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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為依據「都市計畫

法」第八十五條規定訂定，於中華民國(以下同)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九

日發布全文五十八條，嗣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七日修正發布、同年十二

月九日生效實施迄今。現考量全國都市發展政策及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都市發展特性等相關實務執行需求，爰擬具本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共計修正八條、增訂一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因前次修法作業文字誤繕，回復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發布之同

條文第二、四項文字(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二、 修正法定開挖率之計算方式，並增訂依新市鎮開發條例辦理之淡海

新市鎮特定區計畫，其開挖率回歸該都市計畫書規定辦理(修正條文

第三十七條)。 

三、 修正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基地，應取得智慧建築之分級標準(修正條

文第四十六條)。 

四、 增訂「增額容積」相關規定，並配合行政院核定之「都市型工業區

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增定排除獎勵容積上限之規定。另為利舊市

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建築之執行、配合危險及老舊建築物與

都市防災政策，修正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五、 修正綠建築及智慧建築之管理維護經費等相關規定、私人捐建公益

性設施之條件、經費及相關事項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 

六、 修正高中(職)以下之容積率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 

七、 刪除第五十五條第二項有關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其重建時

高度及建蔽率得酌予放寬之規定，併於第五十五條之一載明。(修正

條文第五十五條)。 

八、 增訂依本府專案核准及第五十五條相關規定拆除重建者，其重建時

建蔽率及高度得酌予放寬（增訂條文第五十五條之一）。 

九、 考量本市透水保水事項應有一致性標準，並應由相關主管機關訂定

專法執行，爰刪除第五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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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一條 農業區經本府

審查核准，得設置公用事

業設施、土石方資源堆置

處理、廢棄物資源回收與

貯存場及其附屬設施、汽

車運輸業所需之停車場、

客、貨運站及其必需之附

屬設施、汽車駕駛訓練

場、社會福利事業設施、

幼兒園（經本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得兼供國

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使用）、加油（氣）站（含

汽車定期檢驗設施）、面積

零點三公頃以下之戶外球

類運動場及運動訓練設

施、政府重大建設計畫所

需之臨時性設施。經核准

設置之各項設施，不得擅

自變更使用，並應依農業

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繳交回

饋金之規定辦理。 

前項社會福利事業設

施、幼兒園、加油（氣）

站及運動訓練設施之建蔽

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 

本府於辦理第一項設

施之申請審查時，應依據

實際情況，對於其使用面

積、使用條件及有關管理

第三十一條 農業區經本府

審查核准，得設置公用事

業設施、土石方資源堆置

處理、廢棄物資源回收與

貯存場及其附屬設施、汽

車運輸業所需之停車場、

客、貨運站及其必需之附

屬設施、汽車駕駛訓練

場、社會福利事業設施、

幼兒園（經本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得兼供國

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使用）、加油（氣）站（含

汽車定期檢驗設施）、面積

零點三公頃以下之戶外球

類運動場及運動訓練設

施、政府重大建設計畫所

需之臨時性設施。經核准

設置之各項設施，不得擅

自變更使用，並應依農業

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繳交回

饋金之規定辦理。 

因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七日修

正發布之作業文字誤繕，經

檢核實際執行狀況，當時係

參酌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

細則增列農業區得設置「土

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及明定

幼兒園係指「本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並無刪除第二、

四項規定之意旨，爰予恢復

為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公告發布之第二、四項規

定，惟有關原第三項增列設

施之規定，後續仍依實際需

求循程序修正本條第一項，

本次不予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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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事項，作必要之規定。 

第三十七條 各土地使用分

區之法定開挖率，建築基

地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

下者，不得超過建蔽率加

基地面積百分之二十；超

過五百平方公尺部分之面

積，不得超過建蔽率加剩

餘基地面積百分之十。 

前項各土地使用分區

之法定開挖率，其都市計

畫書有較嚴格之規定者，

從其規定。但依新市鎮開

發條例辦理之淡海新市鎮

特定區計畫之開挖率，依

都市計畫書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 各土地使用分

區之法定開挖率不得超過

建蔽率加基地面積百分之

十。但建築基地面積在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者，不得

超過建蔽率加基地面積百

分之二十。 

前項各土地使用分區

之法定開挖率，其都市計

畫書有較嚴格之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一、 鑑於原依建築規模設定

之開挖率，造成超出規

模一小部分面積即有百

分之十之開挖率之落

差，爰修正建築基地面

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部

分，其開挖率不得超過

建蔽率加基地面積之百

分之二十，並採分段計

算。 

二、 考量淡海新市鎮地區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較為特殊，其部分住

宅區現行土管規定之建

蔽率偏低。如依現行條

文檢討，勢必增加開挖

深度，故增訂淡海新市

鎮地區開挖率之計算回

歸該都市計畫書之規

定。 

第四十六條 申請基地面積

大於六千平方公尺且總樓

地板面積大於三萬平方公

尺者，應取得候選綠建築

證書及候選智慧建築證

書，並通過銀級綠建築及

銅級智慧建築分級標準以

上。 

第四十六條 申請基地面積

大於六千平方公尺且總樓

地板面積大於三萬平方公

尺者，應取得候選綠建築

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

估銀級以上。 

為推廣低碳及智慧城市，增

列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基

地，應取得銅級智慧建築之

分級標準。 

第四十七條  各土地使用分

區除依都市計畫書訂定之

增額容積、文化資產保存

第四十七條  各土地使用分

區除依本法第八十三條之

一規定可移入容積外，於

一、為提升市府建設相關公

共建設財務效能及自償

性，明定「增額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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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四十一條與第五十

條、水利法第八十二條及

依本法第八十三條之一規

定可移入容積外，於基準

容積增加建築容積後，不

得超過下列規定： 

一、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之地

區：建築基地一點五

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

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

基準容積再加其原建

築容積。 

二、前款以外之地區：建

築基地一點二倍之基

準容積。 

前項所稱增額容積，

指都市計畫擬定機關配合

公共建設計畫之財務需

要，於變更都市計畫之指

定範圍內增加之容積。 

依原獎勵投資條例、

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產

業創新條例或科學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所編定開發或

設置，且法定容積率為百

分之二百四十以下之工業

用地、工業區、產業園區

或科學園區，其擴大投資

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辦事

業計畫經工業主管機關或

科技主管機關同意，得依

基準容積增加建築容積

後，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一、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都

市更新事業之地區：建

築基地一點五倍之基

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

地零點三倍之基準容

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二、前款以外之地區：建築

基地一點二倍之基準

容積。 

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

併整體開發建築，或舊市

區小建築基地合法建築物

經本府認定無法以都市更

新或合併整理開發建築方

式辦理重建者，得於基準

容積百分之二十之限度內

放寬其建築容積額度或依

該合法建築物原建築容積

建築。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及

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

物拆除重建增加之建築容

積，依放射性污染建築物

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與第

五十五條規定辦理。 

公有土地供作老人活

動設施、老人安養設施、

公共托育設施及社會住宅

使用者，依第三十九條之

一規定辦理。 

及相關法令排除於獎勵

容積上限之計算範圍，

並參考「都市計畫法臺

灣省施行細則」部分條

文第三十四條之三規定

酌予修正，並就增額容

積定義增訂第二項規

定，前開增額容積之訂

定，應循都市計畫法定

程序辦理。 

二、考量舊市區小建築基地

合法建築物無法以都市

更新或合併整理開發建

築方式辦理重建之認定

不易，為利舊市區小建

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建

築之執行，刪除原第二

項部分文字，並調整至

第四項。 

三、配合一百零七年三月二

十七日經濟部報行政院

核定之「都市型工業區

更 新 立 體 化 發 展 方

案」，新增第第三、七項

條文，針對都市計畫範

圍內依原獎勵投資條

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產業創新條例或依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所編定開發之工業區、

產業園區或科學園區，

鼓勵其擴大投資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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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

發展方案之申請條件、項

目、額度及程序辦理容積

獎勵，不受第一項之限制。 

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

併整體開發建築，得於基

準容積百分之二十之限度

內，放寬其建築容積額度

或依該合法建築物原建築

容積建築。 

放射性污染建築物、

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與高氯離子鋼筋

混凝土建築物，經本府核

准拆除重建時增加之建築

容積，依放射性污染建築

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

速重建條例及第五十五條

等相關規定辦理，不受第

一項之限制。 

公有土地供作老人活

動設施、老人安養設施、

公共托育設施及社會住宅

使用者，依第三十九條之

一規定辦理。 

第三項容積獎勵之審

核，在中央為經濟部或科

技部，在本市為本府產業

主管機關。 

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計

畫訂定獎勵容積項目及

額度，以強化都市型產

業用地使用效能，並提

供創新產業所需空間。 

四、為鼓勵本市有危害公共

安全之虞建築物重建，

倘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危

險及老舊態樣建築物，

且經本府核准拆除重建

者，其容積獎勵上限等

規定得回歸放射性污染

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

辦法與本法第五十五條

等規定，不受本條第一

項限制。 

第四十八條  都市計畫容積

獎勵項目，應依下列原則

第四十八條  都市計畫容積

獎勵項目，應依下列原則

一、 為推動公共開放空

間、綠建築及智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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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一、獎勵額度應依各獎勵

項目可創造之環境效

益及各項效益之永續

性訂定。 

二、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或其他規定應盡

之義務應與獎勵加以

區分，且獎勵不得重

複計列。 

三、獎勵對象應明確，並

確保給予之獎勵目的

能確實達成公共利

益。 

四、獎勵項目應視都市發

展特性及限制，訂定

優先順序。 

五、具公共性獎勵標的應

訂定提供區位、產權

歸屬或管理方式等相

關配套措施，以確保

其公共性與公益性。 

六、依原獎勵投資條例、

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或產業創新條例由工

業主管機關編定開發

之工業區或產業園

區，新增或擴大投資

有助於產業環境升級

轉型者。 

都市計畫書內有規定

下列獎勵項目者，應依下

辦理： 

一、獎勵額度應依各獎勵

項目可創造之環境效

益及各項效益之永續

性訂定。 

二、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或其他規定應盡

之義務應與獎勵加以

區分，且獎勵不得重

複計列。 

三、獎勵對象應明確，並

確保給予之獎勵目的

能確實達成公共利

益。 

四、獎勵項目應視都市發

展特性及限制，訂定

優先順序。 

五、具公共性獎勵標的應

訂定提供區位、產權

歸屬或管理方式等相

關配套措施，以確保

其公共性與公益性。 

六、依原獎勵投資條例、

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或產業創新條例由工

業主管機關編定開發

之工業區或產業園

區，新增或擴大投資

有助於產業環境升級

轉型者。 

為永續利用公共開放

空間，應設置公共開放空

築，並為有效管理私人

捐建公益性空間，修正

原第二項有關管理維

護事項，另予訂定之規

定，並增列第七項應繳

納管理維護經費及其

移轉方法作為後續管

理維護之用。 

二、 原第三項條文移列至

第二項，並增加智慧建

築容積獎勵項目。 

三、 考量公益性設施獎勵

應屬全市性通案原

則，非僅限於都市計畫

書內載明者，將原第三

項第四款條文移列至

第三項，且該項各款容

積獎勵上限以不超過

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

十為限規定。 

四、 另配合前開項次修

正，將原第六項移列至

第四項，並將其所述之

項、款次，酌作調整。 

五、 為增加公共設施之識

別度，增訂第三項第一

款私人捐建公益性設

施之出入口應面臨基

地最寬之面前道路，並

增訂供公眾通行之開

放時間。 

六、 為避免限縮供公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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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規定辦理： 

一、依規定取得候選綠建

築證書或候選智慧建

築證書，並通過綠建

築或智慧建築分級評

估方式申請獎勵者，

取得黃金級綠建築或

銀級智慧建築等級，

給予不超過基準容積

百分之三之獎勵；取

得鑽石級綠建築或黃

金級智慧建築等級，

給予不超過基準容積

百分之六之獎勵。原

獎勵規定應停止適

用。 

二、依法定開挖率與建築

基地實際開挖率之差

值申請獎勵者，停止

適用。 

三、依建築物與鄰地境界

線及建築線距離、建

築物棟距及各戶配置

在消防救災半徑範圍

等提升都市防災性能

條件申請獎勵者，停

止適用。 

建築物提供部分容積

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

者，得給予不超過基準容

積之百分之二十之獎勵： 

一、私人捐建（含相對應

間管理維護基金，專戶儲

存負責管理運用。 

都市計畫書內有規定

下列獎勵項目者，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依規定取得候選綠建

築證書及通過綠建築

分級評估方式申請獎

勵者，取得黃金級者

給予獎勵額度上限不

得高於基準容積百分

之三；取得鑽石級者

給予獎勵額度上限不

得高於基準容積百分

之六，原獎勵規定應

停止適用。 

二、依法定開挖率與建築

基地實際開挖率之差

值申請獎勵者，停止

適用。 

三、依建築物與鄰地境界

線及建築線距離、建

築物棟距及各戶配置

在消防救災半徑範圍

等提升都市防災性能

條件申請獎勵者，停

止適用。 

四、建築物提供部分容積

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

用者，得予以容積獎

勵。但以不超過基準

容積之百分之二十為

行之相關設施類別，於

第三項第二、三款酌修

文字，以茲明確。另依

第三項之規定，公益性

設施應得相應之接管

機關，又其第一款至第

三款之設施，均有相應

之接管機關，為求一

致，爰於第二款及第三

款新增「接管機關同意

接收管理」之規定。 

七、 考量第三項獎勵項目

之後續執行，將後續執

行及管理維護等相關

規定分列於修正後第

五項及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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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樓地板應有土地

持分）並設置公益性

設施，其用途及規模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及接管機關

同意接收管理者，得

免計容積，並得依其

實際設置容積樓地板

面積之一倍計算獎

勵，除性質特殊者

外，應具獨立出入

口，且應面臨基地最

寬之面前道路： 

(一)作圖書館、博物館、

藝術中心、活動中

心、老人活動設施、

老人安養設施、公共

托育設施、綠色運具

接駁空間或其他供公

眾使用設施及機關辦

公相關設施，其集中

留設之容積樓地板面

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

上。 

(二)作社會住宅或產業育

成設施使用，其集中

留設之容積樓地板面

積在六百平方公尺以

上。 

二、留設與天橋、空橋、

地下道或其他類似設

限： 

(一)私人捐建（含相對應

容積樓地板應有土地

持分）並設置公益性

設施，其用途及規模

符合下列規定，經本

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及接管機關同意

接管者，得免計容

積，並得依其實際設

置容積樓地板面積之

一倍獎勵，除性質特

殊者外，應具獨立出

入口： 

1.作圖書館、博物

館、藝術中心、活

動中心、老人活動

設施、老人安養設

施、公共托育設

施、綠色運具接駁

空間等供公眾使用

及機關辦公相關設

施，其集中留設之

容積樓地板面積在

二百平方公尺以

上。 

2.作社會住宅或產業

育成設施使用，其

集中留設之容積樓

地板面積在六百平

方公尺以上。 

(二)留設與天橋、空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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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連接之全天供公眾

使用空間，並經接管

機關同意接收管理及

都設會審議通過者，

得免計容積，並得依

其實際設置容積樓地

板面積計算獎勵。 

三、設置全天供公眾使用

之天橋、空橋、地下

道、跨堤、跨河天橋

或其他類似設施，經

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並經接管機

關同意接收管理及都

設會審議通過者，其

所增加之建築面積、

樓地板面積，得免計

容積，並得依其實際

設置容積樓地板面積

計算獎勵。 

於住宅區申請捐建前

項各款設施者，應以捐建

社會住宅為優先，並提供

樓地板面積應達基準容積

之百分之五，始得申請其

他同款設施之容積獎勵。

但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

限。 

申請第三項各款設施

之獎勵者，應繳納管理維

護經費予接管機關。但申

請人承諾負責管理維護

地下道連接之供公眾

使用空間，並經都設

會審議通過，得免計

容積，並得依其實際

設置容積樓地板面積

獎勵。 

(三)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天

橋、空橋或地下道、

跨堤、跨河天橋設

施，以景觀橋樑方式

設置，經本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且經

都設會審議通過者，

所增加之建築面積、

樓地板面積，得免計

容積，並得依其實際

設置容積樓地板面積

獎勵之。該設施應由

申請人承諾負責管理

維護或接管機關同意

接管，且其下方不得

作其他使用。其因設

施調整而減少之綠化

面積，應依照建築技

術規則綠建築專章之

規定，重新檢討綠化

面積及相關規劃設計

內容，並經都設會審

議通過。 

(四)設置前三目設施者，

應由申請人捐贈管理

維護經費每月每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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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免予繳納；其管理維

護經費計算方式，由本府

另定之。 

第三項第三款設施之

下方，不得作其他使用。

其因設施調整而減少之綠

化面積，應依照建築技術

規則綠建築專章之規定，

重新檢討綠化面積及相關

規劃設計內容，並經都設

會審議通過。 

公共開放空間、綠建

築及智慧建築之起造人，

應繳納經核定之管理維護

費予本府，並於領得使用

執照後，由所有權人或依

法成立之管理委員會，向

本府申請撥付管理維護費

於其所管理之專戶，作為

管理維護之經費。 

平方公尺新臺幣五十

元共十五年予接管單

位，申請人承諾負責

管理維護者，則免予

捐贈。 

於住宅區申請捐建前

項第四款第一目至第三目

設施者，應以捐建社會住

宅為優先，並提供樓地板

面積應達基準容積之百分

之五，始得申請其他同款

設施之容積獎勵。但經本

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一條 公共設施用地

之容積率，不得超過附表

三之規定。但都市計畫書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五十一條 公共設施用地

之容積率，都市計畫書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未

規定者，不得超過附表三

之規定。 

為增進高中（職）以下學校

用地多元彈性使用，修正本

條文及附表三學校用地之容

積率規定，另附表三所稱「不

予規定」，乃係指「各該主管

機關應會同都市計畫主管機

關再行規定」之意，爰參酌

「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規

範體例，均修正為依主管機

關會同都市計畫單位核認訂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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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條 高氯離子鋼筋

混凝土建築物經報本府建

築主管機關專案核准拆除

重建者，得就原規定容積

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重

建，原無訂定容積率者，

得依重建時容積率重建，

並酌予提高。但最高分別

以不超過其原規定容積

率、重建時容積率或原總

樓地板面積之百分之三十

為限。 

第五十五條 高氯離子鋼筋

混凝土建築物經報本府建

築主管機關專案核准拆除

重建者，得就原規定容積

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重

建，原無訂定容積率者，

得依重建時容積率重建，

並酌予提高。但最高分別

以不超過其原規定容積

率、重建時容積率或原總

樓地板面積之百分之三十

為限。 

前項經專案核准拆除

重建之建築物，因基地情

況特殊，並經都設會審議

通過者，得依原建蔽率重

建。 

一、刪除本條第二項有關高

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

物，其重建時高度及建

蔽率得酌予放寬之規

定，併於第五十五條之

一載明。 

二、另本條原第二項「專案

核准拆除重建之建築

物」之定義，係指高氯

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或第五十五條之一規範

之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並屬同

一使用執照範圍內者，

得依本府建築主管機關

核准併同拆除重建之。 

第五十五條之一 依前條及

本府核准應拆除之都市計

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建築

物，得經本府核准依原建

蔽率重建及放寬建築高

度，其建築高度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一百六十四條規定計算；

其陰影面積得以不超過基

地臨接面前道路之長度與

該道路寬度乘積檢討。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速有危害公共安全

之虞建築物重建，依第

五十五條及「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等相關規定經本

府核准拆除重建者，其

重建時建蔽率及建築高

度得酌予放寬。 

第五十六條 (刪除) 第五十六條 考量都市永續

發展，建築開發行為應保

留法定空地百分之八十透

水面積，並應設置充足之

配合市府水利局「透水保水

自治條例」及「透水保水技

術規則」之發布實施，透保

水相關規定回歸前開法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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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貯留滯洪及涵養水分

再利用相關設施；其實施

範圍、送審書件及設置基

準，於都市計畫書訂之，

且其設置貯留體積不得低

於一百年以上暴雨頻率之

防洪規劃設計標準。 

  前項設施所需樓地板面

積，得不計入容積。 

制。爰刪除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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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表三 

 

公共設施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規定表 

公共設施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公園、兒童遊樂場用地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三十 

社教機構、體育場所、機關

及醫療（事）衛生機構用地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停車場用地 
平面使用：百分之十 

立體使用：百分之八十 

平面使用：其附屬設施百分之二

十 

立體使用：百分之九百六十 

車站用地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百 

郵政、電信、變電所、自來

水事業用地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港埠用地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百一十 

學校用地 百分之五十 

高中(職)以下：依實際需要，循

都市計畫程序，於都市計畫書中

訂定 

大專以上：百分之二百五十 

市場用地 百分之五十 
零售市場：百分之二百四十 

批發市場：百分之一百二十 

加油站、瓦斯加壓站用地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一百二十 

火化場、殯儀館用地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一百二十 

鐵路用地 百分之七十 
依實際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

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屠宰場用地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三百 

墳墓用地 百分之十（作為納骨塔使用） 百分之四十 

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依實際需要，循都市計畫程

序，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依實際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

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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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三 

 

公共設施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規定表 

公共設施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公園、兒童遊樂場用地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三十 

社教機構、體育場所、機關

及醫療（事）衛生機構用地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停車場用地 
平面使用：百分之十 

立體使用：百分之八十 

平面使用：其附屬設施百分之二

十 

立體使用：百分之九百六十 

車站用地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百 

郵政、電信、變電所、自來

水事業用地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港埠用地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百一十 

學校用地 百分之五十 

國中以下：百分之一百五十 

高中（職）：百分之二百 

大專以上：百分之二百五十 

市場用地 百分之五十 
零售市場：百分之二百四十 

批發市場：百分之一百二十 

加油站、瓦斯加壓站用地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一百二十 

火化場、殯儀館用地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一百二十 

鐵路用地 百分之七十 不予規定 

屠宰場用地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三百 

墳墓用地 百分之十（作為納骨塔使用） 百分之四十 

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依實際需要，循都市計畫程

序，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依實際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

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