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更北港都市計畫(文教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公告徵求意見說明書】

雲林縣政府
中華民國 107 年 0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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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說明
1.1 辦理緣起
本案細部計畫於民國 88 年 06 月 10 日擬定公告實施，並於民國 97 年
02 月 22 日完成第一次細部計畫通盤檢討作業。本細部計畫區可區分為配合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設立需求而劃設文教區(西側)，以及為促進北港地區
再發展之市地重劃區(東側)。
目前文教區已完成設立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及北港附設醫院，市地重
劃區業已完成公共設施開闢工程，惟自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迄今已逾十
年時間，期間面臨氣候變遷所帶來都市防災環境重塑課題，影響土地開發模
式及建築型態不斷地轉變，致使舊時所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不敷現今之
趨，進而產生土地開發效益無法彰顯的窘境。有鑑於此，為達成本細部計畫
當時擬定劃設目標，以加快完成市地重劃土地開發作業，促進北港地區再發
展，實有必要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進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檢討，以
改善管制內容與實際執行之衝突。
 本次通盤檢討主要目的
一、 自原計畫擬定(民國 88 年)以來，部分適用法規業進行修訂或增刪條文，
亟需配合更新修訂，而部分業已於地方性法令另訂，為避免地方性法令
與計畫內容重覆，擬於本次專案通盤檢討一併調整修正。
二、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暨都市設計管制要點內容，對於區內各使用分區用地
之退縮建築、留設開放空間用途、植栽綠化、建築基地面寬與建築物規
劃設計等規範過於僵化且缺乏彈性，不敷現今發展需求之趨，影響投資
者進駐開發意願甚鉅，應予進行修訂適切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1.2 法令依據
一、 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辦理本次通盤檢討作業。
二、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4 條規定，進行本次公告徵
求意見作業，以供通盤檢討參考。

1.3 計畫範圍
本案細部計畫區位於現行北港都市計畫東北隅，1 號道路(145 號中央道
路)以北地區，東側與北側同現行北港都市計畫區之東北隅東側、北側為界(以
農地重劃範圍樁位為界)，南側至主要計畫 1 號道路(145 號中央道路)為止，
西側邊界則以文教區緊鄰農業區為界。計畫面積約 49.3694 公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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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 本案細部計畫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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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現行計畫內容
2.1 都市計畫擬定及變更歷程
本案係依民國 78 年 02 月 03 日發布實施「變更北港都市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編號第 03 案附帶條件辦理，於民國 88 年 06 月 10 日完
成「擬定北港都市計畫(文教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爾後於民國 97 年 02
月 22 日公告實施「變更北港都市計畫(文教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迄今。
表 1 北港都市計畫(文教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辦理歷程綜理表
編號
1
2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擬定北港都市計畫(文教區附近地區) 民國 88 年 06 月 10 日
88 府建都字第 8800050461 號
細部計畫案

變更北港都市計畫(文教區附近地區) 民國 97 年 02 月 22 日
府城都字第 09727001813 號
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2.2 現行計畫內容
一、 計畫年期與人口
配合中部區域計畫之計畫年期，本計畫以民國 110 年為計畫目標年。
二、 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8,643 人(若不計入文教區容納人口，則計畫人口為
6,847 人)，計畫居住淨密度約每公頃 522 人(若不計入文教區容納人口，
則居住淨密度約每公頃 413 人)。
三、 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考量計畫區整體規劃與居住服務發展需要，共劃設第一種住宅
區 10.1766 公頃，第二種住宅區 2.4944 公頃，住宅區面積總計為
12.6711 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25.67%。
(二)商業區
為提供北港生活圈、朝天宮香客與計畫區內住宅區、文教區所
需日常商務與醫療商務服務用地，共劃設商業區 3.9015 公頃，佔總
計畫面積 7.90%。
(三)文教區
為提供大專院校設校用地需求，劃設文教區 16.9689 公頃，佔
總計畫面積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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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共設施計畫
(一)公園
為提供計畫區生態社區發展與北港地區優質開放空間，劃設公
園用地 1 處，計畫面積為 2.7465 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5.56%。
(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為提供住宅單元之鄰里性休憩服務需要，劃設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 3 處，面積合計 0.9909 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2.01%。
(三)園道
配合形塑計畫區主要開放空間意象，劃設園道 2 處，面積共計
4.0047 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8.11%。
(四)停車場
配合提供鄰里住宅單元停車空間需求，劃設停車場 2 處，面積
共計 0.5430 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1.10%。
(五)廣場兼停車場
配合提供商業區活動空間以及停車空間需求，劃設廣場兼停車
場 1 處，面積共計 0.6956 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1.41%。
(六)道路
配合土地使用分區與公共設施用地交通服務需要劃設道路用
地，面積 6.8472 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13.87%。
表 2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綜理表
計畫面積(公頃)(占合計%)

項目
住宅區
商業區
土地使用分區
文教區

12.6711
3.9015
16.9689
33.5415
2.7465
0.9909
0.5430
0.6956
4.0047
6.8472
15.8279
49.3694

小計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停車場
廣場兼停車場
園道
道路
小計
合計

資料來源：變更北港都市計畫(文教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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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7%
7.90%
34.37%
67.94%
5.56%
2.01%
1.10%
1.41%
8.11%
13.87%
32.06%
100.00%

表 3 公共設施計畫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公園

計畫面積(公頃)

-公兒(一)
公兒(二)
公兒(三)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小計
停(一)
停(二)

停車場

小計
廣場兼停車場

-園道(一)
園道(二)

園道

小計
道路

---

合計

2.7465
0.3066
0.4385
0.2458
0.9909
0.2272
0.3158
0.5430
0.6956
1.5979
2.4068
4.0047
6.8472
15.8279

資料來源：變更北港都市計畫(文教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資料來源：變更北港都市計畫(文教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圖 2 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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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系統計畫
(一)聯外道路
1. 1 號道路(145 號中央道路)為本計畫南側之主要道路，南接 7 號道
路，東往虎尾，計畫寬度 24 公尺。
2. 38 號道路(1-20M)位於中國醫藥大學北側，東接 37 號道路，西至
39 號道路，計畫寬度 20 公尺。
(二)主要道路
1. 園道(一)(主要計畫 37 號道路)，採南北向佈設，位於本計畫區文
教區與公園、商業區之間，北起 1-20M 道路，南接 1 號道路，計
畫寬度 30 公尺。
2. 園道(二)，採東西向佈設，位於本計畫區主要土地使用分區中間
區位，西起園道(一)，東接 1 號道路與 1-20M 道路，計畫寬度 30
公尺。
(三)次要道路
1. 6-15M，採東西向佈設，位於本計畫南側住宅區之間、公兒(二)南
側，東起園道(二)，西接 12-15M 道路，計畫寬度 15 公尺。
2. 7-15M，採南北向佈設，位於本計畫區公園東側、停(二)西側，北
起 1-20M 道路，南接園道(二)，計畫寬度 15 公尺。
3. 9-15M，採南北向佈設，位於本計畫區北側住宅區之間、停(一)西
側，北起 1-20M 道路，南接園道(二)，計畫寬度 15 公尺。
4. 11-15M，採南北向佈設，位於本計畫區商業區之間、廣停西側，
北起園道(二)，南接 5-10M 道路，計畫寬度 15 公尺。
5. 12-15M，採南北向佈設，位於本計畫區南側住宅區與商業區之間、
廣停東側、公兒(三)西側，北起園道(二)，南接 1 號道路，計畫寬
度 15 公尺。
6. 16-15M，採南北向佈設，位於本計畫區南側住宅區、公兒(二)西
側，北起園道(二)，南接 1 號道路，計畫寬度 15 公尺。
(四)出入道路
計畫區各使用分區與街廓之間配設 10 公尺道路為區內出入道
路，合計有 9 條，東西向佈設為 2-10M、3-10M、4-10M、5-10M 等
道路，南北向佈設為 8-10M、10-10M、13-10M、14-10M、15-10M
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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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計畫道路功能編號明細表
編號
園道(一)
園道(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起訖點
南起 1 號道路，北至 1-20M 道路，為
主要計畫 37 號道路
西起園道(一)，東至 1 號道路
西起計畫範圍西側，冬至計畫範圍東
側，南至園道(二)，為主要計畫 38 號
道路
西起 7-15M 道路，東至 1-20M 道路
西起 7-15M 道路，東至 1-20M 道路
西起 11-15M 道路，東至 13-10M 道路
西起園道(一)，東至 13-10M 道路
西起 12-15M 道路，東至園道(二)
北起 1-20M 道路，南至園道(二)
北起 1-20M 道路，南至園道(二)
北起 1-20M 道路，南至園道(二)
北起 1-20M 道路，南至園道(二)
北起園道(二)，南至 5-10M 道路
北起園道(二)，南至 1 號道路
北起園道(二)，南至 6-15M 號道路
北起園道(二)，南至 6-15M 號道路
北起園道(二)，南至 6-15M 號道路
北起園道(二)，南至 1 號道路

路寬(M)

長度(M)

備註

30

530

主要計畫

30

780

主要道路

20

1250

聯外道路

10
10
10
10
15
15
10
15
10
15
15
10
10
10
15

600
600
210
320
490
200
200
200
200
180
250
160
135
110
140

出入道路
出入道路
出入道路
出入道路
次要道路
次要道路
出入道路
次要道路
出入道路
次要道路
次要道路
出入道路
出入道路
出入道路
次要道路

註：表內道路長度僅供參考，實施時應依據核定圖實際測定之樁距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北港都市計畫(文教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資料來源：變更北港都市計畫(文教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圖 3 交通系統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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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都市防災計畫
(一)防(救)災據點
1. 避難場所
將區內之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廣場兼停車場及停車場
等開放空間規劃為緊急及臨時之避難空間，計畫區內目前共劃設
有 1 處公園、3 處公園兼兒童遊樂場、1 處廣場兼停車場、2 處停
車場，皆鄰接或鄰近路寬 15 公尺以上之主次要道路上，避難系
統尚稱完整，可提供建立計畫範圍完備之緊急避難系統。
2. 臨時收容場所
將廣場兼停車場及停車場等提供為臨時收容場所，計畫區內
共計約有 1 處廣停兼停車場、2 處停車場可供使用。
3. 中長期收容場所
規劃以區內文教區為中長期收容場所。
以本計畫範圍計畫人口 8,633 人計算，並參考日本收容場所
2m /人標準檢討，本計畫區約需 1.7266 公頃之避難空間，目前計畫
區內可供為避難空間使用之面積為 4.9760 公頃可足敷使用。
2

(二)防(救)災路線
1. 緊急道路
指定 20 公尺以上之主要道路為第一層次的緊急道路，包括
2 條 30 公尺園道及北側 20 公尺計畫道路等。
2. 救援運輸道路
以現有路寬 15 公尺以上道路為救援輸送道路，配合緊急道
路架構成為完整的路網。
3. 火災防止延燒地帶
以各種道路、開放性空間、水道及都市發展用地外為空曠地
區為火災防止延燒地帶。
(三)疏散、逃生路線
計畫區疏散、逃生路線規劃係透過街廓周邊之出入道路(10 公
尺計畫道路)為疏散逃生收集動線，先引導至計畫區其他次要道路
(15 公尺計畫道路)與園道之防救災路線，再疏散至縣 145 號道路與
台 19 號省道，建置計畫區綿密、有效之疏散、逃生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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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揮急救系統
1. 救災指揮中心
規劃以北港鎮公所為北港地區總救災指揮中心，警察分局及
派出所指定為情報蒐集中心及地區指揮站。
2. 醫療場所
分為緊急醫療場所及中長期之醫療收容中心，緊急醫療場所
主要功能在於機動醫療設施的急救功效，是以可附屬設置於各個
臨時收容所及臨時避難場所內，亦即設於公園、體育場及廣場等
地區內，另計畫範圍文教區內的媽祖醫院是北港鎮內規模最大之
醫療據點，可為中長期之醫療收容中心。
3. 物資系統
指定計畫範圍內公園及文教區為接受據點、中長期收容所以
及接收分點及發放據點。未來商業區開發後之商業服務設施亦可
指定為接收及發放據點統籌物資之運用。
4. 消防儲水系統
以北港消防分隊為消防系統之總指揮所。供水儲水方面，計
畫區內公園及文教區也可規劃成為緊急用水之儲備場所。

資料來源：變更北港都市計畫(文教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圖 4 都市防災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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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地使用分區暨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規定訂
定之。
本計畫內之住宅區、商業區、文教區等土地使用分區，其建蔽率及容積
率不得大於以下規定：
土地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一種住宅區
60
180
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60
200
商業區
80
280
文教區
50
200
文教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下：
(一) 專供依大學法設立之公、私立大學院校設校使用。
(二) 土地使用內容包含：
1. 學校及必要性教學設施、建築物。
2. 藝術館、博物館、社教館、圖書館、科學館、紀念性建築物及體
育場所。
3. 依大學法或經教育部同意設置之相關設施。
(三) 其他與文教有關，並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核准之設施。
本計畫區內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停車場、廣場兼停車場等公共設
施用地，其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大於下列規定：
公共設施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公園用地
15
45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5
30
停車場
10
20
廣場兼停車場
10
20
計畫區辦理都市設計審議規定：
(一) 本計畫區所有用地與基地之建築行為均應經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二) 文教區於辦理都市設計審議時均應包含校園整體規劃(含建築計畫
與平面配置)。
為維持計畫區與周邊地區溝渠排水與農灌水路功能，凡涉及區內現有區
域排水與農灌水路等設施之廢、改道事宜者，開發或使用單位應於開發
前先行與各主管機關協調之。
本計畫區之景觀及綠化規定如下：
(一)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予以綠化，其綠化面積不得小於 50%。
(二) 文教區之綠化面積比例不得小於 50%，且喬木覆蓋率不得低於應綠
化面積之 50%；同時區內原有檸檬桉樹林應優先完整保留同時加以
管理維護，若確實有影響區內土地整體規劃利用，開發單位必須配
合都市設計審議作業研提遷種計畫經雲林縣政府審議通過後始得
遷建，待遷建完成且經雲林縣政府驗收核可後，使得申領建築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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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計畫區公園應以保存區內現存檸檬桉樹林及其生態系統為規劃
設計目標，其規劃原則為：
1. 生態核心區：應配合現有檸檬桉樹林位置劃設，區內嚴格限制人
砍伐，燈光架設、除草劑、農藥與化學肥料施作，以及人為進出
時間與範圍，樹林內有彎曲水渠與邊緣緩衝區互通。
2. 緩衝區：劃設於生態核心區四周，可考量設置不同水深之水生池
(1/2 面積於核心區內)種植原生水生植物，提供自然領域教學與
教學移植使用，並配合架設雲林地區(或北港)重要生物解說設
施，以平衡資源運用之城鄉生態資源解說教育利用差距。
3. 一般區：可劃設於公園其他範圍，除架設解說牌之外，可准許人
員自由進出；所有遊憩與體建築設施，應設置於一般區範圍內。
(四) 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之綠化面積所占比例不小於 60%，其中有
床基之花台面積不得超過綠化面積之 10%，且喬木覆蓋率不得低於
應綠化面積之 50%；同時區內原有檸檬桉樹林應優先完整保留同時
加以管理維護，若確實有影響區內土地整體規劃利用，開發單位必
須配合都市設計審議作業研提遷種計畫經雲林縣政府審議通過後
始得遷建。
(五)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內所留設之人行步道以及舖面應以植草磚或透
水性材質之地磚鋪設。
(六) 計畫道路綠化規定：
1. 30 公尺計畫道路(園道)：計畫區東西向與南北向園道之中央分
隔綠帶應列植棕櫚科或直立型隻大型喬木，各樹間距不得大於 5
公尺，同時園道之綠化面積不得小於 50%，且喬木覆蓋率不得
低於應綠化面積之 50%。
2. 20 公尺計畫道路：計畫區 3-20 公尺道路，應集中設置綠帶魚計
畫區邊界，並以叢植方式栽種樹冠濃密之大型常綠喬木，且喬木
覆蓋率不得低於應綠化面積之 50%。
3. 計畫道路鄰安全島路側應採用下凹透水的設計、工法與材質，增
加雨水滲透綠以及地下水之補注率。
(七) 為強化本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之功能，公園及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應提供作為人行及休憩活動空間，臨道路側退縮建築空間應留
設 1.5 公尺自行車道，其餘 3.5 公尺則配合植栽規劃為人行步道，
並適度提供遊憩空間，有關其鋪面、植栽及街道家具建議設置規範
如下列所示：
1. 舖面：計畫區內自行車道與人行步道舖面應採用透水材質以及
增加綠化面積為原則。
2. 植栽：人行步道兩側散植喬、灌木，並配合種植四季草花，以增
加植生豐富性，利用植栽配置塑造動態之步行感受。
3. 街道家具：計畫區內燈具、座椅等街道家具應配合活動機能與安
全考量整體規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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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計畫區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築線退縮規定如下：
(一) 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築線退縮規定：
分區及用
退縮建築原則
備註
地類別
1.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並得免設置騎樓，退
縮部分並得計入法定空地，其
中自道路境界線側退縮 2 公尺
建築部分應提供作為公共通行
住宅區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使用，且不得設置停車空間。
商業區
栽綠化。
2. 如有設置圍牆之需要時，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2 公尺建
築，其型式應盡量以綠籬取代
圍牆，圍牆高度不得大於 1.5 公
尺，透空部分應達 40%以上。
1.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10
公尺建築，退縮部分並得計入
法定空地，其中自道路境界線
側退縮 5 公尺建築部分應提供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文教區
作為公共通行使用，且不得設 栽綠化。
置停車空間。
2. 不得設置圍牆，若確有設置之
必要，其型式應以綠籬為之。
1.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退縮部分並得計入法
定空地，其中自道路境界線側
公園、公
退縮 5 公尺建築部分應提供作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園兼兒童
為公共通行使用，且不得設置 栽綠化。
遊樂場
停車空間。
2. 不得設置圍牆，若確有設置之
必要，其型式應以綠籬為之。
(二) 建築基地依前項規定退縮留設之帶狀公共開放空間，應提供作為人
行或其他公共休憩活動使用，並適度予以規劃設置植栽、舖面及街
道家具，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應栽植喬木，植株位置應位於基地境界線上，並與車道間設置緣
石保護，若基地面寬大於 6 公尺，應每 6 公尺植栽 1 株。
2. 行道樹植穴深度不得少於 1.5 公尺，植穴大小不得小於 90 公分
*90 公分，植穴應舖設摟空鑄鐵蓋板或透水設施。
3. 退縮空間之高程以計畫道路之高程為依據。
(三) 建築基地依上列各項規劃所指定留設之開放空間，均應考慮都市夜
間照明及都市安全，設置適當之照明設備，夜間照明設備應避免產
生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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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計畫區植栽樹種規定：計畫區內植栽之喬木應以檸檬桉樹、楓香、台灣
欒樹、欖仁、羊蹄甲、牛樟、水黃皮、阿勃勒等樹種為限。
本計畫區內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停車設置規定如下：
(一) 停車設置標準
分區別
停車設置標準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
住宅區
下者，應留設 1 部小客車停車空間；超過部
分每 150 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 1 部小客
商業區
車停車空間。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 200 平方公尺(含)以
下者，應留設 1 部小客車停車空間及 2 部機
文教區
車停車空間；超過部分每 200 平方公尺及其
零數應增設 1 部小客車停車空間以及 2 部機
車停車空間。
(二) 商業區單一開發土地面積達 500 平方公尺以上作為大型商場(店)使
用，應依實際需求設置離街裝卸停車位。
本計畫區建築基地最小面寬不得小於 6 公尺。
本計畫區建築物規劃設計規定如下：
(一) 本計畫區建築物設置斜屋頂，斜屋頂投影面積應達建築面積 50%以
上，斜屋頂斜面坡度比(高比寬)不得大於 1：1 且不得小於 1：2。
(二) 建築附屬設施物管制
1. 廣告招牌管制
(1) 本計畫區內各種住宅區、商業區建築物附設之廣告招牌，不
得妨礙都市防災救援逃生之主要路線，並應依「廣告物管理
辦法」之規定辦理。
(2) 同一棟建築物之廣告招牌，應以整體設計為原則。
2. 本計畫區所有建築物之中央空間或其他設備之廢氣排出口風口
以及地面有礙都市景觀之設施，不得設置於建築物主要出入口
附近，並應加以綠美化。
3. 本計畫區建築物各項立面之附屬設施物如冷氣機口、鐵窗、雨庇
或其他影響建築立面之設施物，應考慮整體景觀規劃配置，予以
細部設計處理，並不得妨礙緊急逃生路線與設施。
本計畫區內有關開放空間、人行道、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停車場、
廣場兼停車場之設計，均應設置無障礙設施。
為鼓勵基地設置公益性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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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
率之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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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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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街公共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
關核准者。
十五、 本計畫區內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勵部分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之相關
條文規定辦理。
十六、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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