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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第1頁，共1頁

屏東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31 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1 年 2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02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本府北棟 304 會議室
參、主持人：邱黃肇崇副主任委員代

彙整：吳怡瑩

肆、出列席單位與人員：詳如會議簽到單
（審議第二案王委員世賢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 11 條規定自行迴避）
伍、審議案件：
第一案、「擬定屏東火車站周邊土地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案」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除下列各點修正意見以外，依本次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所提送都市更新計畫書通過。
一、有關都市設計準則部分修正意見：
（一）考量為維護本都市更新地區附近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品質，增訂本區域建築物
開發量體規定，商(特)區於法定容積以外增加建築容積後，不得超過建築基
地一點四倍之法定容積。
（二）建築基地臨12米以上道路，除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5米設置人行步道與植栽
外，倘欲配置停車場出入口，應另額外留設適當之汽車引道空間，避免汽車
因等候進入而衍伸道路之通行問題，且引道空間不得設置於5米退縮地帶範
圍內。
（三）考量屏東地區機車為主要使用運具，增訂未來應依本縣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
審議小組審查結果設置適當機車停車場格位數。
二、都市更新計畫書修正意見：
（一）補充現況、未來與高鐵延伸之配合發展與規劃，並更新計畫書中所有相關數
據與圖文資料至最新。
（二）更新現況停車空間資訊(第12頁)並補充分析是否符合當地開發規模。
（三）計畫書第23頁有關夜間照明設備規劃，請依屏東地方性需求調整規劃。
三、後續應辦事項：
為利後續招商順利，請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後續儘速準備相關案例與資料，
與縣府研商都市更新擬提供公益性設施項目與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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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修訂「屏東縣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第三點及第五點
決議：本案除下列修正各點意見外，其餘依業務單位提案條文通過。
一、建議條文第三條各款條文為求語意明確通順，條文可修改為先說明基地面積
限制，再說明面臨路寬與鄰接道路長度條件。以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
為例，建議修正為：
「基地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臨接寬度達八公尺以上
之計畫道路，且臨接道路長度達二十五公尺以上或大於基地周長之六分之
ㄧ。」
二、建議於修正說明欄位補充說明是參考哪些縣市的規定，以利查考。

陸、散會：下午 04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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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2 月 24 日第 231 次會議紀錄
編號

審議第一案

所屬鄉、鎮、市

屏東市

案名 擬定屏東火車站周邊土地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

說
明

一、計畫緣起：
過去市區鐵路沿線多屬都市發展條件不佳的窳陋地區，站區周
邊地區的再發展扮演修補前後站城市隙縫、連結地區文化與觀光機
能的重要介質，本更新計畫將以公有地為觸媒，並整合私有地引導
站區環境的活化再造，在中央、地方與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間，達
成實質的活化並發揮市中心區城市新風貌的意象，作為站區再發展
的主要規劃方向。
(一)配合捷運化 TOD 發展，落實都會區通勤服務之連結
(二)配合屏東火車站新建，更新周邊老舊建築
(三)站區公私有地結合，達成市中心區活化的效用

二、更新計畫法令依據：
依前次會議委員意見修正，補充說明「臺鐵高雄―屏東潮州捷運
化建設計畫(屏北鐵路高架化)」完工後，因車站周邊兩側土地仍處低
度使用及閒置狀態，故本案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並
依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劃定為更新地區。

三、申請單位：
說
明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四、更新地區範圍：
本都市更新地範圍以屏東火車站東西兩側鐵路高架化後騰空土
地為主，東側範圍北起光復路，東抵復興路，西、南以屏東車站站體
為界；西側範圍北起光復路，東至重慶路，西抵柳州街，南以屏東車
站站體為界，土地包含屏東市新街段三小段 3、4-6、4-7、4-8、4-9、
4-10、4-11、6-7、6-8、6-9、6-10、6-11、6-12、7-1、7-2、7-3、7-5、
8-3、9、10、44-4、44-10、44-12、45-5、45-9、45-12、200、200-16
地號等 28 筆土地，面積總計約為 22,102 平方公尺。並依前次會議委
員意見修正本案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詳附圖一。

五、辦理經過：
(一)公開展覽日期：110 年 11 月 10 日起 30 日。
(二)公開說明會日期：110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三)第一次屏東縣都委會審議：111 年 1 月 17 日上午 10 時 30 分。依
會議決議修正後，由委員會專案小組先行聽取簡報及研提具體建
議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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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質再發展概要：
(一)再發展定位—雙鐵綠意與住商複合區
(二)更新機能發展構想：1.主題商購 2.休憩商旅 3.景觀居住 4.通勤轉
乘
(三)都市設計規範：1.一般通則性設計原則 2.永續生態設計原則 3.健
康生活環境。
依前次委員會議建議修正及回應，說明如下：
A. 有關都市設計與未來及現況公共設施融合或連結方式之議
題，本案退縮空間依設計原則應設置人行步道與植栽帶等帶
狀式公共空間，以形塑綠意步行空間並與提供必要之公共設
施及結合方向引導連接之效果，整合串連整體活動系統。
B. 退縮規範部分，於建築物退縮規劃中除規範面臨 12 米以上
道路，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5 米以上建築；另為降低列車通
行對建築居住品質之影響，增加建築基地與鐵路廊道間，應
自高架橋外緣退縮 10 米以上建築，且建築物 5 樓以上間之
鄰棟間距應留設至少 10 米，以維持基地內建築物通風、採
光、逃生救難等居住品質。
C. 有關停車空間設置之規定議題，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中已要求商業區（特）（附）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設置停
車空間規定之 1.5 倍附設停車空間。考量本案開發後產生交
通衝擊議題，於更新計畫之都市設計規範─停車及車行動線
規劃中，增加配合「屏東縣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審查規定」
辦理之規範。

七、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鑒於屏東火車站周邊私有地參與更新意願及保留開發範圍的彈
性，於都市更新計畫內暫不進行更新單元劃定，為利後續都市更新招
商及開發之彈性，依據「屏東縣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 3 條規定
作為本計畫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九、補充說明：
(一)容積移轉議題：前次會議委員建議評估本案是否適用容積移轉，
本案就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加以容積移轉量體模擬試算，試算增加
容移 30%，西側約增加容積 0.5 萬坪，約增加 3 至 4 層樓高；東
側約增加容移 30%約增加容積 0.35 萬坪，約增加 3 至 4 層樓高。
經評估加入容積移轉量體將拉伸建築高度並增加營建負擔及共
同負擔比率，故增加容移未必利於更新招商，後續將於招商評選
文件中納入限制不得容積移轉之相關規範。
(二)土地權屬清冊：本案依 111 年 2 月查詢內容，更新範圍內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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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及土地公告現值資訊，詳本案計畫書附錄一。

十、檢附
附圖一
附圖二

劃定屏東火車站周邊土地為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土地使用系統配置構想圖

十一、以上提請委員會審議。

決

議

本案修正後通過，除下列各點修正意見以外，依本次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所提送都市更新計畫書通過。
一、有關都市設計準則部分修正意見：
（一）考量為維護本都市更新地區附近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品質，增訂本
區域建築物開發量體規定，商(特)區於法定容積以外增加建築容
積後，不得超過建築基地一點四倍之法定容積。
（二）建築基地臨12米以上道路，除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5米設置人行
步道與植栽外，倘欲配置停車場出入口，應另額外留設適當之汽
車引道空間，避免汽車因等候進入而衍伸道路之通行問題，且引
道空間不得設置於5米退縮地帶範圍內。
（三）考量屏東地區機車為主要使用運具，增訂未來應依本縣建築物交
通影響評估審議小組審查結果設置適當機車停車場格位數。
二、都市更新計畫書修正意見：
（一）補充現況、未來與高鐵延伸之配合發展與規劃，並更新計畫書中
所有相關數據與圖文資料至最新。
（二）更新現況停車空間資訊(第12頁)並補充分析是否符合當地開發規
模。
（三）計畫書第23頁有關夜間照明設備規劃，請依屏東地方性需求調整
規劃。
三、後續應辦事項：
為利後續招商順利，請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後續儘速準備相關案
例與資料，與縣府研商都市更新擬提供公益性設施項目與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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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劃定屏東火車站周邊土地為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附圖二 土地使用系統配置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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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 東縣 都市 計畫 委員會 1 1 1 年 2 月 2 4 日第 2 3 1 次 會議紀 錄
編號

審議第二案

所屬鄉、鎮、市

屏東縣

案名 修訂「屏東縣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第三點及第五點

壹、 修訂緣起：
1. 「屏東縣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附件 1）係於
109.05.14 屏府城都字第 10917681700 號函發布生效，其中第三點
有關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之規定如下：「三、接受基地應以下列使用
分區為限：（一）位於住宅區之土地，且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1.基地臨接寬度達八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臨接長度大於基地周長
之六分之ㄧ，且面積達五百帄方公尺以上。2.基地臨接寬度達十二
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臨接長度大於基地周長之六分之ㄧ，且面積
達一千帄方公尺以上。（二）位於商業區之土地，基地臨接寬度達
十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臨接長度大於基地周長之六分之ㄧ，且面
積達一千帄方公尺以上。：…（後略，詳附件 1）。」。

說

明

2. 承上，本處自該審查要點修正公告後，接獲不動產同業開發公會與
建築師公會提出修改建議，建議刪除臨接長度大於基地周長之六分
之ㄧ，並建議商業區由基地臨接寬度達十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修改
為八公尺。
3. 本處考量原「屏東縣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第三點
接受基地臨接計畫道路之臨接長度僅有需大於基地周長之六分之一
，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282 條，留設
開放空間得增加樓地板面積之建築基地條件為：「…(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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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申
請獎勵之基地條件一致，增加連續臨接長度在二十五公尺以上之規
定。
4. 考量本縣之商業區建築基地以臨接寬度達八公尺以上為大宗，故增
加商業區基地臨接寬度達八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臨接長度大於應
達二十五公尺以上或基地周長之六分之ㄧ且面積達一千帄方公尺以
上者為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以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5. 配合第三點修正，併同修正第五點。

貳、法令依據：
（一） 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之 1
（二）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為辦理容積移轉，得考量都市發展密度、發展總量
、公共設施劃設水準及發展優先次序，訂定審查許可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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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經該管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實施之。」

說 參、修訂內容：
詳附件一 屏東縣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第三點及第五點草
案對照表

以上提請大會審議
明

本案除下列修正各點意見外，其餘依業務單位提案條文通過：
一、建議條文第三條各款條文為求語意明確通順，條文可修改為先說明基
地面積限制，再說明面臨路寬與鄰接道路長度條件。以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一目為例，建議修正為：「基地面積達五百帄方公尺以上，
臨接寬度達八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且臨接道路長度達二十五公尺以
上或大於基地周長之六分之ㄧ。」
決 二、建議於修正說明欄位補充說明是參考哪些縣市的規定，以利查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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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屏東縣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第三點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草案）
三、接受基地應以下列使用分區為限
：
（一）位於住宅區之土地，且符合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
1.基地臨接寬度達八公尺以上之計畫
道路，臨接長度應達二十五公尺以
上或大於基地周長之六分之ㄧ，且
面積達五百帄方公尺以上。
2.基地臨接寬度達十二公尺以上之計
畫道路，臨接長度應達二十五公尺
以上或大於基地周長之六分之ㄧ，
且面積達一千帄方公尺以上。
（二）位於商業區之土地，且符合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
1.基地臨接寬度達八公尺以上之計畫
道路，臨接長度應達二十五公尺以
上或大於基地周長之六分之ㄧ，且
面積達一千帄方公尺以上。
2.基地臨接寬度達十公尺以上之計畫
道路，臨接長度應達二十五公尺以
上或大於基地周長之六分之ㄧ，且
面積達一千帄方公尺以上。
（三）經都市計畫指定之地區，並符
合該都市計畫之容積移轉相關
規定。
前項接受基地不得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
（一）已領有使用執照之土地辦理增
建。
（二）位於山坡地範圍內土地。
（三）依本縣各都市計畫規定或原擬
定機關公告禁止容積移轉、獎
勵地區之土地。
（四）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
並由本府公告禁止容積移轉地
區之土地。
（五）文化資產定著土地所在街廓，
或因文化資產因素而頇辦理都
市設計審議之地區(如附件一
所示)。
（六）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禁止容積
移轉之土地。
接受基地應以一宗建築基地為限，且
接受基地範圍應與都市設計審議範圍
及申請建造執照範圍一致。
五、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第
三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接受基
地可移入容積，以基準容積之百
分之二十為限；第三點第一項第

現行規定
三、接受基地應以下列使用分區為限
：
（一）位於住宅區之土地，且符合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
1.基地臨接寬度達八公尺以上之計畫
道路，臨接長度大於基地周長之六
分之ㄧ，且面積達五百帄方公尺以
上。
2.基地臨接寬度達十二公尺以上之計
畫道路，臨接長度大於基地周長之
六分之ㄧ，且面積達一千帄方公尺
以上。
（二）位於商業區之土地，基地臨接
寬度達十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
，臨接長度大於基地周長之六
分之ㄧ，且面積達一千帄方公
尺以上。

修正說明
1.考量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
設 計 施 工
篇 」 第 282
條，適用之
建築基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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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
免申請基地
條件不相同
，故增列第
三點第一款
第一目、第
二目及第二
款第一目、
第二目之計
畫道路臨接
長度規定。
2.因應本縣商
業區臨接計
畫道路之寬
度以八公尺
為大宗，故
增加接受基
地條件，惟
其基地面積
仍以原規劃
原意訂定，
以達一千帄
方公尺以上
者為限。

（三）經都市計畫指定之地區，並符
合該都市計畫之容積移轉相關
規定。
前項接受基地不得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
（一）已領有使用執照之土地辦理增
建。
（二）位於山坡地範圍內土地。
（三）依本縣各都市計畫規定或原擬
定機關公告禁止容積移轉、獎
勵地區之土地。
（四）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
並由本府公告禁止容積移轉地
區之土地。
（五）文化資產定著土地所在街廓，
或因文化資產因素而頇辦理都
市設計審議之地區(如附件一
所示)。
（六）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禁止容積
移轉之土地。
接受基地應以一宗建築基地為限，且
接受基地範圍應與都市設計審議範圍
及申請建造執照範圍一致。
五、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接受 配合第三點修
基地可移入容積，以基準容積之 正，修正第五
百分之二十為限；第三點第一項 點。
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接受基地
7

修正規定（草案）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一款第二目、第二款第三點第一
之可移入容積，以基準容積之百
項第二款第二目接受基地之可移
分之三十為限。
入容積，以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
十為限。
更新地區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
地區範圍內接受基地之可移入
更新地區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
容積，經屏東縣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範圍內接受基地之可移入
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酌予增
容積，經屏東縣都市設計審議
加，但最高不得超過基準容積
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酌予增
之百分之四十。
加，但最高不得超過基準容積
接受基地依本要點移入之容積
之百分之四十。
加計其他依法規規定予以獎勵
接受基地依本要點移入之容積
之容積總和，不得超過各該建
加計其他依法規規定予以獎勵
築基地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五十
之容積總和，不得超過各該建
。
築基地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五十
。
前項容積總和不含都市更新獎
前項容積總和不含都市更新獎
勵容積。
勵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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