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擬定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三小段
374地號等第三種住宅區及第三
之二種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2021年11月26日 

申請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19:00-19:10 主席致詞、會議流程說明 

19:10-19:30 計畫內容簡報 

19:30-20:20 
現場民眾提問（依發言
單順序）及市府相關單
位回應 

20:20-20:30 結語 

書圖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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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完成細部計畫書圖 
送至臺北市都市發展局辦理 

計
畫
擬
定 

1.市府公告公開展覽30天 
2.舉辦地區說明會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主要計畫【大安通檢(二階段)】
報內政部核定公告 

公
開
展
覽 

審
議
及
核
定 

發
布
實
施 

審議通過 

細部計畫於臺北市
政府公告公開展覽
期間，民眾有任何
主張意見，可以向
「臺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提出，供
審議參考。 

公開展覽期間: 
110/11/8-110/12/7 
公開展覽說明會: 
110/11/26 19:00 

法定程序 

細部計畫臺北市政府核定實施 



簡報大綱 
壹、計畫內容說明 
貳、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及

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方式 



壹、計畫內容說明 



一、計畫緣起 
 為照顧青年族群及弱勢族群之居住需求，行政院110年1月核定
「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第一次修正核定本)」，內政部營建署自107
年啟動第二階段直接興建社會住宅用地盤點作業，全面清查及盤點
國有、國營事業、公股公司等適合興建社會住宅之土地，經多次召
會協調財政部、國防部、各國公營事業等土地管理機關，篩選出
365處社宅用地，195處優先規劃、170處備用，計275公頃，目前
195處社宅用地中，國防部管有土地計盤點眷改土地38處、營改土
地33處，共計57.2公頃。有關國防部營改基金土地部分，首批已
規劃30處基地，以109年公告現值估算約178億元，由國家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心以移轉當年度公告現值價購營改基金土地，為配合籌
措價購土地經費，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得運用部分土地辦理都
市更新。 

 本計畫位於臺北市大安區建國營區，即為前述33處營改土地之一，
現況建物已拆除為閒置使用，擬配合社會住宅政策透過更新方式開
發以籌措整體社會住宅計畫所需土地取得及建造經費，推動社會住
宅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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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本計畫前於109年「臺北市大安區都市計畫通盤檢(主要計畫)案」
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期間提出陳情(編號第4案)，建議變
更軍事機關用地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擬定為第三種住宅區及第三之
二種住宅區並劃定策略性更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經109年
8月11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74次會議審議決議本案准照臺
北市政府意見辦理(略以)： 

「一、本案同意由軍事機關用地變更為住宅區並依臺北市公共設施通
案處理原則回饋30%土地，並採等價值異地回饋於南港成德營區
內。…考量社會住宅具有公益性且部分樓地板面積可提供地區公共服
務使用，該等價值回饋得以成德營區興建及未來營運社會住宅成本予
以抵付，請於本案擬定細部計畫併成德營區都市計畫變更時妥為計算
回饋價值並載明於細部計畫書內，以資明確…」 

及決議第七點：「(九)…應請補充說明對周遭環境之影響，並適度於
計畫書訂定基地退縮或開放空間之相關規定，作為後續辦理細部計畫
及都市更新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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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內政部營建署續於109年10月22日修正「劃定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三小段374
地號等9筆土地策略性更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請本府併同納入「臺
北市大安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該通盤檢討案本府於110年1月
15日辦理第二次公開展覽30天，期間並無民眾提出異議，本府乃採分階段報請
內政部核定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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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10年5月28日公告實
施「臺北市大安區都市
計畫通盤檢(主要計畫)案
(第一階段)」，續於110
年10月7日擬具「臺北
市大安區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主要計畫)案內編號
『主大2』暨劃定策略性
更新地區案」報內政部
核定，業將本計畫由軍
事機關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劃定策略性更新地
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
爰申請人據以擬定本細
部計畫案。 計畫位置示意圖 



二、計畫範圍 
 基地位於臺北市大安區辛亥
路二段以東、和平東路二段
76巷以北街廓內，基地北側
及東側以龍門國中為界。 

 計畫範圍：大安區學府段三
小段374、375-1、375-2、
375-3、376、376-1、377、
377-1、503等9筆地號土地。 
 

 計畫面積：3,179平方公尺。 
 土地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管理者：國防部軍備局 

 屬於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土地。 
 

地段 地號 面積(㎡) 

學府段
三小段 

374 60 
375-1 1 
375-2 13 
375-3 278 
376 9 
376-1 7 
377 19 

377-1 563 

503 2,229 

合計 3,179 
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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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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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原為建國營
區，由參謀本部
人次室列管。 

 於109年8月拆除
該營區房舍，現況
為閒置使用，屬低
度利用之土地。 

 北側：龍門國中，
南側：台灣大學，
東側：皆為住宅使
用為主，4~5層老
舊公寓居多。 

 辛亥路二段及和平
東路二段76巷兩側
沿街一樓多為一般
零售商店、小型餐
飲業及機車修理業
等地區鄰里性商業
為主。 

龍門國中 

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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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計畫概要-變更計畫內容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主 

大 

2 

  

建國
營區 

(安軍
I-1) 

軍事
機關
用地 

住宅區 0.32 一、依109年8月11日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74次大會決議辦理。 

二、學府段三小段374、
375-1、375-2、375-
3、376、376-1、377
377-1、503地號等9筆
土地為國防部軍備局管
有，配合行政院照顧青
年族群及弱勢族群之居
住需求，依社會住宅興
辦計畫由國家住宅及都
市更新中心辦理都市更
新，配合周邊分區變更
軍事機關用地為住宅區

1.本變更編號範圍土地未來應自行擬
定細部計畫，併同南港區成德營區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並載明土地使
用分區、使用強度、回饋內容及使
用管制等規定。  

2.回饋方式依臺北市公共設施通案處
理原則回饋30%土地，並得採等價
值異地回饋於南港成德營區內。考
量社會住宅具有公益性且部分樓地
板面積可提供地區公共服務使用，
該等價值回饋得以成德營區興建及
未來營運社會住宅成本予以抵付。
涉及回饋內容應納入細部計畫，並
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完竣
後，主要計畫再報請內政部核定。  

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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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2 ：實際變更範圍請詳計畫圖所示。 

 依110年10月7日「臺北市大安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編號『主大2』暨劃
定策略性更新地區案」報內政部核定之內容草案，由軍事機關用地變更為住宅區。 

 配合行政院照顧青年族群及弱勢族群之居住需求，依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由國家住宅及都
市更新中心辦理都市更新，配合周邊分區變更軍事機關用地為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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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計畫概要-變更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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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計畫概要-劃定策略性更新地區 
 公辦都更回饋 
本案後續擬以公辦都市更新方式招商引資開發，並將籌措之資金投入本市其他基地
興辦社會住宅。依臺北市公辦都市更新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本基地後續應視本府需求及
地區發展特性，於建築基地內設置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該設施應以捐贈樓地板面
積方式為之；無法捐贈者，應以提供經費予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替代。 

 

1.考量基地原屬公共設施用地，
且毗鄰國中用地，為形塑行
人公共空間整體一致性，後
續基地辦理都市更新開發以
不設置圍牆、臨道路側退縮
留設3.64公尺以上無遮簷人
行道，與通學步道整體規劃
為原則。 

2.基地未來應透過量體集中創
造廣場式開放空間，並集中
留設於街角為原則。 

3.未來基地車道出入口應避免
設置於辛亥路二段，以降低
開發後造成交通影響衝擊。 

 都市設計原則構想 
依109年8月11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74次會議決議七第（九）點，本案應補充說明對
周遭環境之影響，並適度於計畫書中訂定基地退縮或開放空間之相關規定，作為後續辦理細
部計畫及都市更新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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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內容 
土地使用分區 
   本計畫住宅區擬定為第三種住宅區及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擬定位置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m2) 擬定理由及管制規定 

學府段三小段374、
375-1、375-2、
375-3 、 376 、
376-1 、 377 、
377-1、 503等 9
筆地號土地 

第三種住宅區 1,085 本基地位於辛亥路二段
道路寬度為70公尺，
配合周邊住宅區擬定為
第三種住宅區及第三之
二種住宅區。 

  
第三之二種住

宅區 

  
2,094 

總計 3,179 

註：本表面積僅供對照參考之用，變更後之實際形狀、大小及位置應依計畫圖實際測量釘樁及地籍分割線為準。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項依照本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自治條例第三種住宅區及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相關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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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內容 

擬定臺北市大安區學府段
三小段374 地號等第三種
住宅區及第三之二種住宅
區細部計畫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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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饋計畫 

• 本計畫由軍事機關用地變更為住宅區，依臺北市公共設施通
案處理原則回饋30%土地，並得採等價值異地回饋於南港成
德營區內。 

• 考量社會住宅具有公益性且部分樓地板面積可提供地區公共
服務使用，該等價值回饋得以成德營區興建及未來營運社會
住宅成本予以抵付。 

 回饋比例及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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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軍事機關用地之土地公告現值約16.87億元，回饋30%為
5.06億元；成德營區社會住宅開發之興建成本約33.32億元加計
未來營運成本，已超過本計畫應回饋30%土地價值。 

 本計畫因應都市更新之處分收入，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
置條例規定辦理回饋於南港區成德營區社會住宅開發案。 

 為確保本計畫回饋事項得於實現，南港區成德營區社會住宅開發
案應申請建造執照並經本府核准後，本計畫建築基地始得領取使
用執照。 



七、都市設計管制 
本計畫區未來開發建築需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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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核發建造執照。 

(一)考量本計畫原屬公共設施用地，且毗鄰國中用地，為形塑行人公共空
間整體一致性，後續基地辦理都市更新開發以不設置圍牆、臨道路側
退縮留設3.64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道，與通學步道整體規劃為原則。 

(二)本計畫未來應透
過量體集中創造
廣場式開放空間，
並集中留設於街
角為原則。 

(三)本計畫車道出入
口應避免設置於
辛亥路二段，以
降低開發後造成
交通影響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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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都市設計管制 

(四)本計畫之開放空間或法定空地之綠化，以多樣化地被植物、
複層綠化方式設計為原則，盡量避免單一人工草皮設計，種
植之喬木以開展型且不竄根為原則，且不得影響人行可及性。 

(五)本計畫之建築基地綠覆率達100%為原則。 

(六)本計畫範圍內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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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
並取得綠建築標章。 

(七)本計畫貯集滯洪量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集0.08立方公
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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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主體與開發方式 
本計畫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並以
權利變換方式辦理。 

 
財務計畫 
本計畫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有關費用依『臺北市更新事
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規定提列。 

  
其他 
本計畫書內未規定者悉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例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事業及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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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都市計畫書圖電子
檔下載及公展期間
人民陳情方式 



1 都市發展局首頁 
 →公展公告 
 →都市計畫公展 

http://www.udd.gov.taipei/ 

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 

1 

２ 點選本案專區 
2 



３點選欲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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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方式 
1 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HELLO TAIPEI 
 
https://hello.gov.taipei/Front/main 
(建議使用Google Chrome) 
 

❶直接上網填寫 

手機掃描 
QR Code 

或 
1 都市發展局首頁→單一陳情 
http://www.udd.gov.taipe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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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都市發展、建管、產業、
財稅及地政  
  →都市計畫審議 

24 

3 

4 

2 單一陳情系統
→有話想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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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寫個人資料 

請輸入通訊地址， 
以利書面通知會議日期及地點 

6 送出後，至電子郵件
信箱點選「確認信」，
開啟確認網頁，確認內
容無誤即完成。 

請填本計畫案名 

請提供訴求意見 

4 填寫陳情內容 

若有相關檔案(照片、地籍圖等)可
上傳提供 

請提供訴求地點之
地段地號或地址 



❷書面郵寄或傳真至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
請於本案公開展覽期間內 (自
110/11/8-110/12/7) ， 至 本
市單一陳情系統填寫，或以書
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提出意見。 

•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
會通知有提出書面意見之陳情
人到場旁聽，陳情人並得登記
進場發言(3分鐘)。 

郵寄地點: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0樓西北區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會  
傳    真:02-2759-3013(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電    話:02-27208889轉3298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表 

1 

2 

3  計畫案名 
【修訂臺北市信義區雅祥段三小段361地號第三種商

業區(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細部計畫案】 

位置 
【若不知地段
地號或住址，
請於其他欄位
敘明相關位置

說明】 

地段地號：  區  段  小段 
 號 

地 址： 

其 他： 

訴求意見 
與建議 

  

姓名/團體名稱：  
性別：男 女 其他 通訊
地址： 

電話：  
日期：  年  月  日 

4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說明位置 

說明訴求意見與建議 

務必書寫個人資料 

1 

2 

3 

4 

說明會現場備有陳情意見表，如有需要
請自行索取 

【聯絡方式】 
(請務必填寫)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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