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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新草衙地區(以下簡稱本地區)位於南高雄前鎮區，鄰近高雄多

功能經貿園區，位於高雄港及小港機場之間，捷運紅線 R5 前鎮高

中站亦設置於此，區內有前鎮區行政中心及前鎮高中等重要的公共

設施。本地區大部份土地屬市有非公用土地，早期高雄拆船業發達

致外來勞工聚集於此地居住，在此產業成長歷史發展背景下，形成

本地區土地長期遭大量違建現象，既有建成區居住環境品質寙陋不

佳，在缺乏改建誘因的前提下而無法有效提升整體居住水準。爰

此，為期透過都市更新逐步改善本地區居住環境品質，高雄市政府

於民國 98 年 12 月 8 日公告劃定本地區為都市更新地區。 

本案係以前鎮區公所北側面積 0.59 公頃之停車場用地作為興

建前鎮區新行政中心之基地，擬變更為機關用地，俾利進駐前鎮區

區公所、戶政及地政事務所..等 11 機關以集約利用市有土地。另

鎮中路路形不順暢，影響本地區之商業發展及交通安全，擬調整細

部計畫道路系統。至於牴觸新計畫道路之弱勢戶拆遷安置，則由目

前前鎮區公所所在之機關用地變更為商業區後於部分土地興建安置

住宅，提供現住戶租住，其餘土地則予以處分，以籌措新行政中心

興建費用，俾能逐步進行新草衙地區之再開發。  

本計畫亦為彙整里長、居民及各機關意見，因附近停車場用地

閒置(停 1 作為環保局清潔隊停車場；停 2 部分興闢臨時建物作為

童愛館)，預定民國 103 年前將遷移本地區環保局清潔隊停車場，

預定遷往前鎮區翠亨南路之花卉市場空地(批發市場用地)，故擬變

更停車場用地為機關用地，作為前鎮區新行政中心預定興建基地，

減少大型車輛進出對區內居民之干擾，以符合當地居民之展望。  

貳、法令依據 

高雄市政府 102 年 9 月 5 日簽准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理個案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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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計畫位置 

本案變更範圍位於高雄市前鎮區「高雄臨海特定區計畫」內，

變更位置位於康和路及康定路交叉路口西南側之前鎮區環保局資源

回收停車場，主要計畫屬於停車場用地，面積計約 0.59 公頃。 

變更位置詳見圖一 
 

 
圖一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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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質發展現況 

一、 歷次都市計畫辦理經過 

「高雄臨海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59 年 9 月 4 日公告發

布實施至今，於民國 70 年 4 月 17 日、77 年 5 月 20 日、87

年 9 月 7 日、97 年 10 月 17 日完成第一次至第四次通盤檢

討，加上歷次個案變更等共 31 次，其中涉及本地區範圍內

的則有 13 案，有關原計畫及歷次通盤檢討與個案變更之發

佈實施，其內容摘要如下表所示。 

表一  歷次都市計畫檢討、變更綜理表 
項次 編號 時間 公告字號 事項 相關內容摘要 

1 80 59.09.04

高市府建都

字第090280

號 

擬定高雄臨海特定區計畫 

擬訂計畫，面積約471.60公頃，其

中大部份屬原高雄市轄區(計379公

頃)，小部份則在原高雄縣境內(計

92.6公頃)。 

2 115 64.12.08

高市府工都

字第100674

號 

高雄臨海特定區部分土地原住

宅區變更為機關用地(變電所)

案 

位於臨海新路與2-1號交叉口西北

隅，變更0.33公頃之住宅區為機關

用地(變電所用地)。 

3 161 70.04.17

高市府工都

字第008870

號 

變更高雄臨海特定區(本市轄區

部分通盤檢討)都市計畫 

1.修正IV-5號道路之計畫道路界

線。 

2.明德國宅社區南北向8公尺計畫

道路變更為22公尺道路。 

4 188 72.08.04

高市府工都

字第019990

號 

變更高雄市臨海特定區文小六

西側計畫道路案 

變更文小六西側部分學校用地、部

分綠地、部分道路用地為住宅區及

商業區。 

5 207 73.07.07

高市府工都

字第017953

號 

變更臨海特定區計畫(部分商業

區、住宅區、綠帶為道路用地

及部分道路為住宅區)案 

以興仁與興化兩里為範圍，依違建

戶占用市公有地位置以街廓為單

位，進行街廓細部規劃，新闢六公

尺計畫道路及變更六公尺計畫道路

口均不截角。 

6 248 77.05.20

高市府工都

字第010300

號 

變更高雄市臨海特定區通盤檢

討案 
第二次通盤檢討 

7 298 80.11.08

高市府工都

字第032479

號 

變更高雄市臨海特定區第五號

公園部分用地為保存區案 

變更五號公園西北角地區0.50公頃

之公園用地為保存區。 

8 374 87.01.12

高市府工都

字第01163

號 

修正「擴大及變更高雄市主要

計畫(通盤檢討)案」之都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變更後公共設

施用地及其他都市發展用地負

擔比例規定案 

修改土地使用分區變更後公共設施

用地及其他都市發展用地負擔比例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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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時間 公告字號 事項 相關內容摘要 

9 383 87.09.07

高市府工都

字第729344

號 

擴大(高雄市臨海工業區第二、

三期解編部分工業用地)暨變更

高雄市都市計畫臨海特定區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將臨海工業區第二、三期解編部分

工業用地納入臨海特定區計畫範圍

內，並進行第三次通盤檢討。 

10 386 87.12.02

高市府工都

字第40143

號 

變更高雄市都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部份規定(容積獎勵規

定，建物附設停車空間設置標

準等)通盤檢討案 

採內政部頒定之「實施都市計畫地

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勵辦法」及

「高雄市鼓勵建築物增設停車空間

實施要點」之可行技術，修正各細

部計畫區容積獎勵規定，並廢除各

細部計畫說明書中有關建物附設停

車空間設置標準。 

11 410 90.03.29

高市府工都

字第10350

號 

變更高雄捷運系統紅線R3、R12

車站地區部分第四種住宅區、

第五種商業區為交通用地案 

變更前鎮區仁愛段9、17、18、18-

5、18-6、18-10、21-1、828、18-

11(部分面積164平方公尺)等地號

土地之第四種住宅區為交通用地(

編號：交R5用地)，面積為

1,310.28平方公尺。 

12 424 91.06.14

高市府工都

字第

0910025309

號 

變更高雄市都市計畫部分地區

書圖內容不符檢討案 

本次變更涉及新草衙地區範圍有3

案，分別如下： 

第2案：應於計畫圖相關位置標註

「供國宅使用」字樣，變更8.95公

頃之住宅區為住宅區(供國宅使用

)。 

第4案：變更計畫圖上相關位置道

路用地為住宅區。 

第5案：變更計畫圖上相關位置住

宅區為道路用地。 

13 531 97.10.17

高市府工都

字第

0970054303

號 

變更高雄市都市計畫臨海特定

區細部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 

進行第四次通盤檢討 

涉及新草衙地區範圍為變更案9，

計畫範圍依地籍縣、市界調整，並

劃設原計畫範圍外土地之使用分

區。 

 

 

二、 現行都市計畫概況及土地使用現況 

(一) 商業區 

位於鎮中路北側以及德昌路之間之商業區，現況多為

3-4 層之 RC 造建築以及零星之 1-2 層樓的磚造或鐵造建

築，並包含一處核心廣場，雖土地使用分區為商業區，但

皆做為住宅使用，詳現行都市計畫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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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停車場用地 

位於康和路及康定路口為前鎮區資源回收車停車場，

緊鄰機關用地(機一，現況供前鎮區行政中心使用)，面積

約 0.59 公頃。目前使用單位為前鎮清潔隊。垃圾車在服

務轄區內清運完垃圾後將前往焚化場洗車，之後返回到草

衙停車場，現場有兩部掃街車。停車空間需求合計 63 部(

包含 61 部垃圾車、資源回收車及 2 部掃街車)。用地內之

臨時建築作為辦公室、廁所、資源回收分類整理空間、司

機及清潔人員休息室使用。 

(三) 機關用地 

機關用地位於鎮中路與康定路交叉路口西北側，面

積約 1.23 公頃，用地上共包含 7 處機關，目前使用總樓

地板面積為 17,438.33 ㎡。 

1. 使用單位；前鎮行政中心(區公所、戶政事務所、稅

捐處、清潔隊、國稅局)、地政事務所、前鎮分局消防

隊、草衙派出所、前鎮區衛生所、國安局、社會局青

少年福利服務中心前鎮分館(如圖三)。 

2. 建築物屋齡：目前七幢機關建築皆已超過 20 年，其

中四幢已將近 30 年，以屋齡推算，預計在未來的 5 至

10 年間，整體行政中心將面對重建的需求。 

3. 總樓地板面積：依現行建蔽率 40%、容積率 400%計算，

目前法定總樓地板面積為 49,200 ㎡，目前實際建築總

樓地板面機為 17,438.33 ㎡(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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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新草衙地區現行都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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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機關用地地上物列表 

地上物 地址 屋齡 總樓地板面積(㎡)

前鎮行政中心(區公所、戶政

事務所、稅捐處、清潔隊) 
康定路 151 號 28 年 6,970.64

地政事務所 康定路 158 號 29 年 3,808.30

前鎮分局消防隊 康定路 113 號 22 年 2,228.20

草衙派出所 鎮中路 150 號 30 年 766.25

前鎮區衛生所 康定路 149 號 21 年 1,525.41

國安局 康定路 117 號 21 年 1,077.04

社會局青少年福利服務中心前

鎮分館 
鎮中路 154 號 34 年 1,062.49

合  計 17,4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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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鎮地政事務所 國家安全局 前鎮區行政中心 社會局青少年福利服務中心

康定路 158 號 康定路 117 號 康定路 151 號 鎮中路 154 號 

前鎮區衛生所 草衙派出所 消防局前鎮分隊 環保局停車場 

康定路 149 號 鎮中路 150 號 康定路 113 號  

圖三  機關用地與環保局停車場地上物位置與照片示意圖 

三、 土地權屬 

本次變更範圍停車場用地係屬前鎮區仁愛段 297、298、

299 地號土地，面積共計 5,894 平方公尺，土地權屬全部為高

雄市政府所有，管理機關為環境保護局。土地相關資料詳下表

三，變更範圍地籍圖詳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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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變更範圍土地清冊 

項目 地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管理機關 

公有

土地 

仁愛段 297 186 高雄市政

府環保局 仁愛段 298 50 

仁愛段 299 5,658 

合計 - - 5,894 - 

 
圖四  變更範圍土地權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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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質變更內容 

新舊草衙及鳳山五甲西南部份，原為「南部工業區開發計畫

」內之工業用地，後經行政院工業用地複勘小組決議改為住宅社

區，並將因濫建環境惡化的前鎮市街一帶併入計畫範圍，於民國

59 年 9月 14 日發布實施「高雄臨海特定區計畫」。其規劃理念係

在核心區域配置商業區、地方重要公共服務設施與機關，配置環

狀的林蔭大道於商業核心周邊，並向四周延伸銜接住宅區；公園

綠地與學校則配置於重要動線旁，形塑一個能夠滿足地方鄰里生

活需求的花園住宅社區。 

惟新草衙地區核心商業區的市有土地遭違建占用，且未依都

市計畫道路與街廓建築，為落實新草衙地區發展定位，並重點式

檢討現況土地使用發展情形： 

(一) 以核心商業區作為地區再造的起點 

新草衙地區的核心地帶為行政中心與商業區所組成，在原

有的行政中心機能之下，配合園道動線系統的規劃，重塑休閒

商業軸帶，以提供具有規模之商業活動及都市服務機能，使商

業區的發展達成應有開發價值。 

(二) 機關用地行政中心推動遷建 

結合鎮中路道路系統調整之構想，並參考地區意見領

袖提出之原老舊行政中心與周邊停車場用地辦理機能交換的

建議，鎮中路側之行政中心由機關用地搬遷至北側停車場用

地，而停車場現況為前鎮清潔隊之環保清潔車集中停放處，

有大型車輛出入影響核心區安寧並妨礙核心區發展，故建議

環保車配合移出改作為行政中心使用。 

配合原機關用地遷移後，騰空公有地市政府可充分利

用部分土地作為安置；部份土地則可標售開發。 

一、 變更內容說明 

本案主要計畫變更內容說明如表四所示，計畫變更如圖

五，變更後計畫圖如圖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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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更內容明細表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附帶條

件或其

他說明
原計畫 新計畫 

變 1 

康和路及

康定路口 

(現為新草

衙清潔隊

使用之停

車場) 

停車場用

地「停 1」 

(0.59 公頃

) 

機關用地 

「機 10」 

(0.59 公頃) 

考量新草衙地區整體規劃

機能，並納入地區居民意

見，配合原停車場使用機

能移轉，變更為機關用

地，作為興建新行政中心

基地，以帶動地方發展，

提昇居住環境品質。 

-

註：表內面積應以地籍線範圍為準，如地籍線未分割部份則以核定圖實地

分割測量面積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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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計畫變更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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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變更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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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實施進度與經費 

一、開發方式及進度：本案機關用地屬高雄市政府所有，未來採公

有土地撥用方式辦理後續開發，新行政中心預定於民國106年完

工。 

二、開發經費：由本府財政局編列興建經費 77,731 萬元，詳如表

五。 

表五  公共設施開闢經費概估表 

項目內容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成期限

(會計年度) 

設施

項目

名稱 
面積

(m
2
) 

徵

收 

區

段

徵

收

市地 

重劃 

撥

用 

土地

取得

費用

工程費用 合計 

分區 

機關

用地 
5,894    ˇ 0 77,731 77,731

高雄市

政府 
民國 106 年 

經費

來源 
由本府財政局視實際情年度預算編列興建費用 

註：上述各項數據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依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