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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臺北市政府為使智能、肢體障礙等多重障礙者能獲得適當照

顧，自 71 年起即於士林區仰德大道及莊頂路口東北側成立陽明教

養院永福之家，為地下一層、地上六層之住宿式身心障礙機構，收

容中度以上之智能障礙者或合併肢體障礙之多重障礙者迄今。惟

該建築物係屬列管之「臺北市政府市有建築物經鑑定屬高氯離子

混凝土建築物」，該建物因結構補強不符經濟效益，已於 108 年 10

月 9 日簽奉市長核准朝拆除重建方向辦理。 

本計畫範圍係本府 67 年 2 月 2 日府工二字第 03006 號公告實

施「變更士林區永福段拔仔埔小段 197-2 等地號保護區為機關用地

案」劃設為「機關用地」迄今，並於計畫書案內載明「臨北陽公路

（現為仰德大道）東側部分土地，應以現有道路中心線為準，保留

三十公尺深度為空地」之規定，將限縮建築面積，使得重建後樓高

增加，不符合身心障礙福利設施以低樓層、水平逃生之設計與配置

原則。 

考量本計畫係規劃作為全日型身心障礙機構，除收容中度以

上智能障礙者或合併肢體障礙者之多重障礙者外，亦因應高齡化

社會之來臨，落實本府長期照護及社會福利政策，並保留機關使用

彈性，故將機關用地變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以促進市有土地有效

利用且符合實務需求及未來使用彈性。另經評估保留三十公尺深

度為空地之規範為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係屬細部計畫層級，故

於本計畫案內刪除該項規定，相關土地使用管制事項，另於細部計

畫規範。 

考量本計畫範圍內之建築物係屬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物，並經

本府列管加速辦理拆除重建，及經本府社會局提報本市議會及編

列預算經費在案，開發時程急迫，實屬本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



2 

重大設施建設計畫者，且具變更急迫性，爰經本府認定依都市計畫

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以「迅行變更」辧理都市計畫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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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申請單位及法令依據 

一、 申請單位 

本案申請單位為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二、 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略以）：「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

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1.因戰爭、地震、水災、風

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2.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3.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4.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本案係為臺北市永福之家重建而辦理之都市計畫變更案，經

本府認定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中央、直

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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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位置與範圍 

第一節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為仰德大道二段以東，莊頂路以北所圍之街廓，位

於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四小段 154 地號，面積約 0.55 公頃，詳圖

1。 

 
 計畫範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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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共計 1 筆土地，全部為市有土地，土地管理機關

為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表1 計畫範圍土地權屬清冊 

地段 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管理者 面積(平方公尺) 

至善段四小段 154 臺北市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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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一、 計畫範圍概述 

士林主要計畫範圍（士林區全區扣除社子島地區、保變住及陽

明山國家公園地區）面積約為 3,569.56 公頃。士林區於民國 45 年

5 月 26 日公告「士林都市計畫」，後於 59 年 7 月 4 日公告實施「為

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劃乙案」，復於 110 年 2 月 5 日公告實施

「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第一階段)案」。 

 

 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計畫範圍示意圖 

二、 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30 年（西元 2041 年）。 

三、 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30.69 萬人（不含社子島）。 

四、 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彙整士林區土地使用分區之計畫面積及公共設施用地之計畫

面積如表 2 及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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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士林區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類別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占都市計畫面

積百分比 

占都市發展區

百分比 

都市發展

用地 

住宅區 403.83 11.31% 31.96% 

商業區 72.42 2.03% 5.73% 

工業區 17.67 0.50% 1.41% 

特定專用區 8.54 0.24% 0.68% 

文教區 40.73 1.14% 3.22% 

其他（含保存區） 57.36 1.61% 4.54% 

公共設施用地 656.78 18.40% 52.00% 

都市發展用地小計 1,262.98 35.38% 100.00% 

非都市發

展用地 

風景區 4.75 0.21% - 

保護區 1,822.20 51.00% - 

農業區 4.35 0.12% - 

堤防用地、河道用地、

行水區及河川區 
483.62 13.55% - 

非都市發展用地小計 2,306.58 64.62% - 

都市計畫地區總計 3,569.56 100.00% - 

表3 士林區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表 

類型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各級學校

用地（含

私 立 學

校） 

國小用地 34.94 5.33% 

國中用地 12.63 1.93% 

高中用地 14.71 2.24% 

大學用地 15.99 2.44% 

其他學校用地 7.63 1.16% 

開放空間 

公園用地 111.75 17.03% 

綠地用地 17.62 2.69% 

廣場用地 1.05 0.16% 

體育場用地 10.79 1.64% 

兒童遊樂場用地 0.33 0.05% 

服務性設

施 

醫療用地 2.03 0.31% 

機關用地 72.30 11.02% 

社教機構用地 11.61 1.77% 

公共事業

設施 

郵政、電信用地 3.25 0.50% 

變電所用地（含電力設施用地） 2.40 0.37% 

加油站用地 0.45 0.07% 

環保設施用地 0.2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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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百分比（%） 

捷運系統、交通用地等 17.58 2.68% 

道路人行步道用地 262.00 39.94% 

水利設施 溝渠、排水溝用地 4.26 0.65% 

其他 
市場用地 5.27 0.80% 

其他用地（護坡、高速公路） 47.20 7.19% 

公共設施用地總計 656.78 100.00% 

第二節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民國 59 年公告之「為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劃乙案」，劃

定本計畫範圍為保護區。 

本計畫範圍原作墓地使用，惟已實施禁葬多年為廢墓地，為了

充分利用公地，於民國 67 年公告之「變更士林區永福段拔仔埔小

段 197-2 等地號保護區為機關用地案」，將本計畫範圍變更為機關

用地，在該地興建可容納三百人之殘障養護院乙所，以安置本市肢

體重殘及智殘者(即重度肢體、智能身心障礙者)。 

民國 67 年公告之「變更士林區永福段拔仔埔小段 197-2 等地

號保護區為機關用地案」，於民國 66 年 8 月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 122 次會議，決議「惟臨北陽公路(現為仰德大道)東側部分土

地，應以現有道路中心線為準，保留三十公尺深度為空地」，始得

建築。 

本計畫範圍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詳表 4。 

表4 歷年相關都市計畫一覽表 

原公告計畫案名 日期文號 

士林都市計畫 45.05.26 府建工字第 46915 號 

為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劃乙案 59.07.04 府工二字第 29248 號 

變更士林區永福段拔仔埔小段 197-2

等地號保護區為機關用地案 
67.02.02 府工二字第 03006 號 

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

要計畫）(第一階段)案 
110.02.05 府都規字第 110009033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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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現況概述 

第一節 土地使用發展現況 

本計畫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為機關用地，現況為臺北市永福之

家，於民國 71 年 7 月成立，為地上 6 層、地下 1 層之建物，提供

智能障礙教養、醫療保健及技能養成訓練等服務，自 103 年 11 月

起委託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經營管理，為全日

住宿式身心障礙機構。 

計畫範圍周邊現況詳圖 3： 

 

 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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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周邊公共設施發展現況 

本計畫範圍周邊 500 公尺內無公共設施用地，500 公尺外西南

方有一自來水事業用地，為加壓供水站使用。如圖 4 所示。 

 

 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用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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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交通系統現況 

一、 周邊道路系統 

本計畫範圍主要聯外道路為計畫範圍西側臨接之仰德大道二

段，路寬 12 公尺，向北通往陽明山山仔后，向南連接省道台二甲

線通往士林區。計畫道路南側另有一條莊頂路，路寬 10 公尺，為

通往保護區內美國學校及私有聚落之道路，如圖 5 所示。 

 

 周邊道路系統圖 

二、 人行動線及綠色運具 

本計畫範圍周邊之人行道系統主要沿仰德大道等道路單側留

設，寬度介於 0.8 公尺至 1.2 公尺，部分路段道路狹窄，僅單側留

設；莊頂路上僅計畫範圍南側，設有人行道寬度約 3 公尺，人行道

範圍自仰德大道起至教養院大門口止，約 40 公尺長，其餘路段皆

未設有人行道。 

另查計畫範圍周邊無 YouBike 自行車系統，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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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計畫範圍周邊道路幾何特性彙整表 

路名 路寬(M) 分隔型態 車道配置 人行道寬(M) 停車管制 

仰德大道 12 標線分隔 雙向 2 車道 0.8~1.2 無停車格位 

莊頂路 10 標線分隔 雙向 2 車道 3 停車格位 

三、 周邊大眾運輸系統 

本計畫範圍之周邊大眾運輸系統為公車，鄰近之公車站牌為

陽明教養院站，可於臺北火車站（北二門）市民大道搭乘公車 260、

260區；捷運劍潭站搭乘公車紅 5、小 15、小 15區、小 16、小 17、

111、303、303區、1717；捷運士林站搭乘公車紅 5、小 15、小 15

區、小 16、小 17、111、303、303 區；捷運萬芳醫院站搭乘公車

109；捷運東湖站搭乘公車 681等抵達。其公車站牌位置如圖 6。 

 

 周邊人行動線及大眾運輸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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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周邊自然環境分析 

一、 坡度及山坡地 

(一) 本計畫範圍位於山坡地（依水土保持法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之相關規定劃設）內，應依山坡地保育條例等相關規定開發。

惟非屬「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地區」。 

(二) 本計畫範圍約 96.46%之土地屬二、三級坡，其餘為一級坡，無

位於四級坡（坡度 30%）以上之土地，地勢相對周遭平坦，各

坡度面積如表 6 所示： 

表6 計畫範圍坡度分析百分比級面積一覽表 

坡度 百分比 面積（平方公尺） 

一級坡（坡度 5%以下） 3.54% 195 

二級坡（坡度 5%~15%） 43.55% 2,396 

三級坡（坡度 15%~30%） 52.91% 2,911 

總計 100.00% 5,502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計畫範圍坡度分析圖 
資料來源：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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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一) 本計畫範圍非位在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地區（依地質法公告）

或其 50 公尺影響範圍內，最近之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地區位

在本計畫範圍東北側約 180 公尺處，並未影響計畫範圍。  

(二) 依山崩地質資訊雲端服務平台之系統查詢，本計畫範圍無歷史

山崩紀錄，亦非地表變形徵兆之潛在崩塌區域。 

 

 計畫範圍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地區分布圖 
資料來源：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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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質暨順向坡分析 

本計畫範圍地質全區屬凝灰角礫岩，並無沉積岩等層面不連

續面，周邊亦無順向坡等地質潛在災害，也無地層滑動之破壞性。

依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110 年「台北市永福之家重建工程先期規

劃報告書」之地質鑽探分析，凝灰角礫岩層下方為堅硬之安山岩盤，

深度約 12m，質地堅硬開挖不易。 

 

 計畫範圍地質型態分布圖 
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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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更主要計畫內容 

第一節 變更理由 

一、 本計畫規劃作為社會福利使用，以設置全日型身心障礙機構，

收容中度以上智能障礙者或合併肢體障礙者之多重障礙者，亦

因應高齡化社會之來臨，落實本府長期照護及社會福利政策，

並保留機關使用彈性，故將機關用地變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 

二、 依據民國 67年公告之「變更士林區永福段拔仔埔小段 197-2等

地號保護區為機關用地案」，於其中第伍點規範「本案經本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 66.05.25 第一一七次及 66.08.17 第 122 次委員

會議審議決議。… (二)惟臨北陽公路東側部份土地，應以現有

道路中心線為準，保留三十公尺深度為空地。…」本計畫受限於

基地形狀，倘保留三十公尺深度為空地將導致建築配置困難，

且可能致使樓層過高，除造成景觀衝擊外，亦不符合身心障礙

機構考量逃生、救災與室內活動為主的低樓層建築設計原則，

經檢討將於細部計畫內另訂退縮等規定，故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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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更內容 

一、 變更範圍位於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四小段 154 地號，由「機關

用地」變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面積約 0.55公頃，其變更

內容及理由詳表 7、圖 10。 

二、 原計畫「(二) 惟臨北陽公路東側部份土地，應以現有道路中心

線為準，保留三十公尺深度為空地」予以刪除。相關土地使用管

制事項，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規範之。 

表7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平方公尺) 

士林區至善段

四小段 154地號 
機關用地 

社福及機

關用地 
5,502 

本計畫規劃作為社會福利使

用，以設置全日型身心障礙

機構，收容中度以上智能障

礙者或合併肢體障礙者之多

重障礙者，亦因應高齡化社

會之來臨，落實本府長期照

護及社會福利政策，並保留

機關使用彈性，故將機關用

地變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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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配合陽明教養院改建）機關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地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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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更後計畫 

變更前後計畫面積詳表 8，示意圖詳圖 11。 

表8 士林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用地別 項目別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變更後計

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面積增

減(公頃) 

都市發

展區 

住宅區 403.83 11.31% 403.83 11.31%  

商業區 72.42 2.03% 72.42 2.03%  

工業區 17.67 0.50% 17.67 0.50%  

特定專用區 8.54 0.24% 8.54 0.24%  

文教區 40.73 1.14% 40.73 1.14%  

其他（含保存區） 57.36 1.61% 57.36 1.61%  

公共

設施

用地 

國小用地 34.94 0.98% 34.94 0.98%  

國中用地 12.63 0.35% 12.63 0.35%  

高中用地 14.71 0.41% 14.71 0.41%  

大學用地 15.99 0.45% 15.99 0.45%  

其他學校用地 7.63 0.21% 7.63 0.21%  

公園用地 111.75 3.13% 111.75 3.13%  

綠地用地 17.62 0.49% 17.62 0.49%  

廣場用地 1.05 0.03% 1.05 0.03%  

體育場用地 10.79 0.30% 10.79 0.30%  

兒童遊樂場用地 0.33 0.01% 0.33 0.01%  

醫療用地 2.03 0.06% 2.03 0.06%  

機關用地 72.30 2.03% 71.75 2.01% -0.55 

社福及機關用地 - - 0.55 0.02% +0.55 

社教機構用地 11.61 0.33% 11.61 0.33%  

郵政、電信用地 3.25 0.09% 3.25 0.09%  

變電所用地（含電

力設施用地） 
2.40 0.07% 2.40 0.07%  

加油站用地 0.45 0.01% 0.45 0.01%  

環保設施用地 0.27 0.01% 0.27 0.01%  

捷運系統、交通用

地等 
17.58 0.49% 17.58 0.49%  

道路人行步道用

地 
262.00 7.34% 262.00 7.34%  

市場用地 5.27 0.15% 5.27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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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別 項目別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變更後計

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面積增

減(公頃) 

溝渠、排水溝用地 4.26 0.12% 4.26 0.12%  

其他用地（護坡、

高速公路） 
47.20 1.32% 47.20 1.32%  

小計 656.78 18.40% 656.78 18.40%  

合計 1,262.98 35.38% 1,262.98 35.38%  

非都市

發展用

地 

風景區 4.75 0.21% 4.75 0.21%  

保護區 1,822.20 51.00% 1,822.20 51.00%  

農業區 4.35 0.12% 4.35 0.12%  

堤防用地、河道用地、

行水區及河川區 
483.62 13.55% 483.62 13.55%  

合計 2,306.58 64.62% 2,306.58 64.62% - 

總計 3,569.56 100.00% 3,569.56 100.00% - 

備註：依本府都市發展局數值地形圖面積計算，以 4 捨 5 入統計至小數點後 2 位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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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計畫係由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編列預算及重建，預計於 117

年完成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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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一、 本案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年 6月 23日第 794次委員

會議審議決議： 

（一）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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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委員所提基地臨仰德大道二段留設之開放空間，可考量將公

車站位納入整體規劃等建議，提供市府後續規劃參考。 

二、 本案業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內容修正完竣。 

第八章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一、 本案經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8 月 30 日第 1018 次委

員會大會討論決議照案通過。 

二、 本案業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內容修正完竣，並經內政

部 111年 10月 24日內授營都字第 1110050146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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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1 年 3 月 3 日奉府核可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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