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北 市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說    明

都 市 計 畫 名 稱 
變更臺北市北投區行義段一小段 82 地號等保護區為

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 

都市計畫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 

變更都市計畫機關 臺北市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

請變更都市計畫之

機關名稱或土地權

利 關 係 人 姓 名 

辜○雄(草山文化溫泉餐廳) 

本案公開

展覽起迄

日 期 

公 開 
展 覽 

自民國 107 年 5 月 1 日至 107 年 5 月 30 日止共計 30
天(刊登於 107 年 5 月 2 日聯合報、107 年 5 月 2 日

自由時報) 

公 開 
說明會 

107 年 5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假本市北投

區永和里里民活動場所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

反 映 意 見 
計 1 件，詳人民陳情意見綜理表 

本案提交

各級都市

計畫委員

會審核結

果 

市 級 
經提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108 年 4 月 18 日第 746
次委員會審議決議修正通過。 

部 級 
經提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110 年 9 月 14 日第 998
次委員會審議決議修正通過。 

 





I 

目錄 

壹、計畫緣起 .......................................... 1 

貳、原都市計畫情形及現況分析 .......................... 4 

一、原都市計畫發布實施日期及文號 ............................. 4 

二、都市計畫概況 ............................................. 5 

三、基地現況 ................................................ 23 

四、交通系統 ................................................ 32 

參、發展潛力與課題 ................................... 33 

一、發展潛力 ................................................ 33 

二、發展課題 ................................................ 33 

肆、計畫目標與規劃構想 ............................... 34 

一、計畫目標 ................................................ 34 

二、規劃構想 ................................................ 34 

伍、變更計畫內容 ..................................... 35 

一、土地使用分區 ............................................ 35 

二、公共設施暨回饋計畫 ...................................... 37 

三、都市防災規劃 ............................................ 38 

陸、實施進度與經費 ................................... 44 

柒、其他 ............................................. 44 

捌、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 44 

玖、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 44 

拾、本計畫業經內政部 111 年 3 月 1 日內授營都字第 1110009334

號函核定在案 .................................... 45 



II 

附錄 

附錄一、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公民團體意見綜理表 ....... 46 

附錄二、本計畫與原都市計畫內容對照表及檢討表 ......... 47 

附錄三、歷次會議紀錄 ................................. 51 

附錄四、公有土地機關同意書 ........................... 78 

附錄五、臺北市政府受理行義路溫泉開發許可案標準作業流程 80 

附錄六、臺北自來水事業處初審同意函及溫泉使用計畫書 ... 81 

附錄七、土地使用同意書 ............................... 96 

 

   



III 

圖目錄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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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計

畫案示意圖 .......................................................... 3 

圖 2 行義路溫泉區整體公共設施配置構想 ..................................... 8 

圖 3 計畫區主要進、離場動線示意圖 ........................................ 11 

圖 4 接駁巴士小範圍路線(捷運明德站周邊)示意圖 ............................ 16 

圖 5 接駁車計畫路線 ...................................................... 17 

圖 6 全區接駁車停車彎示意圖 .............................................. 18 

圖 7 分區整體規劃範圍及位置示意圖 ........................................ 19 

圖 8 分區整體規劃人車動線示意圖 .......................................... 20 

圖 9 分區整體規劃防災及逃生動線示意圖 .................................... 20 

圖 10 D 區公共設施計畫示意圖 ............................................. 22 

圖 11 基地位置圖 ......................................................... 23 

圖 12 基地現況使用示意圖 ................................................. 24 

圖 13 地籍圖 ............................................................. 26 

圖 14 坡度分析圖 ......................................................... 28 

圖 15 地質敏感區域示意圖 ................................................. 30 

圖 16 變更主要計畫示意圖 ................................................. 36 

圖 17 山腳斷層事件模擬圖 ................................................. 40 

圖 18 防災避難區及救災動線圖 ............................................. 43 

 

  



IV 

表目錄 

 

表 1 原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名稱及文號 ......................................... 4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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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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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表 4 全區基地整體汽車與機車停車供需檢討彙整表 ............................ 14 

表 5 土地清冊 ............................................................ 25 

表 6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變更表 .............................................. 35 

表 7 防災避難區及救災據點表 .............................................. 42 

 

 

 

   



1 

壹、計畫緣起 

北投溫泉為臺北市特有之天然資源，新北投地區之溫泉親水

公園經整體規劃，目前已成為北臺灣耳熟能詳之溫泉指標之地，毗

鄰之行義路，溫泉區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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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及景觀凌亂；另溫泉資源毫無管制的浪費，且廢水直接排放於河

川，造成環境生態的二度破壞，中央於 92 年 7 月公布「溫泉法」，

依溫泉法第 13 條：「……(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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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更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調土地使用主管機關依相關法令規定配

合辦理變更。」 

臺北市政府在考量現有自然環境條件限制，於 93 年調查行義

路業者 24 家，並輔導其合法經營並辦理開發許可，並於 93 年公

告公開展覽主要計畫案，期透過都市計畫輔導土地合宜利用，減少

環境破壞，從溫泉資源供給及永續利用為考量，維持現有溫泉產業

發展範圍，檢討土地使用適宜性及考量地籍完整性，剔除具有潛在

環境條件限制及區位較不適宜者，計畫歷時近 10 年始經內政部審

議通過，於 102 年 10 月 8 日府都規字第 10202951300 號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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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

處理原則)主要計畫案」及 103 年 3 月 28 日府都規字第

10300251700 號函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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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細部計畫案」，未來可依照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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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採開發許可方式辦理。 

本計畫範圍位於臺北市北投區行義段一小段82地號等6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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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屬 102 年主要計畫劃設之 D 區開發許可範圍，緊鄰行義路 260

巷，係臺北市政府 93 年列管既有業者草山文化溫泉餐廳，依規定

申請溫泉使用計畫，並於 104 年 10 月 2 日經台北自來水處通過初

審在案，詳附錄五。 

本案依計畫申請程序於 106年 9月 28日經臺北市都市設計及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整體規劃，並於 106 年 12 月 28 日

核定整體規劃報告書，107 年 4 月 18 日經前開委員會幹事會審議

個案基地修正後通過，續由申請人擬具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細部計

畫書、圖草案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提送至臺北

市政府辦理都市計畫變更，申請變更主要計畫為「溫泉產業特定專

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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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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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計畫案示意圖 

圖例 

主要計畫(第一階段：可
申請變更溫泉產業特定專
用區開發許可範圍) 
 
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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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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原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名稱及文號 

原都市計畫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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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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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28 府工二字第 21745 號 

變更臺北市北投區大屯段秀山段及行

義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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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15 府都規字第

0960442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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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

主要計畫案」 

1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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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專用區開發許可範圍及處理原則)

細部計畫案」 

10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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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2 府都規字第

105359884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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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都市計畫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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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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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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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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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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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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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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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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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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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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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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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計畫區主要進、離場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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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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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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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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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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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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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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接駁服務時間為 每日 7:30-22: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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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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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接駁巴士小範圍路線(捷運明德站周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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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接駁車計畫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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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全區接駁車停車彎示意圖 



19 

(二)分區整體規劃概要 

本計畫範圍屬 102 年主要計畫劃設之 D 區開發許可範圍，經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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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6 年 9 月 28 日經臺北

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106年

12 月 28 日核定整體規劃書，始辦理個別基地之都市計畫變更(整

體規劃相關內容如圖 7、圖 8 及圖 9)。 

 

圖 7 分區整體規劃範圍及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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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分區整體規劃人車動線示意圖 

 
圖 9 分區整體規劃防災及逃生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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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計畫包含污水處理計畫、垃圾處理計畫、自來水供水

系統規劃及電力電信設施規劃，其說明如下： 

1.污水處理計畫：考量溫泉污水「量大質小」之特質，未來 D區

溫泉業者將依據溫泉水及營業廢水處理原則規定處理：1.溫泉

廢水及生活雜排水應予分流，於公共污水下水道服務可及區

域，生活雜排水應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其排入之污水水

質應符合臺北市下水道管理規則第十九條規定之標準。2.餐廳

廢水部分應設置油脂截留器，去除廢污水之油脂及廚餘殘渣，

單純泡湯廢污水，須經毛髮及懸浮固體過濾設施處理排放。 

2.垃圾處理計畫：D 區範圍內家業者均委託民間業者，每天處理

廢棄物運，另各家業者將設置垃圾暫存區，暫存廢棄物。 

3.自來水供水系統規劃：本案 D 區範圍內使用之自來水係由臺北

自來水事業處陽明營業分處供水，其水源為大坑溪，由陽明淨

水場供水系統供應。 

4.電力電信設施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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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再自行向相關單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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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D 區公共設施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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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地現況 

(一)位置及面積 

本計畫範圍南側鄰行義路 260 巷，東側緊鄰磺溪溫泉步道，

係屬溫泉特定專用區之第一家溫泉業者，面積約為 3,922.62 平方

公尺。 
 

 

圖 11 基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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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都市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 

本基地位於都市計畫保護區，周邊除保護區外包含道路用地

及變電所用地，現況發展為溫泉餐廳，已有停車場、餐廳及泡湯設

施使用；基地西側緊鄰寬 12 公尺之行義路為主要聯外道路，南側

緊鄰行義路 260 巷，北側緊鄰高壓電塔。詳圖 12 所示。 
 

 

圖 12 基地現況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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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權屬 

本案計畫範圍位於臺北市北投區行義段一小段地號 82、83、

86-2、87、88、95-3 等 6 筆土地，面積約 3,922.62 平方公尺，其

中地號 82、83、87、88 等 4 筆土地屬私有土地，佔總基地面積

95.9%，其餘土地屬臺北市政府所有(管理單位為臺北市政府工務

局新建工程處)及中華民國所有(管理單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另地號 95-3 土地為部分使用，計畫變更後應辦理土地分割，實際

應以分割後面積為準。詳表 5 及圖 13 所示。 

 

表 5 土地清冊 

NO 縣市 
地段小

段 
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公、私有土

地面積比例

1 
臺北市

北投區 
行義段

一小段 
82-0 1,845.20

楊○○、辜○○、辜

○○、辜○○ 
私有土地合

計面積

3,761.73
㎡，比例：

95.9% 

2 
臺北市

北投區 
行義段

一小段 
83-0 771.68 辜○○ 

3 
臺北市

北投區 
行義段

一小段 
87-0 894.85 

楊○○、辜○○、辜

○○、辜○○ 

4 
臺北市

北投區 
行義段

一小段 
88-0 250.00 

楊○○、辜○○、辜

○○、辜○○ 

5 
臺北市

北投區 
行義段

一小段 
86-2 149.20 

臺北市政府 
管理單位：臺北市政

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公有土地合

計面積

160.89 ㎡，

比例：4.10%
6 

臺北市

北投區 
行義段

一小段 

95-
3(部
分) 

11.69 
中華民國 

管理單位：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 
總計 3,922.62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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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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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環境現況 

1.氣候 

本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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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年年平均相對濕度約 87%，以夏秋季節稍低，冬季季節較高。竹

子湖站近 10 年年平均降雨量達 4,086 公釐，其中 6 月至 12 月

之平均降雨量均逾 300 公釐；臺北站年平均降雨量 2,401 公釐，

僅約竹子湖站之 60%，主要為夏季午後雷陣雨及颱風雨。竹子湖

站年降水日數為 189 日，平均每月有 16 日降水，1 月達 20 日最

多，7月之 10 日最少。 

2.地形 

本基地位於臺北市北投區，地勢大致由東北向西南遞降，地

表高程介於 EL.152m 至 EL.160m 之間，係屬緩坡，整體基地完

整，經套繪坡度分析，全區三級坡以下區域約占基地 97.16%。 

本案坡度分析係屬 88 年版之數值地形圖，套繪現況測量之

建築物後，建築物多位屬於坡度 30%以下，少部分涉及坡度 30%-

40%，未來此區建築將順應地形及環境重新規劃配置，詳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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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坡度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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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質及潛在災害分析 

本案地質及潛在災害分析係依據現場地質鑽探調查、臺北

市政府大地工程處於民國 102 年委託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編繪之臺北市1/5000環境地質圖新北投圖幅及參考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所建置之坡地環境地質資料庫查詢系統。綜合資料

研判，由於本調查基地之地形變化尚屬平緩、地質單純，鄰近範

圍內亦無活動斷層之出現，因此研判本基地全區應屬可開發之

區域，其相關說明如下： 

(1)參考相關地質調查資料及現場地質鑽探結果顯示，本調查基

地範圍內並無侵蝕地區(如河岸侵蝕、指溝侵蝕或向源侵蝕

等)、下陷地區(如張力裂縫、小斷崖、錯動現象等)、潛移

地區、崩塌、廢土堆、礦渣堆或滑動地區之出現，亦非位於

順向坡、土石流、落石、惡地及棄土等潛在地質災害危險

區，亦無特別軟弱之地層或空隙、破裂帶、剪裂帶等地質不

良之因素存在。 

(2)根據現場地質鑽探調查之結果顯示，本基地範圍內並無明顯

邊坡出露，參考鄰近鑽探資料之鑽探深度範圍內亦無崩塌物

質之出現，因此本基地應無崩塌物質處理之問題。 

(3)本調查基地與活動斷層之距離遠大於活動斷層兩側不得開發

建築之範圍，因此研判本基地應無活動斷層兩旁建築退縮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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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地質敏感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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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資源 

本基地東側距離約 50 公尺有磺溪流經，磺溪屬於大屯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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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溪最大的支流是松溪，發源於七星山南麓。

目前磺溪沿岸人為活動熱絡，自上游至下游多被攔水引為商業

或家庭用水，致使下游河谷呈現嚴重乾涸。 

本案 D 區範圍內使用之自來水係由臺北自來水事業處陽明

營業分處供水，其水源為大坑溪，由陽明淨水場供水系統供應。 

套繪臺北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提供之自來水管

線圖，待未來各家業者於個案開發時有異動，將再自行向相關

單位提出申請。 

5.溫泉資源現況分析 

(1)溫泉泉源 

行義路溫泉屬於大屯火山系南磺溪流域之雙重溪溫泉區，

依據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建置地理資訊查詢系統得知行義

路上有六個屬於溫泉露頭區公告範圍，分別為磺溪嶺(三處)、

龍鳳谷及硫磺谷(兩處)，其中最靠近 D 區範圍屬樁號 13 之磺

溪嶺，其距離約 0.3 公里。 

(2)溫泉泉質 

依據臺北市政府建置之臺北市溫泉資源網，行義路溫泉

水溫約 50℃~60℃，pH 值在 2.1~3.6 之間，水質呈黃灰色，

有硫氣味，屬酸性硫酸鹽泉，俗稱「白磺」。 

(3)溫泉用水現況 

本區溫泉業者係直接引河川上游冷水直接灌入溫泉露頭，

調配成溫泉水後，再經由輸水管線輸送至各業者的儲水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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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用。 

四、交通系統 

(一)道路系統 

本計畫範圍以寬 12 公尺之行義路為主要道路，部分路段設有

標線型人行道，雙向 2 車道，為目前進出陽明山的重要替代道路

之一。  

(二)大眾運輸 

計畫區主要大眾運輸系統為聯營公車系統，行經行義路之公

車包括 128、508、508 區、535、536、612、小 8、小 36 等 7 線。 

(三)交通流量 

根據基地周邊道路交通量分析調查結果，行義路為基地周邊

主要南、北向聯絡道路，通過性之交通量較顯著，現況行經交通量

尚於各路段道路容量可容受範圍，整體而言基地周邊各路段之服

務水準可維持於 B 至 D 級，尚屬於可接受之服務水準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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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溫泉設施，可供停車之空地約有 5 處私人停車場，合計

汽車停車位約 198 席，機車停車位約 14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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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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豐富休閒遊憩資源，特

殊的溫泉資源具發展溫泉產業潛力，其經營型態易與其他溫泉地

區作市場區隔。  

(二)本區位於都市周邊地區，交通可及性高，目前消費型態及消費內

容屬大眾價位消費，服務對象廣泛，符合國內外消費需求。  

二、發展課題  

(一)溫泉取供問題  

現有溫泉管線由各家業者自行架設，較為混亂，不利於溫泉水

資源管理亦有礙環境景觀。未來應依規定合法取供溫泉資源，妥善

環境資源永續利用。  

(二)交通與停車問題  

行義路溫泉區每逢例假日即吸引大量遊客車潮，旺季時期更

有停車空間不足的問題。  

(三)水土保持問題  

本計畫東側屬於山坡地河谷地形，未來應整體規劃於可開發

土地，以維護自然環境景觀，並妥善處理建築基地周邊之水土保持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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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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著重生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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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溫泉產業分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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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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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塑

造地區獨有風格。 

1.人行步道系統：包含沿街步道、溫泉步道串接地區步道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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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空地為主，在不破壞原有地形原則下，法定空地儘

量集中臨道路側設置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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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量避免遷移，綠化

植栽以不同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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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磺溪礦物獨特色彩，採用當時石

材、木材，結合步道、綠化、照明等，營造本區特殊之景觀風

貌。 

伍、變更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分區 

為促進溫泉資源及土地資源合理有效利用，本計畫變更臺北市

北投區行義段一小段地號 82、83、86-2、87、88、95-3 等 6 筆土

地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面積約 3,922.62 平方公尺。 
 

表 6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變更表 

變更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變更理由 
臺北市北投

區行義段一

小段地號

82、83、

86-2、87、

88、95-3 等

6 筆土地 

保護區 溫泉產業特

定專用區 
3,922.62 為配合溫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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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

管制，引導溫

泉產業有計畫

之發展。 
註：本表面積僅供對照參考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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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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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規定繳交回饋金

外，另需提供區內公共性服務設施等回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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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據細部計畫規定本案將於建築基地沿道路境界線退縮留設無遮簷

人行步道(至少 1.5 公尺)，並由申請人自行開闢及管理維護。 

2.本計畫規劃設置足夠開發行為衍生所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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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等及其他必要性服務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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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

將本基地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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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廢水處理設施本基地內設置簡易淨水設施，處理區內生活廢

污水，使基地內之污廢水排放均達放流水水源水質標準。 

(2)委託廢棄物清運公司，每天處理廢棄物運，並設置垃圾暫存

區，暫存廢棄物，並落實垃圾分類，以求最少污染及環境衛

生。 

(3)停車場：本基地內將規劃設置小汽車停車格位 33 機車停車席位

38 及裝卸停車位 2 席，可滿足平日與假日之停車需求，符合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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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交通量之需求。 

三、都市防災規劃 

依據北投區災害防救計畫，針對溫泉區可能衍生之災害包含火山

災害及地震等，相關配套措施補充說明如下： 

(一)火山災害 

根據過去的地質調查顯示，最近一次噴發約是一、二十萬年前，

故大屯火山群過去常被認為是休火山或甚至是死火山。但是，最近的

火山灰研究指出大屯山之最後一次噴發可能在五至六千年前。此外，

其地表的地熱活動仍然極為明顯，例如大油坑、小油坑及庚子坪等地

方均有很強烈的溫泉與硫氣噴孔，根據噴氣所含氦同位素的分析研究，

顯示臺灣北部大屯火山群地底下依舊存在有岩漿庫的可能性，因此大

屯火山群也列入活火山。 

大屯火山群區域內的火山噴發特徵，可能主要是以較溫和的火山

熔岩噴出，伴隨著因熔岩穹窿作用造成地形陡峭崩塌引發小規模的火

山碎屑流，以及噴發同時或噴發後，因遇到地面水或碰到大雨的影響，

產生火山泥流堆積於火山體周圍的河谷中，故最有可能的火山災害為

熔岩流、火山碎屑流堆積物和火山泥流堆積物等三種災害，影響行政

區為北投區及士林區。 

1.減災整備階段 

(1)推廣民眾有關火山災害防災知識：配合市府宣導相關火山災害

防災知識。 

(2)衛星電話、無線電、視訊系統及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測試，每

個月進行二次衛星電話測試，每個月進行兩次視訊系統、無線

電及防救災作業。 

(3)建立潛勢區內保全人數清冊，定期更新維護潛勢區內保全人數

及弱勢族群(如獨老等)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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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疏散撤離通報作業整備，備妥各里疏散避難地圖等相關資料(地

圖、公告等)，掌握各區(除北投外)可用之避難收容處所，便於

警急應變時協助教育局選定避難收容處所。 

2.緊急應變階段 

(1)簡訊或一呼百應複式通知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各編組進駐訊息：

接獲開設本區災害應變中心之訊息，立即以簡訊或一呼百應複

式通知本區災害應變中心各編組，請其準時進駐。 

(2)向各里轉知各項訊息：里鄰防災編組人員宣導火山噴發及殊散

撤離訊。(如火山預計噴發時間、疏散撤離車輛集合時間地點、

收容場所位置等)。 

(3)執行疏散撤離工作：通知保全人口依市或區應變中心指示，分

階段進行撤離準備，或展開撤離工作。針對弱勢族群特殊需

求，協助疏散至安全避難收容處所。 

(4)調度疏散撤離車輛：統計應疏散撤離人數，協調市應變中心調

度車輛運送。 

(5)避難收容處所整備及收容安置情形：避難收容處所整備及收容

安置情形。並請各區(除北投外)應變中心協助統計各避難收容

處所最新收容安置情形。 

(6)應變中心撤離：整備本區應變中心無線電衛星電話、筆電等相

關資通訊設備，如受到影響立即轉移至安全地點開設或借用他

區應變中心。 

(7)民生救濟物資：請求跨區支援或市應變中心支援。 

3.復原重建階段 

(1)避難收容處所收容安置情形，統計避難收容處所收容人數。 

(2)運送災民返回住處，協調市應變中心調度車輛分梯運送災民返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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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災害救助：轄區內受災戶進行勘災及辦理災害救助。 

(4)災後復原：通過里鄰系統等各管道確認災後復原狀況。 

(二)地震災害 

山腳斷層位於臺北盆地西緣的部份，斷層呈北北東走向，自關渡

附近向南西方向延伸至新莊。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之活動斷層分類為

第二類活動斷層，山腳斷層為一正斷層且符合臺灣北部地區的大地應

力屬於伸張型架構之機制，並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之資料顯示山腳斷

層之平均滑移速率為每千年 1.7 公尺，近年來的調查結果確定其正移

斷層作用向北延伸至大屯山區與金山地區，陸地上之總長度約為 34 公

里，表面破裂線延伸至金山地區。 

 

圖 17 山腳斷層事件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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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置避難救災路徑圖：運用各類災害潛勢模擬分析及資料套疊各

區、里之現況圖，劃設適當之避難救災路徑，並由都市發展局完成

相關避難圖說，以作為災時災區民眾進行自發性避難行為時之依

據。 

2.研擬防救災道路劃設準則及依據：進行災時緊急避難道路、消防輔

助道路、救援輸送道路及緊急道路等路徑之規劃及設定。避難救災

路徑劃設完成後，交通處交工處設置告示牌，並確實由警察機關執

行道路管理，以防違規停車或佔用道路之狀況產生，影響避難救災

路徑通暢。 

3.災害應變中心設置：於每年防汛期前，確實完成本區災害應變中心

之整備編組、工作人員講習造冊、相關資訊蒐集與傳遞之硬體設施

的補強、測試維修通訊設備等各項準備工作。並運用災害潛勢模擬

分析及資料針對本區計對本區土石流高潛勢地區，或曾有因地震災

害而發生房屋毀損之地區建築物如關渡里黃金城社區、清江里、尊

賢等里加強其對地震災害之應變能力。 

4.交通管制：地震災害發生時應先確定災害現場之安全性，並透過交

通管制措施及有系統的指揮調度來實施搶救，可達迅速、順利救

災，以減少一般民眾進出造成傷亡或損失，避免二次災害的產生。 

5.障礙物處置對策：地震災害發生時，因施工物品的掉落，土石崩

落、決堤等產生大量障礙物，將障礙物去除來確保其交通、物資、

人員等能夠順利的輸送，受災民眾才能於更短期間內恢復正常的生

活。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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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規劃為六個防災圈，本計畫區位於行義防災圈，有關防災避難區及

救災據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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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防災避難區及救災據點表 

分區

防災

圈 
里 

避難

公園

綠地

廣場 

中、

長期

收容

所 

避難

空間

面積

(公頃)

服務

人口

 

服務

水準

(㎡) 
醫療據點 

警察

據點 
消防

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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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9 312.06

榮民總醫院、 
振興復健醫學

中心、市立陽

明醫院 

公園

派出 
所 

天母

分隊

(士林

區) 

 

(四)疏散逃生動線 

以基地內人行動線為基礎，配合無障礙之開放空間、綠地，提供

人群於火災或地震時，疏散至空曠地區。並依規定劃設 40%法定空地為

防災避難空間。 

(五)救災動線 

救災動線可經行義路通達本地區以外地區，作為救災車輛、救災

人員之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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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防災避難區及救災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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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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度於 108 年動

工，於 110 年開發完成，將投入開發經費約 4億 3 千萬元。 
 

柒、其他 

一、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令規定及本府公告之行義路都市計畫通案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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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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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經提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108 年 4 月 18 日第 746 次委員會

審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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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年 9 月 14 日第 988 次委員會審

議決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臺北市政府 110 年 7 月 6 日府都規

字第 1103035484 號函送計畫書、圖通過，並退請該府併同附表依照修正計

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計畫書第19頁建請補充D區整體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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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間，以利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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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書第37頁有關公共設施暨回饋計畫部分，「(三)區外公共服務

性設施」之內容皆為基地範圍內之公共服務性設施，爰建請修正為

「(三)區內公共服務性設施」。 

三、計畫圖案名與計畫書案名不符，建請查明補正。 

拾、本計畫業經內政部 111 年 3 月 1 日內授營都字第

1110009334 號函核定在案。 



附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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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地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

區主要計畫案」暨「擬定臺北市北投區行義段一小段 82 地號等溫泉產業特

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編號 1 陳情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北區分署 

訴求意

見與建

議 

(108 年 4月 17日台財產北改字第 10800099400 號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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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

決議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補充會議資料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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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本計畫與原都市計畫內容對照表及檢討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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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案依 104 年 10 月 2 日北市水陽

明營字第 10432100100 號函，初審

同意在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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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計畫範圍內建築皆位於坡度

30%以下地區，非位於河川區域。

2.本案經調查全區非位於地質敏感

區。

3.本案已於各案都審報告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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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案依細部計畫規定：建蔽率與容

積率分別不得超過 40％及 80％，

建築物高度不得超過 10.5M，樓層

數以地下一層及地上三層為限，皆

符合規定。並無其他容積獎勵之情

形。

2.本案已於各案都審報告書中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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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基地位於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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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公告實施主要計畫案(通案) 本計畫案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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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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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申請分區整體規劃之實施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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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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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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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之 D區。 

 

 

 

 

 

 

 

 

 

 

 

 

2.已依規定提送 D分區整體規劃，包

含交通改善計畫(接駁系統、道路

系統拓寬開闢)及經臺北市政府認

定應表明事項，並經都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在案。 

 

 

 

3.本案為草山文化溫泉餐廳，係台北

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93 年既有溫

泉業者列管中名單之業者，並已提

送個案開發許可申請。 

4.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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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基地由申請人自行擬具主要計

畫、細部計畫說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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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基地於 107 年 3月 9日掛件申請

都市設計審議，經台北市政府都市

發展局於 107 年 4 月 18 日召開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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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公告實施主要計畫案(通案) 本計畫案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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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會審查完成，並俟辦理都市計畫

公展後提陳修正計畫書續審。 

3.本案依都市計畫委員會 107 年 6月

21 日第 728 次會議決議修正，於

107 年 8 月 27 日召開「變更臺北市

北投區行義段保護區為溫泉產業

特定專用區(D 區)-草山文化溫泉

餐廳建工程(北投區行義段一小段

82 地號等土地)」都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案(預審)第三

次幹事會，於 107 年 10 月 25 日召

開「臺北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並於 108 年

1月 3日北市都設字第 1076070660

號函同意檢送計畫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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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地係位於可申請開發許可

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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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是否得有條件允許開發之

依據；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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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案申請個案開發基地範圍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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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理，開發區域

內平均坡度超過 30%者則不計入建

築基地面積。 

 

2.本案非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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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續實際地質條件將由專業技師實

際鑽探確認。 

 

 

 

3.本案個案開發基地非位於河川區。

(三)建築基地應以面臨 6 公尺以上道路為原

則。 

本基地面臨寬12公尺之行義路，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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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地土地形狀完整連接，以利

整體規劃開發及水土保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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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公告實施主要計畫案(通案) 本計畫案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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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已於 101 年 8

月23日台財產局改字第10100259251

號函同意依計畫辦理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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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管制內容，無其他相關容積獎勵及

容積移轉，並納入細部計畫規範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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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納入本案細部計畫案

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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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將於建照申請

時依規定申請納管使用。 

 

(二)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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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地於建照申請

時將依規定申請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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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書中擬訂分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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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案位於寬 12 公尺之行義路上，

經評估足以容納開發行為所衍生

之交通需求，並於 D區開發許可中

擬訂道路系統改善計畫。 

 

 

 

 

2.本案因開發為溫泉旅遊業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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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D 分區整體規劃都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在案。 

3.本案停車位設置及停車空間改善

計畫經 D區整體規劃都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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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公有土地機關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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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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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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初審同意函及溫泉使用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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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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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業 務 主 管 

 

承 辦 人 員 

 

繪 圖 者 

 

校 對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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