳圖 5。 

 

(四) 斷層 

本計畫區非位於斷層帶，距離山腳斷層-第二類斷層(推測路徑)

直線距離約為 265 公尺，詳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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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計畫範圍及周邊坡度、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地區 

資料來源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本計畫繪製 

 

 
圖5 計畫範圍土壤液化潛勢示意圖 

資料來源 : 臺北市政府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統，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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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計畫範圍與斷層相對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本計畫繪製 

  



 

10 

四、 道路系統及交通現況 

(一) 周邊主要道路系統 

1. 快速道路系統：洲美快速道路。 

2. 主要幹道：包括大度路、大業路、承德路等幹道，其中大度路、

承德路是北投、淡水等地區進出臺北市的主要道路。 

3. 次要道路：包括有中央北路、立德路、立功街、中央北路 4 段

515 巷等。 

本計畫以計畫範圍周邊重要之主要道路與次要道路就道路幾何

特性進行分析，如下表；計畫範圍周邊主次要及捷運系統路網如下

圖 7 所示。 

 
圖7 周邊主要道路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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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計畫範圍周邊道路幾何特性綜整表 

道路名稱 道路寬度 人行道寬度 設置方式 

大度路 3 段 

(立德路- 立功街) 

40 公尺 2-2.5 公尺 1. 採中央實體分隔 

2. 車道配置： 

(1) 往東 3 快車道及 1 混合車道、

1 機車左轉專用道 

(2) 往西 2 快車道及 3 混合車道 

3. 部分路段劃設免費機車停車格 

大度路 3 段 

(立功街-中央北路

4 段) 

10 公尺 2 公尺 

(平面道路) 

1. 大度路 3 段橋側平面道路段往西

為單行道 

2. 車道配置： 

(1) 立體高架部分東西向各 2 快車

道、1 混合車道及 1 慢車道 

(2) 平面道路雙向為 2 混合車道 

3. 道路兩側畫設紅線管制停車 

中央北路 4 段 20 公尺 1-2 公尺 1. 採中央標線分隔 

2. 車道配置為雙向各 2 混合車道 

3. 道路兩側劃設收費汽車停車格及

免費機車停車格 

立德路 20 公尺 2-4 公尺 1. 採中央標線分隔 

2. 車道配置為雙向各 2 混合車道 

3. 道路兩側劃設收費汽車停車格及

免費機車停車格 

立功街 12 公尺 0.5-3 公尺 1. 採中央標線分隔 

2. 車道配置為雙向各 1 混合車道 

3. 道路兩側劃設收費汽車停車格及

免費機車停車格 

大業路 527 巷 8 公尺 1 公尺 1. 採中央標線分隔 

2. 車道配置為雙向各 1 混合車道 

中央北路 4 段 

515 巷 

12 公尺 1-3 公尺 1. 採中央標線分隔 

2. 車道配置為雙向各 1 混合車道 

3. 道路兩側多無停車管制，少數路段

標設紅線禁止停車 

資料來源：本案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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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眾運輸系統 

本計畫範圍周邊之大眾運輸系統主要有「捷運」、「公車」與「自

行車系統」，鄰近之捷運站為忠義站，位於計畫範圍東北側，107 年

平均單日旅運量約 5,641 人次1。 

距本計畫範圍 500 公尺以內之公車站共 4 站，分別為中央北路、

捷運忠義站、和信醫院、一德街口，行經客運路線有 223、302、308、

550、682、821、864、小 23 等。 

本計畫周邊於捷運忠義站、立功立德路口設有公共自行車租借

站，分別提供 50 輛與 56 輛自行車可供租借。計畫範圍周邊之大眾

運輸系統如下圖所示。 

 
圖8 計畫範圍周邊大眾運輸系統示意圖 

 

 

 

 

                                                      
1 資料來源：臺北市交通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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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停車供需調查 

停車供需部分，根據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107 年度臺北市汽

機車停車供需調查資料顯示2，北投區汽車需供比值最大值為 0.93，

需供比等級為 C 級；機車需供比值最大值為 1.16，需供比等級為 D

級，顯示汽車停車供給尚可滿足需求，而機車則是有達飽和之情形。 

而本計畫範圍周邊之尖峰小時停車供需量，汽車停車供給量為

3,115 輛，實際停車量為 2,370 輛，停車需供比為 0.76；機車停車供

給量為 2,857 輛，實際停車量為 3,763 輛，供需比為 1.32，顯示汽車

停車情況尚可滿足需求，機車停車情況則已超出供給量。 

表5 計畫範圍周邊尖峰小時停車供需一覽表 

類型 尖峰時間 停車供給 

總計(輛) 

實際停車

總計(輛) 

停車 

供需比 

服務水準 

汽車 16:00-17:00 3,115 2,370 0.76 C 

機車 12:00-13:00 2,857 3,763 1.32 E 
資料來源：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107 年度臺北市汽機車停車供需調查 

 

(四) 周邊交通流量 

依據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108 年度交通流量調查資料3分析計

畫範圍周邊，包括承德路-大業路口(N31)、大度路 2 段-中央北路 4

段路口(N52)及大度路 2 段-立德路口(N53)等 3 處。計畫範圍南側之

大度路平日尖峰小時交通量，晨峰往東 5,502PCU、往西 3,926PCU，

昏峰往東 3,636PCU、往西 3,362PCU；立德路平日尖峰小時交通量，

晨峰往北(進園區)1,558PCU、往南(出園區)548PCU，昏峰往北(進園

區)536PCU、往南(出園區)1,074PCU，大度路及立德路現況道路容量

為D級以上道路服務水準。另立德路晨峰進園區車輛以大度路(往西)

右轉為多，約佔 67%，昏峰出園區車輛亦多自立德路(往南)左轉至大

度路為多，約佔 72%，如圖 10 與圖 11 所示。 

                                                      
2 107 年度台北市汽機車停車供需調查(6 個行政區-北區) 
3 調查時間為 108 年 9 月 18 日(星期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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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周邊重要路口調查位置圖 

 
圖10 大度路與立德路口晨峰時段交通量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交通流量調查資料，調查時間為 108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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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大度路與立德路口昏峰時段交通量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交通流量調查資料，調查時間為 108 年 9 月 18 日 

 
圖12 計畫範圍周邊及關渡工業區現況道路/路口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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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發展課題 

(一) 周邊道路路網串聯性不足 

本案計畫範圍毗鄰關渡科技工業區，該區現有 3 條聯外道路，

分別透過立德路、立功街連接大度路，及透過中央北路 4 段 515 巷

連接中央北路。因立德路現況為囊底路，未全線開闢完成，南北無法

連通，交通動線不佳，以自中央北路 2 段至和信醫院或立德路側為

例，需繞行至中央北路 4 段 515 巷，要花費相對多的時間與車程；

或自大業路，連結大業路 527 巷，僅能行駛至捷運忠義站周邊，無

法順利串連至立德路，抵達關渡地區，對於地區通勤或整體交通路

網相對不足，故區內車輛進出仍多仰賴立德路銜接大度路。另現況

立德路底與捷運忠義站間之人行動線部分路段較狹窄(寬約 1公尺)，

不利行人及無障礙通行。 

(二) 交通服務需求增加 

關渡科技工業區區內現已有電腦、醫療及量販店等多家大型廠

商進駐，後續亦有汽車、電子、廣電多媒體及策略性產業等陸續進

駐，現正開發之大型基地計有 4 處，預計於 110 年營運，開發後預

計再引進人數約 5,500 人，晨昏峰交通量預估增加 1,456PCU 及

1,290PCU。囿於區內聯外路網較不足，進出多仰賴立德路銜接大度

路，未來大度路道路服務水準平日晨峰往東預估將降為 E 級、往西

為 D 級，平日昏峰往東及往西尚可維持 D 級以上服務水準，大度路

/立德路路口服務水準亦將降為 E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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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計畫道路興闢後之效益 

為紓解關渡工業區開發後所增加之交通量聯外道路仰賴大度路

之情形，及減輕大度/立德路口負擔，藉由本計畫道路開闢，並運用

交通管理手段，將其分散引導至本計畫道路行駛，同時改善銜接至

捷運忠義站人行通行環境。 

依據「臺北都會區運輸需求預測模式(TRTS-4S)」基年晨峰資料，

區內旅次主要來源為 27%來自北投區、16%來自士林區、12%來自新

北市淡水區，以現有交通量加計關渡科技工業區開發中之基地衍生

交通量推估，計畫道路開闢後，預計未來可分流北投、士林地區至關

渡工業區之交通量約 676PCU4。興闢後之道路系統如圖 13 所示。 

 

圖13 計畫道路開闢後道路系統示意圖 

  

                                                      
4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臺北都會區整體運輸需求預測模式建立旅次

行為調查及旅次發生模組(TRTS-4)」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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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目標與構想 

一、 計畫目標 

(一) 完善關渡工業區聯外道路路網，以提升周邊整體道路連通便

利性，並作為地區緊急防災道路之用。 

(二) 兼顧並優化銜接至捷運忠義站人行通行環境，以符合人本交

通之服務品質。 

二、 計畫構想 

(一) 規劃設置一計畫道路由立德路連接至大業路 527 巷，除本

計畫範圍擬定暨變更之道路用地，另包含立德路未開闢路

段(6.4 公尺)以及交通用地 11 公尺寬之路段，可作為車行

及人行穿越之功能，未來亦可提供地區緊急道路與救援輸

送道路之用途，以提升整體道路網絡便利性。 

(二) 為兼顧捷運忠義站銜接關渡工業區之通行環境，全線配置

雙向各一車道，道路含人行道及護欄等設施，寬度為 11 公

尺。 

 
圖14 計畫道路斷面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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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道路規劃示意圖 

 

 
圖16 道路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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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變更暨擬訂計畫內容 

表6 變更計畫內容 

註 1：本計畫擬定後用地大小、面積、位置及形狀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主。 

 

表7 擬訂計畫內容 

擬定位置 新計畫 
面積 

(平方公尺) 
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及其他管制規定 

臺北市北投

區豐年段四

小段 368(部

分 )、371(部

分 )、372(部

分)地號等土

地 

道路 

用地 
1127.9 - - 

一、為因應該區域各項產業基

地開發所衍生交通需求及

本市經濟發展之需要。 

二、為完善關渡工業區聯外路

網並兼顧優化銜接至捷運

忠義站人行通行環境。 

三、本案 11 公尺寬道路，係依

地籍線 (北投區豐年段四

小段 368、371、372)為邊

界平移。 

註 1：本計畫變更後用地大小、面積、位置及形狀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主。 

  

變更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平方公尺) 
變更理由 其他規定 

臺北市北投

區豐年段三

小段617-4(部

分)、640-1(部

分)、四小段

372(部分 )地

號等土地 

綠地 

用地 

道路 

用地 
119.94 

一、為因應該區域

各項產業基地

開發所衍生交

通需求及本市

經濟發展之需

要。 

二、為完善關渡工

業區聯外路網

並兼顧優化銜

接至捷運忠義

站人行通行環

境。 

一、本案 11 公尺

寬道路，係依

地籍線(北投

區豐年段四

小段 368 、

371、372)為

邊界平移。 

二、本計畫道路

與立德路之

截角，悉依臺

北市道路截

角標準表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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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立德路細部計畫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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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案土地取得方式，涉及國有土地之部分，將由需地機關依國

有不動產撥用要點辦理撥用，私有地將採徵收方式取得。相關事業

及財務計畫如下表所示。 

表8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設施總類 
面積 

(M2)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萬元) 
主辦單位 

預定 

完成期限 
經費來源 

徵購 市地重劃 撥用 捐贈 

道路用地 1,247.84 v  v  18,441.6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

處 

於本計畫

案公告實

施後 3 年

內完成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編列預算

支應 

註：1.表列面積僅供參考，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開闢經費及時程由主辦單位視實際需求酌予調整 

柒、 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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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繪 圖 員 

業 務 主 管  

   

承 辦 人 員  校 對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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