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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三小段 801 地號等 10 筆土地為更新

單元檢討書 

申請人：上海商業儲蓄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一、計畫位置:本更新單元位於臺北市新生北路二段、民生東路二段、

中原街及新生北路二段 115 巷所圍街廓範圍內之東側。 

二、計畫範圍: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三小段 801、802、803、804、805、

806、807、808、809 及 810 地號等 10 筆土地。 

三、計畫面積：1,230.00 平方公尺。 

四、法令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 23 條及臺北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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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更新單元位於新生北路二段115巷(6公尺)、中原街(12公尺)、

民生東路二段(25 公尺)及新生北路二段(47 公尺)所圍街廓範圍內，

屬一非完整街廓（詳圖 2）。範圍包括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三小段 801、

802、803、804、805、806、807、808、809 及 810 地號等 10 筆土地，

單元面積 1,230.00 平方公尺。 

貳、發展現況 

一、 都市計畫情形 

本更新單元位於 73 年 10 月 22 日府工二字第 44596 號公告「修

訂民族東路、松江路、民生東路、新生北路所圍地區細部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範圍內。更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第貳種商業區(原

屬第參種住宅區)，建蔽率為 45％，容積率 225％。 

二、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 

（一） 土地使用現況 

本更新單元內土地使用現況為住宅及商業使用。基地現況內無

涉及現有巷與私設通路。 

（二） 建築物使用現況 

本更新單元範圍內共有 8棟建物，屋齡約 50 年，建物皆為 2層

樓加強磚造。基地建物現況使用依門牌區分為民生東路二段 21、23、

25、27、29 號為閒置使用；民生東路二段 31、33 號以供住宅區日

常生活所需之零售業、服務業使用；新生北路二段 115 巷 24、26、

28 號建物現況以住宅使用。 

（三） 周邊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 

本更新單元周邊鄰近之土地及建築物主要以 1 樓商業使用，2

樓以上為住宅使用。另東北側有市場用地、公園用地，現況已開闢

松江市場、松錦一號公園、松錦二號公園；南側則有公園用地、加

油站用地，現況皆已開闢完成，公園用地分別為中原公園；東南側

有中吉公園；西側有變電所用地、公園用地，現況已開闢為松山變

電所、永盛公園，最後北側無相關公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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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及建築物權屬 

（一）土地權屬 

更新單元共包含中山區吉林段三小段 801、802、803、804、805、

806、807、808、809 及 810 地號等 10 筆土地，總面積 1,230.00 平

方公尺，其基地範圍所屬產權皆為私有，面積為 1,230.00 平方公

尺。 

（二）建築物權屬 

更新單元內共有 8 棟合法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 1,830.46 平

方公尺，均為私有，建物樓地板面積為 1,830.46 平方公尺。 

四、 更新課題 

（一） 更新單元範圍內大部分建物屋齡逾 40 年，其耐震性能不足且缺乏

公共開放空間，有消防救災之疑慮。 

（二） 更新單元內人行步道系統未完善規劃，造成人車爭道，行人之交

通安全堪憂。 

（三） 更新單元內停車空間不足，巷弄中原街汽、機車占停情況嚴重，

造成周遭道路服務水準降低。以至於，影響用路人權益。 

參、實質再發展 

一、 更新單元與都市計畫關係說明 

本更新單元位於 73 年 10 月 22 日府工二字第 44596 號公告「修

訂民族東路、松江路、民生東路、新生北路所圍地區細部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範圍內，鄰近 500 公尺範圍內有 2處學校用地(吉

林國民小學、新興國中)、8處公園用地(錦州公園、聚葉公園、永盛

公園、中安公園、中原公園、中吉公園、松錦二號公園、松錦一號公

園)、1處市場用地(松江市場)、1處變電所用地(松山變電所)、1 處

加油站用地及 1處交通用地(捷運行天宮站)。 

二、 周邊環境發展 

（一） 公共開放空間系統 

本更新單元臨民生東路二段、中原街與新生北路二段 115 巷未

來將退縮人行步道系統，希望成為鄰近街廓後續更新之典範。未來

期望鄰近街廓辦理都市更新時，均以臨接都市計畫道路側留設供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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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行走之使用空間為原則，逐步由點、線、面方式串聯，建立具有

都市活動脈絡之系統，並集中留設開放空間，以增強火災的區隔性

與災害時避難通路的流暢性，達到都市防災之效果。 

（二） 交通動線配置 

1、基地周邊交通系統及交通環境 

本更新單元周邊都市計畫道路皆已開闢完成。主要道路雙向道

(東西向)之民生東路二段(25 公尺)，次要道路為雙向道(南北向)

之中原街(12 公尺)及單向道(東西向)之新生北路二段 115 巷(6 公

尺)；周邊大眾運輸以公車、YouBike 及捷運為主要運具選擇，最近

之公車站與捷運站分別位於民生東路二段上。 

2、基地周邊人行動線配置 

本更新單元周邊除了主要道路民生東路二段(25 公尺)規劃人

行專用道，其於次要道路中原街留設建物騎樓供人通行。人行動線

受主要道路與周邊大眾交通運輸場站位置影響，主要以民生東路二

段為通行動線進入本更新單元內。 

（三） 現有周邊公共設施配置 

更新單元周邊公共設施尚稱完備，鄰近捷運行天宮站，公共開

放空間主要分散於基地四周，包含已開闢之錦州公園、聚葉公園、

永盛公園、中安公園、中原公園、中吉公園、松錦二號公園、松錦

一號公園。 

三、 整體規劃構想 

（一） 更新單元範圍外 

本案期望未來鄰近街廓辦理都市更新時，民生東路二段與中原

街將退縮留設 3.64 公尺以上騎樓或無遮簷人行步道，新生北路二

段 115 巷，路寬未滿 8 公尺部分退縮補足 8公尺與道路順平處理，

再退縮留設 3.64 公尺以上騎樓或無遮簷人行步道，以串聯本區人

行步道，建立完善的人行動線系統，提高行人舒適的行走空間。 

（二） 更新單元範圍內 

本更新單元內預計臨計畫道路側退縮補足 8公尺與道路順平，

再退縮留設 3.64 公尺以上騎樓或無遮簷人行步道，以利周邊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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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行且建構健全、順暢之逃生動線，建築量體未來將集中設置，並

規劃開放空間加以綠化，作為災害緩衝空間。 

（三） 其他：公益性設施及相關配置之規劃 

1、充分考量周邊交通系統 

（1）考量本更新單元周邊環境發展，提供友善人行步行系統，以利

區域居民行走，達到人車分道，維護行人安全及提升地區環境

品質之目標。 

基地臨計畫道路側將退縮留設 3.64 公尺以上騎樓或無遮

簷人行步道，而路寬未滿8公尺部分退縮補足8公尺與道路順

平處理，再退縮留設3.64公尺以上騎樓或無遮簷人行步道。 

（2）交通需求內部化，並將車行動線設置於次要道路，以降低周邊

交通衝擊 

本案北側新生北路二段 115 巷及中原街因現況巷弄狹

小，使得臨基地範圍多處有機車違停之狀況，影響都市景觀

及人行安全，故基地更新後地下室規劃充足之汽機車停車空

間，停車需求全數內部化，改善路邊停車之情形，疏解現況

停車空間不足及巷道雍塞之情形。 

本案汽機車出入口未來將設置於主要道路民生東路二

段，且臨路均退縮留設 3.64 公尺以上騎樓或無遮簷人行步

道，藉以達到人車分道，保護行人行走安全。 

2、加強都市防災機能自然永續節能減碳 

本案更新後於基地南側民生東路二段計畫道路規劃消防救災

活動空間，加強基地內防災機能，另鄰新興國中、吉林國小、中原

公園及錦州公園，亦可作為基地內及鄰近地區緊急避難場所。建築

規劃方面，本案未來將融入「綠建築」設計理念，打造一處自然永

續、節能減碳的都市環境。 

3、提供地區性公益回饋 

（1）本案周邊環境多為已建築完成區域，範圍內建物屋齡大部分逾

40年，其建物老舊且缺乏公共開放空間，亦有消防救災之疑慮，

且未能符合土地利用及商業區應有之機能。為求都市健全發展、

土地合理利用、提昇土地使用強度，本案引用都市更新機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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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本更新單元，改善本區環境機能、美化都市環境景觀及營造

優質的環境，基地內開放空間搭配植栽美化，創造優質的戶外

綠化空間，並藉以獲得生活環境之滿足與提升。 

（2）基地未來更新後退縮留設之騎樓或無遮簷人行步道將設計綠

美化之植栽景觀提供周邊居民及不特定民眾無償使用及觀賞。 

（3）基地施工期間，於工地與公有人行道間設置友善圍籬，並將圍

籬綠美化，美化地區環境。 

4、推動友善無障礙空間 

本案更新後室外公共通路、無障礙坡道、停車空間、無遮簷人

行道、大門出入口、昇降設備將符合臺北市居住空間通用設計準則，

以強化水平及垂直共用空間之可及性與安全性，並增加公共設施設

備使用之便利性與舒適性。 

 公益性設施及相關配置之規劃構想表 

編號 
公益性設施及相關配
置之規劃構想說明 

檢討書載明內容 

1 
充分考量周邊交通 

系統 

1.基地南側民生東路二段與西側中原街將退縮留設 2 公尺
以上無遮簷人行步道，北側新生北路二段 115 巷因路寬
未滿 8 公尺部分退縮補足 8 公尺與道路順平處理，再退
縮留設 2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行道，以串聯本區人行步道，
建立完善的人行動線系統，提高行人舒適的行走空間。 

2.未來更新後基地所產生之停車需求內化處理，改善現況
路邊停車之情形，以提供友善之人行空間。 

2 
加強都市防災機能自

然永續節能減碳 

1.退縮留設消防車救災空間。 

2.以「綠建築」為建築規劃設計原則。 

3 提供地區性公益回饋 

1.本案周邊環境多為已建築完成區域，範圍內建物屋齡大
部分逾 40 年，其建物老舊且缺乏公共開放空間，亦有消
防救災之疑慮，且未能符合土地利用及商業區應有之機
能。為求都市健全發展、土地合理利用、提昇土地使用強
度，本案引用都市更新機制推動本更新單元，改善本區環
境機能、美化都市環境景觀及營造優質的環境，基地內開
放空間搭配植栽美化，創造優質的戶外綠化空間，並藉以
獲得生活環境之滿足與提升。 

2.基地未來更新後退縮留設之騎樓或無遮簷人行步道將設
計綠美化之植栽景觀提供周邊居民及不特定民眾無償使
用及觀賞。 

3.基地施工期間，於工地與公有人行道間設置友善圍籬，並
將圍籬綠美化，美化地區環境。 

4 推動友善無障礙空間 
更新後室外公共通路、無障礙坡道、停車空間、無遮簷人行
道、騎樓、大門出入口、昇降設備、公共樓梯及走廊、扶手
設置及室內環境，將符合臺北市居住空間通用設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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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單元檢討情形說明 

一、 更新單元區位限制 

（一）本更新單元未位於保護區、農業區、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三

條規定劃定之山坡地（不含位於第三種住宅區內，且非與政府機關

公告地質敏感區同坡向之非地質敏感區基地）、適用臺北市都市計

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 

（二） 本更新單元空地過大檢核符合「臺北市自行劃定更新單元重建區段

空地過大基地認定基準」之規定，未有空地過大情形。 

二、 更新單元規模 

本更新單元面積 1,230.00 平方公尺，其所在街廓面積為

4,347.00 平方公尺，占該街廓 28.30％，更新單元之劃定規模符合臺

北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第 12 條第 1項第 3款「街廓內鄰接二條以上

之計畫道路，面積大於該街廓四分之一，且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之規定。 

三、 建築物及地區環境狀況評估標準 

     本更新單元符合下列指標： 

（一） 指標三：「更新單元內建築物符合下列各種構造之樓地板面積占更

新單元內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比例達二分之一以上，且經專業機

構依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辦理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之初步評估，其結果為未達最低等級或未達一定標準之

棟數，占更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棟數比例達二分之一以上者：（一）

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建築物。（二）二十年以上之加強磚造

及鋼鐵造。（三）三十年以上之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

（四）四十年以上之鋼骨混凝土造。」：申請範圍內總計建築物 8

棟，其總面積為 1,830.46 平方公尺，逾使用年限 20年之加強磚造

造建築物面積為1,830.46平方公尺，占建築物總面積比例100％；

逾使用年限之建築物經 趙洪濤 專業機構依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

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辦理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之初步評估，其

結果為未達最低等級之棟數，合計為 8棟，占全部建築物棟數比例

100％，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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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標六：「更新單元內符合第三款所定各目構造年限之合法建築物

棟數，占更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棟數比例達三分之一以上，且符合

下列二款情形之一：(一)無設置電梯設備之棟數達二分之一以上。

(二 )法定停車位數低於戶數十分之七之棟數，達二分之一以

上。」：申請範圍內總計合法建築物 8 棟，共有 8 棟加強磚造建築

物逾使用年限，占範圍內建築物總棟數比例為 100%。前開建築物

經陳克聚建築師簽認，無設置電梯設備之棟數共 8 棟，棟數比例

100%，符合規定。 

四、 更新單元涉及都市計畫之擬訂及變更情形 

本更新單元無涉及都市計畫之擬訂及變更情形。 

五、 更新單元涉及畸零地檢討情形 

本更新單元經陳克聚建築師簽證確認無涉及畸零地問題。 

六、 更新單元涉及山坡地檢討情形 

本更新單元經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都市規劃科及臺北市政府

大地工程處確認無涉及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劃定之山坡地、適用

臺北市都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 

七、 更新單元範圍內涉及歷史建築、暫定歷史建築、受保護樹木、溝渠等

之處理方式 

本更新單元無涉及歷史建築、暫定歷史建築、受保護樹木、溝渠

之情形(詳附錄二)。 

八、 更新單元範圍內公有土地意見 

本更新單元範圍內無公有土地。 

九、 更新單元範圍內涉及同一宗建築基地分割或連棟建築物部分拆除處

理方式 

本更新單元經陳克聚建築師簽證確認無涉及同一宗建築基地分

割或連棟建築物部分拆除之情形。 

十、 更新單元範圍內說明會及鄰地協調會辦理情形 

（一）更新單元範圍內私有所有權人參與更新意願 

本案申請人於 110 年 10 月 26 日舉辦更新單元範圍內說明會，

範圍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參與更新意願之情形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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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更新單元範圍內之私有所有權人參與更新意願統計表 

  人數及面積 
同意數及比例 

所有權人數（人） 面積（平方公尺） 

土地 合法建築物 土地 合法建築物 

全區總和（A） 10 10 1,230.00 1,830.46 

目前有更新意願數(B) 2 2 620.00 939.86 

目前有更新意願比(B/A) 20.00% 20.00% 50.41% 51.35% 

目前無更新意願數（C） 0 0 0.00 0.00 

目前無更新意願比（C/A） 0.00% 0.00% 0.00% 0.00% 

目前未表達意願數(D) 8 8 609.99 890.59 

目前未表達意願比(D/A) 80.00% 80.00% 49.59% 48.65% 

統計日期：110 年 11 月 10 日止 

（二）相鄰土地所有權人參與更新意願 

本更新單元東側相鄰土地之建築物為已建築完成且年期逾 30

年，相關圖說詳圖 9 鄰地協調範圍示意圖。 

申請人已於 110 年 10 月 26 日召開相鄰土地協調會，相鄰土地

之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參與更新意願之情形如表 3。 

 110 年 10月 26日東側相鄰土地(797 地號)之私有所有權人參與更新意願統計表 

人數及面積 
同意數及比例 

所有權人數（人） 面積（平方公尺） 
土地 合法建築物 土地 合法建築物 

全區總和（A） 19 19 442.00 2,347.89 

目前有更新意願數(B) 0 0 0.00 0.00 

目前有更新意願比(B/A) 0.00% 0.00% 0.00% 0.00% 

目前無更新意願數（C） 2 2 41.44 212.10 

目前無更新意願比(C/A） 10.53% 10.53% 9.38% 9.03% 

目前未表達意願數(D) 17 17 400.57 2,135.73 

目前未表達意願比(D/A) 89.47% 89.47% 90.62% 90.96% 

統計日期：110 年 11 月 10 日止 

備註：合法建築物面積因小數點四捨五入進位之誤差值，導致所有權人持份面積總合

為 2,347.83m2與謄本面積 2,347.89m2不一致，以至於合法建築物面積意願比總

合為 99.99%。 

 

 

（三）更新單元範圍涉及鄰地納入之處理情形 

本更新單元相鄰土地所有權人參與更新意願比例，東北側相鄰

土地協調會結果土地人數為 0.00％、建物人數為 0.00％、土地面積

為 0.00％及建物面積為 0.00％，因此申請人未將該相鄰土地納入

更新單元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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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公辦鄰地法令說明會辦理情形 

本更新單元東側鄰地(同小段 797 地號)面積為 442.00 平方公

尺，更新處於 111 年 2 月 10 日辦理公辦法令說明會，會後調查東

側相鄰土地(797 地號)法令說明會結果土地人數為 0.00％、建物人

數為 0.00％、土地面積為 0.00％及建物面積為 0.00％，皆低於更

新單元範圍內所有權人參與更新之意願比例，因此申請人未將相鄰

土地納入更新單元範圍內。公辦鄰地法令說明會會後相鄰土地之私

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參與更新意願之情形如表 5。公辦鄰

地法令說明會範圍圖詳圖 10。 

 公辦鄰地法令說明會會後東側相鄰土地(797 地號)之私有所有權人參與更新意

願統計表 
人數及面積 

同意數及比例 
所有權人數（人） 面積（平方公尺） 
土地 合法建築物 土地 合法建築物 

全區總和（A） 19 19 442.00 2,347.89 

目前有更新意願數(B) 0 0 0.00 0.00 

目前有更新意願比(B/A) 0.00% 0.00% 0.00% 0.00% 

目前無更新意願數（C） 4 4 41.44 486.67 

目前無更新意願比(C/A） 21.05% 21.05% 9.38% 20.73% 

目前未表達意願數(D) 15 15 400.57 1,861.22 

目前未表達意願比(D/A) 78.95% 78.95% 90.62% 79.27% 

統計日期：111 年 2 月 24 日止 

 

 

伍、其他 

本更新單元依地籍測量分割結果為準，若涉及道路截角，則應剔

除於更新單元外。 

陸、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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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更新單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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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近已劃定之更新地區及更新單元一覽表 
編號 劃定日期及文號 案名 
A-1 107.12.10 府都新字第 10720232311 號 中山-3 捷運行天宮站周邊更新地區 
A-2 107.12.10 府都新字第 10720232311 號 中山-5 捷運雙連站暨中山站沿線更新地區 

B-1 
93.06.03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四小段 705 地號等 46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310673600 

B-2 
94.10.23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四小段 705-3 地號等

14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10431942800 

B-3 
95.07.24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四小段 219 地號等 8

筆土地為更新地區（更新單元) 文號：09584132700 

B-4 
95.10.26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四小段 603 地號等 36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505280800 

B-5 
95.12.27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四小段 676 地號等 17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506509400 

B-6 
96.04.30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三小段 811 地號等 32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601110000 

B-7 
96.06.28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錦州街以南、錦州街 242 巷

以東、松江路 235 巷以北、民生東路二段 147 巷
以西地區為更新單元 文號：09603297700 

B-8 
96.10.11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中山段 3 小段 688 地號等 6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606184600 

B-9 
97.02.26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中山段一小段 952 地號等 16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700482300 

B-10 
97.03.26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路二段以南、民生東

路二段 90 巷以東、民生東路二段 132 巷以西、
松江路 194 巷以北地區為更新單元 文號：09701321000 

B-11 
97.11.10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 57地號等 7筆

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707197500 

B-12 
98.02.06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 393 地號等 6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800098100 

B-13 
98.03.04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三小段1021地號等13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800303900 

B-14 
98.03.04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四小段63-1地號等23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800325400 

B-15 
98.06.05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四小段 566 地號等 38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802501800 

B-16 
98.05.07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三小段 554-1 地號等

15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802249300 

B-17 
98.10.23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中山段一小段 729 地號等 30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804400100 

B-18 
98.12.25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長春段三小段 245 地號等 16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804679500 

B-19 
99.05.31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二小段 483 地號等 8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901457800 

B-20 
99.09.28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 315 地號等 3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09902963200 

B-21 
100.08.25 劃定台北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 18地號等 9筆

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100025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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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劃定日期及文號 案名 

B-22 
100.09.22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一小段 329 地號等 31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10002905000 

B-23 
100.11.15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中山段一小段 930 地號等 18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10003203700 

B-24 
100.10.24 變更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三小段 136 地號等 18

筆土地為同小段 136地號等 33筆土地更新單元 文號：10003203800 

B-25 
101.08.24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榮星段六小段 657 地號等 1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10131421000 

B-26 
102.02.04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 111 地號等 10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10132144200 

B-27 
103.01.13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四小段 435-1 地號等

18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10231818800 

B-28 
104.04.21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 325 地號等 9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10332278100 

B-29 
104.04.22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 94地號等 4筆

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10331802200 

B-30 
104.08.27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三小段 607 地號等 15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文號：10430490900 

B-31 
106.12.25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一小段 780-1 地號等

2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府都新字第 10632871700 號 

B-32 
107.09.06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中山段ㄧ小段 782 地號等 32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府都新字第 1076002659 號 

B-33 
109.06.09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 355 地號等 13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府都新字第 1097001445 

B-34 
109.10.16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二小段 898 地號等 3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府都新字第 1097017217 號 

B-35 
110.01.13 劃定臺北市中山區吉林段四小段 508 地號等 17

筆土地為更新單元 府都新字第 109701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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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更新單元都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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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更新單元所在街廓及其相鄰街廓道路對側進深 30 公尺範圍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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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更新單元範圍內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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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更新單元範圍內現況照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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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更新單元範圍外及周邊現況照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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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更新單元建築物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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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更新單元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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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鄰地協調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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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公辦法令說明會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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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附錄一、、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處理情形 

  本案無。 

參、 附錄二、相關函文(公部門函覆公文) 

一、 臺北市政府文化局 110 年 7 月 13 日北市文化文資字第 1103021016 號函 

二、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水利工程處 110 年 12 月 10 日北市工水下字第

1106008485 號函 

三、 臺北市都市發展局 111 年 1 月 26 日北市都新字第 11060186602 號函 

四、 臺北市都市發展局 111 年 2 月 14 日北市都新字第 1116006126 號函 

五、 臺北市都市發展局 111 年 3 月 1 日北市都新字第 111600688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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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北市政府文化局 110 年 7 月 13 日北市文化文資字第 110302101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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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水利工程處 110 年 12 月 10 日北市工水下字第 110600848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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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北市都市發展局 111 年 1 月 26 日北市都新字第 1106018660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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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北市都市發展局 111 年 2 月 14 日北市都新字第 111600612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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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北市都市發展局 111 年 3 月 1日北市都新字第 111600688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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