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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台北市松山區西松段三小段
156地號第三種商業區(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細部計畫案」

109年11月27日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今日議程

程序 時間 內容

1 14:30-14:40 主席致詞、會議流程說明

2 14:40-15:00 規劃構想及計畫內容簡報

3 15:00-15:30 現場民眾提問(依發言單順序)與回應

4 15:30-15:40 結語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9年11月27日



01 計畫背景與現況
一、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說明

二、計畫緣起

三、計畫位置及法令依據

四、現行都市計畫概要及權屬



一、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說明

公開展覽期間
109/11/17 ~109/12/16

公開展覽說明會
10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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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於臺北市政
府公告公開展覽期間，
民眾有任何主張意見，
可以向「臺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提出，供審
議參考。



二、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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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華城初期無捷運直接服務本區，板南線第一階段於89年通車，捷運便捷性反而促使人的活動遠離

京華城，營運每況愈下，雖松山線103年通車，但京華城無法達成當初帶動區域發展的原意。

 拆除休閒購物廣場，改建為商辦大樓，基地規劃以地區環境、都市景觀、建築典範為優先考量。

 延續臺北新地標、都市亮點，並可多元服務市民之初衷，並建構安全、舒適及節能的都市環境。

導入助益環境之設計構想，擬依都市都市計畫法及相關獎勵精神，協助及積極改善整體環境與建築機
能，增列適當容積獎勵項目。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Ａ及辦公大樓市場」(2020/Q2)

臺北市商辦租金及空置率變化趨勢圖 臺北市商辦供給面積趨勢圖

臺北市商辦需求增加，但未來供給緊縮，可出租之A級辦公大
樓稀缺，空置率創十年新低，評估未來一年將持續降低。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Ａ及辦公大樓市場」(2020/Q2)



二、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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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768次研議事項(109/07/30)。

 研議歷程

 本案歷經監察院糾正、103年解除整體開發及107年都市計畫變更，具一定複雜性，請白仁德委員擔任召集人組成

專案小組，並請陳情單位、市府都市發展局補充相關資料後，提專案小組詳細討論後再提會研議，其餘專案小組

成員請召集人指定。

 全案復經109年6月20日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建議意見：本案專案小組經過充分討論，對於本基地都市計畫法定

容積率規定無異議，建議申請單位依照本次會議委員所提意見再與市府都發局研擬依法可行的適當補救方案後，

逕提大會研議。

 研議意見

 本會對於107年1月18日公告京華城之容積率560%無異議，至於陳情單位與市府所提方案四，本會予以尊重，惟

後續相關容積獎勵項目都應符合公益性與對價性等通案原則，並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及程序辦理。

 專案小組會議建議陳情單位與市府研擬依法可行的適當補救方案，係基於當時行政訴訟程序尚在進行中，現本案

既經行政法院判決確定駁回原告之訴，市府應無需予以補救。

有關本府 107 年 1 月 18 日公告「『修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除外）計畫（通盤檢討）案』內有關八德
路 4 段、東寧路、縱貫鐵路、八德路 4 段106 巷所圍地區（原唐榮鐵工廠）土地使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
畫案(第二次修訂)內刪除「允建之樓地板面積得不低於原已申請執照之樓地板面積(120284.39 平方公尺)規定一案



三、計畫位置及法令依據

計畫位置：
臺北市松山區復盛里(現址
原為京華城購物中心)。

計畫範圍及面積：
八德路四段、東寧路、市
民大道五段及八德路四段
106巷所為街廓內，面積
16,485 平方公尺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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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範圍



三、計畫位置及法令依據

公展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19條

公展期間：
民國109年11月17日起30天

公展地點：
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松山區公所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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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行都市計畫概要及權屬

 土地坐落西松段三小段156地號權屬為
京華城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隸屬107年1月18日「『修訂台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外)計畫(通盤
檢討)案』內有關八德路四段、東寧路、
縱貫鐵路、八德路四段106巷所圍地區
(原唐榮鐵工廠)土地使用計畫案」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第二次修訂)

 本計畫區現行計畫為第三種商業區(特)

 允許使用項目：

1.公眾服務空間

2.國際購物中心

3.國際觀光旅館

4.辦公大樓

5.文化休閒設施

6.停車場 10



02 計畫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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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南連結信義計畫區，向北可達南京東路商辦區、民生
社區及松山機場，故本案重建配合韌性城市、優化景觀
及促進交通節點串聯之發展理念，縫合信義、松山區因
市民大道、機廠阻隔而生的都市裂縫，以落實社會責任，
修補市民大道兩側街廓過長之介面，復甦地區活力。

一、規劃願景

12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串連南北側既有發展區、活絡及修補都市機能與裂縫

大面積整體開發計畫、打造城市亮點、引領地區再生

• 盼延續80年之構想，創造新都市亮點，故主動拆除已無
法實質帶動地區發展、功能性薄弱之建築，且本基地採
大面積整體開發，具多元及彈性的設計潛力，亦利於都
市風貌營造、新建標誌性亮點建築、引領地區更新意願。



二、規劃構想與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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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都市設計：人本、現代化之建築與開放空間串連設計

• 八德路依松山區細部計畫規定規劃騎樓，且採挑高二層
設計延伸至東寧路段，提供連續性、得遮陽避雨的騎樓
式步行空間，另於前述法定騎樓前，自建築線先行退縮
留設雙排樹、自行車道。

• 臨市民大道側，退縮留設雙排路樹、人行及自行車道等。

• 民眾自計畫範圍四周皆得步行穿越，促進低層商業活動
熱絡外，亦保障安全、舒適通行環境、增加未來國家鐵
道博物館及復盛公園易達性與使用率。

• 認養復盛公園，營造景觀焦點與節點，完整串接本案低
層商業空間、市民大道退縮空間，成為市民休閒、駐足
場域，亦降低對國家鐵道博物館的景觀視覺壓迫。



• 綠覆率複層及屋頂花園，提高綠化量，舒緩都市熱島效應

• 藍綠空間生物短暫棲息地設計，營造綠色生態跳島

• 雨水入滲及太陽能集電板，減少資源消耗、降低暴雨衝擊

• 建物及建材遮陽與自然採光設計，降低空調與照明需求

• 建築設計、棟距規劃降低壓迫性，引風入「市」

二、規劃構想與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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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綠色節能、推動黃金級綠建築

以永續韌性技術，減緩與調適都市異常氣候

示意圖僅供參考，以實際審議及建照為準

示意圖僅供參考，以實際審議及建照為準



• 規劃公共資訊顯示及導覽系統，整合安全防災訊息

• 共享與智慧空間，提升使用者互動交流與智能體驗

• 停車充電設備，協助推動智慧城市與節能運具

• 建築結構及建材以耐震為優先考量，增進建物與環
境安全，降低未來修建補強之資源耗損

• 優化復盛公園與本案基地、建築之空間互動性及動
線，供緊急避難時迅速疏散

二、規劃構想與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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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建築結構品質及社區防災機能

高等智能商辦，協助本市建構智慧城市

網路圖片，僅供參考

網路圖片，僅供參考



• 除提供就業機會，建築低層提供基本零售消費與休閒娛
樂功能，服務地區民眾、增加稅收。

• 藉由空間重新布局，結合並串聯周邊亮點，重塑開放空
間系統與街廓整體規劃，誘發都市更新之觸媒，使本案
成為地區發展之正面因子，誘發周邊地區再造動力。

二、規劃構想與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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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地方稅收並觸發地區再造

示意圖僅供參考，以實際審議及建照為準



03 計畫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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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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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修訂說明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二)第三種商業區(特)土地使用性質管制限

制僅供下列六種使用：

1.公眾服務空間

2.國際購物中心

3.國際觀光旅館

4.辦公大樓

5.文化休閒設施

6.停車場

(三)第三種商業區(特)土地使用強度：建蔽

率不得超過70%，容積率不得超過

560%。

(四)符合下列各該規定之一，其各該規定分

別給予獎勵，但合計獎勵之容積不得超

過基準容積百分之二十，且依本計畫或

相關法令申請之容積獎勵加計容積移轉

後，以基準容積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二)第三種商業區(特)

土地使用性質管制

限制僅供下列六種

使用：

1.公眾服務空間

2.國際購物中心

3.國際觀光旅館

4.辦公大樓

5.文化休閒設施

6.停車場

(三)第三種商業區(特)

土地使用強度：建

蔽率不得超過70%，

容積率不得超過

560%。

一、依照99年監察院糾正有關缺乏容積總

量管制機制，嗣內政部於103年起修

訂相關規定，除增額容積與容積移轉

外，非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地區獎勵以

1.2倍法定容積為限。

二、本計畫考量都市永續與環境容受，爰

依都市計畫法及相關獎勵規定精神，

促使土地所有權人願意積極改善整體

環境景觀、建築機能、人本交通環境，

本基地建築規劃應導入新技術之應用，

搭配韌性城市、防災調適之規劃思維，

並朝取得綠建築、智慧建築標章等為

原則，以利打造本市亮點地標、符合

地區公益及貢獻、滿足公共需求，為

本計畫重建滿足環境公益需求。



一、計畫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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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修訂說明

1.韌性城市貢獻獎勵：

(1) 建築基地與建築物採內政部綠建築電子

化評估系統，取得候選銀級以上綠建築

證書並提出具體生態設計、節能減碳措

施，依下列等級給予獎勵容積：

A.鑽石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B.黃金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本款各目獎勵容積不得累計申請。

(2) 建築物結構採耐震設計，且取得耐震標

章者，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十獎勵。

(3) 建築基地考量出流管制，設置雨水流出

抑制設施，且雨水貯留量達法定二倍以

上。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一。

1.鑑於「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規定高層非

公有新建築物增加樓地板面積應取得合格至

銀級綠建築標章，本計畫為鼓勵非公有建築

積極呼應韌性、生態節能理念，故參考「都

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十條精神，給

予取得綠建築黃金級以上(含)證書之容積獎

勵。

2.為促進商業辦公大樓新建建築以城市安全與

永續韌性為重點考量，並鼓勵申請人建築物

設計以耐震結構或建材設計，並加強施工品

質管理與第三方監督，考量其大幅提高人事

管理成本，故給予取得建築物耐震標章之容

積獎勵。

3.考量本計畫周邊街廓多為本市公告公劃更新

地區，且計畫區鄰近重大計畫地區，為促進

都市整體環境改善、減災韌性調適之貢獻性，

故給予基地雨水抑制設施貯留量容積獎勵。



一、計畫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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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修訂說明

2.智慧城市貢獻獎勵：

(1) 建築物導入智慧化設備或系統，並依智

慧建築評估手冊取得候選銅級以上智慧

建築證書，依下列等級給予獎勵容積：

A.鑽石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B.黃金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C.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本款各目獎勵容積不得累計申請。

(2) 配合智慧化、節能技術，建築物提供法

定停車位數百分之六以上之充電停車位

或電池交換設備供不特定民眾充電汽車

及機車使用。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一。

4.目前非公有新建建物無智慧建築設計之強制

規定，惟為落實「臺北智慧城」之前瞻性理

念，且本計畫區鄰近本市重大建設、國際消

費場域，應鼓勵申請人針對建築物設計導入

智慧及友善設備或系統，故給予取得銀級以

上(含)智慧建築證書之容積獎勵。

5.依內政部營建署108年5月29日修正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停車空間應「預留」供電動車

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空間，而為加速促進

智慧城市發展，鼓勵新技術設備應用、現代

化、低碳環境及無障礙空間營造，鼓勵申請

人不僅預留相關空間，更進而主動設置充電

停車位及相關設備，故給予設置充電車位及

設備容積獎勵。



一、計畫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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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修訂說明

(五) 本計畫有關綠建築、智慧建築、耐震設

計等獎勵容積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準用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規定辦

理。

6.考量綠建築、智慧建築及耐震設計等容積獎

勵之條件，為建築物領得使用執照後一定期

間內須取得標章或通過評估，為確保核給建

築容積獎勵後，申請人履行相對之責任與義

務，應與臺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及繳納保證

金，其相關執行機制及應遵行事項，準用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辦理。



二、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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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計畫修訂之容積獎勵項目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會同申請人參酌相關規定落實執行，其他
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計畫臨八德路及東寧路側空間應優先留設雙排樹、自行車道始設置騎樓，騎樓設置除得免自
道路境界線起算外，其餘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前項八德路及東寧路側無遮簷開放空間及騎樓設置不得與容積移轉之環境公益性補償措施併計，
而基地南側臨市民大道及西側臨公園廣場用地、第三種商業區(特)之退縮空間不在此限。



04
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
下載及陳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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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 http://www.udd.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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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或團體之陳情方式
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HELLO TAIPEI

https://hello.gov.taipei/Front/main

(建議使用Google Chrome)

直接上網填寫

第1步：填寫陳情意見

請務必輸入通訊地址，以利書面通知會議日期及地
點，可到場旁聽、登記發言

請填列計畫案名

請提供1.訴求地
點之地段地號
或地址，2.訴求
意見與建議

•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請於本案公開
展覽期間內（109年11月17日起至109年12
月16日止），至本市單一陳情系統填寫，或
以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意見。

•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會通知有提出
書面意見之陳情人到場旁聽，陳情人並得登
記進場發言(3分鐘)，如市民於本次說明會後
仍對本案有意見，可循單一陳情系統填寫或
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

第2步：填寫聯絡方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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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或團體之陳情方式

 郵 寄 或 傳 真 至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請於本案
公開展覽期間內（109年11月17日起至
109年12月16日止），至本市單一陳情
系統填寫，或以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提出意見。

•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會通知有
提出書面意見之陳情人到場旁聽，陳情
人並得登記進場發言(3分鐘)，如市民於
本次說明會後仍對本案有意見，可循單
一陳情系統填寫或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提出

說明位置

主辦單位：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說明訴求意見與建議

個人資料務必書寫

（說明會現場備有陳情意見表，如有需要請自行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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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簡報結束。敬請賜教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