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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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官都市計畫於民國 64 年 9 月發布實施，並於民國 72 年 5 月發布實施第一

次通盤檢討、80 年 1 月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105 年 5 月發布實施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107 年 5 月發布實施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自梓官都

市計畫公告以來，迄今實施 3 次通盤檢討、2 次專案通盤檢討、辦理 9 次個案變

更，及 1 次擬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現今使用之 1/3,000 都市計畫地形圖為民國 64 年公告，歷年來未辦理重製檢

討作業，造成都市計畫圖、樁位圖、地籍圖及現地地形互不相符，實際執行與發

展現況產生偏差，極易造成紛爭與民眾誤解；鑑此，為解決計畫圖精度低及執行

與實質現況之偏差等情形，進行全面性地形修補測及計畫圖重製作業。 

 

第二節 計畫區位與範圍 

本計畫範圍位於梓官區東北方，本計畫行政轄區包含梓平里、梓和里、梓信

里、梓義里、中崙里與同安里，計畫區東至橋頭區界（典寶溪），南以台糖鐵路為

界，西至台十七線省道以西約 350 公尺處，北至岡山區界，面積為 302.2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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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畫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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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計畫範圍示意圖（含里界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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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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二章 現行都市計畫概述 

第一節 歷次都市計畫辦理情形 

梓官都市計畫於民國 64 年 9 月發布實施，並於民國 72 年 5 月發布實施第一次

通盤檢討、80 年 1 月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105 年 5 月發布實施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107 年 5 月發布實施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自梓官都市計

畫公告以來，迄今實施 3 次通盤檢討、2 次專案通盤檢討、辦理 9 次個案變更，及

1 次擬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表 2-1 都市計畫發布實施歷程綜理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函文 實施日期

1 梓官都市計畫 府建都字第 75150 號 64.09.19 

2 梓官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府建都字第 34740 號 72.05.03 

3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份農業區及工業區為變電所

用地）案 
府建都字第 67996 號 74.07.04 

4 梓官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府建都字第 2294 號 80.01.19 

5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份農業區為河道用地）案 府建都字 11500 號 89.01.24 

6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抽水站用地為河

道用地，部分河道用地為農業區及部分農業區為抽

水站用地）案 

府建四字第

0910190661 號 
91.10.30 

7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變電所用地）案
府建都字第

0920216106 號 
92.11.27 

8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道用地）案 
府建都字第

0930063508 號 
93.04.07 

9 
變更梓官都市計劃（農業區為河川區）（長潤橋至大

遼排水渠段）案 
府建都字第

0950107054 號 
95.02.27 

10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案 
府建都字第

0950033048 號 
95.05.05 

11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路用地）案 
府建都字

0980269955A 號 
98.11.05 

12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高市府都發規字第

10133426401 號 
101.08.27 

13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及部分道

路用地為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配合典寶溪排水

系統-石螺潭排水改善工程）案 

高市府都發規字第

10333231301 號 
103.07.03 

14 
擬定高雄市梓官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案 
高市府都發規字第

10531575102 號 
105.05.02 

15 
變更高雄市梓官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案 
高市府都發規字第

10531551801 號 
105.05.02 

16 
變更高雄市梓官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

階段）案 
高市都發規字第

10731458201 號 
107.05.01 

17 
變更高雄市梓官都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

檢討）案 
高市府都發規字第

10733198401 號 
10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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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範圍東至橋頭區界（典寶溪），南以台糖鐵路為界，西至台十七線省道以西

約 350 公尺處，北至岡山區界，面積為 302.25 公頃。 

第三節 計畫年期 

以民國 115 年為計畫目標年。 

第四節 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人口為 11,000 人，居住密度為每公頃 180 人。 

第五節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住宅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住宅鄰里單元，住宅區

面積計 60.50 公頃。 

二、商業區 

共劃設商業區面積計 5.05 公頃。 

三、工業區 

劃設工業區二處，其中「工一」為甲種工業區，「工二」為乙種工業區，

面積計 16.01 公頃。 

四、保存區 

劃設保存區「存二」一處，面積計 0.44 公頃。 

五、農業區 

都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計 178.86 公頃。 

六、河川區 

劃設河川區，面積計 5.0041 公頃。 

七、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一處，面積計 0.15 公頃。 

八、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宗（專）一」一處，面積計 0.1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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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綜理表 

項目 

第三次通盤

檢討（第二階

段）案計畫面

積（公頃） 

郵政事業土

地專案通盤

檢討案增減

面積（公頃）

現行計畫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總

面積百分

比（%） 

占都市發

展用地面

積百分比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60.33 +0.17 60.50 20.02 51.10

商業區 5.05 5.05 1.67 4.27

工業區 16.01 16.01 5.30 13.52

保存區 0.44 0.44 0.15 0.37

農業區 178.86 178.86 59.18 -

河川區 5.0041 5.0041 1.66 -

電信專用區 0.15 0.15 0.05 0.13

宗教專用區 0.13 0.13 0.04 0.11

小計 265.9741 +0.17 266.1441 88.05 69.5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6224 -0.17 0.4524 0.15 0.38

學校

用地 

國小 3.03 3.03 1.00 2.56

國中 3.17 3.17 1.05 2.68

小計 6.20 6.20 2.05 5.24

公園用地 1.59 1.59 0.53 1.34

兒童遊樂場用地 0.79 0.79 0.26 0.67

市場用地 0.27 0.27 0.09 0.23

加油站用地 0.12 0.12 0.04 0.10

河道用地 2.1474 2.1474 0.71 1.81

水溝用地 2.91 2.91 0.96 2.46

抽水站用地 0.16 0.16 0.05 0.14

變電所用地 0.2635 0.2635 0.09 0.22

道路用地兼供河川

使用 
0.0216 0.0216 0.01 0.02

道路用地 

（含人行步道） 
21.1810 21.1810 7.01 17.89

小計 36.2759 -0.17 36.1059 11.95 30.50

計畫總面積 302.25 302.25 100.00 -

都市發展用地 118.3859 118.3859 - 100.00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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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現行都市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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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五處，其中機一為現有區公所，機二為現有警察分駐及戶

政事務所，機五為現有梓義社區活動中心，機六供消防局使用，機七則為現有

梓和社區活動中心，面積計 0.4524 公頃。 

二、 學校用地 

（一）國小用地 

劃設國小用地一處，為現有之梓官國小使用，面積計 3.03 公頃。 

（二）國中用地 

劃設國中用地一處，為現有梓官國中使用，面積計 3.17 公頃。 

三、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二處，面積合計 1.59 公頃。 

四、兒童遊樂場用地 

共劃設兒童遊樂場用地四處，面積合計 0.79 公頃。 

五、市場用地 

劃設零售市場用地一處，面積計 0.27 公頃。 

六、加油站用地 

劃設加油站用地一處，面積計 0.12 公頃。 

七、河道用地 

計畫區內之典寶溪劃設為河道用地，面積計 2.1474 公頃。 

八、水溝用地 

為配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其水溝用地範圍劃設為水溝用地，面積

計 2.91 公頃。 

九、抽水站用地 

劃設抽水站用地一處，面積計 0.16 公頃。 

十、變電所用地 

劃設變電所用地一處，面積計 0.2635 公頃。 

十一、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配合排水改善工程，劃設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面積計 0.021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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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道路用地 

配合計畫道路系統之聯外道路、主要道路、次要道路、出入道路劃設道路

用地（含人行步道），面積計 21.1810 公頃。 

表 2-3 現行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綜理表 

項目 編號 
面積 

（公頃）
位置或說明 備註 

機關用地 

機一 0.10 梓官第一公有市場西側 區公所 

機二 0.16 機一西側 
警察分駐及戶政事

務所 

機五 0.09 梓官國小東北側 梓義社區活動中心 

機六 0.0324 梓官國小西側 消防局 

機七 0.07 梓官國小東南側 梓和社區活動中心 

小計 0.4524   

學校用地 

文（小） 3.03 兒一南側 梓官國小 

文（中） 3.17 兒一北側 梓官國中 

小計 6.20   

公園用地 

公一 0.84 工二北側 梓平公園 

公二 0.75 工二北側  

小計 1.59   

兒童遊樂場 

用地 

兒一 0.19 文中南側  

兒二 0.20 機四東南側  

兒三 0.20 機三西北側  

兒四 0.20 梓官第一公有市場東南側 
梓官區老人兒童活

動中心 

小計 0.79   

市場用地 市 0.27 機一東側 梓官第一公有市場 

加油站用地 油 0.12 工一北側  

河道用地 河 2.1474 計畫區東側  

水溝用地 - 2.91 計畫區內  

抽水站用地 抽 0.16 計畫區東南側  

變電所用地 變 0.2635 工二南側 變電所 

道路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 
道（河） 0.0216 計畫區東北側  

道路用地 

（含人行步道） 
- 21.1810 計畫區內道路系統  

合計 36.1059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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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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交通系統計畫 

茲將本計畫區之道路系統依其功能層級予以區分為： 

一、聯外道路 

本計畫區南北向主要聯外道路，包括台十七號省道、台十九甲線、東西向

之中崙路、公館路，計畫寬度為二十五公尺、二十公尺、十五公尺與十二公尺。 

二、主要道路 

包括平安街與大宅街，計畫路寬為十二公尺。 

三、次要道路 

包括中學路、信義路六十八巷、信安街、民權街、平等路、仁愛路與必信

路，計畫路寬皆為十公尺。 

表 2-4 現行計畫道路編號綜理表 

編號 起訖點 寬度（M） 長度（M） 備註 

一 自計畫區南端至西北端 20 1760 
聯外道路（西北通彌陀、南

往高雄） 

二 自一號道路至計畫區北端 20 780 聯外道路（北往岡山） 

三 自一號道路至計畫區東端 15 1287 聯外道路（東往橋頭） 

四 自二號道路至計畫區東北端 15 780 聯外道路（東北往岡山） 

五 自二號道路至計畫區南端 12 1565 聯外道路（南往高雄） 

六 自五號道路至四號道路 12 360 主要道路 

七 自一號道路至五號道路 12 548 主要道路 

八 自三號道路至七號道路 12 445 主要道路 

九 自二號道路至三號道路 10 485 次要道路 

十 自一號道路至九號道路 10 158 次要道路 

十一 自九號道路至五號道路 10 255 次要道路 

十二 自六號道路至三號道路 10 398 次要道路 

十三 自三號道路至五號道路 10 580 次要道路 

十四 自一號道路至八號道路 10 330 次要道路 

十五 自十四號道路至七號道路 10 225 次要道路 

未編號 8 公尺以下道路 8 7628 出入道路、人行步道 

註：表內道路長度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12 

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土地使用現況 

土地使用現況以農業及森林使用所占面積比例最高，其次為住宅使用、工業使

用及交通使用。商業使用主要於省道臺 19 甲（梓官路）與區道高 30 線（進學路、

中崙路）沿街分布；住宅使用則以梓官區公所為中心之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由主

要道路系統向外延伸發展；工業使用及農業使用則分布於居住腹地之外圍。 

表 3-1 土地使用現況面積統計表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住宅使用 44.97 14.88 社福使用 0.55 0.18

商業使用 4.91 1.62 公共使用 1.02 0.34

工業使用 29.88 9.89 遊憩使用 2.18 0.72

宗教及殯葬使用 7.89 2.61 交通使用 29.61 9.80

農業及森林使用 146.77 48.56 水利使用 9.09 3.00

機關使用 0.33 0.11 空置地 18.28 6.05

學校使用 6.77 2.24 合計 302.25 1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3-1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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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共設施現況 

本計畫區機關、學校、市場、加油站、河道、變電所等公共設施用地開闢率達

100%；公園（公一）、水溝等用地則為部分開闢；另兒童遊樂場未開闢計 2 處，抽

水站未開闢計 1 處。整體而言，計畫道路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開闢率已達 90.88%。 

未開闢兒童遊樂場用地（兒一、兒三）現況多為空置地，少部分作為農業、倉

儲及住宅等使用；而抽水站用地現況為農業使用，土地尚未取得。 

表 3-2 公共設施用地開闢情形綜理表 

項目 編號 
面積 

（公頃） 
已開闢面積

（公頃） 
開闢率

（%）
土地權屬 備註 

機關用地 

機一 0.10 0.10 100.00 梓官區公所 區公所 

機二 0.16 0.16 100.0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警察分駐及

戶政事務所 

機五 0.09 0.09 100.00 梓官國小、私人 
梓義社區活

動中心 

機六 0.03 0.03 100.00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消防局 

機七 0.07 0.07 100.00 梓官國小 
梓和社區活

動中心 

小計 0.45 0.45 100.00   

學校用地 

文（小） 3.03 3.03 100.00 梓官國小 梓官國小 

文（中） 3.17 3.17 100.00 梓官國中 梓官國中 

小計 6.20 6.20 100.00   

公園用地 

公一 0.84 0.70 83.33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私人 梓平公園 

公二 0.75 0.75 100.00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小計 1.59 1.45 91.19   

兒童遊樂場

用地 

兒一 0.19 0.00 0.00 私人  

兒二 0.20 0.20 100.00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兒三 0.20 0.00 0.00 私人  

兒四 0.20 0.20 100.00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梓官區老人

兒童活動中

心 

小計 0.79 0.40 50.63   

市場用地 市 0.27 0.27 100.00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私人 

梓官區第一

公有零售市

場 

加油站用地 油 0.12 0.12 100.00 台灣中油公司  

河道用地 河 2.15 2.15 100.00 經濟部水利署  

水溝用地 - 2.91 2.24 76.98
高雄市政府水利局、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私人 
 

抽水站用地 抽 0.16 0.00 0.00 私人  

變電所用地 變 0.26 0.26 100.00 台灣電力公司 變電所 

道路用地兼

供河川使用 
道（河） 0.02 0.02 100.00 未登錄土地 八寶橋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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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公共設施用地開闢情形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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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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官都市計畫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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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分之一 TWD97@2010 坐標系統地形圖、都市計畫樁位圖及成果資料、

地籍圖等，詳細說明如後。 

一、都市計畫書圖 

都市計畫書圖係依據梓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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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清查及彙整歷次通盤檢討及個案變更之計

畫書圖資料。 

表 4-1 歷次梓官都市計畫書圖資料綜理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函文 實施日期 比例尺

1 梓官都市計畫 府建都字第 75150 號 64.09.19 1/3,000

2 梓官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府建都字第 34740 號 72.05.03 1/3,000

3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份農業區及工業區為變電所

用地）案 
府建都字第 67996 號 74.07.04 1/3,000

4 梓官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府建都字第 2294 號 80.01.19 1/3,000

5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份農業區為河道用地）案 府建都字 11500 號 89.01.24 1/3,000

6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抽水站用地為河

道用地，部分河道用地為農業區及部分農業區為抽

水站用地）案 

府建四字第

0910190661 號 
91.10.30 1/3,000

7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變電所用地）案
府建都字第

0920216106 號 
92.11.27 1/3,000

8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道用地）案 
府建都字第

0930063508 號 
93.04.07 1/3,000

9 
變更梓官都市計劃（農業區為河川區）（長潤橋至大

遼排水渠段）案 
府建都字第

0950107054 號 
95.02.27 1/3,000

10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案 
府建都字第

0950033048 號 
95.05.05 1/3,000

11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路用地）案 
府建都字

0980269955A 號 
98.11.05 1/3,000

12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高市府都發規字第

10133426401 號 
101.08.27 1/3,000

13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及部分道

路用地為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配合典寶溪排

水系統-石螺潭排水改善工程）案 

高市府都發規字第

10333231301 號 
103.07.03 1/3,000

14 
擬定高雄市梓官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案 
高市府都發規字第

10531575102 號 
105.0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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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函文 實施日期 比例尺

15 
變更高雄市梓官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案 
高市府都發規字第

10531551801 號 
105.05.02 1/3,000

16 
變更高雄市梓官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

階段）案 
高市都發規字第

10731458201 號 
107.05.01 1/3,000

17 
變更高雄市梓官都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

檢討）案 
高市府都發規字第

10733198401 號 
107.08.31 1/3,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二、地形圖 

採用民國 101 年繪製之「101 年度高雄市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測製暨系統建

置案都市計畫地形圖」成果為底圖，並於 109 年進行地形修補測，共計 12 幅。 

表 4-2 梓官都市計畫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資料綜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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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度高雄市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測製暨

系統建置案都市計畫

地形圖 

101 年 109 年 航空 
TWD97
〔2010〕 
坐標系統 

1/1,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三、樁位圖 

依據梓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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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成果彙整。 

表 4-3 梓官都市計畫樁位成果資料綜理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實施日期 比例尺 坐標系統

1 高雄縣梓官都市計畫樁位成果表 - - 地籍 

2 梓官都市計畫樁位（第一次通盤檢討）樁位測定工程 73.06.14 1/3,000 地籍 

3 梓官都市計畫部份工業區、部份農業區為變電所用地 - 1/3,000 地籍 

4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範圍釘樁 81.04.09 1/3,000 地籍 

5 
八十一年度梓官都市計畫重測區都市計畫樁新舊座

標對照表 
82.08.25 1/3,000 TWD67 

5-1 
高雄縣梓官鄉都市計畫樁修正前後樁位圖及坐標比

較表 
- 1/3,000 TWD67 

6 
梓官鄉都市計劃 S5 等 74 支樁位補建工程及計劃區北

側、公二北側、文中西側等 16 支樁位新訂工程 
88.09.06 - TWD67 

7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道用地）樁位成

果 
91.02.22 - TWD67 

8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份農業區、抽水站用地為河道

用地、部份河道用地為農業區及部份農業區為抽水站

用地）案 
92.01.15 1/1,000 TW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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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實施日期 比例尺 坐標系統

9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份農業區為河川區）（長潤橋

至大遼排水渠段）案 
95.07.12 1/3,000 TWD67 

10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案 95.08.11 1/1,000 TWD67 

11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路用地）案 99.01.27 1/1,000 TWD67 

12 梓官都市計畫 C271、C291-1 等 7 支樁位更正釘樁 - 1/1,000 地籍 

13 
變更梓官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及部分道路

用地為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配合典寶溪排水系

統-石螺潭排水改善工程）案 
103.10.21 1/1,000 TWD67 

14 
105 年度高雄市梓官區地籍圖重測區都市計畫樁測量

成果案 
105.05.10 1/1,000 

TWD97
［2010］

15 
變更高雄市梓官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案 
105.09.21 1/1,000 TWD67 

16 
變更高雄市梓官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

階段）案 
108.01.08 1/1,000 TWD67 

17 
梓官都市計畫工一（甲）南側水溝用地 TWD97 坐標

系統樁位補建案 
109.09.30 1/1,000 TWD97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四、地籍圖 

依據梓官都市計畫所涉相關地段，彙整地籍圖及其相關屬性資料。 

表 4-4 梓官都市計畫地段地籍資料綜理表 

編號 行政區 地段名 測量原因 製圖方法 坐標系統 比例尺 

1 梓官區 梓義段 82 年重測 數值法 TWD67 二度 1/500 

2 梓官區 梓和段 82 年重測 數值法 TWD67 二度 1/500 

3 梓官區 梓中段 82 年重測 數值法 TWD67 二度 1/500 

4 梓官區 公館段 82 年重測 數值法 TWD67 二度 1/500 

5 梓官區 梓平段 82 年重測 數值法 TWD67 二度 1/500 

6 梓官區 中崙段 82 年重測 數值法 TWD67 二度 1/500 

7 梓官區 梓信段 82 年重測 數值法 TWD67 二度 1/500 

8 梓官區 新興段 92 年重測 數值法 TWD97 二度 1/500 

9 梓官區 大舍段 105 年重測 數值法 TWD97［2010］ 1/500 

10 梓官區 同安段 105 年重測 數值法 TWD97［2010］ 1/5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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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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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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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變更高雄市梓官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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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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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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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區地籍圖主要為數值區，坐標系統包含 TWD97［2010］、

TWD97 及 TWD67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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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經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邀集相關單位（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

地政事務所、本局都市規劃科、本局都市開發處）於民國 110 年 5 月 19 日（星

期三）召開「梓官及興達港漁業特定區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案」

梓官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彙整研提 55 處重製疑義案件，各案件研

商會議決議處理方案詳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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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以製成重製後都市計畫圖及重製成果之各項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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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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 梓官都市計畫重製作業疑義認定原則容許誤差綜理表 

項目 類型 比例尺 容許誤差 備註 

都計+樁位 
都計圖 1/3,000 

150 cm - 
樁位圖 1/1,000 

地籍+樁位 數值區 

地籍圖 1/500 

6 cm 

梓官區： 

梓義段、梓和段、梓中段、公館段、

梓平段、中崙段、梓信段、新興段、

大舍段、同安段 
樁位圖 1/1,000 

地形+樁位 
地形圖 1/1,000 

25 cm - 
樁位圖 1/1,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二、重製疑義處理原則 

依據「都市計畫圖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四十七條，重製疑義處理應

參酌現行都市計畫之規劃原意，並依據「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 9 點規

定，綜整本計畫重製疑義處理原則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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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曾於樁位測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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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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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疑義經研判係屬樁位測定作業、地籍分割、公共工程施作等行政作

業所致者，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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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經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邀集相關單位（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

地政事務所、本局都市規劃科、本局都市開發處）於民國 110 年 5 月 19 日（星

期三）召開「梓官及興達港漁業特定區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案」

梓官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彙整研提 55 處重製疑義案件，各案件研

商會議決議處理方案詳附件二。 

表 4-6 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分類及處理方式綜理表 
類別 分類 說明 處理對策 件數

A 類 現行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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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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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 類 現行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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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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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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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 類 現行計畫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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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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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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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分類 說明 處理對策 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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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 類 現行計畫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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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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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 類 現行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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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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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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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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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 類 其他情形 依個案不同狀況判斷。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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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F2 類 
計畫書圖不符 計畫書登載地段地號範圍

與都市計畫圖展繪範圍不

符。 

依個案不同狀況研擬對策，

並視情形提列變更案訂正。 1 

F3 類 
計畫圖誤繕 現行都市計畫圖與原都市

計畫圖展繪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規劃原意

展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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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納入通盤檢討研議變更案件 

針對重製疑義研商會議決議應納入通盤檢討研議變更之疑義共計 2 案，

內容綜整如表 4-7、分佈如圖 4-1 所示。 

表 4-7 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決議納入通盤檢討研議變更案件綜理表 

編號 
疑義位置 

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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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 1.工一 (甲 )

區東南側之

一 -25M 計

畫道路 ( 樁

位 C8-1~C8-

2)。 

2.現行計畫

展繪線＝樁

位展繪線＝

地籍展繪線

≠現況。 

1.依據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九點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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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查疑義範圍西側 714-2、717-1、718-1、719-

1、720-1、721-1、722-1、723-1、724-1、

725-1、726-1、727(部分)、728(部分)等 13

筆地號為道路用地，與毗鄰甲種工業區為

相同土地所有權人，故參酌現況道路及用

地徵收範圍變更為甲種工業區，保障合法

建物權益，並減少損及建物情形；而東側

703-1 地號農業區屬道路徵收開闢範圍，

故參酌現況道路及用地徵收範圍變更為

道路用地。 

3.綜上，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建議

參酌現況，依已徵收開闢道路範圍提列變

更。 

甲 種 工 業

區、農業區、

道路用地 

1.依決議處

理方案辦

理。 

2.提列變更

案編號第

3 案。 

F2-1 1.計畫區南

側變電所用

地 ( 樁位變

2)。 

2.計畫書圖

不符，計畫

書登載地段

地號範圍與

都市計畫圖

展繪範圍不

符。 

1.依據 74.07.04 及 92.11.27 等歷次個案變更

都市計畫書登載內容，變電所用地範圍為

地籍重測前大舍甲段 25-17、25-20、31-2

等 3 筆地號。 

2.經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

110.03.25高市地岡測字第11070293300號

提供地籍原圖及分割複丈成果圖等資料

比對，大舍甲段 25-17、25-20、31-2 等 3

筆地號歷經民國 75~102 年合併分割後，

新增大舍甲段 25-25、25-26、25-38、25-

39、25-40 等 5 筆地號，並經 105 年地籍

圖重測為同安段 221、222、223、224、227、

228、229、230 等 8 筆地號。 

3.綜上，參酌規劃原意及考量台灣電力公司

土地利用完整性，建議依其權屬地號展

繪，並於重製後計畫書更新變電所用地指

定地號為同安段 221、222、223、224、227、

228、229、230 等 8 筆地號。 

變電所用地 1.依建議處

理方案辦

理。 

2.涉及都市

計畫書圖

不符之情

形，請提

列變更案

說明訂正

內容。 

3.提列變更

案編號第

4 案。 

註：表內所載地段地號以 109 年 11 月地籍資料為準。  



24 

圖 4-1 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決議納入通盤檢討研議變更案件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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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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坐標系統。 

二、計畫面積重新丈量 

依據重製疑義研商決議重新展繪都市計畫圖，將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

施用地原計畫面積，依數值圖檔重新量測後，彙整都市計畫圖重製前後計畫面

積差異情形詳表 4-8、表 4-9，重製後都市計畫圖詳圖 4-2。 

經檢核與原計畫面積之對照情形，計畫總面積減少約 2.7936 公頃，差異

較顯著者為農業區（減少 3.6808 公頃）、住宅區（減少 2.0893 公頃）、河道用

地（增加 1.3923 公頃）及道路用地（增加 1.2790 公頃）。 

探究重製前後計畫面積差異之原因，除梓官都市計畫範圍北側邊界重製

疑義參酌都市計畫規劃原意，依據梓官區地籍段界（公館段）調整，導致重製

前後農業區面積有明顯差異之外，並因梓官都市計畫圖為民國 64 年發布實施

之 1/3000 比例尺藍晒圖，年代久遠，精度有限，且原圖經多次重覆繪製而有

伸縮變形之虞，進而導致重製前後計畫面積之差異情形。 

考量以往測量方法精度不足以及圖紙伸縮等因素，本計畫依據「都市計畫

圖重製作業要點」重製疑義處理原則，參考都市計畫樁位、現況地形、地籍與

都市計畫執行情形，據以重新展繪製作都市計畫圖，以提升都市計畫圖精度，

減少執行爭議與保障民眾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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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重製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項目 

重製前 

計畫面積 

（公頃） 

重製後 

計畫面積 

（公頃） 

面積差異 

（公頃）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宅區 60.50 58.4107 -2.0893

商業區 5.05 5.1310 +0.0810

工業區 

甲種工業區 - 12.4558 -

乙種工業區 - 3.6934 -

小計 16.01 16.1492 +0.1392

保存區 0.44 0.4182 -0.0218

農業區 178.86 175.1792 -3.6808

河川區 5.0041 4.9524 -0.0517

電信專用區 0.15 0.1465 -0.0035

宗教專用區 0.13 0.1223 -0.0077

小計 266.1441 260.5095 -5.6346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0.4524 0.4639 +0.0115

學校用地 

國小 3.03 2.7822 -0.2478

國中 3.17 3.4612 +0.2912

小計 6.20 6.2434 +0.0434

公園用地 1.59 1.6193 +0.0293

兒童遊樂場用地 0.79 0.7997 +0.0097

市場用地 0.27 0.2669 -0.0031

加油站用地 0.12 0.1195 -0.0005

河道用地 2.1474 3.5397 +1.3923

水溝用地 2.91 2.9851 +0.0751

抽水站用地 0.16 0.1617 +0.0017

變電所用地 0.2635 0.2661 +0.0026

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0.0216 0.0216 +0.0000

道路用地 

道路用地 - 22.3963 -

人行步道用地 - 0.0637 -

小計 21.1810 22.4600 +1.2790

小計 36.1059 38.9469 +2.8410

計畫總面積 302.25 299.4564 -2.7936

都市發展用地 118.3859 119.3248 +0.9389

註：1.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包括農業區、河川區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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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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重製前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對照表 

項目 編號/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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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 0.1220 +0.0220 區公所 

機二 0.16 0.1621 +0.0021 
警察分駐及戶政事

務所 

機五 0.09 0.0884 -0.0016 梓義社區活動中心

機六 0.0324 0.0288 -0.0036 消防局 

機七 0.07 0.0626 -0.0074 梓和社區活動中心

小計 0.4524 0.4639 +0.0115  

學校用地 

文（小） 3.03 2.7822 -0.2478 梓官國小 

文（中） 3.17 3.4612 +0.2912 梓官國中 

小計 6.20 6.2434 +0.0434  

公園用地 

公一 0.84 0.9136 +0.0736 梓平公園 

公二 0.75 0.7057 -0.0443  

小計 1.59 1.6193 +0.0293  

兒童遊樂場用地 

兒一 0.19 0.1947 +0.0047  

兒二 0.20 0.2051 +0.0051  

兒三 0.20 0.1991 -0.0009  

兒四 0.20 0.2008 +0.0008 
梓官區老人兒童活

動中心 

小計 0.79 0.7997 +0.0097  

市場用地 市 0.27 0.2669 -0.0031 
梓官區第一公有零

售市場 

加油站用地 油 0.12 0.1195 -0.0005  

河道用地 河 2.1474 3.5397 +1.3923  

水溝用地 - 2.91 2.9851 +0.0751  

抽水站用地 抽 0.16 0.1617 +0.0017  

變電所用地 變 0.2635 0.2661 +0.0026 變電所 

道路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 
道（河） 0.0216 0.0216 +0.0000 八寶橋 

道路用地 

道路用地 - 22.3963 -  

人行步道用地 - 0.0637 -  

小計 21.1810 22.4600 +1.2790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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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重製後都市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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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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官及興達港漁業特定區都市計畫書

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案」梓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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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官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決議納入通盤檢討研議變更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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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變更內容 

本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共提出變更案 4 案，變更內容明細詳表 5-

1 所示。 

表 5-1 變更計畫內容綜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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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都市計

畫圖 
比例尺

1/3000 

數值都市計

畫圖 
比例尺

1/1000 

1.配合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更

新計畫圖地形以及提升圖資

精度，俾利執行管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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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2500） 

計畫總面積

（299.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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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1441） 

土地使用 
分區面積 

（260.5095）

公共設施 
用地面積 

（36.1059） 

公共設施 
用地面積

（38.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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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 工 一
( 甲 ) 東
側 一 -
25M 計
畫道路 

道路用地 
（0.0064） 

甲種 
工業區 

（0.0064）

1.變更範圍現況為省道臺 17
線，於民國 77 年以徵收方式
取得用地，現況已開闢完成，
且現況開闢範圍同用地徵收
範圍，惟與一-25M 計畫道路
用地範圍東西兩側等距離偏
差約 0.44M~1.06M，故為符
合實際現況，依已徵收開闢
道路範圍提列變更。 

2.查變更範圍梓和段 714-2、
717-1、718-1、719-1、720-1、
721-1、722-1、723-1、724-1、
725-1、726-1、727(部分)、
728(部分)等 13 筆地號為道
路用地，與毗鄰甲種工業區
為相同土地所有權人，故參
酌現況道路及用地徵收範圍
變更為甲種工業區，保障合
法建物權益，並減少損及建
物情形；而梓和段 703-1 地
號農業區屬道路徵收開闢範
圍，故參酌現況道路及用地
徵收範圍變更為道路用地。 

3.本案係配合都市計畫圖重製
作業，因涉及都市計畫圖與
現況、地籍不符而辦理變更，
故考量民眾權益，免予回饋。 

重製疑義研商
會議決議詳如
附件二（序號
A2-1）。 

農業區 
（0.0063） 

道路用地 
（0.0063）

4 計畫區
南側變
電所用
地 

變 電 所 用
地 範 圍 指
定 地 號 為
重 測 前 大
舍甲段 25-
17、25-20、
31-2等 3筆
地號。 

變 電 所 用
地 範 圍 指
定 地 號 為
重 測 後 同
安段 221、
222、223、
224、227、
228、229、
230 等 8 筆
地號。 

1.變電所用地於民國 74 年及
92 年個案變更劃設，並於計
畫書指定地號為地籍重測前
大舍甲段 25-17、25-20、31-
2 等 3 筆地號。 

2.查前開指定地號範圍同台灣
電力公司土地範圍，現況已
開闢完成，惟與歷次都市計
畫圖展繪範圍不符。考量規
劃原意，並經重製疑義決議，
依計畫書指定地號訂正計畫
圖變電所用地範圍，並依地
籍合併分割歷程及重測成
果，更新地段地號。 

1.重製疑義研
商會議決議
詳如附件二
（序號 F2-
1）。 

2.都市計畫歷
程及訂正內
容說明詳附
件三。 

3.變電所用地
與道路用地
所夾雜之農
業區，將納
入下次通盤
檢討評估變
更為適當用
地。 

註：1.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表內所載地段地號以 109 年 11 月地籍資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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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變更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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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編號第 3 案變更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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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編號第 4 案計畫圖訂正前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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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檢討後實質計畫 

第一節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位於梓官區東北方，本計畫行政轄區包含梓平里、梓和里、梓信里、

梓義里、中崙里與同安里，計畫區東至橋頭區界（典寶溪），南以台糖鐵路為界，西

至台十七線省道以西約 350 公尺處，北至岡山區界，面積為 299.4564 公頃。 

第二節 計畫年期 

以民國 115 年為計畫目標年。 

第三節 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人口為 11,000 人，居住密度為每公頃 180 人。 

第四節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住宅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住宅鄰里單元，住宅區

面積計 58.4107 公頃。 

二、商業區 

共劃設商業區面積計 5.1310 公頃。 

三、甲種工業區 

劃設甲種工業區一處，編號為「工（甲）一」，面積計 12.4558 公頃。 

四、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一處，編號為「工（乙）二」，面積計 3.6934 公頃。 

五、保存區 

劃設保存區「存二」一處，面積計 0.4182 公頃。 

六、農業區 

都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計 175.1792 公頃。 

七、河川區 

劃設河川區，面積計 4.9524 公頃。 

八、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一處，面積計 0.1465 公頃。 

九、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宗（專）一」一處，面積計 0.122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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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檢討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綜理表 

項目 

重製後現行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通盤檢

討增減面積

（公頃） 

本次通盤檢討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總
面積百分
比（%） 

占都市發
展用地面
積百分比
（%）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宅區 58.4107 58.4107 19.51 48.95

商業區 5.1310 5.131 1.71 4.30

甲種工業區 12.4558 +0.0064 12.4622 4.16 10.44

乙種工業區 3.6934 3.6934 1.23 3.10

保存區 0.4182 0.4182 0.14 0.35

農業區 175.1792 -0.0063 175.1729 58.50 

河川區 4.9524 4.9524 1.65 

電信專用區 0.1465 0.1465 0.05 0.12

宗教專用區 0.1223 0.1223 0.04 0.10

小計 260.5095 +0.0001 260.5096 86.99 67.36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0.4639 0.4639 0.15 0.39

學校

用地 

國小 2.7822 2.7822 0.93 2.33

國中 3.4612 3.4612 1.16 2.90

小計 6.2434 6.2434 2.08 5.23

公園用地 1.6193 1.6193 0.54 1.36

兒童遊樂場用地 0.7997 0.7997 0.27 0.67

市場用地 0.2669 0.2669 0.09 0.22

加油站用地 0.1195 0.1195 0.04 0.10

河道用地 3.5397 3.5397 1.18 2.97

水溝用地 2.9851 2.9851 1.00 2.50

抽水站用地 0.1617 0.1617 0.05 0.14

變電所用地 0.2661 0.2661 0.09 0.22

道路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 
0.0216 0.0216 0.01 0.02

道路用地 22.3963 -0.0001 22.3962 7.48 18.77

人行步道用地 0.0637 0.0637 0.02 0.05

小計 38.9469 -0.0001 38.9468 13.01 32.64

計畫總面積 299.4564 299.4564 100.00 -

都市發展用地 119.3248 +0.0063 119.3311 - 100.00

註：1.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包括農業區、河川區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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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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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五處，其中機一為現有區公所，機二為現有警察分駐及戶

政事務所，機五為現有梓義社區活動中心，機六供消防局使用，機七則為現有

梓和社區活動中心，面積計 0.4639 公頃。 

二、 學校用地 

（一）國小用地 

劃設國小用地一處，為現有之梓官國小使用，面積計 2.7822 公頃。 

（二）國中用地 

劃設國中用地一處，為現有梓官國中使用，面積計 3.4612 公頃。 

三、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二處，面積合計 1.6193 公頃。 

四、兒童遊樂場用地 

共劃設兒童遊樂場用地四處，面積合計 0.7997 公頃。 

五、市場用地 

劃設零售市場用地一處，面積計 0.2669 公頃。 

六、加油站用地 

劃設加油站用地一處，面積計 0.1195 公頃。 

七、河道用地 

計畫區內之典寶溪劃設為河道用地，面積計 3.5397 公頃。 

八、水溝用地 

為配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其水溝用地範圍劃設為水溝用地，面積

計 2.9851 公頃。 

九、抽水站用地 

劃設抽水站用地一處，面積計 0.1617 公頃。 

十、變電所用地 

劃設變電所用地一處，面積計 0.2661 公頃。 

十一、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配合排水改善工程，劃設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面積計 0.0216 公頃。 

十二、道路用地 

配合計畫道路系統劃設道路用地面積計 22.3962 公頃。 

十三、人行步道用地 

劃設人行步道用地面積計 0.063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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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綜理表 

項目 編號 
面積 

（公頃）
位置或說明 備註 

機關用地 

機一 0.1220 梓官第一公有市場西側 區公所 

機二 0.1621 機一西側 警察分駐及戶政事務所

機五 0.0884 梓官國小東北側 梓義社區活動中心 

機六 0.0288 梓官國小西側 消防局 

機七 0.0626 梓官國小東南側 梓和社區活動中心 

小計 0.4639   

學校用地 

文（小） 2.7822 兒一南側 梓官國小 

文（中） 3.4612 兒一北側 梓官國中 

小計 6.2434   

公園用地 

公一 0.9136 工二北側 梓平公園 

公二 0.7057 工二北側  

小計 1.6193   

兒童遊樂場用地 

兒一 0.1947 文中南側  

兒二 0.2051 機四東南側  

兒三 0.1991 機三西北側  

兒四 0.2008
梓官第一公有市場東南

側 

梓官區老人兒童活動中

心 

小計 0.7997   

市場用地 市 0.2669 機一東側 梓官第一公有市場 

加油站用地 油 0.1195 工一北側  

河道用地 河 3.5397 計畫區東側  

水溝用地 - 2.9851 計畫區內  

抽水站用地 抽 0.1617 計畫區東南側  

變電所用地 變 0.2661 工二南側 變電所 

道路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 
道（河） 0.0216 計畫區東北側  

道路用地  22.3962 計畫區內道路系統  

人行步道用地  0.0637 計畫區內道路系統  

合計 38.9468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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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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紀錄 









A 類疑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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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梓和段 A2-1 1795 A2 工一(甲)區東南側之一-

25M 計畫道路(樁位 C8-

1~C8-2)。 

1.都計=樁位=地籍，疑義範圍一-25M 計畫道路

範圍與現況道路開闢範圍不符，兩側偏差約

0.44M~1.06M，且樁位損及一處 1R 建物約

0.78M 及臨時建物。

2.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

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3.查疑義範圍現況為省道臺 17 線，於民國 77

年以徵收方式取得用地，現況已開闢完成，

且現況開闢範圍同用地徵收範圍。惟徵收當

時，梓官都市計畫 1/3,000 藍晒圖精度有限，

導致民國 82 年地籍重測後，經數值地籍圖徵

收範圍與計畫圖道路用地範圍套繪後，道路

兩側產生等距偏差約 0.44M~1.06M，並於民

國 108 年經岡山地所逕為分割新增 703-1、

714-2、717-1、718-1、719-1、720-1、721-1、

722-1、723-1、724-1、725-1、726-1 等 12 筆

地號。

1.依據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九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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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查疑義範圍西側 714-2、717-1、718-1、719-

1、720-1、721-1、722-1、723-1、724-1、725-

1、726-1、727(部分)、728(部分)等 13 筆地號

為道路用地，與毗鄰甲種工業區為相同土地

所有權人，故參酌現況道路及用地徵收範圍

變更為甲種工業區，保障合法建物權益，並

減少損及建物情形；而東側 703-1 地號農業

區屬道路徵收開闢範圍，故參酌現況道路及

用地徵收範圍變更為道路用地。

3.綜上，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建議參

酌現況，依已徵收開闢道路範圍提列變更。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B 類疑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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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公館段 B1-1 1897 B1 文(中)用地東側，十一-10M
與 8M 計畫道路交會處(樁位

C150)。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12M)，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十一-10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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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信段 B1-2 1897 B1 計畫區東北側，四-15M 計畫

道 路  ( 樁 位 C14-4~C14-
5~C15)。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9M~0.33M)。

2.疑義範圍四-15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至計畫寬度。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請地政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梓信段 B1-3 1898 B1 計畫區北側，農業區與河川

區 分 區 界 線 ( 樁 位 R 
254~R257)。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6M~0.09M)。

2.疑義範圍農業區及河川區皆為公有土地，現況為典寶溪排水。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農業區；並於

103.07.03 配合典寶溪排水系統-石螺潭排水改善工程部分個案變

更為河川區，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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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信段 B1-4 1898 
1998 

B1 計畫區東北側，四-15M 計畫

道路(樁位 C14-4~R235)。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10M~0.15M)。

2.疑義範圍四-15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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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信段 B1-5 1897 B1 兒三用地東北側，住宅區與

農業區之分區界線(樁位農

58~R75)。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26M~0.28M)。

2.疑義範圍住宅區及農業區皆為私有土地，且住宅區現況已依樁位

展繪線興建，農業區現況則為綠化植栽使用。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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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信段 B1-6 1896 
1897 

B1 兒三用地東側，農業區與水

溝用地之分區界線 ( 樁位

R79~R84)。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9M~0.16M)。

2.疑義範圍水溝用地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毗鄰農業區現況則

為閒置使用。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農業區；並於

80.01.19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變

更部分農業區為水溝用地，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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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信段 B1-7 1896 B1 市場用地東北側，三-15M 計

畫道路與住宅區、農業區之

分區界線 (樁位農 50~C67-
1~C67-2)。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8M~0.13M)。

2.疑義範圍三-15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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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信段 B1-8 1997 B1 計畫區東側，住宅區與農業

區之分區界線(樁位農 90)。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11M)。

2.疑義範圍住宅區及農業區皆為私有土地，現況不涉及既有建物。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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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信段 B1-9 1996 B1 計畫區東側，4M 計畫道路(樁
位 C93~C286)。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8M)。

2.疑義範圍 4M 計畫道路為私有土地，道路系統尚未開闢，故樁位

展繪線涉及現況 2R 建物部分，不列入損及建物之情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 4M 人行步道；並

於 107.05.01 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變更為道路用地，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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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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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梓信段 B1-10 1996 F1 計畫區東側 8M 計畫道路(樁
位 C72~C284~C89)。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13M~0.40M)。

2.疑義範圍 8M 計畫道路為部分公有土地、部分私有土地，現況道

路開闢寬度約 6.51M~6.88M，道路系統尚未完全開闢，故樁位展

繪線涉及現況 2R 建物部分，不列入損及建物之情形。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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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信段、

中崙段

B1-11 1996 B1 計畫區東側，三-15M 計畫道

路 ( 樁 位 C73~ 農 75~ 農

76~R211~R218)。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7M ~0.30M)。
2.疑義範圍三-15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至計畫寬度。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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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信段、

中崙段

B1-12 1896 B1 市場用地東北側，三-15M 計

畫 道 路 ( 樁 位 農

60~R115~R88~農 68)。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8M ~0.14M)。
2.疑義範圍三-15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至計畫寬度。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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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崙段 B1-13 1896 B1 機一用地西側，五-12M 計畫

道路(樁位機 6)。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11M ~0.18M)。
2.疑義範圍五-12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至計畫寬度。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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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崙段 B1-14 1896 B1 兒四用地西側，十三-10M 計

畫 道 路 ( 樁 位

C211~C96~C97~C25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7M ~0.14M)。
2.疑義範圍十三-10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至計畫寬

度。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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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崙段 B1-15 1896 B1 兒四用地東側，住宅區與農

業區之分區界線(樁位農 84~
農 98)。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8M ~0.29M)。
2.疑義範圍住宅區及農業區皆為私有土地，現況不涉及既有建物。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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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崙段 B1-16 1896 B1 兒四用地南側，住宅區與保

存 區 之 分 區 界 線 ( 樁 位

M30~M31-1)。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7M ~0.12M)。
2.疑義範圍住宅區及保存區皆為私有土地，住宅區尚未開發，保存

區現況為碧瑞禪寺，現況不涉及既有建物。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住宅區；並於

80.01.19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現有碧瑞寺之部分使用範圍，

變更部分住宅區為保存區，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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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崙段 B1-17 1896 B1 兒四用地南側，8M 計畫道路

(樁位 C214~C260)。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8M ~0.15M)。
2.疑義範圍 8M 計畫道路為私有土地，現況尚未開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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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平段 B1-18 1895 B1 公一用地東側，水溝用地(樁
位 R14~R99~R100)。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8M~0.60M)。
2.疑義範圍水溝用地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毗鄰農業區現況為

部份閒置、部分農業使用。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農業區；並於

80.01.19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變

更部分農業區為水溝用地，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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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平段 B1-19 1895 B1 公二用地東側，五-12M 計畫

道路 (樁位 C35~C36-2)。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8M ~0.23M)。
2.疑義範圍五-12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道路已開闢至計畫

寬度。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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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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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梓中段 B1-20 1896 B1 機七用地南側，八-12M 計畫

道路(樁位 C92~C95)。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6M~0.09M)。

2.疑義範圍八-12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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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中段 B1-21 1896 B1 機七用地(樁位 M22~M23)。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7M~0.12M)。 

2.疑義範圍水溝用地為私有土地，現況尚未開闢，且為工廠使用。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文(小)用地；於

80.01.19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梓和社區活動中心使用現況，

變更部分學校用地為機關用地；並於 105.09.20 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為求梓和社區活動中心管用合一，針對機七用地

北側部分學校用地變更為機關用地，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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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中段 B1-22 1896 B1 機五用地東北側，三-15M 計

畫道路(樁位 C124~C125)。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6M~0.53M)。

2.疑義範圍三-15M 計畫道路為部分公有土地、部分私有土地，現

況已開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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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中段 B1-23 1896 B1 文(小)用地北側，九-10M 計

畫道路(樁位 C125~C142)。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6M~0.20M)。

2.疑義範圍九-10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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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中段、

梓義段

B1-24 1796 B1 機六用地南側，一-25M 與三

-15M 計畫道路交會處(樁位

M33~M34~M35)。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16M~0.45M)。

2.疑義範圍三-15M 計畫道路圓弧截角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

惟梓中段 885 地號與樁位展繪線圓弧截角不符，並與梓義段 142
地號有地籍重疊之虞。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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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中段 B1-25 1896 B1 兒三用地西側，五-12M 計畫

道路 (樁位 C21~C22)。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7M~0.12M)。

2.疑義範圍五-12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至計畫寬度。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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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中段 B1-26 1897 B1 兒三用地西側，4M 計畫道路 
(樁位 C57~C226)。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6M)。

2.疑義範圍五-12M 計畫道路為私有土地，現況已開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 4M 人行步道；並

於 107.05.01 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變更為道路用地，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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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信段、

中崙段

B3-1 1996 B3 計畫區西側，三-15M 計畫道

路(樁位 C17~C71-1~C72)。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0.06M~0.14M)，樁位損及 3R
建物約 0.31M。

2.疑義範圍三-15M 計畫道路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至計畫寬度。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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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義段 B3-2 1797 B3 文(中)用地西北側，一-25M
與二-20M計畫道路交會處截

角(樁位 C2)。 

1.都計=樁位≠地籍(樁位、地籍相差約 1.94M)，樁位損及 3R 建物約

0.84M。

2.疑義範圍二-20M 計畫道路截角為部分公有土地、部分私有土地，

且現況圓弧截角開闢情形與樁位不符。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後，至今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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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類疑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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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公館段 C3-1 1897 C3 計畫區北側，四-15M 計畫道

路截角(樁位 C15)。 

1.都計=地籍≠樁位，地籍展繪線為圓弧截角，樁位展繪線為直線截

角，樁位未損及建物。

2.查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計畫圖之道路截角展繪形

式，涉及外圍農業區皆以圓弧截角展繪；涉及都市發展用地如住

宅區、商業區、機關用地及市場用地等，則以直線截角展繪為原

則。

3.查疑義範圍農業區道路截角之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地籍展繪線

皆為圓弧截角，並於民國 79 年以徵收方式取得圓弧截角用地，

現況亦是依圓弧截角開闢，惟 82.08.25 公告「八十一年度梓官都

市計畫重測區都市計畫樁新舊座標對照表」之樁位成果圖將其展

繪為直線截角，導致樁位圖與現行都市計畫圖不符之情形。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建議樁位管理單位依權責卓

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E 類疑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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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梓和段 E3-1 1896 E3 兒二用地北側，4M 計畫道路

(樁位 C101~C118)。 

1.都計≠樁位=地籍(都計、樁位相差 0.63M~1.69M)。

2.疑義範圍 4M 計畫道路為私有土地，現況為寬度 2.5M 既有巷道，

而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現況路型較為相符。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 4M 人行步道；並

於 107.05.01 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變更為道路用地，至今

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

建議樁位管理單位與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理。



F 類疑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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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石螺段 F1-1 1798 

1898 

F1 計 畫 區 北 側 邊 界 ( 樁 位

S19~S72~S6~S36~S15~S45~

S9~S5~S40-

1~S42~S35~S73~S34~S74~S

3~S16-

1~S29~S27~S38~S14)。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現況為農林或閒置使用，多為私有土地。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1.查疑義範圍都市計畫邊界規劃原

意，北側係以岡山區為界，故有關

計畫範圍北側邊界與岡山區地段

地籍(石螺段)交疊部分，建議依梓

官區地段地籍(公館段)展繪都市

計畫邊界線，並建議樁位管理單

位依權責卓處。

2.另查疑義範圍涉及岡山區地段地

籍(石螺段)之現行使用分區皆為

非都市土地一般農業區，故剔除

於梓官都市計畫範圍後，不影響

土地所有權人權益。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石螺段、

梓信段

F1-2 1897 

1898 

F1 計畫區北側邊界及水溝用地

( 樁 位 S39~R276~S44~S41-

1~S4-1~S101-1~S8~S102 ；

R271~R272~R273~R274~R2

75~R276)。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水溝用地多為未登錄土地，現況為道路、溝渠使用。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農業區；並於

80.01.19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變

更部分農業區為水溝用地，至今未變更。

查 疑 義 範 圍 都 市 計 畫 邊 界 為

80.01.19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

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所劃設

之水溝用地，依該通盤檢討之規劃

原意維持原水溝用地範圍，故建議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清水段、

芋林段

F1-3 1997 

1998 

F1 計畫區東北側邊界及河川區 

(樁位 S94~S95-1~R167~S95-

2~S96~S97~S98~S99~S100~

C14-1)。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河川區多為公有土地及未登錄土地，現況為典寶溪。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農業區；並於

95.02.27、95.05.05、103.07.03 歷經三次個案變更，配合排水改善

工程需要，變更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至今未變更。

查 疑 義 範 圍 都 市 計 畫 邊 界 為

95.02.27、95.05.05、103.07.03 等三

次個變案配合排水改善工程需要

所劃設之河川區，依其個案變更之

規劃原意維持原河川區範圍，故建

議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

政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梓信段 F1-4 1897 F1 兒三用地東北側水溝用地 

(樁位 R74~R75~R76~R77；

R85~R86~R87)。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樁位未損及建物。

2.疑義範圍水溝用地多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住宅區、農業區；

並於 80.01.19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

變更部分住宅區、農業區為水溝用地，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梓信段、

中崙段

F1-5 1896 F1 計畫區東側 8M 計畫道路截

角(樁位 C69~C69-1)。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查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計畫圖之道路截角展繪形

式，涉及外圍農業區皆以圓弧截角展繪；涉及都市發展用地如住

宅區、商業區、機關用地及市場用地等，則以直線截角展繪為原

則。

3.疑義範圍為住宅區與 8M 計畫道路截角，現況為私有土地，且尚

未開闢。承上述原則，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皆為直線

截角，惟地籍展繪線為圓弧截角。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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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中崙段 F1-6 1896 F1 市場用地西南側 8M與 4M計

畫 道 路 交 會 處 ( 樁 位

C105~C106)。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 8M 計畫道路為私有土地，相鄰現況道路開闢寬度約

5.56M。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三仙段 F1-7 1995 F1 計畫區東南側邊界及河道用

地 ( 樁位 S77-1~S76-1~S76-
2~S76-3~S75~S109-1~S109-
2)。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河道用地為公有土地及未登錄土地，現況為典寶溪。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農業區；並於

89.01.24 個案變更，配合排水改善工程需要，變更部分農業區為

河道用地，至今未變更。

查 疑 義 範 圍 都 市 計 畫 邊 界 為

89.01.24 個變案配合排水改善工程

需要所劃設之河道用地，依其個案

變更之規劃原意維持原河道用地

範圍，故建議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

展繪，請地政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同安段 F1-8 1995 F1 抽水站用地西側水溝用地(樁
位 R44~R102)。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水溝用地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農業區；並於

80.01.19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變

更部分農業區為水溝用地，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同安段 F1-9 1895 F1 計畫區南側邊界  (樁位界

20~界 21)。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為公有土地，現況為既有道路(同安路)。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梓平段 F1-10 1895 F1 公一用地東側與農業區之分

區界線 (樁位 R23-1~農 34-
1~農 97)。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公一用地部分為私有土地，現況為農林使用。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梓平段 F1-11 1895 F1 公二用地西側與農業區之分

區界線 (樁位公 2-1~公 3)。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為公有土地，現況為農業使用。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梓平段 F1-12 1896 F1 兒二用地東北側，八-12M 與

8M 計畫道路截角  (樁位

EC10~MC10)。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 8M 計畫道路截角為公有土地，現況已開闢。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梓平段 F1-13 1895 F1 兒二用地東南側，七-12M 與

8M 計畫道路截角  (樁位

C63)。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 8M 計畫道路截角為公有土地，現況尚未開闢。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大舍段、

梓和段

F1-14 1795 
1895 

F1 公二用地西南側水溝用地 
(樁位 R48~R50；R49~R51)。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水溝用地為部分公有土地、部分私有土地、部分未登錄

土地，現況尚未開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農業區；並於

80.01.19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變

更部分農業區為水溝用地，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新興段 F1-15 1795 F1 公二用地西南側水溝用地 
(樁位 R53~R57~R58)。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水溝用地為部分私有土地、部分未登錄土地，現況尚未

開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農業區；並於

80.01.19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變

更部分農業區為水溝用地，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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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新興段、

梓和段

F1-16 1795 F1 計畫區西南側邊界  (樁位

R53~ 界 52~S53~S54~S55-

1~S56-1)。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為私有土地，現況為農業、既有道路(八德路)、鐵皮屋

及閒置土地等使用。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梓中段 F1-17 1796 

1896 

F1 文(小)用地南側與住宅區之

分區界線 ( 樁位 C269~ 文

13~M8~文 16)。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為部分公有土地、部分私有土地，現況不涉及既有建物。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梓中段 F1-18 1897 F1 兒三用地西北側，五-12M 與

六-12M 計畫道路交會處截角

(樁位 C40)。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為公有土地，現況道路截角尚未開闢。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梓義段 F1-19 1796 F1 計畫區西側水溝用地 (樁位

R70~R71)。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水溝用地為公有土地，現況尚未開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農業區；並於

80.01.19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變

更部分農業區為水溝用地，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公館段 F1-20 1897 F1 文(中)用地東側，十一-10M

與 8M 計畫道路交會處截角

(樁位 C151)。 

1.都計=樁位；地籍未分割。

2.疑義範圍 8M 計畫道路截角為私有土地，現況尚未開闢。

3.查疑義範圍自 64.09.19擬訂都市計畫案公告實施後，至今未變更。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請地政

單位依權責卓處。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同安段 F2-1 1897 F2 計畫區南側變電所用地(樁位

變 2)。 

1.計畫書圖不符，計畫書登載地號範圍與歷次都市計畫圖展繪範圍

不符。

2.查變電所用地依計畫書登載地號展繪之範圍屬台灣電力股份有

限公司土地，現況已依其所屬土地範圍開闢完成，惟該範圍與五

-12M 計畫道路間夾有部分國有、部分私有之農業區土地，導致其

用地範圍未與計畫道路相臨，並與歷次都市計畫圖展繪範圍有不

符之情形。

3.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工業區、農業區；

於 74.07.04配合地區經濟發展及電力供應所需，變更部分工業區、

農業區為變電所用地(指定大舍甲段工業區 25-17、農業區 25-20

地號)；並於 92.11.27 配合變電所設施配置所需，增加變更部分農

業區為變電所用地(指定大舍甲段農業區 31-2地號)，至今未變更。

1.依據 74.07.04 及 92.11.27 等歷次

個案變更都市計畫書登載內容，

變電所用地範圍為地籍重測前大

舍甲段 25-17、25-20、31-2 等 3

筆地號。

2.經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地政事

務所 110.03.25 高市地岡測字第

11070293300 號提供地籍原圖及

分割複丈成果圖等資料比對，大

舍甲段 25-17、25-20、31-2 等 3

筆地號歷經民國 75~102 年合併

分割後，新增大舍甲段 25-25、25-

26、25-38、25-39、25-40 等 5 筆

地號，並經 105 年地籍圖重測為

同安段 221、222、223、224、227、

228、229、230 等 8 筆地號。

3.綜上，參酌規劃原意及考量台灣

電力公司土地利用完整性，建議

依其權屬地號展繪，並於重製後

計畫書更新變電所用地指定地號

為同安段 221、222、223、224、

227、228、229、230 等 8 筆地號。 

1.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2.另本案涉及都市計

畫書圖不符之情

形，請提列變更案

說明訂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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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中崙段 F3-1 1896 F3 兒四用地南側，保存區南側

與住宅區之分區界線 (樁位

M31-1~M32)。 

1.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住宅區；並於

80.01.19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現有碧瑞寺之部分使用範圍，

變更部分住宅區為保存區後，至今未變更。惟 105.05.02 第三次

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之計畫圖誤繕保存區範圍，導致樁位圖與

現行都市計畫圖不符之情形。

2.疑義範圍保存區及住宅區皆為私有土地，保存區現況為碧瑞禪

寺，住宅區現況為金屬造建物。

參酌規劃原意，建議依 80.01.19 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之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同安段 F3-2 1895 F3 公一用地東側，乙種工業區

與水溝用地之分區界線(樁位

R15-1~農 95-22~R16-1)。 

1.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工業區、農業區；

並於 80.01.19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

變更部分工業區、農業區為水溝用地，至今未變更。惟 105.05.02
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之計畫圖誤繕水溝用地範圍，導致

樁位圖與現行都市計畫圖不符之情形。

2.疑義範圍工業區及水溝用地皆為私有土地，現況尚未開闢。

參酌規劃原意，建議依 80.01.19 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之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同安段 F3-3 1895 F3 公一用地東側，乙種工業區

與農業區之分區界線 (樁位

R28-1~農 87~R29)。 

1.查疑義範圍於 64.09.19 擬訂都市計畫案劃設為農業區；並於

80.01.19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配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計畫需要，變

更部分農業區為水溝用地，至今未變更。惟 105.05.02 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案之計畫圖誤繕工業區範圍，導致樁位圖與現

行都市計畫圖不符之情形。

2.疑義範圍農業區及水溝用地多為公有土地，現況為溝渠、農作。

參酌規劃原意，建議依 80.01.19 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之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展繪。

依建議處理方案辦

理。





附件三 變更案編號第4 案都市計畫歷程及訂正內容說明





變電所用地範圍計畫圖更正說明： 

變電所用地係於 74.07.04 配合地區經濟發展及電力供應所需，變更部分工業區、農

業區為變電所用地（指定大舍甲段工業區 25-17、農業區 25-20 地號）；並於 92.11.27 配

合變電所設施配置所需，增加變更部分農業區為變電所用地（指定大舍甲段農業區 31-2

地號），爾後至今未曾變更。 

查變電所用地依計畫書指定地號展繪之範圍屬台灣電力公司土地，現況已依其所屬

土地範圍開闢完成，惟該範圍與五-12M 計畫道路間夾有部分國有、部分私有之農業區土

地，導致其用地範圍未與計畫道路相臨，並與歷次都市計畫圖展繪範圍有不符之情形。

故經重製疑義研商會議決議，考量規劃原意，爰依計畫書指定地號據以訂正計畫圖。 

都市計畫圖劃設歷程及本計畫更正情形 





 

變更高雄市梓官都市計畫 

（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計畫書 

業務承辦人員  

業務單位主管  

 

 

 

 

 

高雄市政府 

中華民國 111 年 0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