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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位置&土地使用強度 

建築退縮、騎樓與人行道留設規定示意圖 

基地四周現況圖 

鄰近建築現況分析 

建築模擬示意圖 

建築物天際線變化示意圖 

貳、基 地 分 析 

2-00 

貳、基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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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地分析 

基地位置與土地使用強度 

1. 區位:  依 104 年 7 月 22 日府授都計字第 1040156066 號函公告發布實

施之「臺中市都市計畫（西屯地區）細部計畫檢討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彙整。 

2. 交通:  東向臨接26米計畫道路(至善路)、西向臨接8米計畫道路(台灣大

道三段650巷)。 

3. 使用強度: 

a. 使用分區: 第三種商業區 

b. 建蔽率: 70% 

c. 容積率: 420% 

d. 高度限制: 依技術規則第164條辦理 

e. 開放空間: 東向臨接26米計畫道路(至善路)及西向臨接8米計畫

道路(台灣大道三段650巷)之4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4. 獎勵措施: 

a.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b. 容積移轉獎勵 

c. 都市更新獎勵 

5. 四周現況: 

a. 東向臨接26米計畫道路(至善路) 

b.  西向臨接8米計畫道路(台灣大道三段650巷) 

c. 南向為空地 

d. 北向為2樓建築物 

申請位置與土地使用強度 

基地位置圖 

N 

申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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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退縮、騎樓與人行道留設規定示意圖 

申請位置 

建築退縮規定示意圖 

基地東側臨26M至善路 – 留設4M無遮簷人行道 
基地西側臨  8M至善路 – 留設4M無遮簷人行道 
 
 

法定退縮範圍  基地退縮說明 

貳、基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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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說明 

1. 區位: 本案申請基地座落於臺中市至善路與至

善路18巷交叉口，基地東向臨接26米至善路、

西向臨接台灣大道三段650巷。 

2. 鄰地概況: 原基地位址及北向鄰地皆為二層樓

平房，鄰近高層住宅為東向14層中港麗園、

西向10層鄉林登峰，鄰近商辦大樓為西南向

19層RICH19層峰會館。  

2 

1 

3 

4 

(1)台灣大道三段 看往 至善路 

(3) 至善路38巷看往至善路 (2) 至善路看往台灣大道三段
650巷18弄 

(4) 上安路看往至善路 

基地周圍現況圖 

基地位置圖 

N 

貳、基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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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至善路 看往上安路 

(7) 台灣大道三段686巷 看往      
      台灣大道三段650巷 

(6) 上安路 看往台灣大道三 
      段686巷 

(9) 台灣大道三段 看往台灣大道三段650巷 

(8) 台灣大道三段650巷 

7 

6 

8 

5 

9 

基地位置圖 

N 

基地周圍現況圖 

貳、基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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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 

(12) 

(13) 

(14) 

(15) 

基地位置圖 

N 

基地現況照片 

基地周圍現況圖 

貳、基地分析 

12 

13 

14 

15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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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建築現況分析 

貳、基地分析 

編號 建案名稱 樓層高度 建築外觀 開放空間有無 用途 

A 喬立雍容 22層 亮面鐵灰色系 有 集合住宅 

B 謙謙太子 19層 灰白色系外牆 有 集合住宅 
 

C RICH 19 19層 藍綠色玻璃外立面 
灰色內立面 

有 商辦大樓 

D 鄉林登峰 10層 淺灰色 深灰跳色 有 集合住宅 
 

E 龍寶方圓臻邸 14層 土棕色系 
綠銅版 

有 集合住宅 
 

F 中港假期 14層 淺磚紅色 無 集合住宅 
 

G 中港麗園 14層 磚紅色與灰白色 
 

無 集合住宅 
 

H 樂活城市 10層 卡其色 有 集合住宅 
 

I 鄉林皇居 24.26.28層 棕橘色 有 集合住宅 
 

鄰近建築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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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圖 

N 

鳥瞰方向 

基地周圍現況圖 

貳、基地分析 

鳥瞰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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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圖 

N 

基地周圍現況圖 

貳、基地分析 

鳥瞰模擬示意圖 

鳥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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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天際線 

基地位置圖 

N 

東向天際線 

貳、基地分析 

立面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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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圖 

N 

西向天際線 

建築天際線 

貳、基地分析 

立面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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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圖 

N 

南向天際線 

建築天際線 

貳、基地分析 

立面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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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容積移轉前後量體比較與衝擊分析 

容積移轉前後汙水量分析 

容積移轉前後垃圾影響分析 

友善環境回饋設計對策 

 

參、容 積 移 轉 回 饋 計 畫  

3-00 

參、容積移轉回饋計畫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3-01 

法規條文 本案設計 檢討 

一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查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案件，特依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私有土地，係指下列各款之一： 

(一)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者，係指劃定為保存區、古蹟保存區之土地。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古蹟、登錄為歷史建築、文化景觀或聚落所定著之私有土地。 

 

本案為第三種商業區 

 

本案為第三種商業區 

非左列所敘述之使用分區，故不適用。 

三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送出基地，係指下列各款之一： 

(一)本府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告都市更新計畫之九處舊市區更新地區並經臺中市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以下簡稱都設會）認定該土地如提供做為開放空間使用可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 

(二)經本府公告應保存，以保全受保護樹木及其必要生育地環境之土地。 

 

本案為第三種商業區 

 

 

本案為第三種商業區 

非左列所敘述之使用分區，故不適用。 

 

四 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得申請容積移轉之土地，從其規定。 

土地已依前項規定申請容積移轉者，不得同時適用本辦法。 

本案為第三種商業區 

 

本案為第三種商業區 

非古蹟土地用地，故不適用。 

五 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與接受基地建造執照或都市設計審議應併同提出申請，並依本辦法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向

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提出。 

本案為容積移轉案件 本案為容積移轉案件 

依規定檢附相關文件辦理。 

六 下列各款土地不得為接受基地： 

(一)位於農業區、河川區、風景區、保護區或其他非都市發展用地。 

(二)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但捷運系統用地不在此限。 

(三)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前原臺中市轄區內之第一種住宅區。 

(四)臨接已開闢寬度未滿八公尺之道路者。 

(五)臨接已開闢寬度八公尺以上道路之面寬未滿八公尺者。 

(六)臨接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土地。 

(七)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公告之山坡地。 

(八)未依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法規定辦理補照而擅自建造之建築物。 

(九)本市都市計畫規定禁止容積移轉地區之土地。 

(十)因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落、居住或活動人口密度擁擠，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設會決議，並由本府公

告禁止容積移轉地區之土地。 

(十一)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列為禁限建區域之土地 

 前項第四款土地之認定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文。 

 

 

 

 

 

本案為第三種商業區 

 

 

 

 

 

 

本案為第三種商業區 

非左列所敘述之土地，符合接受基地 規定。 

七 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法之擅自建造之建築物，現況使用容積超出基準容積，得申請辦理容積移轉併同

補辦建築執照，其申請容積移轉上限不得超過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 

前項接受基地應提出結構安全鑑定報告書或建築物補強計畫，且建築物補強計畫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完成施作。 

擅自建造之建築物未列入申請辦理容積移轉併同補辦建築執照之已施作部分，應於核發使用執照前自行拆除。 

 

本案為新建案件 

 

本案為新建案件 

於  掛件，非補照案件。 

參、容積移轉回饋計畫  

     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2月26日府授都計字第10500314921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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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文 本案設計 檢討 

八 臺中市都市計畫（舊有市區、後車站地區、後庄里地區、北屯東山重劃區附近地區、西屯中正重劃區附近地

區及西南屯地區）細部計畫地區（以下簡稱舊市區細部計畫），依本辦法申請移入容積數量，加計都市更新

條例、都市計畫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獎勵容積總量，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四十者應提送都設會審查。 

其他地區依本辦法申請移入容積數量，加計都市更新條例、都市計畫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獎勵容積總量，

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六十者，應提送都設會審查。 

前二項申請案件總增加容積上限依各細部計畫書中所載相關規定；未載明者，其總增加容積上限依下表規定

辦理，實際核准許可移入容積總量應以都設會審定內容為準。 

總增加容積上限 

舊市區細部計畫地區      V＝(40%+V1)×基準容積 

其他地區                        V＝(70%+V2)×基準容積 

V：提出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經本市都市設計委員會審查核可准予移入後之總增加容積上限容

積量，V1最高為20%，V2最高為10%。 

前項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項目不得重複核計其他容積獎勵規定。 

 

FA1=1843*420%=7740.60 ㎡ 

FA2=2322.18 ㎡ 

△FA1 =870.90㎡ 

△FA2=0㎡ 

 Σ△FA =870.90+0=870.90㎡ 

 

 

(FA2+ Σ△FA )/FA1*100% 

(2322.18+870.90) / 7740.60*100% 

=41.25%  <70%.....ok 

 

詳P 

九 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書應就下列事項表明之： 

(一)實施範圍。 

(二)計畫內容及項目。 

(三)鄰地與地區（至少三百公尺半徑範圍）衝擊分析及評估。 

(四)送出基地取得後對都市發展之貢獻度。 

(五)效益分析及評估。 

(六)經營管理計畫。 

(七)其他。 

 

 

未設置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

等設施 

 

 

未設置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等設施，故免附

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書。 

十 接受基地之移入容積超過三千平方公尺，或整體開發地區各單元細部計畫區之土地申請容積移轉量達基準容

積之百分之二十者，應經都設會審查通過，始得辦理容積移轉，並得以簡化審議程序辦理。 

本案移入容積 : 2322.18㎡ 

 

2322.18㎡<3000㎡ 

以一般審議程序辦理 

十一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前已擅自建造完成之建築物申請補照者，其基地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之最小建築面積，但不受本要點第六點第四款、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十五點之限制。 

本案為新建案件 本案為新建案件，於105.    掛件，非擅自建造完成

之建築物申請補照案件。詳P 

十二 豐樂里附近地區、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市政中心南側及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等細部計畫地區，接受基地

建築物之每一建築單元(區分所有權之專有部分)樓地板面積應大於一百平方公尺。 

其他細部計畫地區，接受基地建築物之每一建築單元(區分所有權之專有部分)樓地板面積應大於八十平方公

尺。但細部計畫書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除住宅單元外，其他各種建築單元如經都設會審查同意者，不受第一項至第二項之限制。 

除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及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等二處細部計畫地區外，接受基地臨接已開闢寬度達二十五

公尺之計畫道路，且臨接該計畫道路之面寬達十公尺，不受第一項至第二項之限制。 

 

本案基地臨接已開闢26M之計畫道

路(至善路) 

 

本案基地臨接已開闢26M之計畫道路(至善路)，故

不受第一項至第二項之限制。 

 

十三 除法規規定之裝卸停車空間外，接受基地汽車停車空間不得設置於建築物之地面層。 未設置裝卸停車空間，所有停車空

間均設計於地下層 

停車空間均設計於B1F~B5F，未設置於建築物之地

面層 

參、容積移轉回饋計畫  

     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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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文 本案設計 檢討 

十四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送出基地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人行廣場用地、廣場用地、停車場用地、排水道用地、溝渠用

地、河道用地及其他類似用地。 

(二)前款公共設施用地兼供其他使用之用地。 

(三)道路用地。 

(四)細部計畫書已有規定或配合本府都市發展政策經公告指定者。 

前項第三款送出基地合計可移出容積不得超過接受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十，惟其劃設年限至申請容積移轉

日止已逾二十五年以上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之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人行廣場用地、廣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如經送出基地所有

權人完整贈與本府，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得向本府建議該項公共設施之名稱。 

十五 接受基地應自基地境界線（不含經指定為建築線之基地線）至少退縮淨寬三公尺後建築。 

前項三公尺退縮地除下列設施外，應予淨空，不得設置任何構造物： 

(一)地下停車場出入車道。 

(二)設置於建築物第二、三樓層、與鄰地連接並供開放公眾通行之人工地盤或架空走廊，並經都設會審議通

過者。 

(三)依建築基地圍牆設置原則及細部計畫規定設置圍牆者，惟應自圍牆投影線後再退縮三公尺建築。 

(四)高度一點二公尺以下之花臺、景觀水池、步道、階梯及欄杆，距離地界二公尺以上之地下室進排風口。 

(五)深度五十公分以內之雨遮。 

第一項三公尺退縮地如與建築退縮地重疊，應以建築退縮地之規定為主。 

 

(一)於3M退縮地內設置機車車道 

(二)未設置人工地盤及架空走廊 

(三)未設置圍牆 

(四)未設置景觀設施，地下室進排風

口距地界2.36M>2M 

(五)設置雨遮未位於3M退縮範圍內 

 

(一)於3M退縮地內設置機車車道 

(二)未設置人工地盤及架空走廊 

(三)未設置圍牆 

(四)未設置景觀設施，地下室進排風口距地界

2.36M>2M 

(五)設置雨遮未位於3M退縮範圍內 

      詳P 

十六 申請容積移轉案件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乙式二份，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 

(二)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委託書。 

(三)本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計算表。 

(四)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照片、都市計畫位置圖、鑑界成果圖。 

(六)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七)接受基地之建築線指示（定）圖 (或免指示建築線圖位置標示)及都市計畫位置圖。 

(八)外部性服務設施及景觀提升計畫書(依本要點第八點規定應檢附者)。 

(九)送出基地測量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經執業測量技師簽證，並應檢附輸出圖面及電腦檔案)。本局得

就爭議或抽查案件，通知申請人與測量單位配合辦理現場勘查。 

(十)送出基地之土地改良物如符合相關規定得予現況保留，應檢附送出基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 

(十一)其他證明文件。 

送出基地少於十筆者，得申請由本府會同地政事務所辦理現場勘查，認定是否符合本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免

檢附送出基地測量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 

本局得依實際作業需求，修改或調整前二項各書表、文件、輸出圖面、電腦檔案之格式內容。 

 

 

 

 

 

 

 

 

本案為容積移轉案件 

 

 

 

 

 

 

 

 

本案為容積移轉案件， 

檢附規定文件申請辦理容積移轉 

參、容積移轉回饋計畫  

     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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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條文 本案設計 檢討 

十七 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以能清楚顯示展繪或依原地籍圖比例尺展繪為原則，明確標示各類基地上土地改

良物、固定式占用物。 

(二)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以申請基地位置向外測繪至都市計畫完整街廓或基地外緣向外延伸至少三十公尺

為基本測繪範圍。 

(三)送出基地現況成果圖應標示都市計畫位置圖、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都市計畫道路寬度、公共設

施類別與範圍、重要地標及設施、地形地物、圖例(含比例尺)、道路中心樁位、圖根點、地政事務所鑑界

成果座標，或其他承辦人員請求配合加註事項或說明。 

(四)送出基地地籍套繪圖應明確標示送出基地內各類土地改良物、固定式占用物之位置及投影面積估算。 

(五)送出基地測量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應標示測量單位、測繪日期，並由執業測量技師依規定簽證；相

關測量成果不宜附加測量成果僅供參考或實際應以鑑界成果為準等備註。 

 

 

 

 

本案基地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

符合規定 

 

 

 

 

本案基地現況成果圖與地籍套繪圖依規定標示並執

業測量技師依規定簽證，符合規定。 

詳P 

 

 

十八 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量與其臨接道路寬度之規定如下： 

(一)整體開發地區：臨接已開闢八公尺以上未滿十二公尺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臨

接已開闢寬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十五公尺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臨接已開闢

寬度十五公尺以上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 

(二)整體開發以外地區：臨接已開闢八公尺以上未滿十二公尺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

臨接已開闢寬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十五公尺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五；臨接已開

闢寬度十五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公尺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臨接已開闢寬度二

十公尺以上之道路，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 

 

 

本案位於整體開發以外地區，臨接

已開闢26M計畫道路(至善路)可移入

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 

 

 

可移入容積量: 

7740.60*30%=2322.18㎡ 

 

十九 經本府審查合格所核發之容積移轉確認函，其有效期限為自發文日起三個月內。申請人應於該有限期限內辦

畢本辦法第十七條規定之各款事項，並檢附相關資料向本局申請核發容積移轉許可函。逾期之容積移轉確認

函本府得予撤銷。 

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如需經都設會審查以確認容積移轉數量者，其容積移轉確認函之有效期限延長為六個月，

必要時得申請延長一次，延長時間不得超過六個月。 

 

 

依規定於容積移轉確認含發文日起

三個月內向貴局申請核發容積移轉

許可函 

 

依規定於容積移轉確認含發文日起三個月內向貴局

申請核發容積移轉許可函。 

 

二十 （刪除） 

參、容積移轉回饋計畫  

     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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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前後量體比較與衝擊分析 
 

容積移轉前後量體比較與衝擊分析 

容積移轉前後對照表 

容積移轉前 容積移轉後 增減值 

申請容積
移轉 

0% 申請容積
移轉 

30% +30% 

容積移轉
面積 

0㎡ 容積移轉
面積 

2322.18㎡ +2322.18
㎡ 

地面層樓
地板面積 

12068.55㎡ 地面層樓
地板面積 

15087.38㎡ +3018.83
㎡ 

總樓地板
面積 

18983.71㎡ 總樓地板
面積 

22002.54㎡ +3018.83
㎡ 

樓層數 地上20層地下5層 樓層數 地上24層地下5層 地上+4層 
地下+0層 

戶數 124戶(店舖2戶、
辦公室6戶、集合
住宅116戶) 

戶數 155戶(店舖2戶、
辦公室6戶、集合
住宅147戶) 

+31戶 

停 
車 
位 

法
定
汽
車 

124 實
設
汽
車 

136 停 
車 
位 
 

法
定
汽
車 

152 實
設
汽
車 

158 +22部 

法
定
機
車 

124 實
設
機
車 

156 法
定
機
車 

152 實
設
機
車 

156 +0部 

戶數及停
車位比例 

1:1.0968 戶數及停
車位比例 

1:1.0194 
 

-0.0774 

人口數 346 人口數 401 人 

汙水量 100 CMD 汙水量 120 CMD 

垃圾總數 346 kg/日 垃圾總數 401 kg/日 + kg/日 

1 

容積移轉前量體 容積移轉後量體 

容積移轉前後差異比較圖 

參、容積移轉回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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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前後汙水量影響分析 申請位置與土地使用強度 

容積移轉後汙水量增加120-100=20 CMD 

參、容積移轉回饋計畫  

      

計畫人口數 (容積移轉前) 
 
本案開發用途為集合住宅，計畫人口數按內政部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
計技術規範表2-1計算，數據如下： 
 

使 用 用 途 人   數   計   算 

店舖 

按營業部分面積每1人計算另乘上開放使用時間(T)計算。
T=0.4~0.6 

使用人數：170.24m²÷5m²×0.5=18人 

辦公室 

按居室面積每10平方公尺1人計算另乘上開放使用時間(T)
計算。T=0.4~0.6 

使用人數：518.8m²÷10m²×0.5=26人 

住宅 

每戶總樓地板面積(不含公共服務空間、停車空間、樓梯間
及屋頂突出物) 以下者，每以1人計算，人數未達整數時, 
其零數應計算1人,但每戶不得少於2人;超過者均按10人計
算。 
使用人數：2人/戶×70戶+3人/戶×54戶＝302人 

合 計 使用人數：346人 

(5)每人每日污水量 
店舖：250 公升/人.日、辦公室：100 公升/人.日、住宅：225公升/人.日 
(6)計畫區總計污水量 
店舖：18人×250 L/人.日×10-3＝4.5CMD 
辦公室：26人×100 L/人.日×10-3＝2.6 CMD 
住宅302人×225 L/人.日×10-3＝67.95 CMD 
       總污水量為：75.05CMD 
      設計污水量採：100CMD (75.05CMD×1.3以上安全系數) 
 
 

計畫人口數 (容積移轉後) 
 
本案開發用途為集合住宅，計畫人口數按內政部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
計技術規範表2-1計算，數據如下： 
 

使 用 用 途 人   數   計   算 

店舖 

按營業部分面積每1人計算另乘上開放使用時間(T)計算。
T=0.4~0.6 

使用人數：170.24m²÷5m²×0.5=18人 

辦公室 

按居室面積每10平方公尺1人計算另乘上開放使用時間(T)
計算。T=0.4~0.6 

使用人數：518.8m²÷10m²×0.5=26人 

住宅 

每戶總樓地板面積(不含公共服務空間、停車空間、樓梯間
及屋頂突出物) 以下者，每以1人計算，人數未達整數時, 
其零數應計算1人,但每戶不得少於2人;超過者均按10人計
算。 
使用人數：2人/戶×84戶+3人/戶×63戶＝357人 

合 計 使用人數：401人 

(5)每人每日污水量 
店舖：250 公升/人.日、辦公室：100 公升/人.日、住宅：225公升/人.日 
(6)計畫區總計污水量 
店舖：18人×250 L/人.日×10-3＝4.5CMD 
辦公室：26人×100 L/人.日×10-3＝2.6 CMD 
住宅357人×225 L/人.日×10-3＝80.33 CMD 
       總污水量為：87.43CMD 
      設計污水量採：120CMD (87.43CMD×1.3以上安全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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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前後垃圾影響分析 申請位置與土地使用強度 

垃圾量之估算(容積移轉後) 

 

依環境保護公務統計報表「垃圾清運狀況」資料顯示，107年5月台中市平均每

人每日垃圾產生量為0.798公斤 (清運率100%)，依本案計畫人口數為401人,本

案設計垃圾產生量為每人每日1公斤,完成後每天垃圾量為401人×1公斤/人＝

401公斤。 

 

垃圾儲存    

本案垃圾收集方式將採定點收集，計畫將設置三部容量 1000公升之垃圾子車。 

配合政府資源回收減少垃圾量計畫，應設置壹處資源回收站，將金屬、玻璃、

塑膠、紙類、廚餘,5部份設置回收桶，以落實政府資源回收政策。 

 

      依環境保護署公務統計報表106年「垃圾性質分析」按物理組成區分，可燃

物分析結果：紙類佔41.99％、塑膠類佔16.43％、廚餘為35.02%、不可燃物分

析結果：重金屬為0.07%、玻璃類為0.32％      則本區未來垃圾量分析如下： 

      紙 類：401× 41.99% ＝ 168.38  （公斤/每日） 

      塑膠類：401× 16.43% ＝  65.88  （公斤/每日） 

      金屬類：401×  0.07% ＝  0.28  （公斤/每日） 

      玻璃類：401×  0.32% ＝   1.28 （公斤/每日） 

      廚餘類：401× 35.02% ＝ 140.43 （公斤/每日） 

 

總  計：               376.25 （公斤/每日） 

總應設之垃圾儲存空間： 

 9156.7(總居室面積) /500 ㎡ *0.5 = 9.15 ㎡ 

位於一樓垃圾儲存空間面積：6.35*2.65+6*0.9= 22.23 ㎡ 

 

實設垃圾儲存空間：22.23㎡ ＞  應設垃圾儲存空間：9.15㎡ … OK ! 

 

總應設之垃圾儲存空間： 

 10647.5(總居室面積) /500 ㎡ *0.5 = 10.65 ㎡ 

位於一樓垃圾儲存空間面積：6.35*2.65+6*0.9= 22.23 ㎡ 

 

實設垃圾儲存空間：22.23㎡ ＞  應設垃圾儲存空間：10.65㎡ … OK ! 

 

容積移轉後垃圾量增加401-346=55 公斤/每日 

參、容積移轉回饋計畫  

      

垃圾量之估算(容積移轉前) 

 

依環境保護公務統計報表「垃圾清運狀況」資料顯示，107年5月台中市平均每

人每日垃圾產生量為0.798公斤 (清運率100%)，依本案計畫人口數為346人,本

案設計垃圾產生量為每人每日1公斤,完成後每天垃圾量為346人×1公斤/人＝

346公斤。 

 

垃圾儲存    

本案垃圾收集方式將採定點收集，計畫將設置三部容量 880公升之垃圾子車。 

配合政府資源回收減少垃圾量計畫，應設置壹處資源回收站，將金屬、玻璃、

塑膠、紙類、廚餘,5部份設置回收桶，以落實政府資源回收政策。 

 

      依環境保護署公務統計報表106年「垃圾性質分析」按物理組成區分，可燃

物分析結果：紙類佔41.99％、塑膠類佔16.43％、廚餘為35.02%、不可燃物分

析結果：重金屬為0.07%、玻璃類為0.32％      則本區未來垃圾量分析如下： 

      紙 類：346× 41.99% ＝ 145.28  （公斤/每日） 

      塑膠類：346× 16.43% ＝  56.85  （公斤/每日） 

      金屬類：346×  0.07% ＝  0.24  （公斤/每日） 

      玻璃類：346×  0.32% ＝   1.11 （公斤/每日） 

      廚餘類：346× 35.02% ＝ 121.17 （公斤/每日） 

 

總  計：               324.65  （公斤/每日） 

容積移轉後垃圾儲存空間增加10.65-9.1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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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友善環境計畫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辦法」第九規定，接受基地移入送出基地之容積，應按申請容積當期各該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公告土地現值之比值計算，容積移轉土地取

得費用為68,962,346元，本案商業區平均公告現值=128,763(元/平方公尺)。 

依105年2月26日發布之「台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規定本案商業區容積移轉土地取得費用：=2322.18m2容積移轉面積 x128,763(元/

平方公尺)(接受基地平均公告現值)*100%420%(容積率)=71,193,063元，故購買費用提列71,793,063元。 

容移友善方案 

採取措施 

1.提供公眾使用開放空間人行步道 

2.基地內通路開放人行及機車通行 

3.開闢道路，水利地認養進行AC維護 

4.管理維護費已編列於共負擔費用 

5.增設公共藝術及街道傢俱 

參、容積移轉回饋計畫  

      

提供通行動線 

計劃道路(台灣大道650巷
部分自行開闢) 

基地內現有道路修整美化
(開放供公眾通行) 

水利地(AC養護) 

建築物範圍 

供公眾通行使用開放空間 
(景觀綠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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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目標及配置構想 

設計型態 

出入口動線說明 

無障礙設施及通路說明 

鋪面材質延續性說明 

立面造型計劃 

建築物建材及色彩計劃 

日夜間透視圖 

夜間燈光時段模擬圖 

全區景觀配置圖 

壹層植栽配置平面圖 

四層露臺景觀配置圖 

二十四層景觀配置圖 

屋突壹層景觀配置圖 

植栽樹種說明表 

壹層鋪面配置平面圖 

壹層景觀噴灌配置平面圖 

噴灌設備說明圖 

壹層景觀排水配置平面圖 

壹層燈具配置平面圖 

燈具設備說明 

壹層景觀剖立面詳圖 

壹層鋪面剖立面詳圖 

建築物垂直綠化及陽台美化說明 

肆、設 計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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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告示牌詳圖、案名牆 

街道座椅剖立面詳圖 

公共藝術品設計圖 

建築物縱向、橫向剖面圖 

屋脊裝飾物檢討圖 

招牌廣告物詳圖 

格柵雨遮詳圖 

廢棄物處理計畫 

防水閘門設計 

施工綠圍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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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構想 
A. 配合104/7/22府授都計字第1040156066號公告”台中市都市計

畫(西屯地區)細部計畫檢討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相關規定。 

B. 基地東向臨接26米計畫道路(至善路)、西向臨接8米計畫道路(台灣

大道三段650巷)，北側為二樓平房，東側為十四樓及西側為十樓建築

物，西南側為十九樓商辦大樓，建築配置順應基地特性。 

C. 考量人與環境共生互存的原則下，就建築整體規劃、建築平面、周

邊景觀及空間利用做合理的思考。 

D. 以每戶皆享有良好景觀視野為設計目標，透過不同使用模式建立

最佳化的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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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設計目標 
1. 樹立台中市自辦都更案標竿形象 

2. 配合西屯地區都市計畫之發展，營造良好都市意象。 

3. 配合本區之使用特性及景觀上之開放性，創造新穎美觀之外部環境。 

4. 以新古典與現代兼容並蓄之風格及造型，形成此區之地點特色。 

5. 考慮未來發展及需求，發展合適宜居之居住單元。 

 

 

        本案臨60米計劃道路(台灣大道三段)、26米計劃道路(至善路)及

8米計劃道路(台灣大道三段650巷)各退縮4米無遮簷人行道，北側設

置汽機車道、南側留設人行通道連接基地東西側開放空間，建築物集

中規劃設置於基地中央，並保持與鄰地3米以上間隔距離，基地西側

8米計劃道路未開闢部分自行開闢，創造較佳且友善的居住環境回饋

給周邊居民使用，並加速都市更新再活化，提高都市土地使用效率及

滿足居住人口增加之需求。 

道路退縮地(計入法定空地) 

法定空地 

建築物範圍 

4米無遮簷人行道 

地界線 

建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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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型態 
 

1. 基地面積 : 1843.00 ㎡ 
 

2. 地下5層、地上24層之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3. 店舖2戶、辦公室6戶、集合住宅147戶，共155戶 
 

4. 停車數 : 汽車158輛、機車155輛 
  

5. 總樓地板面積 : 22002.54 ㎡ 
 

6. 地下壹層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台電配電室 
 

7. 地下貳層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中繼機房 
 

8. 地下參層為停車空間、發電機房 
  

9. 地下肆層為停車空間、電信室、水箱 
 

10. 地下伍層為停車空間、消防機房、污水機房、水箱 
  

11. 地上壹層為門廳、辦公室梯廳、店舖、管委會使用空間、垃圾集中室 
 

12. 地上貳層為店舖、辦公室、梯廳 
 

13. 地上參層為辦公室、梯廳、廁所 
 

14.地上肆層至貳拾肆層為集合住宅 
 

15.屋頂突出物層為梯間、機械室、水箱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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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水箱、機械室 
梯間、機械室 

梯間 
 
 

集合住宅 

居住單元 

 

辦公室 

辦公室 

店舖、大廳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停車空間 

停車空間 

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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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遮簷
人行道 

汽車出
入口 

機車出
入口 

服務動線 

無遮
簷人
行道 

服務動線 
停
車
區 

住宅人行動線 

商用人行動線 

出入口動線說明 

地面層聯外交通動線： 

(1)車行動線： 

  本案基地西南向臨60米計劃道路(台灣大道三段)、東南向臨26米計畫

道路(至善路)、西北向臨8米計畫道路(台灣大道三段605巷)，皆退縮四米

無遮簷人行步道，汽機車出入口設置於基地東南側26米至善路。 

(2)人行動線： 

  大樓入口位於基地東南側，經由無遮簷人行道空間，住戶動線由正面

到達建築物入口，商用人行動線由西南側進入營業用梯廳。。 

(3)服務動線： 

  本站主要服務性質棟線為垃圾處理動線 

Ａ人行：住戶到達一層，經由內部動線到達垃圾集中室。 

Ｂ車行：垃圾車收取垃圾時，可駛入垃圾停車區，避免造成基地外阻塞，

已利垃圾之清運。 

(4)開放空間： 

  本案東南向臨接２６米計畫道路、西北向臨8米計畫道路，皆設置無

遮簷人行道。 

 

出入口動線說明 

外部人行動線 

汽車出入動線 
住宅主要入口 

服務動線(人行) 

服務動線(車行) 

人行動線 機車出入動線 

住宅次要入口 

店舖入口 辦公室入口 

主要聯外道路 
次要聯外道路(現有巷道) 

26米至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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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及通路說明 

無障礙者電梯&樓梯 

迴轉半徑 

引導通路 

無障礙通路 

無障礙設施及通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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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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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鋪面材質延續性說明 
 

街道家具 

公共藝術品 

開放空間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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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造型計劃 
 

        配合該區都市沿街商業發展及人文景觀特性，塑造新穎開放之街道景

觀氛圍，創造此區域特色，採三段式造型設計，包含基座、中段及頂層。 
 

1. 與環境調和的住宅意象: 
 

-造型簡潔俐落中帶點細緻優雅，在風格及細部上融入環境特色與周邊建築

語彙。採低台度開窗設計，配合垂直凹凸實牆產生虛實變化。 
 

2. 現代古典住宅意象: 
 

-精確俐落線條配合適當開口比例，各層陽台與深樑加強陰影與遮陽的效果。 

-立面垂直分割，加強視覺向上延伸，利用高低屋突裝飾物豐富頂部天際線

的變化。 
 

3. 休閒人文住宅意象 
 

-底層基座以弧形水平線條搭配波浪狀立體格柵，豐富視覺感受傳達愉悅休

閒的都會住宅意象。 

-外牆建材以米白色系磁磚搭配局部米灰色石材及灰色玻璃為主，呼應周邊

人文氣息。 
 

4.  人性親和住宅意象 

現代與新古典兼容並蓄之造型元素機能，藉由大面落地窗灑入陽光與綠景

營造十足的親和力，傳達現代優雅與人文自然的融合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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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及色彩計劃 : 
 

        本建築量體因基地環境因素以長方體為發展基礎，外觀考量周邊建築及環境

色調，以人文美學精神的色彩及材質呈現，並運用材質的變化展現建築簡約俐落

的現代美感。 

1. 底座以暖色系石材表達現代優雅風格。 

2. 立面中段的實體面以米白色系磁磚表現，虛體面及凹面採用大面灰色玻璃開窗、

深灰色系磁磚，與實體面相互襯托來表現建築之美。 

3. 屋頂造型利用牆面及屋突裝飾物交錯，色彩黑白相間，塑造如琴鍵般交織跳動

的美感。 

         為考量都市景觀及視覺變化，整體建築採暖色系色調、高明度低彩度的米白

色磁磚與低名度的深色金屬及灰色玻璃來豐富建築立面，並配合虛實凹凸陰影變

化，呈現都會人文住宅的簡約美感。 

 

 主要建材/色彩說明 : 

     1. 石材 : 用於建築物基座牆面四周，其細緻永恆的質感，增加建築物價值感。 

    2. 丁掛磚 : 用於建築物四周實牆部分，以米白及深灰兩色為主，具深厚的現代 

        人文精神，與玻璃、金屬等材料互相輝映。 

    3. 耐候塗料 : 用於造型裝飾物上，呈現建築優雅細膩之美感。 

    4. 玻璃欄杆 : 位於陽台上，使客廳視野可穿透並無限延伸。 

    5. 金屬板及格柵 : 施作於花台、陽台部分。金屬板包覆花台側牆及陽台下緣使 

        其更具整體之現代美感；格柵於建築物兩側，上下垂直交錯串連增添建築豐 

        富變化之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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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編號 種類 圖例 色系 

1 淺色石材 米灰色 

2 深色石材 黑色 

3 淺色磁磚 米白色 

4 深色磁磚 深米灰色 

5 深色塗料 深咖啡色 

6 深色金屬 深咖啡色 

7 淺色玻璃 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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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夜間照明計劃 : 
 

1. 目標 :  

(1). 提昇整體社區形象。 

(2).藉由建築外部夜間照明設計，使建築物呈現不同風貌及氛圍。 

(3).塑造現代簡約與人文自然結合的效果。 

(4).—強化建築在地化的精神指標性，進而提高建築於環境中的存在

感，並加強遠觀時的視覺認知，美化並豐富都市的夜間景觀。 
  

2. 構想 :  

—主體照明 :  

本案主體為住宅單元，以居室及客廳之空間照明外光線為主，營造家

庭溫暖的意象。利用既有照明設備有利於後續維修及節約能源。 

—重點照明 :  

(1). 主要表現建築層次變化及立面材質效果，塑造高雅人文意象。 

(2). 針對建築地面層及入口設計重點照明，以加強整體建築物之地標

象徵及入口導引意象，並搭配庭園燈光展現夜間開放自然之情境氛圍。 

—天際線的塑造 :  

將燈光設計結合垂直造型中，利用建築凹凸牆面及屋頂造型裝飾物的

高低變化塑造天際線。 

—外觀照明分段控制 : 

(1). 依據不同時段，可選擇點亮不同部分的外觀照明。 

(2). 同一組燈光可設定數組迴路，依不同時段點亮。 

(3). 利用不同色溫，增加照明對比及層次表現。 

—燈具的選擇 : 

(1). 建築外觀照明燈具與造型結合，成為立面元素之一。 

(2). 考慮使用特性選擇合適的燈具。 

(3). 燈具規劃裝設於較易保養維修之位置。 

(4).考慮燈具的使用壽命及節約能源效益。 

(5). 使用亮度可調整之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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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建築物夜間照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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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燈光時段外觀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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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PM7:00~PM9:00 
 

PM9:00~PM11:00 
 

PM11:00~AM5:00 
 

夜間燈光時段外觀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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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全區景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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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建築線 

地界線 

4M無遮簷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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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壹層植栽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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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層喬木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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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壹層植栽配置平面圖 
 

壹層灌木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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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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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層露台景觀配置圖 
 

壹層灌木配置平面圖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肆、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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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層景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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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屋突壹層景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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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植栽樹種說明 植栽圖例 

 
1F喬木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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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壹層鋪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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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層景觀噴灌配置平面圖         肆、設計說明 

壹層景觀噴灌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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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灌設備說明圖         
肆、設計說明 

噴灌設備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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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層景觀排水配置平面圖         肆、設計說明 

壹層景觀排水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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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層燈具配置平面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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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壹層燈具配置平面圖及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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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具設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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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燈具設備說明 
 

         A1 A2 

T1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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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 

A 

D 

肆、設計說明 
壹層景觀剖立面詳圖 
 

D剖面圖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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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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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 

A 

F 

1.至善路現況 

1. 

肆、設計說明 
壹層鋪面剖立面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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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建築物垂直綠化及陽台美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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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開放空間告示牌設計圖 
 開放空間告示牌 

開放空間告示牌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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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街道家具剖立面詳圖 
 

座椅A 

座椅C 

座椅B 

造型座椅 

街道家具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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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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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藝術品詳圖 
 

公共藝術品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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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剖面圖  S: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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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建築物縱向、橫向剖面圖 
 

         

建
築
線 

建
築
線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4-30 

肆、設計說明 

建築物縱向、橫向剖面圖 
 

         

橫向剖面圖  S:1/300 

         

地
界
線 

地
界
線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框架式屋脊裝飾物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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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東南向立面圖 西南向立面圖 

框架式屋脊裝飾物檢討 
 

         

正向立面外觀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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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式屋脊裝飾物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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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西北向立面圖 東北向立面圖 

框架式屋脊裝飾物檢討 
 

         

背向立面外觀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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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廣告物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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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招牌廣告物詳圖 
 

         

廣告招牌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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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剖面圖 B剖面圖 C剖面圖 D剖面圖 

格柵雨遮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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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空調、雨遮位置示意圖 

格柵雨遮詳圖 
 

         

格柵立面圖 

格柵立面圖 格柵立面圖 

空調機室外機
遮蔽格柵 

空調機室外機
遮蔽格柵 

空調機室外機
遮蔽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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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處理工程計畫書 
一、前言 

  一般生活上產生之廢棄物成分較單純，且危害性較低，只要處理適當，

則對齊環境產生之影響，當可控制在一定範圍內。本計畫將從其產生、儲存、

清運及處理制定一套完善之規劃與管理制度，並且依相關法令確實執行辦理。 

 

二、垃圾量之估算 

  依據環境保護統計年報106年其表4-1「垃圾清理概況」資料顯示，

2017年台中市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輛為0.798公斤，本案計畫人口數為

401人，本案設計垃圾產生量為每人每日1公斤，完成後每天垃圾量為401人

×1公斤/人＝401公斤。 

 

三、垃圾儲存 

  本案垃圾收集方式將採定點收集，計畫將設置兩部容量660L之垃圾子車。 

  配合政府資源回收減少垃圾量計畫，應設置一處資源回收站，將金屬、

玻璃、 

  塑膠、紙類、廚餘 

  等部分設置回收桶，以落實政府資源回收政策。 

依環境保護署公務統計報表106年「垃圾性質分析」按物理組成區分，

可燃物分析結果：紙類佔41.99％、塑膠類佔16.43％、廚餘為35.02%、

不可燃物分析結果：重金屬為0.07%、玻璃類為0.32％ 

則本區未來垃圾量分析如下： 

紙 類：401× 41.99% ＝ 168.38 (公斤/每日) 

塑膠類：401× 16.43% ＝  65.88 (公斤/每日) 

金屬類：401 ×  0.07% ＝  0.28 (公斤/每日) 

玻璃類：401×  0.32% ＝   1.28 (公斤/每日) 

廚餘類：401 × 35.02% ＝ 140.43 (公斤/每日) 
 

總 計：           = 376.25 (公斤/每日) 

綜合上述分析，本計畫將設置一處資源回收站，總計五個120公升之回

收桶，總容量約600公斤/每日，足以儲存未來資源性垃圾量。 

廢棄物處理計畫 

可回收環保箱 

廚餘儲存箱 

不可回收環保箱 

子車式垃圾冷藏機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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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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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運動線 

廚餘回收分類 

豬可吃的廚餘 

豬不吃的廚餘 

養豬再利用 

各住戶堆肥廚餘體積縮小，水分瀝乾 

倒入堆肥桶，加入菌種 

放置於右圖指定位置 

固肥應用 液肥應用 

每3-7天收集液肥 

靜置三個月腐熟後， 
埋入土壤施於花圃。 

稀釋30倍倒入馬桶及洗臉台，以減少
臭味，促進管線暢通。 
 
稀釋500倍可作為蔬菜果樹有機肥液 

二十一、本地區建築物應於建築基地內設置集中垃圾貯存空間，且依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應於基地地面層室內、外或其上下一層之室內無妨礙衛生及觀瞻處 

    以集中方式設置垃圾貯存空間，並按每滿五百平方公尺居室面積設置零 

    點五平方公尺之貯存空間附設之。 

 

總應設之垃圾儲存空間： 

 10647.5(總居室面積) /500 ㎡ *0.5 = 10.65 ㎡ 

 

位於一樓垃圾儲存空間面積：6.35*2.65+6*0.9= 22.23 ㎡ 

 

實設垃圾儲存空間：22.23㎡ ＞ 

應設垃圾儲存空間：10.65㎡ … OK ! 

 

廢棄物處理計畫 

垃圾集中室 A剖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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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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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閘門立面圖 
詳圖C 

防水閘門 

防水閘門設計(汽車道) 

防水閘門剖面圖 

防水閘門平面圖 

詳圖B 

詳圖D 

防水閘門(汽車道)示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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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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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閘門設計(機車道) 

防水閘門立面圖 防水閘門(機車道)示意照片 

防水閘門平面圖 

防水閘門剖面圖 

防水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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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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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圍籬 41.96M 

甲
種

圍
籬

 2
8

.0
7

M
 

甲種圍籬 62.63M 

甲
種

圍
籬

 3
9

.2
1

M
 

甲種圍籬 46.27M 

花博帆布檢討 :  

 1. 沿街面施工圍籬高度(H): 2.3m (扣除防溢座高度) 

 2. 沿街面施工圍籬長度(L): 41.96+27.9+7.02-8-8=60.88m(扣除施工門長度) 

 3. 沿街面施工圍籬面積(HxL): 2.3 x 60.88 = 140.02 ㎡ 

 4. 沿街面施工圍籬綠美化面積(A) (2+4+4+3.96)*2.3+(8.2+11.7)*2.3=77.88 ㎡ 

 5. 沿街面施工圍籬設置花博宣傳設施面積(A1): (4x2)x2+(4x2.13)x2=33.04 ㎡ 

 6. 沿街面施工圍籬設置花博宣傳設施比率(A1/(HxL)) : (33.04/140.02)x100%=24% 

 7. 沿街面施工圍籬綠美化比率(A/(HxL)) : (77.88/140.02) x 100%=55.62% >30% …OK 

   

  施工期間包括運輸車輛進出，施工圍籬設置、揚塵逸散、吊樁作業等工程作業行為、將會造

成基地周邊整體的視覺景觀衝擊、行經工業一路之上下班人潮，可明顯感受到該計畫施工行為所

造成之影響，因此施工期間基地四周設置2.4公尺之全阻隔式圍籬，將工區內之施工情形與外界完

全阻隔，面臨主要道路26M計畫道路(至善路)及8M計畫道路(台灣大道三段650巷)，於全阻隔式圍

籬搭配設置： 

  4M*2M花博帆布(符合2:1比例) 

  4M*2.1333M(符合15:8比例)， 

  降低施工行為所衍生之視覺衝擊，並且綠美化工區環境，降低施工行為所造成的環境衝擊危

害，所規畫帆布與新聞局提供的公版圖樣內容、顏色、比例一致。0 

施工綠圍籬 

工區大門(8M) 

施工綠圍籬及出入口 

綠圍籬 

甲種圍籬 

施工綠圍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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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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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計算表 

都市設計審議規範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高層建築法規檢討 

建築技術規則第281~290條檢討 

開放空間平面圖/面積計算圖 

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審查表 

開放空間實際面積與有效細數成積 

壹層綠化面積檢討圖 

壹層綠化面積計算圖 

綠建築設計說明 

建築物綠建材設計評估總表 

建築基地綠化設計規範審查表 

建築基地保水設計規範審查表 

建築外殼節能設計規範審查表 

建築物雨水貯留設計計算總表 

建築物高度&道路陰影檢討圖 

落物曲線檢討圖 

伍、法 規 檢 討 

5-00 

伍、法規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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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規檢討 
 面積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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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臺中市不含新市政中心及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都市設計審議規範 

相關條
款項目 

法規內容 本案設計 檢討 

一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臺中市實施都市設計審議地區（不含新市政中心及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以

下簡稱本地區）之建築物設計、景觀設計、交通系統設計、廣告招牌之設置、公有建物及設施等事項之審議，

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四十九條規定訂定本規範。 

本案依規定辦理都市設計審

議 

本案為臺中市實施都市設計審議地區依規定辦理都

市設計審議 

二 臺中市都市設計審議範圍如下： 

(一)公有建築之審議依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都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要點規定辦理。 

(二)公用事業(包括電信局、航空站、大客車運輸業之轉運站、公私立大型醫院、 

       文大及文教區等)建築申請案之總樓地板超過一萬平方公尺者。 

(三)新建建築達以下規模： 

        1.新建建築樓層高度超過十二層(不含十二層)。 

        2.住宅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六千平方公尺。 

        3.商業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三千平方公尺者。 

        4.住宅區及商業區新建總樓地板面積超過三萬平方公尺者。 

(四)新闢立體停車場基地面積六千平方公尺以上者。但建築物附屬停車場者，不 在此限。 

(五)實施容積管制前已申請或領有建造執照，在建造執照有效期間內，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

六十六條之一第二項執照之申請案。 

 (六)經主要計畫指定之商業許可地區依其開發審議規範或相關回饋辦法規定應辦理者。 

(七)其他重大建設計畫經簽奉市長核准，需實施都市設計審議地區者 。 

 

(一)本案不適用 

(二)本案不適用 

(三)本案為新建案 

    1.規劃地下5層地上24層；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 

    2.使用分區:第三種商業區 

(四)本案不適用 

(五)本案不適用 

(六)本案不適用 

(七)本案不適用 

 

 

 

本案依規定提都市設計審議，詳P4-02~06 

(一)本案非公有建築物。 

(二)本案非公用事業。 

(三)規劃地下5層地上24層店舖、辦公室、集合 

       住宅，依台中市不含新市政中心及水湳機場 

       原址整體開發區都市設計審議規範。 

(四)本案非新闢立體停車場。 

(五)本案非實施容積管制前已申請或領有建造執 

       照。 

(六)本案非主要計畫指定之商業許可地區。 

(七)本案非重大建設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三 申請人申請都市設計及變更設計審議時，應具備申請書、設計委託書、都市設計、建築、景觀設計書圖，並

依規繳納規費。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之姓名、住址及簽章。 

(二)設計人之姓名、地址、營(開)業證書字號及簽章。 

(三)設計標的基地座落及使用用途。 

 

本案依規定備申請書、設計

委託書、都市設計、建築、

景觀設計書圖，並依規繳納

規費。 

 

本案依規定備申請書、設計委託書、都市設計、建

築、景觀設計書圖，並依規繳納規費，詳報告書內

容。 

詳P 

四 都市設計、建築、景觀設計書圖應包括設計目標、設計構想、設計內容及必要的地區環境分析、交通影響分

析說明，地區環境分析應視個案提出有關自然環境、交通、景觀或其他之影響分析說明。 

本案依規定檢附設計目標、

設計構想、設計內容及交通

影響評估說明書。 

本案依規定檢附設計目標、設計構想、設計內容及

交通影響評估說明書。詳報告書內容。 

詳P 

五 設計圖樣應能清楚表達設計概念，所需內容如下： 

(一)基地分析部分請說明設計標的位置、套繪鄰近建物位置、說明其 鄰近建物立面材質顏色及建築風格型式、

鄰近建築物車道出入口位置、鄰近重要自然及人文資源，並請套繪分隔島植栽、行道樹 位置。並檢討相鄰

基地之帶狀開放空間及人行空間連續性說明。 

(二)配置圖：以不小於五百分之一之比例尺為原則，清楚表達建築物和周圍建築 關係，及各類出入口之關係，

說明建築外部空間處理，並解釋出入口、通道、綠籬與周圍道路動線之聯繫關係。 

(三)量體關係圖：以透視圖或模型表達建築物量體之組合方式與主從關係，並表達與周圍建築物之和諧關係。 

(四)建築圖：以平面、立面或剖面圖表達建築物內部之動線聯繫、空間組織、形式及其與周圍建築立面層次高

度之相互配合關係，並說明外部材料之質地與色調方案，與門窗開口方式。 

(五)主要開放空間設計圖：以不小於百分之一之比例尺為原則，清楚說明開放空間中各項活動、停留節點設計

及其他開放空間之景觀設計內容，並解釋其與建築物之相互關係，並請書圖說明舖面、植栽及各項景觀元

素材料規格。 

 

 

 

本案依規定辦理簡富基地分

析、配置圖、量體關係圖、

建築圖、主要開放空間設計

圖等相關內容。 

 

本案依規定辦理檢附: 

一、基地現況分析、鄰近建物立面色彩及建築風格，

以現地相片作為說明，詳P 

二、配置圖詳P， 

        各類出入口及道路動線之聯繫關係，詳P 

        無障礙設施平面，詳P 

三、量體關係圖，詳P 

四、建築圖，詳P 

五、主要開放空間設計圖，詳P 

民國 107 年 01 月 26 日府授都設字第1070022191號 函 

伍、法規檢討 

          都市設計審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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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
款項目 

法規內容 本案設計 檢討 

六 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為受理都市設計審議案件之主辦機關，綜理完成及經幹事會議通過後，即提臺中

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審議。 

本案依發展局都市設計審議案

件流程辦理。 

本案依發展局都市設計審議案件流程辦理。 

 

七 本委員會審議時，設計人或經本委員會同意之人員應列席說明。 本案設計人依規定於委員會審

議時列席說明。 

本案設計人依規定於委員會審議時列席說明。 

八 本委員會認為申請案件不合本地區都市環境者，應將其不合原因或修正建議一次列舉通知申請人，供其修改後，再

提複審。 

本案設計若有不符都市環境者，

將依委員意見修正。 

本案設計若有不符都市環境者，將依委員意見

修正後，再提委員會審議。 

九 申請審議報告書核定案件如應改正，本府應通知申請人於六個月內依照通知改正事項改正完竣後送請複審；屆期前

得申請展延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逾期未送審者，都發局得駁回該申請案。 

本案依規定於接獲通知起六個

月內辦理複審。 

本案依規定於接獲通知起六個月內辦理複審。 

十 都市設計審議案件獲審議通過後，應於核發審定書前，再提交報告書及簡報電子檔案以供存檔備議。 本案依規定於審議通過後提交

報告書及簡報電腦檔案。 

本案依規定於審議通過後提交報告書及簡報電

腦檔案以供存檔備議。 

十一 都市設計審議案件獲審議通過後，應於核發審定書前再提交數位模型送本府備查。數位模型之外型、色彩、門窗、

綠化植栽、開放空間配置應與審定書相符。 

本案於核發審定書前再提交數

位模型一座 

本案依規定於核發審定書前再提交數位模型一

座，模型之外型、色彩、門窗、綠化植栽、開

放空間配置等均與審定書相符。 

十二 實施容積管制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建築工程，原建照核發時建築基地都市計畫未有應送都市設計審議規定，惟現擬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一規定辦理建造執照變更設計，提高建築物高度與層數，依細部計畫

規定仍應報請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或有關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住宅區為商業區，需提都市設

計審議部分，審查內容為：整體環境協調性、夜間照明、建築造型及綠美化等四個項目提會審議。 

 

本案為新建案，不適用。 

本案為新建案件，於  掛件，非實施容積管制前

已取得建造執照之案件。 

詳P 

十三 容積移轉確認面積階段之審查案件，審查項目說明： 

(一)基地分析。 

(二)量體規模說明。 

(三)外部空間景觀意象說明，並需檢附鄰近街廓量體模型，報告內容應對照說明容積移轉前後差異性比較及友善環

境設計對策。 

 

 

本案容積移轉面積:2322.18㎡， 

依規定辦理 

 

(一)基地分析:基地臨接26M計畫道路(至善路)、

8M計畫道路(未開闢，現況為台灣大道三段

650巷之現有巷道)及6M現有巷道。詳P 

(二)量體規模說明:設計規模地下五層地上二十

四層。詳P 

(三)鄰近街廓量體:   詳P 

       前後差異性比較:  詳P 

      容積移轉面積:2322.18㎡<3000㎡ 

十四 法定退縮之公共開放空間配置及綠化事項 

(一)法定退縮公共開放空間不得設置障礙物，但經本委員會許可者不在此限。 

(二)基地臨接人行步道者，設計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建築物主要出入口應配合人行步道及開放空間整體設計。 

  2.停車場出入口應配合人行步道及開放空間整體設計。 

        3.廢氣排出口、通風口及其他有礙觀瞻之設施面對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時應配合立  

           面整體設計綠美化且通排風口高度需達三點五公尺以上。 

(一)本案法定退縮公共開放空

間無設置障礙物。 

(二)1.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及停

車場出入口配合人行步道

及開放空間整體設計。 

        3.本案廢氣排出口面對無

遮簷人行道處，設計鋁格

柵美化之。 

(一)本案法定退縮公共開放空間無設置障礙物。

詳P 

(二)1.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及停車場出入口配合人

行步道及開放空間整體設計。詳P 

        3.本案廢氣排出口面對無遮簷人行道處，

設計鋁格柵美化之。詳P 

伍、法規檢討 

     都市設計審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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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
款項目 

法規內容 本案設計 檢討 

十四 (三)公共開放空間不得設置停車場或供汽機車出入之斜坡道。 

(四)臨接道路或人行步道的一樓立面，應考慮細部建築設計，俾使行人步行愉悅。  

(五)建築退縮帶狀開放空間、騎樓、迴廊、無遮簷人行道等人行空 間，需維持至少二點五公尺人行步

道淨寬為原則。 

(六)建築物留設之法定退縮公共開放空間，除搭配景觀整體設計之告示牌、樹立型廣告、公有設備等，

不得設置有礙通行、公共活動或視覺景觀之障礙物。 

(七)法定空地面積每滿六十四平方公尺，至少植樹一棵喬木。 

(八)建築基地內之實設空地扣除依相關法令規定無法綠化之面積後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予以綠化；但因設置無遮簷人行道、裝卸位、車道及現有道路，致實設空地未達應種植花草樹木

面積者，則僅限實設空地須種植花草樹木，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綠建築基準之建築

基地綠化規定以綠化總二氧化碳固定量及二氧化碳固定量基準值做檢討。 

(九)建築物之外牆顏色以單純、柔和穩定之色彩為原則。 

(十)窗型冷氣機孔或空調設備機台之相關設置，其立面設計應考慮整體景觀，並顧及機械效益之配合，

以考量行人視覺角度之格柵百葉等景觀改善設施美化建築立面。 

(三)本案公共開放空間無設置停車場或供

汽機車出入之斜坡道 

(四) )臨接道路或人行步道的一樓立面，

均考慮細部建築設計。 

(五)本案開放空間人行步道寬

2.5M≧2.5M。 

(六)本案公共開放空間無設置有礙通行、

公共活動或視覺景觀之障礙物。 

(七)喬木法定  8 棵，實設 25 棵 

(八)法定綠化面積:233.75㎡ 

       實設綠化面積:299.03㎡ 

(九)本案建築物色彩以米白及深灰色為主。 

(十)本案主機外側均設置鋁格柵美化之。 

(三)本案公共開放空間無設置停車場或供汽機車

出入之斜坡道。詳P 

(四) )臨接道路或人行步道的一樓立面，均考慮細

部建築設計。詳P 

(五)本案開放空間人行步道寬2.5M≧2.5M。詳P 

(六)本案公共開放空間無設置有礙通行、公共活

動或視覺景觀之障礙物。詳P 

(七)法定空地面積:552.90 ㎡ 

        喬木數量:552.90/64=8.64 取8棵 

        法定  8 棵，實設 25 棵…OK。詳P 

(八)法定綠化面積:233.75㎡ 

        實設綠化面積:299.03㎡>233.75㎡…OK 

        詳P 

(九)本案建築物色彩以米白及深灰色為主。詳P 

(十)本案主機外側均設置鋁格柵美化之。詳P 

 

十五 法定退縮公共空間之人行步道設計、燈光照明 

(一)車行道路燈以高明度、高光源為主。 

(二)人行步道路燈以柔和暖色，低光源為原則。 

(三)人行步道須為美觀圖案構成之舖面，穿越車道時，其舖面及高程仍應連續順平，並應說明舖面顏

色及材料質感。 

(四)人行步道開闢為進出車道使用時應顧及現有行道樹。 

(五)建築基地法定退縮範圍內之喬木，樹冠底離地淨高一點八公尺以上，根部保留適當之透水面積及

覆土深度。 

(一)依規定設計。 

(二)依規定設計。 

(三)人行步道穿越車道，舖面及高程連續

順平，人行道舖面材質:灰黑色石材 

       車道鋪面材質:福鼎黑色石材  

(四)基地無現有行道樹 

(五)樹灌底淨高:1.8M~2.0M 

 

(一)依規定設計，詳P 

(二)依規定設計，詳P 

(三)人行步道穿越車道，舖面及高程連續順平，

人行道舖面材質:灰黑色石材 

       車道鋪面材質:福鼎黑色石材 。 詳P 

(四)基地無現有行道樹 

(五)樹灌底淨高:1.8 M~2.0M >1.8M…OK。詳P 

十六 其他設施 

(一)公共藝術配合建物造型及開放空間整體設計，以至少設置一處為原則。 

(二)建築物應配合建物造型，實施夜間燈光照明計畫，並至少檢附三時段之分時控制模擬。 

(三)公園、人行步道、停車場、及廣場之設計有高程差時，應設置斜坡道或電梯，以利通行。 

(四)建築物窗口及地面層出入口之設計，如需遮陽及庇雨設施，應於設計審議時一併提出。 

(一)公共藝術配合建物造型及開放空間整

體設計，於地上一層設置一處。 

(二)夜間燈光照明計畫依規定設計三時段

之分時控制模擬。 

(三)依規定設置。 

(四)遮陽及庇雨設施依規定提委員會審議。 

(一)公共藝術配合建物造型及開放空間整體設計，

於地上一層設置一處。詳P 

(二)夜間燈光照明計畫依規定設計三時段之分時

控制模擬。詳P 

(三)依規定設置。詳P 

(四)遮陽及庇雨設施依規定提委員會審議。詳P 

伍、法規檢討 

     都市設計審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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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
款項目 

法規內容 本案設計 檢討 

十六 (五)汽車、機車、腳踏車等之停車設施應配合建築物整體設計。 

(六)屋頂應予實施綠化為屋頂花園，並應於竣工前綠化完成，並不得增加任何附建設施為原則。屋

頂綠化面積之比例，每棟屋頂層扣除屋突、太陽能板及固定設備等構造物後之面積，其屋頂綠

化之綠化比例至少應達三分之一以上為原則。 

(七)屋頂水箱、冷卻塔之造型與色彩應考慮配合建築物整體設計為原則。 

(八)門窗及陽台原則上不鼓勵附加欄柵，但如門窗及陽台附加之欄柵不超出各該門窗、陽台之牆面

一公尺，且其顏色應配合建築物整體設計者不在此限。 

(九)地下室進、出風口應以植栽或搭配立面造型配合整體設計為原則，排風方向應避免直接排向行

人動線位置。 

(十)公用設備、公共設施之造型、色彩、舖面、植栽、街道傢俱之規劃、設計，應送本委員會審議。 

(十一)施工期間，建築基地施工圍籬應置綠圍籬，並應以二分之一以上面積植栽綠化。 

(十二)地下室車道出入口應設置防水閘門。 

(十三)建築基地沿地界線設置之圍牆，實體部份之高度以不超過二點五公尺為原則，但經委員會同

意者，不在此限；圍牆高於二點五公尺部分，透空率應 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五)汽車、機車停車設置於地下層，不適用。 

(六)屋頂綠化面積:115.61㎡ 

 

 

(七)屋頂水箱、冷卻塔之造型與色彩配合建築

物整體設計。 

(八)門窗及陽台無設計附加欄柵。 

(九)地下室進、出風口以植栽及搭配立面造型

配合整體設計。 

(十)依規定提送委員會審議。 

(十一)施工綠圍籬面積:84.24㎡ 

(十二)地下室車道出入口設置防水閘門。 

(十三)本案無設置圍牆。 

(五)汽車、機車停車設置於地下層，不適用。 

(六)屋頂綠化面積: 

      203.41 ㎡>557.83/3=185.96 ㎡…OK。 

      詳P 

(七)屋頂水箱、冷卻塔之造型與色彩配合建築

物整體設計。詳P 

(八)門窗及陽台無設計附加欄柵。 

(九)地下室進、出風口以植栽及搭配立面造型

配合整體設計。詳P 

(十)依規定提送委員會審議。 

(十一)施工綠圍籬面積:84.24㎡ 

           >46.80*3*1/2=70.20㎡…OK。詳P 

(十二)地下室車道出入口設置防水閘門。詳P 

(十三)本案無設置圍牆。 

十七 公有建物部分，建築基地設置綠籬圍牆，應符合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審議規範適用範圍為依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要點規定，應提送本委員會

之公有建築審議案件。 

(二)本市各類新建、增建、改建之公有建築應送都市設計審議之案件原則上不得設置圍籬，除確有

設置需要者，應為透空式設計，其圍籬高度不得高於一百五十公分，牆面鏤空率扣除牆基須達

百分之七十以上，牆基高度不得高於四十五公分，並應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設置。 

(三)前款圍籬之設置應配合附近之人行步道及開放空間，以不影響行人使用開放空間為原則，並配

合建築物之材質、色彩、造型等整體設計。 

(四)第二款圍籬型式得以植栽圍籬方式設置，惟花台設置高度不得高於四十五公分。 

(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本案屬第三種商業區，非公有建築物。 

 

 

 

本案屬第三商業區，非公有建築物， 

不適用本規範公有建物設置綠籬圍牆之相關規

定。 

 

十八 有關建築基地內地面層綠化植栽之覆土深度依下表之規定，其他綠化植栽部分依內政部營建署建築

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之規定。植物種類所需覆土最低深度標準: 

草皮、草本植物     三十公分 

灌木                        六十公分 

喬木                       一二十公分 

依規定設計植栽種覆土深度。 

草皮、草本植物 均 >30公分 

灌木均 >60公分 

喬木均 > 120公分 

依規定設計植栽種覆土深度。 

草皮、草本植物 均 >30公分 

灌木均 >60公分 

喬木均 > 120公分   

詳P 

伍、法規檢討 

     都市設計審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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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
款項目 

法規內容 本案設計 檢討 

十九 建築基地開放空間之地坪高程之舖面，應依下列規定： 

(一)公共開放空間及無遮簷人行道地坪應高於相臨道路邊界處十公分至二十公分並應向道路境界線方

向設置洩水坡度。 

(二)公共開放空間及無遮簷人行道地坪應為連續舖面，且應與相鄰基地公共人行步道地坪高程齊平，

進出車道穿越時，其舖面應連續齊平並設置斜坡。道路設置人行步道者應與基地退縮留設人行步

道齊平設置。 

本案依規定設計。 

(一)開放空間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與道路

高差10CM 

(二)開放空間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與車道穿

越之接續均以斜坡設置，且與人行步道

齊平 

本案依規定設計。 

(一)開放空間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與道路高

差10CM。 

(二)開放空間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與車道穿越

之接續均以斜坡設置，且與人行步道齊平。

詳P 

二十 建築基地交通規劃及停車空間設置方式： 

(一)機車停車位數量設置標準：建築物用途為供住宅使用部分，每一百五十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設置

一輛，並應滿足至少一戶一部為原則；供其他用途使用部分，每一百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設置一

輛。(餘數以一輛計入)。機車車道坡度應以八分之一坡度留設，單向車道寬度應不小於一點五公

尺，雙向車道寬度應不小於二點五公尺。 

(二)建築基地面臨二條以上道路時，應選擇次要道路設置汽、機車進出口，因基地條件特殊，經本委

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停車空間之汽車出入口應銜接道路，地下室停車空間之汽車坡道出入口並應留設深度二公尺以上

之緩衝車道。其坡道出入口鄰接騎樓（人行步道）者，應留設之緩衝車道自該騎樓（人行步道）

內側境界線起退讓。 

(四)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如設置平面式停車場，於面臨公共開放空間時，應做適當之綠美化遮蔽處理。 

本案設計:店舖--2戶，辦公室--6戶， 

                  住宅--147戶，計155戶 

(一)機車位設置於地下一層，實設15輛 

(二)本案基地面臨三條道路，60M台灣大道

三段[以現有巷道(含在本基地範圍內當空   

地使用)臨接]、26M至善路及8M計畫道

路(自行開闢)，汽、機車進出入口設置於

26M至善路 

(三)緩衝車道:2.16M、2.72M >2.0M....OK 

(四)停車空間均設置於地下層 

(一)機車位檢討: 

       店舖+辦公室 

       798.85/100=7.99 取 8 輛 

       住宅=13866.09/150=92.44取 93 輛 

法定停車合計:8+93=101輛<設計戶數155戶 

                        ≦實設155輛….OK   詳P4-01 

(二)本案基地面臨三條道路，60M台灣大道三

段[以現有巷道(含在本基地範圍內當空地

使用)臨接]26M至善路及8M計畫道路(自

行開闢)，汽、機車進出入口設置於26M

至善路。 

(三)緩衝車道:2.16M、2.72M >2.0M....OK 

(四)停車空間均設置於地下層。 

       詳P 

二十一 本地區建築物應於建築基地內設置集中垃圾貯存空間，且依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應於基地地面層室內、外或其上下一層之室內無妨礙衛生及觀瞻處以集中方式設置垃圾貯

存空間，並按每滿五百平方公尺居室面積設置零點五平方公尺之貯存空間附設之。 

(二)集中式室內垃圾貯存空間最低淨高應為二點四公尺以上，且應設置通風處理及排水設備接通污水

處理設施。 

(三)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設置於法定空地者，應有適當之景觀及公共衛生維護設施，且其場所需接通

建築線或基地內通路。 

(四)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如採用垃圾子車設備者，應留設供垃圾收集子車進出之通道及臨停操作空間。 

(五)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應注意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本案設計: 

(一)垃圾貯存空間設置於一層室內， 

       面積25.03㎡ 

(二)垃圾貯存空間最低淨高 3.4M 

(三)垃圾貯存空間未設置於法定空地 

(四)依規定設置 

(五)依規定設置 

(一)垃圾貯存空間面積檢討: 

      面積25.03 ㎡  > 

(10278.36/500)*0.5=10.28 ㎡…OK 

(二)垃圾貯存空間最低淨高 3.4M>2.4M…OK 

(三)垃圾貯存空間未設置於法定空地 

(四)依規定留設垃圾收集子車進出之通道及臨

停操作空間。 

(五)依規定設置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詳P 

二十二 招牌廣告物應依臺中市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設置辦法之規定，且與建築物量體相互協調之設計方式，

並融入當地資源特色語彙作整體性設計，表現親切且活潑的氣氛為原則。 

本案申請招牌廣告物，依規定辦理。 本案申請正面式招牌廣告物 2座。 

詳P 

伍、法規檢討 

     都市設計審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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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
款項目 

法規內容 本案設計 檢討 

二十三 設計單位應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於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專列低碳規劃章節相關事項。 依規定辦理 依規定辦理 

詳P 

二十四 本府得公告特定區域內或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應依內政部營建署公告之智慧建築設計技術參考規範，提出

智慧建築設計送請本委員會審議。 

本案不適用 本案不適用 

 

二十五 附則 

(一)都市計畫說明書、建築法及其他相關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公共設施、公用設備應考量設置無障礙設施。 

(三)凡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案件，如遇有變更設計者，應依臺中市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案件變更設計作業要點檢

討表填列，並由設計單位檢核簽章，再提交本委員會審議，但得以簡化審議程序辦理。 

(四)本規範列明為原則性之規定，如申請案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不受此原則 性之規定限制。建築設計如有

益於都市景觀、建築藝術者，經本委員會之審議同意，得不適用本規範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五)為促進本地區之生活環境之提昇，本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本規範。 

(六)審議基地若先行動工，本委員會得移轉建管單位違章議報後始准提交本委員 會審議。 

(七)係屬臨時性建築物，得以免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八)有關變更設計部分僅就變更部分審議，未變更不予審議。 

(九)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應以雙面列印五十頁為原則。 

(十)非屬本市都市設計審議範圍，依其他相關法令提送都市設計審議者，經本委員會許可者 

      得依其規定審查項目提委員會審議。 

本案依規定辦理 

(一)依相關法規檢討 

(二)依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 

(三)如遇變更設計時依都審規定審議 

(四)依都審委員會及相關規範規定 

(五)均依最新規範送審 

(六)本案無先行動工 

(七)本案非屬臨時性建築物，不適用 

(八)依規定辦理，僅就變更部分審議 

(九)依規定辦理，報告書以雙面列印

五十頁為原則 

(十)本案屬台中市都市設計審議範圍，

不適用 

本案依規定辦理 

(一)依相關法規檢討 

(二)依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 

(三)如遇變更設計時依都審規定審議 

(四)依都審委員會及相關規範規定 

(五)均依最新規範送審 

(六)本案無先行動工 

(七)本案非屬臨時性建築物，不適用 

(八)依規定辦理，僅就變更部分審議 

(九)依規定辦理，報告書以雙面列印五十頁為

原則 

(十)本案屬台中市都市設計審議範圍，不適用 

 

伍、法規檢討 

     都市設計審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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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規檢討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檢討 

條款 法規規定 本案設計 設計檢討及說明 

一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32 條及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第 49 條訂定之。 依規定辦理 依規定辦理 

二 本計畫區內除另擬細部計畫地區外之建築及土地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管制，本要點未 規定者，適用有關法令之

規定，其用語亦同。 

依規定辦理 

 

依規定辦理 

 

三 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二)前面基地線：基地臨接計畫道路之基地線，臨接二條以上計畫道路者，由建 築基地申 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基地

線。 

(三)後面基地線：基地線之延長線與前面基地線(或其延長線)平行或形成之內角未滿 45 度 者，內角在 45 度以上時，

以 45 度線為準。 

(四)側面基地線：基地線之非屬前面基地線或後面基地線者。 

(五)基地深度：基地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平均水平距離。 

(六)前院：沿前面基地線之庭院。 其他臨接計畫道路之基地線，另有設置騎樓或退縮規定者，從其規定，無規定者，

比 照前院深度退縮。 

(七)後院：沿後面基地線之庭院。 

(八)前院深度：建築物前牆中心線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水平距離。  

(九)後院深度：建築物後牆或後柱中心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後院平均水平距離，  但最小淨 深度不得小於後院深度

二分之一。 

(十)建築物高度比：建築物各部分高度與自各該部分起量至臨接道路對側道路境界線之最 小水平距離之比。但臨接

二條以上道路者，得任選一條檢討。 建築物不計建築物高度者及不計建築面積之陽臺、屋簷、雨遮等，得不受

建築物高度 比之限制。 建築基地臨接或臨接道路對側有公園、綠地、廣場、河川、體育場、兒童遊樂場、綠 

帶、計畫水溝、平面式停車場、行水區、湖泊、水堰或其他類似空地者，其建築物高 度比之計算，得將該等寬

度計入。 

 

依規定辦理 

 

 

依規定辦理 

 

四 住宅區、商業區及工業區之使用限制如下：  

(一)第二種住宅區除不得為工業、大型商場(店)及飲食店之使用外，其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 市施行自治條例住宅區

相關規定管制。 

(二)第三之二種、第五種及第五之一種住宅區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住宅區相關規定管制。 

(三)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及第四種商業區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商業區相關規定管制。 

(四)第二之一種及第三之一種商業區除不得為舞廳(場)、酒家、酒吧(廊)、特種咖啡茶室、 浴室、妓女戶或其他類似

之娛樂營業場所、電子遊戲場、加油站、殯葬服務業之使用 外，其餘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商業區

相關規定管制。 

(五)主要計畫第一、二次通盤檢討變更之商業區(計畫圖標示「附  11」者)，未依「臺中市都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

業區回饋要點」提出回饋者，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依「第二種 住宅區」所訂之各項規定辦理。 

 

本案使用分區:第三種商業區 

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商

業區相關規定管制。 

 

 

本案設計: 

一層為公共服務空間、店舖 

二層、三層為辦公室 

四層~二十四層為集合住宅 

 

詳P 

 

臺中市都市計畫（西屯地區）細部計畫檢討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依 104 年 7 月 22 日府授都計字第 1040156066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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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法規規定 本案設計 設計檢討及說明 

四 (六)依「臺中市都市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檢討變更處理原則」變更之各種商業區，如 有其他使用限制規定，應以

經本府核定發布實施之各該計畫書為準。 

(七)乙種工業區之使用依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工業區相關規定管制。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公共服務設施及

公用事業設施，其使用細目、使用面積、使用條 件及管理維護事項之核准條件如附表；申請作業程序及應備書件，

依「臺中市都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土地申請設置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 施總量管制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五 航空事業專用區得為下列各項使用： 

 (一)國內外軍用、民用航空及相關工業及相關工業產品之發展、製造、裝修及銷售。 
 (二)協助國內航空工業建立中心衛星體系與制度。 

 (三)提供對航空工業系統之規劃、製造、整合、發展、及管理之技術服務。 

 (四)各型航太器材之租賃服務。 
 (五)產品之進出口業務及代理國內外廠商航太產品之經銷，報價及投標業務。 其他未表明事項，應依臺中市政府 87 

年 11 月 26 日府工都字第 136316 號函發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部分機關用地為航空事業專用區、道路

用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部分道路用地為航空事業專用區、廣場兼停車場用地)」為準。 

 

本案不適用 

 

本案不適用 

六 捷運系統用地得為下列各項使用： 

(一)供捷運路線、場、站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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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未表明事項，應依臺中市政府 98 年 8 月 18 日府都計字第 0980200394 號函發布實施之「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

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 心北屯線建設計畫)書(第一階段)」為準。 

 

本案不適用 

 

 

本案不適用 

 

七 計畫區內文教區、各種專用區及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率與容積率等規定詳如下表： 

 
 

 

 
 

 

 
 

 

 
 

 

 

 

本案不適用 

 

 

 

本案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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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計畫區內各類住宅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之建蔽率、容積率、高度比等規定詳如下表： 

 

 

 

 

 

 

 

 

 

 

 

 

備註：一、乙種工業區前院深度不得以平均計算。 
            二、基地面臨現有巷道免留設後院。 
            三、上限容積率不包含依都市更新規定獎勵之樓地板面積。 

 

建蔽率:46.23% 

容積率: 582.42%(不含都更獎勵) 

              679.02%  (含都更獎勵) 

後院深度: 

             基地面臨現有巷道免留設後院 

 

法定建蔽率:70% 

法定容積率:420% 

允建容積率:590.90%(不含都更獎勵) 

                     687.50%(含都更獎勵) 

 

設計建蔽率:46.23%<70%...OK 

設計容積率:((不含都更獎勵) 

                     420%<582.42%.<630%..OK 

設計容積率:(含都更獎勵) 

                       679.02%<687.50%...OK 

 

詳P 

 

 

九 為鼓勵設置公益性設施，除經劃設為都市更新單元之地區，另依都市更新條例規定辦理外， 訂定下列獎勵措施；其

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板面 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

之 10%為限： 

(一)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勞工、老人等活動中心、 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

使用；其集中留設之樓地板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主 管機關核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外，申請

建造執 照時，前開公益性基金會應為 公益性設施之起造人。 

(二)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道路主管機關核准者。  

 

本案未設置 

 

本案未設置 

十 騎樓與建築退縮規定： 

為塑造良好都市景觀及完整之人行系統，本計畫區除劃設廣場、兒童遊樂場及公園外，計畫區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

及公共設施用地之退縮建築規定如下： 

(一)住宅區、電信專用區、電力用地臨排水道用地之一側，自境界線退縮建築或留設後院 深度部分應至少設置 2 公

尺無遮簷人行道，供綠化及人行步道等使用。 

(二)住宅區、商業區及市場用地凡面臨 7 公尺(含 7 公尺)以上計畫道路之建築基地，應設置騎樓或 4 公尺無遮簷人

行道。凡面臨未達 7 公尺計畫道路，以及面臨現有巷道之建築基地，應由建築線(溝濱後)退縮 0.5 公尺建築。 

(三)乙種工業區凡面臨河南路、甘肅路及文心路之建築基地，應設置  5  公尺無遮簷人行道，供綠化及人行步道等使

用；其他乙種工業區基地應自建築線退縮 4 公尺建築，退縮部 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四)航空事業專用區臨接水湳機場原址整體開發區之一側，應退縮  10 公尺作為帶狀式開放 空間。 

(五)其他土地使用分區，凡面臨 7 公尺(含 7 公尺)以上計畫道路之建築基地，應自計畫道路退縮 4 公尺為無遮簷人

行道。凡面臨未達 7 公尺計畫道路，以及面臨現有巷道之建築基地，應由建築線(溝濱後)退縮 0.5 公尺建築。 

 

本案位於第三種商業區 

1.基地東南側面臨26M計畫道路(至善

路) 

2. 西北側面臨8M計畫道路 (自行開闢) 

3.西南側面臨60M台灣大道三段[以現

有巷道(含在本基地範圍內當空   

地使用)連接] 

 

面臨26M、8M計畫道路均退縮4M無遮

簷人行步道 

 

詳P 

肆、法規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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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六)捷運系統用地面臨計畫道路側應設置 5 公尺無遮簷人行道。 

(七)新開闢文中、文小用地申請建築執照時，面臨計畫道路部分應退縮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依下列

規定辦理： 

     1.應有一側退縮 10 公尺，供綠化、人行步道、停車及學生接送專用車道等使用。 

     2.其他臨道路部分應退縮 4 公尺無遮簷人行道，供綠化及人行步道等使用。 
(八)面臨人行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人行廣場寬度不足 6 公尺者，應以人行廣場中心線為準向兩側各退縮 3 公尺建

築。 

(九)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建築基地應自計畫道路退縮 4 公尺為無遮簷人行道。 
(十)因基地地形特殊致無法依規定留設騎樓或退縮建築，且無妨礙市容觀瞻、消防車輛出 入及公共交通，或因都市

景觀需要，經臺中市政府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若 屬都市更新單元地區經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及爭議

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者，依其決議 辦理。 

 

 

十一 停車空間 

計畫區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設置標準依下列規定： 
(一)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所列第一類建築物用途，樓地板面積 150 平方公尺以下免設停車位，超過部

分每 100 平方公尺設置 1 輛，其餘數部分超過 50 平方公尺應設置 1 輛；第二類建築物用途，樓地板面積 150 

平方公尺以下免設停車位，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設置 1 輛，其餘數部分超過 75 平方公尺應設置 1 輛。(參
考停車空間附表) 

(二)依前述規定計算建築物新建、增建及既有建築物應留設之停車位在 5 輛以下無法設 置者，得繳納代金，並依「

臺中市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車空間繳納代金及 管理使用自治條例」辦理。 
(三)工業區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作為停車場及裝卸貨物使用。 (四)其餘依建築技術規則停車

空間相關規定辦理。 

(四)其餘依建築技術規則停車空間相關規定辦理。 
      停車空間附表 

 

 
 

 

 
 

 

 
 

 

 

停車空間設置於B1F~B5F 

法定停車:101輛，每戶一輛   155輛 

自設停車位:3輛 

合計:158輛 

 

 

法定停車檢討: 

1.店舖辦公室((第一類) 

    店舖:134.06㎡，辦公室:609.79㎡ 

    合計=798.85㎡ 

    798.85/100=7.99，取 8 輛 

2.集合住宅(第二類) 

   13866.09/150=92.44，取93輛 

    法定停車:8+93=101輛 

                    每戶一輛   155輛 

     實設停車:158輛>155輛…..OK 

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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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景觀及綠化原則： 

建築基地內之實設空地扣除依相關法令規定無法綠化之面積後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予以綠化；但因

設置無遮簷人行道、裝卸位、車道及現有道路，致實設空地未達應種植花草樹木面積者，則僅限實設空地須種植

花草樹木，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綠建築基準之建築基地綠化規定以綠化總二氧化碳固定量及 二氧

化碳固定量基準值做檢討。實設空地面積每滿 64 平方公尺應至少植喬木 1 棵， 其綠化工程應納入建築設計圖說

於請領建造執照時一併核定之，覆土深度草皮應至 少 30 公分、灌木應至少 60 公分、喬木應至少 120 公分。 

 

綠化面積:299.03 ㎡ 

種植喬木: 25棵 

1.實設空地面積:990.95㎡ 

    無法綠化面積:523.45㎡ 

    法定綠化面積:233.75㎡ 

    實設綠化面積:299.03㎡>233.75㎡ 

2.法定喬木數量:990.95/64=15.48取 15棵 

    實設喬木數量:25棵>15棵…OK 

詳P 

十三 為鼓勵都市老舊地區申辦獎勵老舊建物重建，屬商業區及住宅區之建築基地，其達都市 設計審議規模者從其規定，

符合下列條件得予以獎勵基準容積之 20%或  15%： 
(一)基地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30 年以上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及鋼骨混凝土 造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

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合計達申請重建 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 30 年以上合法建築物坐落之

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積總和 二分之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20%。 
(二)基地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上，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合法建築物、20 年以上之 加強磚造及鋼鐵造合法建築

物坐落之建築基地與其他土地上之違章建築物投影面積 合計達申請重建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其中合法建築物

坐落之建築基地應達前述面 積總和二分之一，得申請獎勵基準容積之  15%。 
(三)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四)建築配置時，應自基地退縮二側，包括基地後側及側面，側面得選擇一側並連通

至道路，該退縮淨寬至少 1.5 公尺。 
(五)不得再申請建築技術規則所訂定開放空間獎勵。 

 

本案不適用 

 

本案不適用 

十四 有關計畫區內設置招牌、廣告物之限制及管理方式，由本府另訂之。 依規定辦理 依規定辦理，設計2座正面式招牌。詳P 

十五 本計畫區內應提送都市設計審議範圍： 
(一)公有建築之審議依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都市設計委員會審議要點規定辦理。 
 (二)公用事業(包括電信局、航空站、大客車運輸業之轉運站、公私立大型醫院、文大及文教區等)建築申請案之總樓

地板超過 10,000 平方公尺者。 
(三)新建建築樓層高度超過 12 層，或住宅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6,000 平方公尺，商業區新建之建築基地面積

超過 3,000 平方公尺者，或新建總樓地板面積超過 30,000平方公尺者。 
(四)新闢立體停車場基地面積 6,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但建築物附屬停車場者，不在此 限。 

(五)實施容積管制前已申請或領有建造執照，在建造執照有效期間內，依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6 條之 

1 第 2 項執照之申請案。 

(六)經主要計畫指定之商業許可地區依其開發審議規範或相關回饋辦法規定應辦理者。 前項各款建築基地之建築基

地規模、開放空間、人車通行系統、交通運輸系統、建築量體造型與色彩、景觀計畫、環境保護設施、防災空間

、氣候調適與管理維護計畫等都市設計相關事項，應提送臺中市政府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經審議通過後，

始依法核發建照。 

 

本案為新建案 

1.使用分區:第三種商業區 

2.申請地下5層地上24層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 

 依規定申請都市設計審查 

 

 

本案為新建案 

1.使用分區:第三種商業區 

2.申請地下5層地上24層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 

依規定申請都市設計審查 

伍、法規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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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為塑造良好都市藍帶系統，計畫區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排水道用地範圍內之溝渠應以維持明渠形式為原則，且設置綠化與人行步道空間。 

 (二)臨排水道一側之計畫道路應設置綠化與人行步道空間。 

 

本案不適用 

 

本案非為排水道用地範圍，不適用。 

十七 計畫區內人行廣場用地及 4 公尺計畫人行步道用地得兼供作車道出入通行使用。 本案不適用 本案不適用 

十八 計畫區內 12M-164、8M-159、8M-160、8M-161、8M-162、8M-163、8M-168、8M-169、細 8M-8 等道路透過

下列方式(詳圖 7-8)，建立人車共存道路： 
(一)人行空間與車道空間路面應齊平，以維持不同時段道路使用之彈性。 

 (二)路面得配合人車空間配置及街道特色，在色彩及材質作適當變化，以突顯街道景觀及功能特性。 

(三)道路鋪面應採用易清掃、耐油污、防滑之材質。 
 (四)於道路節點處作適當之設計並得設置必要之警示設施，以塑造節點特色及提高道路安全性。 

(五)公有人行步道應與建築基地設置之騎樓或人行步道平順銜接，以提供寧適之徒步空 間。 

(六)街道家具應考量街道特色做整合性設計。 
(七)文華路與兒 94 用地間之 8M-169 號道路以供人行步道使用為原則，禁止機動車輛通 行。 

(八)人車共存道路得配合市政府及社區活動進行時段性管制 

 

 

本案不適用 

 

 

 

本案不適用 

 

 

十九 計畫區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以下列土地為限(詳圖  7-9)： 

(一)臨接臺灣大道或文心路街廓完整之住宅區、商業區、特定專用區及捷運系統用地之 土地。 
(二)以興建計畫經行政院核定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定場站位置之大眾捷運場站基地中心為圓心，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街廓完整之住宅區、商業區、特定專用區及捷 運系統用地之土地。但範圍外之街廓剩餘面積

不足原面積二分之一者，全街廓納入。 
(三)於民國 94 年 6 月 30 日前已建築完成，屬擅自建造之建築物申請補照者，仍得依「臺 中市實施都市計畫容

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辦理，不受上述範圍之限制。 

(四)其餘依照「臺中市實施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本案基地面臨26M至善路，位於計畫

區容積移轉接受基地範圍內。 
依照「臺中市實施都市計畫容積移轉

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本案基地面臨26M至善路，位於計畫區容

積移轉接受基地範圍內。 
依照「臺中市實施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

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詳P 

二十 「停 87」用地西北側規定應留設 8 公尺通道，以維持上石北二巷與西屯路之連通性。 本案不適用 本案不適用 

二十一 四平路以北至計畫範圍界之排水道用地(詳圖   7-10)得兼供道路使用。 本案不適用 本案不適用 

二十二 附則 

(一)基地於都市計畫擬定或變更前業經地政機關分割完竣，或因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逕為分割完竣者，不合

現行都市計畫規定最小面積或最小深度、寬度之限制， 應依「臺中市畸零地使用自治條例」辦理。 

(二)計畫區內建築物使用，除本要點發布前已取得建築執照者，得依原領建築執照繼 續使用外，其餘應依本要

點及有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本案不適用 

 

 

本案不適用 

 

伍、法規檢討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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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規檢討 
         高層建築法規檢討 
 

相關條款項目 法規內容 本案設計 檢討 

第一節 一般設計通則 

第二百二十七條 本章所稱高層建築物，係指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之建築物。 本案建築樓層24層，高度82.25M，

屬高層建築物 

本案建築樓層24層，高度82.25M，屬高

層建築物 

第二百二十八條 高層建築物之總樓地板面積與留設空地之比，不得大於左列各值： 

一、商業區：三十。 

二、住宅區及其他使用分區：十五。 

本案實設空地: 

    1843-852.05=990.95㎡ 

總樓地板面積:22002.54㎡ 

22002.54/990.95=22.20 

22.20< 30…OK 

詳P 

第二百二十九條 高層建築物應自建築線及地界線依落物曲線距離退縮建築。但建築物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下部分得免退縮。 

落物曲線距離為建築物各該部份置基地地面高度平方根之二分之一 

退縮最小距離= M 

高度=82.25M 

√82.25/2=4.53M(法定) 

4.6M>4.53M…OK 

詳P 

第 二百三十 條 高層建築物之地下各層最大樓地板面積計算公式如左： 

     Ao≦（1＋Q）A／2 

     Ao：地下各層最大樓地板面積。 

     A ：建築基地面積。 

     Q ：該基地之最大建蔽率。 

高層建築物因施工安全或停車設備等特殊需要，經預審認定有增加地下各層樓地板面積必要者，得不受前

項限制。   

 

地下一層面積:1413.99㎡ 

 

1413.99㎡ 

<(1+70%)*1843/2=1565.55㎡…OK 

 

詳P 

第二百三十二條 高層建築物應於基地內設置專用出入口緩衝空間，供人員出入、上下車輛及裝卸貨物，緩衝空間寬度不得

小於六公尺，長度不得小於十二公尺，其設有頂蓋者，頂蓋淨高度不得小於三公尺。 

設計6*12M無頂蓋之緩衝空間 設計6*12M無頂蓋之緩衝空間 

詳P 

第二百三十三條 高層建築物在二層以上，十六層或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緊急進口。但面臨道路或

寬度四公尺以上之通路，且各層之外牆每十公尺設有窗戶或其他開口者，不在此限。 

前項窗戶或開口應符合本編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之規定。 

基地面臨26M至善路、8M計畫道路

(未開闢，現況為台灣大道三段650巷

之現有巷道)及6M現有巷道，各層之

外牆均有設窗戶。 

窗戶開口寬度  CM >75CM 

高度120CM ≧ 120CM 

窗戶開口下緣70CM<80CM 

 

基地面臨26M至善路、8M計畫道路(自行

開闢，現況為台灣大道三段650巷之現有

巷道)及6M現有巷道，各層之外牆均有設

窗戶…..OK。詳P 

窗戶開口寬度  CM >75CM 

高度120CM ≧ 120CM 

窗戶開口下緣70CM<80CM 

高層建築法規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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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款項目 法規內容 本案設計 檢討 

第二節 建築構造 

第二百三十四條 高層建築物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提出理論分析，必要時得要求提出結構試驗作為該設計評估之依據。 

一、基地地面以上高度超過七十五公尺者。 

二、結構物之立面配置有勁度、質量、立面幾何不規則；抵抗側力之豎向構材於其立面內明顯轉折或不

連續、各層抵抗側力強度不均勻者。 

三、結構物之平面配置導致明顯扭曲、轉折狀、橫隔板不連續、上下層平面明顯退縮或錯位、抵抗側力

之結構系統不互相平行者。 

四、結構物立面形狀之塔狀比（高度／短邊長度）為四以上者。 

五、結構體為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造以外者。 

建築物之基礎非由穩定地盤直接支承，或非以剛強之地下工程支承於堅固基礎者。 

主體結構未採用純韌性立體剛構架或韌性立體剛構架與剪力牆或斜撐併用之系統者。 

建築物之樓板結構未具足夠之勁度與強度以充分抵抗及傳遞樓板面內之水平力者。 

結構部分由結構技師簽證負責，並依

相關法令規範設計檢討。 

一、建築物高度=82.25M >75M 

二、本案結構完整 

三、本案結構完整 

四、82.25/24=3.43  

五、為鋼筋混凝土造 

結構部分由結構技師簽證負責，並依相關

法令規範設計檢討。 

一、建築物高度=82.25M >75M 

二、本案結構完整，不適用 

三、本案結構完整，不適用 

四、82.25/24=3.43 <4…OK 

五、本案為鋼筋混凝土造，不適用 

第二百三十五條 作用於高層建築物地上各樓層之設計用地震力除依本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一章第五節規定外，並應經動力

分析檢討，以兩者地震力取其合理值。 

設計地震力係採取法規地震力及動力

分析之地震力，取大值設計 

結構部分由結構技師簽證負責，並依規定

辦理結構外審 

第二百三十六條 高層建築物依設計用風力求得之結構體層間位移角不得大於千分之二‧五。 

高層建築物依設計地震力求得之結構體層間位移所引致之二次力矩，倘超過該層地震力矩之百分之十，

應考慮二次力矩所衍生之構材應力與層間位移。 

有關風力設計位移依104.01修訂之

「建築物風力設計規範與解說」之規

定辦理，地震力分析將考慮P-   效應

及產生之二次力矩，設計梁柱構件 

結構部分由結構技師簽證負責，並依規定

辦理結構外審 

 

第二百三十七條 高層建築物之基礎應確定其於設計地震力、風力作用下不致上浮或傾斜。 基礎採用筏式基礎，並檢討在地震力

及風力作用下之穩定分析，不至於產

生尚符或傾斜現象 

結構部分由結構技師簽證負責，並依規定

辦理結構外審 

第二百三十八條 高層建築物為確保地震時之安全性，應檢討建築物之極限層剪力強度，極限層剪力強度應為彈性設計內

所述設計用地震力作用時之層剪力之一‧五倍以上。但剪力牆之剪力強度應為各該剪力牆設計地震力之二‧

五倍以上，斜撐構架之剪力強度應為各該斜撐構架設計地震力之二倍以上。 

檢討系統之軟弱層現象，包括軟層檢

討、極限層剪力檢討及牆量比檢討，

符合「建築物風力設計規範與解說」

之規定 

結構部分由結構技師簽證負責，並依規定

辦理結構外審 

 

第二百三十九條 高層建築物結構之細部設計應使構架具有所要求之強度及足夠之韌性，使用之構材及構架之力學特性，

應經由實驗等證實，且在製作及施工上皆無問題者。柱之最小設計用剪力為長期軸壓力之百分之五以上。 

梁柱構件之細部設計，依最新版「混

凝土結構設計規範」之規定採韌性設

計及牆柱弱梁之觀念處理 

結構部分由結構技師簽證負責，並依規定

辦理結構外審 

 

伍、法規檢討 
         高層建築法規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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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款項目 法規內容 本案設計 檢討 

第三節 防火避難設施 

第二百四十一條 高層建築物應設置二座以上之特別安全梯並應符合二方向避難原則。二座特別安全梯應在不同平面位

置，其排煙室並不得共用。 

高層建築物連接特別安全梯間之走廊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

樓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 

高層建築物通達地板面高度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上樓層之直通樓梯，均應為特別安全梯，且通達

地面以上樓層與通達地面以下樓層之梯間不得直通。 

設計二座特別安全梯(丙梯、丁梯)，

於不同平面位置，均經由獨立之排煙

室進入 

 

詳各層平面圖 

P 

 

第二百四十二條 高層建築物昇降機道併同昇降機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處

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之防火設備應具有遮煙性能。連接

昇降機間之走廊，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

板自成一個獨立之防火區劃。 

昇降機道、昇降機間均以具一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設備區劃，昇降機間出入

口裝設之防火門(一小時防火時效)具

有遮煙性能 

詳各層平面圖 

P 

第二百四十三條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部分，除住宅、餐廳等係建築物機能之必要時

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 

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應將燃氣設備集中設置，並設置瓦斯漏氣自動警報設備，且與其他部分

應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隔。 

四層~二十四層集合住宅， 

A、D、E戶無設置燃氣設備 

B、C、F、G戶設置燃氣設備 

四層~二十四層集合住宅， 

A、D、E戶廚房設置電磁爐， 

B、C、F、G戶廚房設置瓦斯燃氣設備，  

                並設置瓦斯漏氣自動警報設備 

 

第二百四十四條 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尺以上或十六層以上之樓層應設置緊急昇降機間，緊急用昇降機載重

能力應達十七人（一千一百五十公斤）以上，其速度不得小於每分鐘六十公尺，且自避難層至最上層

應在一分鐘內抵達為限。 

緊急升降機載重能力為17人(1500KG)

其速度為每分鐘150M 

自避難層至最上層抵達時間: 

82.25/150*60=32.9秒可抵達最上層 

第四節 建築設備 

第二百四十五條 高層建築物之配管立管應考慮層間變位，一般配管之容許層間變位為二百分之一，消防、瓦斯等配管

為百分之一。 

設計一般配管之容許層間變位為二百

分之一，消防瓦斯等配管為百分之一 

依規定設置 

第二百四十六條 高層建築物配管管道間應考慮維修及更換空間。瓦斯管之管道間應單獨設置。但與給水管或排水管共

構設置者，不在此限。 

瓦斯管採明管設計 

給水管及排水管採管道設計 

依規定設置 

第二百四十七條 高層建築物各種配管管材均應以不燃材料製成，或使用具有同等效能之防火措施，其貫穿防火區劃之

孔隙應使用防火材料填滿或設置防火閘門。 

設計之露明管路及具有同等效能之防

火措施配管管材，均為不燃材料 

依規定設置 

 

伍、法規檢討 
         高層建築法規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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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款項目 法規內容 本案設計 檢討 

第二百四十八條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屋頂上或中間設備層之機械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固定於建築物主要結構上，其支承系統除須有避震設施外，並須符合 

        本規則建築構造篇之相關規定。 

二、主要部分構材應為不燃材料製成。 

一、設計固定於建築物主要結構上，除須

有避震設施外，並符合建築構造篇之

相關規定。 

二、主要部分構材採用不燃材料 

依規定設置 

 

第二百四十九條 設置於高層建築物內、屋頂層或中間樓層或地下層之給水水箱，其設計應考慮結構體之水平變位，箱

體不得與建築物其他部分兼用，並應可從外部對箱體各面進行維修檢查。 

機電消防部份由專業技師簽證負責，並依

相關法令規範設計檢討 

消防會審時一併審查 

第 二百五十 條 高層建築物給水設備之裝置系統內應保持適當之水壓。 消防會審時一併審查 

第二百五十一條 高層建築物應另設置室內供消防隊專用之連結送水管，其管徑應為一百公厘以上，出水口應為雙口形。 

高層建築物高度每超過六十公尺者，應設置中繼幫浦，連結送水管三支以下時，其幫浦出水口之水量

不得小於二千四百公升／分，每增加一支出水量加八百公升／分，至五支為止，出水口之出水壓力不

得小於三‧五公斤／平方公分。 

1.依規定設置室內供消防隊專用之連結送

水管。 

2. 82.45M>60M，於B2F及R2F設計中繼

機房，設置中繼幫浦設備，依「各類場

所消防設備設置標準」設計。 

消防會審時一併審查 

 

第二百五十二條 六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應設置光源俯角十五度以上，三百六十度方向皆可視認之航空障礙燈。 82.45M>60M 

依規定設置航空障礙燈 

依規定設置 

第二百五十三條 高層建築物之避雷設備應考慮雷電側擊對應措施。 依規定設置避雷針設備 依規定設置 

第二百五十四條 高層建築物設計時應考慮不得影響無線通信設施及鄰近地區電視收訊。若有影響，應於屋頂突出物提

供適當空間供電信機構裝設通信設施，或協助鄰近地區改善電視收訊。 

前項電視收訊改善處理原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機電消防部份由專業技師簽證負責，並依

相關法令規範設計檢討 

 

消防會審時一併審查 

 

第二百五十五條 高層建築物之防災設備所使用強弱電之電線電纜應採用強電三十分鐘、弱電十五分鐘以上防火時效之

配線方式。 

機電消防部份由專業技師簽證負責，並依

相關法令規範設計檢討 

依規定設置 

第二百五十六條 高層建築物之升降設備應依居住人口、集中率、動線等三者計算交通量，以決定適當之電梯數量及載

容量。 

設計3座17人份，速度150m/min 

 

設計3座17人份，速度150m/min 

第二百五十七條 高層建築物每一樓層均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其十一層以上之樓層以設置偵煙型探測器為原則。 

高層建築物之各層均應設置自動撒水設備。但已設有其他自動滅火設備者，於其有效防護範圍內，得

免設置。 

依規定設置。 

每層均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及自動灑水

設備，11層以上設置偵煙型探測器。 

消防會審時一併審查 

伍、法規檢討 
         高層建築法規檢討 
 



大 墨 聯 合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5-18 

相關條款項目 法規內容 本案設計 檢討 

第二百五十八條 高層建築物火警警鈴之設置，其鳴動應依下列規定： 

一、起火層為地上二層以上時，限該樓層與其上兩層及其下一層鳴動。 

二、起火層為地面層時，限該樓層與其上一層及地下層各層鳴動。 

三、起火層為地下層時，限地面層及地下層各層鳴動。 

依規定設置 

 

依規定設置 

第二百五十九條 高層建築物應依左列規定設置防災中心： 

一、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 

二、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四十平方公尺。 

三、防災中心應以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

區劃分隔，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包括底材）， 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四、高層建築物左列各種防災設備，其顯示裝置及控制應設於防災中心： 

       (一)電氣、電力設備。 

       (二)消防安全設備。 

       (三)排煙設備及通風設備。 

       (四)昇降及緊急昇降設備。 

       (五)連絡通信及廣播設備。 

       (六)燃氣設備及使用導管瓦斯者，應設置之瓦斯緊急遮斷設備。 

       (七)其他之必要設備。 

高層建築物高度達二十五層或九十公尺以上者，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其防災中心並應具備防災、警報、

通報、滅火、消防及其他必要之監控系統設備；其應具功能如左： 

一、各種設備之記錄、監視及控制功能。 

二、相關設備運動功能。 

三、提供動態資料功能。 

四、火災處理流程指導功能。 

五、逃生引導廣播功能。 

六、配合系統型式提供模擬之功能。 

機電消防部份由專業技師簽證負責，

並依相關法令規範設計檢討。 

一、防災中心設計於地上二層 

二、防災中心面積:40.8㎡ 

三、防災中心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 

四、依規定設置各項防災設備 

 

 

 

 

 

 

本案設計地上24層 < 25層 

高度82.25M <90M 

免設置具備防災、警報、通報、滅

火、消防及其他必要之監控系統設

備。 

機電消防部份由專業技師簽證負責，並

依相關法令規範設計檢討。 

一、防災中心設計於地上二層。詳P 

二、防災中心面積:40.8㎡> 40㎡…OK 

三、防災中心具有二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四、依規定設置各項防災設備 

 

 

 

 

 

 

 

本案設計地上24層 < 25層 

高度82.25M <90M 

免設置具備防災、警報、通報、滅火、

消防及其他必要之監控系統設備。 

 

 

伍、法規檢討 
         高層建築法規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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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規檢討 

建築技術規則第281~292條檢討 

 
訂定條文 設計說明及檢討 備註 

第二百八十一條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除都市計畫書圖或都市計畫法規另有規定者外，依本章之規定。 

第二百八十二條 

建築基地為住宅區、文教區、風景區、機關用地、商業區或市場用地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得適用本章之規定： 

一、基地臨接寬度在八公尺以上之道路，其連續臨接長度在二十五公尺以上或達周界總長度六分之一 以上。 

二、基地位於商業區或市場用地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或位於住宅區、文教區、風景區或機關用地面積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前項基地跨越二種以上使用分區或用地，各分區或用地面積與前項各該分區或用地規定最小面積之比率合計值大於或等於一者，得

適用本章之規定。 

本案使用分區：第三種商業區 

一.基地面臨道路寬度26M(至善路)、8M計畫道路 

(自行開闢，現況為台灣大道三段650巷之現有

巷道) 、60M台灣大道三段>8M……OK 

     臨接道路長度為41.96M、27.89M>25M……OK 

二.基地面積：1843㎡>1000㎡……OK。 

 

 

詳P 

第二百八十三條 

本章所稱開放空間，指建築基地內依規定留設達一定規模且連通道路開放供公眾通行或休憩之下列空間： 

一、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指建築基地臨接道路全長所留設寬度四公尺以上之步行專用道空間，且其供步行之淨寬度在一點五公尺以上

者。但沿道路已設有供步行之淨寬度在一點五公尺以上之人行道者，供步行之淨寬度得不予限制。 

二、廣場式開放空間：指前款以外符合下列規定之開放空間： 

（一）任一邊之最小淨寬度在六公尺以上者。  

（二）留設之最小面積，於住宅區、文教區、風景區或機關用地為二百平方公尺以上，或於商業區或市場用地為一百 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任一邊臨接道路或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其臨接長度六公尺以上者。 

（四）開放空間與基地地面或臨接道路路面之高低差不得大於七公尺，且至少有二處以淨寬二公尺以上或一處淨寬四公尺以上之室外樓

梯或坡道連接至道路或其他開放空間。 

（五）前目開放空間與基地地面或道路路面之高低差一點五公尺以上者，其應有全周長六分之一以上臨接道路或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  

（六）二個以上廣場式開放空間相互間之最大高低差不超過一點五公尺，並以寬度四公尺以上之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連接者，其所有相

連之空間得視為一體之廣場式開放空間。 

前項開放空間得設頂蓋，其淨高不得低於六公尺，深度應在高度四倍範圍內，且其透空淨開口面積應占該空間立面周圍面積（不含主要

樑柱部分）三分之二以上。 

基地內供車輛出入之車道部分，不計入開放空間。 

一.本案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無頂蓋) 

     最小寬度4.0M ≧ 4.0M……OK 

     供通行最小寬度2.68M、1.93M  > 1.5M……OK 

 

二.本案無設置廣場式開放空間。 

 

     本案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有頂蓋) 

     有頂蓋部份淨高 6M、7.6M ≧ 6M ……OK。 

     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供車輛出入之車道面積為 

     38.14+10.98+4.38+7.1=60.6㎡不 計入開放空

間。 

 

 

 

 

 

 

 

詳P 

 

第二百八十四條 

本章所稱開放空間有效面積，指開放空間之實際面積與有效係數之乘積。有效係數規定如下： 

一、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其有效係數為一點五。 

二、廣場式開放空間： 

（一）臨接道路或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長度大於該開放空間全周長八分之一者，其有效係數為一。  

（二）臨接道路或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長度小於該開放空間全周長八分之一者，其有效係數為零點六。 

前項開放空間設有頂蓋部分，有效係數應乘以零點八；其建築物地面層為住宅、集合住宅者，應乘以零。 

一.本案開放空間有效面積如下： 

    1.沿街步道式 (等寬無頂蓋) 268.13*1.5=402.2㎡ 

    2.沿街步道式(不等寬無頂蓋) 72.15*1.0=72.15㎡ 

    3.沿街步道式(不等寬無頂蓋) 15.24*0.8=12.19㎡ 

二.本案無設置廣場式開放空間。 

 

 

 

詳P 

 

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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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條文 設計說明及檢討 備註 

一、高低差一點五公尺以下者，有效值為一。 

二、高低差超過一點五公尺至三點五公尺以下者，有效值為零點八。 

三、高低差超過三點五公尺至七公尺以下者，有效值為零點六。 

本案開放空間與基地地面及臨接道路路面高低差

皆小於1.5M。 

 

第二百八十四條之一 

本章所稱公共服務空間，係指基地位於住宅區之公寓大廈留設於地面層之共用部分，供住戶作集會、休閒、文教及交誼等服務性之公共

空間。 

 

本案為第三種商業區，不適用。 

 

 

 

 

第二百八十五條 

留設開放空間之建築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查符合本編章規定者，得增加樓地板面積合計之最大值Σ△FA，應符合都市

計畫法規或都市計畫書圖之規定；其未規定者，應提送當地直轄市、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並依下式計算： 

     Σ△FA =△FA1＋△FA2 

     △FA1：依本編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計算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FA2：依本章留設公共服務空間而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本案地面上各層樓地板面積合計之最大值採

Σ△FA =△FA1＋△FA2 

依本編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一款計算 

△FA1 = 486.54*1.68=817.39㎡ 

△FA2=0㎡ 

 Σ△FA =817.39+0=817.39㎡ 

817.39㎡ < 7740.6*30%=2322.18㎡…..OK 

 

詳P 

 

第二百八十六條 

前條建築物之設計依下列規定： 

一、增加之樓地板面積△FA1，依下式計算： 

     △FA1 = S × I  

     S ：開放空間有效面積之總和。 

      I ：鼓勵係數。容積率乘以五分之二。但商業區或市場用地不得超過二點五，住宅區、文教區、風景區或機關用地  

            為零點五以上、一點五以下。 

二、高度依下列規定： 

（一）應依本編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計算及檢討日照。 

（二）臨接道路部分，應自道路中心線起退縮六公尺建築，且自道路中心線起算十公尺範圍內，其高度不得超過十 

             五公尺。 

三、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物各樓層高度設計，應符合本編第一百六十四條之一規定。 

四、建蔽率依本編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計算。但不適用同編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八條之規定。  

五、本編第一百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之特定建築物，得比照同條第二款之規定退縮後建築。退縮地不得計入法定空地 

         面積，並不得於退縮地內建造圍牆、排水明溝及其他雜項工作物。 

一.本案使用分區：第三種商業區 

     本案基地容積率為 420% 

     鼓勵係數=420%*2/5=1.68<2.5 

     開放空間有效係數總和S=486.54㎡ 

     △FA1 = 486.54*1.68=817.39㎡ 

 

 

二.本案建築高度及日照符合規定 

三.本案住宅高度：3.4M(4F~23F) 、  

                                  3.6M(24F) < 3.6M…..OK。 

四.本案為實施容積管制地區， 

     實設建蔽率=46.23% <70% 

五.本案非特定建築物。 

 

 

詳P 

 

第二百八十七條 

建築物留設之開放空間有效面積之總和，不得少於法定空地面積之百分之六十。 

本案留設之開放空間有效面積總和為 

486.54㎡>552.90*60%=313.74㎡……OK。 

詳P 

 

第二百八十八條 

建築物之設計，其基地臨接道路部分，應設寬度四公尺以上之步行專用道或法定騎樓；步行專用道設有花臺或牆柱等設施者，其可供通

行之淨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但依規定應設置騎樓者，其淨寬從其規定。 

建築物地面層為住宅或集合住宅者，非屬開放空間之建築基地部分，得於臨接開放空間設置圍牆、欄杆、灌木綠籬或其他區隔設施。 

本案面臨26M、8M計畫道路退縮4M為沿街步

道式開放空間，供通行最小寬度2.68M、1.93M 

≧ 1.5M……OK 

 

詳P 

 

伍、法規檢討 

建築技術規則第281~292條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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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九條 

開放空間除應予綠化外，不得設置圍牆、欄杆、灌木綠籬、棚架、建築物及其他妨礙公眾通行之設施或為其他使用。但

基於公眾使用安全需要，且不妨礙公眾通行或休憩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之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查同意，得

設置高度一點二公尺以下之透空欄杆扶手或灌木綠籬，且其透空面積應達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綠化之規定應依本編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及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依當地環境氣候、都市景觀等需要所定之植

栽綠化執行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項綠化工程應納入建築設計圖說，於請領建造執照時一併核定之，並於工程完成經勘驗合格後，始得核發使用執照。 

第一項開放空間於核發使用執照後，主管建築機關應予登記列管，每年並應作定期或不定期檢查。 

 

本案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設置花台及座椅供行人休憩，開放空間規劃大量草

皮植栽、座椅可供社區居民停留休憩。 

 

第 二百九十條 

依本章設計之建築物，除依建造執照預審辦法申請預審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之建造執照預審小組，應就開放空間之植栽綠化及公益性，與其對公 

        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市容觀瞻之影響詳予評估。 

二、建築基地臨接永久性空地或已依本章申請建築之基地，其開放空間應配合整體留設。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之建造執照預審小組，應就建築物之私密性與安全管理需求及公共服 

        務空間之位置、面積及服務設施與設備之必要性及公益性詳予評估。 

 

 

 

 

 

 

 

 

 

1.本案開放空間之公益性評估： 

   本案設置有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26M計畫道路(至善路)及8M計畫道路在

視覺及使用上可及性高、便於附近居民使用或通行。藉此增進居民情誼、

達成敦親睦鄰、守望相助之目 標，對於公眾使用上之公益性十份恰當。 

2.公共交通量評估： 

   本案車道入口設置於26M計畫道路(至善路) ，便於車輛通達及聯外使用，

且本案設計之停車空間，依「臺中市都市計畫（西屯地區）細部計畫檢討

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設置數量；實設停車158輛，機車停車155

輛，足以解決停車問題，以減少路邊停車的可能，並減少交通擁擠之情形，

尚無影響本基地周圍交通。 

3.公共衛生評估： 

   本案飲用水，從自來水幹管接至地下一層飲用水專用水箱與消防用水池分離

設置，且遠離污水處理設施，提供安全、衛生之 飲用水。有關污水處理工

程，依環保署修訂之放流水標準設計，符合排放標準。本案係屬「專用汙

水下水道系統」，污水暫不可排放於公共下水道，先於基地內設置汙水設

施、切換裝置、自設陰井，並依相關規定集中設置於筏式基礎專用水槽內，

採用曝氣式污水處理設備，達到流放標準時予以放流至公共排水溝，避免

環境污染，以維持高品質之環境。 

4.市容觀瞻評估： 

   本案各戶均設專用空調空間，並設置格柵遮蔽。 

第二百九十一條 

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修正施行前，都市計畫書圖中規定依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勵辦法或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勵辦法辦理者，於本規則修正施行後，依本章之規定辦理。 

 

本案不適用。 

 

第二百九十二條 

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修正施行前，依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勵辦法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

地綜合設計鼓勵辦法規定已申請建造執照，或領有建造執照且在建造執照有效期間內者，申請變更設計時，得適用該辦

法之規定。 

 

本案不適用。 

 

伍、法規檢討 

建築技術規則第281~292條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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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規檢討 
開放空間平面圖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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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規檢討 
開放空間面積圖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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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都市計劃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審查表 

收件日期: 收文字號 

起造人:   
建築地點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土地 

使用分區：第三種商業區 

檢核記號 ● 符合規定 ◎ 不合規定 □ 未設，免檢討 建築用途 集合住宅 申請次數 

一、建築基地為住宅區、文教區、機關用地、商業區域市場用地並符合 
        下列規定者，得適用本章之規定：                          （第二百八十二條） 
        (一)基地臨接寬度在八公尺以上道路，其連續臨接長度在二十五公尺以上或達周界總 
               長度六分之一以上者: 
              檢討:本案臨接26M、8M計畫道路  ≧ 8M； 
                               臨接道路長度為41.96M、27.89M ≧ 25M 

● 
 

四、前項開放空間設有頂蓋時:                           （第二百八十四條） 
         係數應乘以1.2=      0     ㎡（等寬） 
          係數應乘以0.8=      12.19   ㎡（不等寬） 

● 
十一、特定建築物退縮地:                                   （第二百八十六條第六款） 
本編第一百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之特定建築物，得比照同條第二款之規定退縮後建築。退
縮地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並不得於退縮地內建造圍牆、排水明溝及其他雜項工作物。 

□ 
 

五、前二項開放空間與基地地面或臨接道路路面有高低差時， 
        有效係數應依下列規定乘以有效值： 
        (一)高低差未逾1.5M有效值*1.0=     0   ㎡ 
         (二)高低差逾1.5未超過3.5M，有效值*0.8=     0   ㎡ 
         (三)高低差逾3.5M，未超過7M有效值*0.6=     0   ㎡ 

□ 
□ 
□ 
 

十二、最小開放空間面積:                                                （第二百八十七款） 
建築物留設之開放空間有效面積之總和，不得少於法定空地面積之百分之六十。 
檢討：本案留設之開放空間有效面積總和為 
             486.54㎡>552.90*0.6=313.74㎡……OK。 

● 
 

        (二)基地位於商業區或市場用地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或位於住宅區、文教區、 
               風景區或機關用地面積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檢討:本案基地面積：1843㎡>1500㎡ 

● 
十三、步行專用道:                                                          （第二百八十八款） 
建築物之設計，其基地臨接道路部分，應設寬度四公尺以上之步行專用道或法定騎樓；
步行專用道設有花臺或牆柱等設施者，其可供通行之淨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但依
規定應設置騎樓者，其淨寬從其規定。 
建築物地面層為住宅或集合住宅者，非屬開放空間之建築基地部分，得於臨接開放空間
設置圍牆、欄杆、灌木綠籬或其他區隔設施。 

● 
 二、開放空間之種類:                                                         （第二百八十三條） 

         (一)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 
               指建築基地臨接道路全長所留設寬度四公尺以上之步行專用道空間，且 其供步行 
               之淨寬度在一點五公尺以上者。但沿道路已設有供步行之淨寬 度在一點五公尺以  
               上之人行道者，供步行之淨寬度得不予限制。  

● 

六、允建樓地板面積計算: 
本章所稱公共服務空間，係指基地位於住宅區之公寓大廈留設於地面層之共用 
部分，供住戶作集會、休閒、文教及交誼等服務性之公共空間。 
         檢討:本案公共服務空間△FA2=     0   ㎡ 

□ 
 

七、留設開放空間面積計算：                           （第二百八十五條） 
         留設開放空間之建築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查符合 
         本編章規定者，得增加樓地板面積合計之最大值Σ△FA，應符合都市計 
         畫法規或都市計畫書圖之規定；其未規定者，應提送當地直轄市、縣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並依下式計算： 
          Σ△FA =△FA1＋△FA2 
            △FA1：依本編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計 算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FA2：依本章留設公共服務空間而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檢討:△FA1 = 486.54*1.68=817.39㎡ 
                   △FA2=0㎡ 
                  Σ△FA =△FA1＋△FA2=817.39㎡ < 7740.6*0.3=    2322.18   ㎡ 

● 
 

十四、開放空間之綠化:                                                  （第二百八十九款） 
開放空間除應予綠化外，不得設置圍牆、欄杆、灌木綠籬、棚架、建築物及其他妨礙公
眾通行之設施或為其他使用。但基於公眾使用安全需要，且不妨礙公眾通行或休憩者，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之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查同意，得設置高度一點二公尺
以下之透空欄杆扶手或灌木綠籬，且其透空面積應達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綠化之規定應依本編第十七章綠建築基準及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依當地環
境氣候、都市景觀等需要所定之植栽綠化執行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項綠化工程應納入建築設計圖說，於請領建造執照時一併核定之，並於工程完成經
勘驗合格後，始得核發使用執照。 
第一項開放空間於核發使用執照後，主管建築機關應予登記列管，每年並應作定期或不
定期檢查。 

● 
          (二)廣場式開放空間：  

             1.任一邊之最小淨寬度在六公尺以上者。 □ 

             2.留設之最小面積，於住宅區、文教區、風景區或機關用地為二百平方公尺以上， 
                 或於商業區或市場用地為一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 

             3.任一邊臨接道路或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  其臨接長度六公尺以上者。  
□ 

             4.開放空間與基地地面或臨接道路路面之高低差不得大於七公尺，且至少有 二處 
                以淨寬二公尺以上或一處淨寬四公尺以上之室外樓梯或坡道連接至道路或其他開 
                放空間。 

□ 
八、前條建築物之設計依下列規定      （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一款） 
         (一)增加之樓地板面積△FA1，依下式計算：  
           △FA1 = S × I 
           S ：開放空間有效面積之總和。  
            I ：鼓勵係數。容積率乘以五分之二。但商業區或市場用地不得過 
                  二點五，住宅區、文教區、風景區或機關用地為零點五以上、 
                  一點五以下。  
            檢討:△FA1△FA1 = S × I = 486.54*1.68=817.39㎡ 

● 
 

十五、環境評估:                                                                  （第二百九十款） 
依本章設計之建築物，除依建造執照預審辦法申請預審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之建造執照 預審小組，應就開放空間之植栽綠化及公益
性，與其對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市容觀瞻之影響詳予評估。 
二.建築基地臨接永久性空地或已依本章申 請建築之基地，其開放空間應配合整體留
設。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之建造執照預審小組，應就 建築物之私密性與安全 管
理需求及公共服務空間之位置、面積及服務設施與設備之必要性及公益性詳予評估。 

● 
 

            5.前目開放空間與基地地面或道路路面之 高低差一點五公尺以上者，其應有全周 
               長六分之一以上臨接道路或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  

□ 

            6.二個以上廣場式開放空間相互間之最大高低差不超過一點五公尺，並以寬度四公 
               尺以上之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連接者， 其所有相連之空間得視為一體之廣場式開 
               放空間。 

□ 

            7.前項開放空間得設頂蓋，其淨高不得低於六公尺，深度應在高度四倍範圍內， 
               且其透空淨開口面積應占該空間立面周圍面積（不含主要樑柱部分）三分之二以 
               上。基地內供車輛出入之車道部分，不計入開放空間。 □ 

九、建築物高度:                                        （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二款） 
        (一)應依本編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計算及檢討日照。 
        (二)臨接道路部分，應自道路中心線起退縮六公尺建築，且自道路中心 
               線起算十公尺範圍內，其高度不得超過十五公尺。 

● 
● 

 

                                                                                                       （第二百九十一款） 
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修正施行前，都市計畫書圖中規定依未實施容積管
制地區綜合設計鼓勵辦法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勵辦法辦理者，於本
規則修正施行後，依本章之規定辦理。 

□ 
 

三、採何種開放空間及有效面積:                             （第二百八十四條） 
         (一)沿街式:開放空間實際面積*1.5=    402.2  ㎡（等寬） 
                             開放空間實際面積*1.0=   72.15  ㎡（不等寬） 

● 

                                                                    （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三款） 
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物各樓層高度設計，應符合本編第一 百六十四
條之一規定。 

● 

                                                                                           （第二百九十二款） 
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修正施行前，依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勵
辦法或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勵辦法規定已申請建造執照，或領有建造
執照且在建造執照有效期間內者，申請變更設計時，得適用該辦法之規定。 

□ 
 

         (二)廣場式: 
            1.臨接道路或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長度大於該開放空間全周長八分之一者， 
               其實際面積*1.0=     0   ㎡ 

□ 

十、建蔽率:                                               （第二百八十六條第四款） 
         建蔽率依本編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計算。但不適用同編第二十六條至第 
         二十八條之規定。 
         本案為實施容積管制地區，實設建蔽率為  46.23% <70% ● 

 

綜合審估 

小
組 
核
章            2.臨接道路或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長度小於該開放空間全周長八分之一者， 

              其實際面積*0.6=     0   ㎡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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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實際與有效係數之乘積如下: 

開放 
空間 

有效係數 設有頂蓋或騎樓時之有效值 
與基地地面或鄰街道路路面 

有高低差時之有效值 
有效總係數 有效面積 

沿 
街 
步 
道 
式 
sa 

1.5 
 

無頂蓋或騎樓 1.0 

高低差          <1.5公尺 1.0 1.5 Sa1 268.13 *1.5=402.2㎡ 

不等寬部分 1.0 Sa2 72.15*1.0=72.15㎡ 

高低差     1.5~3.6公尺 0.8 1.2 Sa3 

高低差逾 3.5~7.0公尺 0.6 0.9 Sa4 

淨高在6公尺以上 0.8 
 

高低差          <1.5公尺 1.0 1.2 Sa5 

不等寬部分 1.0 0.8 Sa6 15.24*0.8=12.19㎡ 

高低差     1.5~3.5公尺 0.8 0.96 Sa7 

高低差逾 3.5~7.0公尺 0.6 0.72 Sa8 

廣 
場 
式 
sb 

臨接計畫道路或

沿街步道式開放

空間，長度大於

全周長八分之一

者 

1.0 

無頂蓋或騎樓 1.0 

高低差          <1.5公尺 1.0 1.0 Sb1 

高低差     1.5~3.5公尺 0.8 0.8 Sb2 

高低差逾 3.5~7.0公尺 0.6 0.6 Sb3 

淨高在6公尺以上 0.8 

高低差          <1.5公尺 1.0 0.8 Sb4 

高低差     1.5~3.5公尺 0.8 0.64 Sb5 

高低差逾 3.5~7.0公尺 0.6 0.48 Sb6 

臨接計畫道路或

沿街步道式開放

空間，長度小於

全周長八分之一

者 

 

0.6 

無頂蓋或騎樓 1.0 

高低差          <1.5公尺 1.0 0.6 Sb7 

高低差     1.5~3.5公尺 0.8 0.48 Sb8 

高低差逾 3.5~7.0公尺 0.6 0.36 Sb9 

淨高在6公尺以上 0.8 
 

高低差          <1.5公尺 1.0 0.48 Sb10 

高低差     1.5~3.5公尺 0.8 0.384 Sb11 

高低差逾 3.5~7.0公尺 0.6 0.288 Sb12 

S(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518.39㎡ 

 I (鼓勵係數):  商業區    420%*2/5=1.68  <  2.5……OK 

A(基地面積):  1843㎡  

△FA1 = S*I=518.39*1.68=870.9㎡ 

△FA2=0㎡ 

Σ△FA =870.9 < 7740.6*0.3=2322.1㎡…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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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規檢討 
綠化面積檢討圖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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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規劃與綠建築設計說明: 

壹、緣起 

        近年來，人類對於環境的破壞日趨嚴重，全球面臨環境異化，地球資源逐漸

匱乏。 如何設計出永續發展理念建立調適機能之低碳建築也儼然成為建 築設計

未來的趨勢 

貳、設計目標 

   一.重視環保及環境品質，響應政府推動低碳誠市政策，朝符合建築技術 規則

及相關規劃設計。 

           (一)本案基地綠化及自然生態。(詳P) 

           (二)本案透水率及基地保水。   (詳P) 

           (三)本案綠能及節約能源設計。(詳P) 

           (四)優先使用環保標章產品及綠建材。   (詳P) 

           (五)水資源循環再利用與雨水貯留設計。(詳P) 

           (六)本案智慧環保綠能設計。   (詳P) 

   二.本案將設計為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 

叄、設計目標之低碳設計手法 

   (一)基地綠化及自然生態: (詳P) 

       1.設計說明: 

         透過基地綠化種植植栽，補償建築開發過程產生的CO2。並盡量符合自 

          然生態環境。 

       2.設計手法: 

         (1)空地及庭院部分除必要之車道及人行步道採人工透水舖面外，均採用高 

             密度、複層式的綠化手法，基地空地種植大行的喬木、灌木及草坪。 

         (2)為使植栽能得到良好的生長空間，除留植栽之間距外，喬木盡可能種植  

             於地下室未開挖範圍，須樹穴部分，保持植栽生長所需求之適當覆土深 

             度，最低深度達1.2米以上。 

         

               (3)為加強CO2之固定效果，於喬木下方需密植灌木，以複層式植栽作設計。 

               (4)植栽之選用原則，以生態多樣性及台灣原生樹種為主。 

               (5)增加屋頂及露台綠化，強化屋頂隔熱效能。 

               (6)增加立面垂直綠化，減少陽光直射面積，降低室內熱能。  

  (二)透水率及基地保水: (詳P) 

           1.設計說明: 

               (1)控制建築開挖率及增加透水率。 

               (2)計算地面已開挖原土量，補償失去的保水功能。(作雨水之回收與再利用) 

               (3)說明基地保水及再利用的效果。 

           2.設計手法: 

               (1)減少開挖率，可增加雨水的直接入滲效果，土壤地面用來作為種植植栽的綠地。              

               (2)增加透水舖面，良好透水舖面的透水性能相當於裸露土地，可 加透水舖面積。 

               (3)強化貯留滲透設計，就是讓雨水暫時貯存於水池、低地，再慢慢以自然滲透方 

                   式滲入大地土壤之內的方法，是一種兼具防洪功能的透水設計。 

               (4)雨水截留設計，於建築物屋頂、陽台及有地下室地面等人工地盤上 

                    的庭園植栽，採用截留雨水的設計，以達到部分保水的功能。 

      (三)綠能及節約能源設計 : (詳P) 

           1.設計說明: 

                  針對建築物的使用差異提出節能評估、並提出節能措施及方案。 

           2.設計手法: 

               (1)建築外殼設計15CM以上，以達到良好的斷熱效果，屋頂構造，以 

                    15CM的RC及10CM的泡沫混凝土為主要斷熱材料，外殼不透光部 

                    分之平均熱傳透率可低於標準值。 

               (2)開口開窗部均設計深窗遮陽’入口雨遮等，以減少日射量，降低室內熱能 。 

               (3)增加垂直水平遮陽板，以減少陽光直射，降低室內熱能。 

               (4)使用LED燈具、環保節水衛生設備或設計綠能(太陽能光電板)之設計等。 

       

伍、法規檢討 

         綠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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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優先使用環保標章產品綠建材: (詳P) 

           1.設計說明: 

                 環保標章產品使用位置、使用數量、使用比例枝說明及計算表。 

           2.設計手法: 

               (1)本案於室內部分採用符合環保署綠建材標章，並領有“環保標章使 

                    用證書”之塗料裝修，不含重金屬成份且不發揮有害氣體。 

            (2)本案室內隔間採用輕質隔間減少載重，其材質皆使用低甲醛、無石 

                    棉、無汙染之隔間材料。 

               (3)本案於室外採用環保綠建材之舖面或其它面材。 

 

      (五)水資源循環再利用雨水貯留設計: (詳P) 

          1.設計說明: 

               (1)本案採用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經處理後，澆灌庭園及屋頂植栽， 

                    以節省用水。 

               (2)估算可用雨水來代替之清潔、廁所、洗車、園藝澆灌等用水量之比 

                    例，達到水資源態、水資源循環、雨水、中水循環再利用。 

               (3)施工期間抽取之地下水回收利用。 

          2.設計手法: 

               (1)將屋頂、地面層雨水收集後，經沉澱過濾槽，再流排至過濾筒，並 

                    匯集至地面層及地下室雨水回收池，利用揚水泵打至各處自動澆灌。 

               (2)施工期間若有抽取地下水時，可先用大型儲水塔再利用做為工地清 

                    潔、洗車、工區附近環境清潔或工地附近鄰居使用。 

               (3)設計中水回收池經處理後再利用之圖說。 

       

 

 (六)智慧環保綠能設計: (詳P) 

          1.設計說明: 

                 將電動載具之充電設備納入建築物之設計，並設計節能設備以增加 

                 環保綠能使用之效率。 

          2.設計手法: 

             (1)於設計建築物內，適當位置設計之電動汽、機車充電設備，以鼓勵  

                  使用電動汽機車。 

             (2)使用節能智慧電梯，減少電梯之空轉。 

             (3)公設之燈光採用LED外加偵測人員使用感知器，減少能源浪費。 

             (4)使用智慧電表，依據用電時間做電力使用管理，達到節省電費成本效益。 

        伍、法規檢討 

         綠建築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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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規檢討 

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 第十七章  綠建築基準 

  (第三百二十一條)建築物應使用綠建材，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窗，其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 

             積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但窗未使用綠建材者，得不計入總面積檢討。 

     二、建築物戶外地面扣除車道、汽車出入緩衝空間、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 

             間及無須鋪設地面材料部分，其地面材料之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百分之 

             十以上。 

  (第三百二十二條)綠建材材料之構成，應符合左列規定之一： 

      一、塑橡膠類再生品：塑橡膠再生品的原料須全部為國內回收塑橡膠，回 

              收塑橡膠不得含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 

      二、建築用隔熱材料：建築用的隔熱材料其產品及製程中不得使用蒙特婁 

              議定書之管制物質且不得含有環保署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 

      三、水性塗料：不得含有甲醛、鹵性溶劑、汞、鉛、鎘、六價鉻、砷及銻 

              等重金屬，且不得使用三酚基錫(TPT)與三丁基錫(TBT)。 

      四、回收木材再生品：產品須為回收木材加工再生之產物。 

      五、資源化磚類建材：資源化磚類建材包括陶、瓷、磚、瓦等需經窯燒之 

              建材。其廢料混合攙配之總和使用比率須等於或超過單一廢料攙配比率。 

      六、資源回收再利用建材：資源回收再利用建材係指不經窯燒而回收料摻 

              配比率超過一定比率製成之產品。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材。 

  (第三百二十三條) 

                綠建材之使用率計算，應依設計技術規範辦理。 

                前項綠建材設計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建築物綠建材設計評估總表 

建築物綠建材設計評估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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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 第十七章  綠建築基準 

(第三百零五 條) 

   建築基地應具備原裸露基地涵養或貯留滲透雨水之能力，其建築基

地保水指標應大於○．五與基地內應保留法定空地比率之乘積。 

(第三百零六 條) 

  建築基地之保水設計檢討以一宗基地為原則；如單一宗基地內之局

部新建執照者，得以整宗基地綜合檢討或依基地內合理分割範圍單

獨檢討。 

  (第 三百零七 條) 

     建築基地保水指標之計算，應依設計技術規範辦理。 

     前項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二、基地保水設計計算 

土層分類描述 粒徑D10(mm) 統一土壤分類 土壤滲透係數 (m/s) 

不良級配礫石 0.4 GP 10-3 

良級配礫石 GW 

10-4 沈泥質礫石 GM 

黏土質礫石 GC 

不良級配砂 SP 
10-5 

良級配砂 0.1 SW 

沈泥質砂 0.01 SM 
10-7 

黏土質砂 SC 

泥質黏土 0.005 ML 10-8 

黏土 0.001 CL 10-9 

高塑性黏土 0.00001 CH 10-11 

   基地保水評估 

 Q1.綠地、被覆地、草溝保水量 - A1=     44.12   ㎡ 

      Q1=A1 × f × t= 44.12   ㎡ × 10-7 × 86400=    0.38             

 Q2.透水鋪面設計保水量 - A2=   263.10   ㎡ 

    舖面基層厚度h=   25  cm 

    (說明:A2為透水鋪面面積、h:透水鋪面基層厚度(m) ≦0.25) 

 Q2=0.5 × A2 × f × t+0.05 × H × A2 

      =0.5 ×  263.10   ㎡  × 10-7  × 86400+0.05× 0.25  ×              

         263.10= 3.77  

 Q3.人工地盤花園土壤面積 - A3= 261.86   ㎡ 

        花園土壤雨水截留設計保水量 - V3= 157.12   ㎡ 

        (說明:花園土壤體積(m3 )，最多計入深度1m以內土壤) 

Q3=MIN(A3 × f × t ‧ 0.42×V3 

      =MIN(261.86 × 10-7 × 86400 ‧ 0.42×157.12 

      =2.23 ‧ 65.99(取小值) 

   各類保水設計之保水量 

     Q’=Σqi=Q1+Q2+Q3=  6.41 

 

三、基地保水基準值λc計算 

   原土地保水量   : 

   Q0=A0 × f × t= 1843   ㎡ × 10-7 × 86400=    15.92                

 

四、基地保水設計值λ計算 

   基地保水設計值   : λ=Q’ /Q0 

                                      =6.41/15.92 = 0.40 

 

五、基地保水基準值λc計算 

   基準值    : λc= 0.5×（ 1-r ）；（ r：法定建蔽率） 

                         =0.5 × （1-0.7）  

                         ＝ 0.15                     

 

六、基地保水及格標準檢討 

   設計值    : λ=      0.40  

   標準值    : λc=   0.15    

   判斷式    : λ>λc=?            ■ OK       □ NG    

     

                                伍、法規檢討 
         建築物基地保水設計規範審查表 
 建築物基地保水設計規範審查表 

本案統依土壤分類為:  SM   ；土壤最終入滲率 f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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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法規檢討 
         建築物基地綠化設計規範審查表 
 

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 第十七章  綠建築基準 

 (第 三百零二 條) 

        建築基地之綠化，其綠化總二氧化碳固定量應大於二分之一最小綠化面積與下表二氧

化碳固定量基準值之乘積。 

 

 

 

 

 

 

 (第 三百零三 條) 

      建築基地之綠化檢討以一宗基地為原則；如單一宗基地內之局部新建執照者，  

      得以整宗基地綜合檢討或依基地內合理分割範圍單獨檢討。 

  (第 三百零四 條) 

        建築基地綠化之總二氧化碳固定量計算，應依設計技術規範辦理。 

        前項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 綠化設計值TCO2計算 

   法定空地面積: 

      1.基地面積=1843 ㎡ 

      2.法定建蔽率=r=70% ； （1-r）＝30% 

         法定空地面積 A0 ×（1-r）＝ 552.90  ㎡ 

      3.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 Ap= ？ 

          □學校用地之戶外較預運動設施，Ap=   0   ㎡ 

          □工業區之戶外消防水池和戶外裝卸貨間，Ap =   0   ㎡ 

          ■住宅區及商業區依規定應留設之騎樓、迴廊、私設通路 或基地內通路，Ap =  0  ㎡ 

            （ A0 -Ap） ×（ 1- r）＝ 552.90  ㎡ 

 土地使用分區:  □學校用地，β=500 

                            □商業區、工業區，β=300 

                            ■前二類以外之建築基地，β=400 

   綠化基準值: TCO2C＝ 0.5×A’ ×β 
                                 0.5 ×  552.90  ×  300 × 1.5 ＝124402.50   
生態綠化優惠評估: 

□100%綠地面積以上有生態綠化者優待係數 α=1.3 

□80%綠地面積以上有生態綠化者優待係數 α=1.2 

 （生態綠化面積）/ （綠化面積） *100% =            %    

□60%綠地面積以上有生態綠化者優待係數 α=1.1 

■無特殊生態綠化 α=0.8 

使用分區或用地 二氧化碳固定量基準值  
（公斤∕平方公尺） 

學校用地、公園用地 五百 

商業區、工業區（不含科學園區） 三百 

前二類以外之建築基地 四百 

建築物基地綠化設計規範審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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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百 十 條)(本案適用住宅類) 
  住宅類建築屋外殼等價開窗率之計算值應低於左表之基準值: 
 
 
 
 
 
   
 住宅類建築物外殼不透光部分之平均熱傳透率應低於左表之基準值: 

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 第十七章  綠建築基準 

  (第 三百零八 條) 
         建築物建築外殼節約能源之設計，應依據下表氣候分區辦理： 

 
 
 
 
 
 
 
 (第 三百零九 條) 

      辦公廳類、百貨商場類、旅館餐飲類及醫院類建築物，為維持   

室內熱環境之舒適性，其外殼耗能量應低於下表之基準值。但 符合

本編第類別氣候分區外殼耗能基準值，不在此限。  

5-32 

伍、法規檢討   
建築外殼節能設計規範審查表 

 (第 三百十一 條) 
   學校類建築物之屋頂平均熱傳透率應低於一.二瓦/(平方公尺.度)  

   且其居室空間之窗面平均日射取得量應分別低於左表之基準值: 

 
 
 
 
 
 
 
 
 
 

部分 平均熱傳透率基準 --瓦/(平方公尺.度) 

屋頂 O . 八 

外牆 三 . 五 

學校類建築物： 

D類第三組  

D類第四組  

D類第五組  

F類第二組  

F類第三組 

氣候分區 窗面平均日射取得量基準值  

單位：千瓦．小時／（平方公尺．年） 

北部氣候區 一百六十 

中部氣候區 二百 

南部氣候區 三百三十 

氣候分區 行政區域 

北部氣候區 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
新竹市、苗栗縣、福建省連江縣、金門縣  

中部氣候區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花蓮縣 

南部氣候區 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澎湖縣、高雄市、屏東縣、
臺東縣 

類別 氣候分區 
外殼耗能基準值  
千瓦．小時∕（平方公尺．年） 

辦公廳類： 
Ｇ類第一組  
Ｇ類第二組 

北部氣候區 八十 

中部氣候區 九十 

南部氣候區 一百一十五 

百貨商場類：  
Ｂ類第二組 

北部氣候區 二百四十 

中部氣候區 二百七十 

南部氣候區 三百十五 

旅館餐飲類： 
B類第三組  
B類第四組 

北部氣候區 一百 

中部氣候區 一百二十 

南部氣候區 一百三十五 

醫院類：  
Ｆ類第一組 

北部氣候區 一百四十 

中部氣候區 一百五十五 

南部氣候區 一百九十 

宿類： 

Ｈ類第一組 

Ｈ類第二組 

氣候分區 建築物外殼等價開窗率基準值 

北部氣候區 百分之十三 

中部氣候區 百分之十五 

南部氣候區 百分之十八 

建築外殼節能設計規範審查表 

  (第 三百十二 條) 

    大型空間類建築物居室空間之窗面平均日射取得量應分別低於下表 

    公式所計算之基準值。但平均立面開窗率在百分之十以下者，其窗 

    面平均日射取得量不得受限制。 

  

 

 

 

 

 

 

  (第 三百十三 條) 刪除 

   (第 三百十四 條) 

      同一幢或連棟建築物中，有供本節適用範圍二類以上用途，且其各   

      用途之規模分別達本編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三款規定者，其耗能量之 

       計算基準值，除辦公廳類、百貨商場類、旅館類及醫院類建築物應 

       依各用途空間所占外周區空調樓地板面積加權平均計算外，應分別 

       依其規定基準值計算。 

 

   (第 三百十五 條) 

      有關建築物節約能源之外殼節約能源設計，應依設計技術規範辦理。 

       前項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大型空間類建築物： 

A類第一組  

A類第二組  

B類第一組  

C類第一組  

C類第二組  

D類第一組  

D類第二組  

E類 

 氣候分區 窗面平均日射取得量基準值計算公式 

 北部 基準值＝146.2X2 －414.9X＋276.2 

 中部 基準值＝273.3X2 －616.9X＋375.4 

 南部 基準值＝348.4X2 －748.4X＋436.0 

X：平均立面開窗率（無單位）  

基準值單位：千瓦．小時∕（平方公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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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百十六 條) 

        建築物應就設置雨水貯留利用系統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 

        擇一設置。設置雨水貯留利用系統者，其雨水貯留利用率應大於百 

        分之四；設置生活雜排水回收利用系統者，其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 

        用率應大於百分之三十。 

本案設置雨水貯留利用系統 

   (第 三百十七 條) 

         由雨水貯留利用系統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處理後之用水， 

         可使用於沖廁、景觀、澆灌、灑水、洗車、冷卻水、消防及其他不 

         與人體直接接觸之用水。 

   (第 三百十八 條) 

         建築物設置雨水貯留利用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者，應符合 

         左列規定： 

     一、輸水管線之坡度及管徑設計，應符合建築設備編第二章給水排水 

             系統及衛生設備之相關規定。 

     二、雨水供水管路之外觀應為淺綠色，且每隔五公尺標記雨水字樣； 

             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水供水管之外觀應為深綠色，且每隔四公 

             尺標記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水字樣。 

     三、所有儲水槽之設計均須覆蓋以防止灰塵、昆蟲等雜物進入；地面 

             開挖貯水槽時，必須具備預防砂土流入及防止人畜掉入之安全設計。 

     四、雨水貯留利用設施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應於明顯處標 

             示雨水貯留利用設施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之名稱、用途 

             或其他說明標示，其專用水栓或器材均應有防止誤用之注意標示。 

   (第 三百十九 條) 

         建築物雨水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之計算及系統設計，應依設計 

         技術規範辦理。 

         前項建築物雨水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技術規範，由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定之。 

集水面積檢討: 

    1.屋頂面積: 

    2.中庭面積: 

    3.裸露綠地: 

    4.外牆集水面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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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規檢討 
建築雨水貯留設計計算總表 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 第十七章  綠建築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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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計算表 

壹層平面圖 

地下壹層平面圖 

地下貳層平面圖 

地下叄層平面圖 

地下肆層平面圖 

地下伍層平面圖 

貳層平面圖 

叄層平面圖 

肆層平面圖 

伍層~拾層平面圖 

拾壹層~拾伍層平面圖 

拾陸層~貳拾壹層平面圖 

貳拾貳層平面圖 

貳拾參層平面圖 

貳拾肆層平面圖 

屋突壹層平面圖 

屋突貳層平面圖 

屋突叄層及頂層平面圖 

各向立面圖 

立面色彩模擬圖 

 

 

陸、規 劃 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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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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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計算表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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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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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壹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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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貳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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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參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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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肆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6-07 

地下伍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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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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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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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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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層~拾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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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層~拾伍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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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層~貳拾壹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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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貳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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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參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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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肆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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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突壹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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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突貳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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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突參層及頂層平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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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向立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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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向立面圖 
陸、規劃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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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立面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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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規劃圖說 

東南向外觀立面模擬圖 西北向外觀立面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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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地周邊現況 

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停車場規劃設計 

交通改善措施與設計 

附錄 

柒、交 通 影 響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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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交通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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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1開發內容說明 

  本基地位於臺中市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地號，本基地規劃為集合住宅、

店鋪及辦公室使用，基地開發內容說明如下。 

 

1.、開發單位：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2.、計畫名稱：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店鋪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3.、建築規模：地下5層、地上24層 

4.、使用區分：第三種商業區 

5.、基地面積：1843 m² 

6.、停車位數：汽車停車位158輛、機車156輛 

7.、規劃用途：集合住宅148戶、店鋪2戶、辦公室5戶，合計155戶 

8.、預計引進人數：464人。 

9.、預計開發完成時間：112年。 

 

1.2評估範圍 

根據交通部「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第四條，評估範圍為基地最外圍往外500公

尺平行線所圍成之區域。 

 

二、基地周邊現況 

 

2.1都市計畫與周邊土地使用現況 

  本基地雙面臨路，分別為東側面臨至善路、西側面臨8米計畫及現有巷道，基地土

地使用現況為透天住宅。 

2.2重大建設計畫 

  (一)、烏日文心北屯線（MRT）（工程進度截至107年4月底，進度為77.12%） 

  台中捷運綠線（烏日文心北屯線）沿文心路採高架方式規劃新建中，路線全長約

16.71公里，其中高架段約15.94公里，地面段約0.77公里，行經區域包括臺中市北屯

區、北區、西屯區、南屯區、南區及烏日區，全線共規劃車站18座。捷運綠線各場站

之設置位置說明彙整如表2-1所示。 

表2-1  捷運綠線場站規劃位置一覽表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交通局網站（http://www.traffic.taichung.gov.tw/）。 

柒、交通影響評估  
前言/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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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鐵路高架捷運化（截至107年2月止，總累計進度為92.97%） 

  場站位置：1.改建豐原、潭子、太原、臺中、大慶等5座現有車站，皆為高架車站。

2.新建栗林(原豐南)、頭家厝、松竹、精武、五權等5座通勤車站，皆為高架車站。 

  105年8月執行情形說明，1.第一階段通車實地履勘於105年8月23、24日辦理完

成，履勘委員提出28項改善事項，其中10項，鐵工局將於通車啟用前完成8項改善事

項，至臺中火車站東站臨停接送交通內部化處理及大慶火車站出入口周邊車輛禁停調

整等2項，則由臺中市政府配合辦理，目前各改善事項辦理中。2.第一階段通車啟用，

於上開10項改善事項完成後辦理。（已於105年10月16日通車） 

 

2.3基地周邊道路幾何特性與服務水準分析 

(一)、周邊道路動線分析 

  本基地周邊主要聯外道路為「黎明路三段」、「至善路」、「河南路二段」、

「朝富路」、「青海路二段」、「上安路」、「臺灣大道三段」及「朝馬路」等道路，

如圖2-1所示。基地周邊道路幾何特性彙整如表2-2所示，道路現況照片如圖2-2所示。 

1.黎明路三段 

  黎明路位於基地西側道路，路幅20公尺，採標線分隔，往北銜接至中清路，往南

可延伸至南屯、烏日，雙向各為1混合車道，部份路段設置停車格，道路兩側劃設停

車格及2米人行道。 

2.至善路 

  至善路為基地東側道路，上安路以北路幅27公尺（其中分隔帶寬13公尺），往北

可銜接西屯路二段，雙向各為1混合車道，雙向道路單側劃設人行道及兩側劃設人行

道；上安路以南路幅約為20公尺，雙向各為1混合車道。 

3.河南路二段 

  河南路三段為基地東側道路，臺灣大道三段以北之路段，採標線分隔，路幅25公

尺；臺灣大道三段以南之路段，採分隔島分隔，路幅30公尺，往北可銜接青海路二段，

往南可銜接市政路，雙向各為1快車道及1混合車道，鄰近基地路段道路兩側劃設停車

格及人行道。 

 

 

4.朝富路 

  朝富路為基地南側道路，路幅25公尺，採標線分隔，往北止於台中港路二段，往南

銜接市政路，雙向各為1快車道及1混合車道，鄰近基地路段道路兩側劃設停車格及人行

道。 

5.青海路二段 

  青海路二段位於基地北側，路幅25公尺，採標線分隔，往西銜接環中路二段，可經

由環中路二段連接至中彰快速公路，往東可銜接河南路二段及文心路三路等，雙向各為1

快車道及1混合車道，鄰近基地路段道路兩側劃設人行道。 

6.上安路 

  上安路位於基地北側道路，路幅15公尺，採標線分隔，往西止於青海南街，往東可

銜接河南路二段，為青海南街與河南路二段間之路段，雙向各為1混合車道，鄰近基地路

段道路兩側劃設人行道。 

7.臺灣大道三段 

  臺灣大道三段為基地南側道路，路幅60公尺，快慢車道採分隔島分隔，往東可銜文

心路三段，往西銜接環中路及國道1號之交流道，雙向各為3車道及1慢車道，鄰近基地路

段道路兩側劃設停車格及人行道。 

8.朝馬路 

  朝馬路為基地南側道路，路幅25公尺，採標線分隔，往西銜接環中路三段，往西可

銜接安和路繼續延伸可通往台中工業區，雙向各為1快車道及1混合車道。鄰近基地路段

兩側設有人行道。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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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基地周邊道路幾何特性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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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流量調查 

  本報告車流量調查路口時間為107年6月20日(星期三)、107年6月23日(星期六)，

調查路口為朝富路-臺灣大道三段（C1）、至善路-上安路（C2）、黎明路三段-上安

路（C3）、黎明路三段-臺灣大道三段（C4）等四個路口，車流量調查路口位置如圖

2-3所示，進行平日07：00~09：00、17：00~19：00及假日11：00~13：00、17：

00~19：00上下午尖峰時段路口轉向交通量調查，調查人員兩人一組，以每15分鐘登

錄交通量一次，並統計得知基地鄰近調查路口之總車旅次密集時段發生於平日晨峰07：

30~08：30、昏峰為17：30~18：30；假日晨峰11：00~12：00、昏峰為17：

00~18：00，以此作為尖峰小時選定依據。小客車當量數之換算值，則依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平原區之小客車當量值：機車為0.5、小型

車為1、大型車為2，交通量調查路口現況照片如圖2-4所示，各路口尖峰時段交通量

如圖2-5~圖2-6所示。 

(三)、號誌化路口時制計畫 

號誌之設置地點及設計，決定交通控制型態，並提升道路服務流率與服務水準，因此時

制為分析路口服務水準之必要條件，時制計畫如表2-3所示。 

 

C2 

C1 

圖  例 

     交通量調查路口位置 

 

C1 

C3 

C4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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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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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周邊現況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7-07 

(四)、路口服務水準分析 

  路口服務水準評估依據交通流量調查結果，求得各路段交通量以推估各路段道路小

時容量，以現場調查配合交通分析軟體Synchro進行分析，並參考「2011年臺灣公路容

量手冊」號誌化路口服務水準評估等級，如表2-4所示。 

 

  基地鄰近道路以黎明路三段、臺灣大道三段等道路交通尖峰時段車流量較大，朝富

路-臺灣大道三段及黎明路三段-臺灣大道三段路口於平日、假日之晨、昏時段之路口服

務水準介於E~F級，至善路-上安路、黎明路三段-上安路於平日、假日之晨、昏時段之路

口服務水準則皆呈現為B級，詳表2-5~表2-6所示。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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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路段服務水準分析 

  路口服務水準評估依據交通流量調查結果，求得各路段交通量以推估各路段道路

小時容量，以現場調查配合交通分析軟體Synchro 進行分析，並參考「2011 年臺灣

公路容量手冊」號誌化路口服務水準評估等級，如表2-6所示。 

 

  基地聯外道路主要為至善路、上安路路等道路，經分析結果顯示，基地周邊道路平

日、假日路段服務水準介於A~C級之間，如表2-7~表2-8所示。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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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停車供需分析 

(一)、停車供需現況調查說明 

1. 調查範圍 

  本案針對基地開發影響範圍內汽、機車停車況調查，考量車輛停放後之步行

距離，以基地周邊半徑500公尺之街廓範圍進行調查，調查分析對象為道路交通影

響較大之路邊停車及對外開放之公民營停車場供需現況，本案共劃分3個停車位調

查分區分述如下，相關位置如圖2-7所示。 

2. 調查日期與時段 

  路邊停車情況調查時間為107年06月13日（星期三）及107年06月16日（星

期六）上午08：00~12：00、下午16：00~20：00，進行基地周邊區域停車供需

調查。相關位置說明如圖2-7所示。 

3. 調查方式 

  本報告供需調查之方法為每分區調查員2~3名，以步行方式調查紀錄分區內汽、

機車「停車供給」與「停車需求」。 

(二)、停車供給現況分析 

  本報告停車供給調查區分為「路邊停車」及「路外停車」供給，其中路邊停

車供給區分為「有劃設停車格位」與「無劃設停車格位」，無劃停車格位且巷道

寬度達6公尺以上之道路且並未劃設禁停標線，則依據巷道寬度與設置原則推估可

供停車長度，如表2-8所示。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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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外停車供給現況 

  本基地周邊500公尺範圍內之停車場，彙整如表2-9所示。 

 

 

2. 路邊停車供給現況 

  基地周邊500公尺範圍內之道路多為停車管制道路，周邊道多為劃設路邊停

車格、禁止停車之黃實線及禁止臨停之紅實線，基地周邊路邊停車格劃設情況，

分區1範圍內路邊汽車停車位187輛、機車停車位742輛，分區2範圍內路邊汽車

停車位48輛、機車停車位514輛，分區3範圍內路邊汽車停車位82輛、機車停車

位350輛，合計路邊停車格汽車317輛、1606輛，詳表2-10所示。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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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地周邊停車供給現況分析 

  基地周邊500公尺範圍內部份道路之道路兩側劃設路邊停車格，周邊道路僅部份

路段劃設禁止停車之黃實線及禁止臨停之紅實線，其餘大部份道路皆為開放路邊車輛

停放。基地周邊500公尺範圍內，路邊及路外汽車停車格位總供給為1199輛（分區一

525輛+分區二387輛+分區三287輛＝1199輛、機車停車格位總供給為4152輛（分區

一1165輛＋分區二1326輛+分區三1661輛＝4152輛），基地周邊路外及路邊停車場

之停車位數，彙整如表2-11所示。 

 

4. 停車需求調查結果分析 

  本案為詳實反應基地周邊路邊停車狀況，依不同時段之調查結果進行汽機車路邊

停車空間使用率計算，調查結果詳表2-12~表2-15所示。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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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地周邊停車位供需分析 

  周邊區域整體停車需情形如表2-16及圖2-8所示。調查結果顯示基地周邊整

體停車情況，平日、假日小汽車及機車停車位整體供給大於需求。 

 

2.5大眾運輸系統 

  本基地周邊客運站主要分布於臺灣大道三段、黎明路三段等道路，營運路線包含有

臺灣大道路廊公車路線300、301、302、303、304、305、306、307、308、309、

310、323、324、325、326路；全航客運5路；台中客運27、28、29、54、69路；豐

榮客運48路；統聯客運73、75、77、79、81路；中台灣客運151、152、152區、155、

658路；豐原客運153、153副、153區、229路；和欣客運161路；聯營路線63路，基地

鄰近公車路線及班距整理如表2-17所示、公車站牌位置如圖2-9所示。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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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周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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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人行動線分析 

  本基地東側面臨至善路，西側面臨現有巷道（基地面臨路幅寬約6.0公尺）及8米

計畫道。基地面臨道路皆無劃設人行道，行人可經由基地內退縮之4米無遮簷人行道

通行，行人步行動線如圖2-10示。 

 

三、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3.1基地開發衍生交通量推估 

(一)、衍生人旅次推估 

  本基地規劃集合住宅148戶、店鋪2戶、辦公室5戶，合計155戶 

1. 集合住宅 

  本基地規劃集合住宅144戶，集合住宅於尖峰時段衍生人旅次推估，參考臺中市政

府交通局「臺中市交通影響評估雲端作業系統之建置（民國101年8月）」報告書，根

據報告書內容集合宅每人每天進出旅次數以2.2次計算，晨峰時段進出旅次佔全日旅次

百分比為35%，昏峰時段進出旅次佔全日旅次百分比為30%計算，旅次進出比例以晨

峰1：9、昏峰7.5：2.5推估。 

  臺中市西屯區人口密度至107年5月平均每戶人口數為2.48人/戶（資料來源：臺中

市政府民政局網站），本案假設平均每戶人口數量為3人/戶（住屋率100%），以此依

據推估基地於晨峰進入35人旅次、離開307人旅次；昏峰進入221人旅次、離開73人旅

次。 

2. 店鋪 

  本基地規劃店鋪4戶，店鋪樓地板面積為189.06 m2，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台

灣地區都市土地旅次發生特性之研究－台北都會區混合土地使用旅次發生率之調查研

究」之群三（台中市）商業區旅次發生率，晨峰進入1.56（人旅次/100 m2）、晨峰離

開1.64（人旅次/100 m2），昏峰進入2.42（人旅次/100 m2）、昏峰離開1.47（人旅

次/100 m2），故本基地晨峰進入3人旅次/小時、離開4旅次/小時，昏峰進入5人旅次/

小時、離開3旅次/小時。 

3. 辦公室 

  基地規劃店鋪5戶，辦公室樓地板面積為622.37 m2（約189坪），以每位員工使

用面積8坪計算，預估員工人數約 24人,本報告假設 90%員工於道路尖峰時段進出,假晨

峰時段職員進出比為 9:1,昏峰時段進出比為 2:8。本基地辦公室晨峰時段進入 20 人旅

次/小時、離開 2 人旅次/小時;昏峰進入 5 人旅次/小時、離開 17 人旅次/小時。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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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分析可得，本基地營運期間衍生之尖峰人旅次分別為：晨峰時段為372人

旅次，進入為60人旅次、離開為312人旅次，昏峰時段為323人旅次，進入為229人旅

次、離開為94人旅次，如表3-1所示。 

  依據表3-2之運具分配率及承載率計算，本基地開發後於晨峰衍生之交通量為181 

PCU（進入30 PCU、離開151 PCU）、昏峰衍生之交通量為159 PCU（進入112 PCU、

離開47 PCU），如表3-3所示。 

 

(二)、衍生交通量推估 

  尖峰小時衍生交通量之推估可由衍生人旅次、運具分配率及承載率之計算得知，

運具分配率依交通部統計處「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析（105年04月）」，

其中指出臺中市私人運具使用率汽車28.1%、機車53.2%、計程車0.2%、市區公車

6.1%、其它12.4%（含公共及非機動運具使用率）。考量本基地主要規劃為集合住宅

及市民使用交通運輸工具之習慣，主要以小客車及機車作為代步運具，另考量本基地

鄰近臺灣大道公車線四通八達，故本基地衍生人旅次必有一定比例選擇使用公車，因

此本基地衍生人旅次運具分配率調整，本基地運具分配率為小客車43%、機車50%、

計程車1%及公車10%，運具承載率調整小客車為1.5、機車為1.2、計程車為1.5。 

  小客車當量則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報告書，其中

所列之各車種小客車當量轉換係數：小客車為1.0、機車為0.5、計程車為1.0，如表3-

2所示。 

3.2停車位規劃 

1. 汽車停車位數量計算 

(1)店鋪、辦公室：(811.43-150)/100=6.61，取7輛。 

(2)集合住宅：(13855.61)/150=92.36，取93輛。 

本基地實設汽車停車位數量為158輛（法定停車位100輛、自設停車位58輛），符合法規。 

2. 機車停車位數量計算 

(1)店鋪、辦公室：(811.43)/100=8.11，取9輛。 

(2)集合住宅：(13855.61)/150=92.36，取93輛。 

本基地實設機車停車位數量為156輛（法定停車位102輛、自設停車位54輛），符合法規。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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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基地開發前目標年交通分析 

(一)、自然成長交通量預測 

  本案回顧臺中市近6年機動車輛平均年成長比例（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最

近六年為101年~106年之統計資料，最新一期資料為106年。），小客車當量則依據

交通部運輸研究版的「2011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中，所列之各車種小客車當量轉換

係數：小客車為1.0、機車為0.5，臺中臺中市近五年機動機車輛年成長率為0.83%，

詳表3-4所示，故本報告目標年（民國112年）之機動車輛年平均自然成長率訂為

0.83%，進行目標年基地開發前之道路交通量預測與路段與路口服務水準評估。 

 

(二)、基地鄰近其它開發案 

  本基地周邊500公尺範圍內無其它開發案。 

(三)、旅次分佈 

  交通量指派必須了解旅次分佈之狀況，以便於交通量指派時能正確地將旅次指派

至其所選擇之路徑，達到預測交通量目的。本基地衍生交通量指派之方向比例以黎明

路三段-臺灣大道三段之交叉路口於晨峰、昏峰時段車流量各方向分佈比例，作為本基

地開發後各方向交通量指派比例之依據，詳圖3-1所示。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7-17 

(四)、目標年基地開發前道路服務水準分析 

  評估目標年基地開發前基地周邊道路之服務水準，所採用之方式乃是先預測目標年

道路經自然成長率加成之路車流量，並加上基地周邊鄰近開發案衍生車旅次後推估目標

年其服務水準之變化。目標年道路車流量推估公式如下式所示。 

  Ｖf  = VO ＋Ｖb(1+ｒ) (yf-yb) 

  Ｖf ：目標年推估交通量     VO ：周邊開發案衍生交通量     Ｖb ：基年交通量 

  ｒ：年平均成長率（0.83 %） yf ：目標年（民國112年）     yb：基年（民國107年） 

  目標年本基地開發前路段服務水準分析結果顯示，鄰近基地部份路段除國光路服務

水準皆維持原服務水準，道路旅行速率減少0~1公里/小時，基地地開發後幹道路段服務

水準分析結果詳表3-5~表3-6所示。目標本基地開發前基地周邊各路口整體延滯時間增

加0.5~1.3秒不等，如表3-7表3-8所示。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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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基地開發交通影響評估 

(一)、基地開發後週邊道路動線分析 

  本基地開發後之車行動線，應依基地周邊之道路系統加以規劃，並以對道路影

響最小及駕駛者最為便捷與明確之路徑為原則，以使車輛能夠由各方向進出基地停

車場。基地停車場車道出入口設置於東側至善路，考量基地周邊特性，汽機車進出

動線原則相同，車行動線如圖3-2~圖3-3所示。 

(二)、目標年基地開發後道路服務水準分析 

  本基地依據現況調查交通特性，推估未來所衍生之交通量主要將分配於國光路

及忠明南路等道路，交通量指派如圖3-4~圖3-5所示，路段服務水準分析結果顯示，

道路旅行速率減少0~2公里/小時，部份路段服務水準下降一個服務水準等級，基地

地開發後幹道路段服務水準分析結果詳表3-9~表3-10所示。本基地開發前後目標

年開發後，各路口整體延滯時間增加0.1~0.9秒不等，基地周邊路口皆維持原服務

水準等級，如表3-11~表3-12所示，路口服務水準比較如圖3-6~圖3-9所示。 

 

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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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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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交通影響評估  
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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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停車場規劃與設計 

4.1停車場出入口及動線規劃 

  本基地規劃地下一層為汽機車共用停車空間，地下二層至地下五層為汽車停

車空間。停車空間合計規劃汽車停車位158輛、機車停車位156輛。 

 

  本基地停車場車道出入口集中設置於東側至善路，汽車及機車規劃為獨立車

道路出入口，汽車出入口車道寬6.0公尺、機車出入口車道寬2.5公尺，詳圖4-1

所示。車道出入口自建築線後退2公尺之車道中心線上一點至道路中心之垂直線

左右各60度以上範圍，經檢視緩衝空間內無阻礙視線之設置。 

 

  本基地停車道出入口設計考量以下原則。 

 

(一)、停車場出入口與鄰近路口保持適當距離 

  本基地汽車停車場出入口設置於東側至善路，車道出入口位置距離上游4米

既有道路與至善路口約15.0公尺，距離下游路至善路與臺灣大道三段約87.0公尺。 

 

(二)、出入口規劃足夠緩衝空間 

  本基地透過向內退縮空間加大車輛進出緩衝空間及視距，本基地汽車出入口

自道路路緣至車道坡道平面車道長約6.5公尺，如圖4-1所示，車輛能以水平行駛

於車道，於視距良好情況下匯入道路，可避免車輛於上坡視距不足情況下匯入道

路之潛在危險。 

本基地車輛進出停車場車道之轉彎行駛軌跡情況，如圖4-2~圖4-3所示。 

 

柒、交通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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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車輛進出停等長度計算 

  本報告停車場設施容量參考台北市停管處之「台北市停車場設計施工技術規範」中，

對於各種停車場車道之進出管制設施容量建議標準，如表4-1所示。 

 

  本基地地下停車場規劃停車位數汽車158輛、機車156輛，停車場出入口管制採近距

離感應讀卡機，本基地車道寬度為6.0M，進出各1車道配置，故本報告車輛進入以車道

容量為500輛/小時計算。 

  本基地停車場採汽車、機車共同車道進出，以機車小客車當量P.C.E.為0.5計算，並以

最極端狀況假設車輛全數於尖峰時段進出，以進入小客車158輛計算，詳表4-2所示。由

以上分析可得，本基地地下停車場車道出入口車道容量大於基地衍生進出交通量需求。 

 

4.2停車場安全設施分析 

(一)、車道出入口處警示設施配置 

  為提高停車場出口處人車進出安全，進出口處車道高度將與現有鋪面順平，以提供

行人安全保障，車道出入口設置警示燈（可發警警示聲響及閃爍紅燈），告知來往行人，

並於晨、昏峰時段，將由管理人員協助車輛進出，以維持車輛進出安全。 

  停車場出入口動線暢通，建議應於出入口前後劃設紅線，以禁止車輛停放停車場出

入口兩側，避免影響車輛進出及影響車輛之行車視距，相關措施如圖4-3所示。 

 

柒、交通影響評估  
停車場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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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道安全設施配置 

  燈光照明除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外，在進出口及車道間，加強燈光照

明以提供駕駛者安全行駛環境，為提高停車場內車輛行駛安全，除在各層進出車道

加鋪止滑材料及設置警示燈、凸面鏡設施外，亦進行標誌及標線之劃設。本停車場

將依據法規設置消防灑水頭與手持式滅火，以預防意外事故發生。 

  綜合考量進出停車場之人車安全，共提出以下措施。 

1.於停車場進出口設置警示燈，提醒行人及車輛能提高警覺。 

2.車道視線不良處加設凸面鏡，提供進出車輛掌握來車狀況。 

3.燈光照明除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定辦理外，在進出口及上下車道間加強燈光照明，

以提供駕駛者安全環境。 

4.停車場內部擬設置角形杜反光防撞條，設置於停車場內各樑柱角，可減輕車輛不

慎碰撞結構物之刮傷程度度，亦可以提醒駕駛者注意到停車場內樑柱位置。 

 

三、場內安全監視系統配置 

  為維護人車進出及停車安全，於場內配置CCTV閉錄電視監視系統，並於適當位

置設置攝影機，由管理室隨時監看全場狀況，以防止危害安全之情事發生。 

 

 

 

4.3停車位空間（供給）佈設與數量配置 

  本基地機車停車位與汽車停車位設置於平面一層、地下一層至地下三層，設置汽車

停車位191輛（包含法定停車位67輛、自設停車位124輛）、機車停車位184輛（包含法

定停車位176輛、自設停車位8輛）。 

 

柒、交通影響評估  
停車場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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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改善措施與建議 

 

5.1施工期間交通維持措施 

  為配合本工程施工，其衍生施工車輛進出勢必對周邊交通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而

本計畫將根據周邊道路交通狀況及考量本計畫施工需求，提出相關交通維持計畫，將其

影響降至最低，本案承諾於基地施工前提送交通維持計畫。 

(一)、交通維持計畫研擬原則 

  1. 考量周邊交通情況，車輛進出避開交通尖峰時段。 

  2. 由「交通需求」及「交通安全」之觀點出發。 

  3. 交通維持策略擬定必須配合施工需要，達到「對交通影響最小」及「本工程施工

遭遇阻力最小」兩大目標。 

(二)、車輛動線規劃 

  施工動線宜考量基地週遭土地使用狀況，減少對道路交通影響為最低原則，車行動

線採順行環繞，減少大型施工車輛彎繞及行駛過多路段，避免行經人口與交通擁擠路段，

以維護道路交通與行人安全。施工車輛規劃進場路線經由台74→青海路→黎明路→上安

路→至善路進入基地，離開經由至善路→臺灣大道→台74離開，並於交通瓶頸路口增派

交管人員指揮車輛進出，避免產生交通安全之虞，規劃動線如圖5-1所示。 

(三)、載運棄土車輛時間、頻率及交通衍生量 

  本工程運送剩餘土石方量以每車次載運廢棄土容量6m3計算，每日施工時間約8小

時，每小時衍生交通量最大量推估約衍生20車次，作業時間避開上、下午（07：00～

09：00及17：00~19：00）交通尖峰時段。 

地下室開挖期間，載運棄土車輛於非尖峰時段，每小時最多產生20車次出入基地，因其

屬於特種車輛，以小汽車當量值3 PCU進行換算，計算後得60 PCU，對周邊交通影響低。 

(四)、交通維持計畫內容初步規劃 

  1. 進出動線管制方面 

   (1) 施工前應對運送建材路線嚴格管制，非必要避免通過市區或交通繁忙路段。 

   (2) 施工車輛運送建材路線接近市區或交通頻繁路段，應避開尖峰時段。 

   (3) 施工車輛避免佔用車道或於非工區停駐，影響交通順暢。 

 

 

 2. 交通維持方面 

  (1) 於施工區出入口指派專人，指揮施工車輛進出，提醒車輛駕駛注意行車，維護施 

   工車輛進出安全。 

  (2) 施工期間所有材料機具，均需放置於工區內，不得停放置於進出道路兩側。 

  (3) 進出動線道路應常檢視路面狀況，如有破損應立即修復以維道路品質與交通安全。 

  (4) 施工區及施工車輛動線經過之路段，應加強設置施工標誌，提醒駕駛及行人注意 

   施工機車及車輛。 

  (5) 施工期間之施工車輛進出口大門應與綠圍籬之大門開口相同，以避免造成外部性 

   衝擊。  

柒、交通影響評估  
交通改善措施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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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它交通對策方面 

(1) 施工車輛進出應注意車輛清潔及防漏，降低環境干擾及影響交通安全。 

(2) 出入車輛應嚴格限制不得超載、超速，以維護行車安全。 

(3) 經查檢查並保持施工區及道路之施工標誌、燈號之清潔及正常運作。 

(4) 要求工地人員採用證件管制方式進出，並限制工地私人車輛進出，減少施工期

間衍生交通量。 

(5) 本基地施工前將提出交通維持計畫，針對開挖運土車輛及灌漿期間等情境，提

送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審核同意後，據以辦理。 

(6) 本基地施工期間之佔用道路工程（如建材吊裝工程或混泥土澆置作業），依據

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4條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41條規定，於開工前30

日提送臨時性工程使用道路交通維持計劃書提送交通局審查。 

 

(五)、空氣品質 

1. 基地內未涉及開挖及建築工程之範圍，以鋪設混凝土方式或以防塵網或防塵布

進行覆蓋，同時定期派人清掃或清洗舖面上之殘留塵土，以維持防制設施之效果。 

2. 運輸材料或廢土之車輛加蓋防塵帆布或採密閉式車斗，防止載運物料、砂土掉

落污染地面而引起塵土飛揚。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應捆紮牢固，且邊緣延

伸覆蓋至車斗上緣以下至少15 cm。 

3. 建築物於興建、裝修工程，大樓結構體施工架外緣加設尼龍網布之防塵罩，阻

止塵埃四處飛散。 

4. 本案基於土地限制，工區大門出入口設置簡易洗車設備，採用高壓功能人工噴

灑式，設備包括棧道洗車區、加壓沖洗機、儲水設施，並於洗車區四周應設置防

溢座或截流溝，防止洗車廢水溢出工地大門外；洗車區周邊設置廢水收集坑，或

設置具有效沉砂作用之沉砂池。 

5. 施工車輛離開營建工地時，確實有效清洗車體及輪胎，其表面不得附著污泥。 

6. 施工門口及其延伸10 m之路面，不得有運輸車輛帶出之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 

 

 

5.2基地交通配置與規劃說明及改善對策 

  本章就本計畫各章所分析之成果，進出本基地交通介面設施及鄰近地區之交通系統提出交

通工程與管理之改善策略，以提升交通系統服務水準，確保行車安全。 

(一)、交通改善設計原則 

  由於基地鄰近多未開發，因此基地交通改善策略著重於本身動線之順暢處理，除避免影響

主要道路之交通外，需使基地車輛進出更為方便。因此基地之交通改善設計，將考量以下原則。 

1. 透過向內退縮空間，加大車輛進出之組緩衝空間及視距。 

2. 佈設滿足旅運需求之運具運轉空間。 

3. 提全安全無障疑行人動線空間。 

4. 足夠的汽、機車停車位。 

(二)、交通改善措施研擬 

  本基地交通改善措施研擬內容，將針對車輛出入造成影響著手，本基地汽機車車道出入口

設置於東側至善路，為降低停車場出入口對於周邊交通影響，故本報告針對本基地開發交通改

善措施建議，主要為以下三項說明。 

1. 停車場出入口設置出車警示燈 

本計畫小汽車停車場出入口應設置出車警示燈及照明設備，以警告行人及通過車輛注意停車場

內部車輛駛離或進入情形，且可促使車輛進出外部道路度不致於過快，確保外部道路行人及車

輛安全。 

2. 停車場車道進出安全設施規劃 

本計畫停車場設置適當數量之場內標誌及標誌設施，藉以導引進出之車輛安全，並於各出入口

匝道轉彎處，設置圓凸鏡，以提醒對向來車注意安全，另可於車道轉彎處加強照明，以增加視

野範圍，進而維護進出車輛安全。 

3.鼓勵大眾運輸使用措施 

(1) 印製相關基地周邊大眾運輸場站位置資訊與進出動線，放置於一樓大廳佈告欄與管理員室等

適當地點，提供充分大眾運輸資訊與引導方式。 

(2) 將相關大眾運輸資訊公佈於社區網站，以方便社區住戶查詢使用。 

(3) 本集合住宅住加強宣導住戶使用大眾運輸系統及副大眾運輸。 

(4) 住戶有搭乘計乘車需求時，可由管理員採電話叫車方式，經管理員引導載客後再駛離大樓。 

 

 

 

柒、交通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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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報告撰寫者姓名、履歷、聯絡電話及簽章 

(四)依法登記執業之交通工程技師簽證及交通技師證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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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構設計說明
各層結構平面圖各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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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構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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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構設計說明
各層結構平面圖各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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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構設計說明
各層結構平面圖各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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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構設計說明
各層結構平面圖各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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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構設計說明
各層結構平面圖各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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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構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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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構設計說明
各層結構平面圖各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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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層結構平面圖各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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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構設計說明
各層結構平面圖各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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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構設計說明
各層結構平面圖各層結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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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探地質柱狀圖鑽探地質柱狀圖

8-36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防災計畫 

污水下水道管線系統套管查詢文件 

汙水及雨水處理設施詳圖 

基地行車動線統  

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 

地下層機械排風圖 

低碳城市專章 

智慧型建築標章 

無障礙者電梯詳圖 

 

玖、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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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 

消防防災計畫 
 

  (一)防災動線計畫 

        本案雲梯消防車救災空間位於至善路(20公尺計畫道路)及台灣大道三段

650巷2弄(8公尺計畫道路)，坡度應在百分之5以上且地面人行道順平處理

無高低差，符合規定。 

雲梯消防車救災活動空間之地面至少應能承受當地位最重雲梯消防車之1.5

倍總重量 。(目前本局最重雲梯消防車總重為50噸，故應能承受75公噸重)。

本案雲梯消防車救災空間位於至善路(20公尺計畫道路)及台灣大道三段650

巷2弄(8公尺計畫道路)，且調整排水溝配置於救災空間之外，符合規定。 

        依「規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審議原則」規定，本案配合高層規劃

適宜之消防救災活動空間，使各棟建築物在發生意時皆有適當空間支援消防

救災活動空間可供救災車輛使用，確保安全 。為使消防雲梯車輛之動線暢

行，在基地開放空間與景觀設計以上平坦無阻礙之方式規劃，此外，消防雲

梯車操作活動空間地面有足夠之承重能力，消防救災空間與建築開口水平距

離皆控制在11公尺以下，以上皆符合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指導原則。 

(1) 至善路(20米計畫道路) (2)至善路(20米計畫道路) 

(6) 

(3) 

1 

8 

2 

(4) (5) 

(7) 

(8) 

4 

5 

6 

7 

3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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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樓消防防災說明 

         依規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供救助六層以上建

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道路或通路，至少應保持四公尺以上淨寬，及

四點五公尺以上淨高。 

 

供雲梯消防車救災活動之空間需求如下： 

     1.長寬尺寸:六層以上未達十層，應為寬六公尺、長十五公尺；十

層以上建築物，應為寬八公尺、長二十公尺。 

     2.應保持平坦，不能有妨礙雲梯消防車通行及操作突出固定設施。 

     3.規劃雲梯消防車操作活動空間之地面至少應能承受當地現有最

重雲梯消防車之一點五倍總重量。 

     4.坡度應在百分之五以下。 

     5.雲梯消防車操作救災空間與建築物外牆開口水平距離應在十一

公尺以下 

本案配合高、低樓層規劃適宜之消防救災活動空間，使各棟建築物

在發生意外時皆有適當消防救災活動空間，供救災車輛使用，確保

住戶安全。 

 

    為使消防雲梯車輛之動線暢行，在基地開放空間與景觀設計上以

平坦無阻礙之方式規劃，此外，消防雲梯車操作活動空間地面有足

夠之承重能力，消防救災空間與建築外牆開口水平距離皆控制在11

公尺以下，以上皆符合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 

    本案雲梯消防車救災空間位於至善路(20公尺計畫道路)及台灣大

道三段650巷2弄(8公尺計畫道路)，坡度應在百分之5以下且地面人

行道順平處理無高低差，符合規定。 

    雲梯消防車救災活動空間之地面至少應能承受當地最重雲梯消防

車之1.5倍總重量。(目前本局最重雲梯消防車總重50噸，故應能承

受75公噸重)。本案雲梯消防車救災空間位於至善路(20公尺計畫道

路)及台灣大道三段650巷2弄(8公尺計畫道路)，且調整排水溝配置

於救災空間之外，符合規定。 

   依建築技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59條高層建築物應依左列

規定設置防災中心: 

    一、防災中心應設於避難層或其直上層或直下層。 

    二、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四十平方公尺。 

一層平面圖 

二層平面圖 

垂直避難空間 

消防車8*20M救災空間 

防災中心40.51平方公尺 

消防車替代動線 建築線 

人行逃生動線 消防車動線 消防車救災空間 

玖、附錄 
防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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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樓消防防災說明 

         依建築技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08條『建築物在二層

以上，第十層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緊急進口。但面臨道路或寬

度四公尺以上之通路，且各層之外牆每十公尺設有窗戶或其他開

口者，不在此限。前項窗戶或開口寬應在七十五公分以上及高度

一‧二公尺以上，或直徑一公尺以上之圓孔，開口之下緣應距樓地

板八十公分以下，且無柵欄，或其他阻礙物者。 』 

 

本案替代開口符合寬度75CM，高度120CM之規定 

垂直避難空間 

消防車8*20M救災空間 

建築線 

人行逃生動線 

消防車動線 

消防車救災空間 

玖、附錄 
防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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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避難空間 

消防車8*20M救災空間 

建築線 

人行逃生動線 

消防車動線 

消防車救災空間 

 

  (四)四~十樓消防防災說明 

         依建築技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08條『建築物在二層

以上，第十層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緊急進口。但面臨道路或寬

度四公尺以上之通路，且各層之外牆每十公尺設有窗戶或其他開

口者，不在此限。前項窗戶或開口寬應在七十五公分以上及高度

一‧二公尺以上，或直徑一公尺以上之圓孔，開口之下緣應距樓地

板八十公分以下，且無柵欄，或其他阻礙物者。 』 

 

本案替代開口符合寬度75CM，高度120CM之規定 

玖、附錄 
防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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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防災計畫 

 (五)、建築計畫安全性  

 

  本建築防災計畫應著重於防止災害之發生、擴大及疏散。是以防災計畫之要旨為： 

1.防患未然，減少傷害及損失。 

2.萬一發生火警時，務期早期發現，即時防止擴大。 

3.迅速警報，有計畫安全避難。 

4.控制煙流，助益逃生及救援。  

    建築計畫安全性：本建築防災計畫之安全性就下列四項課題進行檢討設計，以確保其安全性： 

一、對抗性：建築物之耐火性能、防煙性能、防火區劃性能、火災防禦對應性（供消防隊 

      搶救活 動順利推展）、初期滅火能力等，具有與火災對抗之抵抗性能。  

二、迴避性：不燃化、難燃化、內部裝修限制、區劃細分化、防火訓練、小心用火等，能 

      減低起 火及助長火勢擴大後之預防措施或狀況。  

三、逃避性：在火災事態與空間之對應關係中，不致使人們被迫陷於危地，而能安全避開 

      災難之 避難空間及系統等性能。  

四、防災資訊系統性：災害危害要因資訊之檢出，火災之探知、確認、通報、傳達，情報 

          資訊之 處理及表示，防災設備控制及確認等ㄧ連串（一系列）之防 

          災情報資訊系統。  

      透過上述四類課題之檢討設計，應可掌握建築物之安全性。 

 

(六)、建築空間安全性  

 

  『如何確保人類能在災害發生初期，由發生災害之空間至安全空間』？換句話說，就是確保

能順利安全地進行空間上對應行動（避難）。處於平時狀況時，其對應（因應）行為，可分為精

神上 之對應、技術上之對應及空間上之對應等三方面。 

一、精神上之對應：係指當人類直接面對緊急異常狀況時所作之精神準備（認識性）。  

二、技術上之對應：係指對抗異常事態所提供之技術、設備上之對應（設備性）。  

三、空間上之對應：係指為避開火焰及煙之侵害，所作離開災害空間之對應行動（建築空 

         間避難 性）。當人們直接面對緊急異常狀況時所採行之因應行動，受 

         到上述三項組合之影響。其中對人 類行為影響最重要者為空間對應之 

         保證，即安全空間要求必要性。 

 

(七)、建築防災計畫 

 

  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等相關規定，消防防災計劃著重

於預 防火災發生，防止火災的延燒、擴大及發生火災時的安全避難、逃生，更於全面滅火等，是

以本 計劃以防患未然減少損失及迅速安全避難避免傷害為基本構想，而萬一發生災害時，務以早

期發 現，及時警報，確實通報，防止延燒及迅速安全避難、逃生為目的。  

 

一、一般建築物內之區劃構件功能可分為三類： 

  (一) 承重功能（如樑、柱） 

  (二) 區劃功能（如隔間牆、非承重牆） 

  (三) 承重及區劃機能（如承重牆及樓板） 

  就消防觀點區劃構件應具有在火災時之承重能力同時有絕熱性、絕火焰性；換言之，完整區

劃係各別具有特定抗火性之構件，經組合後所發揮整體防組火災蔓延之性能。 

二、面積區劃：規定達一面積範圍者必須予區劃。  

三、垂直空間區劃：以樓梯間或電梯間、挑空部及電扶梯周圍，挑空部之垂直區劃。  

四、防火牆之區劃：本建築防火區劃之防火牆均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五、用途區劃：本建築內部防火區劃及排煙區劃，除依相關消防及建築法令規定區劃外，並配合 

       避疏散途徑所求之安全層次，採用不同程度之區劃安全措施。標準層每層以耐火 

       間隔劃分為數個 排煙區劃，通往特別安全梯之通道在緊急狀況時為主要之避途徑。 

六、防火區劃技術： 

(一)牆壁阻（止）火物（fire-stop）在具有特定抗火產能之牆壁和隔壁牆上開口，必須用「阻 

（止）火」（fire-stop）來與上層樓板共同形成一密封抗火障礙。 

(二)天花板阻（止）火物在帷幕牆和地板之間的開口，將貫穿各層樓板作為敷設各項建築設施 

（備）之用。需阻（止）火物來阻擋火、煙和氣體蔓延。 

(三)樓板部分的貫穿關於金屬導管和電力（線）導管貫穿樓板時，貫穿部分三個樓層以上時， 它

必須密封在專用的管道間。 

(四)天花板上機械式系統之貫穿部的防護天花板上開口部（如風管或電力設施出口）須使用防火

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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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消防設備及設置說明 

 

前言： 

  國內近年來由於社會經濟急速發展及各種技術日新月異，致使建築物往大型化、多樣化、資

訊化發展，對國內消防環境帶來莫大的影響。特別是，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往高層化，地下化發展

， 一旦發生火，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況經歷多件重大火災傷亡事故及造成巨大社會成本付出，消防安全意識漸為企業所接受，因

此消防設計目的，旨能事實發揮各種消防安全設備階段性功 能，達到保障人命安全，減少財產及

設備損失，並在完整正確之設計理念下，透過一套動態防災計劃、對策，來達到快速掌握信息，

正確判斷並通報相關人員或設備採行必要因應行動，使災害初期便能透過消防安全設備達到自救

目的，及災害所發生損失減至最低。 

 

設計依據： 

(一)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 

(二) 依據106.07.05修正頒布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三) 依據CNS中國國家標準 

 

本工程消防設備內容檢討如下所述： 

 

一、防災預防設施 

1. 本大樓防災計劃以防患未然為設計準則，萬一發生災害時，務期以早期發現，及時警報及迅

速安全疏散為原則。 

2. 消防及火警設備除遵照本國建築技術規則及相關消防法令設置外，其未有規範之部份則依照

美國防火協會（NFPA）規範及日本消防法令。 

3. 各種防災設備均備有緊急電源（自備發電機），重要設施之電氣回路均有緊急電源供應，以

確保電源之供應。本大樓管理員室設有火警受信總機及緊急廣播主機，以監控火警，並裝置

緊急升降機一座由地下層直通最高層以供救災使用。 

4. 各項火警及消防設備及裝置場所，綜合列表如表1。 

 

二、排煙設備 

1. 各豎向管道間為避免因發生煙囪效應而加速之擴散，均設置於防火區劃區域內，貫穿管道間

之風管則裝設防火閘板予以隔絕。 

2. 貫穿樓板及防火隔間之管線均施以防火設施。 

 

三、火災警報設施 

1. 本大樓防災計劃以防患未然為基本構想，而於萬一發生災害時，務其以早期發現，及時警報

即迅速安全疏散為原則。是以將具備下列各項警報設備： 

  ․自動火警警報設備    ․緊急廣播設備     ․緊急照明設備     ․避難標示設備 ․緊急電話設備         

2. 自動火警警報設備：全棟大樓依法令規定及不同場所需求，分別設置偵煙式，差動式，定溫

式火警探測器及綜合盤等警報設備，並經由區域受信綜合盤連接受信總機集中監控。（詳系

統昇位圖） 

3. 緊急廣播設備：供災害時廣播通報，指導疏散及給予救災人員指令之用。播音設備置於管理

員室內，由專人負責。管理人員經由火警警報系統或緊急電話接收訊息後，則依發生情況判

斷，然後由自動語音系統依序分層廣播，以免引起混亂。（詳系統昇位圖） 

4. 緊急照明及避難標示設備：緊急照明燈由緊急電源供應，標示燈裝置於明顯位置，出口燈為

蓄電池內藏型。 

5. 緊急電話設備：裝置於綜合盤內與管理員室通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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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設備 

 

1. 消防設備之主要項目為：․室內消防栓設備  ․自動撒水設備  ․自動滅火設備   

2.   

2.  室內消防栓設備： 

  消防立管設置於全棟大樓，並按各層設置消防栓箱。消防栓泵由系統內水壓控制，開啟 

        消防栓即自動運轉以爭取救火時效，並傳送指示至管理員室。（詳系統昇位圖） 

 

3.  自動撒水設備 

  本大樓B5F~21F均考慮設置自動撒水設備，並依法規定每樓層設置流水檢知裝置，於火 

        警時自動警報並啟動撒水消防泵，並傳遞指令致受信總機。（詳系統昇位圖）   

 

4.  自動滅火設備 

  地下層停車場全部分區設置固定式自動泡沫滅火設備及一只原液槽泡沫消防泵及自動啟 

        動裝置，每區域並裝設手動開關，以備萬一感知設備失靈時改由手動。（詳系統昇位圖）  

 

5.  滅火器 

  本大樓各層按法規配置手提滅火器。 

 

6.  地下層設置大容量消防水池供救災之用。   

      

 

五、緊急電源設備 

 

  本大樓設置自動柴油引擎發電機800KW  1組運轉，以確保防災設備動力之緊急電源供應

無虞，其供電之範圍為： 

 

1. 自動火警警報系統    

2. 出口及標示燈  

3. 緊急播音電源  

4. 各類消防泵  

5. 排煙設備  

6. 給水泵及污水泵  

7. 自動控制系統  

8. 防火門及避難間電源 

9. 全棟大樓之梯間及其通道照明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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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1)地理位置 
  本計畫案位於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交通便利。 
(2)計畫範圍： 
  地  號：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地號。 
  使用分區：第三種商業區 
  基地面積： 1843㎡ 
  開發用途：店舖、辦公室、住宅 
  開發情形：地下 8 層、地上 24 層。 
  構造種類：R.C造 
(3)地形 
  地勢：本區無特殊之地形。 
(4)計畫人口數  
  本案開發用途為集合住宅，計畫人口數按內政部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 
  設計技術規範表2-1計算，數據如下： 
 

二、水質狀況 
Ｑ＝120 CMD 
進流污水水質 
ＢＯＤ＝200 mg/L 
ＣＯＤ＝400 mg/L 
Ｓ．Ｓ＝220 mg/L 
大腸菌類≒107 cfu/100mL 
 
三、預期處理成效 
處理後水質 
ＢＯＤ＜  30 mg/L 
ＣＯＤ＜ 100 mg/L 
Ｓ．Ｓ＜  30 mg/L 
大腸菌類＜2×10５ cfu/100mL 
符合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標準 
 
四、處理方法及流程 
處理方法： 
a 由於本案之污水性質為一般生活污水其特性是有機物佔大部份，因此利用微 
生物可分解，故設計上採用生物處理，除了在消毒槽利用藥品去除大腸菌類    
外，並不需要添加任何化學藥品。 
再者本系統採污泥系統，有機物幾乎全部微生物分解，連剝落生物膜亦被當做 
有機物分解，故整個系統所產生的污泥量很少，不設置污泥脫水機來處理微量 
的污泥，而以污泥消化貯槽加以儲存，廢棄污泥以待日後抽取運棄。 
 1.污泥產量少。 
 2.低濃度廢水處理效果佳。 
 3.適用於小規範處理設施。 
 4.處理水質良好。  
 
b 本法為接觸氧化法是生物處理方式的一種： 
仍是運用接觸濾材，此種濾材能提供生物大量附著，單位面積之生物量大量提 
高，同時於附著過多時亦可反沖洗，使部份生物膜剝落，是目前應用最廣之方法。 
 
c 接觸氧化法優點如下： 
 1.操作管理容易。 
 2.單位體積之接觸面積大，可附著之微生物亦多。 
 3.生物分解性或生物分解速低的基質，亦可有效去除之。 
 4.兼具好氣、厭氧作用。 
 

使 用 用 途 人   數   計   算 

店舖 

按營業部分面積每1人計算另乘上開放使用時間(T)計算。

T=0.4~0.6 

使用人數：170.24m²÷5m²×0.5=18人 

辦公室 

按居室面積每10平方公尺1人計算另乘上開放使用時間

(T)計算。T=0.4~0.6 

使用人數：518.8m²÷10m²×0.5=26人 

住宅 

每戶總樓地板面積(不含公共服務空間、停車空間、樓

梯間及屋頂突出物) 以下者，每以1人計算，人數未達整

數時, 其零數應計算1人,但每戶不得少於2人;超過者均按

10人計算。 

使用人數：2人/戶×84戶+3人/戶×63戶＝357人 

合 計 使用人數：401人 

(5)每人每日污水量 
店舖：250 公升/人.日、辦公室：100 公升/人.日、住宅：225公升/人.日 
(6)計畫區總計污水量 
店舖：18人×250 L/人.日×10-3＝4.5CMD 
辦公室：26人×100 L/人.日×10-3＝2.6 CMD 
住宅357人×225 L/人.日×10-3＝80.33 CMD 
       總污水量為：87.43CMD 
      設計污水量採：120CMD (87.43CMD×1.3以上安全系數) 
 
 

汙水處理設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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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操作與維護及污泥儲存消除處理方式 
  操作與維護： 
  為確實執行處理廠之操作及維護保養，對於各類處理設施採定時定點專 
  人維護保養及操作之制度，並利用下列現場檢點表，以掌握維護保養工 
  作之確實執行。 
   1.各項潤滑油脂更換紀錄表。 
   2.各項設施現場檢點表。 
   3.物件更換表。 
   4.異常及不良紀錄表。 
   5.排放水之流量紀錄表。 
   6.藥品使用量紀錄表。 
   7.設施修護申請紀錄表。 
   8.每日專用電錶之度數紀錄表。 
  
污泥儲存消除處理方式： 
1.污泥處理設施之設置 
 初沉槽、終沉槽、污泥消化貯槽定期委託合格之清運公司清運處理。          
2.污泥之輸送設備 
 利用污泥泵將終沉槽之生污泥抽送至污泥濃縮貯槽再消化。 

設備故障時應變措施 
 

故 障 狀 況 可 能 原 因 處  理  方  法 緊急應變措施 

放流水質變異 

幅度劇增 

1.曝氣機損壞或 

  管路阻塞。 

2.幫浦損壞，以 

  致於無法均量 

  流至調勻槽 

3.大樓內水量之 

  不正常的增加 

4.水質不正常之 

  變異。 

1.啟動備用曝氣攪拌機 

  或更換阻塞管路。 

2.幫浦均有備用品，即 

  關閉損壞之幫浦，啟 

  動備用品。 

3.立即檢查各廢水收集 

  系統之廢水來源。 

4.各股流均加計量槽作 

  檢量線。 

1.備用曝氣機自動 

  啟動當原曝氣機 

  損壞。 

2.幫浦均購置備用 

  品。 

沉澱效果不良 1.流量過大，造 

  成水力停留時 

  間不足。 

2.生物處理池內 

  水質變異。 

調節進流水量。 迴流至接觸曝氣槽。

放流水含氯量

過高或不穩定 

加氯系統不良 檢查加藥系統 減少或停止放流水

排放。 

3.污泥處理單元功能說明 
  a.本計劃採生物處理方式，其污泥屬生物污泥，不具毒性，屬一般 
  事業廢棄物。 
  b.經長停留時間的厭氣消化程序，予以減量，再由合格的廢棄物清 
   除公司，定期清運再處理。 
4.控制設備 
設置定時裝置,定時啟動污泥泵抽取污泥至污泥消化貯槽。 
 

七、水污染防治措施故障改善應變處理說明 
1.預防措施：定期對動力設施實施保養維護，發現問題立即反應。 
2.應變處理措施 
 (1)如遇可立即修復之情況，應立即進行修理。並立即逕向當地環保局 
  主管機關報備。 
 (2)設緊急繞流設施，配管線將污水由調勻槽直接送至放流水槽, 以利 
  設備修復。 
 (3)情況嚴重者，必要時則由管理委員會發佈停止廢水排放，並呈報當 
        地之環保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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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於地下各層停車場之適當位置掛設標示牌、警示燈，彎道處設置

反光鏡，以明示出口、入口、停車區、行駛方向，出入口設置警示

燈，灣到處設置反光鏡，以利安全。 
 

Ｃ. 為確保機車停車安全，於地面層與地下一層之坡道設置車輛偵測

器及警示燈，當有機車上下坡道時，警示機車駕駛。 

基地行車動線系統 

汽車出入口 機車出入口 

  本案停車場佈設於地下一層至地下五層，茲將停車管理系統規劃說明如下： 

(1). 內部動線： 

  本停車場內部上下樓層車道採雙車道系統，汽車與機車道分開設置。 

(2). 停車場管理系統： 

  為提升車輛操作效率，減少出入車時間，增加停車安全，本案作如下規劃： 

Ａ. 於地下一層停車場出入口處設置警示燈配合車輛偵測設備，以利車輛順利駛

出停車場並保障地面行人安全。 

警示燈(LED) 

凸面鏡 

標示牌(樓層、方向) 

人行動線 

機車動線 

汽車動線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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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行車動線系統 

B1F(機車車位)、B1F~B5F(汽車車位)說明 : 

一、汽車位 

  158輛=12輛(B1F)+31輛(B2F)+31輛(B3F)+31輛(B4F)+53輛(B5F) 

二、機車位合計=156輛(B1F) 
警示燈(LED) 

凸面鏡 

標示牌(樓層、方向) 

人行動線 

機車動線 

汽車動線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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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行車動線系統 

警示燈(LED) 

凸面鏡 

標示牌(樓層、方向) 

人行動線 

機車動線 

汽車動線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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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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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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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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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機械排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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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機械排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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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機械排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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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機械排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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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機械排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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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專章 

依104.06.17公告『台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三十六條:本自治條例公布一

年後，申請人或擬訂單位位於下列都市更新計畫書中應專列低碳城市章節。第三十

七條:前條低碳城市章節應依計畫性質載明下列事項: 

一、自然生態、生物評估、生態保育、生態平衡、生態補償。 

二、碳盤查、碳檢討。 

三、低碳工法、擬生態工法。 

四、水資源態、水資源循環、雨水、中水循環再利用。 

五、交通衝擊與對策、環境負荷、環境品質、環境管理。 

六、透水率、綠覆率、綠化率、開挖率、生態指數等生態有關之指標。 

七、人行道或自行車服務系統。 

八、綠能及節能措施。 

九、優先使用環保標章產品。 

十、資源回收措施。 

十一、其他需表明之事項。 
 

臺灣市售50種常見室內植物淨化室內空氣能力總表 

(一)自然生態、生物評估、生態保育、生態平衡、生態補償 

更新單元範圍內經調查並非原始植被生態環境，區內亦未發現任何希有或特別需要

保育之動物生態。更新單元周邊目前及過去已有高度人為開發現況，如整地、開發、

植樹、開闢道路溝渠等行為。由於附近之土地利用已是開發完成之都市非須保存之

生態環境，本基地之更新興建對於生態環境之影響不大。自然生態、生物評估、生

態保育、生態平衡、生態補償 

更新計畫於留設之開放空間，綠化牆及屋頂等設置複合式生態綠化，已增加申請範

圍之生態綠化空間。 

開放供公
眾通行 

開放供公眾通行 

植栽複層式綠化 
吸引昆蟲、蝴蝶等 

植栽多層次
綠化設計具
有淨化環境
空氣品質功
能之植栽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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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係數 取值 

構造係數 RC構造，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構造係
數=1.15 

1.15 

採用減碳策略 1.太陽能光電 
以全年發電量設計值換算成減碳量，換
算係數為0.532kgCO2e/(㎡.yr) 

地上樓層數 24層 24 

地下樓層數 5層 5 

設計地震係數 台中市西屯區第一類地盤設計地震力係
數=0.1064 

0.1064 

地上層總樓地板面積 14763㎡ 14763 

地下層總樓地板面積 6915㎡ 6915 

總立面面積 12060 12060 

總外窗面積 2816 2480 

生命週期係數LCR 0.95 0.95 

建築生命週期標準
LC 

(二) 碳盤查、碳檢討 
 
 
1.建築基本資料與規模 

大項 耐久化因子 設計係數 

環境 A1空氣汙染 0 

A2鹽害 0 

A3震動 -0.1 

耐久設計 B1建築物耐震設計 0 

B2柱樑部位耐久設計 0.05 

B3樓板部位耐久設計 0 

高品質施工 C1積優營造廠 

C2施工結構 0.1 

合計 0.05 

Lcr=1.0-(A1+A2+A3+B1+B2+B3+C1+C2),且1.3≧Lcr≦0.6= 0.95 

2.建築生命週期總碳足跡LCr: 

依「低碳建築聯盟LCBA(以下簡稱LCBA」所建構的建築碳足跡評定估法BCF法來執行 
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研究報告『建築物設計階段碳揭露標示法之研究-建築物碳揭
露方法及碳排放資料庫之研究』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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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數 工程分項 碳排量 百分比 

設計案總碳足跡
(TCF) 
TCF=CFm+Cfeu+
CFrm+CFdw-CFo 

新建工程資
材之總碳排
(CFm) 

9158964.25 0.06% 

營建施工之
總碳排(CFc) 

15866266945 99.93% 

建築使用階
段總碳排
(Cfeu) 

799226.34 0.01% 

修繕更新工
程資材之總
碳排(CFrm) 

362597.62 0.00% 

拆除及廢棄
物處理之總
碳排(CFdw) 

0.00% 

自我舉証減
碳量(Cfo) 

0 

總計 15875394445 

3.設計案總碳足跡(TCF) 4.新建工程資材之總碳排(CFm) 

係數 工程分項 碳排量 百分比 

新建工程資材之總碳
排(CFm) 
CFm=CFs+Cfow+C
Fw+Cfiw+CFf+CFr
+Cfe 

主結構材之總
碳排(CFs) 

7571715.75 82.67% 

外牆外裝之總
碳排(CFow) 

330638.61 3.61% 

外窗總碳排
(Cfw) 

96169.12 1.05% 

內閣間之總碳
排(CFiw) 

829802.16 9.06% 

室內地板總碳
排(CFr) 

305909.4 3.34% 

屋頂外裝資材
碳排(CFr) 

24729.2 0.27% 

總計 9158964.25 

5.營建施工階段總碳排(CFc) 

係數 工程分項 碳排量(kgCO2e) 百分比 

營建施工階段總碳排
(CFc) 
CFc=CFC1*LCr+CF
C2 

生命周期減碳
係數(LCr) 

0.05 

新建工程施工
CF1 

7565126.5 0.00% 

修繕施工CF2 15865888687 100.00% 

總計 15866266945 

依「低碳建築聯盟LCBA(以下簡稱LCBA」所建構的建築碳足跡評定估法BCF法來執行 
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研究報告『建築物設計階段碳揭露標示法之研究-建築物碳揭
露方法及碳排放資料庫之研究』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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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碳工法、擬生態工法 

本案局部採用「南亞節能膜」及「南亞塑鋼窗」之低碳建材，「南亞節能膜」輻射熱阻

隔相較於市售產品，具有最佳阻斷效果，經LCBA證實，能有效節省能源12.4~15.2%； 

「南亞塑鋼窗」具有優良的隔熱特性，較鋁窗約節省8~14%空調運轉費用。 

「南亞節能膜」產品規格: 

資料來源:南亞塑膠 

「南亞塑鋼窗」產品規格: 「南亞節能膜」產品效益: 

「南亞塑鋼窗」產品效益: 

玖、附錄 
低碳城市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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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資源態、水資源循環、雨水、中水循環再利用 

表格由本設計單位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評估手冊(2015年版)製作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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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衝擊與對策、環境負荷、環境品質、環境管理 

 

1.施工階段交通維持計畫 

 

2.停車場出入口規劃 

汽車進停車場動線 

機車出停車場動線 

汽車出停車場動線 

車輛進出警示號誌 

機車進停車場動線 

120度無阻礙視角 

施工圍籬安全措施 

交管維持設施範圍 

大型車輛進出場動線 

小型車輛進出場動線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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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室內環境指標 

 

(1)音環境 

採用厚度15cm以上RC外牆與厚度18cmRC樓板結構。窗戶符合氣密性2等級(2m3/hm2)且玻璃厚度≧8mm。 

 

(2)光環境 

自然採光:本案採用玻璃(可見光透過率0.3~0.6)，以達到良好的室內採光。地面層以上居室面積30%以內空間無採光深

度3倍以內之自然採光開窗。所有空間照明光源均有防眩隔柵、燈罩或類似設施。 

 

(3)通風換氣環境 

60%以上居室樓地板面積為可自然通風空間。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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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透水率、綠覆率、綠化率、開挖率、生態指數等生態有關之指標 

綠建築標章之推動在我國分成候選綠建築評估指標標準頒授之獎章。候選綠建築

證書則為鼓勵取得建造執照但尚未完工領取使用執照之新建建築物，凡規劃設計

合於綠建築評估指標標準之建築物，即頒授候選綠建築證書，為一「準」綠建築

之代表。本案為地下5樓，地上21樓集合住宅大樓，其綠建築規劃評估分別說明

如下: 

 

(一)銀級綠建築 

因本案將申請綠建築銀級標章，故於綠建築之九項評估指標中，檢討基地保水、

日常節能、CO2減量、室內環境、水資源及污水垃圾改善等6項指標，依「綠建

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住宿類」(2015年版)訂定之分級評估方法評定以上綠建築檢

討指標，各指標之詳細評估計算內容將於正式提出候選綠建築證書申請時，依

「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做頁要點」規定檢附申請所需資料向評定機構

提出申請，並以評定會議之結果為準。本案分級評估總得分Σrsi=42.18分(實際

得分依標章審查結果)，本案免瓶估生物多樣性指標，評估級距為41 ≦RS ＜48，

銀級。本案實際施工將符合綠建築標章分級評估之「銀級」標準。「綠建築評估

資料總表」(詳表19-1)、 「綠建築評估資料指標」(詳表19-2)、 、「綠建築分

級評估表」(詳表19-3)、  「各項指標評估表」，及各項指標簡述如下 

表格由本設計單位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評估手冊(2015年版)製作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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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量指標評估表 基地保水指標評估表 

表格由本設計單位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評估手冊(2015年版)製作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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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減量指標評估表 二氧化碳減量指標評估表 

表格由本設計單位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評估手冊(2015年版)製作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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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行道或自行車服務系統 

聯外道路系統 

自行車停放處 

人行步道系統 

8米計劃道路(台灣大道三段650巷) 

26米計劃道路 (至善路)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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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綠能及節能措施 

詳細評估計算內容將於正式提出候選綠建築證書申請時，依「綠建築標章申請審

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規定檢附申請所需資料向評定機構提出申請，並以評定

會議之結果為準。(詳表19-8) 

 

1.建築外殼節能設計 

       本案主要用途係供集合住宅使用。柱樑外露輔以陽台、雨遮等深遮陽雕塑亞

熱帶建築 風格。 

  (1)本棟建築舞外殼耗能量指標依據2012年「建築節能設計技術規範」檢討計算

住宿類之屋頂平均熱傳透率Uar(詳表19-6)、外牆平均熱傳透率Uaw(詳表19-7)、

天窗平均日射透過率HWs及外殼玻璃可見光反射率Gri、等價開窗率REQ。 

 

表19-6屋頂平均熱傳透率Uar評估表 

 

 

 

 

 

 

 

 

 

 

表19-7外牆平均熱傳透率Uaw評估表 

 

 

 

 

 

   

(2)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三百零九條規定，進行EEV評估: 

        EEV住宿類=EV/Evc=0.743 ＜0.8(OK) 

  (3)EEV值小於0.8，外殼設計十分優良，因此本項評估通過。 

2.計算「空調系統節能效率」 

  本案為住宿類建築，無中央空調設計，直接令EAC=0.8(OK) 

3.計算「照明系統節能效率」 

雖然住宅等氣氛空間不用檢討照明節能設計，但本案亦針對管委會辦公室、梯廳、門

廳、地下停車場等公共空間，設置高效率燈具(LED燈泡、LED燈管)， 期能有效減少

照明耗能，達到節能減碳之目的。本照明評估乃是以照明水準較具共同標準之供公眾

使用之空間為限，至於儲藏室、停車場、倉庫、樓梯間、茶水間、廁所等非居室空間

暫不列入評估。 

針對供公眾使用之空間裝設LED日光燈18W及LED燈泡崁燈10W。本案無自動控制功

能，照明控制係數Ci=1.0。燈具效率係數為1.1。 

燈具效率係數IER=(ΣnixWixBixCixDi)/(ΣnixWi)=1.00。 

針對本案建築物的主要空間，計算其面積Ai與用電總功率nixWi，

IDR=(ΣnixWi)/(ΣLPDcj*Aj)=0.80。進行EL評估。由於本案沒有使用特殊的再生能源，

因此β=0。EL=IERxIDRx(1.0- β1- β2)=0.80 ≦0.8(OK)。 

 

4.其他 

   本案除上述節能措施外，另增設太陽能光電系統提供部分公共區域用電使用。並裝

設節能窗，減緩室內日射熱。設計概念與說明如下: 

  (1)太陽能光電系統 

      安裝區域置於屋突頂層，安裝方式為支架地面型之非透光太陽能模組，預期可提

供部分公共區域之用電。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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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節能指標評估表 

表格由本設計單位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評估手冊(2015年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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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優先使用環保標章產品 

1.智慧停車場系統與電動汽機車充電系統: 

   甲、停車空間應設置於地下室，並規劃遠距離E-tag資料讀取與車牌辨識等雙重辨識 

   系統、空氣品質監測系統、自動調節LED光源節能系統、電動汽、機車車位及充電  

   柱規劃及其他助於智慧停車場設施、設備。停車場應設置電動代步汽機車之充電電 

   源，納入規劃設計。 

2.智慧型電錶: 

   甲、可透過網路將社區用電情況上傳雲端之能源管理系統，以能源可視化 

   乙、促使社區使用者行為改變進行節能，並且可提供社區OPEN ADR用電需量 

   丙、控制調配使用 

3.雨水回收景觀噴(滴)灌: 

   甲、雨水經回收處理後，轉供景觀噴(滴)灌之綠化使用 

4.太陽能光電” 

5.使用環保標章 

低碳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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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專章 

9-46 



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 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十)資源回收措施 

1.所有生活雜排水管確實接管污水處理設施或污水下水道，尤其住宅建築每戶必須有專

用洗衣空間並設有專用洗衣水排水管接至污水系統。 

本案為衛生下水道接管區，污水排放至衛生下水道。屋頂雨水管收集雨水，至筏基內雨

水收集池，當收集池滿水時，於壹樓設電磁閥排至公共排水溝。專用廚房雜排水設有油

脂截留器並定期清理，同時將排水管確實接管至污水處理設施或污水下水道。 

2.設有充足空間且動線說明合理之專用垃圾集中場。 

3.垃圾集中場有綠化、美化或景觀化的設計處理。 

4.設置具體執行資源垃圾分類回收系統並有確實執行。 

5.設置防止動物咬衛生可靠密閉式垃圾桶。 

6.設置冷藏垃圾前置處理設施。 

7.集合住宅大樓設有公共燒香金銀紙的空間及固定專用焚燒設備。 

8.設有廚餘集中設施並定期委外清運處理。 

臺中市建築物資源回收空間設置標準   中華民國105年1月27日府授法規字第1050017545號令訂定發布 

第六條、資源回收空間應設置建築基地內，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建築物基地地面層或地下一層無妨礙衛生及觀膽處以分幢或集中方式設置，並

案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每滿五百平方公尺設置零點五平方公尺之空間計算之，其餘數應計

入。但供商業使用空間應加倍留設。 

二、每處資源回收空間之最小淨寬、淨深應在二公尺以上。 

三、應設置通風或空氣調節設備、給水排水設備，並於適當處所設置清洗設施及洗手檯。 

四、清洗排水應納入污水處理設施加以處理。 

五、應位於公寓大廈公共部分，且不得約定專用。 

密閉垃圾桶示意圖 資源分類桶示意圖 垃圾冷藏設備示意圖 

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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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建築標章 

一、智慧社區工程一般說明 

 

1. 目標 

 

「智慧社區」是在「智慧城市 」方針下之落實關鍵，透過ICT與相關科

技發展與智慧建築技術生活應用之創新規劃理念，針對能源管理、自動

化控制、系統整合、安全監控、居家照護、數位生活等各項需求，進行

一連串電子化、資訊化，提供整合創新服務之解決方案，目前本案預計

達到下述幾項要求: 

 

A. 提供公共服務:社區健康休閒活動資源。 

B. 提供具有健康、永續、舒適、便利、節能、安全之智慧化居住空間。 

C. 建築規劃設計方面除考量基地之都市紋理、地形地貌等條件，將融合

建築美學、公共藝術、智慧綠建築、通用設計無障礙、安全使用。 

D. 維護管理方面，導入智慧化的物業管理進行社區安全及生活管理服務。 

E. 建置智慧設施，裝設智慧水、電、瓦斯錶。 

F. 建置社區管理雲端(含機架式雲端服務伺服器、雙WAN防火牆路由器、

防毒軟體、系統整合軟體、社區網站設計及建置等設備)，將社區整合系

統設備(如訪客服務系統、安全門禁系統、能源管理系統、社區資訊…等)

資訊上傳至社區雲端；依權限開放供社區住戶及管理公司、市府…等人

員/單位查詢相關資訊。 

G. 社區管理雲端之軟體須為一般標準通用之通訊協定及軟體，以利相關

人員瀏覽查詢。 

 

2. 智慧社區建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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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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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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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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