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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範圍與面積

重劃進度

都市計畫歷程

都市計畫變更內容

重劃計畫書修正及重要事項



重劃區範圍與面積

範圍四至：

◼ 東：以30M-8、20M-29計畫道路與農
業區為界。

◼ 西：以25M-8、25m-11計畫道路及衛
道中學邊界、臺電變電所向南延伸至大
連北街24巷為界。

◼ 南：以原有鄰路住宅區邊線及計畫道路
為界。

◼ 北：以八十公尺環中路北側邊線為界。

總面積403.89公頃
私有土地367.85公頃
公有土地35.72公頃
未登記土地0.32公頃



明(109)年1月重劃分配結果公告

重劃進度

第一工區100%

第二工區100%

第三工區100%

第四工區100%

第五工區100%

第六工區100%

第六工區公園景觀標100%

敦化路排水系統銜接工程100%

豐樂路北側及三工區減作100%



都市計畫歷程

細

部

計

畫

臺中市政府98年6月26日府都計字第0980157643號公告發布實施「擬

訂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九、十、十一)細部計畫」案

臺中市政府103年12月8日府授都計字第10302404611號公告發布實施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九、十、十一）細部計畫

（配合土庫溪排水治理規劃及長生巷老芒果樹保留）案」

臺中市政府106年1月17日府授都計字第10600035741號公告發布實施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九、十、十一)細部計畫(配合

第十四期市地重劃區範圍調整)案」

臺中市政府108年5月13日府授都計字第1080102672號公

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九、

十、十一)細部計畫(配合同平巷老樹修正園道用地及同平巷、

同榮里、永和巷土地公廟保留)案」



都市計畫變更內容-變更位置示意圖
巨蛋預定地變更運動設施

變更文中25與文小39為文中小用地，並廢除兩處學校用地間之計畫道路

地區宗教信仰保留-萬善堂宗教文化

• 剔除停車用地範圍內之萬善堂，劃設宗教專用區

第11期與14期重劃區間未整體開發區未整體開發區

• 解決第11期市地重劃區內部分剔除之住宅區尚未整體開發土地之問題

馬禮遜美國學校北側與南側及衛道中學東北側畸零地問題

• 原計畫造成兩個學校周圍產生畸零地，故劃設綠地納入整體開發

土庫溪明渠河道明渠排水

• 避免明渠改為地下箱涵致無陽光照射而喪失自淨功能，故依據河川治理線調整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為排水

道用地，並變更部分學校用地為住宅區，以維持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不變

重劃區住宅區內列管受保護樹木—老芒果樹(長生巷)老樹保留

• 為考量樹木保護之完整性，劃設細部計畫兒童遊樂場用地予以保存

土地公廟保留

地方民意陳情出具同意書，公園變更為專供寺廟使用土地

原公園綠地內土地公廟—管用合一

第
一
次
修
正
重
劃
計
畫
書

第二次修正重劃計畫書



第1次修正重劃計畫書變更位置圖



第1次修正重劃計畫書變更位置圖



第2次修正重劃計畫書變更位置圖



同平巷土地公廟
變更前 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同

意書，同意變更為專
供宗教使用之分區，
重劃後並同意分配於
該地

寺廟坐落土地變更為
第1-D種住宅區

配合老樹保留，將道
路南移7公尺，並配
合將部分園道用地變
更為道路用地

變更後

第2次修正重劃計畫書變更位置圖



同榮里土地公廟

變更前 變更後 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同
意書，同意變更為專
供宗教使用之分區，
重劃後並同意分配於
該地

寺廟坐落土地變更為
第1-D種住宅區

第2次修正重劃計畫書變更位置圖



永和巷土地公廟

變更前 變更後 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同
意書，同意變更為專
供宗教使用之分區，
重劃後並同意分配於
該地

寺廟坐落土地變更為
第1-D種住宅區

第2次修正重劃計畫書變更位置圖



重劃計畫書修正及重要事項-公設項目及面積

公共設施用地項目
原都市計畫面積

(公頃)
第1次修正後面積

(公頃)
第2次修正後面積

(公頃)
備註

文中用地 15.7589 8.25 8.25扣除6.9276

文小用地 13.5367 7.29 7.29

文中小用地 0 10.63 10.63

公園用地 8.1722 8.71 8.71

兒童遊樂場用地 0.2932 1.88 0.29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4.0446 0.29 1.96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0 5.26 5.25

綠地用地 0.4003 0.54 0.55

廣場用地 0 0.43 0.43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3.0410 2.46 2.46

停車場用地 1.7867 1.62 1.62扣除1.2976、0.3224

園道用地 10.1180 9.27 9.19

排水道用地 0.4359 1.40 1.40

道路用地 125.8729 125.80 125.81

道路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0 0.09 0.09

總計 183.4604 183.92 183.93



重劃計畫書修正及重要事項-公設負擔
➢ 20.589352公頃：依實際使用情形抵充

➢ 5.4943公頃：改列為非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

◆停車場用地 0.3224公頃

◆文中用地 5.1719公頃

➢ 1.2976公頃：已闢建停車場



重劃計畫書修正及重要事項-費用明細

項目 金額(元) 說明 備註

重劃工程費

（含道路、橋梁、整地、側

溝、溝渠、共同管道、排水箱

涵、雨污水、綠化、路燈及

管線配合款等）

11,483,484,374

包含道路、橋梁、整地、側溝、溝渠、

共同管道、排水箱涵、雨污水、綠化、
路燈、交通號誌、電信、電力、瓦斯、

自來水等配合款

1.原設計未含橋樑等工程

2.道路包含標線、標誌、號誌
管制設施及設備等交通設施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4,101,418,094包括建築物、農作物、墳墓等

重劃業務費 203,140,077包括作業費、雜項費用等

小計 15,788,042,545

貸款利息 806,150,851

76億元之貸款利率以地方建設基金平

均地權項目利率0.805% 計算 、期間
10年6月；剩餘款項經公開邀請金融機

構投標後，得標銀行基本利率採

0.99% 計算，貸款期間4年。

原貸款利率以3%計算

貸款期間以5年計算

合計 16,594,193,396



重劃計畫書修訂內容-費用負擔



第2次重劃計畫書修正及重要事項-總負擔比率



第2次重劃計畫書修正及重要事項-辦理期程

項次 工作項目
原重劃計畫書核定

預定工作期程
修正後預定工作期程

一 選定重劃地區 096年01月至096年04月 無修正

二 徵求同意 096年05月至098年08月 無修正

三 研訂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 098年08月至098年10月 無修正

四 公告重劃計畫書 098年11月至098年12月 無修正

五 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及處理反對意見 098年12月至099年01月 無修正

六 籌編經費 098年06月至105年12月 無修正

七 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 107年07月至108年12月 107年07月至109年01月

八 現況調查及測量 098年12月至105年05月 無修正

九 工程規劃設計 098年12月至105年05月 無修正

十 查定重劃前後地價 106年08月至107年08月 107年07月至108年07月



第2次重劃計畫書修正及重要事項-辦理期程

項次 工作項目
原重劃計畫書核定

預定工作期程
修正後預定工作期程

十一
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土地改良物或墳墓

拆遷補償費
099年01月至104年12月 無修正

十二 工程施工 100年01月至108年06月 100年01月至108年12月

十三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106年12月至107年12月 107年07月至108年10月

十四 分配草案說明會 108年01月至108年03月 108年10月至108年12月

十五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108年04月至108年08月 108年12月至109年05月

十六 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 108年05月至108年11月 109年02月至109年08月

十七 交接及清償 108年06月至108年12月 109年03月至109年09月

十八 財務結算 109年01月至109年06月 109年10月至110年03月

十九 成果報告 109年10月 110年07月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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