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案名：變更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 773地號等第三種住

宅區及道路用地為第三種住宅區及綠地用地細部計

畫案 

申請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  別：變更 

法令依據：108 年 1 月 30 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 20

條及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 項第 3款 

詳細說明： 

壹、計畫緣起 

本計畫位於南京東路三段 89巷、南京東路三段 89巷 27弄、

建國北路二段 3 巷 14 弄及未開闢計畫道路所圍範圍內，都市計

畫屬 82年 9月 16日公告實施「修訂民生東路、敦化路、縱貫鐵

路、復興路、南京東路、松江路、長春路、建國北路所圍地區細

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之第三種住宅區、道路用地，並

於 106年 12月 22日申請報核之「擬定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二小

段 773 地號等 1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中劃定本計畫為

更新單元。 

本計畫範圍現況為空地及停車場使用，為促進土地合理利

用、改善現況窳陋環境，擬依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辦理都市更

新事業；惟範圍內有未徵收開闢之 6公尺寬計畫道路，將計畫區

分為南北兩塊第三種住宅區土地，減損土地使用效益。考量該道

路型態非屬連續性道路，僅供本計畫基地內部進出使用，且其功

能可被街廓四周道路取代，倘透過都市計畫變更將土地整併成完

整基地將有助街廓土地整體發展，亦可簡化車行動線減少路口交

通衝突，俾利都市更新整體開發。都市計畫相關內容業於 109年

8 月 13 日提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9 次會議獲致研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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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案同意市府所提研議內容。」在案。 

綜上，為促進土地使用效益，並重新檢討規劃公共設施用地

系統，爰依據 108年 1月 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 20條

及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款，辦理本都市計畫變更。 

貳、原都市計畫情形 

一、原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表 1、原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歷程暨都市更新地區劃定情形整理表 

名稱 公告日期文號 

變更原轄區使用分區調整商業區、行政區及混合

區案 

65年 07月 07日 

府工二字第 25576號 

修訂民生東路、復興北路、南京東路、松江路、

長春路、建國北路竹圍地區（不含民生東路南側、

建國北路東側沿線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

討）案 

68年 10月 03日 

府工二字第 36547號 

擬規定本市重要幹道兩側住宅區應留設騎樓或無

遮簷人行道案 

71年 08月 14日 

北市工二字第 65572號 

修訂民生東路、敦化路、縱貫鐵路、復興路、南

京東路、松江路、長春路、建國北路所圍地區細

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4年 03月 06日 

府工二字第 07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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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9月 13日 

府工二字第 79049926號 

修訂民生東路、敦化路、縱貫鐵路、復興路、南

京東路、松江路、長春路、建國北路所圍地區細

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82年 09月 16日 

府都二字第 82065199號 

選定本市獎勵都市更新實施地區範圍第一期實施

地區案 

83年 09月 27日 

府都四字第 83062590號 

選定本市第二期獎勵都市更新實施地區範圍圖 
85年 03月 13日 

府都四字第 85016953號 

劃定台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案 
89年 06月 26日 

府都四字第 8904521800號 

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107年 12月 10日 

府都新字第 107202323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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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位於南京東路三段89巷、南京東路三段89巷27弄及

建國北路二段3巷14弄所圍範圍內，西側臨接未開闢之計畫道路

(詳圖1)。 

 

圖 1、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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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土地使用分區 

本計畫範圍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道路用

地，面積共計2,874.76平方公尺(詳表2、圖2)。 

 

表 2、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位置 
使用分區 面積(平方公尺) 

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 

773、773-2、778、779、

780、781、782、783 
第三種住宅區 2,124.00 

773-1(部分土地)、774(部

分土地)、775-1(部分土

地)、777、778-1、785、

785-3、785-4 

道路用地 750.76 

合計 2,874.76 

註：773-1、774、775-1地號須辦理土地分割，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登載面積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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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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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基地發展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範圍現況為空地及停車場使用，並包含兩條東西向

之未開闢計畫道路，計畫寬度皆為6公尺；其中橫貫本計畫範圍

中央之計畫道路非屬連續性道路，僅供本計畫範圍基地內部進

出使用；本計畫範圍南側之計畫道路屬現況可通行之巷道，尚

未開闢完竣(詳圖3)。 

本計畫範圍外西側鄰接之南北向計畫道路尚未開闢，計畫

寬度為6公尺；本計畫範圍外東南側鄰接之第三種住宅區土地，

現況為停車場使用，並已申辦都市更新事業，於105年7月14日

核定實施「擬訂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775地號等3筆土地

都市更新計畫案」。 

 

圖 3、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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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包含773、773-2、777、778、778-1、779、780、

781、782、783、785、785-3、785-4地號全部土地，以及773-1、

774、775-1地號部分土地，共16筆土地，面積合計2,874.76平

方公尺(詳表3)。 

其中公有土地面積22.62平方公尺，占本計畫範圍面積比例

0.79%，土地所有權人分別為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

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望安鄉(澎湖縣望安鄉公

所)；私有土地面積2,852.15平方公尺，占本計畫範圍面積比例

99.21%(詳表4、圖4)。 

 

表 3、計畫範圍土地清冊一覽表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者) 

中山區 

長春段 

二小段 

773 15.00 15.00 藍○○ 

773-1 56.00 2.27 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773-2 5.00 5.00 藍○○ 

774 16.00 10.48 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775-1 4.00 1.91 

甘○○、陳○○、詩康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國慧開發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777 175.00 175.00 

施○○、望安鄉、甘○○、甘○

○、甘○○、甘○○、甘○○、

甘○○、藍○○、鍾○○ 

778 74.00 74.00 藍○○ 

778-1 1.00 1.00 

甘○○、陳○○、詩康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國慧開發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779 191.00 191.00 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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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者) 

780 203.00 203.00 藍○○ 

781 105.00 105.00 藍○○ 

782 564.00 564.00 藍○○ 

783 967.00 967.00 藍○○ 

785 451.33 451.33 藍○○、林○○、林○○ 

785-3 4.01 4.01 藍○○、林○○、林○○ 

785-4 104.76 104.76 藍○○、林○○、林○○ 

總計 2,936.10 2,874.76 - 

註：773-1、774及 775-1地號為部分土地納入計畫範圍，其使用面積採四捨五

入法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為止。 

 

表 4、公私有土地權屬表 

權屬

類別 

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者)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面積 

比例 

公 

有 

土 

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75-1(部分土地)、

778-1 
0.37 

0.79%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 

775-1(部分土地)、

778-1 
0.37 

望安鄉 

(澎湖縣望安鄉公所) 
777 21.88 

小計 22.62 

私 

有 

土 

地 

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773-1(部分土地)、

774(部分土地) 
12.75 

99.21% 
其他私有地主 

773、773-2、775-1(部

分土地)、777、778、

778-1、779、780、

781、782、783、785、

785-3、785-4 

2,839.40 

小計 2,852.15 

合計 2,874.7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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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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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地區發展現況 

一、交通系統 

(一)主要道路 

包含南北向之建國北路(70公尺)、松江路(40公尺)，東

西向之南京東路(40公尺)、民生東路(40公尺)。 

(二)次要道路 

包含南北向之龍江路(20 公尺)，東西向之長春路(20 公

尺)、長安東路(20公尺)。 

(三)大眾運輸 

包含捷運系統及公車系統；本計畫範圍西南側約 500 公

尺處為捷運松江南京站，屬松山新店線及中和新蘆線之交會

轉乘站。 

公車系統行駛於主要與次要道路上，本計畫範圍周邊 300

公尺內之公車站牌計有 6 處，分別為位於建國北路上之長春

國小站、首都飯店站；南京東路上之南京建國路口站、南京

龍江路口站；長春路上之臺北大學站；龍江路上之龍江路口

站。 

(四)人行及自行車系統 

本計畫範圍周邊主要道路與部分次要道路(龍江路除外)

兩側皆有布設無遮簷人行步道，巷弄內則未設置人行步道，

僅部分建築基地自行建築退縮留設之人行步道空間。 

自行車道則沿南京東路、松江路布設，本計畫範圍周邊

300 公尺內之 YouBike 場站計有 3 處，分別位於南京建國路

口、建國長春路口、龍江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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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交通系統示意圖 

 

二、公共設施 

本計畫範圍周邊500公尺內之面狀公共設施用地多已開闢

完成(詳圖6)，分述如下： 

(一)公園綠地用地 

計有 7 處已開闢公園綠地，包含長春公園、復華公園、

朱昌公園、四平公園、伊通公園、遼寧公園、興安公園，以

及龍江路東側之 1處未開闢公園，現況為停車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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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用地 

計有 6處已開闢學校用地，包含育航幼兒園、中正國小、

長春國小、大同高中、中山女高、臺北大學建國校區。 

(三)市場用地 

計有 2 處已開闢市場用地，包含 1 處市場用地多目標使

用，地面層作為超級市場；另 1處為長春市場。 

(四)其他 

計有 1處已開闢停車場用地、2處已開闢變電所用地(位

於巷道兩側之屋內式變電所)。 

 

圖 6、計畫區周邊 500公尺範圍公共設施用地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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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周邊都市更新辦理情形 

本計畫範圍周邊計有 4 處都市更新案，已完工取得使照者 1

處，已核定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者 1處，已報核審議中者

1處，以及 1處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核准(詳表 5、圖 7)。 

 

表 5、周邊都市更新辦理情形一覽表 

編號 案名 辦理進度 

1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 559-5

地號等 83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案(註) 

更新案已完工 

並完成成果備查 

2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 775 地

號等 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事業計畫核定 

(105年 07月 14 日) 

3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 626 地

號等 24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

利變換計畫案 

事業及權變計畫審議 

4 
擬訂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 688 地

號等 1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事業計畫審議 

註：配合申辦細部計畫道路調整，於 96年 5月 3日發布實施「變更臺北市中山

區長春段二小段 559-5地號等道路用地、第三種住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及綠

地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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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周邊都市更新案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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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畫目標 

一、以維護周邊街廓使用公共設施權益為前提，配合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調整公共設施用地及住宅區配置，促進街廓土地整體發

展，增加土地利用效益。 

二、配合地區開放性公共設施服務需求，並透過整體開發協助公共

設施興闢，以提升整體公共設施服務品質、減少公共成本支出。 

三、配合政府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政策，提升整體開發綜效，改善窳

陋市容，增益整體都市生活品質。 

 

柒、規劃構想 

一、整合道路動線系統，簡化地區車行動線 

本計畫範圍內6公尺寬細部計畫道路現況尚未徵收開闢，道

路廢除後未影響既有通行權利，調整後對於整體道路系統影響

亦小，故予以檢討變更。 

二、提升土地使用效益，增加都市綠地保水機能 

將土地整併成完整基地，透過整體開發促進土地使用效

益，並為增加都市綠地保水機能及考量開放性公共設施服務效

益，將原6公尺寬細部計畫道路等面積變更為綠地用地，作為街

廓內開放空間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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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變更計畫內容 

一、變更土地使用分區(詳表 6、圖 8)。 

表 6、細部計畫變更內容表 

位置 
變更前 

分區 

面積 

(平方公尺) 

變更後 

分區 

面積 

(平方公尺) 

變更理由 

及條件 中山區長春段

二小段 

773、778、

773-2(部分)、

779(部分)地號 

第三種 

住宅區 
177.92 

綠地 

用地 
177.92 

1.變更未開闢之道

路用地為綠地用

地，簡化車行動

線，減少路口交通

衝突，提升鄰里人

車通行友善性。 

2.原道路用地原位

次等面積變更為

綠地用地，維護周

邊街廓使用公共

設施權益、提升開

放性公共設施服

務品質。 

3.促進街廓土地整

體發展，集中留設

法定開放空間、停

車出入口，串連周

邊 開 放 空 間 系

統，提升整體開發

綜效，增加環境友

善性。 

785-4、777(部

分)地號 

道路 

用地 
177.92 

第三種 

住宅區 
177.92 

778-1、

773-1(部分)、

774(部分)、

775-1(部分)、

777(部分)地號 

道路 

用地 
117.50 

綠地 

用地 
117.50 

合計 - 473.34 - 473.34 - 

註：實際變更面積應以樁位測定後，地籍分割登載面積為準，惟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不得低於變更前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本計畫範圍土地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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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細部計畫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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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都市設計準則 

為塑造良好都市景觀及合宜環境品質，特訂定本準則。 

一、開放空間 

(一)本計畫建築基地臨南京東路三段 89巷 27弄、南京東路三段

89 巷、建國北路二段 3 巷 14 弄及西側計畫道路側應沿計畫

道路境界線退縮留設 4 公尺寬以上之帶狀式無遮簷人行空

間，並種植單排喬木為原則。 

(二)帶狀式無遮簷人行空間鋪面應平整，材質須注意防滑、耐

壓、透水及易於管理維護等條件，且應維持至少 2.5公尺淨

寬供人行。 

二、建築景觀規劃 

(一)建築物外觀顏色，以中、高明度及中、低彩度為原則，不得

使用高反射性面材。 

(二)建築物各種機電、視訊等服務設備、管道及空調等設施物必

須有適當之遮蔽美化設計，其設於屋頂層之設施以自女兒牆

或簷口退縮設置為原則。 

(三)建築物廢氣排出口、通風口予以美化設計，且不得面對帶狀

式無遮簷人行空間為原則。 

(四)本計畫區建築基地及建築物均應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

統，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

並取得綠建築標章。 

(五)建築物貯集滯洪量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貯集 0.08 立方公

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為原則。 

(六)建築物本體採立體綠化，建築基地綠覆率達 100%為原則。 

三、交通及動線規劃 

(一)本計畫區建築基地開發所衍生之停車、臨時停車與裝卸貨停

車需求應於基地內自行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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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量周邊道路特性與減少交通衝擊，本計畫區建築基地以設

置一處汽車出入口為原則。 

(三)地下車道出入口自帶狀式無遮簷人行空間後至少再留設 3.5

公尺作為緩衝空間，以維持開放動線順暢為原則。 

四、本都市設計準則部份列為「原則」性之規定，如經「臺北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不受此

「原則」性規定限制。 

 

圖 9、開放空間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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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案之財務計畫將與都市更新事業一同辦理，擬以權利變換

方式實施，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由實施者負責開闢，相關土地取

得費用與開闢工程費用，將依都市更新相關法令與程序列入共同

負擔處理，並將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所

有。 

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之細部設計應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及新建工程處審查通過。 

 

表 7、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公共

設施

種類 

面積 

(平方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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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撥

用 

其

他 

綠地

用地 
295.42     Ｖ 132.94 

實

施

者 

依本案都市

更新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之期

程辦理。 

由實施者先

行墊付，地主

以權利變換

後之房地價

值抵付共同

負擔。 

道路

用地 
455.34     Ｖ 204.90 

合計 750.76 -- 337.84 

註：本表所列開闢經費得依都市更新事業審議結果及實際情形予以調整。 

 

拾壹、其他 

一、本細部計畫區內之道路截角悉依臺北市道路截角標準表相關規

定辦理。 

二、本細部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原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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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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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