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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與法令依據 

一、計畫緣起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近年來積極推動老舊眷村土地活化運用業

務，依據「國軍老舊眷村改建條例」將新北市慈德三村地區列為眷

村改建土地，擬以都市更新條例及其施行細則規定辦理都市更新開

發計畫，配合老舊眷村土地活化政策，期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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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01 年 4 月 9 日行政院都市更新推動小組 101 年第 1 次會議

決議略以:「原則同意納入都市更新示範計畫」（詳附件一），且經民

國 101 年 4 月 16 日行政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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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詳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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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令依據 

本計畫辦理法令依據如下： 

(一) 都市更新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都市之發展狀況、居民意願、

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行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更

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都市更新計畫，表明下列事項，

作為擬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指導： 

一、更新地區範圍。 

二、基本目標與策略。 

三、實質再發展。 

四、劃定之更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五、其他應表明事項。 

(二) 都市更新條例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視實

際情況，迅行劃定更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更都市更新

計畫： 

一、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

壞。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為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大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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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更新地區範圍 

一、位置與範圍 

(一) 更新地區位置 

本計畫位置位於新北市中和都市計畫範圍內，更新地區周邊

北側為鄰近連城路，南側鄰近錦和運動公園、錦和高中及雙和醫

院，座落位置參見附圖 1 所示 

(二) 更新地區範圍 

更新地區範圍東以連城路 263 巷、西以連城路 265 巷、南北

以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土地（地籍線）為界，總面積約 6,234.94 平

方公尺（約 0.62 公頃），計畫範圍參見附圖 2。 

500公尺範圍

附圖1 計畫範圍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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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2  更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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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都市計畫與相關計畫情形 

(一) 都市計畫情形 

本更新地區位於「變更中和都市計畫(第一次主要計畫通盤檢

討)」中心位置其土地使用分區為住宅區，北側為工業區，南側公

共設施用地則包含學校用地、運動公園用地及醫療用地等。 

1. 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強度 

依更新地區範圍現行都市計畫情形，其土地使用分區為住

宅區，建蔽率不得超過 50%、容積率不得超過 300%。 

2. 土地使用分區允許使用項目 

(1) 中和都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書，對住宅區未有土地使

用分區允許使用項目規定。 

(2) 新北市並無全市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允許使用項目規定，故本

更新地區之土地使用允許使用項目，依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

細則第十五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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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3  「變更中和都市計畫(第一次主要計畫通盤檢討)」都市計畫示意圖 

 

附表1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平方公尺) 建蔽率(%) 容積率(%) 

住宅區 6,234.94 5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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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4  更新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資料來源：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都市計畫書圖查訊系統

http://urbanbook.planning.ntpc.gov.tw/TPC_urbanbook/，經本計畫繪製。 

(二) 相關計畫情形 

捷運萬大-中和-樹林線第一期（新北市政府，民國 99 年），因

臺北市萬華區萬大路與新北市中和區連城路、土城區金城路及樹

林地區沿線廊帶發展密集，運輸需求量大，考量區域性運輸需求，

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進行捷運萬大-中和-樹林線（簡稱萬大線）

規劃，以滿足萬華、中和、土城、樹林地區各精華地帶間旅運需

求，並擴大捷運系統之服務範圍，發揮整體運輸效益。 

其中 LG07 站與更新地區位置僅距離約 300 公尺，場站位置相

當於本更新計畫位置之西側，因與計畫位置相近，未來結合周邊

重大交通建設之規劃，更能促進生活機能的發展，增進民眾的便

捷性，有助於地區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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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5 捷運萬大-中和-樹林線路線示意圖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http://www.dorts.gov.tw/ct.asp?xItem=17879339&CtNode=32181&mp=1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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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歷史背景 

本更新地區範圍內慈德三村建村前原是警備總部列管眷村台貿

一村的公園。於民國 64 年間婦聯會募款捐建，委託警總建造，民國

66 年 9 月 2 日核定分配令，居民僅有居住權。 

慈德三村原為 2 棟四層樓連棟式公寓之職務官舍，每棟 16 戶，

共有 32 戶。民國 76 年間台貿一村改建為五層樓公寓，該村有 10 戶

為兩層混凝土平房之高階眷戶未配合改建，上級改歸慈德三村列

管，於是列管眷戶增為 42 戶。 

由於慈德三村面積狹小，除了住家外，並無其他公共設施，除

了與台貿一村共用的籃球場和活動中心，活動中心亦是中和區幼稚

園的教學場所。 

建村前，周邊均為稻田，排水不良，村子逢颱風容易淹水，而

其眷舍房屋逐漸老舊不堪使用，四樓會有漏水情形，村子曾遭受淹

水之苦，水深達腰部以上。後來村外浚洪大排水系統興建好後，淹

水情況已大有改善。 

現在本村住戶因眷村改建已於民國 100 年陸續搬入及整併至安

邦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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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本更新地區北側鄰近連城路，東側鄰連城路 263 巷，西側鄰連

城路 265 巷，僅北側連城路為較繁忙的次要道路。更新地區周邊土

地使用現況：北側多為工業使用，連城路上有帶狀商業使用，東西

兩側均為住宅使用，即為台貿一城社區，周邊公共設施集中於計畫

區南側，包含錦和高中、雙和醫院、錦和運動公園，均為步行 500

公尺內即可到達。 

更新地區範圍內以住宅區之使用分區為主，建築物皆已於民國

102 年 3 月 20 日辦理拆除，僅剩新北市政府管有之和東社區活動中

心，西側為傳統黃昏市集，社區巷道通行車輛大多為社區居民，因

與鄰近巷道彼此不連通，故少有車輛通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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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系統現況分析 

(一) 道路系統 

本更新地區鄰近之主要道路為連城路及錦和路，另聯外巷道

則包含連城路 263 巷及連城路 265 巷。 

1. 連城路 

位於本更新地區之北側，東起中和路，依序通過景平路、

板南路以及中正路，往東接中山路二段可通往永和區，西接金

城路二段通往土城區。路寬 18-24 公尺，以景平路為分隔，東側

採標線分隔佈設，設置雙向 2 混合車道，道路二側部分設有 2 公

尺之人行道，沿線道路禁止停放汽機車，景平路以西，採中央

分隔佈設，設置雙向各 2 混合車道，沿線道路亦禁止停放汽機

車，道路兩側部分設有 1.5 公尺之人行道。 

2. 錦和路 

位於本更新地區之西側，往北止於中山路，往南中正路後

止於圓通路。道路以連城路為分隔，以北路寬 10 公尺，設置雙

向單車道，無人行道佈設，沿線禁止停放汽機車；以南道路寬

15 公尺，標線分隔劃設，人行道佈設僅中正路以南，沿線禁止

停放汽機車。 

3. 中正路 

位於本更新地區之南側，連接板橋區和中和區，上方有台

64 線快速道路通過，交通繁忙，也是中和交流道必經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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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6 交通系統現況示意圖 

 

(二) 大眾運輸系統 

鄰近本更新地區之北側連城路設有公車站，站名台貿一村，

有 15 條公車路線經過；本更新地區之南側中正路設有公車站位，

站名為錦和路口，有 1 條公車路線經過；另鄰近本更新地區位於

錦和路上設有站牌錦和路站，公車路線 5 條。故統計本更新地區

周邊共有 21 條公車路線，其中以連城路上 15 條路公車路線為最

多。公車路線主要可連接至土城、板橋、永和、新店及公館，其

次以連接師大、木柵、松山、內湖及南港為主，公車路線聯外可

到達三峽、中壢、新竹及台中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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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公共設施現況分析 

本更新地區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現況已開闢為南

側之錦和國小、錦和高中、雙和醫院，西南側之錦和運動公園與錦

和停車場，以及環繞計畫區東側至南側之二八張溝（參見附表 2 及

附圖 7 所示）。 

附表2 本更新地區周邊 500 公尺公共設施項目及面積表 
公共設施項目 現況使用名稱 開闢情形 

公園用地 

錦和運動公園 已開闢 

（北側－公） 未開闢 

（北側－公兒） 未開闢 

安邦公園 已開闢 

綠地用地 
- 已開闢 

- 未開闢 

學校用地 

錦和國小 已開闢 

錦和高中 

（附設國中） 
已開闢 

醫療用地 雙和醫院 已開闢 

機關用地 - 未開闢 

停車場用地 錦和停車場 已開闢 

行水區 二八張溝 已開闢 

資料來源：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都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

http://urbanbook.planning.ntpc.gov.tw/TPC_urban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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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例 更新地區

排水溝用地  

附圖7 更新地區周邊 500 公尺公共設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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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土地權屬分析 

本更新地區劃定範圍為中和區台貿段 114、115、116、117、118、

119、120、121 及 122 地號共 9 筆土地，公有土地面積為 5,802.90 平

方公尺，約占更新地區面積 93.07%；私有土地面積為 432.04 平方公

尺，約占更新地區面積 6.83%，其公私有土地權屬比例及分布情形，

參見附表 3 及附圖 8 所示。 

附表3 劃定更新地區土地權屬及公私土地比例一覽表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屬 管理者 
面積 

(平方公尺)  
比例  

114 213.34  

中華民國 
國防部 

政治作戰局 
5802.9 93.07%  

115 217.22  
116 178.17  
117 363.58  
118 1,221.67  
119 3,608.92  

120 43.82  私有 

432.04 6.83%  121 195.39  私有 

122 192.83  私有 

合計  6,234.94  6,234.94 100%  
 

附圖8 劃定更新地區公私有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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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更新地區之中和區台貿段 114、115、116、117、118 及 119

地號原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閒置之老舊眷村，地上合法建物建號共 1

筆，目前為「中和區和東社區活動中心」使用，建築物所有權人為

新北市政府，管理機關為中和區公所。更新地區範圍內 120、121、

122等3筆地號之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有意願參加本案

公辦都市更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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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基本目標與策略 

一、現況課題 

(一) 地區缺乏東西向通道連結 

更新地區為住宅區，周邊建築分布密集，且未來捷運建設將

提升地區可及性，而現況更新地區東側連城路 263 巷及西側 265

巷間缺乏東西向通道，將無法提供便捷舒適之步行空間。 

(二) 開放空間不足 

更新地區範圍內原部分空間提供地區居民活動使用，而周邊

巷弄寬度較小且鄰里性開放空間不足，無法符合地區居民活動需

求。 

二、基本目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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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有土地帶動更新發展：透過大面積公有土地主導辦理都市更新

事業，改善周邊環境景觀，帶動周邊地區再發展。 

三、發展策略 

本案以建立都市設計原則為主要發展策略，重點項目包括沿計

畫道路退縮建築並留設人行道、開放空間集中留設、強化開放空間

串連、採用綠建築設計、空間綠美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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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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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宅空間及鄰里性社區服務之使用，符合現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允許使用項目，住宅區之土地使用強度為建蔽率 50%、容積率

300%，故不涉及都市計畫變更。 

二、公益設施 

依據地區環境與社區活動需求，以退縮建物、留設開放空間，

以及未來更新事業實施後之建築物將以低樓層（一、二樓）空間作

為公益設施空間，提供地區居民活動使用。 

由於考量開發基地條件，並保留開發整合及設計彈性，留設公

共設施規模得視開發規模調整，實際留設位置及面積，依開發情形

與審議結果而定。公益設施及開放空間劃設原則與內容如下： 

(一) 公益設施及開放空間留設原則 

1. 改善地區人行交通之便利性。 

為改善更新地區之通行與防災機能，應指認東西向通道，供

作人行及緊急防救災道路使用。 

2. 與周邊既有設施相互協調或集中留設。 

考量公共設施之可及性與使用效益，建議開放空間留設應以

於更新地區北側為宜。 

(二) 公益設施及開放空間留設構想 

公益設施及開放空間應於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時，參考本計畫

之留設原則及位置，參見附表 4 及附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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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公益設施及開放空間留設原則及位置一覽表 
項目 留設原則 留設位置 

開放空間 

都市更新事業之建築物應以集中設

置，得以留設開放空間，且考量地區

居民活動可及性，以鄰近連城路更新

地區北側位置。 

臨連城路 265 巷及連城路 265 巷 6

弄路口；臨連城路 263 巷及連城路

263 巷 5 弄路口。 

改善地區交通及增加都市防災功

能，指認留設東西向通道，供作人行

及緊急防救災道路使用 

更新地區南側留設 4 公尺通道。 

公益設施 

配合新北市政府提出之公益設施為

主，公益性設施項目之具體內容視新

北市政府確認後再納入正式規劃於

都市更新事業及權利變換計畫載明 

更新事業實施之建築物低層（1 至 2

樓空間）。 

 

附圖9 公共空間留設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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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系統 

本更新地區周邊道路均已開闢，緊鄰區內巷道東側有連城路 263

巷與西側之連城路 265 巷，考量原都市計畫機能與街道規劃，更新

地區續作住宅使用，主要動線維持原有計畫，並利用退縮與留設通

道等方式，提供開放空間作為人行通行使用。 

附圖10 交通系統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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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都市防災構想 

本更新地區周邊之都市防災計畫針對防救災路線及避難場所，

說明如下： 

(一) 防災避難地點 

於災害發生時可藉由防救災動線將人們疏散至周邊公園、綠

地等開放空間，並以學校作為臨時收容場所。 

1. 避難地點及相關設施 

避難地點主要以更新地區內外之綠地、公園及學校為主，

同時以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作為防災救難使用，並以河川及

綠帶作為火災延燒防止地區。本更新地區擬以南側鄰近之錦和

運動公園與錦和高中，以及東北側之安邦公園作為防災避難地

點。 

2. 臨時收容場所 

臨時收容規劃以本更新地區周邊之學校為主，將優先以本

更新地區南側之錦和高中為考量，而距離 500公尺以外之錦和國

小及東北側之中和國小則為次之。 

(二) 防救災動線 

為使災害發生時能緊急疏散人群，並引入救災車輛進入區內

救災，防救災動線以更新地區周邊之主要道路為主，同時需與開

放空間相互連結。  

1. 避難疏送動線 

主要為物資運送及人員疏散動線，配合緊急道路架構成完

整路網，將以道路路寬 15 公尺以上之道路為主要避難疏送動

線，爰此，本更新地區擬以北側之計畫道路連城路作為避難疏

送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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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救災車輛動線 

為災害發生時之消防動線，考量消防及緊急通行動線，將

以道路路寬 8公尺以上之道路為救災車輛主要動線，故本更新地

區東側之連城路 263 巷、西側之連城路 265 巷，另更新地區南側

建築退縮留設 4 公尺通道，均作為消防救災緊急通行之動線。 

 

附圖11 新北市中和區災害潛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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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2 都市防災計畫系統規劃示意圖 



 

肆-6 

五、都市設計及景觀規劃原則 

(一) 人行步道 

為創造舒適便捷步行空間，臨路寬 10 公尺以上之道路沿建

築線退縮至少 10 公尺，臨路寬 8 公尺以上之道路沿建築線退縮

至少 4 公尺供行人通行。 

(二) 建築設計 

1. 應考量更新地區周邊之交通系統動線及現地微氣候而調整建築

物座向、配置、臨棟間距、高度及深度，配合植栽與景觀處理

引導氣流走向，降低強風對行人行走之不適感，並避免對微氣

候之影響。 

2. 建築物應具有適當的通風效果及自然採光，減少因通風不佳及

光線昏暗，造成大量能源消耗。 

(三) 開放空間系統 

配合未來捷運站與周邊地區整體規劃，並考量人行動線規

劃、空間配置、藍綠軸線串聯及區內環境品質之改善，遂將開放

空間納入形塑整體空間軸線系統之考量，並提高居民使用公共設

施之機會，以塑造良好且有秩序之開放空間發展面向及都市景觀。 

(四) 人行動線系統規劃 

1. 連接主要道路連城路，為求人行安全，於更新地區沿街部分設

置公共人行步道，並避免設置突起之障礙妨礙通行。 

2. 人行步道之設計應納入無障礙空間之規劃，同時保持良好之視

覺景觀並提供相關休憩服務設施。 

(五) 植栽綠化準則 

計畫區內建築物法定空地及依規定留設之公共開放空間應盡

量予以綠化，另為串聯周邊綠帶，將於路寬 10 公尺以上之道路旁

設置植栽帶。 

(六) 經本市都市更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從其計畫內容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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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劃定更新單元 

一、劃定更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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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範圍東為連城路 263 巷、西為連城路 265 巷（包含新北市中和

區台貿段 114、115、116、117、118、119、120、121 及 122 地號等

9 筆土地），面積為 6,234.94 平方公尺，參見附圖 13 及附圖 14 所示。 

圖例    更新單元範圍 

附圖13 更新單元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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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例    更新單元範圍 

附圖14 更新單元地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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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更新單元實施方式 

為加速處理老舊眷村土地進度，國防部政治作戰局以 100 年 10

月 13 日國政眷服字第 1000014845 號函委託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

分署代辦新北市慈德三村地區之公辦都市更新（詳附件三）， 

本計畫土地管理機關「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為籌措眷村改建基

金，擬以多元化及多管道進行土地活化處分，依據行政院民國 101

年 4 月 16 日召開之「國有土地清理活化督導小組第 11 次會議」決

議，本計畫優先以設定地上權及公辦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分回房地方

式處分及改善地區環境品質，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 9 條或第 10 條規

定辦理本都市更新計畫案（參見附件四）。 



 

陸-1 

陸、其他 

一、本案將提供地區公益性設施，於更新單元內留設社區活動中心並配

合新北市政府財政局之中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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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 2 樓空間）納入更新建築開發，

由實施者負責興建。配合新北市政府財政局提出之中和區公共空間

需求項目等公益性設施及後續管理維護相關內容，應以都市更新事

業計畫書及都市更新權利變換計畫書為準。 

二、都市更新實施前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應就現況土地予以綠化，以維護

環境景觀，且於後續招商開發階段納入考量相關設計及開發應盡量

避免導致周遭地區淹水之情事。 

三、本更新地區範圍，得依公辦更新實施招商範圍擴大調整之，免依都

市更新條例第 8 條再提送審議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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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民國 101 年 4 月 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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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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0年度「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委託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代辦列管 

眷改地實施都市新案」松齡新村等17案 

年度 編號 地區別 名稱 

100年度 1 臺北市 松齡新村 

2 陳載熙散戶 

3 埤腹新村 

4 四知十村 

5 新北市 江陵新村 

6 慈德三村 

7 正義新村 

8 新竹市 金城新村 

9 日新新村 

10 忠貞新村、光復新村散戶 

11 第十村 

12 四知四村 

13 北赤土崎新村 

14 台南市 九六新村 

15 精忠三村 

16 兵配廠 

17 自強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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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民國 101 年 4 月 16 日行政院國有土地清理活化督導小組

第 11 次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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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8 



 

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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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 

國政眷服字第 100001484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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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新北市政府民國 102 年 5 月 6 日北府城更字 

第 1020002516 號函 

 





擬定新北市中和區慈德三村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暨劃定更新地區計畫圖

比例尺＝一千分之一

連 城 路

中 正 路

圖                              例
住宅區

排水溝用地

更新地區範圍

開放空間
退縮建築留設10米帶狀開放空間
退縮建築留設4米帶狀開放空間

留設4米通道供作人行及緊急防救災道路

註：
1.經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得從其計畫內容規定。
2.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僅供參考，實際
   分區仍以公告都市計畫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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