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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變更臺北市中山區大佳段二小段 991地號等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為

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特）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萬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洪調進）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詳如計畫圖示 

類    別：變更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4條 

詳細說明： 

壹、 計畫緣起 

一、 本基地位於臺北市政府 95年 08月 31日府都規字第 09503566100號公告

實施「變更臺北市濱江街汽車修護專用工業區內第二種工業區為汽車修

護展售工業區計畫案」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為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形

塑汽車買賣修護產業複合使用之專用區。 

二、 自 2009年國外大廠啟動自駕車實驗計畫之後，歷經 10餘年，加上 5G及

AI 時代的到來，結合車聯網、智慧城市的發展趨勢，已經開始影響汽車

產業，改變人類對「移動」的想像。從 19世紀開始發展的電動車，於 1990

年代後，以鋰電池為代表的儲能單元能量密度加速提升，解決了困擾近一

個世紀的續航難題後，於本世紀進入消費市場。依國外財經產業年度報告，

估計 2040全球小客車銷售量將 58%為電動車，全球市占比例將達到 31%。

種種汽車產業的迅速變化，致使本案土地必須跟隨調整，以與產業趨勢接

軌。 

三、 本基地於 100年 11月申請建造執照，取得 101建字第 0087號建造執照。

嗣於 105年 12月 27日取得 105使字第 0261號使用執照在案。惟取得使

用執照迄今已近四年，因上述產業類型急遽變化，申請單位為增加產業進

駐彈性，促進產業轉型，遂擬依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辦理細部計畫變更，

以符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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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原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一、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原計畫案名 日期文號 

配合高速公路及松山、大直、內湖堤防修訂基隆河

（麥帥公路與中山橋間）附近地區主要計畫案 

72.02.09府工二字第 02656號 

修訂濱江街汽車修護專用工業區主要計畫案 78.11.10府工二字第 371290號 

擬訂濱江街汽車修護專用工業區細部計畫案 78.11.17府工二字第 372627號 

變更臺北市濱江街汽車修護專用工業區第二種工業區

為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計畫案 

95.08.31府都規字第 09503566100

號 

二、 「變更臺北市濱江街汽車修護專用工業區第二種工業區為汽車修護展售

工業區計畫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一) 為符合汽機車修護銷售展示專用區--主題，及塑造本專區之產業形象，

本計畫範圍內之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基地作汽機車、修護、銷售、展示

之使用樓地板面積，應達總樓地板面積 2/3以上，汽車展示、銷售之面

積不得超過總樓地板面積 1/3，其餘除不得作下列使用外，依本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二種工業區管制使用。 

1.第 35組駕駛訓練場。 

2.第 46組施工機料及廢料堆置或處理。 

3.第 47組容易妨害衛生之設施甲組之廢棄物處理場(廠)。 

(二) 為鼓勵汽機車修護、銷售、展示使用，本計畫區內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

得作第 20組一般零售業乙組(4)汽車、機車、機械器具及其零件、附屬

用品等之出售或展示。(回饋規定詳原計畫) 

  



3 
 

參、 發展現況分析：  

一、 計畫區位置及面積、權屬 

(一) 本計畫區位於臺北市中山區濱江街與大直橋引道交叉口東北角，南臨

濱江街，北臨高速公路。 

(二) 本計畫案內中山區大佳段二小段 991、992地號等 2筆土地為私有土地，

計畫區面積 2250.36 平方公尺，土地使用分區為「汽車修護展售工業

區」，原屬第二種工業區（詳圖一）。 

二、 土地使用現況 

（一） 計畫區內 

計畫案內土地現況為一棟領有 105使字第 0261號執照之地上 6

層、地下 3層鋼骨 RC造建物。 

（二） 計畫區外 

基地南、北、西側均鄰接公共設施用地，南側為 40公尺寬濱江街

（含高速公路高架部分），道路對側為機場用地；北側為高速公路（平

面部分）；西側為 40 公尺寬大直橋引道。東側鄰地則屬汽車修護展售

工業區，土地權屬則屬私人。 

三、 公共設施及開闢情形 

原計畫範圍內，計有抽水站(濱江抽水站)、交通用地 1處(台北捷運

公司)及機關用地 2處供軍事機關及消防隊使用。 

四、 交通系統 

原計畫範圍內之主要道路系統為濱江街(40 公尺寬)，濱江街上為高

速公路高架道路，往東可至內湖、汐止，往西可達三重、五股；專用區中

段有 40公尺寬道路往北連結大直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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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現況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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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目標與構想：  

一、 計畫目標 

配合相近都市計畫區之都市發展方向及政策，引進研發及設計相關

之策略性產業進駐，使本計畫區發展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優質策略產業地

區及設計中心。 

二、 計畫構想 

（一）汽車市場價值鏈的改變 

在以往，市佔率達 9 成以上為燃油車的時代，主要以汽車銷售外

加售後服務、維修為主要經濟模式。但 2025年開始，新能源車所產生

的經濟模式將取而代之，並帶動智慧移動產業的產生。智慧移動的四大

核心領域，即為：自動駕駛（Autonomous）、智慧互聯科技（Connected）、

電動科技（Electric）、共享與服務（Shared/Service），目前業界簡稱

A.C.E.S.或 C.A.S.E.，建立以使用者為核心的人車連結。而著名經濟

評論家預估 2030年後加值服務及乘客經濟站上浪潮成為汽車產業經濟

主力，而移動服務次之，接下來是售後服務及維修與汽車銷售。故本計

畫區既然以汽車工業為其產業特色，面臨此一改變，亦應及時調整因應。 

（二）迎向國際潮流 

智慧運輸的發展，是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環節。因此車聯網與自駕車，

已成為世界各國許多城市推動至智慧城市的重點應用項目。國際汽車

大廠因此相繼結合數位軟體業者投入自駕車未來市場，讓汽車領域產

生較大的研發、合作模式變化。尤其涉及三大領域：包括車廠造車、軟

體及晶片等技術領域還有把自駕當出行服務或出租公司的營運領域。

因此，除了車廠造車需要極大面積土地於本計畫區較無可行性外，軟體

及晶片等技術領域還有把自駕當出行服務或出租公司的營運領域尚可

在本計畫區發展，藉此迎向國際潮流，與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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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產業區帶的連結 

本計畫區位於市中心與內湖科技園區、北投士林科技園區之重要

交通節點上，與北勢湖工業區隔著基隆河遙相呼應。故配合本府「河岸

繁星創意軸帶-大內湖科技園區計畫」之發展方向，修正具彈性的土地

使用管制機制，創造具競爭優勢之發展環境，以吸引國內外以研發設計

為主之廠商進駐。 

（四）開發構想 

本計畫區預計設置汽車零件製造業、電子零組件製造業等迎接新

汽車產業之工業，或引進策略性產業（資訊服務業、產品設計業）來搭

建設計創意平台，提昇企業之設計位階，使設計結合汽車產業經營策略

並引進相關附屬產業，帶動本計畫區周邊地區發展。故擬由原計畫之

「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變更為「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特）」，其使用

強度及使用項目，比照本市第二種工業區辦理。 

三、 回饋計畫構想 

(一)本基地原計畫指定作汽機車修護、銷售、展示之使用樓地板面積，應達

總樓地板面積 2/3以上，其餘得比照第二種工業區使用，本次都市計畫

變更擬調整土地使用項目全數比照第二種工業區使用，故擬放寬原指定

2/3 容積總樓地板面積作汽機車修護、銷售、展示部分，因屬增加使用

項目，基於公平原則應辦理回饋。 

(二)又本計畫放寬使用係因比照第二種工業區，而非如原都市計畫放寬得作

汽車銷售專屬一般零售業(乙組)，其性質與大內湖科技園區放寬次核心

產業繳納回饋金性質相似，爰其涉及回饋規定，參照 103 年 8月 12日

府都規字第 10301775500號公告「擬定臺北市大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

業使用許可回饋規定」細部計畫案(以下簡稱大內科計畫案)，訂定本計

畫回饋金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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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變更計畫內容 

一、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表 1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內容一覽表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說  明 

中山區大佳段二

小段 991、992

地號等 2筆土地 

汽車修護展

售工業區 

 

汽車修護展

售工業區

（特） 

2250.36 配合汽車產業趨

勢，滿足在地產

業需求，促進地

區產業升級。 
備註：本計畫變更後各用地之大小、面積、位置及形狀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圖 2 變更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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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一）發展強度 

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特）建蔽率不得超過 45%，容積率不得超過

200%。 

（二）容許使用項目及其他相關規定 

 1.依本細部計畫規定辦理回饋後，始得比照「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有關第二種工業區之相關規定辦理，且不得適用原計畫作第 20

組一般零售業等相關規定。 

 2.本計畫區臨濱江街之基地，應沿道路境界線退縮留設至少 3.64公尺無

遮簷人行道，退縮部分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3.廣告物之設置應符合廣告物管理法規，並不得設於退縮之無遮簷人行

道上。 

（三）回饋計畫 

 1.本計畫變更使用面積(ΔFA)以基準容積總樓地板面積 2/3 為準。其變

更後價值，以鄰近之北勢湖工業區（為第二種工業區，開發強度與本計

畫區同），作為計算準據。 

 2.回饋金額計算公式： [1-(V0÷V1)]× 50% ×R×ΣA×(ΔFA/ΣFA)×V0 

(1) V0：變更使用前價值，指本計畫區基地申請變更當年度公告土地

現值之平均值。 

(2) V1：變更使用後價值：指申請變更當年度於北勢湖工業區公告土

地現值裡地區段地價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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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容積差距調整參數)：本計畫區之基準容積率(200%)÷第二種工

業區基準容積率(200%)，等於 1。 

(4) ΣA：本計畫區土地總面積 2250.36平方公尺。 

(5) ΔFA：本計畫區變更使用之總容積樓地板面積，即總容積樓地板

三分之二面積。 

(6) ΣFA：本計畫區基準容積允建之總容積樓地板面積。 

 3.本案申請單位於本計畫公告後一年內一次繳清回饋金。如未繳納，回

復原計畫使用。 

陸、 事業及財務計畫 

開發方式：本計畫區土地均為私有，未來均由申請單位自籌經費及招

商，並繳納回饋金，辦理建築物變更使用、室內裝修等相關工程。 

柒、 其他： 

本計畫書內容未規定者，悉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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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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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土地登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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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人 代 表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業 務 主 管 

 

承 辦 人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