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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都市計畫圖為政府執行各項都市建設之重要依據，如都市計畫樁位測定、地

籍分割與管理、建築線指定、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核發、公共設施開闢及各種管線

施作等作業，皆需依賴正確的都市計畫圖示內容，故都市計畫圖之精準度將會影

響土地管理及公私部門所有權人權益。 

大樹都市計畫於民國 62 年公告實施，迄今已辦理三次通盤檢討。因早期擬定

之都市計畫圖紙老舊、不堪使用，且計畫區土地使用隨都市發展變遷，對土地權

益的影響及規劃與執行上的差異，應針對目前地區發展定位及行政制度進行統合

與更新，實有檢討及重製都市計畫圖之必要。 

本計畫配合中央政府經費補助辦理「新興中長程計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

合應用計畫（103~107 年）」，進行地形圖修補測及計畫圖重製作業，並依「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及「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本次都市

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以重製都市計畫圖為數值圖、提升都市計畫圖精度，

並解決都市計畫圖伸縮變形、圖資內容老舊難以對照現況發展等問題。本計畫並

製作符合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標準之 GIS 數值都市計畫圖，以配合國土資訊系統

（NGIS）所需作為未來資訊流通整合之用。 

 

第二節  計畫位置與範圍 

大樹都市計畫區東至區公所（舊址）東側約 500 公尺處，南以黑瓦窯溝為界，

西至台糖鐵路西側約 500 公尺處，北以往大庄里之道路為界。行政轄區包括大樹

里、檨腳里，計畫面積為 162.4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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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計畫區範圍示意圖（含里界標示） 

資料來源：1.政府資料開放平台，2.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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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47 條

及「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 3、10 點規定辦理。 

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

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

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前項都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之辦理機關、作業方法及檢討基準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47 條 

第 46 條：都市計畫線之展繪，應依據原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圖、樁位

成果資料及現地樁位，參酌地籍圖，配合實地情形為之；其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都市計畫辦理機關應先修測或重新測量，符合法定都

市計畫圖比例尺之地形圖： 

（一）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屆滿 25 年。 

（二）原計畫圖不合法定比例尺或已無法適用者。 

（三）辦理合併通盤檢討，原計畫圖比例互不相同者。 

第 47 條：都市計畫圖已無法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料可據以展繪都市計畫線者，

得以新測地形圖，參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籍圖及實地情形，並依

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程序，重新製作計畫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

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止。 

三、「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 3、10 點 

第 3 點：都市計畫圖之重新製作，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擬定機關應即辦理都

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一）有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四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

規定之適用情形。 

（二）已完成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測製。 

（三）因重大災害致地形變更、樁位遺失。 

前項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本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要求各

該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辦理之。 

第 10 點：重製計畫圖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程序辦理檢討變更。必要

時得辦理專案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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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發布實施經過 

「大樹都市計畫」於民國 62 年 1 月發布實施，並於民國 69 年 2 月發布實施

第一次通盤檢討、民國 88 年 7 月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民國 105 年 11 月 17

日公告發布實施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自大樹都市計畫公告以來，迄今實

施 3 次通盤檢討、3 次專案通盤檢討及 1 次個案變更，詳細都市計畫歷程詳如表

2-1。 

表 2-1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歷程彙整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函文 實施日期 

1 大樹鄉都市計劃 府建都字 105498 號 62.01.30 

2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府建都字 12002 號 69.02.26 

3 延長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期限五年 府建都字 59906 號 72.07.30 

4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案 府建都字 42308 號 79.05.08 

5 變更大樹都市計劃（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府建都字 166779 號 80.01.14 

6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府建都字 119919 號 88.07.06 

7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132198601 號 
101.05.28 

8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高市府都規發字第

10531853001 號 
105.05.18 

9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高市府都規發字第

10534393501 號 
105.11.17 

10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通盤

檢討案 

高市府都規發字第

10534611603 號 
105.12.06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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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範圍、年期及計畫人口、密度 

一、計畫範圍 

大樹都市計畫區東至區公所（舊址）東側約 500 公尺處，南以黑瓦窯溝

為界，西至台糖鐵路西側約 500 公尺處，北以往大庄里之道路為界。行政轄

區包括大樹里、檨腳里，計畫面積為 162.48 公頃。 

二、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 7,500 人，居住密度約每公頃 160 人。 

第三節  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一個住宅鄰里單元，

住宅區面積為 42.14 公頃。 

二、商業區 

將現有商店集中地區整理劃為商業區，面積合計 3.07 公頃。 

三、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 1 處，面積為 1.53 公頃。 

四、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1 處，面積 0.16 公頃。 

五、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 

劃設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 1 處，面積合計 0.08 公頃。 

六、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 89.2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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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佔都市計畫發展

用地面積百分比

（%）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42.14 25.94 57.56 

商業區 3.07 1.89 4.19 

乙種工業區 1.53 0.94 2.09 

加油站專用區 0.16 0.10 0.22 

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 0.08 0.05 0.11 

農業區 89.27 54.94 -- 

小計 136.25 83.86 64.17 

公共設施用地 

機關用地 0.82 0.50 1.12 

學校用地 2.59 1.59 3.54 

市場用地 0.41 0.25 0.56 

兒童遊樂場用地 1.16 0.71 1.58 

廣場用地 1.15 0.71 1.57 

停車場用地 0.24 0.15 0.33 

綠地用地 1.18 0.73 1.61 

污水處理場用地 2.95 1.82 4.03 

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

人行廣場） 
15.73 9.68 21.49 

小計 26.23 16.14 35.83 

合計 162.48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73.21 --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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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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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設施計畫 

一、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 3 處，其中機一為供區公所（舊址）、衛生所（舊址）等

使用，機二供大樹分駐所、戶政事務所（舊址）使用，機四供大樹消防隊（舊

址）、活動中心使用，面積合計 0.82 公頃。 

二、學校用地 

劃設國小用地 1 處，為現有之大樹國小，面積為 2.59 公頃。 

三、兒童遊樂場用地 

共劃設兒童遊樂場 3 處，面積合計 1.16 公頃。 

四、廣場用地 

面積為 1.15 公頃。 

五、市場用地 

劃設零售市場用地 2 處，面積 0.41 公頃。 

六、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 1 處，面積 0.24 公頃。 

七、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 3 處，綠一位於計畫區鄰台 29 線沿線綠地；綠二位於南側乙種

工業區隔離綠帶；綠三為計畫區中排水區南至計畫區污水處理場，北至公園；

面積合計 1.18 公頃。 

八、污水處理場用地 

劃設污水處理場用地 1 處，面積 2.95 公頃。 

九、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人行廣場） 

計畫區內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人行廣場）劃設面積合計為 15.7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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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現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說明 

機關用地 

機一 0.32 供區公所（舊址）、衛生所（舊址）等使用 

機二 0.13 大樹分駐所、戶政事務所（舊址） 

機四 0.37 供消防隊（舊址）、活動中心等使用 

小計 0.82  

學校用地 文（小）一 2.59 供大樹國小使用 

市場用地 

市一 0.18  

市二 0.23 三號道路東側 

小計 0.41  

兒童遊樂場 

兒一 0.69 二號道路北側 

兒二 0.29 停二東南側 

兒三 0.18 三號與四號道路交叉南側 

小計 1.16  

廣場用地 廣 1.15  

停車場用地 

停一 0.13 二號道路南側  

停二 0.11 六號道路西側 

小計 0.24  

綠地用地 

綠一 0.60 一號道路西側 

綠二 0.12 工業區東側 

綠三 0.46 計畫區內中央住宅區 

小計 1.18  

污水處理場用地 污 2.95 計畫區東南側 

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人行廣場） 15.73  

合計 26.23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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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系統計畫 

一、聯外道路 

（一）一號及一-一道路（台 29 號省道）為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道路，南九曲

堂與台 1 號省道銜接，北通嶺口、旗山等地區，計畫寬度一號道路為 20 

公尺，一-一號道路為 25 公尺。 

（二）二號道路為本計畫區之次要聯外道路，向西北通往大社、仁武等地區，

計畫寬度 15 公尺。 

（三）四號道路為本計畫區之次要聯外道路，向西經龍目里可達仁美、鳳山

等地區，計畫寬度為 12 公尺。 

（四）五號道路為本計畫區之次要聯外道路，向南可與台 29 號省道銜接，通

往九曲堂等地區，計畫寬度為 12 公尺。 

二、區內道路 

將低於 10 公尺的道路劃設為區內主要、次要及出入道路等，其計畫寬度

分別為 12 公尺、10 公尺、8 公尺、4 公尺。 

表 2-4  現行都市計畫道路編號表 

編號 
寬度 

（m） 

長度 

（m） 
位置 備註 

一-一 25 400 自北側計畫範圍線向南至一號道路 
主要聯外道路 

（台 29 號道路） 

一 20 1890 自北側計畫範圍線至南側計畫範圍線 
主要聯外道路 

（台 29 號道路） 

二 15 900 自一號道路向西至計畫範圍線 
次要聯外道路 

（縣 186 號道路） 

三 12 1185 自一號道路向南至四號道路 區內主要道路 

四 12 945 自一號道路向西至計畫範圍線 次要聯外道路 

五 12 300 自一號道路向南至計畫範圍線 次要聯外道路 

六 12 500 自一號道路向南至四號道路 區內主要道路 

未編號道路 10 1438 註明寬度之道路 次要道路 

未編號道路 8 3810 註明寬度之道路 出入道路 

未編號道路 4 2383 註明寬度之道路 出入道路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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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大樹都市計畫道路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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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附帶條件區辦理情形說明 

大樹都市計畫區內劃設之附帶條件地區共計 3 處。各附帶條件內容及分佈詳

如表 2-5、圖 2-3： 

一、（五）-12M 長春路西側附帶條件住宅區 

80 年 1 月 14 日發布實施的「變更大樹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 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中之變更案；105 年 11 月 17 日變更大樹都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變更其附帶條件內容，目前尚未開闢完成，住宅

區（附）現況為空地使用。 

二、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東側附帶條件住宅區 

105 年 5 月 18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大樹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

盤檢討）案」，將郵政事業用地部分變更為住宅區（附），現況為商業使用，

並已和市府簽訂協議書。 

三、廣場用地東側附帶條件商業區 

105 年 11 月 17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

一階段）案，將 4 公尺人行步道用地變更為附帶條件商業區。目前尚未開闢

完成，現況為建物使用，並已簽訂協議書。 

表 2-5  附帶條件區辦理情形綜整表 

編號 
原公共設施項目 

（公頃） 
變更歷程概述 附帶條件摘要與辦理情形 

1 
原「市三」（0.22） 

批發市場 

於 80.01.14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

（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專案通

盤檢討）案變更批發市場用地為

附帶條件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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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發布實施後，始得發照建築。 

於 105.11.17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案變更附帶條件內容。 

附帶條件： 

應捐贈 25%土地，捐贈範圍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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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公共設施項目 

（公頃） 
變更歷程概述 附帶條件摘要與辦理情形 

2 
原「郵政事業用地」

（0.13） 

於 105.05.18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

（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變更為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

及附帶條件住宅區。 

附帶條件： 

1.變更為住宅區部分，應自願捐贈變更

範圍內變更面積 30%之土地，並得以

代金方式繳交。該代金計算以不低於

都市計畫變更後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

加四成乘以應捐贈之土地面積。 

2.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都市計畫變更後第

一次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後 3 年內完成

土地捐贈或繳納代金與高雄市政府。 

3.有關負擔捐贈事宜由高雄市政府與土

地所有權人簽協議書，納入計畫書規

定。 

3 
原「計畫區內 4 公尺人

行步道」（0.01） 

於 105.11.17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

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

一階段）案變更 4 公尺人行步道

用地為附帶條件商業區。 

附帶條件： 

應於申請建築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時，

捐贈基地面積 35%之公共設施用地，並

以捐贈本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為原

則，如無法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辦理捐

贈者，方得以代金方式繳交。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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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大樹都市計畫附帶條件區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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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目前計畫區發展仍以中心住宅區及商業區為主要發展核心，計畫區外圍東北

側、西南側以及西北側仍為農業區、未使用地以及殯葬用地為大宗使用，市中心

商業核心集中於中興南路、中興北路、中興西路、中興南路等沿街面，計畫區商

業類型多屬鄰里商業型態，其商業層級提供地區一般使用為主，其多數為一樓為

商業、其餘樓層為住宅的住商混合使用。 

住宅區則在其鄰里商業中心周邊呈現商業逐步遞減，純住宅逐步遞增的型態，

沿區內主要道路實踐街、長春路、大樹路以及前述商業區道路有商業行為，而在

內部巷道則多作為純住宅使用，除在中心商業區周邊以及大樹區公所（舊址）一

帶有住宅聚落的分布，在計畫區東南側也有住宅聚落的分布，其商業情形較少，

多為單純之住宅區。 

而在計畫區的乙種工業區目前則有兩家工廠的進駐，整體而言，計畫區工業

規模並不大。 

表 3-1  土地使用現況面積統計表 

土地現況使用 面積（公頃） 比例（%） 

農業使用 農業養殖 52.56 32.34 

建築使用 

商業 6.07 3.74 

住宅 20.73 12.76 

工業 0.90 0.55 

小計 27.70 17.04 

交通使用 

道路用地 18.58 11.44 

停車場用地 0.15 0.09 

小計 18.73 11.53 

水利使用 溝渠 0.14 0.09 

公共使用 

學校 2.67 1.65 

醫療保健 0.12 0.07 

其他建築使用 17.85 10.98 

公用設備 4.32 2.66 

政府機關 0.03 0.02 

環保設施 0.33 0.20 

小計 25.32 15.59 

遊憩使用 休閒設施 0.16 0.10 

其他使用 裸露地 0.07 0.05 



17 

 

土地現況使用 面積（公頃） 比例（%） 

灌木荒地 29.73 18.29 

棄土地 0.79 0.49 

未使用地 7.27 4.47 

施工中 0.01 0.00 

小計 37.86 23.3 

總計 162.48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圖 3-1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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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共設施開闢現況分析 

大樹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開闢面積（不包含道路用地）情形如下，詳表 3-2，

分布如圖 3-2。 

一、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 3 處，其中機一供大樹區公所（舊址）及衛生所（舊址）

使用，機二為現有大樹分駐所及大樹戶政事務所（舊址）使用，機四則為消

防隊大樹分隊（舊址）、活動中心等使用，面積合計 0.82 公頃，開闢率 100.00%。 

二、學校用地 

劃設國小用地一處，為現有之大樹國小，面積 2.59 公頃，開闢率 100.00%。 

三、市場用地 

共劃設零售市場用地 2 處，面積共 0.41 公頃，部分開闢。 

四、兒童遊樂場用地 

共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 3 處，面積共 1.16 公頃，部分開闢。 

五、廣場用地 

廣場用地面積共 1.15 公頃，尚未開闢使用。 

六、停車場用地 

共劃設停車場用地 2 處，面積共 0.24 公頃，尚未開闢使用。 

七、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 3 處，綠一位與計畫區鄰台 29 線沿線綠地；綠二位於南側乙種

工業區隔離綠帶；綠三為計畫區中排水區南至計畫區污水處理場，北至公園；

面積合計 1.18 公頃，部分開闢。 

八、污水處理場用地 

共劃設污水處理場用地 1 處，面積共 2.95 公頃，尚未開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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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公共設施開闢情形一覽表 

項目 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開闢情形 
使用現況 

已開闢 部分開闢 未開闢 

機關用地 

機一 0.32 V   
大樹區公所（舊址）、

大樹衛生所（舊址） 

機二 0.13 V   
大樹分駐所、大樹區

戶政事務所（舊址） 

機四 0.37 V   
消防隊大樹分隊（舊

址）、活動中心 

小計 0.82     

學校用地 文（小）一 2.59 V   大樹國小 

市場用地 

市一 0.18   V 住宅及商業使用 

市二 0.23 V   大樹公有市場 

小計 0.41     

兒童遊樂場

用地 

兒一 0.69   V 空地 

兒二 0.29   V 農地 

兒三 0.18  V  兒童遊樂場、寺廟 

小計 1.16     

廣場用地 廣 1.15   V 
住宅、工業及道路使

用、空地、河道 

停車場用地 

停一 0.13   V 空地 

停二 0.11   V 河道 

小計 0.24     

綠地用地 

綠一 0.60  V  綠地、空地 

綠二 0.12   V 
空地、部分住宅及工

業使用 

綠三 0.46   V 河道 

小計 1.18     

污水處理場用地 2.95 V   污水處理場 

總計 26.23     

註：表內未包含道路（含人行步道及人行廣場）開闢情形及面積。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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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公共設施開闢情形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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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第一節  重製展繪依據 

大樹都市計畫區重製展繪依據包含現行都市計畫書圖含歷次通盤檢討、個案

變更計畫書圖、TWD97 坐標系統地形圖、都市計畫樁位圖及成果資料、地籍圖等

資料。 

一、都市計畫書圖 

都市計畫書圖係彙整大樹都市計畫歷次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書圖，包

含主要、細部計畫圖與說明書，進行資料清查及彙整歷次通盤檢討及個案變

更之計畫書圖概況，詳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大樹都市計畫書圖概況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函文 實施日期 比例尺 

1 大樹鄉都市計劃 府建都字 105498 號 62.01.30 1/3000 

2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府建都字 12002 號 69.02.26 1/3000 

3 延長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期限五年 府建都字 59906 號 72.07.30 -- 

4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案 府建都字 42308 號 79.05.08 1/3000 

5 
變更大樹都市計劃（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

通盤檢討）案 
府建都字 166779 號 80.01.14 1/3000 

6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府建都字 119919 號 88.07.06 1/3000 

7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

通盤檢討）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132198601 號 
101.05.28 -- 

8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 

高市府都規發字第

10531853001 號 
105.05.18 1/3000 

9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

一階段）案 

高市府都規發字第

10534393501 號 
105.11.17 1/3000 

10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通盤檢討案 

高市府都規發字第

10534611603 號 
105.12.06 --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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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形圖 

採用民國 93 年繪製之「大樹都市計畫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成果為底

圖，並於 107 年進行地形修補測，共計 10 幅，圖資概況詳參表 4-2。 

表 4-2  大樹現行都市計畫基本圖測繪之圖資概況一覽表 

編

號 
圖資名稱 

地形圖 

測繪時間 

地形圖 

修補測時間 

測製方式 

（地面、航空） 
測量坐標 比例尺 

1 
大樹都市計畫一千分之

一數值地形圖 
93.08 107 年 地面測製 

TWD97 坐

標系統 
1/1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三、樁位圖 

以下彙整大樹都市計畫區內現有樁位成果資料，含歷次都市計畫樁位公

告圖、樁位圖及樁位坐標表等樁位成果，詳如表 4-3 所示。 

表 4-3  大樹都市計畫區樁位成果一覽表 

編號 都市計畫樁位成果資料 公告日期 比例尺 坐標系統 

1 大樹都市計畫樁位成果表 64.08.18 1/3000 地籍坐標 

2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樁位坐標表 70.09.10 1/3000 地籍坐標 

3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案 80.10.18 1/3000 地籍坐標 

4 84 年大樹重測區樁位成果 84.02.28 1/3000 TWD67 

5 大樹都市計畫 R21 樁位更正工程 89.03.13 1/3000 TWD67 

6 大樹都市計畫範圍界樁 57 支樁位新釘工程 89.08.18 1/3000 TWD67 

7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十九支樁位新

訂工程 
90.02.09 

1/1000 

1/1500 
TWD67 

8 
大樹都市計畫兒二用地北側住宅區、綠帶區界樁樁位補

建案 
95.04.27 1/1000 TWD67 

9 
96 年度高雄縣大樹鄉地籍重測區內大樹都市計畫樁位

清理補建案 
96.08.28 1/1000 TWD97 

10 大樹都市計畫 G1-1 等 4 支樁位更正案 97.05.13 1/1000 TWD67 

11 
99 年度高雄縣大樹鄉地籍重測區內大樹都市計畫樁位

清理補建案 
99.07.26 1/1000 TWD97 

12 
100年度高雄市大樹區地籍重測區內大樹都市計畫樁位

清理補建案 
100.08.26 1/1000 TWD97 

13 更正大樹都市計畫 8 公尺計畫道路樁位圖案 101.11.21 1/1000 TWD67 

14 
大樹區大樹保安段 559、560 地號土地逕為分割樁位補

建案暨大樹區大樹新吉段 40 地號鄰近樁位補建案 
105.07.21 1/1000 TWD67 

15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105.10.04 1/1000 TWD67 

16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

段）案 
106.05.11 1/1000 TWD97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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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籍資料 

以下彙整大樹都市計畫區內之地籍圖及相關屬性資料，地籍圖資料詳如

表 4-4。 

表 4-4  大樹都市計畫區地籍圖資料概況一覽表 

編號 都市計畫區 地段名 測量原因 製圖方法 坐標系統 比例尺 

1 大樹都市計畫區 大庄段 地籍圖重測 數值法 TWD67 1/500 

2 大樹都市計畫區 埔尾段 地籍圖重測 數值法 TWD67 1/500 

3 大樹都市計畫區 土角厝段 地籍圖重測 數值法 TWD67 1/500 

4 大樹都市計畫區 大樹保安段 地籍圖重測 數值法 TWD67 1/500 

5 大樹都市計畫區 大樹新吉段 地籍圖重測 數值法 TWD67 1/500 

6 大樹都市計畫區 洲仔段 地籍圖重測 數值法 TWD97 1/500 

7 大樹都市計畫區 興山段 地籍圖重測 數值法 TWD97 1/500 

8 大樹都市計畫區 龍目段 地籍圖重測 數值法 TWD97 1/500 

9 大樹都市計畫區 姑山段 地籍圖重測 數值法 TWD97 1/5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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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重製作業流程 

一、地形圖修補測 

本計畫數值地形圖修補測將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都市計畫

數值地形測量作業規範」施測，並參照「建置都會區一千分之一數值航測地

形圖作業工作手冊」辦理。坐標系統為 TWD97 坐標系統，比例尺為 1/1000。 

二、展繪都市計畫線作業 

（一）樁位展點 

將都市計畫樁位成果資料（含歷次個案變更），展繪於修補測後

1/1000 比例尺地形圖，進行初步套繪作業，完成地形樁位套合圖。 

（二）套疊及展繪都市計畫線作業 

1.掃描歷次都市計畫變更且發布實施核定圖為影像檔，並依規劃原意核

對計畫內容。 

2.將轉換後都市計畫樁位圖輸出於描圖紙，以紙圖套合方式分別套合於

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之歷次個變案核定後都市計畫原

圖。 

3.分區逐段比對都市計畫樁位圖及都市計畫原圖，並參酌地形、地物或

街廓形狀、大小、已開闢公共設施用地分區界線等，依「都市計畫圖

重製作業要點」，將差異大於 150 公分處，依都市計畫影像檔繪製都

市計畫圖展繪線。 

4.其餘都市計畫樁位圖與都市計畫紙圖之差異未大於 150 公分處，則依

都市計畫樁位圖，繪製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5.依「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規範，將整合後之都市計畫展繪線以

藍色線段呈現。 

三、四圖套疊及校核 

兩兩套疊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圖、地籍圖及地形圖，因原計畫圖精

度較差、過去執行偏差及不同測量坐標系統所產生必然誤差之情況下，本計

畫針對計畫圖、樁位圖、地籍圖及地形圖套疊之檢核作業方式提出以下原則： 

（一）都市計畫圖套繪樁位圖 

係以已開闢主要交通幹道為基準點，檢視一區域範圍內計畫圖與樁

位圖套疊結果，參酌地形、地物或街廓形狀、大小、已開闢公共設施用

地分區界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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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籍圖套繪 

本計畫區地籍圖皆為數值區，坐標系統包含 TWD67 及 TWD97。不

同坐標系統之地段應與其相對應坐標系統之樁位圖及都市計畫圖展繪

線套疊比對，以供研商討論之用。 

（三）地形圖套繪及現場勘查 

若展繪套合時發現與地形圖上所測繪之現況（建物、道路等）不符

者，應至現場勘查瞭解，若屬測量偏差即修測改正，若為其他原因，則

製作圖、表提疑義案。 

四、重製疑義處理 

依照都市計畫圖、地籍圖、樁位圖及地形圖套繪結果，研擬都市計畫圖

重製疑義圖說及表格等成果，供研商會議討論。 

五、召開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協調會 

重製疑義依「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規定，將現行都市計畫圖展繪

線涉及重製疑義部分之樁位展繪線與地籍展繪線展繪於新測地形圖，製作重

製計畫草圖，並彙整成重製疑義說明資料，召開重製疑義研商會議研議。 

六、重製成果 

依據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協調會決議內容進行必要之圖面調整修正，以

製成重製後都市計畫圖及重製成果之各項圖冊，將原比例尺 1/3000 之都市計

畫圖調整為比例尺 1/1000 之都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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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製疑義處理方式 

一、重製疑義認定原則 

根據「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七條第五項：「展繪套合以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及新測地形圖兩兩比對相對位置，並以

相對容許誤差較大者為比對標準，超出容許誤差者，應列為重製疑義，並以

規定顏色分別表示之」，容許誤差詳如表 4-5。 

表 4-5  大樹都市計畫區重製作業疑義認定原則容許誤差一覽表 

類型 圖類 比例尺 容許誤差 地籍備註地段 

都計+樁位 

都計圖 1/3000 

150 cm -- 

樁位圖 1/1000 

地籍+樁位 

地籍圖 

（數值區） 
1/500 

6 cm 
土角厝段、大庄段、大樹保安段、大樹新吉段、埔尾段、

姑山段、洲仔段、興山段、龍目段 
樁位圖 1/1000 

地形+樁位 

地形圖 1/1000 

25 cm -- 

樁位圖 1/1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重製原則 

依據「都市計畫圖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處理重製疑義時應

尊重現行都市計畫之規劃原意，並且應符合以下原則辦理。茲依「都市計畫

圖重製作業要點」第 9 點之規定與精神，綜整重製原則及各類疑義建議處理

方式，詳如表 4-6。 

（一）參酌歷次都市計畫變更檢討歷程，確認是否無違都市計畫規劃原意。 

（二）為維護民眾合法權益，得參考樁位展繪線或地籍展繪線或開闢完成之

道路境界線認定為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三）承認已開闢或形成已久之發展現況： 

1.曾於訂樁、地籍分割或工程施作階段，發現計畫圖之地形與實地不符，

且已議決執行完成者，得依執行成果認定為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2.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已開闢公共設施或形成已久之現況不符者，得依

都市計畫程序，建議為適當之變更。 

（四）通知各該權責單位進行必要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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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製疑義研商歷程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邀集相關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高

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本局都市規劃科、本局都市開發處）分別

於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五）召開第 1 次研商會議、8 月 27 日（星

期二）召開第 2 次研商會議、9 月 16 日（星期一）召開第 3 次研商會議。 

經研商會議決議後匯整提出 79 案重製疑義，疑義屬性類型 A2 為現行計

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共計 0 案；疑義屬性類型 B 類為現行

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共計 36 案；疑義屬性類型 C 類為現

行計畫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共計 1 案；疑義屬性類型 D 類為現

行計畫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共計 2 案；疑義屬性 E 類為現行計

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共計 2 案，疑義屬性 F 類為其他情形，

共計 38 案，歷次重製疑義決議詳見附件一。 

表 4-6  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分類及處理方式一覽表 

類別 分類 說明 原則性處理方式建議 

A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A1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地籍展繪線＝現況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三者皆相符，且與現況相符。 
不列為疑義。 

A2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地籍展繪線≠現況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三者皆相符，但與現況不符。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考量

是否需參酌現況提列變更。 

B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B1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現況≠地籍展繪線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 

現行計畫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繪線不符，但與現況相

符，且樁位展繪線並未損及現況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地籍重

新分割。 

B2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地籍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現況（樁位展繪線損

及建物） 

現行計畫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繪線不符，且樁位展繪線

損及現況建物，但地籍展繪線與現況相

符。 

1.地籍線未違規劃原意，則依地籍

線展繪為計畫線。 

2.地籍線與規劃原意不符，則依都

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視情況

疑義情形考量是否須列變更。 

B3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地籍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現況（樁位展繪線損

及建物） 

現行計畫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繪線不符，且樁位展繪線

損及現況建物，地籍展繪線亦與現況不

符。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考量

是否須參酌地籍展繪線或現況提

列變更。 

C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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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分類 說明 原則性處理方式建議 

C1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現況≠樁位展繪線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現行計畫展繪線、地籍展繪線與現況三

者皆相符，但與樁位展繪線不符，且樁

位展繪線損及現況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地籍展繪

線之重合線展繪，重新釘樁。 

C2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樁位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現況（樁位展繪線未

損及建物） 

現行計畫展繪線與地籍展繪線相符，但

與樁位展繪線不符，樁位展繪線與現況

相符，且樁位展繪線並未損及現況建

物。 

1.樁位線未違規劃原意，則依樁位

線展繪為計畫線。 

2.樁位線與規劃原意不符，則依都

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視情況

疑義情形考量是否須列變更。 

C3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樁位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現況且現行計畫展繪

線≠現況（樁位展繪線損及

建物） 

現行計畫展繪線與地籍展繪線相符，但

與樁位展繪線不符，且樁位展繪線及現

行計畫展繪線皆與現況不符，樁位展繪

線亦損及現況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地籍展繪

線之重合線展繪，並考量是否須參

酌樁位展繪線或現況提列變更。 

D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D1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地籍展繪

線≠樁位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現況（樁位展繪線未損

及建物）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三者皆不相符，但符合現況。 

1.樁位線未違規劃原意，則依樁位

線展繪為計畫線。 

2.樁位線與規劃原意不符，則依都

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視情況

疑義情形考量是否須列變更。 

D2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地籍展繪

線≠樁位展繪線≠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現況四者皆不相符。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建議由

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E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E1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地籍展繪線＝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 

現行計畫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不符，但

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與現況皆相

符，且樁位展繪線並未損及現況建物。 

1.樁位線未違規劃原意，則依樁位

線展繪為計畫線。 

2.樁位線與規劃原意不符，則依都

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視情況

疑義情形考量是否須列變更。 

E2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地籍展繪線，現行計畫

展繪線＝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現行計畫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不符，但

現行計畫展繪線與現況相符，樁位展繪

線則與地籍展繪線相符且損及現況建

物。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建議由

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E3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現況且現行計畫展繪線

≠現況（樁位展繪線損及建

物） 

現行計畫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不符，樁

位展繪線則與地籍展繪線相符，現行計

畫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皆與現況不

符，且樁位展繪線損及現況建物。 

1.若樁位及地籍重合線未違規劃原

意，依樁位線展繪。 

2.若樁位及地籍重合線與規劃原意

不符，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建議由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F 類 其他情形 

F1 類 地籍未分割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相符，地

籍未分割。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建議地

政單位依權責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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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分類 說明 原則性處理方式建議 

F2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地籍展繪線≠現況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三者皆相符，但與現況不符，且不

予以變更。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F3 類 其他情形 依個案不同狀況判斷。 -- 

F4 類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地籍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現況（樁位展繪線損

及建物） 

現行計畫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繪線不符，且樁位展繪線

損及現況建物，地籍展繪線亦與現況不

符。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建請地

政單位依權責卓處。 

資料來源：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本計畫整理。 

四、納入通盤檢討研議案件 

針對重製疑義進行研商，決議應「納入通盤檢討」研議是否提列變更之

疑義案，共計 1 案，內容綜整如表 4-7、分佈如圖 4-1 所示。 

表 4-7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計畫圖重製疑義

決議納入「通盤檢討研議」處理情形綜理表 

重製編號 位置 重製疑義會議決議 

涉及土地使

用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 

處理情形 備註 

D2-1 （1）-20M

計畫道路

（中興北

路）東側加

油站專用

區（樁位

SA4） 

（108 年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疑義

研商會議決議） 

請補充重測前地籍圖資及相關資

料，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108 年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疑義

研商會議決議） 

1.依都市計畫規劃原意載明之地號

（大庄段 521、521-1、521-2 地號）

展繪為加油站專用區，建請樁位

管理單位依權責卓處。 

2.大庄段 522 地號依使用現況提列

變更為道路用地。 

農業區 考量大庄段

522 地號現

況為道路使

用，為維持

道路通行功

能，爰變更

農業區為道

路用地。 

詳變更內容

明細表第 3

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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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重製疑義決議納入

「通盤檢討研議」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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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製成果說明 

本計畫經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後，依重製成果將土地使用分區、公共設施用

地等原計畫面積，依數值圖檔重新丈量，並作為本次通盤檢討之依據；另本案發

布實施時，將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都市計畫圖已無法適

用且無正確樁位資料可據以展繪都市計畫線者，得以新測地形圖，參酌原計畫規

劃意旨、地籍圖及實地情形，並依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程序，重新製作計畫圖。

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除。」規定辦理。 

一、計畫圖比例尺及坐標系統 

都市計畫圖比例尺為 1/1000，坐標系統為 TWD97 坐標系統。 

二、計畫面積重新丈量 

依歷次重製疑義研商決議修正都市計畫圖（詳圖 4-2），將土地使用分區、

公共設施用地等原計畫面積，依數值圖檔重新量測後彙整土地使用分區、公

共設施用地之重製前、後面積於表 4-8 及表 4-9。 

經檢核與原計畫面積之對照情形，計畫總面積減少約 1.3788 公頃，差異

比例約 0.85%，差異較顯著者包含有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增加 0.0073 公頃、

9.16%）、機關用地（增加 0.0621 公頃、7.57%）及住宅區（減少 2.2508 公頃、

5.34%）。探討原因為圖紙伸縮因素、重製疑義處理原則考量樁位、現況或地

籍之現況與都市計畫執行情形，據以展繪，以減少爭議，故使計畫面積有所

差異。 

表 4-8  重製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重製前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重製後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面積差異 

（公頃）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42.14 39.8892 -2.2508 

商業區 3.07 3.1932 +0.1232 

乙種工業區 1.53 1.6009 +0.0709 

加油站專用區 0.16 0.1663 +0.0063 

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 0.08 0.0873 +0.0073 

農業區 89.27 89.3726 +0.1026 

小計 136.25 134.3095 -1.940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82 0.8821 +0.0621 

學校用地 2.59 2.5497 -0.0403 

市場用地 0.41 0.3986 -0.0114 

兒童遊樂場用地 1.16 1.2170 +0.0570 

廣場用地 1.15 1.1420 -0.0080 

停車場用地 0.24 0.2482 +0.0082 

綠地用地 1.18 1.2110 +0.0310 

污水處理場用地 2.95 2.9264 -0.0236 

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人 15.73 16.2167 +0.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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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製前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重製後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面積差異 

（公頃） 

行廣場） 

小計 26.23 26.7917 +0.5617 

都市發展用地 73.21 71.7286 -1.4814 

計畫總面積 162.48 161.1012 -1.3788 

註：1.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之面積。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表 4-9  重製前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對照表 

項目 編號 
重製前面積 

（公頃） 

重製後面積 

（公頃） 

面積差異 

（公頃） 
備註 

機關用地 

機一 0.32 0.3241 +0.0041 
區公所（舊址）、衛

生所（舊址） 

機二 0.13 0.1496 +0.0196 
大樹分駐所、戶政事

務所（舊址） 

機四 0.37 0.4084 +0.0384 
大 樹 消 防隊 （舊

址）、活動中心 

小計 0.82 0.8821 +0.0621  

學校用地 文（小）一 2.59 2.5497 -0.0403 供大樹國小使用 

市場用地 

市一 0.18 0.1728 -0.0072  

市二 0.23 0.2258 -0.0042 三號道路與東側 

小計 0.41 0.3986 -0.0114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一 0.69 0.6949 +0.0049 二號道路北側 

兒二 0.29 0.3334 +0.0434 停二東南側 

兒三 0.18 0.1887 +0.0087 
三號與四號道路交

叉南側 

小計 1.16 1.2170 +0.0570  

廣場用地 廣 1.15 1.1420 -0.0080  

停車場用地 

停一 0.13 0.1414 +0.0114 二號道路南側 

停二 0.11 0.1068 -0.0032 六號道路西側 

小計 0.24 0.2482 +0.0082  

綠地用地 

綠一 0.60 0.6358 +0.0358 一號道路西側 

綠二 0.12 0.1242 +0.0042 工業區東側 

綠三 0.46 0.4510 -0.0090 
計畫區內中央住宅

區 

小計 1.18 1.2110 +0.0310  

污水處理場用地 污 2.95 2.9264 -0.0236 計畫區東南側 

道路用地 

（含人行步道、人行廣場） 
15.73 16.2167 +0.4867 

 

合計 26.23 26.7917 +0.5617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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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重製後現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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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製檢討及計畫變更 

第一節  重製檢討 

本次通盤檢討係為都市計畫圖重製，依「107 年度新興中長程計畫-都市計畫

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 年-107 年）案」大樹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

決議及重製作業展繪套合成果，擬定變更原則如后： 

ㄧ、配合都市計畫圖重製成果，重新丈量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調

整計畫面積。 

二、大樹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決議「納入通盤檢討研議案」者，為都市

計畫圖重製事項者，配合現況發展、地籍分割情形及樁位成果予以調整變更。 

三、本計畫檢討過程中非屬重製疑義部分，納入後續定期通盤檢討案內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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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更內容 

本計畫區之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共提出變更案 3 案，其變更內容

明細詳表 5-1 所示。 

表 5-1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都市計畫圖 

高雄市大樹都市

計畫圖，比例尺

1/3000 圖解都市

計畫圖。 

高雄市大樹都市

計畫圖，比例尺

1/1000 數值都市

計畫圖。 

原 都 市 計 畫 圖 比 例 尺 為

1/3000，由於計畫圖精度低且

計畫圖使用已超過 40 年，計畫

區內地形地物已隨都市發展有

所變遷，現況與計畫圖已明顯

不符，為提升計畫圖精度及利

於執行管理，爰配合 93 年已重

測地形圖及 107 年修補測地形

圖，予以重製計畫圖，同時比

例尺修改更新為 1/1000。 

原計畫圖於

新計畫圖依

法發布實施

之同時，公

告廢止。 

2 計畫面積 

計 畫 總 面 積

（162.48） 

計 畫 總 面 積

（161.1012） 

配合都市計畫圖重製，各土地

使用分區重新丈量面積。 
 

土地使用分區面

積（136.25） 

土地使用分區面

積（134.3095） 

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26.23） 

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26.7917） 

3 
加油站專用

區西側 

農業區 

（0.0004） 

道路用地

（0.0004） 

1.查 69.02.26 變更大樹都市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將一號道路北段東側農業區

（檨子腳段 272-3 號土地）

變更為加油站用地，檨子腳

段 272-3 號重測後為大庄段

521、521-1、521-2 等 3 筆地

號，致使大庄段 522 地號為

零碎農業區。 

2.考量該地號現況已作為加油

站進出道路使用且權屬為市

有，為維持道路通行功能及

保障合法建物指定建築線權

益，爰變更農業區為道路用

地。 

1.配合重製

疑義 D2-1

案。 

2. 變 更 範

圍：大庄

段 522 地

號。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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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面積增減統計表 

項目 

變更前 

計畫面積 

（公頃） 

變 1 變 2 變 3 

變更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39.8892 

計 

畫 

比 

例 

尺 

由 

1/3000 

調 

整 

為 

1/1000 

計 

畫 

面 

積 

調 

整 

0.0000 39.8892 

商業區 3.1932 0.0000 3.1932 

乙種工業區 1.6009 0.0000 1.6009 

加油站專用區 0.1663 0.0000 0.1663 

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 0.0873 0.0000 0.0873 

農業區 89.3726 -0.0004 89.3722 

小計 134.3095 -0.0004 134.309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8821 0.0000 0.8821 

學校用地 2.5497 0.0000 2.5497 

市場用地 0.3986 0.0000 0.3986 

兒童遊樂場用地 1.2170 0.0000 1.2170 

廣場用地 1.1420 0.0000 1.1420 

停車場用地 0.2482 0.0000 0.2482 

綠地用地 1.2110 0.0000 1.2110 

污水處理場用地 2.9264 0.0000 2.9264 

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人

行廣場） 
16.2167 +0.0004 16.2171 

小計 26.7917 +0.0004 26.7921 

合計 161.1012 0.0000 161.1012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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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變更位置分布示意圖 



38 

 

 

圖 5-2  變更案第 3 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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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檢討後實質計畫 

第一節  計畫範圍及面積 

大樹都市計畫區東至區公所（舊址）東側約 500 公尺處，南以黑瓦窯溝為界，西

至台糖鐵路西側約 500 公尺處，北以往大庄里之道路為界。行政轄區包括大樹里、檨

腳里，計畫面積為 161.1012 公頃。 

第二節  計畫年期與計畫人口 

一、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以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 

二、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 7,500 人，居住密度約每公頃 160 人。 

第三節  土地使用計畫 

ㄧ、住宅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一個住宅鄰里單元，面積

合計為 39.8892 公頃。 

二、商業區 

將現有商業集中地區劃為商業區，合計面積為 3.1932 公頃。 

三、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 1 處，面積 1.6009 公頃。 

四、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1 處，面積 0.1663 公頃。 

五、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 

劃設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 1 處，面積 0.0873 公頃。 

六、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 89.3722 公頃。 

第四節  公共設施計畫 

ㄧ、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 3 處，其中機一為供區公所（舊址）、衛生所（舊址）等使

用，機二為供大樹分駐所、戶政事務所（舊址）使用，機四供大樹消防隊（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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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等使用，面積合計 0.8821 公頃。 

二、學校用地 

劃設國小用地 1 處，為現有之大樹國小，面積 2.5497 公頃。 

三、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 3 處，面積合計 1.2170 公頃。 

四、廣場用地 

面積 1.1420 公頃。 

五、市場用地 

劃設零售市場用地 2 處，面積 0.3986 公頃。 

六、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 1 處，面積 0.2482 公頃。 

七、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 3 處，綠一位與計畫區鄰台 29 線沿線綠地；綠二位與南側一種工

業區隔離綠帶；綠三為計畫區中排水區南至計畫區污水處理場，北至公園；面積

合計 1.2110 公頃。 

八、污水處理場用地 

劃設污水處理場用地 1 處，面積 2.9264 公頃。 

九、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人行廣場） 

計畫區內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人行廣場）劃設面積合計為 16.217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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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土地使用面積表 

使用分區 

重製後現行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重製通盤

檢討增減面積

（公頃） 

通盤檢討後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百

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39.8892 0.0000 39.8892 24.76 55.61 

商業區 3.1932 0.0000 3.1932 1.98 4.45 

乙種工業區 1.6009 0.0000 1.6009 0.99 2.23 

加油站專用區 0.1663 0.0000 0.1663 0.10 0.23 

第一類型郵政專用區 0.0873 0.0000 0.0873 0.05 0.12 

農業區 89.3726 -0.0004 89.3722 55.48 -- 

小計 134.3095 -0.0004 134.3091 83.37 62.6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8821 0.0000 0.8821 0.55 1.23 

學校用地 2.5497 0.0000 2.5497 1.58 3.55 

市場用地 0.3986 0.0000 0.3986 0.25 0.56 

兒童遊樂場用地 1.2170 0.0000 1.2170 0.76 1.70 

廣場用地 1.1420 0.0000 1.1420 0.71 1.59 

停車場用地 0.2482 0.0000 0.2482 0.15 0.35 

綠地用地 1.2110 0.0000 1.2110 0.75 1.69 

污水處理場用地 2.9264 0.0000 2.9264 1.82 4.08 

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人

行廣場） 
16.2167 +0.0004 16.2171 10.07 22.61 

小計 26.7917 +0.0004 26.7921 16.63 37.35 

都市發展用地 71.7286 +0.0004 71.7290 44.52 100.00 

計畫總面積 161.1012 0.0000 161.1012 100.00 -- 

註：1.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之面積。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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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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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系統計畫 

一、聯外道路 

（一）一號及一-一道路（台 29 號省道）為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道路，南九曲堂

與台 1 號省道銜接，北通嶺口、旗山等地區，計畫寬度一號道路為 20 公

尺，一-一號道路為 25 公尺。 

（二）二號道路為本計畫區之次要聯外道路，向西北通往大社、仁武等地區，計

畫寬度 15 公尺。 

（三）四號道路為本計畫區之次要聯外道路，向西經龍目里可達仁美、鳳山等地

區，計畫寬度為 12 公尺。 

（四）五號道路為本計畫區之次要聯外道路，向南可與台 29 號省道銜接，通往

九曲堂等地區，計畫寬度為 12 公尺。 

二、區內道路 

將低於 10 公尺的道路劃設為區內主要、次要及出入道路等，其計畫寬度分

別為 12 公尺、10 公尺、8 公尺、4 公尺。 

表 6-2  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都市計畫道路編號表 

編號 
寬度 

（m） 

長度 

（m） 
位置 備註 

一-一 25 400 自北側計畫範圍線向南至一號道路 
主要聯外道路 

（台 29 號道路） 

一 20 1890 自北側計畫範圍線至南側計畫範圍線 
主要聯外道路 

（台 29 號道路） 

二 15 900 自一號道路向西至計畫範圍線 
次要聯外道路 

（縣 186 號道路） 

三 12 1185 自一號道路向南至四號道路 區內主要道路 

四 12 945 自一號道路向西至計畫範圍線 次要聯外道路 

五 12 300 自一號道路向南至計畫範圍線 次要聯外道路 

六 12 500 自一號道路向南至四號道路 區內主要道路 

未編號道路 10 1438 註明寬度之道路 次要道路 

未編號道路 8 3810 註明寬度之道路 出入道路 

未編號道路 4 2383 註明寬度之道路 出入道路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附件一  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79次會議紀錄











附件二  公開徵詢意見座談會會議紀錄









附件三  大樹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紀錄



大樹都市計畫區-B1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大樹都市計畫區-C1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大樹都市計畫區-D1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大樹都市計畫區-D2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大樹都市計畫區-E1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大樹都市計畫區 F1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大樹都市計畫區-F2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大樹都市計畫區-F3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大樹都市計畫區-F4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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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6樓

承辦單位：都開處

承辦人：莊清華

電話：3368333#3464

傳真：07-3315080

電子信箱：casdyhon@kcg.gov.tw

受文者：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8月1日

發文字號：高市都發開字第10832974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乙份 (31137335_10832974000A0C_ATTCH1.pdf、

31137335_10832974000A0C_ATTCH2.pdf)

主旨：檢送本局108年7月26日召開「107年度新興中長程計畫-都

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年~107年)案」大樹

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局108年7月18日高市都發開字第10832743100號開會

通知單續辦。

正本：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

山地政事務所

副本：本局都規科、本局都開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107年度新興中長程計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

(103年-107年)案」大樹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8年 7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02時 0分 

二、 會議地點：本局第三會議室 

三、 會議主持人：郁處長道玲                紀錄：莊清華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 討論及決議事項： 

1. 有關各類疑義情形，說明如下： 

(一) B1-1、B1-5、B1-6類，請補充地籍更新資料。 

(二) B2-1類調整於 C1類。 

(三) B3-1、B3-2、B3-3類非屬損及建物案，調整於 B1類。 

(四) D2-1、E1-1、E1-2及 F3-2類，疑義情形請詳述地籍歷程

及補充權屬及地形資料，另請鳳山地政事務所協助提供

重測前檨子腳段 272-3 地籍圖資料，於下次會議再行討

論。 

(五) F2類請重新比對檢核地形圖釐清類別是否正確。 

2. 重製疑義案件 B 類及 F 類屬地籍未分割者，建請地政單位

依權責卓處。 

3. 請廠商補充相關資料並修改完成後，提送都市計畫重製轉繪

疑議彙整與分析圖冊 6份供下次會議討論。 

六、 散會：下午 4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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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6樓

承辦單位：都開處

承辦人：莊清華

電話：3368333#3464

傳真：07-3315080

電子信箱：casdyhon@kcg.gov.tw

受文者：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6日

發文字號：高市都發開字第108335105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乙份 (31586745_10833510500A0C_ATTCH1.pdf、

31586745_10833510500A0C_ATTCH2.pdf)

主旨：檢送本局108年8月27日召開「107年度新興中長程計畫-都

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年~107年)案」大樹

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局108年8月16日高市都發開字第10833242100號開會

通知單續辦。

正本：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

務所、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高雄

營業處

副本：本局都規科、本局都開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107年度新興中長程計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

(103年-107年)案」大樹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8年 8月 27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本局第三會議室 

三、 會議主持人：郁處長道玲                紀錄：莊清華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 討論及決議事項： 

1. 各重製疑義案件之決議內容，詳後附綜理表。請廠商確認圖

冊中各圖層正確性，製作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2. 重製疑義案件 B 類及 F 類屬地籍未分割者，建請地政單位

依權責卓處。 

六、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B1 類疑義情形綜理表 

地段 序號 新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大樹保安段 B1-1 B1-1 3982 B1 

（4）-12M 計畫道
路（大樹路）道路
邊線（樁位 411、
G45-2）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
～0.25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大樹路）已開闢，土地權屬為
部分私有（大樹保安段 303-1、305-1 地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2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查 108 年 2 月 27 日鳳山地
政事務所已更新地籍圖資，
經重新套繪後無疑義。 

-- 

土角厝段 

B1-2 B1-2 3983 B1 

（2）-15M 計畫道
路（中興西路）南
側、農業區北側，
8M 計畫道路邊線
（樁位 H60）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 8M 道路未開闢，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8M 計
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 

B1-3 B1-3 3983 B1 

（3）-12M 計畫道
路截角（中興南
路）（樁位
EC2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9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截角已開闢，土地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2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土角厝段 706-4 地
號於民國 85 年建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 

大庄段 B1-4 B1-4 3984 B1 

（3）-12M 計畫道
路（中興北路）東
側計畫道路邊線
（樁位 S23、
302）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中興北路）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2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 

埔尾段 B1-5 B1-5 3983 B1 

（3）-12M 計畫道
路（中興南路）東
側 8M 計畫道路
（中興南路一巷）
計畫道路邊線（樁
位 EC31、H16）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7
～0.14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中興南路一巷）未開闢至
計畫寬度，土地權屬為部分公有（埔尾段 1032-
7、1079、1079-1 地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8M 計
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查 108 年 2 月 27 日鳳山地
政事務所已更新地籍圖資，
經重新套繪後無疑義。 

-- 

姑山段 B1-6 B1-6 3985 B1 

（1）-20M 計畫道
路（中興北路）計
畫道路邊線（樁位
BC1、S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
～0.07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中興北路）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20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查 108 年 2 月 27 日鳳山地
政事務所已更新地籍圖資，
經重新套繪後無疑義。 

-- 



地段 序號 新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大樹保安段 B3-1 B1-7 3983 B1 

市場用地（市二)
北側（3）-12M 計
畫道路截角（中興
南路）（樁位
EC24）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M）。 

2.疑義範圍道路截角未依標準截角開闢，土地權
屬為部分私有（大樹保安段 119、121 地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2M
計畫道路，公告時已有建物，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議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1.截角尚未開闢且現況無合
法建物，爰修正為 B1 類。 

2.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 

埔尾段 

B3-2 B1-8 3983 B1 

機關用地（機二）
南側（3）-12M 計
畫道路截角（中興
南路）（樁位
EC2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M）。 

2.疑義範圍道路截角（中興南路）未依標準截角
開闢，土地權屬為部分私有（埔尾段 851、851-
1、851-2、858 地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2M
計畫道路，公告時已有建物，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1.截角尚未開闢且現況無合
法建物，爰修正為 B1 類。 

2.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 

B3-3 B1-9 3983 B1 

學校用地（文小
一）北側 10M 計
畫道路截角（中興
南路一巷）（樁位
H11、IP15）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8M）。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截角（中興南路一巷）未依
標準截角開闢，土地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0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1.截角尚未開闢且現況無合
法建物，爰修正為 B1 類。 

2.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 

興山段 F1-3 B1-10 3984 B1 

（3）-12M 計畫道
路（中興北路）西
側計畫道路邊線
（樁位 101、
S23）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
～0.23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中興北路）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2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興山段、龍
目段 

F1-4 B1-11 3983 B1 

（2）-15M 計畫道
路（中興西路）北
側計畫道路邊線及
住宅區農業區分區
界線（樁位
MC05、202-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13
～0.46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中興西路）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5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5 B1-12 
3883
、

3884 
B1 

（2）-15M 計畫道
路（中興西路）西
側計畫範圍邊界線
（樁位 R22、
R23、20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39
～1.09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現況為空地，土地權屬為部分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農業區
及 15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大樹新吉段 F1-6 B1-13 3882 B1 

（4）-12M 計畫道
路（大樹路）西側
計畫道路邊線（樁
位 R05-1、R84）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21
～0.42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大樹路）已開闢，土地權
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2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地段 序號 新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F1-7 B1-14 3882 B1 

（4）-12M 計畫道
路（大樹路）南側
工業區與農業區分
區界線（G41、
G42）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1.28
～1.34M），樁位損及臨時性建物。 

2.疑義範圍現況為工業區，土地權屬為部分公有
（大樹新吉段 714 地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工業區；
88.07.06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 5 案，變更工業區為乙種工業區，其後未
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議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8 B1-15 3982 B1 
（4）-12M 計畫道
路截角（大樹路）
（樁位 502）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28M）。 

2.疑義範圍道路截角（大樹路）未依標準截角開
闢，土地權屬為部分私有（大樹新吉段 40 地
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2M
計畫道路，公告時已有建物，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9 B1-16 3882 B1 

（4）-12M 計畫道
路（大樹路）南側
10M 計畫道路
（新生街）邊線
（樁位 BC16、
EC16）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7
～0.77M）。 

2.疑義範圍道路（新生街）未開闢至計畫道路寬
度，土地權屬為部分私有（大樹新吉段 617～
619 地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0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10 B1-17 3982 B1 

（6）-12M 計畫道
路（長春路）西側
8M 計畫道路（大
樹路北巷）邊線
（樁位 BC07）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大樹路北巷）已開闢，土
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8M 計
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樹新吉段 126、
127、128 地號於民國 75 年建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11 B1-18 3982 B1 

（4）-12M 計畫道
路（大樹路）計畫
道路邊線（樁位
405、406）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24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大樹路）已開闢，土地權
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2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12 B1-19 3982 B1 

（4）-12M 計畫道
路（大樹路）南側
8M 計畫道路（大
樹路 75 巷）計畫
道路邊線（樁位
MC9、H38）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7
～0.18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大樹路 75 巷）部分開闢，
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8M 計
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樹新吉段 308～
312、314～317 等地號於民國 70 年建築完成。

5.地籍重測因坐標系統產生誤差，地政局辦理地
籍更正時民眾陳情。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考量依都市計畫重製要點第
9 點：「為維護民眾合法權
益，得參考樁位展繪線或地
籍展繪線或開闢完成之道路
境界線認定為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爰依地籍展繪線展
繪為計畫線，建請樁位管理
單位依權責卓處。 



地段 序號 新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F1-13 B1-20 3982 B1 

（4）-12M 計畫道
路（大樹路）南側
8M 計畫道路邊線
（樁位 H26、
H38）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11
～0.20M）。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未開闢，土地權屬為部分公
有（大樹新吉段 338-1、341 地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8M 計
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樹新吉段 304 地
號於民國 76 年建築完成。 

5.地籍重測因坐標系統產生誤差，地政局辦理地
籍更正時民眾陳情。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考量依都市計畫重製要點第
9 點：「為維護民眾合法權
益，得參考樁位展繪線或地
籍展繪線或開闢完成之道路
境界線認定為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爰依地籍展繪線展
繪為計畫線，建請樁位管理
單位依權責卓處。 

F1-14 B1-21 3982 B1 

（4）-12M 計畫道
路（大樹路）南側
10M 計畫道路截
角（新生街）（樁
位 H29）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7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截角（新生街）未開闢，土地權
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0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15 B1-22 3882 B1 

（4）-12M 計畫道
路（大樹路）南側
4M 計畫道路邊線
（樁位 H31、H41-
2-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M）。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未開闢，土地權屬為部分公
有（大樹新吉段 632、535 地號）。 

3.經查 105.11.17 經查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變更第 6 案，變
更人行步道為 4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16 B1-23 3882 B1 
大樹都市計畫區南
側邊界線（樁位
R73、R74）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23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現況為農業使用，土地權屬為部分公
有（大樹新吉段 720 地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農業
區，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土角厝段 

F1-20 B1-24 3983 B1 

（2）-15M 計畫道
路（中興西路）南
側 8M 計畫道路截
角（樁位 H62）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9M）。 

2.疑義範圍道路未開闢，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8M 道路
用地，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21 B1-25 3983 B1 

（2）-15M 計畫道
路（中興西路）南
側，農業區與住宅
區分區界線（樁位
G32、G33）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8
～0.16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為農業使用，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農業區
及住宅區，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地段 序號 新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F1-22 B1-26 3983 B1 

（2）-15M 計畫道
路（中興西路）南
側 4M 計畫道路邊
線（樁位 206-1、
H56-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
～0.07M）。 

2.疑義範圍道路未開闢，土地權屬為部分私有
（土角厝段 442 地號）。 

3.經查 105.11.17 經查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變更第 6 案，變
更人行步道為 4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23 B1-27 3983 B1 

（6）-12M 計畫道
路（實踐接）東側
10M 計畫道路邊
線（中興南路二
巷）（樁位 603、
H54）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
～0.15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為道路（中興南路二巷）已開闢，土
地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 10M 計畫
道路，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土角厝段 808、808-
1 地號分別於民國 82 及 84 年建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24 B1-28 3983 B1 

（3）-12M 計畫道
路（中興南路）西
側，商業區與住宅
區分區界線（樁位
G16）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
～0.08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現況為住宅使用，土地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住宅區
及商業區，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大庄段 F1-27 B1-29 4085 B1 

（1-1）-25M 計畫
道路（中正路）計
畫道路邊線（樁位
C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9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中正路）已開闢，土地權屬為
公有。 

3.經查 79.05.08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道路用地）案，變更農業區為 25M 道路用
地，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埔尾段 

F1-31 B1-30 3983 B1 

（3）-12M 計畫道
路（中興北路）西
側廣場用地與住宅
區分區界線（樁位
M24、G59）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
～0.09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廣場用地未開闢，土地權屬為台糖持
有。 

3.經查 88.07.06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第 2 案，變更農業區、鐵路、綠地、
人行步道為道路用地；105.11.17 變更大樹都
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第
4 案，變更道路用地、人行步道為農業區、廣
場用地、道路用地。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32 B1-31 3983 B1 

（3）-12M 計畫道
路（中興北路）計
畫道路邊線（樁位
MC20、G04）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M）。 

2.疑義範圍道路（中興北路）未開闢至計畫道路
寬度，土地權屬為部分私有（埔尾段 574-1 地
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12M 道
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地段 序號 新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F1-33 B1-32 3983 B1 

（2）-15M 計畫道
路（中興西路）南
側 8M 計畫道路邊
線（樁位 H6、
MC30）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19
～0.22M）。 

2.疑義範圍道路未開闢，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8M 道路
用地，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34 B1-33 3983 B1 

（1）-20M 計畫道
路（中正一路）計
畫道路邊線及西側
綠地與住宅區分區
界線（樁位 107、
BC28）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7
～0.21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中正一路）已開闢，土地權屬
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20M 道
路用地及綠地，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大樹保安段 

F1-35 B1-34 3982 B1 

（4）-12M 計畫道
路（大樹路）北側
住宅區與綠地（綠
一）分區界線（樁
位 117 西北側）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29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現況為農業使用，土地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住宅
區，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36 B1-35 3982 B1 

（4）-12M 計畫道
路（大樹路）南側
住宅區與綠地（綠
一）分區界線（樁
位 117 西南側）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90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現況為農業使用，土地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住宅
區，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37 B1-36 3982 B1 

（4）-12M 計畫道
路（大樹路）北
側，綠地（綠
三 ）與兒童遊樂
場用地（兒二）分
區界線（樁位
R90、H50）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6
～0.10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現況為農業使用，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綠地
（綠三）及兒童遊樂場用地（兒二），其後未
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C1 類疑義情形綜理表 

地段 序號 新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埔尾段 B2-1 C1-1 3983 C1 

（2）-15M 計畫道
路（中興西路）南
側 4M 計畫道路邊
線（樁位 210、
H06-1） 

1.都計=地籍≠樁位（都計、樁位相差約為
1.65M；樁位、地籍相差約 0.23M～1.49M），
樁位損及建物，現況與地籍較相符。 

2.疑義範圍道路部分開闢，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105.11.17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變更第 6 案，變更
4M 人行步道為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埔尾段 736、758
地號於民國 69 年建築完成。 

5.查 84 年大樹重測區樁位成果都市計畫樁位偏
差研討案第 1 案，研討結果以樁號 210-1 為
準。 

考量依都市計畫
重製要點第 9
點：「為維護民
眾合法權益，得
參考樁位展繪線
或地籍展繪線或
開闢完成之道路
境界線認定為都
市計畫圖展繪
線。」爰依地籍
線展繪為計畫
線，建請樁位管
理單位依權責卓
處。 

1.經重新套繪，都計=地籍≠
樁位，且樁位展繪線損及
現況建物，爰修正為C1類。 

2.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依都
市計畫及地籍重合線展
繪，修正樁位連線為樁號
210-1 至樁號 H06-1。 

-- 



D1 類疑義情形綜理表 

地段 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龍目段 D1-1 3985 D1 

（4）-12M 計畫道路
（大樹路）北側農業
區，計畫區邊界線
（樁位 M18、R05-
1） 

1.三者不相符（都計、樁位相差約 12.11M），
地籍未分割（龍目段 125、125-4、352 地
號），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現況為農業使用，土地權屬為
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計畫範圍
西至台糖鐵路之西側約 500 公尺處，邊
界部分劃設為農業區，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建請地政及樁位管
理單位依權責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D2 類疑義情形綜理表 

地段 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大庄段 D2-1 3985 D2 

（1）-20M 計畫道路
（中興北路）東側加
油站專用區（樁位
SA4） 

1.三者不相符（都計、樁位相差約 1.18～
1.60M；樁位、地籍相差約 0.26M），樁
位損及臨時性建物。 

2.疑義範圍現況為加油站使用，土地權屬
為部分私有（大庄段 520-1、525-1、526-
1 地號為私有土地；大庄段 521、521-1、
521-2地號為台灣中油持有；大庄段518、
519、523 地號為國有土地；大庄段 522
地號為市有土地）。 

3.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70 年取
得大庄段 521、521-1、521-2 地號，521
地號上建物為 71 年取得使用執照（71 建
管字 11256 號）。 

4.經查 69.02.26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案，將一號道路北段東側
農業區（檨子腳段 272-3 號土地）變更
為加油站用地，計畫書面積為 0.16公頃，
計畫圖範圍與計畫書不符。民國 84 年地
籍重測後，檨子腳段 272-3 號即大庄段
521、521-1、521-2 等 3 筆地號，重測後
面積合計為 0.1663 公頃。 

5.經查 88.07.06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變更第 7 案，變更加油
站用地為加油站專用區；105.11.17 變更
大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
一階段）案變更第 5 案，變更農業區為
加油站專用區（變更地號：大庄段 521-
1 地號）。 

6.加油站範圍樁位於 70 年測釘，84 年重
測公告新樁號及坐標。樁位圖加油站專
用區範圍包含大庄段 518、519、520-1、
521、521-1、522、523、525-1、526-1 等
9 筆地號，與都計書登載範圍（大庄段
521、521-1、521-2 地號）不符。 

依都市計畫規劃原意載
明之地號（大庄段
521、521-1、521-2 地
號）展繪，建請樁位管
理單位依權責卓處。 

請補充重測前地籍圖資及相關
資料，下次會議繼續討論。 

1.依都市計畫規劃原意載明之
地號（大庄段 521、521-1、
521-2 地號）展繪為加油站專
用區，建請樁位管理單位依
權責卓處。 

2.大庄段 522 地號依使用現況
提列變更為道路用地。 



E1 類疑義情形綜理表 

地段 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大樹新吉
段、龍目段 

E1-1 

3882、
3883、
3982、
3983 

E1 

（4）-12M 計畫道路
（大樹路）北側
10M 計畫道路（樁
位 M19、M20） 

1.都計≠樁位=地籍（都計、樁位相差約為
3.19M～11.24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未開闢，土地權屬為部分
私有，山坡地權屬為中華民國所有。 

3.經查 88.07.06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變更第 2 案，變更農業
區、鐵路、綠地、人行步道為道路用地；
105.11.17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變更第 4 案，
變更道路用地、人行步道為農業區、廣
場用地、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查84年大樹重測區樁位成果實地檢測樁
位誤差表第 29 案，研討結果樁位 H44-1
～H43、IP12～EC12、H42-1～H42 以地
籍資料為準。84 年大樹重測區都市計畫
樁位偏差研討案第 12 案，研討結果以修
正後之樁位（EC12）為準。 

考量依都市計畫重製要
點第 9 點：「為維護民
眾合法權益，得參考樁
位展繪線或地籍展繪線
或開闢完成之道路境界
線認定為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爰依樁位及地
籍重合線展繪為計畫
線。 

請重新套繪都市計畫圖及補
充相關資料，下次會議繼續
討論。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E1-2 3882、
3883 E1 

（4）-12M 計畫道路
（大樹路）北側
10M 計畫道路（樁
位 M18、M19） 

1.都計≠樁位=地籍（都計、樁位相差約為
5.92M～6.39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未開闢，土地權屬為部分
私有，山坡地權屬為中華民國所有。 

3.經查 88.07.06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變更第 2 案，變更農業
區、鐵路、綠地、人行步道為道路用地；
105.11.17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變更第 4 案，
變更道路用地、人行步道為農業區、廣
場用地、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考量依都市計畫重製要
點第 9 點：「為維護民
眾合法權益，得參考樁
位展繪線或地籍展繪線
或開闢完成之道路境界
線認定為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爰依樁位及地
籍重合線展繪為計畫
線。 

請重新套繪都市計畫圖及補
充相關資料，下次會議繼續
討論。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 類疑義情形綜理表 

地段 序號 新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興山段 

F1-1 F1-1 3984 F1 

（1）-20M 計畫
道路（中興北
路）西側計畫道
路邊線（樁位
EC02、101）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興山段 396 地號），
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中興北路）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20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2 F1-2 3984 F1 

機關用地（機
四）與道路用地
分區界線（樁位
S15、S24）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興山段 380 地號），
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未開闢，土地權屬為公有（興山
段 380 地號）。 

3.經查 69.02.26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變更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機四）
及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興山段、龍
目段 F1-4 F1-3 3983 F1 

（2）-15M 計畫
道路（中興西
路）南側計畫道
路邊線（樁位
MC05、202-1）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龍目段 47、48、50
地號），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中興西路）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5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大樹新吉段 

F1-6 F1-4 3882 F1 

（4）-12M 計畫
道路（大樹路）
西側計畫道路邊
線（樁位 R05-1、
R84）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大樹新吉段 686-1 地
號），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大樹路）已開闢，土地權
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2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10 F1-5 3982 F1 

（6）-12M 計畫
道路（長春路）
西側 8M 計畫道路
（大樹路北巷）
邊線（樁位 501、
BC07）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大樹新吉段 24、25
地號），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大樹路北巷）已開闢，土
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62.01.30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8M計
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大樹新吉
段、大樹保

安段 
F1-17 F1-6 3982 F1 

（5）-12M 計畫
道路（長春路）
南側計畫道路邊
線（樁位 EC19、
MC19）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大樹保安段 629、
636 地號、大樹新吉段 720 地號），樁位未損
及建物。 

2.疑義範圍計畫道路（長春路）已開闢，土地權
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2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地段 序號 新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土角厝段 F1-18 F1-7 3983 F1 

（2）-15M 計畫
道路（中興西
路）南側市場用
地（市一）（樁
位 G11、G13）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土角厝段 625 地號），
樁位損及臨時性建物。 

2.疑義範圍現況為住宅使用，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80.01.14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一期公共
設施保留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被告第 1 案，變
更市場用地（市一）為附帶條件商業區；
105.11.17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案變更第 3 案，變更附帶條
件商業區為市場用地（市一），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土角厝段、
埔尾段 F1-25 F1-8 3983 F1 

（3）-12M 計畫
道路（中興北
路）西側附帶條
件商業區（樁位
G59、G60）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埔尾段 511-2 地號、
土角厝段 17 地號）。 

2.疑義範圍現況為人行步道，土地權屬為部分公
有（埔尾段 511-2 地號）。 

3.經查 105.11.17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變更第 6 案，變更人
行步道為附帶條件商業區，其後未變更。 

4.損及建物部分，疑義範圍內查無合法建築。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大庄段 F1-26 F1-9 3984 F1 

（1）-20M 計畫
道路（中正一
路）西側 4M 計畫
道路邊線（樁位
104、H01）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大庄段 780、781 地
號）。 

2.疑義範圍道路未開闢，土地權屬為部分公有
（大庄段 780 地號）；部分建物佔用公有土
地。 

3.經查 105.11.17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變更第 6 案，變更 4M
人行步道為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損及建物部分，疑義範圍內查無合法建築。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埔尾段 F1-28 F1-10 3983 F1 

（1）-20M 計畫
道路（中正一
路）西側綠地
（綠一）及道路
用地分區界線
（樁位 H13-1）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埔尾段 1009-2、1010、
1018-1 地號），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綠地未開闢，土地權屬為公有。 
3.經查 105.11.17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案第 6 案，變更 4M 人
行步道為道路用地。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洲仔段 F1-38 F1-11 3985 F1 

（1）-20M 計畫
道路（中興北
路）計畫道路邊
線（樁位 BC1、
S1）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洲仔段 1315 地號）。
2.疑義範圍道路（中興北路）未開闢至計畫寬度，
土地權屬為部分私有（洲仔段 1315 地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20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2 類疑義情形綜理表 

地段 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埔尾段 

F2-1 3983 F2 

（3）-12M 計畫道路
（中興北路）東側
8M 計畫道路邊線
（信義街）（樁位
306、H03）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信義街）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8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築：埔尾段 413
～417 等地號於民國 67 年建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2-2 3983 F2 

人行廣場用地東側
10M 計畫道路邊線
（力行街）（樁位
H05、209）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力行街）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部分私有（埔尾段 463-1、532-1）。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10M 道路用地，公告時已部分有建物，
其後未變更。 

4.損及建物部分，疑義範圍內查無合法建
築。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土角厝段 

F2-3 3983 F2 

（2）-15M 計畫道路
（中興西路）計畫道
路邊線（樁位
EC05、205）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中興西路）已開闢，土
地權屬為部分私有（土角厝段 224、225
等地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15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土角厝 214
地號於民國 74 年建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2-4 3983 F2 

（2）-15M 計畫道路
（中興西路）計畫道
路邊線（樁位 204、
206-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中興西路）已開闢，土
地權屬為部分私有（土角厝段 148、151、
155-1、393-5、393-1、402-1、403-1、405-
1、406-1、410-1、411-1、412-1、416-1、
417-1、419、421 等地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15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築：土角厝段
155、155-1 等地號於民國 50 年建築完
成。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土角厝
187 地號於民國 64 年建築完成；土角厝
段 403、403-1 等地號則於民國 81 年建
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2-5 3983 F2 

（6）-12M 計畫道路
（實踐街）西側 10M
計畫道路邊線（樁位
603）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截角已開闢，土地權屬為
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10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土角厝段
470 地號分別於民國 70 年建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地段 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F2-6 3983 F2 

（6）-12M 計畫道路
（實踐街）計畫道路
邊線（樁位 604、
605）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實踐街）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12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土角厝段
837、855、856 等地號於民國 76 年建築
完成；土角厝段 1032-12 地號則於民國
94 年建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2-7 3983 F2 

（6）-12M 計畫道路
（實踐街）東側 8M
計畫道路邊線（實踐
街 73 巷）（樁位
604、H53-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實踐街 73 巷）已開闢，
土地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8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損及建物部分，疑義範圍內查無合法建
築。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2-8 3983 F2 

（6）-12M 計畫道路
（實踐接）南側 8M
計畫道路邊線（中興
南路二巷），兒童遊
樂場用地（兒二）北
側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中興南路二巷）已開闢，
土地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8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損及建築部分，疑義範圍內查無合法建
築。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 -- 

修正決議為經重新調繪現
況，都計=樁位=地籍=現況，
改列 A1 類別，不列為疑義。

大樹新吉段 

F2-9 3982 F2 

（5）-12M 計畫道路
（長春路）西側計畫
道路邊線，農業區西
側（樁位 504-1、
505、506）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長春路）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部分私有（大樹保安段 588 地
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12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樹新吉段
420、423 等地號於民國 74 年建築完成；
大樹新吉段 431 地號則於民國 79 年建
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2-10 3982 F2 

（5）-12M 計畫道路
（長春路）西側 10M
計畫道路邊線（新生
街）（樁位 MC17、
H29）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新生街）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部分私有（大樹新吉段 522 地
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10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樹新吉段
525-4～525-8 地號於民國 84 年建築完
成；大樹新吉段 521 地號則於民國 85 年
建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地段 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F2-11 3982 F2 

（4）-12M 計畫道路
邊線（大樹路），農
業區東側（樁位
402、402-2）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大樹路）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12M 道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樹新吉段
668 地號於民國 67 年建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2-12 3882 F2 

（4）-12M 計畫道路
（大樹路）南側 10M
計畫道路（新生街）
邊線（樁位 H34、
BC16）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新生街）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0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樹新吉段
613～617 地號於民國 79 年建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3 類疑義情形綜理表 

地段 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興山段、土
角厝段 F3-1 3883 F3 

（2）-15M 計畫道路
（中興西路）北側
4M 計畫道路（樁位
H69、H72、H73） 

1.都計≠樁位=地籍（都計、樁位相差約為
2.57M~9.37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未開闢，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105.11.17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變更第 6 案，
變更 4M 人行步道為道路用地，其後未
變更。 

4.查 64.08.18 大樹都市計畫樁位成果與現
行都市計畫圖相符。 

5.查 84 年大樹重測區樁位成果實地檢測
樁位誤差表第 28 案，樁位 H72-H73、 
H73-H69 研討結果以圖（原 64 年公告樁
位圖）上資料為準，84 年公告樁位（H69、
H72、H73）與研討結果不符。 

6.查 84 年大樹重測區樁位成果實地檢測
樁位誤差表第 28 案 G27-H72 研討結果
為以地籍資料為準，研討結果與都市計
畫及 64 年公告樁位圖不符。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
繪，建請地政及樁位管
理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 

大樹新吉段 F3-2 3983 F3 

（6）-12M 計畫道路
（長春路）北側廣場
用地界線（樁位
G66、G67、G68） 

1.樁位 G66-G67 連線部分，都計=地籍≠樁
位（樁位、都計相差約 2.03M），樁位未
損及建物。 

2.樁位 G65-G66 連線部分，都計=地籍≠樁
位（樁位、都計相差約 1.90M～3.33M），
樁位損及合法建物（大樹新吉段 3～8 地
號）。地籍與現況、都計圖較為相符。 

3.樁位 G44-G65-G68 連線部分，都計=地籍
≠樁位（樁位、都計相差約 4.47M），樁
位未損及建物，地籍與都計圖較為相符。

4.疑義範圍廣場用地未開闢，土地權屬為
私有。 

5.經查 88.07.06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第 2 案，變更農業區、鐵
路、綠地、人行步道為 12M 道路用地；
105.11.17 變更大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案第四案，變更 12M
道路用地、4M 人行步道為農業區、廣場
用地、4M 道路用地。 

6.查 84 年大樹重測區樁位成果實地檢測樁
位誤差表第 22 案，研討結果樁位 G65～
G66 以地籍資料為準。 

7.查地籍調查表大樹新吉段 2 地號註記為
14（待協助指界）；大樹新吉段 3 地號～
8 地號註記為 8（水溝）；大樹新吉段 12
地號註記為 12（連接線）。 

8.都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樹新吉段 3
～8 地號於民國 77 年建築完成。 

1.樁位 G66-G67 連線部
分：依都市計畫圖展繪
線展繪，建請樁位管理
單位依權責卓處。 

2.樁位 G65-G66 連線部
分: 考量依都市計畫重
製要點第 9 點：「為維
護民眾合法權益，得參
考樁位展繪線或地籍
展繪線或開闢完成之
道路境界線認定為都
市計畫圖展繪線。」爰
依都市計畫及地籍線
展繪，建請樁位管理單
位依權責卓處。 

3.樁位G44-G65-G68連線
部分：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樁位管
理單位依權責卓處。 

請重新套繪都市計畫圖及補
充相關資料，下次會議繼續
討論。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4 類疑義情形綜理表 

地段 序號 新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理方案 

108 年 7 月 26 日第一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108 年 8 月 27 日第二次重製

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土角厝段 F1-19 F4-1 3983 F4 

（2）-15M 計畫
道路（中興西
路）計畫道路邊
線（樁位 206-1、
BC06）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07
～0.17M），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中興西路）已開闢，土地權屬
為部分私有（土角厝段 81、81-1 地號）。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15M 道
路用地，其後未變更。 

4.損及建物部分，疑義範圍內查無合法建築。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埔尾段 

F1-29 F4-2 3983 F4 

（3）-12M 計畫
道路（中興北
路）東側計畫道
路邊線（樁位
306、EC04）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44
～0.94M），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中興北路）已開闢，土地權屬
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案已劃設為 12M
計畫道路，其後未變更。 

4.都市計畫發布前合法建築：埔尾段 435 地號於
民國 55 年建築完成。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1-30 F4-3 3983 F4 

（2）-15M 計畫
道路（中興西
路）南側 10M 計
畫道路邊線（中
興南路一巷）
（樁位 H10-1、
H10、H1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為
0.18M），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路（中興南路一巷）已開闢，土地
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都市計畫已劃設為 10M 道
路用地，公告時已有建物，其後未變更。 

4.損及建物部分，疑義範圍內查無合法建築。 

依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建請
地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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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6樓

承辦單位：都開處

承辦人：莊清華

電話：3368333#3464

傳真：07-3315080

電子信箱：casdyhon@kcg.gov.tw

受文者：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18日

發文字號：高市都發開字第108336939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乙份 (31740033_10833693900A0C_ATTCH1.pdf、

31740033_10833693900A0C_ATTCH2.pdf、31740033_10833693900A0C_ATTCH3.

pdf)

主旨：檢送本局108年9月16日召開「107年度新興中長程計畫-都

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年~107年)案」大樹

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局108年9月9日高市都發開字第10833590300號開會

通知單續辦。

正本：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龍邑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局都規科、本局都開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107年度新興中長程計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

(103年-107年)案」大樹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8年 9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0分 

二、 會議地點：本局第三會議室 

三、 會議主持人：郁處長道玲                紀錄：莊清華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 討論及決議事項： 

本次新提案 F2類共 10案重製疑義案件之決議內容，詳後附

綜理表。請廠商確認圖冊中各圖層正確性，製作都市計畫書

圖草案。 

六、 散會：上午 10時 30分 





F2 類疑義情形綜理表 

地段 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方案 決議 

土角厝段 F2-13 3983 F2 郵政專用區（郵（專）一）
西北側（樁位 H67） 

1.都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路未開闢，現況部分為道路通行使
用，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都市計畫已劃設為 8M 道路用
地，其後未變更。 

4.查 64.08.18大樹都市計畫樁位成果與現行都市計
畫圖相符，為 8M 計畫道路；84 年大樹重測區樁
位成果則為 4M 道路；101.11.21 更正大樹都市計
畫 8 公尺計畫道路樁位圖案，將 4M 道路修正為
8M 道路。 

5.查 84 年大樹重測區都市計畫樁位偏差研討案第
17 案，研討結果樁位 H70、H67、H66 路寬由 8M
修正為 4M。 

6.都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土角厝段 117、
117-2、121、122、134、134-1、135、135-1 等地
號於民國 81 年建築完成。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理方案辦理。 

土角厝段 F2-14 3983 F2 
（2）-15M 計畫道路（中
興西路）北側 8M 計畫道
路邊線（樁位 H70、204） 

1.都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路未開闢，現況部分為道路通行使
用，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都市計畫已劃設為 8M 道路用
地，其後未變更。 

4.都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土角厝段 228、229
地號於民國 81 年建築完成。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理方案辦理。 

土角厝段 F2-15 3983 F2 
（2）-15M 計畫道路（中
興西路）南側 4M 計畫道
路邊線 

1.都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路未開闢，土地權屬為部分公有（土
角厝段 442 地號）。 

3.經查 105.11.17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第一階段）案變更第 6 案，變更 4M 人
行步道為道路用地，其後未變更。 

4.都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土角厝段 416、417
地號於民國 75 年建築完成。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理方案辦理。 

土角厝段 F2-16 3983 F2 
廣場用地東側與住宅區
分區界線（樁位 M22、
G64） 

1.都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廣場用地未開闢，現況為道路通行使
用，土地權屬為公有。 

3.經查 88.07.06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變更第 2 案，變更農業區、鐵路、綠地、
人行步道為道路用地；105.11.17 變更大樹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變更第 4
案，變更道路用地、4M 人行步道為農業區、廣
場用地、道路用地，其後未變更。 

4.都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土角厝段 463 地號於
民國 95 年建築完成。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理方案辦理。 

土角厝段 F2-17 3983 F2 
（6）-12M 計畫道路（實
踐街）東側 4M 計畫道路
邊線（樁位 H53-1、H52） 

1.都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路未開闢至計畫寬度，現況部分為道
路通行使用，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105.11.17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第一階段）案變更第 6 案，變更 4M 人
行步道為道路用地，其後未變更。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理方案辦理。 



地段 序號 圖幅 
疑義屬

性代碼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方案 決議 

4.都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土角厝段 988、989
地號分別於民國 78 及 79 年建築完成。 

大庄段 F2-18 3984 F2 
（7）-12M 計畫道路西側
計畫道路邊線（樁位
M1、M2） 

1.都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路未開闢，現況部分為道路通行使
用，土地權屬為台糖公司所有。 

3.經查 88.07.06_變更大樹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變更第 2 案，變更農業區、鐵路、綠地、
人行步道為 12M 道路用地，其後未變更。 

4.都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庄段 789 地號於民
國 86 年建築完成。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理方案辦理。 

大樹新吉段 F2-19 3983 F2 廣場用地南側 8M 計畫道
路邊線（樁位 501、BC07） 

1.都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 8M 道路未開闢，現況為道路通行使
用，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都市計畫已劃設為 8M 道路用
地，其後未變更。 

4.都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樹新吉段 123 地號
於民國 75 年建築完成。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理方案辦理。 

大樹新吉段 F2-20 3882 F2 
（4）-12M 計畫道路（大
樹路）南側 8M 計畫道路
（新生街 100 巷）道路邊
線（樁位 H34、H35） 

1.都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 8M 道路已開闢，現況為道路通行使
用，土地權屬為公有。 

3.經查 62.01.30 大樹都市計畫已劃設為 8M 道路用
地，其後未變更。 

4.都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樹新吉段 563、564
地號於民國 67 年建築完成；大樹新吉段 565、566
等地號於民國 68 年建築完成。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理方案辦理。 

大樹保安段 F2-21 3983 F2 
綠地（綠三）東側與住宅
區分區界線（樁位 R86、
R87） 

1.都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綠地未開闢，土地權屬為私有。 
3.經查 62.01.30大樹都市計畫已劃設為綠地及住宅
區，其後未變更。 

4.都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樹保安段 288-9 地
號於民國 96 年建築完成。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理方案辦理。 

大樹保安段 F2-22 3982、
3983 F2 

學校用地（文小一）南側
4M 計畫道路邊線（樁位
H19-1、H20） 

1.都計=樁位=地籍，樁位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道路未開闢至計畫寬度，現況為道路通
行使用，土地權屬為部分私有（大樹保安段 186
地號）。 

3.經查 105.11.17 變更大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第一階段）案變更第 6 案，變更 4M 人
行步道為道路用地，其後未變更。 

4.都市計畫發布後合法建築：大樹保安段 363、393
地號於民國 78 年建築完成。 

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理方案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