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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169地號等

產業特定專用區（一）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
109.10.14(三) 19:00南港區西新區民活動中心

簡報大綱

壹、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說明

貳、本次擬定計畫內容說明

參、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

肆、公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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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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169地號等

產業特定專用區（一）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333壹、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說明

都市發展局擬定細部計畫書圖

1.市政府公告公開展覽30日
2.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市府－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變更主要計畫

報內政部逕予核定

依都市計畫法第22條及
都市更新條例第35條

南港區公所公開展覽30天

109.09.22~109.10.21

公開展覽說明會

10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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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臺
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提出，供審議參考。

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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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次擬定計畫內容說明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三、相關計畫指導

四、計畫構想

五、擬訂計畫內容

六、事業及財務計畫



555一、計畫緣起

 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107.2.17公告實施)

▫ 本計畫範圍屬暫予保留地區(一)，原
則同意變更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應
依主要計畫暫予保留範圍及細部計畫
劃設都市更新單元辦理，由實施者擬
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並辦理公開
展覽後，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
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108年9月3日申請報核)

▫ 「擬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169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於108年9月3日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並依臺北市政府109年5

月7日府都新字第10970072441號函，自109年5月11日起辦理公開展覽30日。

▫ 配合擬具「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玉成段一小
段169地號等土地)主要計畫案」，並依都市計畫法第22條及都市更新條例
第35條「擬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169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

計畫範圍

南港主計通檢－暫予保留地區(一)位置示意圖



66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都市更新單元指示線

▫ 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依都市更新單
元指示線整合過程，其實際申請都市
更新案之範圍如有調整，得授權經臺
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同意
後調整，免再提都市計畫委員會，但
仍應符合臨接計畫道路且基地面積大
於1,000平方公尺。

▫ 83年以後建築物經剔除都市更新單元，
如經證明建造執照失效無法興建，得
經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同
意調整之。

 計畫範圍

▫ 計畫範圍經109年3月2日臺北市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411次會議
審議通過。

建造執照(104建字
第0080號)已於107
年10月8日申請廢止



77 77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計畫位置

▫ 位於南港路三段(20m)以北、松河
街 (10m)以南、南港路三段106巷
(10m)以西、南港路三段130巷(10m)

以東所圍之街廓內。

 計畫範圍與面積

▫ 計畫範圍包括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
169、237、237-1、238、239、244、
244-1、249、250、251、254、255、
270、271、272、273、276、277、
277-1、278地號，共20筆土地，面
積共13,786.00平方公尺，皆為私有
土地。



88三、計畫構想

 定位：多功能複合型商務機能

 土地使用

▫ 產業特定專用區(一)(面積13,363.48m²)

本計畫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均屬第二類非
老舊聚落，限作產業使用。朝向多功能複
合型產業使用，提供支援商務及公共服務
等機能。因本案不得作住宅使用，不具居
住生活之性質，故擬定為產業特定專用區
(一)。

▫ 道路用地(面積422.52m²)

南港路三段130巷自建築線退縮5公尺留設
細部計畫道路，實施者應負擔該細部計畫
道路開闢。

 開放空間

▫ 臨南港路三段側應退縮5公尺，使其寬度
合計為30公尺，與八德路及臺五線順平。

▫ 臨計畫道路側均退縮留設至少4公尺帶狀
式開放空間，供人行與自行車使用。



99四、擬訂計畫內容

位置
擬定土地
使用分區

面積(m2) 擬定理由

玉成段一小
段169地號等
18筆土地及
238地號部分
土地

產業特定
專 用 區
（一）

13,363.48

促進地區產業升級轉型，
透過都市更新，改善地
區生活機能，提升地區
產業發展之環境品質與
都市景觀，配合擬定產
業使用之土地使用管制
內容。

玉成段一小
段238地號部
分及239地號
土地

道路用地 422.52

配合臺北市南港區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之指導，留設寬度五
公尺道路用地，以提升
地區通行及消防救災機
能。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調派後容
積率

備註

產業特定
專用區
（一）

55% 300% 308.68%
留設細部計畫道
路用地，其容積
得調派至更新單
元內，該調派容
積屬基準容積，
且得核算都市更
新容積獎勵。

道路用地 - - -

容積調派計算：
(容積調派送出基地面積×送出基地原容積率×108

年度送出基地平均公告現值)÷(容積調派移入基地
面積×108年度移入基地平均公告現值)

(422.52m²×300%×131,000)÷(13,363.48m²×143,181)

=8.68%

13,363.48m²

422.52m²

 土地使用強度



1010四、擬訂計畫內容

 土地使用項目

1. 產業特定專用區(一)土地使用項目比照第三種工業區規定辦理，並得允許作策略性產業使用
及經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產業發展局)認定作企業總部使用或重要新興產業使用。

2. 計畫區臨南港路進深20公尺範圍內，建築物第1層至第2層土地使用組別指定作下列「支援商
務」或「公共服務」使用，得不受道路寬度及樓層之限制，但仍應符合原工業區附條件允許
使用核准標準之樓地板面積規模限制，且不含原工業區不允許之使用組別與項目；但建築物
2樓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支援商務使用 公共服務使用

第7組：醫療保健服務業。
第17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第18組：零售市場。
第21組：飲食業。
第22組：餐飲業。
第26組：日常服務業。
第27組：一般服務業。
第28組：一般事務所。
第29組：自由職業事務所。
第30組：金融保險業。
第33組：健身服務業。

第4組：托兒教保服務設施。
第8組：社會福利設施。
第13組：公務機關。
第15組：社教設施。
第16組：文康設施(三)文康活動
中心、(四)區民、里民及社區活
動中心(場所)。

1F

2F

南港路

工三規定

支援商務
公共服務

進深
20m



1111四、擬訂計畫內容

 土地使用項目

3. 建築物地面層作為管委會空間或門廳使用之比例不得超過建蔽率之15%。

4. 建築基地不得設置圍牆。

5. 本計畫區屬第二類非老舊聚落，其土地申請都市更新獎勵容積、容積移轉扣除回饋後之容積
限作產業使用。

6. 容積上限：產業特定專用區(一)基準容積加計都市更新獎勵容積及容積移轉之移入容積後，
容積總量不得超過基準容積2倍上限，且不得超過 450%。

7. 容積調派：都市更新單元內預留細部計畫道路等相關必要公共設施之原可建築土地其容積得
調派至更新單元內，該調派容積屬基準容積，得核算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容積調派及核算都
市更新容積獎勵得不受前項容積總量之限制。

8. 產業特定專用區(一)建築基地之檢討應比照第三種工業區規定辦理。

9. 容積移轉

 容積移轉增加之容積應回饋50%容積樓地板面積(含土地持分)。

 回饋樓地板面積得依鄰里社區實際需求設置公共服務或社會福利等使用(如托嬰、托幼、
托老設施、圖書館、公共住宅等)，並得經市府同意改以代金繳納。

 代金計算時點及計算方式應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或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6個
月內查估土地市場價格，並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由臺北市政府
評定之。但依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規定以代金繳納者，上開代金數額得
依申請容積移轉當年度之市場價格計算之。並於申請建造執照後、領取使用執照前，
向臺北市政府一次繳納完畢。



1212四、擬訂計畫內容

 都市設計準則

計畫區之開發建築需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
核發建造執照。

1. 開放空間系統

 臨南港路三段130巷：擬定寬度5公
尺道路後，再退縮留設至少4公尺
無遮簷人行道。

 臨南港路三段：自建築線退縮5公
尺，使其合計南港路三段既有道路
寬度及對側退縮部分，寬度達30公
尺，以與八德路及臺五線順平。該
退縮部分以設置人行道或自行車道
為主，並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

 臨松河街、南港路三段106巷：自
建築線退縮留設至少4公尺無遮簷
人行道。

 退縮留設之人行道或開放空間應為
連續性鋪面，如有車道穿越時，其
鋪面仍應連續。



1313四、擬訂計畫內容

 都市設計準則

2. 建築設計

3. 交通規劃及停車空間管理

4. 植栽設計管理

5. 本都市設計準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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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區不得設置圍牆。

 計畫區地下層開挖範圍以不超過建築基地之法定建蔽率加10%為上限。

 建築物臨街面應設置適當之人行開口，以加強建築物與外部開放空間之活動互動性，並
延續地區街道活動氣氛。

 計畫區鄰近基隆河，建築物於規劃設計上應考量防災規劃，以維護相關設備及人員安全。

 基地開發所衍生停車、裝卸貨及臨停需求，應於基地內自行滿足。

 車道出入口應設置於次要道路側為原則。

 為兼顧車輛及人行動線安全，鋪面設計及號誌設置應以引導人車分流、確保安全為原則。

 南港路三段130巷計畫道路為生態景觀廊帶，未來應配合植栽設計規劃，以串連基隆河及
南港山系。

 南港路為景觀風廊，以種植可淨化空氣之喬木為原則，以減緩熱島效應及空氣污染。



1414六、事業及財務計畫

 細部計畫道路開闢及捐贈(南港路三段130巷)

▫ 採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完成道路用地開闢，並將道路用地
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臺北市。

▫ 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應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領得使用執照前，完成道路用
地開闢，並於依都市更新條例第64條規定辦理權利變更或塗銷登記，將道路用地
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臺北市。

公共設施
種類

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元)

主辦單位
價購 土地重劃 獎勵投資 其他

道路用地 422.52 -- -- -- v 932,358

臺北市南港區玉成
段一小段169地號
等20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之實
施者

 其他
▫ 實施者應自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之日起

一年內申請建造執照。未依前述時程辦理者，得回復原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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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首頁左側→公展公告→都市計畫公展
https://www.udd.gov.taipei/

下載書圖
掃描QR Code連結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1

2

參、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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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訊
務必填寫

肆、公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

途徑1

途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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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