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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擬定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四小段 154地號社福及

機關用地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 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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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條 

詳細說明：  

壹、 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範圍坐落於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四小段 154地號土地，

位仰德大道二段東側與莊頂路北側所圍之街廓內，面積 5,502 平方

公尺，詳圖 1。 

 

 細部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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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要計畫概述 

依「變更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配合陽明教養院改建）機關

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地主要計畫案」，已由機關用地變更為社福及

機關用地，並將 67 年公告之「變更士林區永福段拔仔埔小段 197-

2 等地號保護區為機關用地案」中「惟臨北陽公路東側部份土地，

應以現有道路中心線為準，保留三十公尺深度為空地。」之規定予

以刪除。計畫範圍位置示意圖，詳圖 2。 

 

 主要計畫範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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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構想 

本計畫範圍內之永福之家建築物自民國 71 年啟用迄今，已

逾 40年，係屬列管之「臺北市政府市有建築物經鑑定屬高氯離子

混凝土建築物」，該建物因結構補強不符經濟效益，經本府核准朝

拆除重建方向辦理，相關計畫構想如下： 

一、 本計畫重建後之土地及建物使用規劃 

本計畫重建後之土地使用，係作社會福利設施使用，為本府興

闢之全日型身心障礙住宿機構，故建蔽率及容積率比照臺北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中機關用地之規定辦理。 

本計畫重建後將收容中度以上之智能障礙者或合併肢體障礙

之多重障礙者，建築物應滿足身心障礙者的無障礙使用及室內活

動空間需求，並應考量院生之安全及水平逃生，透過配置圍牆、採

低樓層建築為主要設計。 

此外，本計畫位於山坡地，周邊臨接保護區，因此建築景觀應

與自然環境協調，朝向基地綠化、透水性鋪面、避免光害來設計，

並以綠建築為導向。因此，本計畫擬定都市設計管制，除規範身心

障礙者空間需求外，亦得與周邊保護區環境融合。 

二、 擬定臨路退縮建築管制，除符合本計畫土地使用需求，亦維繫

仰德大道兩側優良視覺景觀 

(一) 67年「變更士林區永福段拔仔埔小段 197-2等地號保護區為

機關用地案」載明「臨北陽公路（現為仰德大道）東側部分土

地，應以現有道路中心線為準，保留 30公尺深度為空地」之

規定，然本計畫受限於倒三角形基地形狀，倘保留 30公尺深

度為空地將導致建築配置困難，且可能致使樓層過高，除造

成景觀衝擊外，亦不符合身心障礙機構考量逃生、救災與室

內活動為主的低樓層建築配置。 

(二) 參酌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110 年「臺北市永福之家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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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規劃服務案」先期規劃報告書中模擬之配置方案(詳附

件)，倘自仰德大道中心線退縮 30 公尺，在考量低樓層建築

的需求下，總樓地板面積僅能配置辦公、住宿等必要空間，惟

將大幅減少室內運動、教學的活動空間，不符合本計畫設置

身心障礙住宿機構之空間需求；然若縮短退縮距離，則可配

置較大之單樓層建築面積，相較之下也能使收容者有更多室

內活動空間，並有較大彈性能配置出符合身心障礙逃生需求

的水平式及階梯式建築量體。 

(三) 本計畫範圍南側之自來水事業用地，與本計畫同為公共設施

用地且臨接仰德大道，依 96 年公告之「變更臺北市士林區至

善段四小段 474 等 3 筆地號部分土地保護區為自來水事業用

地計畫案」，其規範臨仰德大道側需退縮 6 公尺建築；而位於

本市文山區萬隆東營區之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亦屬本府興闢之

身心障礙住宿型長照機構，於 107年「臺北市文山區興安段二

小段 583-2 等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準則」內，規範臨興隆路二

段、仙岩路側應退縮留設 6公尺以上帶狀式開放空間為原則。 

(四) 綜上，考量本計畫之低樓層建築量體設計、開放空間之留設、

仰德大道人行動線系統之配置及與周邊地區景觀環境融合，

應留設合適帶狀式開放空間，以提供市民友善步行空間，故

本計畫透過都市設計管制，於臨接仰德大道二段路側應退縮

留設 6 公尺之無遮簷人行道；此外，考量莊頂路側亦有本計

畫職員及市民步行使用需求，故臨莊頂路側應退縮留設 4 公

尺之無遮簷人行道。 

三、 滿足基地衍生停車需求前提下，減設停車位設置，以解決基地

條件限制 

因應收容者無駕駛車輛能力，且於收容者安全考量下亦無民

眾洽公需求，因此本計畫範圍實際停車需求低，經評估重建後，基

地衍生之停車位需求量遠低於法定車位檢討量。又本計畫範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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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山坡地，周邊臨接保護區，且基地下方屬安山岩，質地堅硬開挖

難度高，應避免深度開挖，以維持原有林相及坡地之原有自然環境

與生態。故法定停車位設置數量得予以減設，惟仍需滿足基地衍生

之停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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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交通服務評估 

一、 停車需求分析 

本計畫為收容多重障礙者之全日型住宿機構，無民眾洽公之

停車需求。而本計畫所收容之院生（智能與肢體障礙者）亦無駕駛

能力，故均以復康巴士於市區定點接送。 

此外，本計畫院生多為極重度身障，有情緒行為問題無自我保

護能力，因防疫感控及安全考量，停車並無對外開放，僅供員工使

用。又本計畫遠離市區，周邊亦無住宅聚落，因此實質停車需求低。 

本計畫於 111 年 3 月調查現行永福之家之現有員工運具使用

率，使用汽車約佔 20.83％、使用機車約佔 50％，其餘則為搭乘大

眾運輸或接駁車，約佔 29.17％。 

本計畫重建後規劃之員工數約為 120 至 125 人，採輪班制，

日班約 65 至 75 人，夜班約 20 人，而重建後員工多數沿用，故各

運具比照現況使用率推估，以日班使用人次為上限，則停車位需求

推估如表 1，汽車位需求數 16 位，機車位需求數 38 位。 

表1 本計畫(永福之家)現有員工各運具使用率及重建後車位需求數表 

運具別 汽車 機車 大眾運輸 機關接駁車 合計 

現有員工各運具使用率 20.83% 50.00% 16.67% 12.50% 100% 

重建後車位需求數 14~16 33~38 - - - 

依據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110 年「臺北市永福之家重建工程

先期規劃服務案」先期規劃報告書（詳附件），案內之總樓地板面

積為 18,563 平方公尺，地上一樓至七樓層之社會福利機構之容積

樓地板面積為 12,627 平方公尺，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第 86條之 1規定檢討之法定停車數量，為汽車 57輛、機車 127

輛，而本計畫上開推估之需求數為汽車 16 輛、機車 38 輛，遠低

於法定停車數量。 

本計畫為全市主要提供中度以上多重障礙者之公辦收容機構，

該用地重建後仍將作為全日型身心障礙機構用途 50至 7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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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無轉用為其他目的事業機關使用需求，停車需求穩定。 

二、 法定停車位減設之效益 

依前述停車需求之分析，本計畫擬減設法定停車位數量，以符

合實質使用需求，亦達到土地利用之適宜性，其效益如下： 

(一) 本計畫因土地使用之特殊性，故停車需求相對偏低，減設法定

停車位符合全日型住宿式機構實質使用上之合理性及重建後

之經濟效益。 

(二) 本計畫屬於山坡地，且周邊臨接保護區，法定停車之減設可避

免深度開挖，以維繫坡地之原有自然環境與生態。 

(三) 本計畫範圍基地下方屬安山岩，質地堅硬開挖難度高，所需經

費相對高於一般地質，故減設法定停車位能減少不必要的開挖，

避免支應無使用需求之工程成本，也避免未來有停車空間上之

閒置。 

依上述理由，故於本計畫訂定法定停車位得酌減之規範。 

三、 大眾運輸接駁計畫 

本計畫員工除了自行駕車、搭乘公車來往外，永福之家亦提供

交通接駁車供員工搭乘，接駁計畫如後： 

(四) 每日上、下班期間提供一班交通車予工作人員搭乘，可由永和

耕莘醫院、捷運士林站乘車抵達永福之家。交通車為中型巴士，

可搭乘 22 人。 

(五) 倘周末院生有返家需求，永福之家亦提供交通車協助，於每周

六及周一提供 6班交通車接駁院生至圓山、北投、西門等定點，

讓家長來於各定點接送院生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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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擬定計畫內容 

一、 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位置為士林區至善段四小段 154 地號，位於仰德大道

二段東側與莊頂路北側，依主要計畫之指導，擬定細部計畫為社福

及機關用地。計畫內容及面積情形，詳表 2： 

表2 計畫內容一覽表 

地段地號 用地名稱 
面積(平方

公尺) 
擬定理由 

至 善 段 四 小 段

154 地號 

社福及機

關用地 
5,502 

1. 配合主要計畫擬定細部計

畫為社福及機關用地 

2. 本基地未來設置全日型身

心障礙機構，並作社會福

利、機關等相關使用。 

註：本表面積僅供對照參考之用，用地實際形狀、大小及位置應依本表備註所示地籍分割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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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定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四小段 154地號社福及機關用地細部計畫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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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 使用強度 

建蔽率及容積率依照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之機

關用地規定辦理。 

(二) 法定停車位 

1. 小汽車停車位數得酌予減設，但不得低於依「臺北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之 50%。 

2. 機車停車位數得酌予減設，以不低於「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規定之 50%為原則或得提出確實之機車停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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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際需求設置之。 

(三) 都市設計管制 

1. 開放空間 

(1) 本計畫臨仰德大道二段路側以退縮留設 6 公尺之無遮簷人

行道為原則；臨莊頂路側以留設 4 公尺之無遮簷人行道為

原則。 

(2) 開放空間或法定空地之綠化，以多樣化地被植物、複層綠

化方式設計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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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築基地指定留設帶狀式開放空間應避免地下室開挖，並

應採透水性鋪面。 

(4) 開放空間應為連續鋪面及無障礙設計，但於車道出入口部

分，應有明顯區劃設計，地坪高程應與臨接之公共開放空

間及人行道順平。 

(5) 建築基地綠覆率達 100%為原則。 

2. 建築設計 



11 

(1) 進、排風口應與建築物整合並予綠美化。 

(2) 建築物各層使用機能應考量使用者逃生能力作配置，肢體

障礙或及行動能力較差者應以配置於低樓層為原則。 

(3) 立面色彩以中高明度中低彩度為主，與環境協調、提升視

覺舒適原則。 

(4) 建築物照明應考量入住長者、身心障礙者等使用者需求，

避免對人或環境造成光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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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案範圍內新建建築物均應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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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因身心障礙機構管理所需而須設置圍牆，圍牆以透空率不

得小於 70%為原則。 

3. 建築基地交通規劃及停車空間 

本計畫基地車道出入口以設置於莊頂路路側並集中設置

於一處為原則。 

4. 本都市設計準則要點中部分列為「原則」性之規定，經由「臺

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得不受原則性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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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設計準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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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之主辦單位為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相關經費由臺北

市立陽明教養院編列預算支應，預計投入開發經費約 26億元。實

施進度及經費仍得視實際情況酌予調整。 

表3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項目 
面積(平

方公尺)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

費(億元) 
主辦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來源 

社福

及機

關用

地 

5,502 已由臺北市立

陽明教養院持

有並管理 

26 臺北市立陽

明教養院 

117 年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編列

預算支應 

柒、 其他 

其他未規定事項悉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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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0 年「臺北市永福之家重建工程先期規劃服務案」先期規劃報告

書摘錄 

 

 

 



16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繪 圖 員 

業 務 主 管  

   

承 辦 人 員  校 對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