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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擬定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東環段路線捷運開發區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計畫範圍：如計畫圖示 
類    別：擬定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 
詳細說明： 
 

壹、計畫範圍 

本計畫路線長度約 13.25 公里，皆採地下型式，其中設置 10 座地下車

站，以及規劃 1 座地下機廠(東機廠)(詳圖 1)。 
 

貳、主要計畫概要 

為完善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東環段路線建設，配合捷運系統設施設

置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者包含 Y35 站、Y37 站、Y39 站及通風豎井等，其

中，部分 Y37 站及 Y39 站涉及變更為捷運開發區(詳圖 1)。其餘車站 Y30

站、Y31 站、Y32 站、Y33 站、Y34 站、部分 Y35 站、Y36 站、Y38 站及

相關捷運設施係使用已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用地取得方式為徵得用地主

管機關同意後採公共設施多目標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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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本計畫捷運開發區車站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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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構想 

一、發展定位 

為因應臺北市東側廊帶未來發展需求，配合港湖產業構想與內

科 2.0 發展計畫，以大東區概念發展，透過建構東側捷運系統，串連

大直-休閒娛樂至信義-金融商業等地區，並連接文湖線、松山線、板

南線及信義線，以及銜接環狀線北環段及南環段。此外，本計畫除了

讓地區機能相互支援，帶動本市發展優勢產業，並發揮產業群聚效益

外，更完整臺北都會區捷運路網，透過交會轉乘達到便捷運輸的目的，

將有效縮短捷運旅次時間。 

本計畫行經中山區、內湖區、南港區、松山區、信義區及文山區

等 6 處行政區，各區發展方向都有其定位及需求，係綜合自然生態、

歷史文化、居住休閒、金融商業與科技產業等機能，是故本計畫為運

用及整合捷運沿線周邊地區發展特性，建構以捷運車站為核心的生

活鄰里單元，發展願景為「東環躍昇產業鏈、友善便捷生活村」。 

 

二、落實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TOD)規劃及設計理念 

交通運輸採「無縫運輸」的設計概念，土地開發基地落實大眾運

輸導向之都市發展(TOD)規劃及設計理念，強化友善人本活動空間，

以符合永續發展之目標。 

(一) 土地使用強度之適當提高藉由開發基地容積獎勵方式，增加基地

開發之總樓地板面積，發揮土地開發之效能，為達到運輸效率與產

業發展的雙重目標，以大眾運輸車站為中心，引導產業聚集，愈接

近車站聚集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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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挹注捷運運量增加之混合土地使用項目 

以大眾運輸路網為土地使用混合區位，以各種活動量依據站

區發展定位進行土地使用的和諧混合，以提高大眾運輸節點周邊

的活動量，增加各種土地使用連結的便利性。 

本計畫車站之土地開發基地，其未來建築大樓原則採取地面

層為商業使用，中高層為住宅使用，車站周邊土地開發，透過本計

畫多功能使用之規劃，藉由混合土地之使用項目，提供零售商業、

辦公、住宅、開放空間等複合型之使用功能，提高使用者之便利、

舒適及多樣性，增加大眾捷運系統運量。依本計畫基地周邊土地使

用現況及開發基地具有捷運出入口之便利性，參考大眾運輸導向

式發展(TOD)理念，未來之土地開發應朝向中高密度之住宅及商業

混合使用，以增加捷運旅客旅次。 

(三) 友善之人行步道及開放使用空間 

一般乘客搭乘捷運系統以車站為最主要的使用空間，故車站

規劃之良窳將直接影響乘客對捷運使用之方便性、舒適性，以及搭

乘意願。對於旅客進出車站之動線應儘量單純且直接，使進站及離

站旅客之衝突降至最低，車站出入口及其附設電扶梯、樓梯、電梯、

通道及坡道等提供車站穿堂層與其四周街道之連接功能，故入口

即出口，個別車站之出入口位置及其佈設，取決於旅客聚集區，基

地實際條件及其對周遭環境之影響情形而定，地下車站出入口可

單獨設置或納入整體開發，惟不論屬何種型式，各車站出入口之設

計，將與其周遭環境相融合，並可明顯辨識為捷運出入口。 

(四) 地區意象之形成 

1. 地下車站出入口單獨設置時，車站出入口之設計，應具自明性，除

與其周遭環境相容外，設計應使車站地區更具吸引力、安全與便

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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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發基地之建物應與捷運作整體規劃為原則，塑造地區特色，並

提供延續、齊平之無障礙使用空間及環境。 

(五) 綠色交通之動線、停放空間 

1. 捷運車站周邊土地使用特性，以綠色運輸運具為主軸，包含步行、

自行車。 

2. 為考量轉乘之需求，於本計畫內捷運開發區用地內整體規劃安全、

便利轉乘自行車停放之空間。 

3. 人行步道與自行車道系統應以安全、連續、平順為首要原則，以提

高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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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擬定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劃設 2 處捷運開發區，面積共計約 3,838 平方公尺，供

捷運車站出入口、通風井、轉乘設施及相關設施之使用，並依「大眾

捷運法」及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土地開發。擬定

內容詳表 1、圖 2 及圖 3。 

表1  計畫內容一覽表 

編號 位置 
使用分

區名稱 
面積 
(m2) 

備註 

1 

屬於 Y37 站，位於 
信義區松山路與忠孝

東路五段交叉口之東

北側 

捷運 
開發區 

2,435 

範圍為信義區永吉段一小段569、570、571、
572、573、574、575、576、577、578、
579、579-1、580、581、581-1、624、625、
626、627、628、629、630、631、632、
633、634、635 及 636 地號等 28 筆土地。 

2 
屬於 Y39 站，位於 
信義區松仁路與吳興

街交叉口之西南側 

捷運 
開發區 

1,403 
範圍為信義區吳興段三小段 219、220 地號

及部分 235 等 3 筆土地。 

註：本表面積僅供對照參考之用，變更後之捷運開發區之實際形狀、大小及位置應依計畫圖實際測量釘

樁及地籍分割線為準。



 

7 
 

 
圖2  擬定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東環段路線 Y37 站捷運開發區細部計畫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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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擬定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東環段路線 Y39 站捷運開發區細部計畫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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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 使用強度 

本計畫所劃設之捷運開發區係供設置捷運設施(捷運系統地下

穿越隧道、車站出入口、緊急出口、通風井(含冷卻水塔)、轉乘設

施等相關設施)之使用，採土地開發方式開發，供捷運設施使用部

分不計入容積計算。其土地使用強度依表 2 規定辦理。 

表2  使用強度一覽表 

編號 車站 
使用分區

名稱 
原使用分區 建蔽率 基準容積率 備註 

1 Y37 
捷運 
開發區 

商三特(原屬第三種

住宅區、第三之一種

住宅區) 

不得超過 50%為原則，

但經本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得酌予放寬之，其增加

以 5%為上限。 

依原土地使

用分區規定

辦理 
 

2 Y39 
第三種住宅區、第三

種住宅區(特)(遷) 

(二) 使用項目 

捷運開發區之使用，除本計畫另有規定者外，其使用依原土地

使用分區之規定辦理；另為帶動周邊地區商業發展，「第三種住宅

區、第三種住宅區（特）（遷）」建築物地面一、二樓以作允許或附

條件允許之商業使用為原則，且不受附條件允許使用標準之樓層限

制。 

(三) 停車需求 

1. 考量基地位於大眾運輸場站，捷運開發區基地法定停車空間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1) 非住宅使用樓地板之停車空間不得超過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自治條例規定檢討核算數量之 70%為原則。 

(2) 住宅使用樓地板之停車空間以不超過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

自治條例規定檢討核算之停車位數量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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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經評估確有增設停車空間需求，須提出配套措施，應經臺北

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 

2. 倘因受限基地規模限制而無法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規定設置法定停車位，得依大眾捷運法第二十條規定免予附建。 

(四) 地下開挖率 

考量捷運開發區受限基地規模不足，故地下開挖率不予限制。 

三、容積獎勵及高度放寬 

(一) 捷運開發區容積獎勵 

1. 為確保土地開發後原住戶居住品質、減少土地開發不確定性，以

鼓勵民眾參與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本計畫捷運開發區之容積

得予放寬，容積獎勵項目說明如下： 

(1) 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者，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2) 直接核給基準容積百分之五十之都市計畫獎勵。 

(3) 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核給之容積獎勵。 

2. 土地開發後總容積依下列公式核計： 

F = F0 + F1 + F2 + F3 

F：土地開發後總容積。但總容積加計各項容積奬勵不得超過基準

容積 2 倍。 

F0：基準容積。 

F1：原合法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時，以原合法容積高於基準容

積部分核計。 

F2：核給基準容積百分之五十之都市計畫獎勵。 

F3：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核給之容積獎勵。 

3. 有關都市計畫獎勵容積(F2)，全數由地主取得後參與分配；臺北市

政府以主管機關身分不參與分配。 

4. 捷運開發區基地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除前項獎勵容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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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再申請其他法令規定之獎勵容積。 

(二) 捷運開發區基地內建築物各部分高度不得超過自該部分起量至面

前道路中心線水平距離之五倍。 

四、都市設計 

(一) 捷運開發區之開發，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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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Y37 站捷運開發區臨松山路及忠孝東路五段側應留設騎樓，臨松

山路 393 巷側應留設騎樓或留設 3.64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為原則，

人行空間淨寬至少應達 2.5 公尺（詳圖 4）。 

(三) Y39 站捷運開發區臨松仁路側應留設騎樓，臨吳興街側應留設騎

樓或留設 3.64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為原則，人行空間淨寬至少應達

2.5 公尺（詳圖 4）。 

(四) 為延續商業紋理及吸引人潮駐足，地面層使用宜延續周邊商業行

為，沿街面除車站設施外，應優先設置商業空間為原則。 

(五) 車站出入口應考量有遮簷人行空間之延續，突出物應避開主要人

行動線，並輕量、簡化及通透處理為原則。 

(六) 捷運開發區不得設置圍牆，應與鄰地順平，且鋪面應具透水性及防

滑性，並應開放供公眾使用。 

(七) 捷運開發區之轉乘設施，應設置於捷運設施範圍內與開發大樓共

構，避免設置於法定空地衍生產權及維護管理爭議。 

(八) 捷運開發區之建物及開放空間之設計，應與捷運作整體景觀之規

劃為原則，並塑造地區特色，維護環境景觀，提供延續、齊平之無

障礙使用空間及環境。 

(九) 開放空間或法定空地之綠化，應盡量以多樣化地被植物、複層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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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設計取替單一人工草皮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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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捷運開發區之建築物、留設開放空間及法定空地應予適當綠化，其

綠化及綠覆率依「臺北市新建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規定檢討。另

外，本計畫範圍內之建築物應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備及其投

影面積之比率依「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規定檢討。前開 2 種

比率，加總後達 100%為原則。 

(十一) 步行與自行車系統應以安全、連續、平順為首要原則。 

(十二) 車站出入口為市民集中停等之重要節點，應與開放空間或廣場

之設置結合，以舒緩人潮集散，及應留設足夠緩衝空間容受人

潮，並配合設置遮陰、遮雨設施，與周邊騎樓紋理相連接，並具

明顯、可辨識之意象。 

(十三) 為避免土地開發基地之汽、機車出入影響主要道路車流及公共

開放空間品質，其汽、機車出入口應儘可能考量集中設置為原

則。 

(十四) 於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內應提出智慧科技運用計畫(如:智慧電

網、智慧三表、儲能設備、能源管理系統、節水節電、智慧服務

等)。 

(十五) 本計畫建築申請案因基地條件限制，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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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計畫書內原則性

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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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37 站 Y39 站 

圖4  捷運開發區開放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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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財務計畫 

本計畫事業及財務計畫詳表 3。 

表3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使用 
分區 

面積 
(m2)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百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成期

限(註 2) 
經

費

來

源 
徵購 撥用 

土地

開發 
土地徵

購費 
地上物 
補償費 

工程費 
(註 1) 

合計 
徵購

勘測

設計 
施工 

捷運開發區
(編號 1) 2,435    2,288 80 530 2,898 

臺北

市政

府捷

運工

程局 

115
年 
6 
月 

123
年 
6 
月 

專

案

編

列 
捷運開發區

(編號 2) 1,403    163 50 305 518 

註：1.本表所列工程費係指捷運設施土建部分之工程費（僅計入捷運開發基地共構部分之捷運設施土建工

程分擔費用）。 
2.本表所列預定完成期限係指捷運系統工程之預定時程。 
3.本表所列土地取得費及地上物補償費等相關費用依實際核發金額為準，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

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4.本計畫財源籌措係由中央及地方共同負擔。 

 

陸、其他 

    本案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業  務  主  管 

 

承    辦    者 

 

繪 圖 者 

 

校 對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