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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臺北市北投區軟橋段23地號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區(配合

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822地號等土地容積調派送出區辦

理第二次容積調派)細部計畫案 

都市計畫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4條 

申請單位 
樹籽股份有限公司、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3人 

辦理單位 臺北市政府 

本案公開展覽 

起迄日期 
自110年12月21日起至111年01月19日止共計30日 

本案說明會 

舉辦日期 

111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假本市北投區石牌區

民活動中心 2 樓（本市北投區自強街 61 巷 6 號 2 樓）舉

行都市計畫說明會。 

公民團體對本案

之反映意見 
詳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交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核結果 

本案業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0 日第 788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 

一、 本案除以下內容補充納入計畫書外，其餘依公展計畫

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

正通過。 

(一) 請將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平均坡度30-55%土地得計算容

積之理由納入計畫書敘明。 

(二) 有關接受基地總容積上限規定文字，請比照本會109年 

5月21日第765次會議審議通過之「臺北市北投區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文字修正。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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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劃定臺北市北投區軟橋段 23 地號土地為容積調派

接受區(配合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 822 地號

等土地容積調派送出區辦理第二次容積調派)細部

計畫案 

申請單位：樹籽股份有限公司、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3 人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 別：劃定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 

詳細計畫： 

壹、計畫緣起 

本府前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府都規字第 11030523321 號公告實施

「擬定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 822 地號等土地為容積調派送出區

及劃定北投區新洲美段 72地號等土地、中山區正義段四小段 131地號

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區細部計畫案」(以下稱第一次容積調派細部計

畫案)內，將本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 822地號等土地劃定為「容積調

派送出區」，並將其原有容積調派至本市其他可建築土地使用。另依

第一次容積調派細部計畫案規定，送出基地剩餘可調派容積之土地面

積為 2,007.11平方公尺。本計畫續依第一次容積調派細部計畫案規定

辦理，將剩餘可調派容積之土地面積 2,007.11平方公尺調派至本市北

投區軟橋段 23 地號土地，以利本府取得送出基地範圍內公園用地土

地，並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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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都市計畫及相關計畫情形 

本計畫內各基地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如表 1 所示。 

表 1、歷年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一、容積調派送出基地歷年公告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及文號 

擬修訂木柵、景美兩地區主要計畫案 58.04.28府工二字第 20512號 

擬具景美、木柵兩區主要計劃說明書 61.03.20府工二字第 8577號 

擬定景美區興德里南一號隧道口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

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暨市民陳錦培申請案 
64.12.26府工二字第 61093號 

修訂景美區興昌里辛亥隧道附近辛亥路以東興隆路及

萬芳路以北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72.11.02府工二字第 44793號 

修訂景美區興昌里、辛亥隧道附近、辛亥路以東、興

隆路及萬芳路以北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77.07.20府工二字第 250972

號 

修訂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除外）計

畫（通盤檢討）案 

79.09.13府工二字第

79049926號 

臺北市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98.01.23府都規字第

09830046400號 

臺北市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

『變更博嘉段4小段70地號住宅區為保護區』、『變

更興隆路三段海岸巡防署東側機關用地為綠地用地』

及『變更辛亥隧道東北側第二種住宅區為公園用地』 

98.05.04府都規字第

09802091700號 

臺北市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99.08.31府都規字第

09934139700號 

修訂本市都市計畫「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為

「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案 

101.10.31府都築字第

10103249800號 

修訂本市都市計畫『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

建築管制規定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八點』案 

105.11.11府都築字第

10501032300號 

擬定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822地號等土地為容

積調派送出區及劃定北投區新州美段72地號等土地、

中山區正義段四小段131地號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區

細部計畫案 

110.11.15府都規字第

11030523321號 

二、容積調派接受基地歷年公告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及文號 

「石牌都市計畫圖」 51.7.14台內地第 87572號 

為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劃乙案 59.07.04府工二字第 29248號 

變更臺北市基隆河以東、雙溪南北兩側地區主要計畫

為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案（不含區段徵收及特定專用區

範圍） 

94.02.23府都規字第

09405828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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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不含區段徵收及特定專

用區範圍)細部計畫案 

94.07.01府都規字第

09413322900號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不

含陽明山國家公園區、住宅區(保變住)、關渡農業區

等地區)案 

96.08.15府都規字第

09604422900號 

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97.03.04府都規字第

09730017400號 

變更臺北市基隆河以東、雙溪南北兩側地區主要計畫

為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案（區段徵收範圍） 

98.07.31府都規字第

09803478700號 

擬定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範圍)細部計

畫案 

99.10.25府都規字第

09902865200號 

修訂『擬定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範圍)

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暨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案 

107.08.15府都規字第

10720048791號 

修訂「擬定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範圍)

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暨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案(第二次修訂) 

108.10.09府都規字第

108309026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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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範圍 

一、基地位置、面積及土地使用分區 

(一)容積調派送出基地 

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 822-2 地號等 5 筆土地屬臺

北市政府 110 年 11 月 15 日府都規字第 11030523321 號「擬

定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 822 地號等土地為容積調派送

出區及劃定北投區新州美段 72地號等土地、中山區正義段四

小段 131地號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區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

分區為公園用地，位於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 21巷北側，辛亥

隧道東側。依該計畫書規定，尚餘 2,497.76平方公尺土地應

捐贈予臺北市，其範圍詳圖 1 所示。 

(二)容積調派接受基地 

臺北市北投區軟橋段 23地號土地屬臺北市政府 108年 10

月 19日府都規字第 10830902671號「修訂『擬定臺北市北投

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範圍)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暨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案(第二次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為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特)」，位於臺北市北投區承德路六段

東側及文林國小西側，基地面積為 1,634.67平方公尺，建蔽

率 40％，容積率 225％，詳圖 2所示。 

表 2、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一覽表 

類別 基地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 

分區 

建蔽率 

(％) 

容積率 

(％) 
位置 

容積調

派送出

基地 

臺北市文山

區興泰段一

小段 822-2

地號等 5筆

土地 

捐贈土地

2,497.76 

(可調派送

出土地

2,007.11) 

公園 

用地 
- - 

位於臺北

市文山區

辛亥路 21

巷北側，

辛亥隧道

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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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基地範圍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 

分區 

建蔽率 

(％) 

容積率 

(％) 
位置 

容積調

派接受

基地 

臺北市北投

區 軟 橋 段

23 地號土

地 

1,634.67 

第三之

二種 

住宅區 

(特) 

40％ 225％ 

位於臺北

市北投區

承德路六

段及承信

路南側。 

  

圖 1、容積調派送出基地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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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容積調派接受基地範圍示意圖 

註：基地範圍尚在辦理區段徵收工程，故無最新版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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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土地使用現況 

(一)容積調派送出基地 

容積調派送出基地現況為綠林遍佈，並有中埔山古道坐

落其中(詳圖 3)。 

 
圖 3、容積調派送出基地現況圖 

  

○A  

○D  ○C  

○B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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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容積調派接受基地 

本計畫容積調派接受基地現況為空地，目前正在進行區

段徵收工程中(詳圖 4)。 

 
圖 4、容積調接受基地現況圖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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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地土地權屬 

(一)容積調派送出基地 

第一次容積調派細部計畫案共劃定本市文山區興泰段一

小段 822 地號等 11 筆土地為「容積調派送出區」，其中文山

區興泰段一小段822、822-1、822-5、822-8、822-10及 822-

11 地號等 6 筆公園用地土地，依第一次容積調派細部計畫案

規定，後續將由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捐贈登記予臺北市，另剩

餘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822-2、822-3、822-4、822-7及822-

13 地號等 5 筆公園用地土地權屬為私有，將依本計畫規定於

調派完竣後捐贈予臺北市，相關權屬詳表 3、圖 5 所示。 

 
表 3、本次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土地權屬表 

編號 行政區 段名 小段 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1 文山區 興泰段 一小段 822-2 767.50 

華泰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2 文山區 興泰段 一小段 822-3 1,467.86 

3 文山區 興泰段 一小段 822-4 55.94 

4 文山區 興泰段 一小段 822-7 31.77 

5 文山區 興泰段 一小段 822-13 174.69 
樹籽股份 
有限公司 

5筆土地面積小計 2,497.76 - 

註：土地面積係依據土地登記簿謄本資料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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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土地地籍及權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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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容積調派接受基地 

容積調派接受基地範圍內共有 1 筆地號土地，土地面積

為 1,634.67 平方公尺，權屬為私有，土地權屬詳表 4、圖 6

所示。 

表 4、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土地權屬分析表 

行政區 段名 小段 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北投區 軟橋段 - 23 1,634.67 
兆豐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註：土地面積係依據土地登記簿謄本資料登載。 

 
圖 6、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土地地籍及權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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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目標及規劃構想 

一、計畫目標 

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原有權益，透過自行擬定細部計畫，

以容積調派方式將容積調派至本市其他可建築用地建築使用。 

二、規劃構想 

(一)依 110 年 11 月 15 日府都規字第 11030523321 號公告「擬定

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 822 地號等土地為容積調派送出

區及劃定北投區新洲美段 72 地號等土地、中山區正義段四

小段 131 地號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區細部計畫案」規定，將

剩餘未辦理調派之容積調派至本計畫案接受基地，以利市府

取得範圍內公園用地，並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二)本計畫劃定本市北投區軟橋段 23 地號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

區，其容積計算公式準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公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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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容積調派計畫 

一、容積調派原則 

本計畫容積調派原則參照本府 110 年 11 月 15 日府都規字第

11030523321 號公告「擬定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 822 地號

等土地為容積調派送出區及劃定北投區新洲美段 72 地號等土

地、中山區正義段四小段 131 地號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區細部計

畫案」規定，訂定本案容積調派規定如下： 

(一)容積調派送出基地係依原計畫規定可容積移轉土地之精神，

將基地範圍內平均坡度未達 55％之私有土地，容積調派至

本市其它可建築用地建築使用。第 1 次容積調派細部計畫共

計捐贈 9,296.35 平方公尺，剩餘未捐贈土地為 2,497.76 平

方公尺，本次配合將剩餘未捐贈 2,497.76 平方公尺土地，

一併於調派完竣後捐贈予臺北市。 

(二)本案調派所增加之容積部分，不得作為各項獎勵容積核算基

數。 

(三)本案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容積調派後容積加計其他獎勵容

積、容積移轉及增額容積等，總容積量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

容積調派前之基準容積 2 倍。 

(四)本案容積調派接受基地於容積調派完成後，不得因基地條件

因素按法令規定興建者而要求放寬限制。 

二、容積調派內容 

(一)可調派之總容積量計算規定及方式： 

有關本案容積調派送出區係於 79 年完成市地重劃，依

『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第 2 點

「基地內原自然地形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除屬排水、

截水溝或滯洪、沉砂及擋土安全之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開



14  

挖整地及作為建築使用，亦不得計入檢討建蔽率及容積率，

但得計入開發面積。民國 88年 6月 7日前已完成市地重劃及

區段徵收地區，不在此限。」規定不受『平均坡度超過 30％

者不得作建築使用』之限制，惟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262 條規定：「平均坡度超過 55％者，不得計入

法定空地面積；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 30％且未逾 55％

者，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配置建築物。」

爰此，本府以 98年 5 月 4 日府都規字第 09802091700 號公告

「臺北市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變更

博嘉段 4 小段 70地號住宅區為保護區』、『變更興隆路三段海

岸巡防署東側機關用地為綠地用地』及『變更辛亥隧道東北

側第二種住宅區為公園用地』 」計畫案內規範，平均坡度未

達 55％之土地得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辦理容積

移轉。另依前開主要計畫之精神，本府前以 110 年 11 月 15

日府都規字第 11030523321 號公告「擬定臺北市文山區興泰

段一小段 822 地號等土地為容積調派送出區及劃定北投區新

洲美段 72 地號等土地、中山區正義段四小段 131地號土地為

容積調派接受區細部計畫案」規定，將前開平均坡度 55％以

下之私有土地，劃設為容積調派送出基地。送出基地內坡度

55％以下可容積調派土地面積為 9,243.15平方公尺，原計畫

辦理調派已使用 7236.04 平方公尺，剩餘未辦理容積調派土

地面積為 2,007.11 平方公尺。本案使用剩餘 2,007.11 平方

公尺土地辦理容積調派，詳表 5 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可調派土

地面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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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可調派土地面積一覽表 

平均坡度 

未達 55％ 

可調派 

土地面積 

土地面積 ㎡ 9,243.15 

佔總面積 

比例 
％ 78.38％ 

應捐贈土地

面積小計 
㎡ 9,243.15 

原計畫已辦理容積調派 

土地面積 
㎡ 7,236.04 

剩餘未辦理容積調派 

土地面積 

(本案調派使用土地面積) 

㎡ 2,007.11 

(二)容積調派接受基地調派移入之容積量： 

1.可調派移入之容積：  

本案基地基準容積為 3,678.01 平方公尺，依容積調

派計畫轉換計算公式進行換算之本次調派移入容積為

1,305.68 平方公尺，佔原基準容積之 35.5％，符合北投

通檢內就放寬容積部分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原基準容

積 50％之規定，經本計畫申請調派容積後總容積為

4,983.69 平方公尺。 

2.調派移入容積計算公式說明： 

容積調派移入容積計算公式如下所示，依本案都市

計畫掛件日期當期(110 年)容積調派送出及接受基地公告

土地現值之比值換算本計畫容積調派接受基地移入之容

積，其值如表 6所示。 

 

= 2,007.11 ×
63,896(元/㎡)

221,000(元/㎡)
× 225% 

= 1,305.68 ㎡ 

=容積調派送出基地送出之土地面積

×(
容積調派送出基地掛件當期之平均公告現值

容積調派接受基地掛件當期之平均公告現值
）×

容積調派

接受基地

平均容積率

容積調派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四捨五入求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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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接受基地容積調派換算表 

 

三、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土地捐贈程序相關規定 

(一)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應完成清理容積調派送出基

地上土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

係後，始得辦理捐贈。 

(二)本計畫應捐贈土地為原計畫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剩餘未捐贈土

地，為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 822-2、822-3、822-4、822-7

及 822-13 地號等 5 筆公園用地土地，土地面積合計為

2,497.76 平方公尺，應於本案容積調派接受基地核發建造

執照前，完成辦理捐贈予臺北市，詳表 7、圖 7。 

表 7、應捐贈地號土地一覽表 

項次 行政區 段名 小段 地號 
面積
(㎡） 

1 文山區 興泰段 一小段 822-2 767.50 
2 文山區 興泰段 一小段 822-3 1,467.86 
3 文山區 興泰段 一小段 822-4 55.94 
4 文山區 興泰段 一小段 822-7 31.77 
5 文山區 興泰段 一小段 822-13 174.69 

應捐贈土地面積合計(㎡) 2,497.76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使用

分區

基地面積

(㎡)

110年土地

平均公告

現值(元/

第一次調派使

用土地面積

(㎡)

本計畫調

派使用土

地面積

文山區

興泰段

一小段

822地號

等11筆

土地

公園

用地
11,794.11 63,896 7,236.04 2,007.11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使用

分區

基地面積

(㎡)

110年土地

平均公告

現值(元/

平均

容積率

(％)

基準容積

(㎡)

調派容積

(㎡)

調派後總

容積(㎡)

北投區

軟橋段
23

第三之二

種

住宅區

(特)

1,634.67 221,000 225% 3,678.01 1,305.68 4,983.69

1.容積調派送出基地

2.容積調派接受基地

平均坡度55％以下

可調派之私有土地

面積(㎡)

9,2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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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計畫捐贈程序完成後，容積調派送出基地私有土地面積全

數捐贈完成，歷次捐贈土地面積計算如表 8 所示： 

表 8、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剩餘可調派土地面積一覽表 

項目 面積(㎡) 

一、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可調派土地面積 

經水土保持工程技師分析測繪基地範圍內 

平均坡度 55％以下之私有土地面積(A) 
9,243.15 

二、第一次調派使用之土地面積 

1.容積調派接受基地(中山區正義段 131 地號) 1,990.83 

2.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北投區新洲美段 72 地號等) 5,245.21 

3.小計(B) 7,236.04 

三、本計畫調派使用之土地面積  

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北投區軟橋段 23地號)(C) 2,007.11 

四、剩餘可調派土地面積 

(A-B-C)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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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應捐贈土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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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畫內容 

一、劃定容積調派接受基地 

土地使用管制修訂計畫內容詳表 9： 

表 9、修訂計畫內容表 

類別 基地範圍 原計畫內容 本次修訂內容 

劃定容積調

派接受基地 

臺北市北投

區軟橋段 23

地號土地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特) 

(一)土地使用強度 

建蔽率 40％、 

容積率 225％。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特) 

(一)土地使用強度 

建蔽率 40％、 

容積率 225％。 

(二)調派移入容積量： 

1,305.68(㎡) 

二、本容積調派接受基地於完成以下各項事項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 

容積調派送出基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應辦理文山區興泰段一

小段 822-2、822-3、822-4、822-7 及 822-13 地號等 5 筆公園用

地(面積約為 2,497.76 平方公尺)捐贈予臺北市。在辦理捐贈前

應完成清理容積調派送出基地上土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

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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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容積調派接受基地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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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事業及財務計畫 

事業及財務計畫，依下表規定辦理。 

表 10、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公共

設施

種類 

面積(㎡) 

土地取得方式 

經費 

(元) 

主辦 

單位 徵
購 

土
地
重
劃 

獎
勵
投
資 

撥
用 

其
他(
捐
贈)

 

公園

用地 
2,497.76 - - - - ˇ - 

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處 

捌、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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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2月 10日第 788次委員會

大會討論，審議決議內容如下： 

一、 本案除以下內容補充納入計畫書外，其餘依公展計畫書、圖

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一) 請將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平均坡度 30-55％土地得計算容積 

之理由納入計畫書敘明。 

(二) 有關接受基地總容積上限規定文字，請比照本會 109 年 

5 月 21 日第 765 次會議審議通過之「臺北市北投區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文字修正。 

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拾、本案業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內容修正完竣 



  

  



  

  



  

  



  

  



  

附件五：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土地清冊及地籍圖 

編號 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土地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1 文山 興泰段 一 822-2 767.50 公園用地 
華泰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2 文山 興泰段 一 822-3 1,467.86 公園用地 
樹籽股份 

有限公司 

3 文山 興泰段 一 822-4 55.94 公園用地 華泰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4 文山 興泰段 一 822-7 31.77 公園用地 華泰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5 文山 興泰段 一 822-13 174.69 公園用地 華泰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總計 2,497.76 - - 

資料來源：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110 年 11 月。 
註：土地範圍應依核准地號及地政機關鑑界成果為準。 

 

  



  

  



  

附件六：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土地清冊及地籍圖 

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土地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北投 軟橋 - 23 1,634.67 
第三之二種 

住宅區(特) 
兆豐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110 年 12 月。 
註：土地範圍應依核准地號及地政機關鑑界成果為準。 

 
  



  

附件七：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土地登記謄本 

 

 

 



  

 

 

  



  

 
  



  

 
  



  

  



  

附件八：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土地登記謄本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案名 

劃定臺北市北投區軟橋段23地號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區(配合

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822地號等土地容積調派送出區辦

理第二次容積調派)細部計畫案 

編號 1 陳情人 

南方庭園管理委員會 主委龔○

源、郭○彰、王○楨、楊○傑、劉

○鳴、王○蘭、李○雪 

位置 

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 822地號等土地容積調派送出基地示意

圖 

 

訴求意見

與建議 

    本會收悉府都規字第 11030523321 號公告，其中文山

區興泰段一小段 822 地號等土地，係早自 73 年間樹中林

股份有限公司於銷售「南方庭園」個案時將該土地規劃為

南方庭園社區所屬之休閒設施使用。（詳見附件一）其中

部份設施至今尚未完成移交社區驗收。本會刻正研議各項

既有設施如何優化中。驟悉此案頗感訝異！為免事後滋生

各方不必要之困擾。本會訴求意見與建議如下： 

1.荐請鈞長明察該土地資料是否誤植。 

2.荐請鈞長詢問地主附件一所呈資料是否屬實。 

3.荐請鈞長暫停本案容積派送程序，等待釐清。 



  

以上本會謹代表南方庭園所有住戶陳情，尚祈貴司査明見

覆。 

 

附件一 

 

 

 



  

 

 

 

申請單位

及市府 

回應說明 

本案陳情意見建議不予採納，理由如下： 

1. 本陳情案檢附附件 1 應為建案銷售相關書件，本府礙

難協助查閱內容是否屬實；再查案涉土地現況權屬，

皆非屬陳情人(南方庭園社區)所有，有關陳情人所提

訴求，涉及不動產交易衍生之爭議，係屬私權糾紛非

屬都市計畫權管，宜請陳情人另循法律途徑解決。 

2. 另查本案容積調派相關規定，前經本府 110 年 11 月



  

15 日府都規字第 11030523321 號公告實施「擬定臺北

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 822 地號等土地為容積調派送

出區及劃定北投區新洲美段 72地號等土地、中山區正

義段四小段 131 地號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區暨變更中

山區正義段四小段 131 地號土地第三種商業區為第三

種商業區(特)細部計畫案」在案，將該公園用地劃設

為「容積調派送出區」，並規定該公園用地權屬為私

有部分，應由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捐贈予本府，在辦理

捐贈前，應完成清理容積調派送出基地上土地改良

物、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該

案係經本市都委會審議通過並公告實施在案，故依前

開計畫規定，本府工務局公園處仍須俟該接受基地地

上物等清理完畢後，始得接受捐贈。 

委員會 

決議 

一、本案除以下內容補充納入計畫書外，其餘依公展計畫 

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

正通過。 

(一) 請將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平均坡度30-55％土地得計

算容積之理由納入計畫書敘明。 

(二) 有關接受基地總容積上限規定文字，請比照本會

109年5月21日第765次會議審議通過之「臺北市北

投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文

字修正。 

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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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計畫緣起
	貳、都市計畫及相關計畫情形
	本計畫內各基地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如表1所示。
	參、計畫範圍
	一、基地位置、面積及土地使用分區
	(一)容積調派送出基地
	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822-2地號等5筆土地屬臺北市政府110年11月15日府都規字第11030523321號「擬定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822地號等土地為容積調派送出區及劃定北投區新州美段72地號等土地、中山區正義段四小段131地號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區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為公園用地，位於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21巷北側，辛亥隧道東側。依該計畫書規定，尚餘2,497.76平方公尺土地應捐贈予臺北市，其範圍詳圖1所示。
	(二)容積調派接受基地
	臺北市北投區軟橋段23地號土地屬臺北市政府108年10月19日府都規字第10830902671號「修訂『擬定臺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範圍)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暨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案(第二次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特)」，位於臺北市北投區承德路六段東側及文林國小西側，基地面積為1,634.67平方公尺，建蔽率40％，容積率225％，詳圖2所示。
	圖1、容積調派送出基地範圍示意圖
	圖2、容積調派接受基地範圍示意圖
	註：基地範圍尚在辦理區段徵收工程，故無最新版地形圖。
	二、基地土地使用現況
	(一)容積調派送出基地
	容積調派送出基地現況為綠林遍佈，並有中埔山古道坐落其中(詳圖3)。
	(二)容積調派接受基地
	本計畫容積調派接受基地現況為空地，目前正在進行區段徵收工程中(詳圖4)。
	圖4、容積調接受基地現況圖
	三、基地土地權屬
	(一)容積調派送出基地
	第一次容積調派細部計畫案共劃定本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822地號等11筆土地為「容積調派送出區」，其中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822、822-1、822-5、822-8、822-10及822-11地號等6筆公園用地土地，依第一次容積調派細部計畫案規定，後續將由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捐贈登記予臺北市，另剩餘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822-2、822-3、822-4、822-7及822-13地號等5筆公園用地土地權屬為私有，將依本計畫規定於調派完竣後捐贈予臺北市，相關權屬詳表3、圖5所示。
	(二)容積調派接受基地
	容積調派接受基地範圍內共有1筆地號土地，土地面積為1,634.67平方公尺，權屬為私有，土地權屬詳表4、圖6所示。
	肆、計畫目標及規劃構想
	一、計畫目標
	二、規劃構想
	伍、容積調派計畫
	一、容積調派原則
	本計畫容積調派原則參照本府110年11月15日府都規字第11030523321號公告「擬定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822地號等土地為容積調派送出區及劃定北投區新洲美段72地號等土地、中山區正義段四小段131地號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區細部計畫案」規定，訂定本案容積調派規定如下：
	(一)容積調派送出基地係依原計畫規定可容積移轉土地之精神，將基地範圍內平均坡度未達55％之私有土地，容積調派至本市其它可建築用地建築使用。第1次容積調派細部計畫共計捐贈9,296.35平方公尺，剩餘未捐贈土地為2,497.76平方公尺，本次配合將剩餘未捐贈2,497.76平方公尺土地，一併於調派完竣後捐贈予臺北市。
	(二)本案調派所增加之容積部分，不得作為各項獎勵容積核算基數。
	(三)本案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容積調派後容積加計其他獎勵容積、容積移轉及增額容積等，總容積量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容積調派前之基準容積2倍。
	(四)本案容積調派接受基地於容積調派完成後，不得因基地條件因素按法令規定興建者而要求放寬限制。
	二、容積調派內容
	(一)可調派之總容積量計算規定及方式：
	有關本案容積調派送出區係於79年完成市地重劃，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第2點「基地內原自然地形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除屬排水、截水溝或滯洪、沉砂及擋土安全之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開挖整地及作為建築使用，亦不得計入檢討建蔽率及容積率，但得計入開發面積。民國88年6月7日前已完成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地區，不在此限。」規定不受『平均坡度超過30％者不得作建築使用』之限制，惟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2條規定：「平均坡度超過55％者，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
	(二)容積調派接受基地調派移入之容積量：
	1.可調派移入之容積：
	本案基地基準容積為3,678.01平方公尺，依容積調派計畫轉換計算公式進行換算之本次調派移入容積為1,305.68平方公尺，佔原基準容積之35.5％，符合北投通檢內就放寬容積部分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50％之規定，經本計畫申請調派容積後總容積為4,983.69平方公尺。
	2.調派移入容積計算公式說明：
	容積調派移入容積計算公式如下所示，依本案都市計畫掛件日期當期(110年)容積調派送出及接受基地公告土地現值之比值換算本計畫容積調派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其值如表6所示。
	=2,007.11×,63,896(元/㎡)-221,000(元/㎡).×225%
	=1,305.68㎡
	表6、接受基地容積調派換算表
	三、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土地捐贈程序相關規定
	(一)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應完成清理容積調派送出基地上土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後，始得辦理捐贈。
	(二)本計畫應捐贈土地為原計畫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剩餘未捐贈土地，為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822-2、822-3、822-4、822-7及822-13地號等5筆公園用地土地，土地面積合計為2,497.76平方公尺，應於本案容積調派接受基地核發建造執照前，完成辦理捐贈予臺北市，詳表7、圖7。
	表7、應捐贈地號土地一覽表
	(三)本計畫捐贈程序完成後，容積調派送出基地私有土地面積全數捐贈完成，歷次捐贈土地面積計算如表8所示：
	表8、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剩餘可調派土地面積一覽表
	圖7、應捐贈土地示意圖
	陸、計畫內容
	一、劃定容積調派接受基地
	土地使用管制修訂計畫內容詳表9：
	表9、修訂計畫內容表
	二、本容積調派接受基地於完成以下各項事項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
	容積調派送出基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應辦理文山區興泰段一小段822-2、822-3、822-4、822-7及822-13地號等5筆公園用地(面積約為2,497.76平方公尺)捐贈予臺北市。在辦理捐贈前應完成清理容積調派送出基地上土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
	圖8、容積調派接受基地細部計畫示意圖
	柒、事業及財務計畫
	事業及財務計畫，依下表規定辦理。
	表10、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捌、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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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2月10日第788次委員會大會討論，審議決議內容如下：
	一、 本案除以下內容補充納入計畫書外，其餘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一) 請將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平均坡度30-55％土地得計算容積
	之理由納入計畫書敘明。
	(二) 有關接受基地總容積上限規定文字，請比照本會 109 年 5月 21 日第 765 次會議審議通過之「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文字修正。
	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拾、本案業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內容修正完竣
	附件五：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土地清冊及地籍圖
	註：土地範圍應依核准地號及地政機關鑑界成果為準。
	附件六：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土地清冊及地籍圖
	註：土地範圍應依核准地號及地政機關鑑界成果為準。
	附件七：容積調派送出基地土地登記謄本
	附件八：容積調派接受基地土地登記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