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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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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流程 時間 內容

1 19:00~19:05 主席致詞、會議流程說明

2 19:05~19:25 計畫內容簡報

3 19:25~19:55

現場民眾提問（依發言順序）

（依登記發言單順序，每人發言3分鐘為原則）

市府回應

4 19:55~20:00 結語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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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及計畫範圍

地區發展現況

都市更新計畫實質發展概要

劃定策略性更新地區

公民或團體之陳情方式



計畫緣起及計畫範圍

1. 中正 12-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12.38公頃

2. 策略性更新地區：4.13公頃 4

計畫緣起

1. 中正-12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尚未訂定更新計

畫，缺乏實質再發展之指導

• 大面積公有土地整合利用、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強化地區公共設施機能、增加災害應變韌性

2. 內政部都委會第1009次會議審決內容(主公3)，計畫

範圍內因土地權屬複雜，違占建戶多

• 安置需求、區位優良、提升土地使用效益

• 為加速推動都市更新，劃定策略性更新地區

計畫範圍

公劃更新地區

策略性更新地區



地區發展現況



民53年

日據時期(民國21年)規劃８號公
園/約59.9公頃

國防部為興建三軍總醫院申請廢止
部分公園
/約21.8公頃

仍維持公園用地
/約49.9公頃

民21年 民45年

８號公園範圍
公園用地範圍

醫學中心
用地

8號公園8號公園
興建三總，
廢止部分公園

(含堤防外綠地)

6

都市計畫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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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用地

醫療

專住

公

民93年迄今民60年 民69年

配合國防醫學院及國防部軍
事設施需求變更17公頃為國
軍醫學中心用地
/約18.26公頃

細計通盤檢討劃出1.27公
頃作為醫院及研究醫學中
心、國中用地
/約15.96公頃

三總90年搬遷至內湖，
93年再次檢討變更為公
園用地
/約30.93公頃

醫學中心
變更公園保留地
為醫學中心

防災公園

醫學中心
用地

公園保留地

學校保留地

醫學中心
用地

堤防外
綠地

(含堤防外綠地)(含堤防外綠地) (含堤防外綠地)

民93年
公園用地

民21年
8號公園

減少
約28.97公頃

約59.9公頃 約30.93公頃

都市計畫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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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分區示意圖

1. 水源營區與替代役中心：

• 部分建物為宿舍使用，包括臨汀州路與汀州路24巷之集合住

宅建物為三軍總醫院職務宿舍及西側之國防部水源職舍

• 提供役男住宿與辦公的十字樓以及警衛室、管制室、禮堂、圖

書資料室等建築目前尚在使用外，其餘多數建築物目前閒置

2. 學人新村：

• 主要為住宅使用及愛德幼兒園使用，其他建築物為公共使用

空間，僅少數建築物閒置。

3. 嘉禾新村：

• 皆為1至2層樓，南側建物已拆除完成，現況已為空地

• 現存5棟(2處)建築物已登錄為歷史建築，包括永春街131巷1、

3、5號、131巷3弄4號及防空洞

4. 永春街聚落：

• 部分位於臺灣大學水源校區範圍，現況建物皆為低度使用情

形，其餘建物已明顯為閒置狀態及2處商業(柑仔店及登記私

人公司)。

• 除臺大水源校區的自行車領回處及2處住宅為3層樓外，其餘

皆為1、2層低矮建築，1層樓以上部分大多為自行加建。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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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分情形分類
權屬 面積(公頃) 比例

國、市、私共有 4.53 36.59%

國有 2.94 23.76%

市有 2.15 17.39%

私有 1.48 11.99%

國、私共有 0.76 6.17%

國、市共有 0.51 4.09%

總計 12.38 100.00%

土地權屬概況
劃定策略性更新地區土地權屬分布示意

全區 比例

國有 29.48%

市有 1.30%

私有 27.47%

國、市共有 10.89%

國、私共有 18.58%

國、市、私共
有

12.21%

產權未定 0.06%

總計 100%

中正12-更新地區土地權屬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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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街
產權 戶數 面積

合法建物 1戶 永春街284號總面積70.44平方公尺(21.31坪)

實施建築管理前
建造之建物

2戶
永春街288號總面積197.95平方公尺(59.88坪)

台大校舍4,224.26平方公尺(1,277.84坪)

違占戶 299戶
23,890.44平方公尺(7,226.86坪)，平均居住面
積79.90平方公尺(24.17坪)

永春街建物權屬

284號

288號

水源營區建物權屬水源營區
權屬 公有

管理單位 國防部軍備局

建物數 11幢

學人新村
權屬 公有

管理單位
國防部軍備局、
私立愛德幼兒園

嘉禾新村
權屬 公有

管理單位
國防部政治作戰
局

建物權屬概況



• 鄰近捷運新店線台電大樓站及公館站
• 公車路線：主要行經汀州路及師大路(共5路)

• 主要道路：汀洲路三段、師大路、水源路、思源街、
辛亥路一段

• 次要道路：汀洲路三段24巷(未來拓寬至15m)

大眾運輸&車行環境

水源路 水源快速道路

師大路 思源街

汀洲路三段 汀洲路三段24巷
11

交通現況



• 大多已具備人行空間
• 僅汀州路三段24巷之人行設施為單側標線型人行道
• 除其易受到停車干擾以外，其餘皆有實體人行道

人行環境

• 路網：辛亥路一段、汀州路三段往師大路方向及思源街
• 師大路已完成設置串聯河濱自行車道之空橋
• 新店溪河濱自行車道

自行車環境

12

交通現況



現況已開闢公設用地：

• 公園用地：客家文化主題園區(計畫範圍外)

• 學校用地：螢橋國中(計畫範圍外)、台大水源校區

(學生宿舍、研究中心、育成中心)

• 醫療用地：三軍總醫院(門診、急部使用)

• 綠地用地：古亭河濱公園(計畫範圍外)

13

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周邊公共設施分布圖

公共設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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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齡照護：

• 整體評估0-2歲照顧設施仍有需求；2歲
以上兒童之幼托及幼兒園需求，未來視
可開發空間由教育局持續滾動式評估。

高齡照護：

• 中正區整體推估長照需求量為80位，收
托數為144位；115年之需求量為173位，
收托數為264位，仍有餘裕空間

身心障礙：

• 中正區110年推估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
照護服務等設施需求約129人，現況設
施供給為272人，115年收托數量為312
人，未來已爭取設置3處社區日間作業
設施，評估未來需求尚可滿足。

公益性設施分布情形

醫院

公益性設施需求檢討

公益性及產業設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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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公告日期/文號
文化資產
類別

坐落位置
使用分區

盧致德院長宿舍、國
防醫學院附設學人新
村暨愛德幼兒園

106.08.10北市文化文資
字第10630492700號
111.08.19北市文化文資
字第1130300201號

歷史建築 公園用地

嘉禾新村－永春街131

巷1號、永春街131巷5

號、永春街131巷3弄1

號、3號、4號及防空
洞

104.08.17北市文化文資
字第10430430800號、
107.08.08北市文化文資
字第10760177861號

歷史建築 公園用地

前三軍總醫院(十字樓
暨附屬設施)

107.06.22北市文化文資
字第10760136361號

歷史建築
專案住宅區、
公園用地、
道路用地

A-學人新村 B-愛德幼兒園

F-十字樓

C-永春街131巷1號

E-防空洞 J-紀念亭東北側辦公室

• 國防部&文化局已執行「歷史建物修復再利用計畫」

文化資產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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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管相關規定：

1. 住宅區：

• 公變住應回饋30%，集中回饋為原則，詳細位置、回饋方式

於細部計畫內另案訂定。

• 未來應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並得採整體規劃、分期分區開發。

公共設施配置及分期分區發展原則，另於細部計畫規範。

• 須配合國防部安置進度執行，國防部管有土地得以異地回饋、

容積調派方式辦理

2. 公園用地：

• 歷史建築得不計入建蔽率及容積率。

• 防災公園興闢應配合國防部現有職務宿舍安置進度。

• 防災公園國有土地取得方式得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

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等規定辦理

3. 保存區：

•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維持既有使用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辦理。

• 其餘非歷史建築定著土地使用得比照機關用地規定使用。

4. 社教用地：由文化局取得土地，依文資法辦理。

三總舊址水源地區變更示意圖

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部都委會第1009次審議通過)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公頃)

主公3
三總舊址
水源地區

住宅區
公園用地

2.49

道路用地 0.66

公園用地

保存區 1.61

社教用地 0.55

道路用地 0.53

住宅區 4.13



都市更新計畫
實質發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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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河濱與城市活動人行之公共連結環境，成為

臺北市南區新店溪畔廣義的大型開放空間系統

定位：公館水岸文教生活圈

1
結合文資保存再利用，並整合防災公園、台大

水源校區、客家文化公園、古亭河濱公園等區

域，創造公館水岸休閒綠軸帶及提升地區救災

功能

2
透過都市更新創造水岸住宅，延伸公館地區商

圈、大學城活動至親水空間

3
增補地區公共、公益設施與促進周邊地區都市

再生

交通系統構想
地區公共機能
充實與調節

改善友善人行環境
調整細部計畫道路

文資保存再利用
公共&公益設施增補

建置防災公園

更新地區定位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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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區：

• 為提高開發效益及增進地區公益性，劃定住宅區
部分為策略性更新地區。

• 回饋30%土地，集中回饋提供地區所需之公共
設施及相關社會福利設施。

• 建議新增10m細部計畫道路做為住宅區進出通路，
實際留設位置於細部計畫內調整

• 未來應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並得採整體規劃、
分期分區開發。

道路用地：

• 將辦理變更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寬度15m

社教用地及保存區：

• 依文資法辦理歷史建物修復再利用計畫後將成為
地區之開放空間，建議保持開放性。

公園用地

• 配合本府消防局防救災計畫，設置第二災害應變
中心(含119備援中心及消防分隊)使用。

土地利用計畫

「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之主公3
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 待都市計畫變更完成後，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 涉及歷史建物部分，由文化局辦理文化資產

保存再利用計畫

• 搶救不易狹小巷道或狹小之既成巷道，未來

街廓內道路將透過都市更新協助開闢

20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方式

公益設施改善構想

• 未來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時參考臺北市都市

更新處公告之「臺北市都市更新建議優先提

供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一覽表」，

並依地區需求檢討設置

公共設施改善計畫

「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之主公3
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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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臺大水源校區至思源街之人行動線，並透

過開放校園內人行動線串聯至公館商圈(圖

標示編號1)

• 新增10公尺之都市計畫道路，臨道路側退

縮無遮簷人行道，串聯思源街與住宅區內部

(圖標示編號2)

• 連續性退縮開放空間至水源路(圖標示編號3)

• 新增10公尺之都市計畫道路，以連接汀州路

三段24巷與思源街作為住宅區之進出動線

交通運輸系統構想

車行動線改善

人行動線改善

• 建議於計畫區之公園用地鄰學人新村入口處、住宅區

內建議開闢之10公尺細部計畫道路增設Youbike站點

綠色運具系統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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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處所

• 防災公園：二二八和平公園，可容納5,424人。

• 防災任務學校：螢橋國中(水災、震災)，可容納52人。

避難設施及急救責任醫院

• 思源派出所、三軍總醫院汀洲院區

緊急救援路線

• 水源快速道路

建議新增避難收容處所

• 公園：水源營區、客家文化主題園區

建議新增輔助防災動線(次要道路)

• 增列住宅區內新設道路、汀洲路三段24巷及思源
街，串聯其他次要救援動線連結三軍總醫院及思
源派出所

防災、救災空間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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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臨汀州路三段24巷道路用地兩側應留設廣場式開放空間，
其面積不得小於200平方公尺。

2. 公園用地臨道路側應退縮留設4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3. 公園用地毗鄰保存區及社教用地區域，應結合歷史紋理及現
有巷弄動線進行設計，建議以綠籬或低矮灌木等植栽作區隔。

公園用地

都市設計構想

• 住宅區臨現有計畫道路及建議新增10公尺計畫道路之兩側：

• 自道路境界線退縮留設4至6公尺無遮簷人行道，並栽
植遮蔭喬木或未來依環境條件指定樹種，人行道部分
淨寬至少2.5公尺。

• 住宅區毗鄰社教用地、保存區及學校用地者，沿線應留設
10公尺以上帶狀開放空間。

住宅區

• 依文資法辦理歷史建物修復再利用計畫後將成為地區之開放
空間，建議保持開放性。

社教用地及保存區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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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再發展構想執行策略



劃定策略性
更新地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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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權屬複雜

• 屬公私共有土地約41.68%，且有部分土地產權未定，

需透過都市更新解決

劃定之必要性

2. 現況建築物老舊且多為違占戶

• 永春街聚落內計有302筆門牌，其中299筆門牌為

違占戶，建物現況老舊

3. 區位優良，適合高度再發展

• 位於台北市城南水岸第一排，且基地面積規模大於

一萬平方公尺

4. 符合劃定策略性更新地區法定要件

• 「都市更新條例」第8條第2款

• 位於都會區水岸、港灣周邊適合高度再開發地區者

劃定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

公劃更新地區

策略性更新地區



1. 充實公共機能

• 社會住宅規劃

• 公園規劃

• 細部計畫道路規劃_新增10m細部計畫道路

預期效益

2. 活絡市民活動空間

• 增進周鄰水岸河濱公園、臺灣大學、客家文

化園區等城南水岸綠帶的串聯性與市民步行

的易達性

3. 提供適宜居住環境

• 將原永春街沿線老舊聚落及舊三軍總醫院園

區內老舊職務宿舍納入分回

劃定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

公劃更新地區

策略性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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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更新地區整體規劃原則 分期分區發展原則

1. 鼓勵低樓層使用提供地區商業、餐飲、生活服務等

機能。

2. 部分考量公私產權分布、現有建物分布、適當都更

單元面積規模等因素，得採分期分區方式推動都更。

3. 考量住宅區街廓深度合理性、永春街廢巷後替代原

有永春街之道路必要性，新增必要細部計畫道路。

4. 變更回饋30％之公有土地配置方式應以集中留設

配置公園或細部計畫道路為原則，其餘管制規定於

細部計畫中另做規範。

5. 開放空間系統規劃除以回饋公共設施用地為主，並

透過都市設計留設無遮簷人行道等開放空間系統。

1. 面積規模：

更新單元面積倘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則適用都

市更新條例第65條第2項第3款規定。

2. 公益性

考量結合社會住宅政策及長照政策提供相應資源。

3. 產權狀況

以公有產權為推動核心，帶動周邊私有產權加入

都市更新，促進整體開發效益。

4. 違占戶安置：

永春街沿線為早期城鄉移民落腳形成之聚落，以

現今產權制度判定多為違占戶，後續開發均需將

安置機制納入其中。

整體規劃及分期分區發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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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爭取之容積獎勵：

• 須申請「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80條之2」之容積獎勵及辦理回饋

• 其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二倍之基準容積

2. 初步規劃建築設計方案

• 住宅區初步建築設計規劃為住宅大樓8~10棟，其中地面層做為商業使用

• 居住單元包含一般住宅、社會住宅、國防部宿舍、安置住宅等多元類型

3. 投資經費估算

•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提列相關更新開發成本

• 以策略性更新地區可達上限之2倍基準容積進行估算，住宅區總共同負擔金額約為208.92億元，

惟實際金額仍須以後續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提列，並經過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

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後確認。

財務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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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發主體：

• 經市府考量實施更新效益，辦理適宜性評估後認有公辦都更必要者，將選定為公辦都更案

• 得採下列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1) 自行實施或辦理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

2) 同意其他機關(構)自行實施

3) 同意其他機關(構)辦理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

2. 開發方式

• 本基地之都市更新處理方式為「重建」，全區範圍擬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有關費用依都市更

新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開發實施構想



公民或團體
之陳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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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處

1 2
都市更新處首頁右側熱門查詢

「臺北市公劃更新地區作業專區」
https://uro.gov.taipei/Default.aspx 

點選計畫案名
「訂定臺北市中正區-12-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計畫及劃定臺北市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
176-5地號等46筆土地為策略性更新地區案」

公劃都市更新
地區作業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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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
途徑一：直接至臺北市單一陳請系統網站填寫意見

• 步驟 ：填寫意見1

• 步驟 ：填寫個人資料2

• 步驟 ：案件送出後，至電子郵件信箱點選

「請求確認信函」，取得案件編號及安全密碼

3

https://hello.gov.taipei/Front/main

主旨請填列
計畫案名

1.訴求地點地段
地號或地址
2.訴求意見與建
議

請務必輸入通訊地址，以利
書面通知會議日期及時間

單一陳情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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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
途徑二：郵寄或傳真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 步驟 ：郵寄至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

• 步驟 ：說明位置2

• 步驟 ：說明訴求意見與建議3

• 步驟 ：個人資料務必書寫4

•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請於本案公開展覽

期間內（111年11月22日起至111年12月21日

止），至本市單一陳情系統填寫，或以書面方式

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意見。

•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會通知有提出書面

意見之陳情人到場旁聽，陳情人得登記進場發言

(3分鐘)，如市民於本次說明會後仍對本案有意見，

可循單一陳情系統填寫或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提出。

1

2

3

4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