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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臺北市信義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內編號 「細德 2、

細國 1、細犁 2、細興 1」等 4案暨修訂相關管制規定案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  別：通盤檢討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詳細說明： 

壹、緣起 

「臺北市信義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係於 106 年 1 月 10

日辦理公開徵求意見，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起公開展覽，並歷經 3 次臺北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分別為 108 年 6 月 27 日第 750 次委員會議、

108 年 9 月 19 日第 755 次委員會議及 108 年 12 月 26 日第 760 次會議。嗣以

109 年 2月 27 日府都規字第 1093008841 號函報內政部核定，經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召開 109年 4 月 1 日、109年 8 月 7 日、110年 1 月 11 日、110年 8

月 24日等 4次專案小組會議，期間案內 2 件逕向內政部陳情變更保護區為住

宅區案（陳情編號 1、陳情編號 2）經專案小組建議重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並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0 年 10 月 15 日第 771 次委員會議審決

修正通過。全案後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1006 次會議

決議（略以）：「……變更編號主國 3，請依下列各點修正計畫書、圖後，逕提

本會討論，並納入第二階段辦理。……本通盤檢討案變更計畫內容，如有超出

公開展覽範圍者，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

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

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爰辦理案內編號「主國 1、主國 2、

主興 3、主犁 1、主犁 2」等 5 案重新公開展覽事宜。 

本細部計畫案內編號「細國 1」、「細犁 2」、「細興 1」係配合上開主要計

畫案內變更編號「主國 2」、「主犁 2」、「主興 3」實際管制需要併同擬定；變

更內容「細德 2」因變更範圍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故依前開都委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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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而有關黎忠里附近保護區前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10月

15 日第 771 次會議審議通過開發許可申請範圍及條件，惟該案經內政部決議

暫予保留，俟地主整合後另案依法定程序辦理變更，故本細部計畫納入前開第

771 次會議審決內容，以作為該地區內地主整合依據；另考量本府刻辦理挹翠

山莊地區現況、地籍及都市計畫三圖合一程序，故本案修訂該地區分區界線係

依地籍線為準，以資遵循；又因接獲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有關「信義計畫地

區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捷運信義線東延段地下穿越路段街廓

土地使用及都市設計管制規定」等修訂內容分別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55

次會議審議及第 791 次會議報告在案；依本府都市發展局以 104 年 2 月 6 日

北市都規字第 10338834900 號函釋，配合修訂「國父紀念館周圍特定專用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內第三種商業區(特)規定以資明確，爰就前開內容依

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重新公告公開展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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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變更計畫綜理 

一、福德生活圈 

表1 福德生活圈變更內容彙整表 

變更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

關規定 

細德

2 

福德公

園東

側、南

側 

公園 

用地 

道路 

用地 

0.0194 

(重公展

範圍) 

一、符合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原則 2。 

二、依本府交通局 107年 6 月 15日

北市交規字第 10730314600號

函、108年 6月 12日北市交規

字第 1083031980號函辦理。 

三、為改善福德街與中坡南路之轉

彎視距及行車安全，配合捷運

信義線東延段施工削減範圍

再削減 4公尺(2公尺為車道、

2 公尺為人行道)作為道路使

用。 

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

理。 

0.0006 

(原公展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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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本案業經 108年 9月 19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55次會議審定，本次僅就超
出原公展範圍部分辦理重新公展。 

 

 
圖1 細德 2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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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父紀念館生活圈 

表2 國父紀念館生活圈擬定細部計畫內容彙整表 

編號 位置 
使用 

分區 

面積 

(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國

1 

臺北機廠

南側 

第四種 

住宅區 

0.16 50% 300% 一、符合住宅區檢討原則 1。 

二、配合主要計畫擬定（主國 2）。 

三、比照毗鄰土地使用分區擬定為第四種

住宅區。 

四、其餘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四種住宅區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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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本案業經 108年 12月 26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第 760次會議審定，本次僅就超出
原公展範圍部分辦理重新公展。 

 

圖2 細國 1 擬定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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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張犁生活圈 

表3 六張犁生活圈擬定細部計畫內容彙整表 

編號 位置 
使用 

分區 

面積 

(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犁

2 

信安街

115巷北

側保護區 

第二種 

住宅區 
0.07 35% 120% 

一、符合保護區檢討原則 1。 

二、配合主要計畫擬定（主犁 2）。 

三、比照毗鄰土地使用分區擬定為

第二種住宅區。 

四、其餘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二種

住宅區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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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本案業經 108年 12月 26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第 760次會議審定，本次僅就超出
原公展範圍部分辦理重新公展。 

 

 
圖3 細犁 2 擬定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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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吳興生活圈 

表4 吳興生活圈擬定細部計畫內容彙整表 

編號 位置 
使用 

分區 

面積 

(公頃) 
建蔽率 容積率 擬定理由及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興

1 

吳興段三

小段 155-

1、6-2地

號 

第二種 

住宅區 
0.03 35% 120% 

一、配合主要計畫擬定（主興 3）。 

二、比照毗鄰土地使用分區擬定為

第二種住宅區，其開發建築應依

照「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

開發建築管制規定」辦理。 

三、其餘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二種

住宅區規定辦理。 

四、本案主要計畫變更保護區為住

宅區，經 108 年 12月 26日臺北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0 次決

議，考量全區公共設施依 77 年

公告之都市計畫案載明係由地

主自行開發，故本次變更保護區

為住宅區免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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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本案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06會議決議，於細部計畫檢討原保護區變更是
否需要回饋；另比照毗鄰住宅區 77年都市計畫規定，開發建築應依「臺北市都市
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其餘內容業經 108年 12月 26日臺北市都市
計畫委員第 760 次會議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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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細興 1 擬定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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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 

一、整體性管制原則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項，除本計畫書及原都市計畫書特殊規定

事項外，其餘依照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修訂內容 

（ㄧ）信義計畫地區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依本府 104年 8月 18日府都規字第 10401064500號函公告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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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信

義計畫特定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詳表 5。 

表5  信義計畫地區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 

新計畫 原計畫 修訂理由 

一、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二)特定業務區(B2—B14、C1、

D1—D7及 E1—E5街廓)除

特種零售業、特種服務業、

殮葬服務業不得使用外，餘

比照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自治條例第三種商業

區之使用規定辦理，並應符

合以下規定： 

(1)B2—B7、C1、D1—D5 及

E1—E5 街廓：建築物供作

住宅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

積不得超過該建築物總容

積樓地板面積之三分之一，

且以高樓層往下連續設置

為原則。但建築物於 104年

8 月 18 日前使用執照登載

全部為集合住宅者(除一樓

及地下層)，未來更新改建

時得不受前述住宅使用之

總樓地板面積限制規定；惟

建築物一樓及二樓仍應作

商業使用。另建築物於 89

年 8 月 25 日前變更為特定

業務區申請開發建築者，其

變更使用為非住宅使用之

一、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二)特定業務區(B2—B14、C1、

D1—D7及 E1—E5街廓)除

特種零售業、特種服務業、

殮葬服務業不得使用外，餘

比照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自治條例第三種商業

區之使用規定辦理，並應符

合以下規定： 

(1)B2—B7、C1、D1—D5 及

E1—E5 街廓：建築物供作

住宅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

積不得超過該建築物總容

積樓地板面積之三分之一，

且以高樓層往下連續設置

為原則。另建築物於 89年

8 月 25 日前變更為特定業

務區申請開發建築者，其變

更使用為非住宅使用之同

層及同層以下各樓層均須

為非供住宅使用。 

考量住宅使用管

制修訂前住戶權

益之保障，爰擬放

寬建築物於 104年

8 月 1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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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公告實施)前

使用執照全部登

載為集合住宅者

(除一樓以下外)，

未來更新改建時

得不受前述住宅

使用之總樓地板

面積限制規定；惟

考量該區街廓仍

具鼓勵及扶植商

業發展之所需，故

建築物一樓及二

樓仍須作商業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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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修訂理由 

同層及同層以下各樓層均

須為非供住宅使用。 

二二、本計畫範圍內東北角業務

設施區上方部份住宅區及

右側高職用地與西南角街

廓編號 E5 之基地，其基地

狹小需鄰地合併建築，除使

用強度(建蔽率、容積率)依

本要點規定外，其他得比照

與之合併基地之有關規定

辦理。 

二二、本計畫範圍內東北角業務

設施區上方部份住宅區及

右側高職用地與西南角街

廓編號 E5 之基地，其基地

狹小需鄰地合併建築，除使

用強度(建蔽率、容積率)與

使用類別依本要點規定外，

其他得比照與之合併基地

之有關規定辦理。 

有關信義計畫特

定專用區東北角

業務設施區北側

兩塊住宅區，依原

計畫規定，使用類

別應依本要點規

定辦理，致信義計

畫特定專用區範

圍線劃分造成同

一街廓有兩種管

制規定之情形。考

量土地利用與管

理，本次修訂為

「除用強度(建蔽

率、容積率)依本要

點規定辦理外」，

其餘如允許使用

項目等管制規定

得比照與之合併

基地之有關規定

辦理。 

註：修訂內容業經 108 年 9月 19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第 755次會議審定，本次僅就超
出原公展範圍部分辦理重新公展，並酌修修訂理由。 

（二）國父紀念館周圍特定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國父紀念館特定專用區於 67 年擬定，分別於 78 年及 93 年進行

通盤檢討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修訂，以國父紀念館之計畫道路境界

線起進深五十公尺或以街廓為原則劃設，考量社會、環境、經濟結構及

民眾使用需求的轉變，爰進行檢討修正，考量國父紀念館周圍特定專用

區範圍橫跨大安區、信義區，而該管制要點已於『臺北市大安區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辦理修訂內容事宜，不另行於本計畫案檢

討。」，經納入臺北市信義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內並經本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9 月 19 日第 755 次會議審決同意。 

有關該特定專用區內位屬信義區範圍之「第三種商業區（特）（國父

紀念館特定專用區，原屬商業用地）」，依本府 84 年、94 年及 108 年商

業區通盤檢討案辦理商業區變更回饋規定前之使用規定，修訂如下表。 



10 

表6 國父紀念館周圍特定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修正對照表 

新計畫 原計畫 修訂理由 

四、第三種商業區(特)及第四種商業

區(特)除依第一、二項規定外，

依「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

(通盤檢討)計畫案」之相關規定

辦理。未依「變更『修訂台北市

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

案』內有關商業區變更回饋相關

規定案」規定辦理回饋者，其土

地及建築物允許使用項目按原

計畫容積率六三○％、四○○％、

三○○％管制之地區，分別依第二

種商業區、第四之一種住宅區

(特)、第四種住宅區(特)規定辦

理，範圍詳附圖 1所示。 

附圖 1 國父紀念館周圍特定專用區

範圍內之商特區示意圖 

三、第三種商業區(特)及第四種商業

區(特)除依第(一)項規定外，依

「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

(通盤檢討)計畫案」之相關規定

辦理。未依「修訂臺北市主要計

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規

定辦理回饋者，其土地及建築物

允許使用項目按原計畫容積率

四○○％、三○○％管制之地區，分

別依第四之一種住宅區(特)、第

四種住宅區(特)規定辦理。 

1.調整序號。 

2.依大安區通盤檢

討修訂內容，調整

序號增加第二項

規定。 

3.商業區變更回饋

規定應依本府 94

年及 108 年公告

實施計畫辦理，修

正計畫名稱。 

4.93 年都市計畫放

寬計畫區內「住宅

用地」土地及建築

物允許使用項目，

惟漏未檢討「商業

用地」使用規定。

本次配合新增「商

業用地」依其容積

率 630%者，載明

其使用項目依第

二種商業區使用

項目之規定辦理。 

5.增加範圍示意圖。 

（三）修訂捷運信義線東延段工程地下穿越路段街廓容積獎勵規定 

依本府 104 年 10 月 22 日府都規字第 10438948400 號公告「擬定臺

北市捷運信義線東延段工程捷運開發區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細部計畫

案」，修訂地下穿越路段街廓申請地下穿越獎勵規定。 

表 7 捷運信義線東延段工程地下穿越路段街廓容積獎勵規定修正對照表 

新計畫 原計畫 修訂理由 

四、容積獎勵及高度放寬 

（二）地下穿越容積獎勵 

2.地下穿越路段街廓（編號A、

B、C、D）內建築基地面積

須達 2,000 平方公尺始得開

發。但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

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同意

後得調整之。 

四、容積獎勵及高度放寬 

（二）地下穿越容積獎勵 

2.地下穿越路段街廓（編號A、

B、C、D）內建築基地面積

須達 2,000 平方公尺始得開

發。 

依原計畫規定，如地下穿

越土地擬辦理都市更新，

受限於基地規模未達

2000平方公尺，無法申請

地下穿越獎勵，影響地下

穿越地主權益。經檢討調

降基地規模，雖會影響申

請地下穿越容積獎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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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修訂理由 

例，但不影響其獲取之獎

勵容積樓地板面積，爰同

意放寬申請地下穿越獎

勵 2000 平方公尺之基地

規模，得經臺北市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依

街廓內地下穿越土地整

合情形調整之。 

註：修訂內容前經 111 年 4月 14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91次會議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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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山限區範圍調整 

主要計畫「主興 3」及本計畫「細興 1」係依 77 年挹翠山莊都市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規劃原意，比照毗鄰土地使用分區擬定為第二種住宅區。故本計

畫依挹翠山莊都市計畫規定，增列吳興段三小段 155-1、6-2 地號等範圍適用

「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以符地區發展一致性。 

 

調整前 調整後 

  

圖5  山限區調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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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都市設計管制規定修訂及新訂內容 

為推動信義區為本市優質住宅地區，促進產業商務機能活絡，提升環境品

質，提供舒適活動空間與生活環境，特訂定本原則，以作為本區未來發展方向

之引導。 

一、都市設計準則範圍 

（一）捷運信義線東延段工程地下穿越路段街廓 

修訂內容 原計畫 修訂原因 

六、都市設計管制 

（二）地下穿越路段街廓 

1.本計畫地下穿越路段街

廓（編號A、B、C、D）內

建築基地更新改建時，沿

穿越隧道三公尺範圍內不

得建築及開挖地下室。但

經捷運主管機關同意者，

得不受此限。 

六、都市設計管制 

（二）地下穿越路段街廓 

1.本計畫地下穿越路段街

廓（編號A、B、C、D）內

建築基地更新改建時，沿

穿越隧道三公尺範圍內不

得建築及開挖地下室。 

本項規定業經捷運局表示

係參採「大眾捷運系統工

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

理及審核辦法」內穿越補

償以「捷運隧道結構體外

緣加3公尺」認定「捷運穿

越隧道寬度」而訂定本規

定。考量執行彈性，規範倘

經捷運局評估符合相關安

全規定者，得不受該項規

定限制。 

註：修訂內容前經 111 年 4月 14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91次會議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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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黎忠里附近保護區開發許可範圍及條件 

黎忠里附近保護區開發許可制度係源於信義區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逕

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編號二，前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10 月 15 日第 771

次委員會審議通過，依 111 年 2 月 22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06 次會

議決議（略以）：「….本案涉及全市性保護區處理原則及當地窳陋環境改善，

建議暫予保留，俟相關地主整合後，檢具相關書件向臺北市政府提出申請，再

另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故本計畫配合前開決議，訂定黎忠里附近保

護區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及許可條件，作為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整合依據。 

查黎忠里附近保護區係 61 年為配合都市計畫法台北市施行細則規定，修

改名稱山地為保護區迄今；其北側及南側山坡地於 71年變更保護區為住宅區，

而陳情案址平坦部分卻仍維持保護區，致民眾長年向市府陳情，該地區因保護

區限制開發未能改建，造成環境窳陋，影響民眾權益。考量陳情保護區位處麟

光捷運站 500 公尺範圍內，鄰近已發展地區，其平坦區域之基地條件與毗鄰

住宅區相近，毗鄰 50 公尺範圍內亦非屬經濟部公告之地質敏感區，且案址範

圍雖合法建物僅佔少數，但老舊聚落環境窳陋、居住機能不佳等課題亟需改善，

該地區實有檢討變更必要。爰此，為協助該地區改善窳陋環境，案經市府評估

未有辦理區段徵收之必要性，依內政部 91 年 12 月 6 日院台內營字第

0910061625 號函規定，開發面積小於 1 公頃者得免辦區段徵收，同意黎忠里

附近保護區得循開發許可方式，變更保護區為住宅區。 

位屬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符合下列開發許可申請條

件者，經申請基地範圍內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後，得自本計畫公告實施之日

起八年內，檢具主要計畫、細部計畫書圖及基地開發計畫，向市府依本開發許

可規定申請變更為住宅區，並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事宜。 

一、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 

經檢視，毗鄰 50 公尺範圍內非屬經濟部公告之地質敏感區，並剔除山坡

地部分，劃設約 2.69 公頃之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詳圖 6。 

二、申請基地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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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基地面積不得小於 5,000 平方公尺，但不得大於 1 公頃。 

（二）申請基地範圍內屬合法建物或 8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已存在違章建

築之投影面積不得小於申請基地總面積之 25%。 

（三）申請基地應臨接或自行闢設寬度 12 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如申請

基地與道路間為排水溝用地者，可視同臨接道路，且基地臨接最寬

道路之面寬應達 50公尺以上。  

三、開發許可容積率、回饋規定 

（一）變更後住宅區之容積率為 160%。 

（二）申請開發許可範圍內劃設之公共設施不得小於申請基地總面積之

45%，並由申請人自行負擔範圍內公共設施之興闢費用。 

 

圖6 黎忠里附近保護區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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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規定 

一、說明事項 

（一）信義區犁和段二小段法務部調查局南側計畫道路（吳興街 284 巷 22

弄至崇德街 206 巷 9 弄間）如因坡度過陡無法以車道開闢時，得採

人行步道方式開闢。 

（二）基於慈祐宮圖書館全館均提供公眾使用，嘉惠在地民眾，具有公共

性及公益性，爰參酌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0 條之 1

規定之精神，慈祐宮圖書館所在地（虎林段三小段 299、299-2 地號）

後續更新改建時，如提供地區使用之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

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該設施得不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

惟前開不計入容積樓地板之面積以 218.25 平方公尺為限（虎林段三

小段 299-1、299-3地號之土地面積乘以原第三種住宅區之法定容積，

97×225%），且不得計入重建基地基準容積之基數，另依其他法令規

定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時，如獎勵重複者，應予扣除。 

（三）本都市計畫案內原已測定都市計畫樁之都市計畫道路，倘經相關單

位研議確認已完成地籍分割且依地籍線實施時，原樁位資料依都市

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廢除，後續建築線指示依地籍

線為準。 

二、挹翠山莊地區 

（一）經查本府 70 年 11 月 27 日府工二字第 53081 號公告「修訂台北市

挹翠山莊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略以）：「本地區係自擬細部計

畫開發，其開發過程，經各項規定手續，申請建築線指示及申領建

照，目前地形業經變動，而本地區屬山坡地區開發後之現況與原計

畫顯難完全吻合，其未吻合部分，在其開發範圍內，當不影響他人

權益，且在計畫書圖上甚難予以標示變更，故本計畫案計畫線經參

照現況予以劃設，不另標示變更。」。 

（二）次查該地區係開發者自擬細部計畫開發，且早年因測繪條件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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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地籍圖、都市計畫圖及地形圖三者套疊不符之情形。為不損及

私有地主開發重建權益，並參酌 70 年都市計畫原意，考量本地區

地籍線業參照現況地形予以調整，故本地區建築線指示及分區界線

皆以地籍線為準。 

（三）依地籍線指示建築線，致建築基地範圍內有部分基地為現況道路使

用者，建築物新建時應維持該道路之現況寬度及功能不得廢除，且

於建築完成後應無償供公眾使用，該留作現況道路使用部分得計入

法定空地及院落之寬深度。 

（四）建築基地内留供現況道路使用寬度達 1.5 公尺以上時，免再依本案

都市設計管制檢討「建築基地臨接道路側應退縮留設淨寬 1.5 公尺

無遮簷人行道」規定；如留設寬度未達 1.5 公尺者，所餘部分應自

現況道路邊界退縮補足寬度作無遮簷人行道以供人行。 

（五）本地區內建築基地之土地使用管制、建築管理涉及臨接道路寬度規

定，以原都市計畫圖標示之計畫道路寬度檢討。 

（六）本地區係由私人自擬細部計畫之整體開發地區，其公共設施之開闢

為開發業者之義務，依內政部 87 年 6 月 30 日台内營字第 8772176

函規定，其公共設施用地非屬都市計畫法所稱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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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次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變更之四處公共設施用地，其中兩處已開闢完

成，另一處公共設施用地取得詳下表，其餘未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依

原都市計畫規定辦理。 

 

表7 信義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開發進度及經費表 

公共設施種類 

(變更編號)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主辦 

單位 
經費來源 徵

購 

土

地

重

劃 

獎

勵

投

資 

撥

用 

其

他 

土

地 

工

程

費 

合計 

(萬元) 

道路用地 

（細德 2） 
0.02        - 

工務局

新建工

程處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編列預算 

註 1：有關本案計畫範圍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使用，除另有規定，公有土地以撥用
為原則，私有土地以徵購為原則。以上列舉之開發經費及實施進度得視主管機關財
務狀況酌予調整，並應依實際編列之開發經費為準。 

註 2：本表面積僅供參考，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