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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計畫區座落於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區東南側，伸港國

中（第二校區）西側土地。61 年 6 月 30 日伸港都市計畫發布實

施即劃設為公園用地，75 年第一次通盤檢討變更為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公兒二）。嗣後於 78 年辦理「變更伸港都市計畫

（第一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案」，附帶條件變更為住宅區，規

定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含配置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

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並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發布

實施後始得發照建築。92 年第二次通盤檢討及 105 年第三次通盤

檢討增訂辦理期限，應於本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之日（105 年 4

月 20 日）起三年內辦理細部計畫，否則於下次通盤檢討時變更為

適合之公共設施用地。 

因此，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願意依都市計畫

法第 24 條規定，自行擬定細部計畫，研提擬定伸港（水尾地區）

都市計畫（原「公兒二」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變更為住宅區）

細部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並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積極引導土地之有效利用以及促進都市之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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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令依據 

依據「變更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規定，原「公兒二」變更為住宅區之附帶條件：

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含配置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公

平合理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並應於本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之日

起三年內辦理細部計畫，否則於下次通盤檢討時變更為適合之公

共設施用地。 

土地所有權人依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

細則第 8條規定，自行擬定細部計畫。 

第三節 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區東南側，東以文

二用地（伸港國中第二校區）為界，西臨住宅區，北側以三二-

8M計畫道路為界，南以四-12M計畫道路為界。 

原公兒二計畫面積於 75 年「變更伸港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書記載為 1.1890 公頃，當時計畫圖係 61 年以人工平板測

量方式測製，面積量測精準度不足。伸港鄉公所於 89 年 9 月 18

日 89伸鄉建字第 8955號公告完成都市計畫圖重製。 

因本案原公兒二與學校用地之分區界線所涉之 R1135、R1143

都市計畫樁位係民國 70 年由土地測量局提供未經公告之樁位資料，

採用地籍座標系統，僅得作為參考樁位（詳圖 1-1）。 

依和美地政事務所提供民國 72 年間地籍重測資料，原公兒二

與學校用地之分區界線所涉之都市計畫樁位為 S1135、S1143，並

據以分割地籍，嗣後於 73 年配合地籍圖重測辦理伸光段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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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1地號第一次登記（詳圖 1-2）。 

伸光段 296-1 地號於 76 年撥用予伸港國民中學管理；伸光段

124、298 地號分別於 79 年及 90 年經徵收取得。上開地號係依重

測分割成果辦理，伸港國民中學取得開闢之學校用地範圍，尚符

合原都市計畫意旨。 

爰此，本案依 108年 6月 14日「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

原公兒二細部計畫重劃作業之都市計畫配合事項暨樁位疑義」研

商會議決議，原公兒二與學校用地之分區界線應依伸港國民中學

徵收及撥用範圍地籍展繪線展繪，另 R1135 及 R1143 兩樁位不予

採用。 

本案計畫範圍依重製圖量測面積為 1.0993 公頃，依修正分區

界線確認計畫範圍地籍業依樁位分割，故以地籍面積 1.0799 公頃

為計畫面積，惟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計畫位置示意圖詳圖 1-3；計畫範圍示意圖詳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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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地籍樁位套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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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地籍參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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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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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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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第一節 發布實施歷程 

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於 61 年 6 月 30 日發布實施，爾

後於 75 年、78、92 年及 105 年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

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第二次通盤檢討及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期間共辦理 4 次個案變更及 3 次擬定細部計畫案，詳表

2-1 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歷次通盤檢討、個案變更及細部

計畫案一覽表。 

 

表 2-1  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歷次通盤檢討、個案變更及細部

計畫案一覽表 

編號 性質 計畫名稱 核准日期文號 
發布實施 

日期文號 

1 擬定計畫 擬定伸港都市計畫  61.06.30 

2 個案變更 變更伸港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

工業區及農業區為道路用地 

70.07.31 府 建

469600號 

 

3 通盤檢討 變更伸港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 

75.08.25 府建四字

第153715號 

75.09.02 府建都字第

134568號 

4 通盤檢討 變更伸港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

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 

78.07.03 府建四字

第153520號 

78.07.11 彰府建都字第

12448號 

5 細部計畫 擬定伸港都市計畫(原「機一」機

關用地變更為商業區)細部計畫案 

86.07.25 府建四字

第164105號 

86.08.07 彰府工都字第

141325號 

6 細部計畫 擬定伸港都市計畫(原「公兒四」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變更為住

宅區)細部計畫案 

86.07.25 府建四字

第164106號 

86.08.07 彰府工都字第

141324號 

7 細部計畫 擬定伸港都市計畫(原「公兒三」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變更為住

宅區)細部計畫案 

86.07.25 府建四字

第164107號 

86.08.07 彰府工都字第

141328號 

8 通盤檢討 變更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 

92.9.30 台內中營字

第0920089248號 

92.10.08 府城計字第

092018790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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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歷次通盤檢討、個案變更及細部

計畫案一覽表（續） 

編號 性質 計畫名稱 核准日期文號 
發布實施 

日期文號 

9 個案變更 變更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 

93.8.13 台內中營字

第0930085834號 

93.08.25 府城計字第

0930160247A號 

10 個案變更 變更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

（部分農業區、住宅區、綠地

（兼溝渠使用）為道路用地） 

99.1.5 台內中營字

第0980812804號 

99.01.13 府建城字第

0990010609A號 

11 個案變更 變更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變

更擴建期程) 

99.5.3 台內中營字

第0990803214號 

99.05.13 府城計字第

0990116804A號 

12 通盤檢討 變更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

段） 

105.03.11 台內營字

第1050802981號 

105.04.20 府建城字第

1050121388A號 

資料來源：彰化縣政府。 

 

第二節 現行主要計畫內容概要 

現行主要計畫為 105 年 4 月 20 日發布實施「變更伸港（水

尾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內容概

要說明如下： 

一、計畫範圍及目標年 

本計畫範圍以水尾地區新港路與中山路交叉口為中心，東

西寬約 1,600 公尺、南北長約 1,400 尺，總計畫面積為 222.99

公頃。計畫區內涵蓋新港村、埤墘村、七嘉村、泉厝村、泉州

村等五村部分面積。計畫年期為民國 115年。 

二、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12,000 人，居住粗密度為每公頃 54 人，居住

淨密度為每公頃 1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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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住宅區 

以現有聚落為基礎，劃設住宅鄰里單元，住宅區面積

77.0272公頃，占總計畫面積之 34.54%。 

（二）商業區 

劃設鄰里商業區，面積 7.4222 公頃，占總計畫面積之

3.33%。 

（三）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面積公頃 15.3492，占總計畫面積之

6.88%。 

（四）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1 處，面積公頃 0.1200，占總計畫

面積之 0.05%。 

（五）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為 80.2790 公頃，

占總計畫面積之 36.00%。 

四、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1 處，面積 0.1400 公頃，占總計畫面積

之 0.06%。 

（二）機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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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機關用地 1 處，面積 0.2580 公頃，占總計畫面積

之 0.12%，供伸港鄉圖書館使用。 

（三）社教用地 

劃設社教用地 1 處，面積 0.3731 公頃，占總計畫面積

之 0.17%，供伸港鄉立托兒所及伸港鄉老人文康中心使用。 

（四）學校用地 

共劃設學校用地 3 處，面積合計 7.3951 公頃，占總計

畫面積之 3.32%。 

（五）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共劃設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3 處，面積合計

1.3434公頃，占總計畫面積之 0.60%。 

（六）綠地（兼溝渠使用） 

沿六股幹線、六股排水及月眉排水渠道劃設綠地（兼

溝渠使用），面積 3.3734公頃，占總計畫面積之 1.51%。 

（七）園道用地（兼溝渠使用） 

劃設園道用地（兼溝渠使用），面積合計 0.4646 公頃，

占總計畫面積之 0.21%。 

（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 處，面積 0.2400 公頃，占總

計畫面積之 0.11%。 

（九）停車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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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劃設停車場用地 2 處，面積合計 0.3165 公頃，占總

計畫面積之 0.14%。 

 

表 2-2  變更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

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比例(1) 

(%) 

比例(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77.0272 53.97 34.54 

商業區 7.4222 5.20 3.33 

乙種工業區 15.3492 10.76 6.88 

加油站專用區 0.1200 0.08 0.05 

農業區 80.2790 --- 36.00 

小計 180.1976 70.01 80.8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市場用地 0.1400 0.10 0.06 

機關用地 0.2580 0.18 0.12 

社教用地 0.3731 0.26 0.17 

學校用地 7.3951 5.18 3.32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3434 0.94 0.60 

綠地（兼溝渠使用） 3.3734 2.36 1.51 

園道用地 

（兼溝渠使用） 
0.4646 0.33 0.2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2400 0.17 0.11 

停車場用地 0.3165 0.22 0.14 

道路用地 27.8431 19.51 12.49 

人行步道用地 1.0452 0.73 0.47 

小計 42.7924 29.99 19.19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1) 142.7110 100.00 --- 

計畫總面積(2) 222.9900 ---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1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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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105.04。 

 

圖2-1  變更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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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系統計畫 

（一）聯外道路 

1 一號道路（新港路），向北接省道臺 17 線可至臺中，往

南通往和美，計畫寬度為 15公尺。 

2.二號道路（中山路），往東止於一號道路，往西經省道

臺 17號可至線西、鹿港，計畫寬度為 15公尺。 

3.三號道路（中山東路），西接二號道路，東經中興路一

段（縣道 134 線）名為中華路，往東可至汴頭村，接

彰新路（縣道 139 線）可通國道 3 號及彰化市，計畫

寬度為 12公尺。 

4.五四號道路（中興路一段），為縣道 134 線，南北皆與

一號道路相接，北往臺中、南至和美，計畫寬度為 20

公尺。 

5.臺 61 乙線（彰濱聯絡道），貫穿計畫區北側，東往和美

接國道 3 號，西接西濱快速道路（臺 61 線），計畫寬

度為 40公尺。 

（二）區內道路 

1.配設區內主要道路，其計畫寬度為 12公尺。 

2.配設區內次要道路，其計畫寬度為 10公尺。 

3.配設出入道路，其計畫寬度為 8公尺及 6.8公尺。 

（三）道路用地面積 

本計畫劃設道路用地面積合計 27.8431 公頃，占總計畫

面積之 12.47%。 

（四）人行步道 

本計畫畫設人行步道用地面積合計 1.0452 公頃，占總

計畫面積之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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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32 條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規定訂定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280%。 

（四）乙種工業區之管制內容如下： 

1.乙種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2. 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應指定建築物前、後院均須

退縮建築（前院深度至少為 4 公尺，後院深度至少為 3

公尺），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至少 50%須綠化植栽，

以為安全隔離及提升景觀品質。退縮建築之空地得計

入法定空地。 

3. 乙種工業區得作為公共服務與公用事業暨部分一般商

業設施使用，並依「彰化縣都市計畫甲種及乙種工業

區申請設置公共服務與公用事業暨部分一般商業設施

使用案件處理原則」之規定。 

（五）加油站專用區之管制內容如下: 

1.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2.加油站專用區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26 條規定

兼供便利商店等項目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F(商)/F(總)≦1/3，P= 20% × F(商)/F(總) = A， 

   35% × F(商)/F(總)=B，(A+B)/2=回饋比例。 

(2)捐贈公共設施用地或繳納代金、回饋時機、對象應依

「彰化縣都市計畫區土地變更回饋審議原則」辦理。 

3.作加油站本業使用，但不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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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條規定兼供便利商店等項目使用且維持原使用強度

者，則免回饋。 

（六）公共設施用地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列

規定：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機關 50 250 

社教 50 250 

學校 
國中 50 150 

國小 50 150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15 30 

市場 60 240 

廣場兼停車場 10 20 

停車場 
立體設計 80 720 

平面設計 10 2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允建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 50 平方公

尺，建築物簷高不得超過 4 公尺，建物除作管理室、

公共廁所、收費亭及停車場相關附屬設施外，不得作

為其他使用。 

（七）公共設施用地申請建築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 3 公尺。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

計入法定空地。 

（八）考量都市發展，訂定退縮標準如下。但基地情形特殊經

提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1. 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上基

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強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

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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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

建築。(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

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路為

退縮面，兩面道路寬度相同

者，擇一退縮，惟另一側仍應

退縮 2米無遮簷人行步道。) 

1.臨道路境界線 2 公尺範圍部分應留設無

遮簷人行步道，其餘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籬。 

2.退縮建築部份均得計入法定空地。 

3.退縮建築後免再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之規定留設法定騎樓。 
商業區 

2. 第一款以外地區，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

理。 

（九）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

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

間，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

空間。 

（十）臨 4 米人行步道之建築基地，應退縮 2 公尺以上指定建

築，退縮部分應植栽綠化或供公眾通行使用，不得設置

圍籬及障礙物，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十一）為鼓勵基地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訂

定下列獎勵措施： 

1. 有關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勵部分依「建築技術規則」

相關規定辦理。 

2. 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

提供之樓地板面積。但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

積率之 2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

青少年、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

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

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

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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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十二）為促進建築基地植栽綠化與涵養、貯留、滲透雨水功

能，達成建築物節約能源目的，以及雨水或生活雜排放

水貯集、過濾、再利用，有關建築基地綠化、保水、節

約能源及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1. 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應以集中留設為原則，且該空

地綠覆率不得低於 50%，其餘法定空地之 50%，其舖

面應以透水性方式施作。 

2.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內所留設之人行步道，其

舖面應以透水性方式施作。 

3.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之綠覆面積不得低於 60％，

其中有床基之花台面積不得超過綠覆面積 10％。公園

用地應植生長高度 3 公尺以上之喬木，面積不得低於

15%，且根部應保留適當之透水性表面。應設置適當滯

洪沉砂設施，並依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之相關規

定辦理。 

4.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應留設適當之滯洪設施。 

5.整體開發地區之建築物及公眾性建築，扣除屋突及斜屋

頂後其餘 50%應作屋頂綠美化，且應採用雨水及中水

回收再利用系統，有關雨水及中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依

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之相關規定辦理。 

6.建築基地之地下室開挖率不得超過建蔽率加 10%；但商

業區以 80%為上限。 

7. 園道用地（兼溝渠使用）之綠化面積不得低於 50％為

原則，且應與綠地（兼溝渠使用）之景觀綠美化一併

考量。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它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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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本細部計畫係依據民國 78 年 7 月 11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伸

港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案」所訂之附帶條件辦

理規劃開發，其附帶條件為：「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含配置適

當之公共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並

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始得發照建築。」。92 年第

二次通盤檢討及 105 年第三次通盤檢討增訂辦理期限（詳表 2-

3）。 

本細部計畫依據法令規定、主要計畫為指導原則，並依都市

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研析並表明相關事項，作為計畫區後續開發

建設之準據，包括配合實際使用情形及規劃等因素，針對該計畫

區予以劃設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並增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事業及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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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原「公兒二」變更為住宅區附帶條件訂定歷程表 

計畫名稱 附帶條件 備註 

78.07.11 

變更伸港都市

計畫（第一期

公共設施保留

地專案通盤檢

討） 

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含配

置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與擬

具具體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

務計畫），並俟細部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始得發

照建築。 

變更理由： 

依據省訂檢討原則第三條第一項

規定伸港應留設 0.48 公頃之兒童

遊樂場，而目前劃設有 2.61 公頃

之預定地，其中公兒(一)鄉公所

正辦理市地重劃開闢中其面積為

0.521 公頃已超過應留設面積，故

將其餘公兒(二)(三)(四)(五)撤銷

並變更為鄰近使用分區。  

92.10.08 

變更伸港（水

尾地區）都市

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 

附帶條件二：應另行擬定細

部計畫（含配置適當之公共

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公平合

理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並俟

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發布

實施後始得發照建築，且應

於本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日

起二年內辦理細部計畫，否

則於下次通盤檢討時變更為

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 

修訂附帶條件 

 

105.04.20 

變更伸港（水

尾地區）都市

計畫（第三次

通 盤 檢 討 ）

（第一階段） 

附帶條件二：應另行擬定細

部計畫（含配置適當之公共

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公平合

理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並應

於本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之

日起三年內辦理細部計畫，

否則於下次通盤檢討時變更

為適合之公共設施用地。 

修訂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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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自然環境 

一、地形地勢 

伸港鄉位於彰化西北端，因處大肚溪下游，而形成沖積平

原及海濱低地兩種地形特徵。從伸港鄉東南面與和美鎮交界處，

海拔約 5 公尺左右，往西北面大肚溪出海口地勢緩降至 2~3 公

尺，區內地勢平坦，只有零星地形起伏。 

二、地質土壤 

伸港鄉地質屬於第四紀沖積層，地層屬於現代沖積層，是

屬於大肚溪之新沖積物再蓋其上而形成的，為砂頁岩及黏板岩

混合沖積土，係由大肚溪帶來河床沖積物，在沖積扇堆積，故

質地以越上游距河道越近者，粒子越粗，而沿海地區屬於泥質

灘地。 

三、氣候 

伸港鄉屬副熱帶潤濕氣候，全年溫度平均為攝氏 23.1 度，

以七月份月均溫最高，達攝氏 29度，二月份月均溫最低，為攝

氏 16.2度，氣候炎熱且幾近乾燥。 

依彰化縣水利會伸港分站六股圳測量，本鄉全年降雨量，

平均為 1053.4 ㎜，降雨集中於 4 月至 8 月，平均每月都有超過

100㎜之降雨量，雨季來臨時，降雨量為 300至 400㎜，乾季則

時有無降雨紀錄。 

風向變化主要受季風影響，東北風盛行於冬季，西南風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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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夏季。本鄉北側大肚溪口風力強勁，為全臺之冠，夏季平

均風速約在 3.6～4.1m/s 之間（約為三級風）；但冬季風速加大，

平均約在 7.0～8.1m/s 之間（約為四、五級風），沿海及河口地

區多種植防風林阻擋風勢，亦為發展風力發電之地區。 

四、水文 

伸港鄉位處大肚溪下游的南岸，水資源主要來自於大肚溪，

因集水面積廣大，故終年皆有豐富水量，地下水源除了來自雨

水的直接滲透、灌溉用水的補注外，大肚溪溪水的滲透，應為

本鄉地區主要的地下水源。由於伸港鄉地下水位受大肚溪、臺

灣海峽的水位邊界、人為抽用與降雨所影響造成地層下陷，地

下水也遭污染，來源一般為受污染的地表水下滲所致，然而在

沿海地區，常發生由海水入侵所引起的地下水位污染。 

最重要的灌溉系統福馬圳，即引用大肚溪溪水，分由排水

道引溪水至鄉境內，主要供農業灌溉使用。福馬圳分為六股和

四股兩大支線，六股圳灌溉伸港地區，四股圳則灌溉線西及和

美大部分地區。 

五、環境敏感地區 

由內政部營建署區域計畫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及環保署之資

料顯示，伸港鄉部分屬生態敏感地區、地下水補注區敏感地區、

地表水源敏感地區、洪水平原敏感地區，詳表 4-1環境敏感區位

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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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環境敏感區位彙整表 

 

 

文化景觀敏感地區 生態敏感地區 

  

地下水補注區敏感地區 地表水源敏感地區 

  

優良農田敏感地區 自然景觀敏感地區 

  

洪水平原敏感地區 地質災害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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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環境敏感區位彙整表（續） 

  

150公厘淹水深圖 300公厘淹水深圖 

  

450公厘淹水深圖 600公厘淹水深圖 

 

 

第二節 社會與產業 

一、人口 

（一）人口成長情形 

伸港鄉人口自 90 至 104 年皆呈正成長，人口由 34,474

人，成長至 36,272人，共增加 1,798人，年平均成長率為 0.38%，

人口成長有漸趨平緩之勢；本計畫區104年人口為11,734人，

占全鄉總人口數之 32.35%，年平均成長率為 0.38%，較全鄉

為低，人口成長率亦逐年下降。詳表 3-2 伸港鄉及都市計畫

區歷年人口數統計表、圖 3-1 伸港鄉及都市計畫區人口成長

變化圖。 

 



3-5 

（二）人口數及人口密度分布 

依據彰化縣統計要覽，伸港鄉 104 年底人口數為 36,272

人，密度約為 1,617人/平方公里。 

（三）戶數及戶量 

全鄉戶數從 89 年之 7,470 戶增至 104 年的 9,554 戶，共

增加 2,084戶，年平均成長率為 1.44%。戶量則從 89年之每

戶 4.56人降至 104年的每戶 3.80人，平均每戶減少 0.76人，

年平均成長率為-1.04%。 

表 3-2 伸港鄉及都市計畫區歷年人口數統計表 

年度別 

伸港鄉 水尾地區都市計畫區 全興地區都市計畫區 

人口數 

（人） 

成長率 

（%） 

人口數 

（人） 

成長率 

（%） 

人口數 

（人） 

成長率 

（%） 

90 34,474 1.26 11,575 0.13 --- --- 

91 34,777 0.88 11,580 0.04 --- --- 

92 34,968 0.55 11,580 0 --- --- 

93 35,179 0.6 11,580 0 --- --- 

94 35,440 0.74 11,610 0.26 --- --- 

95 35,536 0.27 11,630 0.17 80 --- 

96 35,724 0.53 11,645 0.13 80 0 

97 35,825 0.28 11,655 0.09 112 40 

98 35,942 0.33 11,660 0.04 120 7.14 

99 35,964 0.06 11,665 0.04 130 8.33 

100 35,985 0.06 11,667 0.02 132 1.54 

101 36,037 0.14 11,675 0.07 164 24 

102 36,114 0.21 11,698 0.20 168 3.03 

103 36,182 0.19 11,715 0.15 172 2.38 

104 36,272 0.25 11,734 0.16 178 3.49 

年平均成長率（%） 0.38 0.06 3.82 

資料來源：伸港鄉戶政事務所網站、彰化縣統計要覽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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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伸港鄉及都市計畫區人口成長變化圖 

 

二、產業 

伸港鄉產業活動主要以一級產業為主，二、三級產業為次。 

（一）一級產業 

伸港鄉的一級產業以農業與漁業最為發達，農作物生產

主要有水稻、甘藷、花生、洋蔥、蒜頭等。沿海地區常見魚

塭散佈，多以養殖牡蠣、文蛤為主。 

伸港鄉稻米產量相對於全縣及鄰近鄉鎮其產量較少，其

主因應與生產條件上受環境限制有關（地質土壤、濱海季風

等）；在其他農作物產量上，以普通作物（五穀根莖類）、特

用作物（茶葉、甘蔗、落花生…等）、洋蔥及蒜頭較鄰近鄉鎮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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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三級產業 

依據 100 年行政院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伸港

鄉二級產業人口為 10,684人，大部分以製造業為主，其從業

人數為 10,220 人，占了二、三級產業總人口 76.32%。在三

級產業中，從業人口為 2,707 人，其中批發零售業人口比例

最高，占二、三級產業總人口之 11.57%，因屬一般鄉鎮之層

級，提供之商業服務絕大部分為滿足鄉內本身需求、以經營

日常生活用品之買賣業為主，服務業居次。 

 

第三節 土地使用 

因計畫區原為未開闢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故區內土地長期閒置荒廢，

除西側現有巷道（七嘉路）貫穿計畫區外，餘為雜木林、泥土地、水泥地。 

表 3-3 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現況道路 0.0665 6.16 

空地 0.2359 21.84 

閒置（雜木林） 0.7775 72.00 

合計 1.0799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計畫區周邊，東側文二用地為伸港國中第二校區用地，目前

開放供民眾休閒運動使用。西側臨住宅區，北側與南側分別臨計

畫道路及住宅區，住宅大致沿已開闢道路兩側發展，多為 4 層以

下建築，以住宅使用為主，少部分作為商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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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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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計畫區及其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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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設施 

計畫區周邊公共設施以學校、公兒市場用地為主，學校部分

為伸港國中第二校區；北側公兒（細）尚未開闢；市場用地已開

闢完成，現為伸港鄉公有零售市場使用。詳圖 3-4周邊公共設施分布

示意圖。 

 

第五節 道路系統 

伸港鄉主要南北向聯外道路為一-15M 計畫道路（中興路），

往北銜接彰濱連絡道，向東可達二高和美交流道，向西通往彰濱

工業區；東西向聯絡道路為三-12 M計畫道路（中山東路、中華路）

向東通往汴頭村，向西通往鹿港線西。 

計畫區坐落於伸港都市計畫區東南側，經由基地南側四-12M

計畫道路（建興路）銜接西側一-15M計畫道路及北側三-12 M計

畫道路。計畫區周邊道路系統詳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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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周邊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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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周邊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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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座落於伸港鄉伸光段，計畫區面積為1.0799公頃，

其中私有土地面積為 1.0743公頃，佔計畫面積 99.48%；公有土地

面積為 0.0056公頃，佔計畫面積 0.52%。 

表 3-4 土地權屬一覽表 

土地權屬 面積（公頃） 比例（%） 備註 

私有土地 1.0743 99.48  

公有土地 0.0056 0.5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合計 1.0799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目前已取得全部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其面積合計 1.0743 公頃

同意擬定細部計畫，並以市地重劃方式進行整體開發，已達都市

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八條第二項第三款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五

分之三以上及其所有土地總面積超過私有土地總面積三分之二同

意之規定。 

表 3-5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人數及面積統計表 

私有土地人數 
總人數（人） 同意人數（人） 同意比例（%） 

3 3 100.00 

私有土地面積 
總面積（公頃） 同意面積（公頃） 同意比例（%） 

1.0743 1.0743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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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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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目標與規劃構想 

第一節 計畫目標 

一、依主要計畫變更為住宅區之精神，本細部計畫區應提供適當公

共設施，以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二、以整體開發方式，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公共設施及開發費

用，以減少政府財務負擔，符合公平原則。 

第二節 規劃構想 

一、考量住宅區建築基地深度及居民進出之方便性，配合現有巷道

（七嘉路）路型，於基地西側劃設南北向 8M計畫道路與聯外

道路銜接，除促進交通便利外，亦為緊急防救災使用。 

二、為提供社區居民及周圍里民之日常生活休閒活動場所，於基地

北側規劃一處公園用地，倘未來有設置活動中心需求，得另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辦理。 

三、為型塑優質的生活空間環境，計畫區中央劃設一處廣場用地，

工程設計可與住宅社區中庭整體規劃，增加視覺景深，營造社

區舒適開放空間。 

四、計畫區西南側毗鄰住宅區之土地現為區外既有建物通行使用，

因形狀畸零，難以建築利用，劃設為廣場用地，以不妨礙區外

既有建物將來指示(定) 建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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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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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質發展計畫 

第一節 計畫年期 

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本計畫之計畫年期訂為民國 115年。 

第二節 計畫人口與密度 

依主要計畫居住淨密度每公頃 142 人推估，本計畫區之計畫

人口約可容納 107人。故將本計畫區之計畫人口訂為 107人。 

第三節 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總面積為 1.0799公頃，依「彰化縣都市計畫區土地變

更回饋審議原則」，應回饋 30%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故規劃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應不低於 0.3240公頃（1.0799×30%＝0.3240）。

本計畫劃設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0.3260公頃，符合上開規定。 

一、住宅區 

計畫區以劃設住宅區為主，劃設面積 0.7539 公頃，佔計畫

區面積之 69.81%。 

二、公園用地 

為創造睦鄰及提供鄰里居民休閒活動空間，基地北側規劃

一處公園用地，劃設面積 0.0937公頃，佔計畫區面積之 8.68%。 

三、廣場用地 

劃設二處廣場用地，劃設面積 0.0637 公頃，佔計畫區面積

之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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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路用地 

考量住宅區建築基地深度及居民進出之方便性，配合現有

巷道（七嘉路）路型，於基地西側劃設南北向 8M 計畫道路與

聯外道路銜接，劃設面積 0.1686公頃，佔計畫區面積之 15.61%。 

表 5-1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一覽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

用分區 

住宅區 0.7539 69.81 

小計 0.7539 69.81 

公共設

施用地 

公園用地 0.0937 8.68 

廣場用地 0.0637 5.90 

道路用地 0.1686 15.61 

小計 0.3260 30.19 

總計 1.0799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表 5-2 公共設施面積檢討表 

項目 
本案劃設 

（公頃） 
檢討標準 

需要面積 

（公頃） 

超過或不足

面積（公頃） 

公園用地 0.0937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廣場用地 0.0637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道路用地 0.1686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公園、綠地、廣場、

體育場、兒童遊樂場 
0.1574 不得低於總面積 10%。 0.1080 ＋0.049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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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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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交通系統計畫 

為配合整體交通動線銜接道路系統，計畫區內劃設 8M 道路

一條銜接主要計畫道路，另配合廣場用地及住宅區內自行留設通

路規劃，除利於聯繫區外道路外，亦為緊急防救災使用。 

 

圖5-2 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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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都市防災計畫 

一、計畫區周邊災害特性 

（一）自然因素 

本計畫區地勢平坦，無坡地開發地區，亦無斷層經過地

區，歷年颱風、洪氾及水災方面並無重大災害產生，惟六股

圳排水於伸港國中周邊兩段區域有易淹水之情況。 

（二）社會因素 

計畫區周邊建物建材以 RC 鋼筋混凝土造及磚造居多，

且多直接臨 8公尺或 8公尺以上道路，消防車灌救容易。惟

部分計畫道路尚未開闢，舊有農村聚落巷道狹窄，對於災害

發生時救援及避難造成影響。 

二、都市計畫防災策略 

有關本計畫都市防災之策略分述如下： 

（一）控制發展密度，實施容積率、建蔽率之管制。 

（二）提供流暢的疏散空間，且適當配置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三）開放空間的配置，如綠地、廣場及道路系統用以區隔災害

源及防範其蔓延，寬闊的道路作為緊急疏散道路。 

（四）落實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限制使用類別，並儘量避免混合

使用，維持本計畫區以居住為主之土地利用型態。 

（五）預報預警系統的建立，建議成立防災指揮中心與預報預警

系統。 

綜合以上分析，建立本計畫之都市防災系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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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計畫防災規劃原則 

（一）防災規劃原則 

防災規劃可區分為建築群防災、防災避難動線及防災避

難場所等。規劃原則如下： 

1. 消防安全區劃設：適當配置及闢建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如：綠地、廣場、道路。 

2. 救災疏散動線：配合道路系統建立消防救災及人員避難

路線，並保持其通暢。 

3. 防災避難場所：學校用地及綠地用地等開放空間提供作

為避難、集合、救護之場所。 

 （二）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 

1.消防車輛救災動線指導原則 

供救助五層以下建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道路或通路，至

少應保持三．五公尺以上之淨寬，及四．五公尺以上之淨高。

道路轉彎及交叉路口設計應考量適合消防車行駛需求。 

2.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之指導原則 

供救助五層以下建築物，消防車輛救災活動所需空間淨

寬度為四．一公尺以上。 

四、防救災據點 

（一）防救災指揮中心 

以伸港國中第二校區為地區指揮站。 

（二）臨時避難場所 

此層級主要因空間阻隔或其他因素，暫時無法直接進入

較高層級之避難空間，其設備及設施較為缺乏，無法提供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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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生活保障。故指定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

停車場用地及外圍農業區等開放空間為臨時避難場所。 

（三）臨時收容場所 

此層級須擁有較完善的設施及可提供庇護之場所，故指

定計畫區周邊學校用地及社教用地為臨時收容場所。 

（四）中長期收容場所 

災害若於長時間內無法重建，則需針對受災民眾提供中

長期的收容場所，其場所以擁有完善設施及可供庇護之場所，

包括學校用地及社教用地等。 

疏散方向原則上以都市發展用地外圍之空曠地區（如農

業區）或都市之開放空間（如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等）為疏散方向。 

五、防救災路線系統 

依「都市計畫防災規劃手冊」之防災道路劃設原則，20 米

以上道路為緊急道路；15 米以上道路為輸送、救援道路；8 米

以上為避難道路。 

本計畫區防災道路之規劃係 20米中興路（縣 134）為緊急

道路；15米新港路及 15米中山路為救援道路。其它 8米以上道

路包括、中山東路、中華路為屬避難道路。 

有關本計畫區之防災系統規劃，詳參圖 5-3都市防災系統示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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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都市防災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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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5條規定

訂定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三、公園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15%，容積率不得大於 30%。 

四、本計畫訂定退縮建築規定如下，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本縣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5 公尺建築。

（如屬角地且兩面

道路寬度不一時，應

以較寬道路為退縮

面，兩面道路寬度相

同者，擇一退縮，惟

另一側仍應退縮 2

公尺留設無遮簷人

行步道。） 

1.臨道路境界線 2 公尺範圍部分應

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其餘退縮

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

置圍籬。 

2人行步道不得設置變電箱（盤）、

電信箱、豎立廣告物、招牌。 

3.臨接學校用地側之建築物至少需

退縮 2公尺以上建築。 

4.退縮建築部分均得計入法定空地。  

5.退縮建築後免再依彰化縣建築管

理自治條例之規定留設法定騎

樓。 

6.法定空地之空間應覆土、植栽綠

化。 

公園用地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5 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之

必要者，圍牆應自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公尺。 

五、 住宅區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250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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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 150平方公

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六、 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

板面積。但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20%為限。 

（一）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

少年、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

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二）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七、都市設計審議範圍與審議程序如下： 

（一）建築基地面積在 3000平方公尺以上（含），及採綜合設

計鼓勵辦法或採容積獎勵者，應依「彰化縣都市設計審

議作業程序」標準程序審議者。 

（二）建築基地面積在 500平方公尺以上（含）及 3000平方

公尺以下（不含）者，得依「彰化縣都市設計審議作業

程序」簡化程序審議。 

（三）建築基地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下（不含），由彰化縣

政府建管單位逕行審核。 

八、基地保水及開挖率管制 

為促進建築基地植栽綠化與涵養、貯留、滲透雨水功能，

達成建築物節約能源目的，以及雨水或生活雜排放水貯集、過

濾、再利用，有關建築基地綠化、保水、節約能源及雨水或生

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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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綠覆率不得低於 50%，其餘法定空

地之 50%，其舖面應以透水性方式施作。 

（二）整體開發地區之建築物及公眾性建築，扣除屋突及斜屋

頂後其餘 50%應作屋頂綠美化，且應採用雨水及中水回

收再利用系統，有關雨水及中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依建築

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建築基地開挖率 

1.建築物樓層之設置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認定為地面

層且未設置地下層者，得免檢討開挖率計算；其餘部

分由縣政府於審查建築申請時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2.為確保地下水補注及增加透水性面積，本細部計畫各

建築基地地下層開挖範圍應以各該基地之法定建蔽

率加 10%為其最大開挖範圍，惟如基地情況特殊經本

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四）公共設施之保水及相關規定 

1.為增加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公園用地之綠化面積不

得低於 60%，其中至少 80%應為透水性表面或舖面，

有床基之花臺面積不得超過綠化面積 10%。 

2.為降低開發區暴雨逕流，公園用地、廣場用地應增加

地表粗糙度加強人工植生，以使用植草磚、透水瀝青

混凝土等透水性鋪面為原則，並增加自然綠地及植生

保存之設計，且基地面積 1/2以上應為透水層。 

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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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都市設計準則 

本原則係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七點訂定，做為都市設

計審議時之參酌。 

一、 道路設計 

（一） 為維護良好人行空間，建築退縮留設之無遮簷人行步道、

道路設施帶，應與鄰接之道路排水溝需保持適當之高

程。 

（二）本細部計畫區之公用設施、設備及街道家俱需配合道路

規劃一併整體設計並加以景觀美化處理。 

（三）廣二用地應併道路工程進行整體規劃設計，以確保路型

順接及路口安全性。 

二、 建築退縮留設之無遮簷人行步道設計原則 

（一）配合都市風貌塑造步行空間。 

（二）配合周圍環境選用適當之色彩、質感與形式的舖面材料。 

（三）舖面以不滑、易於行走及方便保養維護的材料為主，離

開主要人行步道之處，可選用較粗糙的材質。 

（四）人行步道邊緣應有適當的收邊處理，如利用暗色之混凝

土板條、卵石或紅磚等為收邊材料。若與綠地連接，則

可順其坡度自然排水。 

三、 建築附屬設施物管制 

（一）本細部計畫區內建築附設之廣告物招牌，不得妨礙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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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救援逃生之主要路線。 

（二）建築物之附屬設施物應考量整體景觀規劃配置。 

四、 景觀植栽及綠化原則 

（一）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

木。 

（二）植栽綠化內容宜利用喬木、灌木、草花、地被植物及草

坪為原則。 

（三）植栽之落果或落葉（花）大小，以不影響騎乘或人行安

全為宜。 

五、 其他 

（一）本原則未載明事項依「彰化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

辦法」及「彰化縣都市設計審議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二）如基地條件特殊或有特殊規劃設計理念者，經本縣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免受本原則全部或部分內

容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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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第一節 開發方式 

依據變更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

一階段）案之規定，有關本計畫區開發之附帶條件為「應另行擬

定細部計畫（含配置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之

事業及財務計畫）」。 

故遵循主要計畫之規定，以不增加政府機關之財政壓力，並

符合計畫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公平負擔原則，採市地重劃或捐贈

方式進行開發。 

第二節 財務計畫 

本計畫若採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公共設施用地列入市地重劃

共同負擔，即土地所有權人按受益比例共同分擔；工程方面，公

園用地、廣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等工程由重劃會負責開發，其開發

經費列入共同負擔項目，亦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按所占比例共同

分擔，並以計扣抵費地方式折價抵付。 

本計畫若採捐贈方式辦理回饋，應將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包

括公園、廣場及道路用地），於請領使用執照前完成開闢並捐贈

予彰化縣政府。且本案於都市計畫公告發布實施前，應由申請人

與彰化縣政府簽訂回饋協議書，作為後續執行之依據。 

本細部計畫區事業及財務計畫詳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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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事業及財務計畫概估表 

公共設施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工

期限 

經費

來源 

徵

收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捐

贈 

整地

費 

工程

費 

合 

計 
   

公園用地 0.0937     75 375 450 重 

劃 

會 

/ 

申 

請 

人 

本計

畫發

布實

施後 3

年內 

市地

重劃 

共同

負擔 

/ 

自有

資金

及銀

行貸

款 

廣場用地 0.0637     51 223 274 

道路用地 0.1686     135 674 809 

合計 0.3260     261 1,272 1,533    

註 1：本表之經費概估僅供參考，實際之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實際發展需要酌

予調整。 

註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附件一  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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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原「公兒二」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樂場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 

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 

 
 

壹、辦理重劃原因 

一、遵循都市計畫之規定：本案基地係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附帶

條件整體開發地區，原為「公兒二」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於 78 年辦理「變更伸港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案」

時，附帶條件變更為住宅區，規定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含配置適

當之公共設施用地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並俟細

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始得發照建築。嗣後於 92年第二

次通盤檢討及 105 年第三次通盤檢討增訂辦理期限，即應於本次通

盤檢討公告實施之日（105 年 4 月 20 日）起三年內辦理細部計畫，

否則於下次通盤檢討時變更為適合之公共設施用地。 

二、減少都市閒置土地：本案基地自民國 61年劃定為公共設施用地，在

達成上述附帶條件之前係屬無法申請建築使用之土地，迄今已閒置

超過 40年。基於都市整體發展之考量，促進土地有效利用及保障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遂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行擬定細部計畫，並以

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促進都市發展與地方繁榮。 

三、基於土地經濟性與負擔公平性考量：辦理「市地重劃」可將重劃區

內雜亂不整、畸零細碎之土地予以交換分合成為一方整之地形，且

重劃後可立即建築使用。同時配合公共設施的興建更可促進土地經

濟有效利用，進而改善都市環境品質，重劃後土地所有權人獲得之

土地價值亦相對提高。故區內多數土地所有權人亦認同「市地重劃」

為較公平合理的開發方式，願意依市地重劃相關辦法之規定共同負

擔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開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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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本計畫區座落於彰化縣伸港鄉伸光段，依「伸港（水尾地區）都市

計畫（原「公兒二」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

指定重劃範圍為重劃開發範圍，其四至如下： 

東界：以伸港國中（第二校區）西側為界。 

西界：以住宅區東側為界。 

南界：以四-12M計畫道路北側為界。 

北界：以三二-8M計畫道路南側為界。 

圖一 地籍範圍示意圖 

伸港鄉伸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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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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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土地使用計畫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0.7539 69.81 

小計 0.7539 69.81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0.0937 8.68 

廣場用地 0.0637 5.90 

道路用地 0.1686 15.61 

小計 0.3260 30.19 

總計 1.0799 100.00 

註：本表所列變更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肆、土地權屬分析 

本區土地總面積約 1.0799公頃，土地所有權人總數為 4人，列表如

下：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數（人） 面積（公頃）  備註  

公有  1 0.0056  

私有  3 1.0743  

未登記  － －  

總計  4 1.0799  

註：表列面積係依土地登記謄本面積摘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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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情形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總人數 同意重劃人數 未表示意見人數 

人數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3 3 100.00 0 0.00 

 

私有土地面積 

總面積 同意重劃面積 未表示意見面積 

公頃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1.0743 1.0743 100.00 0.0000 0.00 

陸、市地重劃財務分析 

一、重劃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等抵充土地面積 

公有土地面積：0.0056公頃 可抵充公地面積：0.00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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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一）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0.3260公頃。 

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 

未登記地等抵充地面積 

＝0.3260－0.0000 

＝0.3260公頃 

（二）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30.19％。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 

及未登記地等抵充地面積－原公有土地按原位置、原面積指配面

積）÷（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抵

充地面積）×100％ 

＝0.3260÷（1.0799－0.0000）×100％ 

＝ 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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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估費用負擔 

（一）預估工程項目及其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之總額： 

項目 金額（元） 說明 

工 

程 

費 

用 

整地工程 8,639,200 

應以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工程設

計預算書所載工程細目及金額

為準 

道路工程 6,744,000 

公園用地工程 3,748,000 

廣場用地開闢工程 2,229,500 

公用設備管線工程 2,121,500 
應以電力、電信及自來水等事業

單位開立憑證之工程結算金額

為準 
工程費用合計 23,482,200  

重 

劃 

費 

用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500,000 
應以經會員大會通過並辦理公

告之金額為準 

重劃作業費 1,500,000 
含各項重劃業務、地政規費、估

價師簽證費及相關行政費用 

重劃費用合計 2,000,000  

貸款利息 1,340,364 
依 108年 7月 3日五大銀行平均

基準利率 2.63％；計息 2年 

總  計 26,82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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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估費用負擔比率：12.42％。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重劃後平均

地價×（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

地等抵充地面積）〕× 100％ 

＝（23,482,200+2,000,000＋1,340,364）÷〔20,000×（10,799－0）〕× 100

％ 

＝12.42％ 

四、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30.19％＋12.42％＝42.61％ 

五、財務計畫 

（一）資金需求總額：新台幣 26,822,564元整。 

（二）財源籌措方式：本案以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所

需經費將由重劃理事會籌措支應。 

（三）償還計畫：土地所有權人以其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並以重劃後

抵費地出售款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六、重劃預定實施進度 

本案預定進度為都市計畫發佈實施後三年內完成市地重劃作業

（必要時應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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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期效益 

一、本區重劃開發完成後政府可無償取得公園用地、廣場用地及道路等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合計 0.3260公頃；並開發可建築用地 0.7539

公頃，對促進土地利用開發、提高土地經濟價值及加速地方繁榮等，

均有相當可觀的實質助益。 

二、本區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其公共設施用地及工程費由土地所

有權人共同負擔，可節省政府徵購公共設施用地費用約 48,780,032

元及建設經費約 15,329,500元，總計約 64,109,532元。（註：徵購公

共設施用地費用以 108年平均公告現值加四成估算。） 

三、重劃區土地係配合都市計畫規劃內容進行整體開發，並完成各項公

共設施建設，除地價上漲外，可使環境美化，形成良好居住環境，

且重劃後地籍重新整理，便於管理，減少土地經界糾紛，健全地籍

管理。 

捌、市地重劃綜合評量 

項目 極有利條件 有利條件 尚可條件 不利條件 極不利條件 

一.都市計畫 

指定開發

方式 

V     

指定應以市地重

劃開發 

指定以整體方式

開發 

指定以無償提供

公共設施用地方

式開發 

未指定開發方式 
指定非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 

優先發展

順序 

  V   

優先發展區 次優先發展區 未規定先後順序 後期發展區 暫緩發展區 

公共設施

用地平均

負擔比例 

  V   

共同負擔公共設

施比例在 15%以

下者 

共同負擔公共設

施比例超過 15%

未滿 25%者 

共同負擔公共設

施比例超過 25%

未滿 35%者 

共同負擔公共設

施比例超過 35%

未滿 45%者 

共同負擔公共設

施比例超過 45%

者 

二.土地所有

權人意願 

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

比例 

V     

90%（含）以上同

意 

70%（含）以上同

意 

半數（含）以上

70%以下同意 

不 足 半 數 30%

（含）以上同意 
30%以下同意 

 

私有土地

面積同意

比例 

V     

90%（含）以上同

意 

70%（含）以上同

意 

半數（含）以上

70%以下同意 

不 足 半 數 30%

（含）以上同意 
30%以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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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極有利條件 有利條件 尚可條件 不利條件 極不利條件 

三.地區發展

潛力 

重劃區之

區位 

V     

鄰當地商業中心

且公共設施完善 

與當地商業中心

有距離鄰近公共

設施完善 

鄰近公共設施普

遍 

鄰近公共設施不

完善 

鄰近缺乏公共設

施 

聯外交通

情形 

V     

長短程均極方便 
長程普遍、 

短程便利 
長短程均普遍 長程或短程不便 

長程或短程極不

便 

區內及相

鄰地區有

無重大建

設設施或

開發計畫 

  V   

已具有重大建設

設施或確定之開

發計畫 

重大建設開發計

畫擬定或評估中 

無重大建設開發

計畫之考量 
－ － 

四.人口成長

情形與建

地需求量 

建地需求

量 

  V   

重劃區外圍住宅

區發展比例已屆

飽和，向重劃區內

延伸發展需求甚

高者 

重劃區外圍住宅

區發展比例高，有

向重劃區內延伸

發展需求者 

重劃區外圍住宅

區發展比例近期

有向重劃區延伸

發展可能者 

重劃區外圍住宅

區 發 展 比 例 不

高，暫無向重劃區

內延伸發展需求

者 

重劃區外圍住宅

區 發 展 比 例 極

低，無向重劃區內

延伸發展需求者 

五.地區現況 

地形 

 V    

－ 地勢平坦 
平均坡度在 5%以

下 

平均坡度超過 5%

未滿 10% 

平均坡度在 10%

以上 

建築改良

物及墳墓

分佈情形 

V     

分佈面積占重劃

區面積比在 5%以

下 

分佈面積占重劃

區面積比超過 5%

未滿 10% 

分佈面積占重劃

區 面 積 比 超 過

10%未滿 15% 

分佈面積占重劃

區 面 積 比 超 過

15%未滿 20% 

分佈面積占重劃

區面積比在 20%

以上 

內外排水

及污水處

理系統之

配合 

 V    

－ 

重劃後設施依原

有條件即可完全

配合 

重劃後設施依原

有條件小部分調

整即可配合 

重劃後設施尚需

辦理較大規模才

可配合 

難以配合 

六.重劃區地

價預期增

漲幅度 

重劃前後

地價漲幅 

    V 

重劃後平均地價

上漲 3倍以上 

重劃後平均地價

上漲超過 2 倍未

滿 3倍 

重劃後平均地價

上漲超過 1 倍未

滿 2倍 

重劃後平均地價

上漲尚超過 0.5倍

未滿 1倍 

重劃後平均地價

上漲未滿 0.5倍 

七.財務計畫 

經費籌措 

V     

可自行籌措預算

開發 

可向政府基金低

利貸款 

可由行庫貸款支

應 

經費籌措尚無把

握 
經費籌措困難 

成本回收 

  V   

抵費地標售容易

且預估盈餘超過

成本 1倍以上 

抵費地標售容易

且預估盈餘超過

成本 1倍以下 

抵費地標售約可

抵付成本 

抵費地標售不易

且無把握抵付成

本 

開發後虧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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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區發展潛力：本區細部計畫擬定後具備完善的鄰里性公共設

施，重劃開發後透過地籍整理土地區劃井然有序，屬寧適性頗高

的住宅區，且緊鄰伸港國中第二校區，土地經濟價值上漲，土地

使用效益提昇，可健全地區繁榮發展，提高居民生活品質。 

二、土地處分有無困難：本區開發後平均價格為每平方公尺 20,000元，

與當地相同區位市場價格相當，經完整周延之規劃，開發後土地

處分應無困難。 

三、開發目的能否達成：本案已取得全部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參與

重劃，執行應無困難，可徹底解決長期無法開發建築使用之問題。 

四、其他特殊條件：本計畫區位於「變更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之優先

發展區，依主要計畫指導原則，本計畫區開發重點應儘速協調地

主及各相關公共建設部門進行開發建設，作為既有都市之新發展

地區。故本區開發可促進伸港都市發展用地之釋出。 

五、總評：本重劃區預估重劃後地價約為每平方公尺 20,000元與目前

市價相當，重劃後處分抵費地應無問題。又預估重劃平均負擔比

率為 42.61％（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率為 30.19％、預估費用

負擔比率為 12.42％），不超過「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之

上限 45％，且本重劃區已取得全部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參加重

劃，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58條第 3項規定得辦理自辦市地重劃之

條件。考量地區發展現況、財務計畫以及預期效益等項目分析結

果，本案採市地重劃方式辦理確為可行、有效率，並符合地主意

願及社會公平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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