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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部分 D3 街廓特定業

務區（信義段五小段 29 地號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計畫案 

辦 理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4條 

申 請 單 位 元利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辦 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 

本案公開展覽

起 訖 日 期 

自 110 年 4 月 16 日起至 110 年 5 月 15 日止，共計

30日 

本案說明會舉

辦 日 期 

110年 5月 3日（星期一）下午 07時 00分假臺北市

信義區三張區民活動中心 A教室 

公民團體對本

案之反映意見 
無 

臺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

結 果 

本案業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0 年 6 月 24 日

第 780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 

    本案除以下意見補充納入計畫書外，其餘依公展

計畫書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對

照表修正通過。 

一、本案對信義計畫地區發展的效益、TOD2.0之具體

作法，以及申請單位允諾增額容積不做住宅使用

之承諾事項，應納入計畫書補充敘明。 

二、本案有關基地開放空間規劃及低樓層公共空間之

提供、地標式建築與空中花園、立體綠化等景觀

設計、周邊人行之串連與捷運出入口立體連通之

可能性以及基地與周邊地區使用連結之強化等

意見，請增列相關都市設計原則納入計畫書，供

後續都市設計審議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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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部分 D3街廓特定業務區（信

義段五小段 29地號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案 

申 請 人：元利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信義段五小段 29地號等 5筆土地（詳計畫範圍示意圖） 

類    別：修訂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4條 

詳細說明： 

壹、計畫緣起 

臺北市信義計畫區定位為台灣國際級金融、商務、購物及休閒娛樂

中心，近年來商業、觀光、商務、展覽等使用繁榮發展，且捷運信義線

通車後可快速連貫至本市西區門戶及臺北車站，已成為本市與國際接軌

之著名都會核心。伴隨著全球化趨勢與國際競爭力度日益增長，臺北市

政府積極推動東區門戶計畫及捷運建設計畫，讓大臺北地區邁向更高的

國際舞台競爭；另透過擬定大眾運輸導向(TOD)開發許可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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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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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不動產市場熱絡及可開發土地

日漸稀少，本計畫範圍(D3街廓)為信義計畫區核心場域少數未開發之大

面積土地，緊鄰捷運信義線之世貿/101站及臺北 101大樓，具有大眾運

輸導向發展（TOD）潛力及提升本市國際能見度指標性。 

本計畫範圍現行都市計畫為 104 年 8 月 18 日公告「修訂臺北市信

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其中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基於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發展時空背景已逐步轉變，遂取消部

分容積獎勵之適用，並增訂增額容積適用機制，另將建築基地含各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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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獎勵與增額容積後之總容積，由原基準容積 1.5倍提升為 2倍為上限。

因前開容積上限提升係納入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未包含增額容積發展權，

惟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大部分屬新建成區及未開發土地，多未能適用都

市更新條例規定，且增額容積亦未能在總容積 2倍上限內擴大適用，致

都市發展綜效有限。 

有鑒於此，本計畫參酌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策略及現行都市計

畫有關增額容積與總容積上限提升之計畫意旨，希冀透過修訂本計畫範

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後據以開發，於捷運場站周邊落實高密度商業

發展，擬引進國際級連鎖飯店集團，規劃旅館、會展空間，及支援性的

餐飲與商業設施，提升本市商業服務及觀光產業機能，並透過整體開發

留設公共開放空間，形塑吸引人潮駐足休憩之新空間節點與地標性都市

意象，期再提升信義計畫區之國際能見度；另配合本市容積銀行機制，

提供增額容積價金，挹注本市都市建設財源，進而提高整體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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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都市計畫情形 

一、計畫發布實施歷程 

表1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名稱、日期及文號綜理表 

原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修訂逸仙路、基隆路以東、忠孝東路以
南、信義國小附近地區主要計畫案 

69.05.01 
府工二字第 14965號 

擬定臺北市逸仙路、基隆路以東、忠孝東
路以南、信義國小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
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0.08.17 
府工二字第 35923號 

變更逸仙路以東、忠孝東路以南、信義國
小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
案都市計畫說明書附件臺北市信義計畫地
區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73.10.05 
府工二字第 43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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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 

83.06.11 
府都二字第 83029278號 

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89.08.25 
府都二字第 8907829000號 

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內一般商業區、
娛樂設施區、特定業務區及業務設施區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案 

92.07.02 
府都二字第 09202965800號 

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104.08.18 
府都規字第 10401064500號 

二、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位於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松智路與松勤街所圍之街

廓內，緊鄰捷運淡水信義線世貿/101 站 3 號出口。計畫範圍包含信

義段五小段 29、29-1、29-7、29-8、29-9等 5筆土地，面積為 5,133

平方公尺（詳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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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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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現況 

一、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發展概況 

臺北市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自民國 70年代起至今，已開闢完成

眾多商業設施、金融辦公大樓，其中包含國際級指標建築臺北 101、

臺北市政府與世貿中心等重要地標，全區開闢率已近 99%，為臺灣首

都圈最精華之政經中心、中心商業區。且具備完善交通路網，計畫區

北側有捷運板南線，南側為捷運信義線。區內核心區域為主要商業娛

樂及辦公設施，外圍則多興闢住宅使用，且全區布設多處公園及帶狀

綠地系統，環境品質良好。 

區內現況進駐眾多國內外大型企業且開闢多處會議或展覽中心，

提供大型會議及藝文展演需求。核心區內多數百貨商場及影城設施，

創造每年至少 250萬旅遊人次，至今仍蓬勃發展。惟區內星級旅館設

施僅開發四處，就信義計畫特定區國際化發展趨勢，仍有星級旅館擴

展之需求。除私部門開發案外，近年中央及地方於本計畫範圍周邊亦

有諸多重大土地開發招商案，說明如下（詳下圖 2）： 

(一) A26一般商業區地上權設定案 

因信義區公所經鑑定為高氯離子混凝土建築物（海砂屋），

臺北市政府已於 108 年 11 月 20 日辦理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

四小段 32、33-2地號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案。 

此基地面積 7,099平方公尺，為一般商業區，法定容積率

560%，並可適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申請相

關容積獎勵，憑其基地鄰近捷運象山站、世貿/101 站之優勢

區位，未來將能帶動信義計畫區發展新一波浪潮，更可活化市

有土地使用效益，並配合信義計畫區發展現況與北側南山廣

場及西側臺北 101大樓等密集商業區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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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25業務設施區地上權設定案 

A25基地緊臨中油大樓、陶朱隱園等知名建築，基地為業

務設施區，容積率 400%，面積 18,022平方公尺。臺北市政府

於 103年完成設定地上權，基地將開發作為金融業企業總部，

目前刻正興建中。 

(三) A21娛樂設施區地上權設定案 

A21街廓原為臺北世貿三館，屬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

權年限 70年，基地三面臨路，總面積 16,054平方公尺，容積

率 560%，為信義計畫區中最後一處尚未開闢之娛樂設施區。

未來計畫開發為地上 35層之商辦大樓，可望與臺北南山廣場、

臺北 101及前述原信義區行政中心相連結。 

然雖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居大臺北首都圈重要之國際戰略地位

中，且近年仍推動諸多商用不動產相關之地上權設定案，但因地區發

展容積仍有計畫管控，整體容積率相較東京、香港、上海及新加坡等

CBD地區之容積率偏低，計畫區外圍容積率僅約 200%~400%；另早期

發展完成之百貨商場影城集中於計畫區中央，於捷運信義線通車後，

發展重點區域逐漸向捷運線側及臺北 101 周邊收攏，且多作辦公與

商場等混合使用，逐步落實 TOD發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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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發展概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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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及周邊使用現況 

計畫範圍皆為特定業務區，29地號、29-1地號容積率為 400%，

其餘 29-7、29-8、29-9地號容積率為 200%，現況作停車場使用。 

計畫範圍周邊除部分街廓做住宅使用，北側為業務設施區，包含

世貿一館、臺北 101大樓與信義廣場等，緊鄰眾多重要商業設施；南

側則有信義國小、四四南村、眷村文物館、信義運動中心等藝文、文

教設施。（詳下圖 3） 

三、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內土地為信義段五小段 29地號等 5筆土地，使用分

區為特定業務區，面積共計 5,133㎡，皆屬私有土地。（詳下表 2及

圖 4） 

表2 土地權屬表 

地段 地號 面積(㎡) 
使用分區 

 
法定容積率 權屬 

信義段五小段 29 1,478.00 特定業務區 400% 私有 

信義段五小段 29-1 267.00 特定業務區 400% 私有 

信義段五小段 29-7 3,038.00 特定業務區 200% 私有 

信義段五小段 29-8 296.00 特定業務區 200% 私有 

信義段五小段 29-9 54.00 特定業務區 200% 私有 

註：實際面積應依地籍測量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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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計畫範圍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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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計畫範圍地籍權屬套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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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運輸 

(一) 主要道路 

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中主要道路有忠孝東路五段、仁愛

路四段、基隆路及本計畫範圍主要聯外道路之信義路。信義路

西側起於中正區中山南路，途經中正紀念堂、大安森林公園、

臺北 101 等重要節點，東側則連通至未來廣慈博愛園區位處

之信義區福德街一帶。 

(二) 次要道路 

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中次要道路有松高路、松壽路、松仁

路、市府路及最鄰接本計畫範圍之松智路。松智路為信義計畫

區中核心道路之一，橫越計畫區核心並經臺北市政府東側、密

集商業區西側等，連結 D3街廓。 

(三) 大眾運輸 

計畫範圍周邊大眾運輸系統完備，計有 33 處公車站牌、

市府轉運站，並緊鄰捷運世貿/101 站三號出口，步行十分鐘

內可至捷運象山站、捷運市政府站。捷運紅線完善串聯臺北市

大眾運輸路網，其中捷運世貿/101 站 108 年進出站人次加總

共有約 2,584萬人次，109年雖受疫情影響但仍有約 1,852萬

人次進出，於紅線中僅次臺北車站、臺大醫院等站，在整體捷

運系統中名列前茅，更勝眾多重要轉乘車站。 

(四) 人行及自行車系統 

計畫範圍周邊共有 14處 Youbike系統之公共自行車租借

站。且因位處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主要及次要道路皆劃設許

多帶狀公園綠地用地、人行步道用地等，亦包含建築基地自行

建築退縮留設之人行步道空間。行人與自行車可沿計畫範圍

旁綠地用地，連結松智路、信義路、松仁路等沿線公園綠地用

地及上述各項所列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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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計畫範圍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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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設施 

如下圖 6，本計畫範圍周邊 500公尺之面狀公共設施與機

關多已開闢完成，整體環境品質良好。分述如下： 

1. 公園綠地用地 

包含松智路、信義路、松仁路沿線公園、綠地用地、信義

區公所西側綠地用地、三張里公園、眷村文化公園、景平公園

及景新公園等，本計畫範圍可透過北側綠地用地與上述各項連

結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整體公園綠地。 

2. 學校用地 

計有 2處已開闢學校用地，包含信義國小、信義國中。 

3. 市場用地 

計有 2處已開闢市場用地，一處現況為超級市場與臺北市

立圖書館三興分館，另一處現況亦為超級市場使用。 

4. 廣場用地 

計有 5處已開闢廣場用地，為市民廣場、信義廣場、信義

21號廣場、景聯廣場及一處現況為微風南山旁之廣場空間。 

5. 機關用地 

計有 4處已開闢機關用地，為臺北市政府、信義分局、臺

北市消防局第二大隊與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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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計畫範圍周邊 500公尺公共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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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構想 

一、實踐大眾運輸導向都市發展理念之開發計畫 

(一) 實踐本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策略 

本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目標，主要有強化場站核心區

周邊土地使用、補強車站節點周邊公共機能、挹注都市更新活

力及產業機能、提升地區公共環境與都市景觀、提高大眾運輸

使用、多元運具整合服務等六項。本計畫範圍位處捷運世貿/

臺北 101 站 500 公尺範圍內，該站點近年進、出站旅次皆約

2,000萬人，具備大量旅次需求，且周邊除土地使用內容具住、

商混合多樣性外，更規劃有完善之步行、汽機車及大眾運輸轉

乘系統，符合 TOD發展要求之關鍵面向。 

而本計畫範圍除鄰近捷運站外，亦位處本市重要地標臺

北 101對側，區位具有指標性，後續預計作國際級飯店使用，

開發後將提升捷運世貿/101 站周邊商業使用多元性，並提高

該場站之觀光發展動能，強化場站核心區周邊之土地使用，符

合本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之政策方向。有關本案實踐大眾運

輸導向發展策略發展目標之規劃構想如下： 

1. 本案開發時應於大眾運輸使用計畫內，充分考量綠色運具

使用策略，以補強計畫範圍周邊大眾運輸轉乘機能，落實

TOD發展目標。 

2. 訂定本計畫範圍都市設計規劃原則，退縮留設帶狀式、廣

場式公共開放空間與人行空間，串聯捷運場站出口，輔以

植栽綠化，完善場站周邊人本步行環境。 

3. 於建築物地面層設置供公眾使用性質之空間，加強建築物

與開放空間互動性，連結周邊使用，以提升場站周邊公共

機能並促進商務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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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化首都圈捷運場站核心區之國際性機能 

計畫範圍緊鄰捷運信義線 101 站出口，未來透過整體開

發，實踐本市 TOD發展構想，即運輸節點周邊朝向高強度、混

合利用。本計畫預計引進國際連鎖飯店集團資源，透過都市計

畫適切調整，引導站區周邊土地合理發展，調節都市與空間機

能，提高市中心土地利用效率，吸引國際投資與開發活動。本

計畫開發內容預計於計畫公告實施後 4 年內開發完成，建築

工程開發成本約為 70億元。預計開發內容及配置構想說明如

下： 

1. 飯店及其附屬商業、餐飲等設施 

預計引進國際連鎖飯店集團，規劃高品質且舒適之飯店設

施，提供國內外觀光及商務人士居住，並提供餐飲、購物及會

議場所等優質附屬服務設施，打造完善之商務旅宿空間。參考

交通部觀光局訂定星級旅館評鑑作業要點-星級旅館評鑑等級

基本條件，本計畫預計設置之飯店屬卓越五星級旅館等級，將

可提升本市觀光產業及國際能見度。 

2. 宴會廳 

預計於飯店低樓層設置適合舉辦私人商務會議、時尚精品

發表、國際性研討會或交流宴會，及婚宴等大型宴會空間。 

3. 會議及展演空間 

預計於飯店低樓層設置可作為本市商務、教育、文化等產

業或各行政機關所需之國際級大型會議空間開會、展示、產品

發表、表演、教育訓練及各項展覽活動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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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優化人行空間環境與都市景觀風貌 

本計畫範圍恰位處北側高度商業密集區與南側文化藝文

軸帶之關鍵節點，南側藝文軸帶尤以信義公民會館暨眷村文

化公園為核心，提供居民遠離塵囂與本計畫國際連鎖飯店之

下榻旅客良好休閒去處，並能連結周邊信義國小、信義國中，

紥根豐富在地文化與人才培育。故本計畫配合既有都市設計

原則及利用建築設計規劃以本計畫範圍作為南北向順暢之綠

色運輸廊帶，構想說明如下： 

1. 人行空間環境塑造 

(1) 大面積廣場式公共開放空間 

計畫範圍北側為興闢完成之綠地用地，且為公車及捷

運站點。未來本計畫不僅配合信義計畫區既有都市設計原

則留設公共開放空間，更利用建築設計規劃大面積廣場，延

續東西向綠地與帶狀公共開放空間。 

(2) 綠色帶狀人行步道系統 

為提供步行者人本、友善、具魅力的人行街道空間環境，

計畫範圍南側將於松勤街現有人行道基礎上再自行退縮留

設人行步道，提供完善人行系統、創造良好生活品質。 

2. 核心都市景觀風貌型塑 

順應現有都市發展脈絡，計畫範圍東南側將留設人潮聚集

節點，作為串連信義路南北側之關鍵。利用北側大面積廣場結

合文化性服務設施作為文創產業之產銷基地與地方里民活動

空間，且沿途佈設街道家具、原生種植栽，結合信義計畫區獨

特之街頭藝人展演特性，發揮最大綠化效益以提供表演、展覽

及創意市集等優質文化休閒場域，以吸引人潮聚集加強土地利

用，型塑捷運世貿/101站之核心都市景觀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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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升信義計畫地區發展效益 

本計畫範圍鄰近本市核心建築物臺北 101，本案規劃為國

際級飯店，除提供國際級旅宿服務以配合臺北 101、象山等提

升區域觀光動能外；本案建築規劃國際會議廳、展演空間、公

共開放空間等，亦可配合鄰近世貿中心提供本市會展、商務等

各類國際大型會議需求。 

本案開發後，可提供信義計畫區南側商業活動多元性，並

透過國際級飯店開發及地標性建築物之設計，提升本市國際

知名度及城市競爭力，另亦藉由公共開放空間之營造，完善地

區人本尺度規劃、提升都市景觀，符合本市信義計畫區發展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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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區域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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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計畫範圍建築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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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大增額容積綜效 

(一) 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發展定位鼓勵開發及較高容積發展 

1. 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發展定位 

(1) 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發展定位，隨時代發展趨勢從 70年代

之信義副都心，到 80 年代之國際金融中心、90 年代之亞

太營運中心，迄今已成為我國政經、金融匯聚之處，更為

本市高度商業發展中心。 

(2) 因信義計畫地區過往高度發展需求，並配合都市發展之多

元性及市場機制，於第二次通盤檢討時透過都市計畫容積

獎勵方式及放寬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以促進地區快速發展，

而後於第三次通盤檢討再修訂全區可透過增額容積方式，

鼓勵各街廓積極開發，並可挹注都市發展基金。 

(3) 考量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之高度發展需求，計畫擬定時業

已透過市地重劃整體規劃發展，基盤設施相當完善，故可

承受各街廓高容積發展下所衍生之公共設施服務需求。另

外再利用都市計畫規範全區都市設計，包含各街廓公共開

放空間以及空橋系統，再提升環境容受力。 

2. 本計畫基地條件及發展關鍵課題 

(1) 本計畫範圍位處信義計畫區發展核心臺北 101 大樓前、緊

鄰捷運世貿/101站，故本計畫將善用交通場站與核心區位

優勢，預計引進國際級飯店集團，開發為國際級旅館及商

務服務相關設施。透過場站周邊土地使用強度提升及基地

整體開發，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及對公共環境之效益，藉此

支持大眾運輸營運，落實本市 TOD發展理念。 

(2) 惟參考本計畫預計引進國際級飯店集團於世界各國經營之

飯店，及其他品牌五星級飯店設置之樓地板面積規模，顯

見本計畫範圍雖具極佳區位優勢，但可發展之容積率相對

他國或周邊街廓與大型開發招商案較低（詳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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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憑藉本計畫基地條件及交通可及性，未來創造之效益將能促進

信義計畫地區能見度。倘可再提升增額容積適用機制提升計畫

範圍容積強度，實能作為本市 TOD 示範基地亦能利用場站優

勢提供未來地區發展需求，增額容積價金並有助本市推動公辦

都市更新案件及公共建設計畫。 

(二) 兼顧都市發展容受力及公平性，擴大增額容積綜效 

1. 符合容積總量管制前提，修訂容積獎勵與增額容積上限分派 

104 年「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訂定增額容積規劃意旨，係於考量整體都市

發展機能已逐漸完善，顧及區域間公平性之前提，於獎勵容積

方式以外建立容積再提升機制，並分別設定容積上限： 

(1) 增額容積加計容積移轉及其它容積獎勵，其上限合計不得

超過原基準容積之 50%。 

(2) 申請增額容積、容積移轉、其它容積獎勵及都市更新條例

容積獎勵後之總容積，不得超過原基準容積之二倍。 

前開包含增額容積之總容積上限由原基準容積之 1.5倍，

因納入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而提升為 2倍，惟信義計畫特定專用

區大部分屬新建成區及未開發土地，多未能適用都市更新條例

規定，且增額容積亦未能在總容積 2倍上限內擴大適用。故本

計畫擬於符合總容積 2倍上限之總量管制為前提，修訂增額容

積、容積移轉，及容積獎勵上限分派規定，以提升捷運場站周

邊土地發展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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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大增額容積綜效 

考量 104 年「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當時修訂計畫之時空背景，係基於當時

地區發展現況已逐步成就原都市計畫目標遂訂定增額容積機

制而非容積獎勵，且增額容積全數由申請人以容積價金取得，

可充分挹注本市發展基金，供市政府運用於公營住宅及推動都

市更新等相關都市發展時所需經費。此規範除對都市發展效益

較容積獎勵相對應之環境回饋公益性高外，亦促進整體信義計

畫區與捷運站核心場域發展動能。惟原計畫規範增額容積個別

額度上限至多為原基準容積之 30%，故本計畫擬修訂原計畫有

關增額容積個別額度上限規定，於總容積 2倍上限範圍內，除

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外，皆得申請增額容積，以擴大增額容積

價金之綜效。 

(三) 提升地區發展效益並維護既有權益 

本計畫範圍業於 102年取得建照（102建字第 0115號），

並依 89 年「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之規定申請容積獎勵及容積移

轉核准在案。因計畫範圍緊鄰捷運站出口，且鄰近臺北 101與

南山廣場等國際都會地標，基地形勢方整且三面臨路，周邊公

共設施皆已開闢，生活環境及交通服務條件良好，面積規模亦

符合原都市計畫規定適用增額容積之條件，故本計畫擬修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有關發展容積相關規定，申請人期維護既

有權益，保障 104 年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公告前本計畫範圍原建造執照已取得之既有容積獎勵及容

積移轉。本計畫開發後不僅能依原計畫規定留設大規模公共

開放空間，提供周邊地區舒適生活環境，再提供增額容積價金

帶動都市整體發展以促進公共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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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訂計畫內容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都市設計管制，除下列事項外，悉依原

都市計畫及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相關法令辦理。 

一、增額容積 

修訂計畫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一)本計畫區皆為增額

容積適用地區，惟

申請增額容積之

建築基地規模面

積除住宅區應達

1000 平方公尺且

須面臨八公尺以

上已開闢之都市

計畫道路外，其餘

街廓須達附圖三

所訂最小基地規

模。 

(一)本計畫區皆為增額

容積適用地區，惟

申請增額容積之

建築基地規模面

積除住宅區應達

1000 平方公尺且

須面臨八公尺以

上已開闢之都市

計畫道路外，其餘

街廓須達附圖三

所訂最小基地規

模。 

未修訂 

(二)建築基地增加建築

容積除申請公共

開放空間之獎勵

容積及本府已核

准之移入容積外，

以申請增額容積

為限，且該增額容

積不得作為住宅

使用。 

(二)建築基地須向本府

申請增額容積後，

始得申請作為容

積移轉接受基地，

且符合下列規定： 

1.依法申請容積移轉之

移入量不得大於增額

容積。 

2.本計畫區建築基地之

原基準容積大於等於

400%者，其增額容積

上限為原基準容積之

20%；原基準容積小於

1.在落實捷運場站周邊

TOD 發展構想，並強化

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整

體都市發展機能，以增

額容積挹注本市發展基

金，較容積獎勵相對應

之環境回饋公益性高，

故於符合(三)建築基地

總容積 2 倍上限範圍

內，增加增額容積適用

彈性。 

2.本計畫已明訂保障原

102 年建造執照所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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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計畫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400%者，增額容積上

限為原基準容積之

30%。 

3.增額容積加計容積移

轉及其它容積獎勵，

其上限合計不得超過

原基準容積之 50%。 

共開放空間之獎勵容積

及已核准之移入容積，

基於容積公平性，故規

範本計畫範圍除前開容

積獎勵及容積移轉外不

得再申請容積獎勵及容

積移轉，其增加建築容

積以增額容積為限。 

3.依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 780 次會議決議

(略以):「…申請單位允

諾增額容積不做住宅使

用之承諾事項，應納入

計畫書補充敘明。」，故

增訂「增額容積不得作

為住宅使用」之規定。 

(三)本計畫區之建築基

地申請增額容積、

容積移轉、其它容

積獎勵及都市更

新條例容積獎勵

後之總容積，不得

超過原基準容積

之二倍。 

(三)本計畫區之建築基

地申請增額容積、

容積移轉、其它容

積獎勵及都市更

新條例容積獎勵

後之總容積，不得

超過原基準容積

之二倍。 

未修訂 

(四)經本計畫申請增額

容積之建築基地，

須經本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並於

(四)經本計畫申請增額

容積之建築基地，

須經本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並於

本案已取得 102 建字第

0115號建造執照在案，

後將依本計畫申請增額

容積並辦理建造執照變

更設計，故修訂增額容

積價金繳納時點，以資



 

26 

修訂計畫內容 原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核發建造執照或

核准建造執照變

更設計前，向臺北

市政府繳納「增額

容積價金」後，始

得核發建造執照

或核准建造執照

變更設計，其金額

由主管機關委託

三家以上專業估

價者查估後評定

之。 

核發建造執照前，

向臺北市政府繳

納「增額容積價

金」後，始得核發

建造執照，其金額

由主管機關委託

三家以上專業估

價者查估後評定

之。 

明確。 

(五)「增額容積價金」

之收入，運用於公

營住宅及推動都

市更新所需相關

經費。 

(五)「增額容積價金」

之收入，運用於公

營住宅及推動都

市更新所需相關

經費。 

未修訂 

二、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 

考量本計畫範圍業於 102年 4月 25日取得建造執照(102建字第

0115號)，並依 89年「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之規定申請留設公共開放空間之獎

勵容積及容積移轉在案。為免本計畫修訂後，致其法令適用始點需重

新起算影響既有權益，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容積獎勵 

於本計畫公告實施後申請或變更建造執照時，得依 89年

「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配

合修訂主要計畫案」規定，申請留設公共開放空間之獎勵容積，

惟獎勵增加樓地板面積不得高於原 102 年建造執照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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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8.74 平方公尺，並應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容積移轉 

本計畫範圍業經臺北市政府 102年 2月 18日府都規字第

10139979700號函、101年 10月 23日府都規字第 10137485800

號函及 100年 1月 24日府都規字第 09940093600號函核發容

積移轉證明在案。於本計畫公告實施後申請或變更建造執照

時，免再重新申請容積移轉，故不受 103年 6月 30日公布「臺

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規定接受基地當次申請移

入容積量 50％以上應繳納容積代金之限制。 

陸、都市設計原則 

本計畫範圍除應符合下列都市設計原則規定外，仍應符合「修訂臺

北市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相關規定。 

一、開放空間系統 

(一) 計畫範圍北側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需與捷運站出入口整體設

計，且鋪面高程應順平處理，以提高與捷運站出口及開放空間

之連通性。 

(二) 計畫範圍西側自人行步道側需退縮留設至少寬 2.5 公尺之人

行空間（淨寬 1.5公尺）、計畫範圍北側應留設寬 10公尺帶

狀式公共開放空間、計畫範圍南側應退縮留設至少寬 3 公尺

之人行空間。計畫範圍東側規劃帶狀式開放空間系統，串聯北

側廣場式公共開放空間與南側人行空間，建構地區友善順暢且

連續步行空間。 

(三) 本計畫範圍內植栽規劃應盡量以複層、多樣性綠化設計，種植

之喬木以周邊原生樹種、開展型不竄根且不影響人行為原則，

與周邊自然景觀環境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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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設計 

(一) 建築物以地標式建築或立體綠化進行設計，提升地區綠意與環

境韌性，改善地區微氣候。立體綠化以規劃露臺為原則，露臺

綠化面積應達該露臺面積之 50%，綠化面積以實際被覆面積計。 

(二) 建築物內部需考量於地面層設置供公眾使用性質之空間，建築

物臨接開放空間需加強建築物與開放空間之互動性，提升都市

機能並促進商務流動。 

(三) 本計畫範圍提送大眾運輸使用計畫時，應研擬綠色運輸使用措

施併同審議。 

柒、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捌、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本案業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0 年 6 月 24 日第 780 次委員

會議審議決議： 

本案除以下意見補充納入計畫書外，其餘依公展計畫書及本次會議

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一、本案對信義計畫地區發展的效益、TOD2.0 之具體作法，以及申

請單位允諾增額容積不做住宅使用之承諾事項，應納入計畫書

補充敘明。 

二、本案有關基地開放空間規劃及低樓層公共空間之提供、地標式建

築與空中花園、立體綠化等景觀設計、周邊人行之串連與捷運出

入口立體連通之可能性以及基地與周邊地區使用連結之強化等

意見，請增列相關都市設計原則納入計畫書，供後續都市設計審

議考量。 

玖、本案業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修正完竣。 



 

 

附件一、土地登記簿謄本 























 

 

附件二、地籍圖謄本 

  



地籍圖謄本
松山電謄字第078257號
土地坐落：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五小段29,29-1,29-8,29-9,29-7地號共5筆

本謄本與地籍圖所載相符（實地界址以複丈鑑界結果為準）
北　　　　　資料管轄機關：　　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本謄本核發機關：　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主任：高麗香
　　　　　中　華　民　國　　110年03月02日17時1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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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1/500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G9SST7XG4P，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 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惟為考量檔案傳輸中心之資料負荷度，線上有效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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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土地變更使用同意書 

  







 

 

附件四、計畫範圍 102年之建造執照（102建字第 01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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