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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溫泉地區為市民假日重要休閒據點，然因

其土地絕大部分屬於山坡地保護區，數十年來的零星開發已造成當

地建物、管線、景觀凌亂；另外溫泉資源毫無管制的浪費、廢水直

接排入河川，同時造成環境生態的二度破壞。為了保育及永續利用

珍貴的溫泉資源及提升溫泉產業品質，中央於92年7月公布「溫泉

法」。緣此，本府於93年推動溫泉特定專用區之都市計畫檢討作業，

以本府93年調查列管之既有行義路業者輔導其合法經營，並擬以都

市計畫變更訂定開發許可管制，輔導土地合宜利用，減少環境破壞。 

 

    依溫泉法第13條之精神：「溫泉區之劃設，應優先考量現有已

開發為溫泉使用之地區，涉及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變更… 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理變更」，臺北市政府 102年 10月 8日府都規字第

10202951300號公告實施「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49地號等

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第一階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

定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主要計畫案」，劃定行義路地

區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另配合主要計畫修訂部分內容，103年3月

28日府都規字第10300251700號公告實施「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

一小段49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第一階段：可申請變

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細部計畫案」之

「開發許可審查原則」，係以行義路兩側溫泉發展及考量現況地形，

使溫泉發展較能集中分佈，減少環境破壞。 

 

    本計畫配合溫泉法之公布辦理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並依前開都

市計畫變更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以環境資

源永續利用為前提，訂定全區發展管制，兼顧溫泉產業及環境保育

之永續發展。 

 

    本計畫範圍內係臺北市政府93年列管之既有業者：黃金泉溫泉

會館(原集客)(行義路300巷5號)，依規定申請溫泉使用計畫，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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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核定在案，詳附錄五；且溫泉使用計畫申請人

同意由御湯會館有限公司依「臺北市政府受理行義路溫泉開發許可

案標準作業流程」申請開發許可，依都市計畫規定變更為「溫泉產

業特定專用區」。 

 

    本計畫區位於102年主要計畫劃設之C區開發許可範圍，基地位

於現有道路行義路300巷西北側，東南側基地緊鄰道路，周圍皆為其

他溫泉會館用地或保護區。本案依計畫申請程序，106年10月19日經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481次委員會審議

案修正通過 C區整體規劃，後依 107年 1月 16日府都設字第

10641254000號函准予核定在案；107年4月16日經前開委員會幹事會

議個案基地修正後通過，108年7月25日委員會決議修正後通過，續

由申請人擬具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細部計畫書、圖草案提送臺北市

政府辦理都市計畫變更。 

 

    本案依前開計畫開發許可規定，為促使溫泉資源永續利用、強

化地區管理機制，使溫泉產業永續發展，爰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

項第3款辦理都市計畫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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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02年「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49 地號等保護區為溫

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第一階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

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主要計畫案」可申請開發許可範

圍及本計畫基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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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都市計畫情形及現況分析 

一、原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詳表一） 

表一 原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名稱及文號 

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及文號 

為陽明山管理局轄區士林、北投兩地區主

要計畫乙案 

59.07.04 府工二字第 

29248號 

變更臺北市士林區、北投區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通盤檢討）用地 

70.05.28 府工二字 

21745號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大屯段秀山段及行義段

部份保護區為電力設施用地（供輸電鐵塔

使用）計畫案 

 

89.12.11 府都二字第 

8910677600號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49地號等

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第一階

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

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主要計畫案 

102.10.08 府都規字第 

10202951300號 

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49地號等

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第一階

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

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細部計畫案 

103.03.28 府都規字第 

10300251700號 

修訂『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49地號

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第一階

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

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細部計畫案』-開發

許可審查原則規定案 

105.08.02 府都規字第 

105359884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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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許可範圍整體規劃概況 

（一）全區整體規劃 

1.整體規劃劃設原則 

本案整體規劃分為兩部分：一為本案主要計畫書規定劃設之開發

許可分區(A、B、C、D等4區)，此部分由業者自行整合規劃，並經本

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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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分區間之串聯及整合並經前揭審議會把關。二為公共設施部分，先

由本府產業發展局委託顧問公司就整體公共設施服務進行整體規劃，

再由本府各權責機關分別就計畫道路開闢、溫泉水取供、汙水處理等

進行規劃及施作。 

2.通案都市計畫及開發許可機制 

（1）整體規劃、個別開發 

依本府102 年10 月8 日府都規字第10202951300 號公告「變

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49 地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

用區(第一階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

處理原則)主要計畫案」內載明，依現況地形及現有業者集中分布

位置將開發許可範圍劃分為A、B、C、D等4個分區分區內申請開發

時由申請人負起整合責任進行分區整體規劃，並經本府審核通過

後作為分區之整體開發原則，始得進行分區內個別基地開發，並

就全區之道路退縮、開放空間、建築設計、防災避難等項目訂有

一致性之規範，包含： 

A. 申請開發許可基地應臨接既有出入道路或都市計畫道路，建築

基地臨接之面前道路為行義路 300 巷、402 巷者，其道路不足 8

公尺部分至少需退縮補足 8 公尺以上。 

B. 基地土地應完整連接，為產業道路分隔者，視同完整連接。基

地內公有土地或未登記土地，應依規定取得同意合併開發或核

准讓售之文件。 

C. 「限制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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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開發區域內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超過 30%者為限制發展區，不

得計入建築基地面積檢討建蔽率容積率，但可計入開發申請

基地範圍。 

b、 位於「臺北市環境地質資料庫」中地質災害敏感區、山崩潛

感區及地質法公告之地質敏感區不得申請開發為原則。 

c、 河川區為限制發展區。 

d、 開放空間為因應重大災害或緊急救災之需要，其面積 40％以

上應集中設置作為防災避難使用之廣場或草坪空間。 

（2）溫泉水總量管制 

由本府自來水處擔任溫泉取供事業主體，統一聯合供應溫泉水。

由「行義路溫泉取供事業」公告可供給溫泉總量下，開放本區溫泉

業者申請。本區受限於溫泉泉量之供應，若申請案已達「行義路溫

泉取供事業」之公告可供給溫泉總量時，則不再受理溫泉使用案之

申請。 

（3）開發期限 

   通案細部計畫公告實施後三年內（106年3月28日）提出開發

許可申請。由申請人自行擬具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循程序變更

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其餘仍應依保護區相關規定辦理。 

（4）區內公共設施自行闢設 

為建構高品質服務機能，並從開發者受益、使用者付費及公共設

施成本內部化等原則，申請開發所衍生之污水處理、停車場、接駁

專車停車用地等公共服務性設施，由業者自行闢設，以「兼顧環境

保育與公共利益」及「促進溫泉產業永續發展」為目標，整合周邊

環境資源，結合公私部門力量，促進業者與居民互動，塑造地區特

色。 

3.公共設施配套 

（1）公共工程 

臺北市政府亦基於輔導業者及促進地區發展、打造優良觀光地

區之政策目標，為推動本區發展，臺北市政府針對整體開發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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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範圍已逐年投入相關建設，包括行義路300及402巷路面改善

及拓寬工程、行義路汙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溫泉水取供設施

等皆陸續完工。 

A.行義路路面改善工程：於105年對行義路402巷至行義泉源路

口雙號側部分設置人行道，並於靠近泉源路口處設置後車彎。 

B.既有山區道路改善工程：自105年底逐步針對行義路300巷及

402巷、紗帽谷便橋進行道路設計及工程，將巷口坡度、高程及

道路轉角、迴轉半徑檢討，並於108年1月完成改善。 

C.行義路溫泉取供事業：針對溫泉水有效的總量管制做規劃及

管控，於行義路/龍鳳谷產業道路交叉口興建溫泉取供設施，整

體工程已完成主體工程並於108年1月正式供水。  

D.行義路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因應溫泉產業專區後續之溫

泉廢汙水，避免直接排放至磺溪，規劃於行義路300巷設置汙水

井，整體衛生下水道管線也一併自行義路192巷口延伸至本區，

並於106年9月完工。 

（2）公部門與開發業者之公共設施規劃介面整合 

公共設施包含人行道、步道、入口意象、停車場、路燈、座椅、

候車亭、人車指示牌等，依臺北市政府2018年「行義路溫泉區

地質景觀保育整體規劃」總結報告書之公共設施系統規劃為原

則，協調申請開發業者共同配合設置。(詳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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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行義路溫泉區整體公共設施配置構想 

(資料來源:產發局行義路溫泉區地質景觀保育整體規劃總結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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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運輸規劃 

本案交通運輸先經分區規劃，續由A、B、C、D區共同整合後

於108年1月11日提送「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

定專用區(A、B、C、D區)新建工程交通影響分析」報告書至交通局等

相關單位，就交通容受力、停車需求與人車動線做全區規劃評估；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於108年8月1日以北市交規字第1083004137號函表

示無意見，內容摘錄如下： 

（1）人車動線規劃 

本計畫區出入口規劃於行義路(12M)、行義路402巷(8M)及

300巷(8M)，皆為雙向車道。目前產專區內之行義路本線、區內巷

道及市府已建設之步道為基礎，配合各業者申請範圍規定臨道路

須留設至少1.5公尺的人行空間，將A~D區人行動線進行銜接與整

合。 

停車場出入口及退縮人行道之兩側保留開闊視距，於出入口

設置警示燈，加強燈光照明，以維護人車通行安全；同時透過內

部退縮，提供足夠停等空間。停車場出入口鋪面採防滑硬質鋪面

處理，並區隔辨別車道與行人空間，增加行人通行安全。 

（2）交通容受力分析 

由各開發類別衍生人旅次及車旅次，可推估未來本計畫區興

建完成後吸引與產生之旅次量。考量基地現況聯外道路寬度與坡

度無法讓大客車行駛，以及未來將提供往返捷運明德站之接駁車

服務，因此旅館客房實際調查資料依據基地交通環境進行調整，

遊覽車為 0%、汽車 81.2%、機車 4.6%、計程車 3.0%、大眾運輸

6.2%及接駁車5.0%。 

有關基地目標年之道路交通量預測，本計畫參考大臺北地區

近5年機動車輛成長比率為0.71%，以及臺北市北投區近5年機動車

輛成長率1.01%，為避免低估基地周邊道路自然成長量，本計畫採

用較高之臺北市北投區近5年機動車輛成長率，將目標年(民國111

年)之自然年成長率訂為1.01%，進行目標年基地開發前之晨、昏

峰時段路段及路口服務水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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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年基地開發後，僅例假日尖峰小時及溫泉尖峰小時行義

路於行義路260巷至行義路300巷往北路段，服務水準下降一級為D

級，其餘各路段服務水準仍維持與開發前相同，皆可維持於D級以

上。 

圖三 計畫區主要進、離場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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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目標年行義路溫泉區開發後平常日晨、昏峰主要路段服務水

準分析表(速限為 50 或 50 以下) 

道路 路段 方向 容量 

晨峰小時(8-9) 
溫泉離峰 

昏峰小時(18-19) 

衍生
量 

交通
量 

V/C 
旅行速
率 

服務
水準 
開發
前→ 
開發
後 

衍生
量 

交通
量 

V/C 
旅行
速率 

服務
水準 
開發
前→ 
開發
後 

行義路 

行義路

260巷- 

300巷 

往南 950 116 358 0.38 33.1 B→B 155 351 0.37 34.0 B→B 

往北 950 27 278 0.29 27.4 C→C 306 477 0.50 26.3 C→C 

行義路

300巷- 

402巷 

往南 950 0 260 0.27 32.3 B→B 0 258 0.27 33.1 B→B 

往北 950 0 251 0.26 29.7 C→C 0 220 0.23 30.5 B→B 

行義路

402巷-

泉源路 

往南 950 3 267 0.28 30.9 B→B 38 314 0.33 31.2 B→B 

往北 950 14 272 0.29 31.4 B→B 19 245 0.26 31.2 B→B 

行義路 

402巷 

行義路

-停車

場 

往東 800 3 28 0.04 26.0 C→C 38 109 0.14 24.5 D→D 

往西 800 14 35 0.04 25.9 C→C 19 59 0.07 23.8 D→D 

行義路 

300巷 

行義路

-停車

場 

往東 800 27 42 0.05 26.6 C→C 306 336 0.42 25.3 C→C 

往西 800 116 127 0.16 27.0 C→C 155 174 0.22 26.2 C→C 

註：交通量單位為 PCU，速率與速限單位為 K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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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目標年行義路溫泉區開發後例假日尖峰主要路段服務水準

分析表(速限為 50 或 50 以下) 

道路 路段 方向 容量 

尖峰小時(18-19) 溫泉尖峰小時(19-20) 

衍
生
量 

交通
量 

V/C 
旅行
速率 

服務
水準 
開發
前→ 
開發
後 

衍生
量 

交通
量 

V/C 
旅行速
率 

服務
水準 
開發
前→ 
開發
後 

行義路 

行義路

260巷-

300巷 

往南 950 155 410 0.43 30.4 B→B 222 477 0.50 30.3 B→B 

往北 950 306 602 0.63 23.8 C→D 328 623 0.66 23.2 C→D 

行義路

300巷-

402巷 

往南 950 0 293 0.31 29.7 C→C 0 293 0.31 29.7 C→C 

往北 950 0 334 0.35 29.0 C→C 0 334 0.35 29.0 C→C 

行義路

402巷-

泉源路 

往南 950 38 367 0.39 29.6 C→C 40 369 0.39 29.5 C→C 

往北 950 19 433 0.46 30.5 B→B 27 442 0.46 30.4 B→B 

行義路 

402巷 

行義路- 

停車場 

往東 800 38 118 0.15 23.1 D→D 40 121 0.15 23.1 D→D 

往西 800 19 98 0.12 23.4 D→D 27 107 0.13 23.4 D→D 

行義路 

300巷 

行義路- 

停車場 

往東 800 306 378 0.47 25.2 C→C 328 399 0.50 25.4 C→C 

往西 800 155 272 0.34 23.1 D→D 222 339 0.42 22.7 D→D 

註：交通量單位為 PCU，速率與速限單位為 K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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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停車需求分析 

本計畫各分區依據開發興建之樓地板面積檢討停車位設置，

各基地停車供給應以滿足自需性需求為原則，並能因應未來發展

需求，避免停車需求外部化，造成外部停車供給負荷。 

本計畫餐廳及泡湯設施停車需求，依據各基地預計進駐人數，

人員分時進出情況，以及運具分配率(汽車71.4%、機車10.9%)、

乘載率(汽車2.6人/車、機車1.3人/車)計算其停車需求；旅館停

車需求依據各基地旅館房間數(滿房狀況下)，以及運具分配率

(汽車81.2%、機車4.6%)、乘載率(汽車2.66人/車、機車1.67人

/車)計算其停車需求；員工每日分2班，停車需求依據每班人數，

以及運具分配率(汽車9.6%、機車71.1%)、乘載率(汽車1.0人/車、

機車1.0人/車)計算其停車需求；本計畫整體開發階段各區內之

各基地設置車位數皆可滿足內部自需性停車需求，未來待個案開

發時，除檢討法定停車位，應進一步針對實際的營運情形推估停

車需求，屆時停車數量應同時符合法定規定及滿足自身停車需求，

避免因基地停車需求外部化，造成道路外部停車供給負荷，另本

計畫區於C區規劃1處公共停車場提供使用，預計可規劃汽車位14

席、機車位18席提供民眾停放使用。 

表四 全區基地整體汽車與機車停車供需檢討彙整表 
項目 A區 B區 C區 D區 合計 

自需性需求
(A) 

汽車 66 152 112 72 402 

機車 45 96 85 42 268 

實設車位(B) 
汽車 94 251 146 88 579 

機車 51 277 199 102 629 

實設車位是否
滿足自需性需
求(A)≦(B) 

汽車 是 是 是 是 是 

機車 是 是 是 是 是 

資料來源：「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

(A、B、C、D區)新建工程交通影響分析」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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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客車替代規劃  

本計畫部分基地規劃有旅館設施，各基地皆可滿足自需性停

車需求，本計畫考量基地現況聯外道路寬度與坡度無法讓大客車

行駛，未來如團客使用大客車或中型巴士之需求，將引導大客車

或中型巴士至C區之公共停車場停放，另本計畫西北側現有龍鳳谷

停車場，現規劃大客車停車位5席，距離行義路402巷約400公尺，

未來亦可引導大客車或中型巴士至龍鳳谷停車場停放，並利用各

基地之9人座接駁車輛往返C區公共停車場或龍鳳谷停車場。  

(5)大眾運輸鼓勵計畫  

本計畫區內各開發單位將印製相關大眾運輸場站位置與大眾

運輸路線圖，並放置於服務台、客房內部、餐廳及泡湯等，此外

亦將加強對於自身員工宣導，以達大眾運輸導向之目標。開發單

位將於飯店網站提供交通動線圖，提供駕駛者參考，以引導車輛

迅速進入基地。另計畫區內各開發單位皆規劃有9人座巴士，接駁

預約之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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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接駁車規劃 

本計畫開發為溫泉旅遊業，為降低私人運具對周邊交通影響，

營運後溫泉協會將與客運業者合作，規劃接駁巴士供遊客使用，

初步營運計畫為： 

1 路線 (1) 於捷運明德站前等候接駁巴士。 
(2) 提供兩條接駁路線：一為由 402 巷進入 300 巷駛出；

二為由 300 巷進入 402 巷駛出，路線總長約 5.0 公里 
2 班次

時間 
接駁服務時間為 每日7:30-22:00。 
固定每15分鐘1班，行駛時間約20分鐘。 

3 輛數
車型 

20人座中型巴士4輛。 

4 備註 (1) 本案另自行提供預約制小型 9 人座接駁巴士。 
(2) 本計畫將視未來營運情況，調整接駁路線、班次及時

間。 

圖四 接駁巴士小範圍路線(捷運明德站周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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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 接駁車計畫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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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 全區接駁車停車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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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區整體規劃 

1.C區整體規劃 

    臺北市政府102年10月8日府都規字第10202951300號公告實施「變

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49地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

(第一階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

主要計畫案」，於計畫範圍內劃設A、B、C、D共4個可申請開發許可範

圍，並規範分區內申請開發時應由申請人負起整合責任進行分區整體

規劃，經本府審核通過後做為分區之整體開發原則，始得進行分區內

個別基地申請開發許可。 

 

    本計畫範圍屬102年主要計畫劃設之C區開發許可範圍，經C區整體

規劃可開發及不可開發區、建築配置及開放空間、交通、人車動線及

步行系統、防災等事項，106年10月19日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481次委員會審議案修正通過C區整體規劃，始

辦理個別基地之都市計畫變更(整體規劃相關內容如圖七、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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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分區整體規劃範圍及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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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分區整體規劃人車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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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 分區整體規劃防災及逃生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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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區公共設施計畫 

（1）汙廢水處理計畫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衛工處為提升行義路溫泉特定區汙水收集

處理效能，擬定「溫泉特定區」汙水下水道系統規劃路線及設置

方案，主要沿行義路佈設，目前計畫區內設置2處揚水站，已於

106年建置完成。C區依此計畫配合納管尚無困難。 

考量溫泉業溫泉汙水「量大質小」之特性，全區廢汙水與餐

飲、遊憩廢汙水將採分流處理。 

C區各開發業者將依其開發期程，未來將分別各自申請納管。 

（2）垃圾處理計畫 

C區各開發業主有關營運廢棄物之處理，均將於個別基地內設

置初步收集空間後交由「環保公司」進行處理。 

（3）自來水處理計畫 

依自來水事業處規劃之自來水管線系統及衛工處規劃之汙廢

水系統，大地處公告之道路依C區整體計劃，彙整規劃公共設施計

畫圖十。 

（4）電力電信設施 

套繪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提供之電力電信位

置圖，待未來各家業者於個案開發時有異動，將再行向相關單位

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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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 C區公共設施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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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地現況 

（一）位置及面積 

    基地位於現有道路行義路300巷西北側，東南側基地緊鄰

行義路300巷，周圍皆為其他溫泉會館用地或保護區（詳圖十一）。

面積約2,234.83平方公尺。 

圖十一  基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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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區為計畫整建而暫停營運之黃金泉溫泉會館，基

地內既有建物為1至2層建築，以木造、鐵皮為主要結構，次為磚

造、玻璃及RC材質，將全部拆除並做適當規劃與合法重建。 

 

 

 

  

 
 
 

基地主要出入口 基地旁公共停車場 
 

 

 

 

 

 

 

 

 

 

基地內既有通路與建物 

 

 

 

 
 

 

 
 

基地內既有建物 基地面前道路(300 巷) 

（三）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為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66、67-1、67-2、71

地號等4筆土地之局部皆為公有土地，詳表五、圖十二。計畫變更

後應辦理局部土地之地號分割，實際面積應以分割後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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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土地權屬表 

地段 地號 土地謄本 

面積(m²) 

主要計畫範 

圍面積 (m²) 
所有權人 公、私有土 

地面積比例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行

義

段

一

小

段 

66(部分) 9,098.20 1374.19 中華民國 

 

(管理機關: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公有土地共

2,234.83 m²，

比例 100% 

67-1(部分) 1,306.36 199.32 

67-2(部分) 496.88 386.53 

71(部分) 1,736.99 274.79 

共 計 2,234.83  
 
 

 圖十二 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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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環境現況 

1.地形 

    本基地坡度30%以下土地約 1,858.55平方公尺，占總基地

面積 83.17%；坡度位於30~40%之土地約 243.82平方公尺，占

總面積 10.91% ；坡度40%以上土地約 132.46平方公尺，占

總面積 5.93%（詳圖十三）。 

2.地質 

    由地質調查資料及鑽井岩芯顯示基地主要位於木山層基

盤上，地表為沖積層覆蓋。經野外調查與分析，基地所處坡

地傾向方位(S30°E)與基地基盤傾向方位(S50°W)相交大於

20°，未屬順向坡，無順坡面滑動之虞；另基地並未在露頭地

區範圍內，地下水位以下為火山岩礫石及岩層，屬非易發生

液化土層，經地質資料庫系統查詢屬低液化潛勢區。 

    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環境地質資料庫，本區無地質災害

敏感區、山崩潛感區及地質法公告之地質敏感區，無土石流、

影響開發之順向坡、落石、惡地、及棄土等潛在地質災害。 

    綜上，從地質分析而言本基地適合開發利用（詳圖十

四）。 

3.氣候 

    本計畫範圍位於陽明山與臺北盆地間，故以中央氣象局

竹子湖（EL.670M）山區測站及平地的臺北站（EL.6.7M）資

料為主。在氣溫方面，山上最高溫以7月平均攝氏24.8度最高，

一月平均溫攝氏11.9度最低；山下則以7月平均攝氏30.4度最

高，二月平均攝氏16.4度最低。 

4.動植物生態 

    磺溪周邊及行義路西側山林地區動植物資源較為豐富，

依「磺溪水文、水理分析檢討規劃案」，2003年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養工處調查植物有167種，包括臺灣欒樹及臺灣水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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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有17種包括五色鳥及斑頸鳩等，另有其他種類動物、魚

類等生物。 

5.水系分布 

    本計畫區東側有磺溪流經，磺溪屬大屯山放射狀水系之1

支，又稱南磺溪，主流全長約10.5公里，主要支流有竹子湖

溪、陽明溪、湖底溪、松溪等4條。其集水面積約16.81平方

公里。目前磺溪沿岸人為活動熱絡，自上至下游多被攔水引

為商業或家庭用水，致使河谷呈現嚴重乾涸。 

（五）溫泉資源現況分析 

1.溫泉泉源 

    行義路溫泉屬大屯火山系南磺溪流域之雙重溪溫泉區， 

係由6個溫泉露頭組成，包括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之龍鳳谷

西北角、北角、東北角2處及範圍外之磺溪嶺南磺溪東側2處。 

2.溫泉泉質 

    本區溫泉露頭溫度超過攝氏55度，而溫泉使用段之水溫

約超過攝氏45度，PH值約為2及高含量硫酸鹽，屬酸性硫酸鹽

泉。 

3.溫泉用水現況 

    行義路溫泉係為溫泉露頭，以熱氣噴出地表為其特徵，

故溫泉業者係接引上游冷水，直接灌入溫泉露頭調配成溫泉

水，沿磺溪河岸設置管線，輸至各業者之儲水槽儲存使用。

目前行義路溫泉管線經初步調查約24.4公里，冷水管線總長

度80.98公里。溫泉浴池設施規模1,404.42立方公尺，冷水

浴池設施規模約570立方公尺，溫泉儲水槽125個，約可儲水

3,620噸，冷水儲水槽146個，可儲水量約2,601噸，依現況

經推估經營尖峰時段每日溫泉進水需求約為6‚058噸，其中冷

水進水需求約5,754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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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坡度分析圖 

※以 88 年版數值地形圖以 10M*10M 坵塊分析套繪現況地形測量圖，本

案基地內現有建物將全數拆除，重新規劃於坡度30%以下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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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鄰近地質敏感區域圖 



31  

 

四、交通運輸 

（一）道路系統 

    本計畫範圍以行義路 300 巷為主要道路，為路寬 8 公尺

之雙向車道，向南直接通往主要聯絡道路行義路或向北銜接 

402 巷。 

（二）大眾運輸及接駁巴士計畫 

    計畫區主要大眾運輸系統為聯營公車系統，周邊公車站位於

行義路上，有包括128、508、508區、536、612、小8、小36等7線。

搭乘公車於「行義路三」站下車後由300巷進入，步行3至5分鐘內

即可到達本計畫區。為降低私人運具對周邊交通之影響，營運

後將規劃接駁巴士提供遊客使用，未來由溫泉協會與客運業者

合作，以中型巴士接駁往來捷運站之遊客，本計畫區內之員工

亦可搭乘接駁巴士，以降低對周邊交通之影響。接駁巴士路線

將由捷運明德站往返計畫區提供2條接駁路線服務。 

（三）交通流量 

    根據實地調查計畫區周邊各路段尖峰時間之行駛速率與旅

行速率，評估結果分析可知周邊路段服務水準可維持B至D級，

尚屬於可接受之服務水準等級。鄰近計畫區之兩個路口，行義

路與行義路402巷在平日上、下午尖峰時段，主要流向皆為行

義路往南，路口服務水準均為B級；假日尖峰時段，路口主要流

向為行義路往北，服務水準也為B至C級。 

（四）停車空間 

    本基地鄰近行義路，目前並無停車管制，周邊整體開發密

度不高且多為溫泉設施，停車空間以私人設置為主。行義路300

巷南段西側有戶外公共停車場，東側為櫻崗與湯瀨共用之私人

停車場；300巷北段東西兩側之昕櫻崗湯屋與川湯基地目前僅做

為無劃設停車格之臨時停車使用。（詳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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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周邊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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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潛力與課題 

一、發展潛力 

（一）行義路溫泉區緊鄰陽明山國家公園， 有豐富休閒遊憩資源，

特殊的溫泉資源豐沛珍貴，具發展溫泉產業潛力，為地方特

色、文化、永續發展之助益。 

（二）本區位於都市周邊地區，交通可及性高且多可當日往返，其

經營型態易與其他住宿旅館為主之溫泉區做出區隔；目前消

費型態及消費內容屬大眾價位，服務對象廣泛，符合一般國

內外消費者需求。 

二、發展課題 

（一）溫泉取供問題 

    現有溫泉管線為溫泉業者自行架設，混亂且缺乏管理

導致資源浪費，有礙環境觀瞻更造成溫泉露頭區之破壞。

未來應有效監督管控溫泉資源的使用，在溫泉水容受力許

可條件下，依規定合法取供，以妥善溫泉資源永續利用。 

（二）交通與停車問題 

    行義路溫泉每逢例假日即吸引大量遊客造成車潮，旺

季易有停車空間不足的問題。 

（三）水土保持問題 

    本區緊鄰磺溪，早期業者零星開發未能有效管理，而

未來應確實規劃於可開發土地，開發時須兼顧自然生態水

土保持，尋求提昇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育、水土保持間之平

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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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目標與規劃構想 

一、計畫目標 

（一）兼顧環境保育、水土保持與產業發展，落實溫泉法第13條

溫泉土地使用與使用分區一致之精神，促使溫泉資源永續

利用並使其產業永續發展；降低開發行為對環境的影響， 

著重生態保育、水土保持及污染防治，強化地區經營管理 

機制，塑造地區特色。 

（二）變更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落實都市計

畫管用合一，納入管制，使溫泉產業集中分布，建築量體及景

觀特色能有效控管，在環境容受力允許條件下，做土地適當強

度的開發。 

二、規劃構想 

（一）溫泉水總量控管，適宜的土地與水資源利用，使溫泉產業永續

發展。 

（二）分區整體規劃： 

本計畫範圍位於102年主要計畫劃設之C區開發許可範圍內，

區內道路及人行步道系統、開放空間、接駁車、停車空間與其

他公共設施等皆以全區整體規劃方式辦理，以期塑造地區獨有

風格： 

1. 人行步道系統：包含沿街步道、溫泉步道及水岸步道，串

聯成地區步道網路，提供行人安全及運動休閒的行走環境。 

2. 開放空間及防災空間：全區之防災避難空間以沿道路側之

開放空間為主，在不破壞原有地形原則下，法定空地應盡

量集中臨道路側設置，做為防災避難使用之廣場或草坪空

間。 

3. 綠化植栽系統：原有樹木予以原地保留，盡量避免遷移； 

道路轉彎5公尺範圍內禁止種植喬木與高度超過60公分之灌

木，以免影響行車安全；綠化植栽之配置以不同特性、花

期、四季變化明顯，創造空間變化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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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以達到整體視覺景觀和諧為原則，以溫泉為地方發展的主

軸，建立行義路溫泉區之風格，配合磺溪礦物獨特之色彩，採

用當地木、磚、石材，結合步道、綠化、照明等，營造本區特

殊之景觀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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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分區 

    本計畫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66(部分)、67-1(部分)、

67-2(部分)、71(部分)地號等4筆土地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

區，面積約2234.83平方公尺。 
 

表六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表 

變更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m²） 變更理由 

臺北市北投區

行義段一小段 

66(部分)、 

 67-1(部分)、 

67-2(部分)、 

71(部分)地號

等4筆土地 

 

 

 
保護區 

 

 
 

溫泉產

業特定

專用區 

 

 

 
2,234.83 

為配合溫泉

法之頒布，依 

102年 都 市 主

要計畫變更原

則辦理分區變

更，落實都市

計畫管用合一 

，納入管制，引

導溫泉產 業 有

計畫發展。 

註：本變更面積表僅供參照之用，其位置、形狀、大小應依計畫圖實地測量分

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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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變更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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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設施暨回饋計畫 

（一）依102年主要計畫公共設施及回饋處理原則，除依「都市計畫

變更回饋金」及「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等規定繳

交回饋金外，提供區內、外公共服務性設施等回饋事項。 

（二）申請開發業者於申請獲准開發時應辦理回饋。有關回饋金計算

基準係以獲准開發之申請基地全區土地當年度公告現值總和之

20%計算，回饋項目以代金支付為原則。但基地內屬公有土地

者，經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同意得以捐贈土地方式辦理，經市政

府同意後，以異地集中回饋於102年10月8日公告主要計畫劃定

可申請變更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內。 

（三）區內公共服務性設施 

    本計畫區自行規劃設置足敷開發行為衍生所需且符合飲用水

標準之飲水、給水系統，及符合放流標準之適當排水系統、污水

處理系統、垃圾處理及其他等必要性服務設施，並於開發計畫書

中詳列污水處理計畫及垃圾處理計畫；排水系統及污水處理系統

應接通至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地點，且其在自來水水源上之放流標

準應符合放流水水源水質標準，以避免污染水源；廢棄物應設置

儲存設施，以便收集處理。爰將本基地內自行闢設開發所需之污

廢水處理、垃圾處理、停車場等公共服務性設施，各項說明如次： 

1. 污廢水處理設施 

    基地內設有簡易淨水設施，處理區內污廢水，使區內

污廢水排放均達放流水水源水質標準。 

2. 垃圾處理 

    本基地於地下一層規劃足夠容納每日產生廢棄物之收

藏空間，配置節能式低溫儲藏設備處理垃圾與廚餘，使廢

棄物不暴露在外有礙觀瞻，冷藏處理減少臭味且衛生。確

實做好垃圾分類，落葉則以堆肥方式處理，以求減少垃圾

量及生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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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停車場 

    依C區整體規劃之交通影響評估，預估小客車12席位、

機車13席位，可滿足平日與假日之停車需求；目前規劃停

車數量符合法定規定，小客車18席位、機車26席位。未來

開發時，再依實際營運狀況評估並符合交通衍生需求。 

三、都市防災規劃 

（一）防災避難生活圈計畫 

    依據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將北投區規劃為6個防

災區，本計畫區位於行義防災圈，有關防災避難及救災據點如下： 
 

分區防災

圈 

里別 避難公園綠地廣場 中、長期

收容所 

避難空間面

積(公頃) 

行義防災

圈 

永和里 

(部分) 
前山公園、

陽明山公園 
教師研習中心 131.34 

服務人口 服務水準 

(平方公尺) 

醫療據點 警察據點 消防據點 

 

4,209 
 

312.06 
榮民總醫院、 

振興復建醫學中心、

市立陽明醫院 

 

公園派出所 天母分隊 

(士林區) 

 

（二）疏散逃生動線 

    以基地內人行動線系統為基礎，配合無障礙之開放空間、綠

地，提供人群於發生火災或地震時，疏散至空曠地區。並依規定

劃設40%以上開放空間面積做為防災避難使用之廣場或草坪空間。 

（三）救災動線 

    以行義路300巷口為主要匯集點及入口，利用石牌路二段、天

母北路匯集至行義路，由行義路銜接行義路402巷或300巷做為救

災車輛與救災人員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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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緩災害 

    以留設透水性高之開放空間及綠地、強化建物防火防震功能

等手法，延滯災害之波及他處之時間。 
 

 

圖十七 防災避難區與救災避難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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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北投區災害防救計畫，針對溫泉區可能衍生之災害相

關配套措施說明如下： 

1. 需特別注意溪水暴漲至上游土石沖刷、落石坍方等坡地災害防

治，持續加強截水設施、滯洪池等水土保持工作，定期清理排

水管路使其保持通暢。 

2. 溫泉設施應定期清理、維修與檢查，密閉浴場須保持空氣流通，

並設置扶手、防滑墊等安全設施。 

區內救災力量不足時，需立即請求鄰近區援助；本區支援順位：

第一為士林區公所，第二為大同區公所，如第一、二順位均無法

提供協助或支援不足時，則向市災害應變中心請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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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進度與經費 

 

    本案計畫公告實施後，由申請人負責開發，並預計約3年內開發

完成。本計畫案所需開發經費均由申請人自籌完畢，將投入開發經

費約6,500萬元。計畫範圍內國有土地依國有財產法相關法令辦理。 

 

 

柒、其他 

 

一、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及臺北市政府公告之行

義路都市計畫通案辦理。 

二、 本計畫申請單位如未履行公共設施暨回饋計畫或有違反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時，臺北市政府得禁止本計畫區內後續開發、建築

行為，並得循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回復為保護區，且申請單位不

得以任何理由提出異議或要求補償或賠償。 

 

 

捌、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本案經提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8年10月3日第756次委員會大會

討論，審議決議內容如下: 

 

一、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

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同意依市府回應說明辦理。另因本案基

地限制，有關委員針對停車場入口處緩衝空間不足所提改善建

議，請納入後續規劃設計妥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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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本案經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5月24日第1012次委員會

審議決議 : 本案臺北市政府已依本會110年3月9日第986次會議決定

修正（如附表1至附表7），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該府111年1月

14日府都規字第1103094280及1103094281等2號函、111年2月23日府

都規字第1113002021至1103002023等3號函、111年3月3日府都規字

第1113001830及1113001831等2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圖通過，並退請

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臺北市政府列席代表補充說明計畫書之圖六全區接駁車停車彎

示意圖，漏植A區範圍線擬予以補正，補正後計畫內容對相關

評估分析不會造成影響部分，同意該府研提修正意見，並請納

入各案計畫書修正。  

二、本案計畫圖底圖為88年版，已非原始地貌，請臺北市政府補充

說明採用前開88年版底圖之理由。  

三、本案交通配套措施部分，請補充除接駁車外是否有其他相關措

施，以及整體開發範圍內部分小於30度交叉路口之交通管理配

套措施，以資完妥。  

 

拾、本計畫業經內政部111年12月7日內授營都字第1110059010

號函核定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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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見綜理表 

案名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66地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

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及「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66-1地號等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編號 1 陳情人 彭耀華 

訴求意見

與建議 

主旨：一、據「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66-1地號等土地保護區為

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及細部計畫變更案」，面積約

1,891.62平方公尺。66地號面積約2,234.83平方公尺。基地相

鄰，應合併辦理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且應依都市計畫法第15

條、22條規定條文檢視其計畫，並有財務計劃，訂明未來發展

計畫，始為合法。 

市府 

回應說明 

一、本府為輔導現況業者合法經營，並集約溫泉業之發展，以

減少環境之過度破壞，爰依溫泉法第13條規定，透過都市

計畫變更為溫泉特定專用區。故有關行義路地區總量管

制、整體規劃及個別開發辦理程序、個別開發基地條件、

土地使用、公共設施、開發期限、回饋處理原則等均於

102年10月8日府都規字第10202951300號公告實施「變更

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49地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

定專用區（第一階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

發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主要計畫案」、103年3月28日府

都規字第10300251700號公告實施「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行

義段一小段49地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第一

階段：可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

理原則）細部計畫案」案內規定之，合先敘明。 

二、有關行義段一小段66-l、66等地號土地基地相鄰，應合併

辦理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一節，且應依都市計畫法第15

條、22條規定條文檢視其計畫，並有財務計畫，訂明未來

發展計畫，回應如下: 

(一)經查，為使溫泉發展能較集中分佈，並可集約發展，以減

少環境之過度破壞，故依溫泉法第13條規定須透過都市計

畫變更為溫泉特定專用區，始得輔導現況業者合法經營，

爰此劃定行義路溫泉特定專用區。惟依上開原則，依其實

際經營需要，依通案規定申請，是否合併辦理，本府尊重

申請人意願。 

(二)有關本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書應表明事項部分，業依都

市計畫法第15條、22條規定就個案實際情形載入計畫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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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委員會決

議 

一、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

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同意依市府回應說明辦理。另因

本案基地限制，有關委員針對停車場入口處緩衝空間不足

所提改善建議，請納入後續規劃設計妥予考量。 

編號 2 陳情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訴求意見

與建議 

(108年10月3日台財產北改字第10800283780號函) 

(摘錄來函說明四) 

一、主要計畫書及細部計畫書所提回饋計畫部分，依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107年11月8日「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

小段49地號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第一階段：可

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

主要計畫案」涉及公有土地回饋事宜研商會議紀錄，討論

議題1結論略以，本署基於臺北市政府輔導行義路地區溫

泉業者之政策，同意該區經管之土地參與都市計畫變更為

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並以異地集中回饋之方式辦理回

饋。並請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評估行義路地區整體設施

需求及可開發土地區位，後續邀集相關單位研議後，提供

回饋區位、土地面積及取得順序、機關等資料供本署參

考，再行商議後續集中回饋事宜。 

二、另依主要計畫書陸、實施進度與經費略以，計畫範圍內國

有土地依國有財產法相關法令辦理。故涉本署經管國有土

地部分，後續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等規定

提供使用，惟倘該等國有土地位於河川區域則不得依前述

實施要點提供使用，請轉知申請人。 

委員會決

議 

同編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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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計畫與原都市計畫內容對照及檢討表 
 

102 年 10 月 8 日公告實施主要計畫案（通案） 本計畫案（個案） 

柒、 開發處理原則

一、 總量管制： 

    本府就溫泉水、土地容受力、容積分

別訂定「總量管制」指導原則： 

（一）溫泉水總量管制指導原則： 

1. 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擔任溫泉取供

事業主體，統一聯合供應溫泉水。

由「行義路溫泉取供事業」公告可

供給溫泉總量下，開放本區溫泉業

者申請。 

2. 本區受限於溫泉泉量之供應，若申

請案已達「行義路溫泉取供事業」

之公告可供給溫泉總量時，則不再

受理溫泉使用案之申請。 

■ 本案前於 105 年 10 月 18 日

陳送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區

溫泉使用計畫書於臺北市自

來水事業處，依 105 年 10 月 

19 日北市水陽明營字第 

10560135500 號函初審同意在

案。 

■ 依規定辦理。 

（二）土地容受力管控指導原則 

1. 計畫範圍內坡度超過30%以上地區、

河川區等不可建築。 

2. 開發基地內如有地質敏感區者，須

提出因應改善方案並以實際地質鑽

探結果作為開發許可審查是否得有

條件允許開發依據。 

3. 新申請開發業者除應符合前述規範 

外，並應符合「臺北市都市計畫劃

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辦

理。 

■ 本案計畫範圍內建築配置皆

座落於坡度30%以下坵塊及河

川區域外。 

■ 本案未屬順向坡，無滑動之

虞，基地內無地質法公告之地

質敏感區，亦無環境敏感地質

區存在，經初步評估本案基地

適合開發利用。本案已於個

別基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中

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

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逐項

檢討辦理。 

（三）容積管控指導原則 

1. 應於細部計畫訂定計畫區之土地使

用強度(包括建蔽率、容積率、建築

物高度及樓層數），且本計畫區建

築不適用其他有關容積獎勵相關法

令之規定。 

2. 本案申請建築應依細部計畫之都市

設計管制要點規定辦理。 

■ 本案依細部計畫規定，建蔽

率及容積率分別不超過40%

及80%，建築物高度不超過 

10.5M，樓層數以地下一層及

地上三層為限，皆符合規 

定。本案無其他容積獎勵情

形。 

■ 本案已於個別基地都市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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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0 月 8 日公告實施主要計畫案（通案） 本計畫案（個案） 

 計審議報告書依「擬定臺北

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49地

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

專用區(第一階段:可申請變

更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開發

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細部

計畫案之都市設計管制要

點」逐項檢討辦理。 

二、整體規劃及個別開發辦理程序： 

（一）開發許可分區及整體規劃原則 

1. 本府依102年5月9日內政部都委會第

9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將3種方

案補充後續計畫開發許可審查機制

逕提委員會討論決定，於102年6月7

日府都規字第10211803100號函送內

政部都委會806次大會之補充資料中

載明劃設開發許可分區(A-E 區)之

分布說明如下： 

（1）A區：磺溪以東之區域。 

（2）B區：磺溪以西之行義路402巷

至銜接300巷之區域。 

（3）C區：行義路300巷周邊之區

域。 

（4）D區：行義路300巷以南、260 

巷以北之區域。 

（5）E區：行義路260巷以南之區

域。 

2. 本案經內政部都委會 806 次大會決

議將原劃設 E 區部分剔除，修正計

畫案名及變更內容之新計畫外，其

餘准照本府102 年 6 月 7 日府都

規字第 10211803100 號函送修正計

畫書、圖通過，故本府依前述決議

將 E 區(行義路 260 巷以南之區域)

剔除於計畫範圍，僅於主要計畫劃

設A、B、C、D等4個開發許可範圍。 

3. 計畫區內包括 A、B、C、D 等開發

許可分區，其劃分原則以現有業者

集中分布位置劃設，為申請分區整 

■ 本基地位於可申請開發許可

範圍內之C區。 

■ 已依規定於105年8月23日提送 

C分區整體規劃，包含交通改

善計畫、初步水土保持計畫及

經臺北市政府認定應表明事

項，並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依107年1月

16 日府都設字第 

10641254000號函准予核定

在案。 

■ 本案係為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

局93年既有溫泉業者列管名單

中之「黃金泉溫泉會館(原集

客)」(行義路300巷5號)，同意

由御湯會館有限公司依「臺北

市政府受理行義路溫泉開發許

可案標準作業流程」申請開發

許可，依都市計畫規定變更為

「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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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0 月 8 日公告實施主要計畫案（通案） 本計畫案（個案） 

體規劃之實施範圍。 

4. 分區內申請開發時由申請人負起整

合責任進行分區整體規劃，經本府

審核通過後做為分區整體開發原

則，始得進行分區內個別基地申請

開發許可，分區內依本計畫訂定之

個別開發基地條件劃分為限制開發

區及可開發區，整體規劃項目包含

交通改善計畫(接駁系統、道路系統

拓寬開闢)及經本府認定應表明事

項。 

 

（二）開發許可分區內基地申請個別開發許 

      可原則 

1. 開發許可分區個別基地除依細部計

畫案之「開發許可審查原則」申請

變更主要計畫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

區外，其餘仍應依保護區相關規定

辦理。 

2. 開發許可分區內基地申請個別開發

許可時，應自行擬具主要計畫及細

部計 畫，並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

辦理都市計畫變更事宜，並依細部

計畫之開發許可審查原則及相關法

令規定檢具有關基地開發面積、基

地坡度分析(地形、地貌、坡度)、

地質調查資料、水土保持計畫、基

地開發計畫（含基地開發、建築計

畫、交通與停車改善計畫、自來水

接管計畫、污廢水及垃圾處理計畫

及財務計畫等），併送臺北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得視申請案件內

容或依水土保持法及環境影響評估

等相關法規要求，另案分請相關單

位併同審查，俟相關單位審查通過 

後，併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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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始得申請建造執照。 

■ 本案由申請人自行擬具主要 

計畫、細部計畫書、圖，並依

都市計畫法及保護區相關規 

定，辦理都市計畫變更事宜。 

■ 本案於107年1月19日掛件申請

都市設計審議，經都市發展

局於107年4月16日召開幹事

會議審查完成，並俟辦理都

市計畫公展後提陳修正計畫

書續審，108年7月25日委員

會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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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0 月 8 日公告實施主要計畫案（通案） 本計畫案（個案） 

三、個別開發基地條件： 

（一）基地區位：需位於本案劃定之可申請 

      開發許可範圍內；可申請開發許可之 

      範圍，詳可申請開發許可示意圖。

（二）限制發展地區： 

1. 申請個別開發基地之原始地形平均

坡度計算方式依「臺北市都市計畫

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規

定辦理，開發區域內原自然地形平

均坡度超過 30  者為限制發展地

區，不得計入建築基地面積檢討建

蔽率與容積率，但可計入開發申請

基地範圍。 

2. 申請個別開發基地位於本府工務局

大地工程處管理之「臺北市環境地

質資料庫」中地質災害敏感區、山

崩潛感區及地質法公告之地質敏感

區，以不得申請開發為原則。惟其

實際地質條件仍由專業技師實際鑽

探確認地質條件為環境敏感地區者

為限制發展地區。 

3. 申請個別開發基地位於河川區為限 

制發展地區。 

■ 本案基地位於可申請開發許可

範圍內之 C 區。 

■ 本案申請個別開發基地範圍之

原始地形平均坡度計算方式

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

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辦

理。開發區域內平均坡度超過 

30%之區域均不計入建築面

積。 

■ 本案基地內既有通路部分位於

坡度位於30%以上之地形。 

■ 本案非屬順向坡，無滑動之 

虞，基地內無包含地質法公告

之地質敏感區，亦無環境敏感

地質區存在，經初步評估本案

基地適合開發利用。 

■ 本案基地非位於河川區。 

（三）建築基地應以面臨 6 公尺以上道路為    

      原則。 
■ 本基地臨既有道路行義路300

巷，路寬8公尺。 

(四) 基地土地形狀應完整連接，以利整體規 

     劃開發及水土保持計畫。但為產業道路 

     分隔者，視同完整連接。 

■ 本案包括一處開發許可申請

基地，土地形狀完整。 

(五) 基地內之公有土地或未登記土地，基於 

     整體規劃開發及水土保持計畫需要，應 

     先依規定取得同意合併開發或核准讓售 

     之文件，始得納入整體規劃。 

■ 本案依106年3月27日台財署管

字第10600088980號函免逐案

附具同意文件。 

四、土地使用： 

(一) 申請個別開發基地未來允許建築物使用 

     以溫泉產業所需相關使用為原則，且不 

     適用其他有關容積獎勵及容積移轉相關 

     法令，並應納入細部計畫中據以規範。 

■ 本案建築物以溫泉產業相關使

用為主，符合土地及建築物使

用組別管制內容；本案無其他

容積獎勵及移轉，業納入細部

計畫書規範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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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0 月 8 日公告實施主要計畫案（通案） 本計畫案（個案） 

(二)申請個別開發變更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 

    之基地，其建築物之高度及樓層維持原保 

     護區規定為原則。 

■ 本基地建築物高度及樓層維持

保護區規定，業納入細部計 

畫書規範。 

五、公共設施： 

（一）溫泉取供設施由本府整體規劃及建置全   

      區公共管線，由業者提出個別開發時向 

      本府提出申請溫泉使用始得納管。 

■ 依規定辦理，本案基地已取得

溫泉使用計畫核准，將依最終 

奉准之都市計畫審議結果，

向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提出

溫泉使用計畫書之修改及最

終之核定，於建照申請階段提

出納管申請。 

（二）汙水下水道由本府整體規劃及建置全區 

      公共管線，由業者提出個別開發時向本 

      府提出申請接管始得納管。 

■ 依規定辦理，本案基地將於建

照申請時提出接管申請。 

(三) 開發許可分區內進出道路、接駁系統及 

     停車空間： 

1. 開發許可分區內建築基地內主要出

入道路需足以容納開發行為所衍生

之交通需求，由分區內業者自行整

合後於提出開發計畫書中擬訂分區

具體可行之道路系統改善計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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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設

置；必要時經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

意時，得由本府先行拓寬或開闢。 

2. 由分區內業者自行整合後於提出開

發計畫書中擬訂具體可行之接駁系

統計畫，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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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設置。 

3. 個別基地內停車位設置依基地地形

與地質條件，做適當之配置。業者

於申請開發時，應提送停車空間設

置計畫；由分區內業者自行整合後

得於提出開發計畫書中擬訂分區具

體可行之停車空間改善計畫，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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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設

置。 

■ 本案基地道路拓寬依細部計

畫規定辦理。 

■ 本案為降低私人運具對周邊交

通之影響，營運後將規劃接駁

巴士供遊客使用，經 C 區整體

規劃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在案。 

■ 本案停車位設置及停車空間

改善計畫經C 區整體規劃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在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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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益者付費、公共設施成本內部化： 

1. 本案多屬山坡地範圍，因地質敏感

脆弱，現況以 6-8 公尺產業道路服

務地區運輸需求，主要運輸方式以

大眾運輸為主，配合北投纜車及小

型公車方式接 駁，以業者自行退縮

或拓寬既有道路為原則，以避免對

自然環境產生破壞。另可申請開發

許可範圍之分區，未來申請變更溫

泉產業特定專用區時，為建構高品

質服務機能，並從開發者受益、使

用者付費及公共設施成本內部化等

原則，因申請開發所衍生之污水處

理、停車場、接駁專車停車用地等

公共服務性設施，由業者自行闢

設。 

2. 落實生態保育，污水零排放、減廢

再利用為兼顧行義路地區自然生態

保育， 未來申請變更溫泉產業特定

專用區時，區內公共設施設置原

則，包括廢污水排放及垃圾處理應

達到污水零排放、垃圾堆肥內部化

原則，除可避免因開發行為產生污

染外溢情形，達到防污及減廢目

標，並可將堆肥區域種植原生種植

栽， 做好坡地水土保持，並提昇整

體環境之品質。 

■ 目前基地內規劃設置之機車

與小客車停車位數量符合Ｃ

區整體規劃交通影響評估所

預估之交通衍生需求量。 

■ 基地內設置簡易過濾淨水設

施，處理區內生活污廢水，使

基地內污廢水排放均達放流

水水源水質標準。每日產生之

廢棄物將確實做好垃圾分

類，設有節能式垃圾暨廚餘

冷藏設備及儲藏空間；落葉

則以堆肥方式處理，以求最

少污染及生態永續。 

六、開發期限： 

      本計畫採開發許可，計畫範圍內之土地

及建築，由業者依細部計畫之開發許可審查

原則內相關規範於公告實施後3年內提出開

發許可申請，都市設計審議核備後半年內申

請建造執照，未於期限內依規定完成建造執

照申請並獲核准者，由市府依相關法令予以

強制取締，並不得再提出申請供營業使用。

另違建處理依照「臺北市違章建築處理規

則」之規定辦理。經拆除查報之違建基地，

除須將地形恢復原狀外且應予綠化處理。 

■ 本基地於 105 年 8 月 23 日 

（即 106 年 3 月 28 日前）提

出開發許可申請，符合申請期

限規定。後續將依程序辦理變

更都市計畫及都市設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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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回饋處理原則： 

（一）本案未來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之土地，   

      依照細部計畫之「開發許可審查原則 

      」，由土地權利人依其基地規模、環境 

      條件、資本及開發意願提出開發許可申 

      請變更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 

（二）申請變更為溫泉產業專用區之土地，考 

      量使用項目，係以溫泉產業為主要範 

      疇，並符合保護區允許使用項目，使用 

      強度未有大幅增加，故在減緩環境成本 

      及使用者付費為原則下，因應地方特色 

      發展需要、以必要性服務設施設置及景 

      觀道路、人行空間退縮留設等項目為主 

      要回饋項目，以符合未來整體地區發展 

      需要。 

（三）申請開發業者於申請獲准開發時應辦理 

      回饋。有關回饋計算基準係以獲准開發 

      之申請基地全區土地當年度公告現值總 

      和之20％計算，回饋項目以代金支付。 

■ 本案基地皆位於可申請開發許

可範圍內，由土地權利人提出

開發許可申請變更。 

■ 本案基地公共設施、道路、人

行步道及大眾運輸系統、植栽

綠化皆配合全區規劃，統一整

合並規劃夜間照明、街道家

具、景觀意象等，強化溫泉特

定區整體風貌之形塑。 

■ 依規定辦理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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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公有土地機關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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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臺北市政府受理行義路溫泉開發許可案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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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溫泉使用計畫參與同意書與溫泉使用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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