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109年9月18日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配合淡水河北側沿河平
面道路工程)住宅區、保護區、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

公園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主要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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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20:10
民眾現場提問(依發言單順序)

市府相關單位回應

4 20:10-20:15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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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說明



1.市政府公告公開展覽30天
2.舉辦地區說明會

申請單位完成都市計畫書圖製作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核定

市府-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審
議
通
過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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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計畫經臺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完畢後，由市府將
審議結果及計畫內容再繼續送
內政部核定。屆時民眾對案件
如仍有意見，還可以再向「內
政部」提出。

■於北投區公所公開展覽
109.08.28~109.09.26 (30天)

公開展覽說明會:
109.09.18

審議
與

核定

計畫擬定

公開展覽

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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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簡報大綱

Ⅰ 計畫緣起與現況說明

Ⅱ 計畫內容

Ⅲ 變更位置及變更內容

Ⅳ人民陳情意見及回應

Ⅴ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及

公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

3



Ⅰ計畫緣起與現況說明



計畫緣起

 台2線為聯繫臺北市、新北市共同生活圈之
重要交通要道，為解決現況長期交通壅塞問
題，新北市提出「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
工程」，期以疏導往返淡水、北投地區通過
性車流，降低台2線之交通負荷。

 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沿淡水河右岸
紅樹林至竹圍路段布設，北起台2線與台2乙
線交會點附近(即淡金路與中正東路交叉路
口)，南迄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立德路交
會 口 ， 路 線 全 長 約 5.45 公 里 ， 其 中 約
1,190.4公尺行經台北市境內。

 為紓解大度路-中央北路四段及大度路-立德
路兩平面路口交通量，分別採地下箱涵穿越
中央北路四段、立體化高架橋梁跨越立德路，
以優化平面路口運轉。

 本案道路工程亦經臺北市政府認定符合都市
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之配合興建重大
設施，故續依規定辦理本案都市計畫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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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路

立功路

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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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位於臺北市區內總長約 1,190.4公尺。

2
1

大度路、中央北路四段路口

主體工程採地下穿越路口，紓解平
面路口交通量
現況：F級 →  改善後：D級

1立功路

知行路

聖景路

關渡路

淡北道路

大度路、立德路口

新增跨越立德路口之跨越橋，減少
平面路口交通量

現況：E級 → 改善後：D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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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北投區都市計畫西南側，始於大度路三段、中央北路四段、聖景路，
臺北市與新北市界觀海公園往東穿越中央北路四段601巷關渡地區，
銜接至大度路三段為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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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內共有21筆土地，皆為公有土地。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面積(m2)

計畫
範圍

變更
範圍

豐年段四小段 695

臺北市

242.43

關渡段三小段
552、550、537、39、39-5、
39-6、538-1、538-2、573-1、

586-1

5,472.72

使用
範圍

關渡段三小段

537、525、526、526-1、536、
537-1、537-4、551、554

臺北市
872.67

548、575 國有

面積總計 6,587.82

管理單位：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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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變更範圍位於臺北市與新北市界
公園用地(觀海公園)，往東穿越保護區，
經過部分住宅區，銜接至大度路三段。

 計畫範圍北側為交通用地(臺北捷運淡
水信義線)及約40米寬之道路用地(大度
路三段)，南側則有學校用地(馬偕醫護
管理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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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計畫內容



計畫目標及效益

 紓解台2線通勤尖峰時段及例假日車輛壅塞情形。

 改善臺北市與新北市間交通運輸效率及服務品質。

 提高二市間公路運輸走廊之道路容量與交通效率。

 提升大度路重要路口服務水準。

(大度路/中央北路：F級->D級；大度路/立德路：E級->D級)

目標

效益

 紓解臺北都會區中心都市成長壓力，平衡區域發展，

促使淡水成為臺北市的衛星都市。

 解決現況交通壅塞之問題，紓解新北市淡水區台2線紅

樹林至竹圍路段疏導通過性車流。

 改善臺北市與新北市間交通壅塞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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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構想
 本計畫道路起於新北市淡水區台2

線(淡金路)與台2乙線(中正東路)

交會點附近，順淡水河方向至捷

運竹圍站西側、基督書院台2線路

段、跨越關渡大橋東端匝道區、

穿越中央北路及大度路口、至計

畫終點跨越立德路高架橋後接入

大度路平面道路止。

• 高架段
屬公園用地(觀海公園)，
未來仍規劃公園使用。

• 車行箱涵
穿越保護區，並於大度橋前接
回原路面。

• 引道
使用既有之車道作為引道，故後續
將於大度路平面層拓寬2車道，以維
持原服務水準。

15公尺寬，採雙向二車道配置 15公尺寬，採雙向二車道配置 平面層拓寬2車道

A-A’ B-B’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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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變更位置及變更內容



變更位置及內容

變更位置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三小
段550(部分) 地號等4筆土

地。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三小
段538-1地號等5筆土地。

臺北市北投區豐年段四
小段695地號等2筆土

地。

原計畫 公園用地 保護區 住宅區

新計畫 公園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面積
(平方公尺)

4,939.91 297.42 477.82

變更理由
配合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所需進行用地變更，以改善臺北市與新北市
間交通運輸效率及服務品質，提高2市間公路運輸走廊之道路容量與交通效率。

變更11筆土地
面積約 5,715.15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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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位置及內容

約872.67m2之保護區將以地下箱

涵方式施作，完工後不影響原使用，

亦不影響原地形地貌，故不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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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民眾意見及回應



民眾意見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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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淡水、北海岸地區往返八
里及桃園車流；分擔關渡大橋
交通量

提高整體大眾運輸路網覆蓋率；
促進區內與聯外公共運輸發展

淡江
大橋

淡海
輕軌

淡北
道路

改善區域路網車道不平衡瓶頸創
造發揮交通管理作為空間；滿足
都會區生活通勤旅次需求提昇人
本環境並活化管理空間

議題一:興建淡北道路必要性

為解決整個大路網的問題，交通部公路總局前期曾提出以全線高架方式設置快速道
路、臺2線全線拓寬等計畫，惟後因環評決議、民房拆遷及用地費等因素皆決議暫緩

推動，可見從中央到地方皆致力於解決本地區交通問題。監察院更於106年糾正行政
院，淡水地區必要的聯外交通主要3大建設須到位，其中，淡海輕軌及淡江大橋已在
推動中。但在長期交通規劃方面，目標年130年竹圍路廊交通容量仍然不足，因應衛
星城市的目標，為了提昇既有臺2線公車效能，勢必得導引分流，釋放道路空間方有
管理優化的可能。



民眾意見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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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降低臺北市交通衝擊相關措施

1.結構設施
就現況交通壅塞路口大度路-中央北路路口以及大度路-立德路口，分別採地下箱涵穿
越中央北路四段，立體化高架橋梁跨越立德路，以優化平面路口運轉。另往臺北市
方向下匝道處前，已設計將原2車道漸變式調整為1車道進入大度路，以降低車輛匯
入衝擊。

淡北道路使用者漸變匯流
成1車道方匯入大度路

淡北道路



民眾意見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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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降低臺北市交通衝擊相關措施

2.交通控制措施
淡北道路沿線已規劃設置VD、CCTV等設施加強車流監控，並於淡北道路起迄匝道
處設置CMS系統，以提供用路人路況訊息，導引行駛淡北道路或臺2線，將車流分散，
以降低堵塞機率，另外這些交通監控系統資訊都將即時回傳予雙北市交控中心，而
兩市交控中心可直接聯繫，以即時因應交通狀況，達到有效管控整體交通。

雙北市界



民眾意見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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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降低臺北市交通衝擊相關措施

淡
北
道
路

洲美快速道路

環
河
快
速
道
路

福國路

國道1號

士林北投
科技園區

3.大眾運輸部分
大臺北生活圈的公共運輸率相對台灣其他地區高，目前平均達38％，尤其竹圍路廊已
達50％，但是以現況竹圍路廊的壅塞環境，以降低部分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的意願，因
此，為了活化大眾運輸使用，目前淡北道路規劃已以符合開放公車行駛條件下進行設
計，並規劃提供跳蛙公車，藉以吸引私人運具使用者移轉使用大眾運輸。



Ⅴ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及公展階段
人民陳情方式說明



管道一
直接至 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網站填寫意見

→ 步驟一 填寫意見

請填列計畫名稱

請提供1.訴求地
點之地段地號或
地址; 2.訴求意見

與建議

→ 步驟二 填寫個人資料

請務必輸入通
訊地址，以利
書面通知會議

日期及時間

→ 步驟三
案件送出後，至電子郵件信
箱點選「請求確認信函」，
取得案件編號及安全密碼

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HELLO TAIPEI
https://hello.gov.taipei/Front/mai
n
(建議使用Google Chrome)

QR Code 22



管道二

∴郵寄或傳真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 請郵寄或傳真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說明位置

說明訴求意見與建議

個人資料務必書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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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起至
109年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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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