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變更桃園市捷運及鐵路場站周邊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增額容積規定（修訂公益性設施設置部分）案

時間：110年8月17日
地點：桃園市綜合會議廳(綜301會議室)

【公開展覽說明會】

桃園區場次



2公開展覽說明會場次表

場次 場站 行政區 時間 說明會地點

1
G06、G07、G08、G09、
G10、G11、G12、台鐵
沿線及桃園、中路車站

桃園區
110年8月17日
上午10時整

桃園市綜合會議廳(綜301會議室)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1號)

2
G01、G02、G04、G05、
G06、台鐵沿線及桃園醫
院車站

八德區
110年8月17日
下午2時整

八德區公所3樓第一會議室
(桃園市八德區中山路47號)

3 A10、G13、G13a、G14 蘆竹區
110年8月19日
上午10時整

蘆竹區公所1樓第一會議室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150號)

4 A17、A18、G31 大園區
110年8月19日
下午2時整

大園區公所2樓綜合會議室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西路12號)

5 台鐵沿線 龜山區
110年8月24日
下午2時整

龜山區公所2樓視訊會議室
(桃園市龜山區中山街26號)

6
A18、A19、A20、A21、
A22、A23、台鐵沿線及
內壢、中原、中壢車站

中壢區
110年8月26日
上午10時整

中壢區公所3樓簡報室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80號)

7
A23、台鐵沿線及平鎮車
站

平鎮區
110年8月26日
下午2時整

平鎮區公所3樓大禮堂
(桃園市平鎮區振興路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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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背景



4計畫緣起

三大核心都會區

為引導桃園市朝向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發展，於大眾運輸場站周邊劃定「可增額容積」範圍，
透過容積獎勵引導都市發展，以提高開發強度，並回饋提供公共及公益設施，補足地區公共機
能之不足，同時透過管制營造整體景觀風貌。

補強車站節點周邊公共使用機能

提升地區公共環境與都市景觀

強化捷運場站核心之國際性機能

多元運具整合服務效能提升

航空城航空城

中壢中壢

桃園桃園



5計畫緣起

109年12月29日公告實施
變更桃園市捷運場站周邊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增修訂增額容積規定）案

原19案已實施增額容積之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整合為1本計畫案，以利後續執行之一致性

1. 考量公益性設施捐建空間之完整性及品質

2. 為如實反映公益性增額容積之實質價值

本案
變更桃園市捷運及鐵路場站周邊地區細部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額容積規定（修訂公益性設施

設置部分）案

3. 納入臺鐵桃園段地下化車站周邊及沿線實
施增額容積之細部計畫案



6法令依據

◼ 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7條：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列情事之一
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
際情況迅行變更：

1.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2.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3. 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4. 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辦理公開展覽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辦理公開展覽30日。



7計畫位置與實施範圍

◼ 捷運綠線(G)：15站

◼ 機場捷運線(A)：8站

◼ 台鐵沿線：7站

中心點半徑500公尺

中心點半徑500公尺及沿線2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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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變更內容



9變更內容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變更前 變更後

1

(1) 桃園市19案捷運場站周

邊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

已訂定增額容積公

益性設施設置相關

規定

修訂增額容積公益

性設施設置相關規

定

1. 為考量公益性設施捐建空間之完

整性及品質，調整捐建公益性設

施之建築基地條件及容積樓地板

面積上限等規定，俾利後續設施

空間之接管單位規劃使用。

2. 為如實反映公益性增額容積之實

質價值，調整捐建公益性設施給

予容積（公益性增額容積）之計

算方式。

3. 為建立整體一致性規定，納入臺

鐵桃園段地下化車站周邊及沿線

實施增額容積之細部計畫案一併

變更相關規定。

(2)臺鐵桃園段地下化車站周

邊及沿線13案細部計畫

2
臺鐵桃園段地下化車站周邊

及沿線3案細部計畫

未劃定增額容積範

圍及訂定增額容積

相關規定

劃定增額容積範圍

及增訂增額容積相

關規定

原細部計畫擬定時未訂有增額容積相

關規定。為配合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

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鐵路沿線增額

容積範圍涵蓋此3案細部計畫，爰劃

定增額容積實施範圍及增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



10修正條文
本次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第六點及第九點有關
公益性設施設置時機、捐建面積限制及內容、公益性增額容積計算方式、繳納保證金時機
及法令適用規定等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一、實施範圍內建築基地使用分區為住宅

區、商業區、工業區、產業專用區者，

得申請增額容積，且最高以基準容積

率之20%為限，實施範圍如附圖1、

附圖2。

一、實施範圍內建築基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商業區、工業區、產業專用區者，得申請

增額容積，且最高以基準容積率之20%為

限，實施範圍如附圖1、附圖2及附圖3。

本次納入臺鐵桃園段地

下化沿線廊帶實施增額

容積之細部計畫範圍，

爰增加附圖3。

二、申請增額容積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二

項情形者，得設置公益性設施並捐建

予市府。

(一)住宅區建築基地達3,000平方公尺

以上，商業區建築基地達2,000平

方公尺以上。

(二)臨接10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且臨接道

路最小單一面寬達10公尺以上。

前項公益性設施應與增額容積同時申

請。

二、申請增額容積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二項情

形者，得捐建公益性設施予市府。

(一)住宅區建築基地達3,000平方公尺以上，

商業區建築基地達2,000平方公尺以上。

但捐建公益性設施空間完整經本府同

意，且減少面積未逾最小基地面積之

10%，不在此限。

(二)臨接10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且臨接道路最

小單一面寬達10公尺以上。

前項公益性設施應與增額容積同時申請，

且增額容積應全數申請。

1. 增訂若建築基地提

供之公益性設施空

間完整，經本府同

意且減少面積未逾

基地面積限制之

10%，不受最小基

地面積限制。

2. 為明確應將增額容

積全數申請後始得

併同申請公益性設

施，爰修正文字。



11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三、前點公益性設施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公益性設施容積樓地板面積應為建築基

地面積乘以基準容積率之5%，包含相

對應土地持分、必要之公共設施持分

（不得低於捐贈公益性設施容積樓地

板面積之10%）、汽車及機車停車空

間（公益性設施容積樓地板面積每

150平方公尺應設置1輛，未滿1輛者

以1輛計算），並繳納25年管理維護

費用。該公益性設施之容積樓地板面

積得免計容積。

(二)公益性設施之設置限於建築物之第一層、

第二層及第三層之完整空間，設置於

第一層者，應設有專用出入口及2公尺

以上連接至建築線之戶外通道；設置

於第二層及第三層者，應設有專用出

入口、樓梯、昇降設備及2公尺以上連

接至建築線之戶外通道。

(三)公益性設施因建築整體設計致容積樓地

板面積未達基準容積率之5%，經本府

核准不受第一款限制，惟不得低於基

準容積率之4%。

三、前點捐建公益性設施，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並得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

(一)公益性設施應為經本府同意完整、

合理區劃之空間，捐建之容積樓

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建築基地面積

乘以基準容積率之10%。

(二)公益性設施捐建內容應包含相對應

土地持分、必要之公共設施持分

（不得低於捐建公益性設施容積

樓地板面積之10%）、汽車及機

車停車空間（公益性設施容積樓

地板面積每150平方公尺應設置1

輛，未滿1輛者以1輛計算），並

繳納25年管理維護費用。

(三)公益性設施應設置於建築物之第一

層、第二層及第三層。設置於第

一層者，應設有專用出入口及2公

尺以上連接至建築線之戶外通道；

設置於第二層及第三層者，應設

有專用出入口、樓梯、昇降設備

及2公尺以上連接至建築線之戶外

通道。

1. 為考量公益性設施

使用空間完整性及

配合各基地面積彈

性，爰修訂應經本

府同意始得捐建及

調整捐建容積樓地

板面積上限。

2. 基於上述完整性之

考量及調整捐建面

積限制，刪除原第

(三)項規定。

3. 調整項次並酌修內

容。



12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四、捐建公益性設施給予容積（公益

性增額容積），計算方式如下：

公益性增額容積=捐贈公益性設施

總價值／公益性設施以上樓層平

均單價

前項單價及總價值以估價方式計

算。

四、建築基地除依第一點申請增額容積外，

捐建公益性設施另給予容積（公益性

增額容積），計算方式如下：

公益性增額容積=捐建公益性設施總

價值／（公益性設施以上樓層平均單

價－直接成本單價－間接成本單價）

前項單價及總價值以估價方式計算。

1. 公益性增額容積所提供之

容積額度不計入第一點所

提之增額容積額度內，爰

作文字修正。

2. 為如實反映公益性增額容

積之實質價值，參酌估價

實務經驗，應考量直接成

本與間接成本，以捐建公

益性設施空間原用途之總

價值換算應給予之公益性

增額容積數額，以符實際。

六、公益性增額容積核發前應與本府

簽訂協議書及繳納保證金，並應於

核發使用執照前，一次繳納25年

管理維護費用，於核發使用執照後

三個月內完成捐贈公益性設施事宜。

六、公益性增額容積核發前應與本府簽訂

協議書，並應於核發使用執照前，一

次繳納25年管理維護費用及繳納保證

金，於核發使用執照後三個月內完成

捐贈公益性設施事宜。

為提升公益性增額容積捐建意

願，及確保申請人應履行之義

務及約束履行期限，爰調整保

證金繳納時程。

九、已申請或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基

地，且不增加基地面積者，其依

規定申請增額容積，得適用原建

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

九、已申請或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基地，

且不增加基地面積者，其依規定申請

增額容積及公益性增額容積，得適用

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

增列申請公益性增額容積同增

額容積之規定，得適用原建造

執照申請時之土管等相關規定，

爰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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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1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區位及條件

一. 實施範圍內建築基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商業區、工

業區、產業專用區者，得申請增額容積，且最高以基

準容積率之20%為限，實施範圍如附圖1、附圖2及

附圖3。

二. 申請增額容積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二項情形者，得捐

建公益性設施予市府。

建築
基地

道路寬度10
公尺以上

鄰接道路面寬10公尺以上

基準容積

增額容積
(20%)

1倍

0.2倍

增額容積計算

前項公益性設施應與增額容積同時申請，且增額容積
應全數申請。

(二)臨接10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且臨接道路最小單一面寬

達10公尺以上。

(一)住宅區建築基地達3,000平方公尺以上，商業區建

築基地達2,000平方公尺以上。但捐建公益性設施

空間完整經本府同意，且減少面積未逾最小基地面

積之10%，不在此限。



15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公益性增額容積

三. 前點捐建公益性設施，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並得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

(一)公益性設施應為經本府同意完整、合理區劃之空間，捐建之容積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
建築基地面積乘以基準容積率之10%。

(二)公益性設施捐建內容應包含相對應土地持分、必要之公共設施持分（不得低於捐建公
益性設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10%）、汽車及機車停車空間（公益性設施容積樓地板面
積每150平方公尺應設置1輛，未滿1輛者以1輛計算），並繳納25年管理維護費用。

(三)公益性設施應設置於建築物之第一層、第二層及第三層。設置於第一層者，應設有專
用出入口及2公尺以上連接至建築線之戶外通道；設置於第二層及第三層者，應設有專
用出入口、樓梯、昇降設備及2公尺以上連接至建築線之戶外通道。

四. 建築基地除依第一點申請增額容積外，捐建公益性設施另給予容積（公益性增額
容積），計算方式如下：

公益性增額容積=捐建公益性設施總價值／（公益性設施以上樓層平均單價－直接
成本單價－間接成本單價）

前項單價及總價值以估價方式計算。



16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五. 本市各機關公益性設施設置之需求項目及其管理維護費用單價，由市府另行公告之。

六. 公益性增額容積核發前應與本府簽訂協議書，並應於核發使用執照前，一次繳納
25年管理維護費用及繳納保證金，於核發使用執照後三個月內完成捐贈公益性設
施事宜。

七. 增額容積及公益性增額容積申請方式、送審書件、容積價金及容積數額估算方式等
相關規定，由本府另訂之。

八. 計畫範圍內規定之增額容積適用範圍，應優先申請增額容積，增額容積全數申請後，
始得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但屬於本計畫案公告之生效
日前，已依規定申請在案者，得適用原申請時之增額容積及容積移轉法令規定。

九. 已申請或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基地，且不增加基地面積者，其依規定申請增
額容積及公益性增額容積，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

十. 本計畫案公告之生效日起，除本要點第八點但書外，原都市計畫書規定增額
容積內容不再適用。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原計畫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17增額容積實施範圍-捷運G06



18增額容積實施範圍-捷運G07



19增額容積實施範圍-捷運G08



20增額容積實施範圍-捷運G09



21增額容積實施範圍-捷運G10、G11



22增額容積實施範圍-捷運G12

G12

農
農

不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農業區維持原分區



23增額容積實施範圍-台鐵桃園車站及沿線



24增額容積實施範圍-台鐵中路車站及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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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都市計畫辦理程序



26都市計畫辦理程序

都市計畫書草案製作

110/7/7(三)起公開展覽60天
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

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公開
展覽

擬訂
計畫

公民或團體提出意見

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審
議後

續
辦
理
程
序

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
修正計畫書

核定
與發
布實
施

彙整民眾陳情建議意見
納入審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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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意見表達方式



28意見表達方式

◼ 本次公開展覽之規劃內容，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九條規定：任何公民或團體得
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本
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審議參考。

◼ 如對本案尚有任何意見，請以書面郵寄或親自送達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桃園市政府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對本案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洽詢：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都市行政科

(03)332-2101#5101 林小姐
公展資料下載QRCODE



29意見表達方式

郵寄地點及電話：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一號

電話：(03)332-2101#5101

填表時請注意：一、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本意見表請勿裁開）
二、建議理由及辦法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
三、請檢附建議位置圖、修正意見圖及有關資料。

公民團體對「變更桃園市捷運及鐵路場站周邊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
額容積規定（修訂公益性設施設置部分）案意見表

陳情位置

土地標示： 段 小段 地號

門牌號碼： 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申請人或其代表：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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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