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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與法令依據 

一、計畫緣起 

依 103 年 5 月 27 日公告「擬定新北市鶯歌區正義新村地區都市

更新計畫暨劃定更新地區」，新北市鶯歌區陶瓷段 1018 地號等 15 筆

土地為更新地區，同時指定為一優先更新單元，並採全區一次開發，

然土地管理機關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表示，優先更新單元內涉及違占戶

拆遷問題，經多次協調溝通，仍無法達到共識，為兼顧整體都市更新

事業推動期程，爰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八條變更都市更新計畫內容，調

整優先更新單元範圍。 

二、法令依據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八條辦理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貳、 原計畫內容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近年積極推動活化老舊眷村土地資產，擬以都

市更新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都市更新，並期透過公共投資與

建設的挹注及再發展策略方案之導入，進行實質空間機能的整合與規

劃，重塑都市機能，改善都市環境並提高地區發展潛力。 

正義新村地區(以下稱本計畫區)鄰近鶯歌火車站、鶯歌老街以及

鶯歌國中、國小，原本就是鶯歌市區內主要集居地之一；由於附近亦

即將有捷運三鶯線經過，以本計畫區之良好區位、交通條件與便利生

活機能，未來仍將是鶯歌市區理想的住居地點。舊有的正義新村業於

民國 95年完成配合全村移居五股，歷經半世紀的發展，眷村已沒落。

故爲提高該地區生活環境品質、社區發展性以及土地利用經濟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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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國防部眷村土地活化之政策，提升土地利用之價值，期望透過整

體規劃，帶動周邊鄰近地區再發展。 

本案原更新計畫業於民國 103 年 2 月 27 日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42 次會通過，並經新北市政府 103 年 5 月 26 日北府城更字第

10334150131 號公告自 103 年 5 月 27 日起實施。茲將其計畫內容說

明如後： 

一、辦理依據與法令依據 

(一)辦理依據 

本案辦理依據如下： 

1.依行政院都市更新推動小組101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

將本計畫區列為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示範計畫地區。

(詳附件一) 

2.經行政院 101年 4月 16日國有土地清理活化督導小組

第 11次會議結論(八)略以：「同意國防部規劃眷改土地，

優先以設定地上權及公辦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分回房地

方式處理。」(詳附件二) 

(二)法令依據 

本更新計畫係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五條、以及第七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 

二、更新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鶯歌區地理中心位置，可利用南側尖山埔路往東連

接至鶯歌老街及由中正二路前往陶瓷博物館、鶯歌火車站，或往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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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路、三鶯大橋至國道三號(請參閱圖 1)。而其範圍南以縱貫鐵路

及尖山埔路為界；西側及北側與工業區相鄰；東側以永昌街為界，更

新計畫面積為 22,548.98平方公尺。 

 

 

 

 

 

 

 

 

 

圖1   更新計畫位置示意圖 

三、更新地區範圍 

以新北市鶯歌區陶瓷段 1018、1089、1090、1091、1098、1099、

1100、1101、1112、1115、1124、1124-2、1125、1126、1128 地號

等 15筆土地為更新地區範圍，總面積 16,849.86平方公尺(請參閱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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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行都市計畫 

本更新計畫範圍位於「變更鶯歌都市計畫(第二次主要計畫通盤

檢討)」中心位置，其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北側及西側為乙種工

業區，南側為鐵路用地及道路用地(請參閱圖 2)。 

(一)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度 

依更新計畫範圍現行都市計畫，其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一

種住宅區，建蔽率不得超過 50％、容積率不得超過 200％。 

(二)土地使用分區允許使用項目 

「變更鶯歌都市計畫(第二次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書，

對住宅區未有土地使用分區允許使用項目規定，故依都市計

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14條規定。 

圖2  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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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使用現況 

都市更新計畫區現況地上建物多已拆除，主要為空地做為籃球場

使用與部份綠地開放為公共使用，僅存西北側及東北側一至二層樓住

宅群使用，現況建築皆已老舊，為提昇整體環境品質，極待進行更新

(請參閱圖 3、4)。基地北側緊臨工業區，但永昌街兩側近基地範圍

多為輕工業使用、部份零售商業、住宅使用，在生活服務機能上不足，

未來擬在社區內引入相關生活所需日常零售商店、地方特色小舖等，

提供住宅品質的支援；另檢視緊鄰基地周邊之使用現況，其多為住宅

使用，戶數僅十餘戶，建物多屬磚造及混凝土結構(請參閱圖 5)，仍

保有舊眷村之風格氣息。 

另計畫區周邊多為文化創意性(陶瓷生產)之產業使用，經尖山埔

路往鶯歌老街方向之沿街至火車站舊市區中心則多為住商混合型之

使用；另基地周邊亦有國中、國小及停車場等公益型設施之使用(請

參閱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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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計畫區建物使用現況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圖4   計畫區建物樓層現況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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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計畫區建物結構現況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圖6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資料來源：變更鶯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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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權屬概況 

本案更新計畫範圍土地權屬主要以公有土地為主，管理者為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新北市政府及新北市鶯歌區公所等，共 22 筆土地(面積

19,640.27平方公尺)，另有私有土地 26筆(面積 2,908.71平方

公尺)，總面積 22,548.98平方公尺(請參閱表 1及圖 7)。 

 

表1  更新計畫範圍土地權屬一覽表 

地號(陶瓷段) 面積(m2) 權屬 

1018、1090、1091、1098、1112、

1124地號等 6筆土地 
16,539.67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099地號 9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01、1100、1101、1115、1125

地號等 5筆土地 
581.42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989、1014、1015、1017地號等

4筆土地 
80.9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993地號 1,812.67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843、1124-2地號等 2筆土地 148.34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126、1128地號等 2筆土地 70.82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16地號等 1筆土地 397.45 新北市政府鶯歌區公所 

990、991、992、994、994-1、

995、996、997、998、999、1000、

1004、1006、1008、1011、1089、

1094、1108、1110、1111、1113、

1114、1116、1117、1121、1122

地號等 26筆土地 

2,908.71 私有 

總面積 22,5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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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土地權屬示意圖 

七、公共設施 

本計畫區周邊現況半徑500公尺內公共設施主要包括公園綠地、

學校及停車場，考量未來基地內生活服務水準，建議社區內應留設開

放空間，並引入公共托育中心、地區活動中心等，做為提昇社區生活

機能，現況周邊既有公共設施如下： 

(一)公園綠地 

三號公園位於鶯歌區老街北側，為鶯歌區民主要的休閒

開放空間。 

(二)學校用地 

計畫區東側有鶯歌國中、鶯歌國小、尖山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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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車場 

計畫區內東側、東南側現況空地為老街第二停車場使用，

共計停車位共 174個。 

圖8 計畫區公共設施現況圖 

資料來源：變更鶯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草案 

八、交通系統 

(一)計畫區周邊道路現況 

計畫區南側臨尖山埔路，周邊聯外道路分別為尖山埔路、

中正二路、八德路及鶯桃路，相關位置如圖 9 所示，並說明

如下： 

1.尖山埔路：計畫區南側緊鄰尖山埔路，為地區主要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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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尖山埔路銜接鶯桃路可通往桃園市，尖山埔路與

鶯桃路交叉口以東為鶯歌陶瓷老街，尖山埔路於鐵路平

交道南側銜接中正二路及八德路通往桃園市八德區及

大溪區。 

2.中正二路：中正二路位於鐵路南側，於尖山埔路平交道

以西銜接八德路為縣道 114 線，往東銜接文化路通往三

峽或鶯歌市區，往西經八德路往八德區，往南至大溪

區。 

3.八德路：八德路為縣道 114 線，與中正二路銜接，為鶯

歌通往八德區之聯絡道路。 

4.鶯桃路：鶯桃路為縣道 110 線，與尖山埔路銜接，為鶯

歌通往桃園市區之聯絡道路。 

5.建國路：建國路於鶯桃路以東為鶯歌市區之重要道路，

往東通往鶯歌火車站，西側銜接鶯桃路往桃園，鶯桃路

以西至永昌街屬於社區之服務道路。 

6.永昌街：永昌街位於基地東北側，為寬度約 6 公尺之既

成道路，屬於基地東北側社區通行道路。 

(二)計畫區內道路 

計畫區內現況以 6 公尺道路將計畫區區分為東西兩部分，

區內道路南側銜接尖山埔路，並緊鄰尖山埔平交道，北側於

基地外為約 2 公尺之巷道，可銜接永昌街至建國路，惟巷道

狹窄僅容機車通行，計畫區東北側為約 6 公尺之永昌街，非

屬都市計畫道路，道路狹窄彎曲、車輛進出甚為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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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計畫區交通系統現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九、基本目標與策略 

(一)現況課題 

1.計畫區西側和北側與工業區為鄰 

本更新計畫區西、北兩側與工業區為鄰，易因工業生產

與相關活動，影響生活環境品質。 

2.計畫區南側之鐵路平交道，形成交通瓶頸點 

計畫區南側為鶯歌市區通往桃園市以及鄰近市鎮的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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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埔路，其與縱貫鐵路係以平交道方式交叉，除了在上

下班尖峰時段造成交通瓶頸，也易影響本社區暨鄰近地

區民眾進出之便利性與安全性。 

3.計畫區西北側尚有零星老舊住宅 

計畫區西北側私有土地範圍目前尚有零星老舊、低樓層

住宅使用。 

(二)基本目標 

鶯歌區位於大漢溪北側，與南側新興之臺北大學生活圈

是為本區域兩大發展軸心。該地區倚山傍水，早期即以礦業

與陶瓷業聞名，是北臺灣頗具人文與產業特色的小鎮；隨著

整體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遷，其礦業早已走入歷史，陶瓷業

則因結合人文、創意等藝術內涵與生活、觀光等活動，而成

為鶯歌地區的新興特色產業。 

而本更新計畫區屬於鶯歌發展較早之舊市區，周邊為商

業提升與住宅更新等複合功能的區域，具有極優的都市更新

發展潛力，因此如能引導合宜的更新策略，進而觸動都市更

新，將可帶動整體地區的環境改造，讓周邊地區的都市空間

成為鶯歌地區優質居住與生活的環境。基此，本計畫之基本

目標如下： 

1.促進老舊眷村轉型發展：促使老舊眷村之轉型，以提升

國有財產之運用效益。 

2.導入在地文化元素讓都市更新與城市更加融合。 

3.公有土地帶動更新發展：透過大面積公有土地主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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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改善周邊環境景觀，帶動周邊地區再發

展。 

(三)發展策略 

本計畫區位居鶯歌區中央偏西，向東可延續歷史老街豐

厚的人文意涵，連結特色產業與地區生活關聯的各項活動；

西向則進入地區陶瓷產業的基礎生產核心地帶。 

本計畫區從舊有的眷村到邁向新社區，以其區位、規模、

以及土地使用等條件，將可成為鶯歌地區都市發展的新指標，

綜合其整體環境與發展情境，其發展可定位如下： 

1.老街丰華：延續陶瓷老街之丰華，創造多元機能複合社

區。 

2.新陶花園：藉由更新契機，結合地方陶瓷特色，塑造新

陶花園生活空間。 

另本更新計畫以建立都市設計原則為主要發展策略，茲

分述如下： 

1.公共服務：包括退縮建築線並留設人行道與自行車道，

設置開放空間、公用設備等滿足使用需求等。 

2.安全與寧適：採綠建築設計，塑造安全與寧適環境，以

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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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實質再發展 

(一)土地使用 

更新地區以發展優質鄰里社區之理念，營造良好安全舒

適之住宅空間及社區服務之使用，符合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允許使用項目，範圍仍維持住宅使用，未涉及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 

另空間使用機能規劃部分，依據地區環境特性，以本更

新計畫中央之南北向既有道路為界，西側以住宅機能為主，

東側地區因較靠近鶯歌老街，除提供居住機能外，亦規劃生

活服務機能。 

(二)公益設施 

本更新地區之目標為促進都市土地再開發利用、復甦都

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等目的，故未來更新

後應提供公益設施，以供社區住戶以外不特定公共使用，其

留設原則為建築物低底層提供公共托育中心、藝文展演空間、

旅客服務中心及社區活動中心等(請參閱表 2)。公益設施確

切項目及樓地板面積，依受贈單位需求為準。 

表2  公益設施回饋項目說明表 

項目 樓地板面積 受贈單位 

公共托育中心 至少 600 ㎡ 

新北市政府 藝文展演空間 至少 1000 ㎡ 

旅客服務中心 至少 520 ㎡ 

社區活動中心 至少 600 ㎡ 鶯歌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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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系統 

1.車行動線 

本基地主要交通動線為由基地經尖山埔路往東至桃園

及大湳交流道方向，且為避免社區車輛與平交道交通互

相影響，未來規劃停車場出入口時應遠離平交道。 

2.計畫區留設南北向通道 

本計畫區內將配合變更鶯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留設南北向之道路，連接計畫區北側之永昌街與建國

路，以減輕尖山埔路的道路負擔。 

3.人行步道 

除配合社區住宅單元與公共設施、開放空間配置步道系

統外，將特別考量延續鶯歌老街之理念，沿著尖山埔路

北側規劃設置寬敞、具有地區人文特色的陶藝大道以延

續其人潮與活動，並考量自行車道之設置，以串聯地區

人行動線。 

十一、都市防災構想 

本更新計畫區內之避難逃生動線及救災援送動線，主要均利用基

地周邊既有主次要道路。以尖山埔路、鶯桃路、中正二路、中正三路、

八德路、建國路、尖山路等 12M 以上計畫道路規劃為避難逃生動線

及救災援送動線，以利災害發生可維持供車行之動線及救災人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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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物資等運送。未來計畫區內新闢道路亦可連接至既有避難及救災

動線(詳圖 10)。 

因本更新地區鄰近地區並無醫院，基於交通便利性考量，可利用

鄰近基地東側之鶯歌國中設置臨時醫護站作為救災醫護中心，以學校

校舍、操場作為緊急醫療救護及臨時收容之場所，並待後送大型醫療

機構；臨時避難場所利用永昌里活動中心、大漢溪南側三號公園及尖

山路南側文小用地，中長期收容所包括鶯歌國小、尖山國中、同慶里

民活動中心、建國國小、昌福國小等。 

 

 

 

 

 

 

 

 

 

 

圖10 更新計畫周邊防災構想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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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都市設計及景觀規劃原則 

(一)開放空間系統(詳圖 15) 

1.本更新計畫範圍臨尖山埔路應沿建築線退縮至少 10公

尺，供行人通行及植栽綠化使用(其中植栽使用4公尺，

人行使用至少達 2公尺，必要出入口及車道除外)，並

考量自行車道之設置；另臨永昌街應自建築線退縮 4

公尺以保留人行通路，以串聯地區人行動線。 

2.本更新計畫範圍內留設至少 12 公尺寬之南北向供公眾

通行之道路（連接尖山埔路及永昌街、建國路），其兩

側建築應退縮至少 4 公尺以上，以保留人行通路及植栽

綠化空間。 

3.計畫範圍與周邊土地使用性質不相容者，包括西側及北

側與工業區之區位，應於開發建築時退縮留設 4 公尺隔

離綠帶作為緩衝空間。 

4.考量都市環境綠美化，本計畫區周邊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管有陶瓷段 1087、1088、1096 及 1124-1 地號等 4 筆工

業區土地(面積合計為 1,489.28 平方公尺)，於國防部招

商後，請實施者綠美化且無償提供作為公共使用之開放

空間。 

5.本更新計畫範圍西側既有住宅聚落，應留設 6 公尺通道

供其通行；西南側配合新北市政府工業區招商作業，應

留設至少 12 公尺之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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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設計理念 

1.本計畫區內之建築採低建蔽規劃，並應為銀級以上之綠

建築設計，採自然景觀通風措施，降低人工熱能產出，

並配置雨水回收系統做為綠地空間之澆灌用水。 

2.本計畫區建築設計材質須融入鶯歌陶藝之在地元素，如：

建築物外牆等。 

3.基地之規劃、方向性與量體，應有助於提升地區發展活

力，並強化公共空間。 

十三、劃定更新單元 

(一)優先更新單元 

指定本更新地區為同一更新單元，採全區一次整體開發，

更新單元範圍為陶瓷段 1018、1089、1090、1091、1098、1099、

1100、1101、1112、1115、1124、1124-2、1125、1126、1128

地號等 15筆土地，面積為 16,849.86平方公尺。 

更新計畫範圍內北側之私有土地因權屬零散，且多為既

有房舍使用，規劃階段詢問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都市更新

之意願不高，故主要以國防部管有之土地做為更新單元範圍，

惟於公辦都更推動時，可視整合情形，保留擴大範圍之可能

性。 

(二)更新單元實施方式 

本更新地區土地管理機關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擬以多

元化及多管道方式對眷改土地進行土地活化，爰依據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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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4 月 16 日國有土地清理活化督導小組第 11 次會議決

議辦理(附件二)。另依本府 102 年 5 月 6 日北府城更字第

1020002516號函示，可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九條或第十條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附件四)。 

十四、其他 

(一) 本案將提供地區公益性設施，於優先更新單元內留設公共

托育中心、藝文展演空間、旅客服務中心及社區活動中心，

配合新北市政府及鶯歌區公共空間需求予以規劃，未來將

公益性空間設置於建築物之低樓層納入更新建築開發，由

實施者負責興建。相關公益性設施項目最終應以發布實施

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書為

準。 

(二) 本更新地區範圍，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九條規定實施都市更

新事業時，可依實際整合範圍擴大調整之，免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八條再提送審議規定辦理。 

(三) 優先更新單元後續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實施者應提供相

關基金，俾利市府擴展都市更新相關工作。有關基金數額

及容積獎勵額度，依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決議辦理。 

(四) 考量實務執行，優先更新單元外之土地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時，其事業計畫內容倘經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同意，

得依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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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變更原因及內容 

一、變更原因 

原計畫優先更新單元係以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管有土地為主，但其

西北側陶瓷段 1124 地號部分範圍現況有 6 戶違占戶(詳下圖)，考量

其違占情形複雜且排除困難，為免影響更新時程，依國防部政治作戰

局委託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4年 06月 11日「新北市正義新

村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北側違占戶排除研析會議結論，以陶瓷段

1018地號等 14筆土地無地上物之土地為優先更新單元，1124地號部

分土地及 1112 地號土地惟仍屬更新地區，保留其擴大與周邊土地併

同辦理更新之契機，以促進都市更新之推動。(詳附件三) 

 

 

 

 

 

 

 

 

 

 

圖12 原優先更新單元內違占戶現況分布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樹林地政事務所 

1124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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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內容 

由於前述範圍違占戶之處理涉及較為複雜的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為避免影響整體都市更新作業之進度，爰調整其優先更新單元

範圍:剔除原優先更新單元西北側之鶯歌區陶瓷段 1112 地號及部分

1124地號之土地(請參閱表 3、圖 13、圖 14)。 

表3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內容 
位置及面積 

變更理由 
變更前 變更後 

調整優先更新

單元範圍 

鶯 歌 區 陶 瓷 段

1018 、 1089 、

1090 、 1091 、

1098 、 1099 、

1100 、 1101 、

1112 、 1115 、

1124、1124-2、

1125、1126、1128

地號等 15 筆土

地 ， 總 面 積

16,849.86 平方

公尺 

鶯 歌 區 陶 瓷 段

1018 、 1089 、

1090 、 1091 、

1098 、 1099 、

1100 、 1101 、

1115、 1124-2、

1125、1126、1128

及部分 1124 地號

等 14 筆土地，總

面 積 16,361.67

平方公尺 

原計畫優先更新單元係

以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管

有土地為主，但其西北

側陶瓷段 1124 地號部

分範圍現況有 6 戶違占

戶，考量其違占情形複

雜且排除困難，為免影

響更新時程，將以陶瓷

段 1018 地號等 14 筆土

地無地上物之土地為優

先更新單元，1124地號

部分土地及 1112 地號

土地惟仍屬更新地區，

保留其擴大與周邊土地

併同辦理更新之契機，

以促進都市更新之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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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變更優先更新單元剔除範圍示意圖 

  

優先更新單元剔

除範圍(1112地

號及部分 1124

地號) 

1124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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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更後計畫 

一、劃定更新單元 

(一)優先更新單元 

為新北市鶯歌區陶瓷段 1018、1089、1090、1091、1098、

1099、1100、1101、1115、1124-2、1125、1126、1128及部

分 1124 等地號共 14 筆土地，面積約 16,361.67 平方公尺。

更新計畫範圍北側之私有土地因權屬零散，且多為既有房舍

使用，規劃階段詢問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

不高，故主要以國防部管有之土地作為優先更新單元範圍，

惟於公辦都更推動時，可視整合情況，保留擴大範圍之可能

性。另經 105 年 7 月 29 日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7

次會議決議，說明如下: 

為促進本案優先更新單元西北側土地都市更新，後續本

優先更新單元實施者應於擬定事業計畫時，除應依規定舉辦

公聽會並需通知其西北側土地之所有權人，積極聯繫及溝通

整合併同更新，以擴大整體更新效益，如其西北側土地未能

整合併同更新，請實施者針對該地區研提都市更新協助方案，

如建築規劃預留與該地區未來更新改建之彈性設計，或提供

足以協助該地區更新安置之中繼空間等，並納入事業計畫載

明。 

本優先更新單元未來申請經市府額外指定提供公益設施

之容積獎勵額度部分，其樓地板面積由市府統籌運用，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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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設施或社會住宅等之使用。 

(二)更新單元實施方式 

1.優先更新單元:本更新地區土地管理機關為國防部政治

作戰局，擬以多元化及多管道方式對眷改土地進行土地

活化，爰依據行政院 101年 4月 16日國有土地清理活

化督導小組第 11次會議決議辦理(附件二)。另依本府

102年 5月 6日北府城更字第 1020002516號函示，可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九條或第十條實施都市更新事業(附

件三)。 

2.一般地區:依都市更新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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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內政部 101年 4月 9日台內營字第 1010803288號函行政院都市更新推

動小組 101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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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行政院 101年 5月 15日院授財產接字第 10130004310號函國有土地清

理活化督導小組第 11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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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4年 6月 22日城更字第 1041001324號函

北側違占戶排除研析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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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43次會議紀錄-變更鶯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變 2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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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新北市政府 102年 5月 6日北府城更字第 1020002516號函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 9條或第 10條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6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府 28樓都委會會議室 

主席：高主任委員宗正                           記錄彙整：吳欣怡 

出席委員：詳如簽到簿。 

出席單位：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確認市都委會第 65次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  

  二、主辦單位工作報告： 

      決議：洽悉。 

參、審議案： 

    審議案件一覽表： 

 

 

 

 

 

 

 

 

 

 

 

肆、散會：上午 10時 50分 

一、擬定中和都市計畫（配合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路線）

細部計畫案。  

二、變更蘆洲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三、變更鶯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逕人陳第 7 案(乙種工業

區回復為住宅區)再提會審議。 

四、劃定新北市新莊區復興段 452 號土地(名人天廈社區 BCD 棟部分)

都市更新地區案。 

五、變更新北市鶯歌區正義新村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暨劃定更新地區(調

整優先更新單元範圍)案。 

 



 

案由 
變更新北市鶯歌區正義新村地區都市更新
計畫暨劃定更新地區(調整優先更新單元範
圍) 

辦理機關 新北市政府 

類別 審議案 案號 第五案 

說 
 
 
 
 
 
 
 
 
 
 
 
 
 
 
 

明 

壹、 辦理機關：新北市政府 

貳、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8 條。 

參、 計畫緣起 

新北市鶯歌區正義新村地區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近年積極

活化老舊眷村土地資產之一，並經行政院都市更新推動小組列

為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示範計畫區，其更新計畫暨更新地區

於 103 年 5 月 27 日公告實施，其中載明新北市鶯歌區陶瓷段

1018 地號等 15 筆土地為優先更新單元，並採全區一次開發。

後因土地管理機關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表示，優先更新單元內涉

及違占戶拆遷問題，經多次協調溝通，仍無法達到共識，為兼

顧整體都市更新事業推動期程，爰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8 條變更

都市更新計畫內容，調整優先更新單元範圍。 

肆、 原計畫內容概述 

一、 更新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鶯歌區地理中心，南以縱貫鐵路及尖山埔路

為界；西側及北側與工業區相鄰；東側以永昌街為界，更新計

畫面積為 22,548.98 平方公尺。(請參閱附圖 1) 

二、 更新地區範圍 
以新北市鶯歌區陶瓷段 1018、1089、1090、1091、1098、

1099、1100、1101、1112、1115、1124、1124-2、1125、1126、

1128 地號等 15 筆土地為更新地區面積，並為優先更新單元，

採全區一次整體開發 (請參閱附圖 1) 。 

伍、 變更理由及內容 

原計畫優先更新單元係以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管有土地為

主，但其西北側陶瓷段 1124 地號部分範圍現況有 6戶違占戶(詳
下圖)，考量其違占情形複雜且排除困難，為免影響更新時程，

依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委託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4 年 06
月 11 日「新北市正義新村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北側違占戶排

除研析會議結論，將違占戶佔用之陶瓷段 1124 地號部分土地及

陶瓷段 1112 地號土地排除優先更新單元外，惟仍屬更新地區以

保留其擴大與周邊土地併同辦理更新之契機，以促進都市更新



 

之推動。 

 

 

 

 

 

 

 

 

 

 

 
陸、 變更後計畫 

優先更新單元為新北市鶯歌區陶瓷段 1018、1089、
1090、1091、1098、1099、1100、1101、1115、1124-2、1125、
1126、1128及部分1124等地號共14筆土地，面積約16,361.67
平方公尺(詳附圖 2)。其他未規定事項依原都市更新計畫及

相關規定辦理。 

決議 

為不影響本案都市更新辦理時程，原則同意優先更新單元排除違佔

戶佔用之土地，惟考量本案為國防部公辦都更案例，請於更新計畫

載明後續優先更新單元事業計畫應提供上開排除土地及其周邊地

區未來更新重建時之安置配套方案，如中繼住宅、社會住宅公益設

施等，以利該地區之更新推動。更新計畫載明之內容，提下次會議

確認。 
 





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7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7月 29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府 28樓都委會會議室 

主席：李主任委員四川                           記錄彙整：吳欣怡 

出席委員：詳如簽到簿。 

出席單位：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確認市都委會第 66次會議紀錄： 

  決議：1、審議案第 5案「變更新北市鶯歌區正義新村地區都市更新計

畫暨劃定更新地區(調整優先更新單元範圍)案」，原則同意

提案單位報告「更新計畫載明之內容」，該內容如下： 

        (1)本優先更新單元未來申請經市府額外指定提供公益設施之

容積獎勵額度部份，其樓地板面積由市府統籌運用，作為公

益設施或社會住宅等之使用。 

        (2)為促進本案優先更新單元西北側土地都市更新，後續本優先

更新單元實施者應於擬定事業計畫時，除應依規定舉辦公聽

會並需通知其西北側土地之所有權人，積極聯繫及溝通整合

併同更新，以擴大整體更新效益，如其西北側土地未能整合

併同更新，請實施者針對該地區研提都市更新協助方案，如

建築規劃預留與該地區未來更新改建之彈性設計或提供足



以協助該地區更新安置之中繼空間等，並納入事業計畫載

明。 

        2、其餘確認。  

  二、主辦單位工作報告： 

      決議：洽悉。 

參、研議案： 

    研議案件一覽表： 

 

 

 

 

 

肆、報告案 

    研議案件一覽表： 

 

 

 

 

 

伍、散會：上午 11時 15分 

  新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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