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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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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17條。 

都市計畫法第 22條。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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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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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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口成長現況 

自民國 95 至 107 年宜蘭市人口共約增加 349 人，顯見宜蘭市人口逐年成長

趨緩：民國 95年每戶人數約 3.08人而民國 107年每戶減少為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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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民國 95~107年 

居住人口 95,383 95,521 95,732 增加 349人 

容納戶數 30,727 33,132 36,347 增加 5,620戶 

戶量 3.10 2.88 2.63 

資料來源: 宜蘭戶政事務所 http://hrs.e-land.gov.tw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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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圖 3。 

圖 3未開闢公共設施分布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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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hrs.e-la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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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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計畫範圍聯外動線系統圖 

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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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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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的綠地空間位於宜蘭河北側，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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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個自成的社區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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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計畫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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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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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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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道用地、

廣場、綠地等公共設施用地。住宅區(一) 面積為 0.29公頃與住宅區(二)面積

劃設 0.875公頃，住宅區佔總計畫面積 75.85％ ，其餘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為

0.371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24.15％，參見表 2、圖 6。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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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5公頃，佔總計畫面積

9.4％；劃設細部計畫園道用地面積約 0.226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14.7％。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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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尺及 10公尺之園道用地，並藉由已加蓋之河川

用地銜接既有計畫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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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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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5 

公共設施用地 綠地用地 0.013 

廣場用地 0.131 

園道用地 0.226 

河川用地 0.001 

合計 1.53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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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 事業計畫 

(一)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方式

1. 應實施整體開發範圍內公、私有土地部分，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辦

理。

2. 市地重劃實施經費來源由宜蘭縣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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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245公頃，住宅區(住二)0.875公頃，佔

市地重劃開發範圍面積 70.28%，公共設施面積約 0.37公頃，佔市地重

劃面積 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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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務計畫 

本計畫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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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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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貸款利息以年息 3%，貸款 3年計算，約計 496萬元。

(五)市地重劃費用約估 5,847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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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園道 廣場 綠地 合計 

面積(公頃) 0.875 0.226 0.1314 0.013 1.245 

土
地
取
得
方
式

徵購 

撥用 

市地重劃 v v v v 

區段徵收 

獎勵投資 

開
闢
經
費
（
萬

元
）

工程費 3,114 

行政作業費 810 

拆遷補償費 1,427 

貸款利息 496 

總計 5,847 

主辦單位 宜蘭縣政府 

經費來源 由縣府編列預算辦理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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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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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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用地二及園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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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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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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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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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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基地

退縮土地管制如下： 

圖
 8
 街

廓
退
縮
位
置
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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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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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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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定施作，

提供公眾通行及埋設民生用戶管溝相關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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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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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園道沿線之綠帶植穴內徑最小為 2公尺。植穴覆土，大喬木至

少 1.5公尺以上，灌木至少 0.5公尺以上。

(四) 園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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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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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消防通道

之外做為綠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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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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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

超過 15公尺。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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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 相關計畫書圖可至宜蘭縣政府國
土暨都市計畫資訊網下載：

• 聯絡單位：
宜蘭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
039251000-1415 邱小姐

「擬定宜蘭市都市計畫(新生地區)細部計畫書」案公開展覽說明會

2.細部計畫示意圖

本案「擬定宜蘭市都市計畫(新生地區)細部計畫」係依據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 辦理，計畫面積約1.536公頃

1.人民陳情方式

• 公展說明會訂於108/5/9上午10
點假宜蘭縣文化中心2樓演講廳
(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



「擬定宜蘭市都市計畫(新生地區)細部計畫書」案公開展覽說明會

4.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 住宅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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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回饋以45%公共設施用地為原則，得以折繳代金辦理。

b) 折繳代金為開發當期公告現值之1.1倍。

(二) 住宅區(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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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示意圖（僅供參考）

本基地定位為與水共生的韌性社區，期望透過細部計畫建立
適宜的生態基盤與建築型態，回應氣候變遷的環境議題，創造宜
蘭永續的共生社區。

本計畫考量現有住戶需求，採取對現有建物影響最小的方案。
主要道路動線劃設綠園道以增加道路設計彈性及考量車輛迴轉設
置之需求。主要車輛動線部分以既有道路及公有地劃設，並將園
道用地內的舊堤防降低約0.95M，減少銜接大福路二段的落差，
也提升充館圳水岸親水性。廣場用地配合園道用地進行設計，提
供居民公共活動空間。廣㇐為4M寬空間避免穿越性車流及保留既
有建物居住功能。廣二可銜接堤防階梯，串連現有宜蘭河堤自行
車道及綠地增加步行的便利性。

街廓退縮位置示意圖（僅供參考）

3. 居住配置及使用分區

(三) 街廓退縮位置示意圖

備註：其餘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規定請參酌公開展覽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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