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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 4/29 公告施行

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之後，新北

及產業升級發展時，所需提供消費、

市長朱立倫推動新北市整體發展的構

服務等需求的商業使用空間，進而帶

想，其中攸關全市都市發展的法源依

動都市發展，促使新北市更邁向國際

據「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

都會城市之列。

於 103 年 4 月 29 日公告，103 年 5 月

另外，法條更納入「透水城市」

1 日生效。此施行細則以新北市地形

理念，降低建築開發的建蔽率及開挖

地貌、社經發展型態作為指導，進而

率，規範空地透水率必須達 80%以

領航新北市未來都市發展，導引新北

上，每一塊土地有喘息及涵養水源的

市全面向上提升！

空間，以解決暴雨積水的狀況，這次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代理局長

也考量氣候變遷等因素，除調降建築

邱敬斌表示，新北市近年都市發展形

開發建蔽率及開挖率 10%，明訂空地

態已從傳統的點狀發展進至面狀發

80%需透水外，建築開發時也要求更

展，都市計畫執行相對複雜，傳統的

高標準設置充足之雨水貯留設施，換

土地管制已不符合現代化需求，而在

言之，讓我們的土地能有更大的空間

全球化趨勢下，城市在區域發展的角

去因應近年來氣候暖化所造成瞬間暴

色更形重要，故都市計畫的執行也要

雨的現象，增加防災功能，以保護人

跟著改變。為了因應全球城市競爭、

民生命財產安全。

氣候變遷以及解決高齡少子化、居住

早年建築基地取得綠建築，大部

正義等問題，增加鼓勵開發者提供老

分都是為了爭取容積獎勵，惟建築基

人活動設施、老人安養設施、公共托

地提高容積後，卻對都市環境造成環

育設施、社會住宅或產業育成設施，

境的負荷，為解決此一問題，即將公

給予建築容積獎勵，鼓勵開發業者，

告施行的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

捐贈相關公益性設施，共同創造優良

規定，對於面積一定規模以上的大型

的生活環境。

基地，必須達到銀級綠建築的標準，

過去由於商業區容積率較高，而

讓取得銀級綠建築成為建商的義務，

住宅產品去化較快，新北市許多商業

反而會有增加綠建築的可能，更要求

區均轉作住宅使用，對於都市健全機

必須設置 1/2 綠能屋頂，目的在於提

能產生不良影響，此次修法以容積率

升建築及都市環境永續的努力。

管制方式，限制商業區土地做為住宅
使用比例，目的要導正都市朝向多元

此次法規重點內容包括：
1、工業區中作一般商業設施使用比例
由 5%改為 10%，以利工業區產業
升級與發展；

2、增加未來基地開發的透水要求，並
提高基地防洪標準，以減緩極端氣
候造成的影響；
3、為了解決海砂屋無法依現行建蔽率
進行改建的問題，特別增訂經都市
設計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將可依原
建蔽率辦理重建。

新北市近年都市發展形態已從傳
統的「點」狀發展進入「面」狀發
展，加上民眾對生活空間品質的要求
提高，如何以完善的都市發展創造美
好環境更加重要，此次法規公告施行
後，將能成為新北市都市發展的基
礎，建構優質家園，並逐步落實「透

水城市」、「便捷交通」及「安居住
宅」等政策目標，促使新北市逐步朝
向全球城市、永續城市以及老有所
養、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宜居城市
發展。

資訊提供：城鄉發展局計畫科彭介山

電話：(02)2960-3456 轉 7122
新聞聯絡：城鄉發展局秘書室黃曉珮
電話：(02)2960-3456 轉 7182
【中央通訊社】

高

市都更聯盟協會成軍 開拓 500 億商機

即將完成的高雄市圖書總館（右前方）等所在的亞洲新灣區，將與美術館特區、農 16 特區、及高
雄鐵路地下化之後的兩旁，成為高雄都更的商機焦點。（中國時報）
雖然都市更新條例面臨重新審議

說，以前沿著鐵路兩旁的房子，
「都是

雖然都市更新條例面臨重新審議

情況，但有鑑於高雄市充滿都更商機，

屁股面對鐵軌」
，可是，在鐵路地下化

情況，但有鑑於高雄市充滿都更商機，

因此，城都國際開發公司結合都市計

之後，將成為大馬路、景觀綠地的第一

因此，城都國際開發公司結合都市計

劃技師、不動產估價師、建築師等專業

排，
「當然要把正門轉向，面對鐵道」
。

劃技師、不動產估價師、建築師等專業

人士，籌設「高雄市都市更新聯盟協
會」
，要扮演平台角色，整合公私部門，
開拓超過 500 億元的高雄都更商機。
過去一段時期以來，高雄市的都
更案例相當罕見，但是鐵路地下化之
後的第一排房屋再造、亞洲新灣區、美
術館特區、農 16 特區等 3 大高雄精華
地段，卻創造高雄都更的新商機。

曾文生 4 月 28 日指出，在民國 106
年完成鐵路地下化通車，全長 18.16 公
里的全新景觀道路，
「將是高雄最大的
都更商機標的」
。
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公司
總經理徐弘宇表示，除了鐵路地下化
全長 18.16 公里的兩旁住宅都更商機，

高雄房價每坪超過 30 萬元的區域，包

工商時報報導，尤其是交通部編

括亞洲新灣區、美術館特區、及農 16

列 998 億元進行的高雄鐵路地下化工

特區等 3 大高雄精華地段，也是都更

程，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長曾文生

的最佳選擇。

人士，籌設「高雄市都市更新聯盟協
會」
，要扮演平台角色，整合公私部門，
開拓超過 500 億元的高雄都更商機。
過去一段時期以來，高雄市的都
更案例相當罕見，但是鐵路地下化之
後的第一排房屋再造、亞洲新灣區、美
術館特區、農 16 特區等 3 大高雄精華
地段，卻創造高雄都更的新商機。

【李漢揚整理/中央網路報】

災

害示警資訊
平台啟用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單位共
同開發的「災害示警公開資訊平台」
（tinyurl.com/md9llsg）
，今起開放民間

團體使用，該平台提供颱風警報、土石
流警戒及是否上班上課等資訊，未來

難免有錯誤資訊，歷經約 1 年測試的

災防中心研究員李維森說，礙於

「災害示警公開資訊平台」，今起正式

頻寬限制及相關資料解讀仍有門檻，

提供開放，該平台整合氣象局、水利

災害示警平台的資訊，主要提供民間

署、人事行政局、高鐵等單位的資訊，

單位申請加值後再提供民眾使用，建

一般民眾也可從網站看到整合土石

議一般民眾可參考 GOOGLE 台灣災害

流、颱風警報、是否上班上課等資訊，

應變資訊平台（tinyurl.com/nuea2p8）

未來將進一步提供大型石化災變或核

等管道，可更容易了解相關資訊。

電廠災害資訊，例如石化災害發生時，

風向、風速、污染範圍等資訊。
【許敏溶／台北報導】

更將提供石化或核電廠等災害示警訊
息，希望透過該平台將相關訊息盡快
傳遞給民眾。
國家災防中心主辦「災害共通示
警標準暨智慧防災應用研討會」，今起
在世貿中心舉辦，邀請國內外的專家
學者、業界代表，探討台灣未來將如何
建構一個智慧防災、耐災的生活圈。
科技部長張善政致詞時指出，台灣天
然災害發生頻率高，過去颱風發生時，
也有透過網路進行救災資訊傳遞，但

在啟動儀式之後，
「災害示警公開資訊平台」今起開放使用。許敏溶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