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單位：京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415-1地號等
產業特定專用區(二)(工)細部計畫案

111年10月26日

公開展覽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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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流程 時間 內容

1 19:00-19:05 主席致詞
會議流程說明

2 19:05-19:20 計畫內容簡報

3 19:20-19:45 現場民眾提問(依發言順序)
及相關單位回應

4 19:45-19:50 結語

細部計畫書圖
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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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申請單位製作細部計畫書圖

市府公告公開展覽30日

變更主要計畫

報內政部逕予核定

市府-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辦理

公開展覽期間
111.10.7~111.11.5
公開展覽說明會
111.10.26

審議通過

細部計畫於臺北市政府
公告公開展覽期間，民
眾有任何主張或意見，
可向「臺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提出，供審議
參考。

二、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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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位置
位於本市南港區東明里，10米計畫道
路以西、市民大道八段以北、南港路
二段41巷以東及南港路二段以南之街
廓範圍內部分土地。

 計畫範圍與面積
包 括 南 港 段 四 小 段 415-1 、 437 、
437-2、437-3、437-4地號等5筆土
地，面積共1,747平方公尺，皆為私有
土地。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二種工業區
及交通用地。

三、計畫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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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範圍屬暫予保留地區(一)

編號 計畫內容

主東7
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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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都市更新單元範圍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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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東1
交通
用地

原屬工業區，前因配合本府捷運系統
南港線工程變更為交通用地，復經捷
運工程局表示已無使用需求，且符合
南港區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內公共設
施用地檢討原則，原則同意變更交通
用地為特定專用區，並得依前開變更
工業區為特定專用區之變更條件辦理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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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107.12.17公告實施)

暫予保留地區(一)原則同意變更為特定專用區位置示意圖

三、計畫內容說明(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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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二)：
建蔽率 45%；容積率 200 %

• 開發範圍：依都市更新單元指示線
開發若實際申請都市更新案之範圍
如有調整，得授權經本市都市更新
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同意後調整， 本
計畫屬編號11-2更新單元 。

擬定特定專用區為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二)位置示意圖

更新單元指示線示意圖

三、計畫內容說明(計畫緣起)

2.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108.1.18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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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專區

第一類
老舊聚落

允許做住宅使用，免回饋
使用管制：
1.住宅使用(雙併住宅、多戶住宅)
2.工三+策略型產業
3.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重要新興產業

第二類
非老舊聚落

做產業使用免回饋
使用管制：
1.工三+策略型產業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重要新興產業

做住宅使用回饋37%
使用管制比照住三

做商業使用回饋40.5%
使用管制比照商三

(本案類型)

三、計畫內容說明(計畫緣起)

2.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108.1.18公告實施)



• 本計畫區業由都市更新案實施者(京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具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415-1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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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三、計畫內容說明(計畫緣起)

109.11.10 申請報核。

110.04.29 第471次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決議(略以)：「…請實施
者與西北側415-1地號之1筆土地所有權人協調是否納入本更新單
元，…」，復經實施者溝通協調後，爰納入該筆土地。

110.11.15 第510次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同意更新單元範圍調整。

111.04.01 辦理公開展覽15日。

• 本計畫依「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工業區、交通用地為特定專用區(南港
段四小段415-1地號等)主要計畫案」規定，配合上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依
都市計畫法第22條，擬訂細部計畫。



 發展定位

 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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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說明(計畫構想)

 開放空間系統

未來計畫新建符合綠建築、智慧及耐震標章之
建築物，並留設舒適之戶外景觀步道，提供高
品質之產業發展環境，鼓勵策略性產業及支援
服務產業進駐，並延續周邊產業活動。

本計畫並無規劃作住宅、商業使用而辦理回饋
之情形，變更後皆規劃作產業使用，不得作住
宅使用。考量變更後不具居住生活性質，為與
第一類老舊聚落有所區別，並有利於土地使用
管理，故擬定為產業特定專用(二)(工)。

透過沿街式開放空間設計，提供舒適便利之休
憩環境。臨市民大道八段側退縮留設5公尺帶狀
式開放空間，供行人通行及留設自行車道。

本案空間使用初步配置構想示意圖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 土地使用強度

2. 土地使用項目
產業特定專用區(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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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認定作重要新興產業使用。

3. 本計畫區基準容積加計都市更新及其他
獎勵容積、容積移轉、增額容積等增加
建築容積，容積總量不得超過基準容積
2倍上限。

4. 本計畫區其他未規定事項，比照第三種
工業區規定檢討。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產業特定專用區(二)(工) 4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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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示意圖

三、計畫內容說明(擬訂計畫內容)



都市設計準則
本細部計畫範圍之開發應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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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核發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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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放空間系統

1. 臨市民大道八段側退縮
留設5公尺帶狀式開放空
間，供行人通行並留設
自行車道，且淨寬不得
少於2.5公尺為原則，並
沿道路境界線進深1.5公
尺範圍內植栽單列喬木
。

2. 退縮留設之5公尺帶狀式
開放空間，供行人通行
並留設自行車道或開放
空間應為連續性鋪面，
如有車道穿越時，其鋪
面仍應連續。

三、計畫內容說明(擬訂計畫內容)



1. 計畫區地下層開挖範圍以不超過法定建蔽率加10%為上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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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計畫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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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建築基地開發應納入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設施設計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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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車輛出入口應與停車場出入口整併規劃以1處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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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設計

(三)交通規劃及停車空間管理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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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植栽設計管理：本計畫區臨市民大道側，未來應配合植栽設計規劃，加強與周邊
綠帶系統之串聯。

三、計畫內容說明(擬訂計畫內容)



事業及財務計畫

其他

本案開發之經費，依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為準。

一、實施者應自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起二年內申請建造執照。未依
前述時程辦理者，應回復工業區(第二種工業區)。

二、本細部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等相關
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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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說明(擬訂計畫內容)



1. 都市發展局首頁 → 公展公告 → 都市計畫公展

都市發展局網址：https://www.udd.gov.taipei/

2. 下載書圖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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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方式



個人資料務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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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展期間意見表達方式
途徑1 途徑2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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