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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修訂臺北市中正區臨沂段四小段 9 地號等第三種住宅區

及第三之二種住宅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細部計畫案 

申請人：統一工商綜合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臨沂段四小段 9地號等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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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引導臺北市未來朝向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鼓勵集中於場站

周邊作較高強度使用，有效提升大眾運輸搭乘率及減少私有運具使用，

臺北市政府以 33站大眾運輸場站為優先示範，於 108年 1月 24日府都

綜字第 10720254091 號公告發布實施「擬定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

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於場站周邊劃定「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透過開發許可機制引導都市發展，同時透過都市設計管制營造整體景觀

風貌。後於 111 年 5 月 24 日府都綜字第 11100005681 號公告發布實施

「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擴大適

用「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為全市大眾運輸場站 500公尺範圍內之土地，

同時調整開發基地規模申請條件為達 2,000平方公尺以上或達 1,000平

方公尺以上之完整街廓，以提升基地整合及開發誘因，並檢討容積獎勵

機制及訂定通案性都市設計準則，以透過整體開發留設公共開放空間，

促進大眾運輸之使用率，改善人行及綠色運具通行空間，串連場站周邊

人本街道環境，維護地區商業活力及都市紋理。 

本計畫範圍北側緊鄰仁愛路(40 公尺)，南側緊鄰臨沂街 57巷(6公

尺)，距捷運板南線忠孝新生站約 350公尺，距捷運淡水信義線東門站約

400 公尺，兩站皆屬於「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細部計畫案」指述之「地區核心型場站」，且為「第一級場站」。考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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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範圍所屬街廓較缺乏南北向通路，且仁愛路為本市三橫三縱自行車道

之重要路線之一，本計畫將配合捷運場站周邊整體規劃朝向 TOD 發展，

於基地內設置自行車轉乘停放空間並申請設置公共自行車供公眾使用，

並將開發後建物地下層部分機車停車空間轉換設置為自行車停車空間，

且減設依基地停車需求應劃設之停車位數量，以鼓勵社區使用綠色運具；

另於仁愛路及臨沂街 57 巷側留設友善人行空間，並於基地內規劃南北

向之人行與自行車通道，以提升周邊地區環境品質。 

因計畫範圍面積為 1,646平方公尺，西側為財團法人台北市東門基

督長老教會，經辦理意願調查後其回復無意願與本基地合併申請開發許

可（詳附件四）；東側為 95年建成之 15層樓建築物，未達都市更新之年

限且現況使用情形良好，目前未有重建之需要。故基地未能整併鄰地以

符合申請開發許可之面積規模，爰本計畫參酌「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

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之規定：「如基地符合下列情事之一，

得另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不受前開 1、2項之規模限制：(1)基

地未達 2,000 平方公尺，但超過 1,000平方公尺。．．．」，透過都市

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使本計畫範圍得依前開細

部計畫案申請開發許可，並訂定都市設計準則，確保大眾運輸導向之都

市發展同步改善都市環境品質、兼顧地區環境承載力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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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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擬具本市變更分區使用調整商業區乙案 
59.06.09 

府工二字第 26009號 

擬修訂信義路杭州南路、仁愛路、幸段重劃區界所圍

地區細部計劃案 

61.03.24 

府工二字第 8576號 

變更原轄區使用分區調整商業區、行政區及混合區案 
65.07.07 

府工二字第 25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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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8.14 

北市工二字第 65572號 

修訂忠孝東路、新生南路、信義路、杭州南路所圍地

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2.08.08 

府工二字第 30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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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台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 
84.09.27 

府都二字第 84064377號 

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第一階

段)案 

111.05.11 

府都規字第 11100934581號 

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

畫案 

111.05.24 

府都綜字第 11100005681號 

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111.06.20 

府都規字第 111300262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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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位於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仁愛路二段 92巷、臨

沂街 57巷與臨沂街所圍之街廓內，與捷運淡水信義線東門站 6號出

口及捷運板南線忠孝新生站 5 號出口距離皆在 500 公尺範圍內。計

畫範圍包含臨沂段四小段 9、9-2、10、10-1、13、14、15、15-1、

16、16-1、16-2、17、17-1、17-2、18、18-1 及 18-2 地號等 17 筆

土地，面積為 1,646.00平方公尺，屬都市計畫第三種及第三之二種

住宅區。計畫範圍非位於依水土保持法劃定公告之山坡地、山限區，

及指定古蹟所在之街廓（詳圖 1及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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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計畫範圍示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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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計畫範圍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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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現況 

一、中正區發展概況 

臺北市舊市區歷經 130年以上發展歷程，中正區以其交通運輸、

行政核心、金融產業之能量，展現全球化在地回應之城市特質，且肩

負首都城市最重要之門戶角色，故其發展定位為「臺北市門戶核心」。

其空間格局係以臺北車站為中心，周邊圍繞商業與行政動能、外環輔

以居住特性；各種城市活動透過四鐵共構的臺北車站（台鐵、高鐵、

市區捷運、機場捷運）與國際、外地縣市、周邊行政區緊密聯繫。 

中正區的發展，是在已定性的各區域功能，持續再生發展。且其

城市活動內容多元而複合，兼具交通轉運、商業、居住、歷史文化、

休閒觀光、行政中心、文教與藝術展演等，皆須於「臺北市門戶核心」

之定位下，共融且共榮發展。 

本計畫範圍位於中正區之華山東門生活圈(詳圖 3)，區內具有舊

城歷史脈絡、交通運輸服務及金融產業優勢，本計畫區以改善人本交

通環境，持續完成綠色運輸系統建置為規劃構想。 

為建構整體綠色運輸環境，應考量土地使用類別、交通運輸場站

位置與整體路網串連一致性，加強友善人行環境通路，留設人行及自

行車道，透過大眾運輸系統與捷運開發建設，同步建構 TOD 發展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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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計畫範圍及周邊生活圈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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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及周邊使用現況 

計畫範圍皆為住宅區，其中臨沂段四小段 9、10、13、14、15、

16、17、及 17-2、18地號等 9筆土地為第三之二種住宅區，容積率

為 400%，面積共 1,030.75 平方公尺；其餘 9-2、10-1、15-1、16-1、

16-2、17-1、18-1、及 18-2地號等 8筆土地為第三種住宅區，容積

率為 225%，面積共 615.25平方公尺。現況為住宅建物，惟其於建築

完成後因故閒置至今，建物已不堪使用，需重新妥為規劃再開發。 

計畫範圍周邊除公共設施用地外，多作為住宅使用。（詳下圖 4） 

三、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內土地為中正區臨沂段四小段 9 地號等 17 筆土地，

面積共計 1,646.00平方公尺，皆屬私有土地。（詳下表 2及圖 5） 

表2  土地權屬表 

地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法定容積率 權屬 

臨沂段四小段 9 63.00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400%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0 41.00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400%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3 107.00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400%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4 365.00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400%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5 25.00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400%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6 103.00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400%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7 157.11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400%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7-2 0.69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400%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8 168.95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400%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9-2 108.00 第三種住宅區 225%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0-1 103.00 第三種住宅區 225%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5-1 8.00 第三種住宅區 225%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6-1 78.00 第三種住宅區 225%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6-2 263.00 第三種住宅區 225%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7-1 36.20 第三種住宅區 225%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8-1 1.54 第三種住宅區 225% 私有 

臨沂段四小段 18-2 17.51 第三種住宅區 225% 私有 

註：實際面積應依地籍測量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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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計畫範圍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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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計畫範圍地籍權屬套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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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計畫範圍現況照片示意圖 

 

 

圖7 計畫範圍周邊現況照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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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運輸 

(一) 主要道路 

計畫範圍周邊主要道路有新生南路、濟南路、金山南路及

本計畫範圍主要聯外道路之仁愛路。仁愛路西側起於中正區

中山南路，途經臺大醫學院、建國花市及玉市、空軍總司令部、

國父紀念館等重要節點，東側則連通至臺北市政府。 

(二) 次要道路 

計畫範圍周邊次要道路有臨沂街、臨沂街 57巷、連雲街

6巷及仁愛路二段 92巷。 

(三) 大眾運輸 

計畫範圍周邊大眾運輸系統完備，基地 500 公尺範圍內

現有捷運「淡水信義線」、「中和新蘆線」及「板南線」行經，

本案基地距離捷運忠孝新生站 5 號出入口約 380 公尺，距離

捷運東門站 6 號出入口約 460 公尺，可透過捷運系統便捷地

通往大臺北都會各區。另計畫範圍周邊現況共 18 處公車站，

共計 41條公車路線經過，其中距離最近站位為基地北側「仁

愛臨沂街口」站，計有 8條公車路線行經。 

(四) 人行及自行車系統 

計畫範圍周邊以住宅區為主，鄰近主要道路多設有人行

道設施，包含仁愛路二段、仁愛路三段、新生南路一段等，人

行道設施寬度介於 1 至 6 公尺，故基地周邊人行道系統尚稱

完善。另計畫範圍周邊共有 9 處 YouBike 系統之公共自行車

租借站，惟站位主要位於金山南路西側及新生南路東側，最近

站位距本計畫範圍步行距離約 300 公尺，故本計畫範圍所在

街廓較缺乏公共自行車站位之設置。 

(五) 停車空間現況 

根據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出版之「110年度臺北市汽機

車停車供需調查-6 個行政區南區」報告，本計畫範圍周邊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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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需供比為 0.90、機車需供比為 0.95，顯示停車供需情形已

趨近飽合，故未來本計畫停車供給設置數量必須滿足自需性

停車需求。 

 

圖8 計畫範圍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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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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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用地 

計有 6處已開闢公園用地，包含齊東公園、忠孝公園、文

光公園、連雲公園、信愛公園及民輝公園。 

2. 機關用地 

計有 2處已開闢機關用地，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及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3. 市場用地 

計有 3處已開闢市場用地，一處現況為幸安市場與臺北市

立圖書館城中分館，另二處現況為新生市場及東門市場使用。 

4. 交通用地 

計有 2處已開闢交通用地，皆為捷運通風井設施使用。 

5. 學校用地 

計有 1 處已開闢學校用地，為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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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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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本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策略 

本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策略之發展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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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範圍鄰接捷運淡水信義線東門站及捷

運板南線忠孝新生站，兩站皆屬於「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

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指述「地區核心型場站」之「第一級場站」，

具備大量旅次需求基礎，且此兩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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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計畫基地位處捷運站 500 公尺範圍

內，且區位具有指標性，符合本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策略之政策方向。 

本計畫預計作住宅使用，實踐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策略發展目標

之規劃構想如下： 

(一) 透過本計畫開發補強計畫範圍周邊綠色運具轉乘機能，藉由大

眾運輸使用計畫使本計畫之開發使用能充分利用大眾運輸工

具，落實 TOD策略發展目標。 

(二) 訂定本計畫範圍都市設計規劃原則，退縮留設人行空間，輔以

植栽綠化及設置自行車轉乘停放空間，完善場站周邊人本步行

及自行車行環境，以達補強場站周邊公共機能之目標，提升民

眾轉乘大眾運輸舒適性。 

(三) 基地內推廣大眾運輸系統使用計畫 

1. 為推廣基地開發後之社區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同時避免住宅及

日常服務使用之停車需求外溢，在盡量滿足自身停車需求前提

下，適量減設基地地下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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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開發後建物地下層部分機車停車空間轉換設置為自行車停

車空間，達到一住宅戶一自行車位為目標，以鼓勵基地開發後

之社區住民使用綠色運輸工具。 

3. 於基地內設置即時大眾運輸工具資訊系統相關設備，便於社區

居民查詢大眾運輸工具提供情形，提升大眾運輸工具使用效率。 

二、優化人行、自行車空間環境及友善環境設計 

本計畫範圍位處仁愛路軸線上，為本市三橫三縱自行車道之重

要路線之一，惟計畫所屬街廓較缺乏南北向通路，本計畫將配合捷運

場站周邊整體規劃朝向 TOD 發展，設置自行車轉乘停放空間並申請

設置公共自行車(YouBike)；另於仁愛路及臨沂街 57 巷側留設友善

人行空間，並於基地內規劃南北向之人行通道，以提升周邊地區環境

品質。另因計畫範圍北側面臨仁愛路二段(40 公尺)慢車道，南側面

臨臨沂街 57 巷(6 公尺)。仁愛路二段及周邊巷道為單行系統，車輛

進出動線繞行，周邊巷道寬度約 6公尺且設有路邊停車，可供通行寬

度僅約 3公尺，經整體考量計畫範圍周邊道路系統，以及與鄰近路口

之安全距離，同時檢討建築基地形狀與設計配置等原則，本計畫預計

於北側仁愛路二段設置一處汽、機車停車場出入口，以提升周邊巷道

行人及自行車通行之安全性。 

本計畫開發規劃構想說明如下(詳圖 10)： 

(一) 設置自行車轉乘停放空間 

計畫範圍所在街廓內皆無公共自行車(YouBike)站點，透

過本計畫於建築退縮空間設置自行車轉乘停放空間，作為仁

愛路本市三橫三縱自行車道之中繼節點及串接計畫區南北兩

捷運場站之重要站點，本計畫區可設置面積約 60 平方公尺，

實際設置公共自行車數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數量為準。 

(二) 綠色帶狀人行步道系統 

為提供步行者友善的人行街道空間環境，將於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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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兩側臨仁愛路及臨沂街 57 巷側自行退縮留設人行步道，

提供完善人行系統、創造良好人本步行環境。其中臨臨沂街 57

巷側退縮至少 2公尺並與道路順平，以補足 57巷至 8公尺寬，

提升防救災機能。 

(三) 友善環境設計 

除提供友善人本步行環境外，本計畫範圍將以基地退縮

及建築物環境設計手法降低對於周遭環境之壓迫感，另於計

畫範圍東側規劃南北向人行與自行車通道，並配合集中留設

法定空地，創造計畫範圍所在街廓南北向之通廊，增加周邊區

域之串聯性，以達 TOD導向之發展願景。 

三、本計畫停車空間檢討規劃 

本計畫停車空間規劃原則比照 111年 5月 24日公告實施「修訂

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之規定辦理，

且仍需於基地內部空間自行滿足停車需求(詳附件五)。另為鼓勵社

區使用綠色運具，本計畫以地下一層部分機車停車空間轉換設置為

自行車停車空間，自行車規劃一住宅戶一車位為原則並以 2:1 轉換

替代法定機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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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計畫範圍建築規劃構想示意圖 

註：建築配置僅供參考，實際應依核准建照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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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 

一、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本計畫範圍位於大眾運輸系統之車站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得

依 111年 5月 24日公告實施「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

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之規定申請開發許可。 

二、土地使用項目 

(一) 於符合第三種及第三之二種住宅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下，

建築物第 1 層應作日常服務設施使用，其使用容積樓地板面

積應超過第 1層容積樓地板面積之 60%。 

(二) 日常服務設施之使用項目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包含以下六大類別：托兒教保（第 4組）、醫療保健（第

7組）、郵務金融（第 9組、第 30組）、零售飲食（第 17組

至第 22組）、日常服務（第 26組、第 27組至第 29組）、健

身服務（第 33組）。 

三、容積獎勵 

本計畫範圍容積獎勵項目、計算方式、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依 111年 5月 24日公告實施「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

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之規定辦理。 

四、增額容積 

本計畫範圍得依 111年 5月 24日公告實施「修訂臺北市大眾運

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規定申請增額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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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計畫範圍基準容積加計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容積移轉移入容積、

增額容積、都市計畫容積獎勵及其他容積獎勵後之總容積，不得

超過基準容積 2倍。 

六、法定停車空間折減 

為鼓勵基地使用綠色運具，本計畫範圍得以自行車停車位抵充

法定機車停車位（以機車 1：自行車 2 轉換），得設置於地下一層或

地面層，並以滿足一住宅戶一自行車位為原則；其餘法定停車空間折

減依 111年 5月 24日公告實施「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

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規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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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都市設計準則 

一、公共開放空間及人行系統 

(一) 基地應於臨仁愛路側留設騎樓或 3.64 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行

道，人行淨寬以至少留設 2.5公尺為原則，並以沿街栽植喬木

綠化為原則。 

(二) 基地應自東側地界線退縮留設淨寬至少 2.5 公尺之人行及自

行車通道並以防滑材質規劃，通道兩端銜接仁愛路及臨沂街

57 巷，且法定空地以配合本通道集中留設為原則，使仁愛路

至臨沂街 57巷之南北向視覺景觀具通透性。 

(三) 基地應自臨沂街 57 巷(6 公尺寬)退縮補足 8 公尺，並與道路

順平，且不得設置妨礙消防救災車輛通行及操作之突出固定設

施，以提升消防救災機能。 

(四) 基地之騎樓、無遮簷人行道、人行通道，及帶狀式公共開放空

間應為連續鋪面，採無障礙之環境設計，且應與相鄰基地高程

順平。 

(五) 基地圍牆高度不得高於 2公尺，且臨道路側、開放空間及永久

性空地之圍牆基座不得超過 45 公分、透空率不得小於 70%為

原則。 

(六) 基地內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應考量行人之視覺與活動，設置

中、低光源之夜間照明設施，其於夜間平均照度以不得低於 6

勒克斯為原則，以塑造舒適、具安全感之人行環境。 

二、建築物管制與景觀設計 

(一) 考量基地周圍既有紋理，建築物外牆之顏色，應以中、高明度、

中、低彩度為原則，不得使用高反射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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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量建築物為連雲街 6 巷西側視覺端點，其建築風貌以正面

處理為原則，工作陽臺及設備管線應遮蔽美化，空調室外機應

遮蔽美化及標示位置。 

(三) 基地應設置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並以放置地下層為原則。 

三、基地交通規劃及停車空間 

(一) 公共自行車停車空間及供公眾使用之一般自行車停車空間應

留設於地面層且臨道路側，具開放性，周邊不得設置實牆。自

行車停車格後應留設 2公尺淨寬之操作空間。 

(二) 基地之汽、機車出入口應以集中設置於一處為原則；並考量鄰

近道路交通系統及人行動線之整體規劃，以人行及車行動線互

不干擾為原則。 

(三) 基地車道出入口自指定退縮人行空間後留設 4.5 公尺之緩衝

空間為原則，倘停車數量超過 150輛以上，車道出入口緩衝空

間留設 6公尺以上為原則。 

(四) 基地之汽、機車停車位應各有 20%以上安裝充電系統為原則。 

四、提升地區綠意與環境韌性 

(一) 基地開放空間或法定空地之綠化，以敷地多保水、生態多樣化

或多樣性綠化設計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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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基地應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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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基地綠覆率達 100%為原則。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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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本都市設計準則中列明為「原則」之部分，如因基地條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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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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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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開放空間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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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111年 5月 24日公告發布實施

「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附件一、土地登記簿謄本 

  







































































 

 

 

 

 

 

附件二、地籍圖謄本 

  



地籍圖謄本
建成電謄字第179956號
土地坐落：臺北市中正區臨沂段四小段9,9-2,10,10-1,13,14,15,15-1,16,16-1,16-2,17,17-1,
17-2,18,18-1,18-2地號共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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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本謄本核發機關：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主任：沈瑞芬
　　　　　中　華　民　國　　111年07月12日20時2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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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土地變更使用同意書 

  





 

 

 

 

 

 

附件四、意願調查書 

  





 

 

 

 

 

 

附件五、本案停車空間檢討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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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臺北市中正區臨沂段四小段 9地號等 17筆土地

第三種住宅區及第三之二種住宅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定細部計畫案停車空間檢討規劃 

一、 法定停車空間檢討 

本計畫預計興建樓地板面積地面層以上約 12,997平方公尺，

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計算法定停車位，汽車為 109 席

(12,997/120=108.31 取 整 數 109) ， 機 車 為 130 席

(12,997/100=129.97 取整數 130)。 

二、 本計畫停車空間需求檢討 

經依預計規劃住宅與一般零售業戶數，及其使用需求檢算，

汽車實際停車需求位數為 148席，機車為 86席。(詳表 3) 

（一）汽機停車位檢討 

1.住宅使用 

為於計畫範圍內盡量滿足開發後衍生之汽車停車需求，

住宅使用部分之停車需求空間參考相關審議案例依不同坪

型分別檢討，其中 3 房型(55-60 坪)之住宅規劃 18 戶，規

劃每戶 1.0席/戶，4房型(65-90坪)之住宅規劃 59戶，規

劃每戶 2.0 席/戶，4 房型以上(90 坪以上)住宅規劃 3 戶，

規劃每戶 3.0席/戶，經檢討可得集合住宅停車需求為汽車

位 145 席(18×1+59×2+3×3=145 席)，機車停車位規劃 1.00

席/戶，故機車需求車位為 80席(80×1=80席)。 

2.一般零售業使用 

計畫範圍內地面層規劃之一般零售業，本計畫檢討每

戶規劃汽車位 1 席與機車位 1 席為原則，以供員工使用；

另經調查周邊相似業別之顧客實際使用情形，經評估後顧

客臨時停車需求為汽車 2席(60×0.025÷1.27=1.18，取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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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機車 5席(60×0.072÷1.07=4.04，取整數為 5)。 

（二）自行車停車位檢討 

為鼓勵社區使用綠色運具，本計畫以部分機車停車空

間轉換設置為自行車停車空間，自行車規劃一住宅戶一車

位為原則並以 2:1 轉換替代法定機車位，故檢討自行車位

為 80位。 

（三）小結 

本計畫需於基地內部空間自行滿足停車需求，故預計

設置汽車位為 140 席，為鼓勵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同時避

免本計畫停車需求外溢，故設置位數較需求汽車位數減少

8席；自行車位規劃一住宅戶一席，實設為 80席；機車法

定車位為 130席，部分轉換為自行車位，實設位數為 90席

(130-80/2=90)，較法定車位減少 40席。 

表1  停車需求檢討表 

項目 

自需性需求 

法定

車位 

自設

車位 

實設

車位 

(B) 

住宅 

(80 戶) 

一般零售業 

(1 戶) 
合計 

(A) 
員工 顧客 

汽車 145 1 2 148 109 31 140 

機車 80 1 5 86 
130 

(A) 
0 

90 

(C) 

自行車 
80 

(B) 
- - 80 - - 80 

    
實 設 機 車 位 C=A-B/2=130-

80/2=90 

註：實際車位數應依核准建照內容為準。 



 

 

 

 

 

 

附件六、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申 請 人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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