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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說明會日期與地點
 1 1 2年2月2日星期四下午2時整假梧棲區公所4樓禮堂
(地址：臺中市梧棲區中和街66號）

 1 1 2年2月6日星期㇐下午2時整假龍井區公所5樓禮堂
（地址：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247號）

 1 1 2年2月8日星期三下午2時整假沙鹿區公所5樓禮堂
（地址：臺中市沙鹿區鎮政路8號）

 1 1 2年2月9日星期四下午2時整假西屯區公所7樓禮堂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386號）

 112年2月10日星期五下午2時整假西區區公所4樓禮堂
（地址：臺中市西區金山路11號）

 112年2月13日星期㇐下午2時整假中區區公所6樓禮堂
（地址：臺中市中區成功路300號）

 112年2月15日星期三下午2時整假東區區公所2樓禮堂
（地址：臺中市東區⾧福路2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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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計畫緣起、範圍及法令依據

基地現況及變更內容

都計個變作業辦理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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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概述-路線與場站規劃
 「臺中捷運藍線」路線，
透過與鐵路高架化、捷運
綠線、公車之無縫整合與
串聯，提升整體公共運輸。

 設置20個車站、1個機廠、
1個備援行控中心暨變電站。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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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概述-場站設置規劃

針對出入口、通風井及其他
捷運設施(不含高架橋柱墩)
辦理變更都市計畫

B1-B8、龍井機廠

B9 (不涉及都市計畫變更)

B10-B20、變電站及行控中心

N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台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

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共10項都市計畫變更案
‐ 2項主要計畫
‐ 8項細部計畫

公開展覽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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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變更檢討原則

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可容
許使用不變更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大眾捷運法§18

變更都市計畫

依規劃需要之使用性質
變更都市計畫

現況分區類型 變更原則

將造成原公共設施用地機能
無法使用變更都市計畫

公有

私有

公共設施
用地

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捷運系統用地

捷運開發區

變更後用地變更原則

(未徵收土地)

依大眾捷運法§6、§7

指定供捷運路線、場、站、相關
附屬設施及事業使用。

指定供捷運路線、場、站及相關
附屬設施使用。依大眾捷運法辦
理土地開發或依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開發、興建供附屬事業
使用，其使用管制應依都市計畫
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商業區之
相關規定管制之，惟供捷運設施
使用部分得不計入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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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第1項第4款
辦理變更都市計畫

依據臺中市政府110年4月27日府授交
公捷字第1100101099號函，說明本案
屬市政重大建設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列情事之㇐時，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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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位置及現行都市計畫
N 行政區 車站

編號 車站位置 車站
型式 說明

梧棲區

B1 臨港路/中橫㇐路口
(臺中港)附近 高架 端點站，服務臺中港

區/梧棲市區

B2 臺灣大道/文化路口
(梧棲國小)附近 高架 服務梧棲市區

B3
臺灣大道/文華街
118巷口

(童綜合醫院)附近
高架 服務梧棲市區

沙鹿區

B4 臺灣大道沙鹿陸橋
附近 高架

服務沙鹿市區
轉乘臺鐵沙鹿車站
轉乘沙鹿轉運站

B5 臺灣大道/七賢路口
(竹林國小)附近 高架 增站，服務沙鹿市區

B6 臺灣大道/英才路口
(靜宜大學)附近 高架 服務周邊社區/大學

B7 臺灣大道六段弘光
科大附近 高架 服務周邊社區/大學

B8 臺灣大道/正英路口 高架 服務周邊社區/大學

龍井區 機廠
用地

臺灣大道六段中油
加油站西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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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都市計畫位置-1/2

B1-A
B1-B B2-A

(土開)
B3-A(土開)
B3-B

B4-A
B4-B

B5-B

B6-A(土開)
B6-B(土開)

臨港路/中橫㇐路口
(臺中港)附近

臺灣大道九段/
文化路口

(梧棲國小)附近

臺灣大道八段/文華街118
巷口(童綜合醫院)附近

臺灣大道八段
沙鹿陸橋附近

臺灣大道七段/七賢路口
(竹林國小)附近

臺灣大道七段/英才路口
(靜宜大學)附近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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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都市計畫位置-2/2

B6-A(土開)
B6-B(土開)

B7-A(土開)
B7-B

B8-A
B8-B

機廠用地

臺灣大道七段/英才路口
(靜宜大學)附近

臺灣大道六段
弘光科大附近

臺灣大道六段/正英路口

臺灣大道六段
中油加油站西側

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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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容-B1

B1-A現況：公園綠化使用

B1-B現況：空地、雜林

【變1】B1出入口A
港埠專用區變更為
捷運系統用地B1-1
(0.0934公頃)
建蔽率、容積率不予規定

【變2】 B1出入口B
文(九)用地變更為
捷運系統用地B1-2

(0.3164公頃)
建蔽率、容積率不予規定

臨港路/中橫㇐路口 (臺中港)附近

B1

註：1.實際面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編號 地段 地號（面積） 所有權人
變1

捷運系統用地
B1-1

港口段 277地號 國有地/交通部航港局 (100%)

變2
捷運系統用地
B1-2

安仁段
375-13、378、376、374-1、
373-1、372-2、362-3等7筆
地號

國有地/國有財產署 (65.65%)
市有地/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34.35%)

面臨港路四段、中橫㇐路側
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面臨港路四段側應設置

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梧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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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容-B2

編號/分區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變3
捷運開發區
B2-1

三民段 1350、1350-1 私有地 (100%)

B2-B 使用位置、面積及土地權屬以實際申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範圍為準。

【變3】 B2出入口A
第四種住宅區變更為
捷運開發區B2-1
(0.1759公頃)
建蔽率70%、容積率400%

B2出入口B
文(小)用地
申請公設多目標使用

梧棲國小

臺灣大道九段/文化路口(梧棲國小)附近

B2

註：1.實際面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B2-B現況：梧棲國小

(人行道、停車場、球場)

B2-A現況：空地

梧棲國中

面臨臺灣大道九段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梧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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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容-B3

編號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變4

捷運開發區
B3-1

忠孝段
313、314-4、315、316、317-1、
318、396-3、397-1、317等9筆
地號

私有地 (98.91%)
國有地/國有財產署 (1.09%)

變5
捷運系統用地
B3-2

忠孝段 299-4、299-8
私有地 (100%)

南簡段 866-1、867-3、868-1

註：1.實際面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變4】 B3出入口A
第四種住宅區變更為
捷運開發區B3-1
(03575公頃)
建蔽率70%、容積率400%

臺灣大道八段/文華118巷口(童綜合醫院)附近

B3

【變5】B3出入口B
綠地用地變更為
捷運系統用地B3-2
(0.0502公頃)
建蔽率、容積率不予規定

B3-B現況：車商保養廠

B3-A現況：童綜合醫院停車場

面臨臺灣大道八段側應
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面臨臺灣大道八段側應

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梧棲區



13
公開展覽版本

 捷運建設計畫之場、站等建築，應納入都市設計審查。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捷運開發區」及「捷運系統用地」，其建蔽率、容積率依下表規定辦理：

【細計土管】

項目 建蔽率 容積率
捷運開發區B2-1、捷運開發區B3-1 70% 400%
捷運系統用地B1-1、捷運系統用地B1-2、捷運系統用地B3-2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為塑造良好都市景觀及完整之人行系統，捷運開發區退縮建築依下表規定辦理：

項目 退縮建築規定
捷運開發區B2-1 面臨臺灣大道九段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捷運開發區B3-1 面臨臺灣大道八段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捷運系統用地B1-1
面臨臨港路四段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面臨中橫㇐路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捷運系統用地B1-2 面臨臨港路四段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捷運系統用地B3-2 面臨臺灣大道八段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捷運系統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之使用指定：
(㇐)捷運系統用地指定供捷運路線、場、站、相關附屬設施及事業使用。
(二)捷運開發區指定供捷運路線、場、站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依大眾捷運法辦理土地開發或依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開發、興建供附屬事業使用，其使用管制應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
治條例商業區之相關規定管制之，惟供捷運設施使用部分得不計入容積。

梧棲區

 其他土管要點詳細部計畫書土管要點㇠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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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土地使用
分區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用地取得費
用(百萬元)

工程費
(百萬元) 主辦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來源協議
價購 徵收 公地

撥用
土地
開發

捷運系統
用地 0.4600 ˇ ˇ ˇ

187.99 2,102.64 臺中市
政府

民國
121年

依經費分攤
原則，分別
由中央政府、
臺中市政府
編列預算支
應。

捷運
開發區 0.5334 ˇ ˇ

註：1.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用地取得費用為B1、B2、B3車站設施用地取得費用合計。
3.工程費：本表所列工程費係指車站捷運設施之工程費。
4.捷運開發區：依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5.本表所列工程費係指本捷運建設計畫總建造費用為109年幣值，不含分年調整費，有關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依預算編列及實際
計畫執行情形酌予調整。

資料來源：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藍線建設計畫綜合規劃報告，臺中市政府，民國111年3月(提報交通部審議中，尚未核定)，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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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辦理程序

研擬變更主計/細計
計畫書、計畫圖(草案)

公開說明會

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審議
通過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公民或團體
陳情意見

審議
通過

修正後書、圖依法定程序報請內政部核定

依市都委會決議
修正書圖

依內政部都委會決議
修正書圖

都市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公開展覽4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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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案公開展覽計畫書、圖可
於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首
頁點選「業務專區」→「都市計
畫專區」→「公告公開展覽」項
目，下載計畫書圖電子檔，或至
梧棲區公所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參閱。

 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公民
及團體可於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期
間（112年1月9日起45日），以
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地址、
意見、所提意見之地點（或地
段、地號），郵寄或送達臺中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

 意見表請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梧棲區公所索取。

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方式及處理程序

聯絡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04)2228-9111轉65200
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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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