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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 

案  名：擬定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一小段 341 地號第二種住宅區(特)細部

計畫案 

申請單位：德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  別：擬定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 

詳細說明： 

 

壹、計畫緣起 

本計畫位於至善路三段，東側鄰近自來水雙溪淨水場，臺北市政府

70 年 3 月 17 日府工二字第 08212 號公告實施「變更無污染性之工廠因

都市計畫擴大至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者，為零星工業區（通盤檢討）案」，

本計畫屬保護區內既有存在之合法工廠，且無污染性，因都市計畫擴大

致不合土地使用分區，爰由保護區變更為零星工業區。 

本計畫現況已無工業生產行為，周邊土地亦無工業發展需求，計畫

範圍內已有建築完成領有建築執照（102 年）及使用執照（104 年）之合

法建物，惟建築物現況尚未使用。依臺北市政府 107 年 5 月 29 日府都規

字第 10734174000 號函頒之「臺北市都市發展暨工業區變更策略」檢討

原則，本計畫非屬本府都市發展暨工業區變更策略之不得任意變更之產

業發展核心地區，與臺北市其他工業區相較，基地實屬畸零狹小；另考

量本基地屬外雙溪地區，未來不具工業區設置區位適宜性，爰納入臺北

市政府辦理「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辦理。

該通盤檢討案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11 月 26 日第 958 次會議

審議通過變更本計畫範圍零星工業區為住宅區，並決議(略以):「……三、

本案變更回饋比例不得低於 37％，並請市府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協議



 

2 

書，納入計畫書規定；如未能簽訂協議書者，則維持原計畫。四、本案

工業區土地已申請建築及取得使用執照，建築物尚未使用前，再申請變

更為住宅區，此與一般工業區變更案例不同。本案必須侷限於現有建築

物下進行都市計畫規劃及審議，亦難以要求原地回饋公共設施，以改善

因都市計畫變更而造成之外部環境影響，建請市府斟酌考量提高回饋比

例。」 

本案由土地所有權人依都市計畫法 24 條擬定細部計畫，並考量地

上已有建物無法拆除，難以原地捐贈可建築土地及回饋公共設施用地，

爰回饋部份改採代金及異地捐贈方式辦理，且依上開內政部審議決議，

本案變更回饋比例不得低於 37％，並於本細部計畫就容積率、回饋比例、

回饋方式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等事項予以規範。 

 

貳、原都市計畫情形及發展現況 

一、原發布實施計畫名稱及文號 

表一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整理表 

原公告計畫案名 日期文號 

臺北市都市計畫圖 45.05.04 北市工字第 14417 號 

變更本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計畫(通盤檢討)案，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10 次會議決議通過部份 
68.02.12 府工二字第 01786 號 

變更無污染性之工廠因都市計畫擴大至不合土地使

用分區者，為零星工業區（通盤檢討）案 
70.03.17 府工二字第 08212 號 

變更士林區雙溪段內雙溪小段 750-3 等地號土地部

分道路用地及工業區保護區為工業區保護區及道路

用地案 

74.03.01 府工二字第 0602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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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範圍位於臺北市士林區東南隅，至善路三段南側，東側鄰近

自來水雙溪淨水場（詳圖一與圖二），計畫範圍總面積為 1,587 平方公尺。 

 

 

圖一  基地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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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現行計畫範圍示意圖 
註：本案主要計畫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年 11月 26日第 958次會議審議通過同意本計畫

範圍由零星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 

 

 

參、基地與鄰近土地使用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一）計畫區內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範圍現況為民國 102 年 5 月 28 日取得建築執照，並於 104

年 6 月 24 日取得使用執照在案。現況為地面 6 層、地下 1 層之 1 幢 1

棟 RC 建築(尚未使用)。 

（二）計畫區鄰近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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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臨接至善路三段道路兩側有部分住宅使用，建物樓高約 2

層樓，計畫範圍東側為自來水雙溪淨水場。 

二、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為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一小段 341 地號土地，計畫範圍

總面積為 1,587.00 平方公尺（依據土地謄本登載），土地所有權人為德林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詳表二及圖三）。 

 

表二  計畫範圍土地清冊 

編號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 
土地所有權人 

權利 

範圍 

擬定計畫 

面積(㎡) 

1 士林區 
至善段 

一小段 
341 1,587.00 

德林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 
1/1 1,587.00 

合計  1,587.00 - - 1,587.00 

 

三、交通運輸現況 

（一）周邊道路系統 

計畫範圍周邊半徑 500 公尺範圍主要聯外道路為至善路三段，計畫

道路路寬為 20 公尺，往西連接省道台 2 甲線，通往臺北市中山區(圖

四)。 

計畫區臨接至善路三段，道路兩側已設置約 3 公尺寬人行步道及行

道樹，步行空間環境良好。 

（二）大眾運輸系統 

計畫區可利用距離約 100 公尺之「沙崙」公車站至捷運士林站或劍

潭站；或利用距離約 700 公尺之「翠山莊」公車站，搭乘首都客運銜接

市區大眾運輸(圖四)。 

 



 

6 

 

圖三  計畫範圍地籍套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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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交通運輸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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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設施現況 

基地西側鄰近自來水雙溪淨水場，基地南側 500 公尺範圍內有一處

公園用地，現況為翠山公園(尚未完全開闢)，基地北側計畫道路(至善路)

已開闢使用(圖五)。 

 

圖五  計畫範圍公共設施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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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目標與回饋原則 

一、計畫目標 

（一）配合主要計畫變更工業區為住宅區，擬定細部計畫，促進土地合

理使用，降低對周遭環境衝擊，提升周邊環境品質。 

（二）依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審議規範精神辦理回饋，異地捐贈公共設

施保留地，促進周邊地區公共設施取得。 

（三）既有建物再利用，減少環境負擔。 

 

二、回饋原則 

本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 108 年 11 月 26 日第 958 次會議審議通過，變更本計畫範圍零星工業

區為住宅區，並就回饋部分做下列決議(略以):「三、本案變更回饋比例

不得低於 37％，並請市府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規定；

如未能簽訂協議書者，則維持原計畫。四、本案工業區土地已申請建築

及取得使用執照，建築物尚未使用前，再申請變更為住宅區，此與一般

工業區變更案例不同。本案必須侷限於現有建築物下進行都市計畫規劃

及審議，亦難以要求原地回饋公共設施，以改善因都市計畫變更而造成

之外部環境影響，建請市府斟酌考量提高回饋比例。」 

因本市都市計畫地區內尚無異地回饋之案例，本市亦無訂定相關異

地回饋原則，爰回饋原則參採新北市政府 105 年 1 月 29 日公告實施「變

更泰山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宅區) (中山段 1005 地號等 6 筆土

地)案」(以下簡稱泰山長群案)辦理方式，並依據前開內政部決議及「都

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將回饋比例 37％提高為 40%，改以捐

獻代金折算繳納可建築用地及異地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方式辦理，本案

回饋原則說明如下： 

（一）變更前開發面積 

因本案無法於原地回饋公共設施，須採異地回饋方式辦理，惟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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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變更前應捐贈土地面積，爰假設計畫基地面積為全部可建築用地規模

反推「變更前開發面積」，計算方式說明如下(圖六)： 

 

 
圖六  「變更前開發面積」概念圖 

 

◼ 以計畫基地面積為全部可建築用地規模反推「變更前開發面積」 

＝「申請計畫基地面積/（1-公共設施用地回饋比例%）」 

＝「1,587 平方公尺/（1-33%）」 

＝2,368.66 平方公尺 

 

（二）回饋可建築土地 

依工業區變更審議規範第 6 點，本案應回饋 7%可建築土地，面積

共計 165.81 平方公尺，因現況已建築完成，無法依規定捐贈可建築土

地，故改以捐獻代金方式折算，說明如下： 

1.法令依據：工業區變更審議規範第 6 點、第 8 點規定。 

2.回饋比例：7%。 

3.應回饋可建築土地面積 

＝「變更前開發面積」× 7%  

＝ 2,368.66 平方公尺 × 7%  

＝ 165.81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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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回饋可建築土地捐獻代金價值：捐獻代金之數額，由臺北市政府

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依下列公式計算之：捐獻代金之

數額＝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變更後全部可建築土地之價格（取

最高價計算）×變更後應捐贈可建築土地面積／變更後全部可建築

土地面積。委託查估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但其捐獻數額不得

低於工業區變更後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之一點四倍。 

 

（三）回饋公共設施用地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11 月 26 日第 958 次會議決議，本案

符合審議規範第 12 點（三）因基地畸零狹小，配合都市整體發展而變

更之特殊情形，故得不適用該審議規範全部或一部之規定，得採異地捐

贈公共設施保留地方式辦理，說明如下： 

1.法令依據：依工業區變更審議規範第 6 點、第 12 點。 

2.回饋比例：申請人自願依內政部決議由 30%提升至 33%。 

3.應回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變更前開發面積」× 33% 

＝ 2,368.66 × 33% 

＝ 781.66 平方公尺。 

4.異地捐贈範圍及標的：臺北市都市計畫地區之公園、綠地、廣場、

體育場、兒童遊樂場、道路用地。 

5.應回饋公共設施用地總價值：參考新北市泰山長群異地回饋公共設

施之案例，該案應回饋公共設施用地之總價值，係以計畫範圍鄰近

500 公尺範圍與變更後住宅區使用性質相同土地之平均公告現值 × 

應回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作為計算；並以該總價值換算等同於該總

價值之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以公告現值計算）作為回饋。惟本案

鄰近地區 500 公尺範圍內皆無住宅區，故參考周邊土地使用現況擴

大範圍至基地周邊 2 公里住宅區。爰本案應回饋公共設施用地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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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33%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基地周邊 2 公里內位於士林都市計

畫外雙溪生活圈所涵蓋之全部住宅區土地平均公告現值」計算之。

基地周邊 2 公里共 41 處住宅區街廓，編號由 A 至 AO 如圖七所示。 

6.異地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總價值：「各筆異地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

面積×各筆異地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公告現值」之加總。 

7.由申請人負責興闢異地捐贈之公共設施。興闢費用得以折繳代金方

式辦理。 

8.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管理維護費用。 

 

（四）變更後採容積移轉方式補足建築容積與基準容積之差額 

因本計畫範圍現況已依原都市計畫零星工業區之相關規定建築完

成，變更後建築基地之容積(基地使用執照變更後設計容積)，業已超過

第二種住宅區法定容積 120%之規定，為補足建築容積與基準容積之差

額，爰本案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以古蹟容積移轉或繳納容積代

金等方式補足超出變更後基準容積(實際面積以主管機關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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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基地 2 公里內鄰近住宅區範圍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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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擬定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計畫 

    本細部計畫擬定內容如表三。 

 

表三  擬定土地使用分區表 

位置 擬定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ｍ
2
） 擬定理由 

士 林區 至

善 段一 小

段 341地號

土地 

第二種住宅區(特) 1,587 

促進土地合理使用，

降低對周遭環境衝

擊，提升周邊環境品

質。依所臨計畫道路

寬度、現況既有建築

之容積、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及毗鄰周邊相

同性質使用分區擬

定。 

備註：本表內面積僅供對照參考用，其面積、位置與形狀均應依計畫圖

之規定，以實測及分割面積為準。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使用強度：本案第二種住宅區(特)建蔽率不得超過35%，容積率

不得超過120%。 

（二）其餘管制規定比照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二種住宅區

辦理。 

（三）計畫範圍現況已建築完成，建築基地之容積(基地使用執照變更後

設計容積)，超過基準容積120%部份，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

法」以古蹟容積移轉或繳納容積代金等方式補足超出變更後基準

容積(實際面積以主管機關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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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設施與開放空間 

（一）沿至善路規劃植栽，建築周圍亦規劃植栽綠美化。 

（二）規劃開放空間整體留設，並於西側至善路人行空間與建築間留設

帶狀開放空間，以提升計畫範圍環境品質。 

（三）計畫範圍已規劃三處綠地(草皮)，包括西北側人行空間與開放空

間之隔離綠帶、計畫範圍東側及東南側之隔離綠帶及計畫範圍西

側綠地，除可提供良好視覺景觀外，亦可作為與周邊環境及自來

水淨水場之緩衝空間。 

（四）其餘應考量綠美化，使居住品質更為優良，包含建築物與至善路

間之帶狀空間、地下停車場入口(詳圖八)。 

 

 

 
圖八  開放空間留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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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回饋計畫 

（一） 以繳納代金方式捐贈應回饋可建築土地 

1. 應回饋可建築土地面積 ＝ 165.81 平方公尺。 

2. 應回饋可建築土地捐獻代金價值：捐獻代金之數額，由臺北市政

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捐獻代金之數額＝三家以上

專業估價者查估變更後全部可建築土地之價格（取最高價計算）

×變更後應捐贈可建築土地面積／變更後全部可建築土地面積。

但其捐獻數額不得低於工業區變更後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之一

點四倍。委託查估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二） 採異地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回饋 

1. 應回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 781.66 平方公尺。 

2. 異地捐贈範圍及標的：臺北市都市計畫地區之公園、綠地、廣場、

體育場、兒童遊樂場、道路用地。 

3. 應回饋公共設施用地總價值：「33%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基地周邊

2 公里內位於士林都市計畫外雙溪生活圈所涵蓋之全部住宅區土

地平均公告現值」計算之。基地周邊 2 公里共 41 處住宅區街廓，

編號由 A 至 AO 如圖七所示。 

4. 異地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總價值：「各筆異地捐贈公共設施保留

地面積×各筆異地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公告現值」之加總。 

5. 價值計算時點：異地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總價值、應回饋公共設

施用地價值之公告現值依本案公告實施當期公告現值計算。 

6. 捐贈時點：應於領取變更後使用執照前完成產權移轉予臺北市。 

（三） 開闢異地捐贈之公共設施：本計畫變更後，區內樁位之測設及異地

捐贈公共設施之興闢費用，均由申請人負擔。公共設施開闢費用得

折繳代金方式辦理，計算方式以異地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乘以

捐贈當期各目的事業單位認定開闢單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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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管理維護費用：對於異地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管理維護於領取變更使用執照前一次繳納 25 年之管理維護費用

予臺北市政府。25 年管理維護費用計算公式：25 年 × 200(元/平方

公尺) × 781.66=390.83 萬元核計(實際金額以審定之數額為準)。 

 

五、變更後住宅區公共停車位之提供 

本計畫總規劃戶數為 11 戶，以士林區民國 109 年 3 月底平均戶量

為 2.61 人/戶估計，本計畫引進人口為 29 人，交通部 107 年統計臺北市

每百人持有車輛為 30.5 輛，爰本計畫車輛預估數應為 9 輛(29 人/100 人

*30.5 輛)，計畫區預估數 20%為 2 輛(9 輛*0.2)，規劃做公眾使用之公共

停車空間。 

變更為住宅使用後，依據「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6-1 條，本計畫屬第二類第二組：多戶住宅，扣除免計樓地板面積後，

法定停車位為 23 輛汽車位、27 輛機車位，加計 20%公共停車位後，應

提供 25 輛汽車位、29 輛機車位，目前本計畫共規劃 26 輛汽車位、33 輛

機車位，現況提供數量已可滿足變更後住宅區所需之公共停車位(表四)。

若無法提供預估數之 0.2倍公共停車場或供公眾使用之公共停車空間者，

得改以代金繳納。 

 

表四  停車數量檢討表 

停車位

種類 

現況提供

數量(輛) 

變更使用後法定

停車位數量(輛) 

審議規範車輛預估數

20%公共使用數量(輛) 

應提供總停車位

數量(輛) 

汽車 26 23 2 25 

機車 33 27 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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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申請人為德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

變更審議規範」之規定，由申請人與臺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並應依據

都市計畫書及協議書規定內容，負擔並執行計畫範圍內的開發義務及回

饋內容。 

 

柒、其他 

一、 本計畫範圍建築物應於完成回饋後，始得核發變更使用執照。 

二、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相關法

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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