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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計畫緣起 

「變更暨擴大宜蘭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暨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於 80年 6月 10日府建都字第 51416號公告實施，其中變更內容

明細表編號 2為變更部分河道用地為住宅區及農業區、變更部分綠地為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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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於民國 96年 6月 20日府建

城字 0960076701A號公告實施，上揭變更內容並未調整，後續應擬定細部計畫。 

第二節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17條。 

都市計畫法第 22條。 

第三節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位於宜蘭市都市計畫宜蘭河北岸堤防北側，南以宜蘭河為界、北

至充館圳、西自二結湧泉圳匯流至宜蘭河處（詳圖 1）。 

本案細部計畫範圍依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其土地使用

分區劃分為住宅區，面積約為 1.53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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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之關係 

80 年 6 月 10 日發布實施「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

案通盤檢討)」將原有河道、綠地變更為住宅區、農業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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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發照建築。 

96年 6月 20日府建城字第 0960076701A號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宜蘭市都市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維持原計畫規定，爰有擬訂本細部計畫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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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 

第一節 土地使用現況 

計畫範圍內之土地使用計畫分區為住宅區，面積約 1.536公頃，建蔽率 60%、

容積率 180%。以目前開發量來看，現有使用面積 0.39 公頃，使用率為 25.4%。

現況土地利用之情形，綠地現況之土地利用多為農田、旱作、林地或是草生地，

綠色基盤資源屬足夠，然現況缺乏公共開放休憩空間。本計畫位於城鄉發展區及

淹水潛勢區之間，在宜蘭市中心外圍，三面環水，位於充館圳、金同春圳與宜蘭

河之間，因此加強基地保水功能有其必要性。 

 

圖 2土地利用現況圖 

 資料來源：107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https://whgis.nl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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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口成長現況 

自民國 95 年至 109 年宜蘭市居住人口約增加 124 人，顯見宜蘭市人口逐年

成長趨緩：民國 95 年每戶人數約 3.10 人而民國 109 年每戶減少為 2.57 人，已

趨向小家庭型態，詳見表 1。 

表 1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遊憩設施劃設原則 

項次 民國 95年 民國 100年 民國 109年註 民國 95~109年 

居住人口 95,383 95,521 95,507 增加 124人 

容納戶數 30,727 33,132 37,151 增加 6,424戶 

戶量 3.10 2.88 2.57 
 

資料來源: 宜蘭戶政事務所 http://hrs.e-land.gov.tw 
註:民國 109年 10月戶政資料 

第三節 公共設施現況 

(一)公共設施開闢情形 

新生地區周邊之公園綠地皆屬於未開闢之情形，市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亦

未開闢。本地區之公共設施開闢率僅 49.7%，雖有河堤綠化但綠覆率仍然不足，

本計畫區南側隔宜蘭河為民國 86年完成之「宜蘭河濱公園」，修建堤防階梯平

台、田徑場、籃球場、棒球場等，並綠化周邊河岸景觀，提供市民運動、休閒、

遊憩場所。詳見圖 3。 

 
圖 3未開闢公共設施分布圖 

http://hrs.e-la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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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交通運輸系統現況 

(一)路網特性分析 

新生地區位於宜蘭市北區，計畫範圍內主要之聯外道路以中山路、大福路

與宜興路為主，過宜蘭河可連接至宜蘭市區。周邊尚有許多計畫道路未開闢，

既有之地區性路網不易串聯。 

 

(二)道路型態 

新生地區內之住宅區僅有大福路二段101巷作為南北向與主要道路之串聯，

東西向之車行道路連接大福路及大福橋，東西向有新建之堤防自行車道串連至

抽水站。 

 

 

 

 

 

 

 

 

 

圖 4計畫道路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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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計畫範圍聯外動線系統圖 

圖 5計畫範圍道路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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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構想 
 

本細部計畫之整體發展構想，將本區定位為與水共生的韌性社區為主要概念。

從概念上來說，韌性主要是將整體空間環境裡不確定性因子（Uncertainty 

factor）與極端性破壞（Extreme destruction），藉由自身能力來減緩（Mitigate）

與調適（Adapt）這些因子，將災害發生的可能性，以及減緩可能造成的衝擊。

加上計畫區位於城鄉發展區及淹水潛勢區之間，且三面環水。因此將計畫區定位

為與水共生的韌性社區，創造宜蘭永續共生社區的示範基地。以下列出本計畫之

整體規劃構想如下： 

一、 串聯周邊自然環境並留設東南向之通風廊道 

保留現有喬木並以設計手法串聯水岸與綠廊，提升在地居民生活品質的空間。

利用夏季東南風將河風帶入住宅區，讓社區擁有共同的自然通風廊道。 

二、 寧靜與自然的步行環境 

此區地形特殊南北邊各有新舊堤防，形成自成的社區空間，加以利用可營造

出寧靜且綠蔭盎然的環境。保留現有的喬木並在周邊新植，讓此形成適宜全日步

行的綠色廊道。加上串聯宜蘭河自行車道達到適宜步行社區的理想。 

並且營造舒適的親水生活空間，延續宜蘭河岸親水空間理念，恢復社區親水

空間。達到與水共生的生活、並且建立生態基盤及調整建築型態，以此回應極端

氣候，創造宜蘭永續共生社區的示範。因此，建議於計畫區北側降低舊堤坊高度

並平緩舊堤防邊坡。 

三、 營造增進親密感的社區空間 

保留鄰里的信任感，創造戶外交流的場域，增進居民互動及對社區的情感與

認同。藉由連結人與人的親密感，使老人與小孩可得到鄰里互相的照應，提升居

住的品質使他成為獨有的小型聚落。 

四、 盡量以既成巷道轉為公共設施道路用地 

為達到減碳生態社區之目標以及減少地主及居民之共同負擔比，未來規劃儘

量將既成巷道直接轉換為公共設施使用。此外，居民也希望保留社區寧靜安全的

生活空間減少車輛進入社區，並盡可能將未來道路劃設於公有土地上，避免過多

非住戶車輛進入社區，以達步行社區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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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質計畫 

第一節 計畫年期 

因主要計畫宜蘭市都市計畫刻正辦理檢討中，尚無公告計畫年期，而前次通

盤檢討已逾年限，故配合全國國土計畫(107年 4月)調整目標年期，本計畫年期

為民國 125年。 

第二節 容納人口 

以粗密度每公頃 200人計算，計畫人口約為 308人。因計畫區劃設住宅區約

為 1.536公頃，計算出居住密度為每公頃 264人(淨密度)。 

第三節 土地使用計畫 

計畫區總面積約為 1.536公頃，土地使用分區劃分為住宅區及道路用地、廣

場、綠地等公共設施用地。住宅區(一) 面積為 0.27公頃與住宅區(二)面積 0.89

公頃，住宅區佔總計畫面積 75.52％ ，其餘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為 0.376公頃，

佔總計畫面積 24.48％，參見表 2、圖 6。 

第四節 公共設施計畫 

本細部計畫劃設綠地、河川及廣場用地面積約 0.098 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6.38％；劃設細部計畫道路用地面積約 0.278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8.10％。 

第五節 道路系統計畫 

(一) 聯外道路 

本計畫區對外聯絡主要以台九線， 往北接往四城、礁溪，往南通

過宜蘭橋可進入宜蘭市區。 

(二)  次要道路 

本計畫新劃設 6公尺及 10公尺之道路用地，並銜接既有計畫道路

(大福路二段)與對街既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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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擬定宜蘭市都市計畫(新生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公頃) 變更理由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一) 0.270 於 80 年 6月 10 日府建都字第 51416 號

公告實施，其中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 2

為變更部分河道用地為住宅區及農業

區、變更部分綠地為住宅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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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區(二) 0.890 

公共設施用地 

綠地用地 0.036 

廣場用地 0.061 

道路用地 0.278 

河川用地 0.001 

合計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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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第一節 事業計畫 

(一)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方式 

1. 市地重劃範圍內應實施整體開發範圍公、私有土地部分，依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規定辦理，其餘土地依所提整體開發計畫辦理回饋捐贈。 

2. 市地重劃實施經費來源由宜蘭縣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並得依「獎勵土

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規定申請自辦市地重劃。 

第二節 開發方式 

(一)除部分既有二層樓以上領有建築執照之建築物外，市地重劃範圍內土地，

應依「平均地權條例」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市

地重劃。 

(二)市地重劃範圍扣除部分既有二層樓以上領有建築執照之建築物，實施市

地重劃整體開發面積約 1.265公頃其中住宅區(二)0.890公頃，佔市地

重劃開發範圍面積 70.36%，公共設施面積約 0.375公頃，佔市地重劃面

積 29.64%。 

(三)市地重劃範圍外之住宅區(一) 0.27公頃，應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辦理整體開發計畫，公共設施捐贈土地比例或以繳納代金方式折抵換算，

依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例 45%計算，以符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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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財務計畫 

本計畫區除住宅區(一)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提具整體開發計畫以捐贈

回饋公共設施外，市地重劃範圍之開發費用以公共設施工程費、行政作業費、地

上物拆遷補償費以及貸款利息等四項假設條件概估，重劃費用及負擔比例以實際

重劃作業時為準。假設條件如下： 

(一)本案工程費以每公頃 2,500萬計算之。 

(二)本案行政作業費用估計約 1,007萬元。 

(三)地上物拆遷費補償金額依據「宜蘭縣興辦公共設施用地房屋拆遷查估補

償自治條例」及「宜蘭縣辦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及魚類畜產補償查估標

準」概算之，約計 1,541萬元。 

(四)貸款利息以年息 3%，貸款 3年計算，約計 910萬元。 

(五)市地重劃費用約估 6,621萬元。 

表 3 擬定宜蘭市都市計畫(新生地區)細部計畫財務計畫表 

種類 
住宅區

(一) 

住宅區

(二) 
道路 廣場 綠地 合計 

面積(公頃) 0.270 0.890 0.278 0.061 0.036 1.535 

土
地
取
得(
開
發)

方
式 

徵購       

撥用       

市地重劃  v v v v  

區段徵收       

獎勵投資       

捐贈回饋註 1 v      

開
闢
經
費
（
萬
元
） 

工程費  3,163 

行政作業費  1,007 

拆遷補償費  1,541 

貸款利息  910 

總計  6,621 

主辦單位  宜蘭縣政府 

經費來源  由縣府編列預算辦理 

註 1：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提送整體開發計畫並依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捐

贈公共設施種類或折繳代金 

註 2：本表所列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政府機關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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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維繫本細部計畫區之居住環境品質，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及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35條訂定本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 本計畫劃定下列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一) 住宅區(一)、住宅區(二)。 

(二) 公共設施用地：綠地、廣場用地一、廣場用地二及道路用地。 

二、 土地使用強度不得大於下列之規定： 

使用分區及用地 容積率 建蔽率 

住宅區(一) 僅得維持原使用強度 僅得維持原使用強度 

住宅區(二) 180% 60% 

(一) 住宅區(一)應依下列回饋，提具整體開發計畫，經宜蘭縣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1. 捐贈土地或代金前，僅得從原來之使用，不得增建及改建。 

2. 公共設施用地捐贈比例不得低於申請開發基地面積 45%或以繳納

代金方式折抵換算，代金繳納依照「宜蘭縣都市計畫開發回饋比

例及代金審議組織作業要點」後，同住宅區(二)使用強度規定。 

3. 其申請開發面積不得小於 1,200平方公尺，並應提具整體開發計

畫，經宜蘭縣都市設計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二) 住宅區(二)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應經市

地重劃完成後始得發照建築。 

三、 住宅區建築物退縮規定如下圖，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前開基地退縮

土地管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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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街廓退縮位置示意圖 

(一) 建築物退縮範圍內自建築線起算 1.5 公尺範圍內應維持公眾通行，

並僅供步道、車道、綠化、設置或埋設民生用戶管溝等相關設施使

用，且不得開挖地下室、設置圍牆及綠籬，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 供公眾通行範圍，其地面鋪裝應平整，並應符合「宜蘭縣都市計畫

地區法定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設置辦法」規定設置。 

(三) 退縮土地自道路境界線起算 1.5 公尺範圍於重劃工程一併施作，提

供公眾通行及埋設民生用戶管溝相關設施使用，並由道路主管機關

管理維護者，獎勵該 1.5公尺範圍土地面積等值之建築樓地板面積。 

(四) 供公眾通行範圍以外之退縮土地。其圍籬設置規定如下: 

1. 高度以供公眾通行步道完成面起算點。 

2. 總高度不得超過 1.5公尺。 

3. 圍籬高度 60公分以下部分可設置實體圍牆；高度 60至 150公分

部分，除綠籬外不得設置圍籬。 

四、 本計畫區綠質量管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道路綠帶植栽以喬木為主、灌木與蔓性植栽為輔，以多樣、複層之

配置，營造具生態性之綠色廊道空間，提升綠美化質量。喬木栽植

幹距至少為 4 公尺以上。另考量通行品質，植栽配置不得產生視覺

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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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路之行道樹應種植原生種及多樣樹種，其植穴盡量以連續植生帶

進行綠化，提升生態綠廊道品質，加強綠帶復層植栽及後續維護管

理，以提供舒適之林蔭效果。 

(三) 道路沿線之綠帶植穴內徑最小為 2.0公尺。植穴覆土，喬木至少 1.5

公尺以上，灌木至少 0.5公尺以上。 

(四) 道路用地應盡量保留與利用計畫區內原有植栽進行移植及綠化。 

五、 廣場用地，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廣場用地(一)：應保持消防通道，禁止臨停車輛。 

(二) 廣場用地(二)：配合住宅區(一)整體開發計畫建築物退縮部分，結

合社區主要生活路徑，設置開放空間廣場，以作為鄰里社區活動、

市民休憩或戶外展演等使用。提供舒適的林蔭空間，廣場應種植行

道樹，其植穴盡量以連續植生帶進行綠化，以多樣樹種、複層之配

置為原則。 

六、 住宅區建築物留設停車空間，依下列規定辦理： 

建築物總容積樓地板面積在 250平方公尺以下者，應設置一部汽車停車

空間，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尺及其餘數，應增設一部汽車停車空間，停

車位至少應達一戶一車位。 

七、 計畫區內建築基地法定空地，綠覆率不得少於 50%。 

八、 為避免建築物沿河岸設置超高連續壁面，並維持周遭住宅區與河岸之連結

性及視覺穿透性，本細部計畫區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建築高度超過 15公尺或

基地面積達 2,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始得申請建

築。 

九、 本計畫區不適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十、 本細部計畫地區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

計」專章及「宜蘭縣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辦法」之規定。 

十一、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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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縣都委 
會決議 

人

陳 

1 

吳敏蓮 

宜蘭市新生

段718、719

地號 

本不要參加細部計畫，現在

要參加。718-719 地號現有

建物可以在原地計畫不移

位。 

經詢問陳情人確實有意願參

與重劃，另同段 721、722

號地主亦有意願，故建議將

原有劃設住宅區(一) 調整

為住宅區(二)並納入市地重

劃範圍，調整土地使用計畫

及事業及財務計畫。 

酌予採納。 

調整細部計畫內容，並維持原公共設施

面積比例，調整計畫道路寬度至少 6 米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人

陳 

2 

諶昆瑜 

宜蘭市新生

段768、769

地號 

1.公共設施比例降低至 35%
以下。 

本計畫公共設施比例 35%以
下。 

不予採納。 

理由：本案係參酌相鄰北津地區細部計

畫負擔比例，及市地重劃有關辦法，基

於公平性考量及環境整體公益性劃設。 

本案業於規劃階段召開三次民眾座談

會，並依座談會多數期望依循現行地方

紋理，以擾動最小方式，並依照公有土

地區位優先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其餘配

合社區發展公共設施留設合理性劃設

之。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2.建築物限高放寬至 21公尺
以上。 

 

酌予採納。 

調整土管要點：考量維持周遭住宅區與

河岸之連結性及視覺穿透性，建築物高

度以 15 米為原則，但未來計畫區內基

地申請開發建築高度超過 15 米，應經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始得申請建築。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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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縣都委 
會決議 

人

陳 

3 

諶麗瑞 

諶麗議 

諶麗美 

諶麗霞 

諶麗華 

宜蘭市新生 

段724-1、 

724-2、 

724-3、 

724-4、 

724-5 地號 

建築物限高放寬至 21 公尺
以上 

 

酌予採納。 

調整土管要點：考量維持周遭住宅區與

河岸之連結性及視覺穿透性，建築物高

度以 15 米為原則，但未來計畫區內基

地申請開發建築高度超過 15 米，應經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始得申請建築。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人

陳 

4 

陳羿禎

等11人 

宜蘭市新生

段728、

730、731地

號、大福路

二段101巷

69-79 號 

1.有關於宜蘭都市計畫(新
生地區)中列於廣二邊住一
整排的建築物歷史，至今至
少已有五六十年之久，甚至
更遠朔至日據時代，如果要
拆除縣府預定規畫中廣二所
在之私人土地和極少部分向
縣府承租土地的地上物，對
於我等日常實有不便之處，
許多住戶的父母親年事已高
(八十歲以上)，處於生病中
或行動不便，生活習慣更不
易改變。 
2.縣府能體恤民心，接納民
意，聽聽我等的強烈訴求，
務必不要拆除任何現有建
物，並將原先預定規畫的廣
二縮小範圍為荷，讓深為宜
蘭縣民的我等，個個能安居
樂業，擁有真正的美好生
活，在此衷心並期望新的縣
府團隊建造宜蘭縣成為富足
的城市，真正落實“以人為
本、以幸福生活的目標” 

為避免拆除現有建築，將廣二
劃設面積縮小，納入公共設施
面積調整 

酌予採納。 
考量人民陳情意見以及調整道路劃設
路型，調整廣二用地範圍及面積。 

依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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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12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9月8日（星期二）下午1時30 分 

地點：本府202會議室 

 

出席委員： 

白委員仁德、胥委員直強、陳委員文富、陳委員子謙、邱委員清榮、張委員漢維、林

委員明昌、薛委員方杰、林委員茂盛、盧委員天龍、楊委員崇明、李委員東儒、康委

員立和、李委員新泰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主持人：林主任委員姿妙（林委員茂盛代理） 紀錄：李庚陽 

 

壹、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宣讀109 年06 月17 日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11 次會議紀錄。 

決定：通過確認。 

貳、審議及報告案件 

審議第1案：審議「變更南澳南強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決議： 

一、依業務單位初核意見考量變更第二、三案業已於「變更南澳南強都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初步審議通過朝變更

為住宅區（附），爰變更第二案回歸「變更南澳南強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審議，餘依專案小組意見照案通過。 

二、變更內容明細表、變更前後對照圖、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詳附件一。 

 

審議第2案：審議「變更礁溪車站周邊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案」 

決議： 

考量本案優先發展區的範圍、開發方式等尚有檢討商確之處，請專案小組研商後再提

本會審議。 

 

審議第3案：審議「擬定宜蘭（新生地區）細部計畫案」 

決議： 

一、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通過。 

二、變更內容明細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變更前後對照圖、公民或

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詳附件二。 

 

審議第4案：審議「宜蘭市磚窯段3 地號等15 筆土地容積移轉申請案」 

決議： 

一、為兼顧本案基地周邊經濟發展帶動及景觀、交通與環境影響之衝擊，避免重蹈烏

石港細部計畫高度有關爭議，並參酌業務單位整理各縣市政府針對法定容積外之

量體申請審議方向，請申請單位就前次(第209 次)審議決議及下列有關建議事項，

逐項覈實檢討，提出具體改善措施及替代方案後，續提委員會審議: 

(一)請提出本案基地依原法定容積及擬申請法定容積外量體製作模擬圖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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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以及提出包含周邊社區及公共設施(道路、河堤堤防)範圍之剖面圖，

並詳加說明於法定容積下增加量體對本區域公共設施、視覺景觀、交通系統

之衝擊。 

(二)於前項衝擊下，請敘明解決方案、回饋機制以及建築物量體之替代設計方案，

以利委員就容積移轉量體及高度提供較為彈性之審議。 

(三)本案基地建築量體設計方式恐造成河岸景觀衝擊，考量宜蘭河屬本縣視覺景觀

敏感區域，請提出替代方案避免連續面產生視覺衝擊(如量體錯落方案)。 

(四)前次審議請大客車進出動線修正理由係基於基地量體衍伸之交通衝擊外部性

應於基地內內部化(例如迴車、倒車需求及出入動線對周邊影響等)，請一併

納入檢討修正。 

(五)本次修正設計版本二樓增設多處停車位，且為機械式設計，並經檢核總停車數

量中，自設停車數相較法定停車數量多，請敘明理由及必要性，避免二樓增

設停車空間產生額外交通衝擊。 

(六)本案基地臨津梅路側位處三叉路口，請以交通工程角度嘗試研擬如何解決交通

叉路口議題。 

(七)本案建築量體退縮設計部分請再行檢核是否符合法令規定。 

(八)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09 次決議建議事項，以及本次各單位提供有關建議事

項，請併同前揭建議納入製作補正回應。 

審議第5案：審議「修正『宜蘭縣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

公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設施審查要點』」 

決議： 

一、依業務單位提案內容照案通過。 

二、修正前後對照說明表詳附件三。 

參、臨時動議案：頭城郵局新建工程實質適用「頭城都市計畫行政區都市設計準則」

認定案 

決議： 

一、考量本案基地情形特殊，授權業務單位於原準則增加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者，不

受準則限制之但書條文。 

二、增設文字如下： 

基地特殊情形而使建築有困難時，得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不受上列

規定限制。 

肆、散會：下午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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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擬定宜蘭市都市計畫(新生地區)細部計畫案 

一、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劃設面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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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對照表 

公展草案內容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變更理由 第212次大會決議 

一、本計畫劃定下列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

設施用地 

(一)住宅區(一)、住宅區(二)。 

(二)公共設施用地：綠地、廣場用地一、

廣場用地二及園道用地。 

一、本計畫劃定下列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

用地 

(一)住宅區(一)、住宅區(二)。 

(二)公共設施用地：綠地、廣場用地一、廣場

用地二及道路用地。 

考量本案辦理市地重劃執行，將園

道用地改為道路用地，惟於土管要

點增列本條道路應以園道精神設計

及施作有關工程，以維持社區整體

意象。 

依專案小組建議意

見通過。 

一、土地使用強度不得大於下列之規定： 

使用分區及用地 容積率 建蔽率 

住宅區(一) 120% 60% 

住宅區(二) 180% 60% 

(一)住宅區(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

容積率不得大於120%，基地應依下列

回饋，提具整體開發計畫，經宜蘭縣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發

照建築： 

1.回饋以45%公共設施用地為原則，得以

折繳代金辦理。 

2.折繳代金為開發當期公告現值之1.1

倍。 

一、土地使用強度不得大於下列之規定： 

使用分區及用地 容積率 建蔽率 

住宅區(一) 僅得維持原

使用強度 

僅得維持原

使用強度 

住宅區(二) 180% 60% 

(二)住宅區(一)應依下列回饋，提具整體開發

計畫，經宜蘭縣都市設計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始得發照建築： 

1.捐贈土地或代金前，僅得從原來之使用，不

得增建及改建。 

2.公共設施用地捐贈比例不得低於申請開發基

地面積45%或以繳納代金方式折抵換算，代金

繳納依照「宜蘭縣都市計畫開發回饋比例及

代金審議組織作業要點」後，同住宅區(二)

使用強度規定。 

3.其申請開發面積不得小於1,200平方公尺，並

應提具整體開發計畫，經宜蘭縣都市設計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住宅區(一) 回饋比例應同本案

重劃平均回饋比例一致以維公

平性；回饋代金部分參酌已公告

之「宜蘭縣都市計畫開發回饋比

例及代金審議作業要點」相關規

定辦理。 

依專案小組建議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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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宅區建築物退縮規定如下圖，退縮

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三、住宅區建築物退縮規定如下圖，退縮部分

得計入法定空地 

考量計畫內容修正，酌予調整「住

宅區」部分退縮寬度規定 

依專案小組建議意

見通過。 

(一)退縮土地自道路境界線起算1.5公尺

範圍內應維持公眾通行，並僅供步道、車

道、綠化、設置或埋設民生用戶管溝等相

關設施使用，且不得開挖地下室、設置圍

牆及綠籬，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一)建築物退縮範圍內自建築線起算1.5公尺

範圍內應維持公眾通行，並僅供步道、車道、

綠化、設置或埋設民生用戶管溝等相關設施使

用，且不得開挖地下室、設置圍牆及綠籬，並

得計入法定空地。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有關退縮規定依

據專案小組建議參考宜蘭縣其他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規定衡酌

文字 

依專案小組建議意

見通過。 

四、本計畫區綠質量管理，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園道綠帶植栽以大喬木為主、灌木與

蔓性植栽為輔，以多樣、複層之配置，營

造具生態性之綠色廊道空間，提升綠美化

質量。大喬木栽植幹距至少為4~6公尺以

上。另考量通視品質，植栽配置不得產生

視覺死角。 

(二)園道應種植行道樹，其植穴盡量以連

續植生帶進行綠化，提升生態綠廊道品

質，加強綠帶復層植栽及後續維護管理，

以提供舒適之林蔭效果。 

四、本計畫區綠質量管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道路綠帶植栽以喬木為主、灌木與蔓性植

栽為輔，以多樣、複層之配置，營造具生態性

之綠色廊道空間，提升綠美化質量。喬木栽植

幹距至少為4公尺以上。另考量通行品質，植栽

配置不得產生視覺死角。 

(二)道路之行道樹應種植原生種及多樣樹種，

其植穴盡量以連續植生帶進行綠化，提升生態

綠廊道品質，加強綠帶復層植栽及後續維護管

理，以提供舒適之林蔭效果。 

依專案小組及相關單位建議喬木栽

植幹距規範「至少維持4-6公尺以

上」，統一律定明確規範以利將來

開發執行憑據。 

應加入以原生種為主，以符合生態

環境及本案規劃理念 

依專案小組建議意

見通過。 

八、為避免建築物沿河岸設置超高連續壁

面，並維持周遭住宅區與河岸之連結性及

視覺穿透性，本細部計畫區建築基地申請

開發建築高度不應超過15 公尺。 

八、為避免建築物沿河岸設置超高連續壁面，

並維持周遭住宅區與河岸之連結性及視覺穿透

性，本細部計畫區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建築高度

超過15 公尺或基地面積達2,000 平方公尺以

上者，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始得申請建築。 

 

 

 

本計畫高度管制參酌宜蘭市計畫區

宜蘭河以北之北津地區細部計畫規

定，以15公尺為原則，另授權都市

設計委員會就申請提出高度提請審

議。 

依專案小組建議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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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九、本計畫區不適用「都市計畫容積 

移轉實施辦法」。 

 

為維護寧適社區發展方向，原管制

要點規定本計畫區建築高度以15 

公尺為原則，後因應專案小組委員

建議增加但書以利將來建築設計彈

性；基於計畫區寧適性及顧及計畫

區內交通衝擊，爰增列限制容積移

轉規定以維持計畫區景觀一致。 

 

依專案小組建議意 

見通過。 

 

 

 

 

 

 

三、公民團體及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日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縣都委 
會決議 

1 108.5.20 吳敏蓮 

宜蘭市新生

段718、719

地號 

本不要參加細部計

畫，現在要參加。

718-719 地號現有建物

可以在原地計畫不移

位。 

經詢問陳情人確實有

意願參與重劃，另同段

721、722 號地主亦有意

願，故建議將原有劃設

住宅區(一) 調整為住

宅區(二)並納入市地重

劃範圍，調整土地使用

計畫及事業及財務計

畫。 

酌予採納。 

調整細部計畫內容，並維持原公共設施

面積比例，調整計畫道路寬度至少 6 米 

依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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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日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縣都委 
會決議 

2 108.5.10 諶昆瑜 

宜蘭市新生

段768、769

地號 

1.公共設施比例降低
至 35%以下。 

本計畫公共設施比例
35%以下。 

不予採納。 

理由：本案係參酌相鄰北津地區細部計

畫負擔比例，及市地重劃有關辦法，基

於公平性考量及環境整體公益性劃設。 

本案業於規劃階段召開三次民眾座談

會，並依座談會多數期望依循現行地方

紋理，以擾動最小方式，並依照公有土

地區位優先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其餘配

合社區發展公共設施留設合理性劃設

之。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通
過 

2.建築物限高放寬至
21 公尺以上。 

 

酌予採納。 

調整土管要點：考量維持周遭住宅區與

河岸之連結性及視覺穿透性，建築物高

度以 15 米為原則，但未來計畫區內基地

申請開發建築高度超過 15 米，應經都市

設計審議通過，始得申請建築。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通
過 

3 108.5.10 

諶麗瑞 

諶麗議 

諶麗美 

諶麗霞 
諶麗華 

宜蘭市新生 

段724-1、 

724-2、 

724-3、 

724-4、 

724-5 地號 

建築物限高放寬至 21
公尺以上 

 

酌予採納。 

調整土管要點：考量維持周遭住宅區與

河岸之連結性及視覺穿透性，建築物高

度以 15 米為原則，但未來計畫區內基地

申請開發建築高度超過 15 米，應經都市

設計審議通過，始得申請建築。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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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日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縣都委 
會決議 

4 108.5.18 
陳羿禎

等11人 

宜蘭市新生

段728、

730、731地

號、大福路

二段101巷

69-79 號 

1.有關於宜蘭都市計
畫 (新生地區 )中列於
廣二邊住一整排的建
築物歷史，至今至少已
有五六十年之久，甚至
更遠朔至日據時代，如
果要拆除縣府預定規
畫中廣二所在之私人
土地和極少部分向縣
府承租土地的地上
物，對於我等日常實有
不便之處，許多住戶的
父母親年事已高(八十
歲以上)，處於生病中
或行動不便，生活習慣
更不易改變。 
2.縣府能體恤民心，接
納民意，聽聽我等的強
烈訴求，務必不要拆除
任何現有建物，並將原
先預定規畫的廣二縮
小範圍為荷，讓深為宜
蘭縣民的我等，個個能
安居樂業，擁有真正的
美好生活，在此衷心並
期望新的縣府團隊建
造宜蘭縣成為富足的
城市，真正落實“以人
為本、以幸福生活的目
標” 

為避免拆除現有建築，將
廣二劃設面積縮小，納入
公共設施面積調整 

酌予採納。 
考量人民陳情意見以及調整道路劃設路
型，調整廣二用地範圍及面積。 

依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通
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