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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民國75年臺中市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將原市轄部分農業區

以附帶條件規定為「後期發展區」，應等優先發展地區完成開發及實

際建築使用達60%時，該後期發展區始得進行開發建設，嗣於93年6

月15日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中，修正原附帶條件，將後期發展區變更為

整體開發區。其中整體開發地區第六、七單元部分，依原市公辦市地

重劃次序訂為第十三期大慶市地重劃區，藉由公部門辦理重劃開發

機制，促進土地利用，帶動都市空間發展。 

本市第13期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前於99年2月25日公告完竣，

重劃施工期間因遇有麻糍埔及番婆庄遺址（指定、列冊）、舊南屯溪

文化景觀等文化資產保存，與現行都市計畫規劃內容有所衝突。為落

實前述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同時兼顧市地重劃可行性，爰透過都市

計畫變更，調整區內公共設施配置以為因應。為將重劃區內都市計畫

變更情形、辦理進度及未來預計重劃期程向各位地主報告，以利後續

修正重劃計畫書作業，特此召開本次座談會。 

 

貳、都市計畫變更內容 

詳如附錄。 

 

參、重劃區範圍及面積 

本重劃區範圍涵蓋南屯及南區等2個行政轄區，包括南屯區豐安、

豐樂、鎮南、楓樹、楓興段及南區半平厝、樹子脚、番婆段等8個地

段部分土地，東以西川一路為界，南以建國北路為界，西以環中路五

段為界，北以文心南七路、向心南路及永順路道路中心線為界，面積

共計229.567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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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重劃工程執行情形 

本重劃區重劃計畫書經內政部98年12月1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52798號函核定，並於99年2月25日公告完竣後，即著手進行地

上物補償費發放及工程施工，本重劃區目前共劃分為四大工區及一

個區內橋梁暨景觀渠道工程，各工區示意圖及工程進度如下： 

 

 

 

 

 

 

 

 

 

 

單元六 單元七 

臺中市第 13期市地重劃區範圍圖 

臺中市第 13期市地重劃區工區範圍示意圖 

景觀渠道位置 

橋梁位置 



- 3 - 

 

 

 第一工區 第二工區 第三工區 第四工區 
橋梁暨景觀

渠道工程 

施工廠商 天瑞營造 義力營造 泛亞工程 泛亞工程 協誠營造 

開工日期 102.5.10 102.5.7 102.11.7 103.3.5 102.2.4 

預定進度 47.54 % 65.11 % 100 % 40.91 % 100 % 

實際進度 30.64 % 65.55 % 98.3 % 32.15 % 99.54 % 

進度比較 -16.9 % 0.44 % -1.7 % -8.76 % -0.46 % 

備    註 
本表施工進度截至 106 年 8 月，預定進度係依展延工期後之
施工網圖排定 

 

開發執行期間因遇有麻糍埔遺址、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等文化資

產保存，與現行都市計畫內容有所衝突，致重劃工程及土地分配作業

均受阻礙。為落實前述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同時兼顧市地重劃可行

性，爰透過都市計畫變更，調整區內公共設施配置以為因應。 

都市計畫部分依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個案變

更，其中細部計畫自104年10月起至105年8月止共歷經7次專案小組

審查，嗣於105年8月25日經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59次會議審議通

過，主要計畫則於106年2月14日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894次會

議審議通過，附帶條件略以：「…請於臺中市都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後，

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

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

後實施…」，故仍應配合修正重劃計畫書。 

區內部分計畫道路及滯洪池工程涉及麻糍埔、番婆庄指定及列

冊遺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需先行辦理遺址搶救發掘後，始得進

行重劃工程施工，該部分已委託考古團隊進場辦理搶救作業中。 

目前各工區工程廠商仍持續就未受遺址或都市計畫變更影響之

區域戮力施工中。 

臺中市第 13期市地重劃各工區工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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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劃計畫書修正概要 

 

一、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項目及面積 
 

項目 
現行都市計畫 

面積（公頃） 

修正後 

面積（公頃） 

增減情形 

（公頃） 

道路  67.3880  53.4140 - 13.9740  

溝渠（排水道）   9.7443   9.6016 -0.1427  

兒童遊樂場用地   2.1911   2.2438 +0.0527  

鄰里公園   5.2885  15.7601 +10.4716  

廣場（兼停車場

及捷運站用地） 
  1.5272   0.7034 -0.8238  

綠地（園道、兼

捷運系統用地） 
  9.6608  19.1467 +9.4859  

文小用地   4.0615   3.4089 

（文中小） 
-8.4619  

文中用地   7.8093 

停車場用地   1.8841   1.5154 -0.3687  

合計（公頃） 109.5548 105.7939 -3.7609  

註 1：實際面積應以都市計畫樁位測定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註 2：辦理土地分配時如需增設巷道，增設位置及面積以合議制方式審議。 

註 3：修正後（即都市計畫變更結果）面積係依據 TWD97座標系統樁位展繪後重新計算。 

註 4：區內 2處文中用地及 1處文小用地整併為 1處文中小兼滯用地。 

 

二、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例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例＝ 

X100%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河川溝渠及未登記地

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河川溝渠及未登記地面積 

原核定負擔比率 修正後 

＝ 
109.5548－26.5701  

X100% ＝ 
105.7939－24.8048 

X100% 
229.5673－26.5701  229.5673－24.8048 

＝ 40.88％ ＝ 39.55％           單位：公頃 

註：本重劃區內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已登記及未登記土地面積實際約 24.8048

公頃（原預估 26.5701 公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抵充區內共同負擔之公共

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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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費用概算 
 

項目 
原編列預估 

金額（元） 

修正後 

金額（元） 
說明 備註 

重劃工程費 3,534,000,000 6,142,116,000 

包含道路、橋梁、

整地、側溝、溝渠、

共同管道、雨污水、

綠化、路燈、交通

號誌、電信、電力、

瓦斯、自來水等配

合款。 

工程費用增加

係新增滯洪池、

監視系統、跨越

舊南屯溪橋梁

等工程、遺址搶

救發掘作業費

用及物價上漲

等因素增列。 

地上物拆遷

補償費 
2,508,000,000 2,158,515,819 

包括建築物、農作

物、墳墓等。 

實際查估應補

償金額。 

重劃業務費 159,600,000 159,600,000 
包括作業費、設備

費、雜項費用等。 
 

小計 6,201,600,000 8,460,231,819   

貸款利息 744,192,000 750,702,291 

47 億元之貸款利

率以地方建設基金

平均地權項目年利

率 0.805%計算、期

間 12年；剩餘款項

以五大行庫基本年

利率 2.63%計算，

貸款期間 3年。 

原貸款年利率

以 3%計算，貸

款期間以 5 年

計算。 

合計 6,945,792,000 9,210,934,110   

註：本表所列金額為預估，實際以負擔總計表為準。 

 

四、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費用平均負擔比例＝ 

X100% 
工程費總額＋重劃費總額＋貸款利息 

重劃後平均地價 X（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河川溝渠及未登記

地面積） 

原核定負擔比率 修正後 

＝ 
6,945,792,000元 

X100% ＝ 
9,210,934,110元 

X100% 
37,518 X 2,029,972㎡ 43,046 X 2,047,625㎡ 

＝ 9.12％ ＝ 10.45% 

註：預估平均重劃後地價（37,518元／㎡） 註：預估平均重劃後地價（43,0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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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率＋費用負擔比率 

原核定負擔比率 修正後 

40.88％＋9.12％＝50％ 39.55％＋10.45％＝50％ 

 

陸、辦理期程規劃 
 

項次 工作項目 原預定工作期程 修正後預定工作期程 

一 選定重劃地區 97年 12月至 97 年 12月 無修正 

二 徵求同意 96年 07月至 97 年 07月 無修正 

三 研訂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 98年 12月至 99 年 01月 無修正 

四 公告重劃計畫書 99年 01月至 99 年 02月 無修正 

五 
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及

處理反對意見 
99年 01月至 99 年 02月 無修正 

六 籌編經費 98年 06月 98年 6月至 107 年 12月 

七 
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

事項 
102年 04月至 103年 09月 107年 12月至 109年 5月 

八 現況調查及測量 98年 01月至 98 年 05月 無修正 

九 工程規劃設計 98年 11月至 99年 12月 98年 11月至 107 年 6月 

十 查定重劃前後地價 99年 12月至 100年 12月 107年 12月至 108年 12月 

十一 
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土地

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費 
98年 06月至 100年 06月 98年 6月至 106 年 12月 

十二 工程施工 99年 08月至 102年 12月 102年 2月至 109年 8月 

十三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101年 06月至 102年 12月 107年 12月至 109年 05月 

十四 分配草案說明會 102年 06月至 102年 07月 108年 7月至 109年 2月 

十五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103年 01月至 103年 03月 108年 10月至 109年 3月 

十六 地籍整理及權利變更登記 103年 03月至 103年 09月 108年 12月至 109年 5月 

十七 交接及清償 103年 09月至 103年 12月 109年 1月至 110 年 6月 

十八 財務結算 104年 01月至 104年 06月 110年 6月至 111年 1月 

十九 成果報告 104年 06月至 104年 08月 111年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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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期效益 

◎促 進 都 市 健 全 發 展 

◎節 省 政 府 財 政 支 出 

◎健 全 地 籍 管 理 

◎提 高 土 地 利 用 價 值 

◎改 善 生 活 品 質 空 間 

 

捌、Ｑ＆Ａ 

一、本次重劃計畫書修正對地主權益有何影響？ 

答：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公告後，實施

重劃確有困難者，應敘明理由報請核定後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修訂重劃計畫書。本重劃區因文資保存議題辦理都市計畫變更，屬

辦理重劃過程中重大事項，市府於都市計劃過程亦審慎考量地主的

負擔，經檢討修正後，重劃區內平均重劃負擔比率仍維持50％，並

無額外增加地主的負擔。 

 

二、本重劃區因配合文化資產保存進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導

致重劃作業期程較原預定落後，有無補償措施？ 

答：第13期市地重劃區遭遇全國首例於工程階段發現並指定遺址之不可

抗力議題，對於重劃工程確實帶來嚴峻的挑戰，連帶的也使得重劃

工程進度較原預定期程落後。市府針對補償議題亦曾進行研商討論，

但因補償機制牽涉適法性（補償依據）、發放對象（尚未禁止移轉）、

發放財源（是否可納入地主負擔）、補償類別（租金或補償金）及實

務執行（證明文件）等問題，且平均地權條例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等規定並無相關補償機制，故發放補償有其困難。但市府會盡力督

飭重劃工程施工廠商針對未受影響區域戮力趕辦，以期儘早將土地

交還給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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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計劃變更前，原屬住宅區用地因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

遺址，變更為公園（公共設施）用地，權益如何保障？ 

答：重劃開發過程因指定遺址須辦理都市計劃變更，致原住宅區用地變

更為公共設施，確實影響後續土地分配的方式（無法原位次分配）。

現行土地分配相關作業，皆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辦理分

配，未來本重劃區土地分配亦會依上開規定執行。因現階段尚未進

行土地分配作業，市府針對受指定遺址影響的地區，於兼顧法令、

公平性及合理性的前提下，也會審慎研議未來（調整）分配的方式，

以保障地主的權益。 

 

四、重劃區內地主何時可以領回土地？ 

答：預計108年下半年召開土地分配草案說明會，如後續公告異議及地籍

整理作業順利，最快可於109年1月陸續將土地交還給地主。 

 

五、重劃區何時辦理禁止土地移轉？ 

答：預計於107年12月至109年5月公告禁止土地移轉，限制期間為1年6個

月（實際日期以公告為準）。 

 

六、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為何？如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如何處理？ 

答：本重劃區依都市計畫規劃有第1種、第1-1種及第1-3種等3種住宅區，

其最小可建築基地面積分別為140㎡（至少7m面寬）、140㎡（至少

7m面寬）及800㎡（無面寬限制）。 

    舉例而言，第1種住宅區街廓分配線劃定後，依分配線至臨路側之最

淺深度乘以最小面寬，即為該街廓最小分配面積。如該街廓最淺深

度為25m，最小面寬為7m，最小分配面積則為：25m*7m=175㎡。因

各街廓之深度不一，是各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會有不同。 

    如應分配面積未達原街廓最小分配面積，但大於其他街廓最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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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將視土地分配情形調配至其他街廓，如均未達各街廓最小分

配面積者，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得申請與他人合併分

配或領取差額地價。 

 

 

項    目 
住宅區 

住 1 住 1-1 住 1-3 

最高建蔽率(%) 50 50 50 

基準容積率(%) 140 140 140 

上限容積率 210 250 250 

最小基地面積(㎡) 140 140 800 

最高高度比 1.5 1.5 1.5 

前院深度(M) 6 6 6 

後院深度(M) 3 3 3 

側院深度(M) 1.5 — 1.5 

基地最小面寬(M) 7 7  

 

七、分別共有土地申請分配為單獨所有，有何限制？ 

答：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各共有人應分配面積均已達原街

廓最小分配面積，且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

意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得分配為單獨所有。惟

依同辦法第35條規定，土地分配公告期間共有人如提出異議，主管

機關得不予調處，仍分配為共有。 

    因此，土地所有權人依上開規定申請分配為單獨所有時，宜先取得

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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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劃前土地座落於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上之地主，如何

分配土地？ 

答：土地分配相關作業，皆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辦理分配，

未來本重劃區土地分配亦會依上開規定執行。對於重劃區內座落於

公共設施用地上之土地，市府會審慎研議調整分配原則，於提送市

地重劃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分配。 

 

九、重劃區內已開闢之道路，因保留重劃分配權之土地，是否

可參加分配土地？ 

答：重劃區內之土地（含保留重劃分配權之土地），其分配作業皆依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辦理。 

 

十、重劃區前後地價影響土地分配權益，如何訂定？ 

答：本重劃區重劃前後地價因尚未進行土地分配作業，故重劃前後地價

尚未查估。未來，重劃前後地價將會委託合法開業之不動產估價師

辦理查估，並提送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審議通過

後始進行土地分配作業。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