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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擬訂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大湖公園北側社會福利特定

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別：擬訂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二十二條 

詳細說明 

壹、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公園北側，面臨 30 公尺寬成功

路五段，行政轄區屬內湖區大湖里，計畫面積合計約 44,829 平方公

尺，略分為南北二基地。 

貳、主要計畫發布情形 

本計畫區主要計畫劃定為「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 

參、計畫目標 

一、透過擬定都市計畫之途徑，確保社會福利設施合法、有效之利用，

以符合都市計畫發展原則，落實土地使用計畫管制之精神 

二、藉由慈濟基金會正面之社會形象，配合落實政府心靈改造及強化祥

和社會之福利國家政策，發揮人道救援精神，以落實「社區志工」、

「環境保護」的目標，提供各項社福工作，包含慈善志業、環保志

業、教育人文志業、社區志工與關懷等。 

三、透過現有之社會福利設施藉以提昇大臺北地區慈善工作服務品質，

並擴大大臺北地區慈善工作之種類及區域範圍及培訓大臺北地區

社區服務志工，作為發展社區教育，推動民眾參與之基地，以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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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結合大臺北區域性之文化特色，發揮地區慈善、教育、

人文、環保示範功能。 

肆、計畫原則與構想 

一、以現況使用為原則 

（一）現有建物使用情況 

目前建物主要作社會福利設施使用，並以環保教育志業

為主軸，從事資源分類整理、環保示範教育宣導等工作。另

因應急難救助所需，可作為臨時性之救災中心與救災物資暫

存場所(詳圖一)。 

（二）強化地區安全與防災機能 

因應大湖地區早年有排水不良之虞，本次計畫希冀規劃

相關水保設施改善地區排水功能，有效解決周邊地區排水不

良之問題。因此為有效提昇大湖地區排水防洪之功能，保障

地區居民居住之安全，計畫區內將優先設置相關水土保持設

施。 

另本計畫區內可作為周邊地區緊急避難場所或防救災處

理中心，且區內回饋之 8公尺通路可作為救災避難使用。 

（三）善用大眾運輸系統，減少私家車輛使用 

捷運文湖線已於 98 年 7 月通車，並於計畫區西北側距離

約 300 公尺設有「大湖公園站」，另公車服務軸線以成功路南

北方向為主，共計有 23 條路線可提供服務。故計畫區周邊大

眾運輸系統相當便利，因此計畫區內將宣導及推廣短程旅次

使用步行、自行車，長程旅次使用大眾運輸系統及機動車輛

高乘載共乘，並以慈濟志工為首先目標，漸次宣導及推廣至

使用本園區設施之一般民眾。 

二、未來開發構想 

本次計畫之構想係依現況社會福利設施使用為原則，即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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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納入合法管理範圍，確保社會福利設施合法、有效之利用。另

後續倘有新設施之開發計畫，則相關開發構想如下： 

（一）使用內容 

本計畫區以非營利目的之社會福利設施等使用為主，除

提供慈濟基金會會務所需之使用空間外，該會秉持「取諸社

會，用諸社會」之感恩信念，部分使用空間將提供大臺北地

區及附近居民使用，規劃使用構想如下： 

１、國際志工發展中心 

提供舉辦國際志工會議、大臺北地區之大型志工活動、

內湖分會日常會務等使用。 

２、救災調度與訓練中心 

提供舉辦國際與國內急難救災教育訓練、大臺北地區急

難救災指揮調度與存放救災物資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３、社會福利中心 

提供文藝展演中心、圖書館、幼教中心、社區大學與長

青學苑、老人日間看顧中心（輕安居）、社區衛教及醫療諮詢

中心、資源回收環保中心等慈善、教育、人文社會福利事業

使用。 

（二）空間規劃構想 

後續新設施之建築開發計畫須以配合環境和諧為主要考

量，另為塑造莊嚴肅穆氣氛、都市意象與景觀及環境品質，

對於區內開放空間、建築物管制及景觀等事項特予訂定「臺

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大湖公園北側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都

市設計管制要點」（詳附件），作為本計畫區未來都市設計審

議之依據，且本計畫區後續應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核發建築執照。 

１、公共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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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計畫區周界應留設公共開放空間，以創造友善之人行空

間。 

（２）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及退縮建築之土地應予植栽設計，

並得計入法定空地計算。 

２、景觀規劃構想 

（１）計畫區之土地利用與開發應兼顧資源永續及環境保育之

目標。 

（２）計畫區周圍應留設開放空間並予以綠化，且綠化植栽應

考量配合計畫區周邊原生之物種。 

伍、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一處，面積總計 44,829 平方公尺，

以供社會福利事業發展使用。 

表三 細部計畫面積 
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名稱 
面積（公頃） 百分比（％） 

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 4.4829 100.00

合         計 4.4829 100.00

備註：本表內面積僅供對照參考用，其面積、位置與形狀均應依計畫圖之規定，以實測

及分割面積為準。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本計畫係將既有使用現況納入合法管理範圍，期望對社區更和

諧，對環境更友善，確保社會福利設施合法、有效之利用。至

於未來新開發計畫部分則依開發許可制精神循未來開發所應

具備條件及相關規定之程序申請。 

（二）後續倘有關新設施之開發建築計畫，須進行開發許可之申請，

並依山坡地開發及建築相關法令規定詳予檢討分析，檢具有關

水土保持計畫、基地開發計畫，併送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該委員會得視申請案件內容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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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環境影響評估等相關法規要求，另案分請相關單位併

同審查，俟相關單位審查通過併送該委員會審議通過核可後，

始得申請建築許可。且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之開發總量上限，

建蔽率不得超過 35%；容積率不得超過 120%。 

（三）本計畫依現況使用之使用組別係為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第

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

置或處理（限於環保廢棄物處理）。本計畫允許使用組別及項

目如下。 

１、第三組：寄宿住宅。 

２、第四組：學前教育設施。 

３、第六組：社區遊憩設施。 

４、第八組：社會福利設施。 

５、第十四組：人民團體。 

６、第十五組：社教設施。 

７、第十六組：文康設施。 

８、第四十四組：宗祠及宗教建築。 

９、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限於環保廢棄物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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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土保持 

後續倘有新設施開發計畫，相關排水系統及滯洪池之位置及量

體規劃，需依相關法規、設計規範檢討，並經本府水土保持審查通

過，方得進行後續工程。 

（一）排水設施 

計畫區內排水設施採用規範較嚴格行政院農委會所頒之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並以 50 年重現期距之降雨強度公式，

為本基地排水系統之設計依據；另基地之區界排水幹線系統

主要依據 50 年一次頻率之降雨強度計算排水溝通水流量。 

（二）滯洪沉砂設施 

本計畫預先以容積總量上限估算，區內應設置滯洪沉砂

池，其量體設計應依農委會「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及本府「台

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基地規劃設計技術規範」取保守值做為

水土保持設計標準，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頒「水土保持

技術規範」第 95 及 96 條所述，滯洪設施至少應採 50 年以上

一次頻率之降雨強度設計所需容量。然考量基地區外上游集

水區面積大，為考量緩和對大湖之衝擊，基地內仍需規劃收

納上游集水區之滯洪沉砂量體，且為能比照「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22 條之「…基地開發後，包含基地之各

級集水區，以二十五年發生一次暴雨產生對外排放逕流量總

和，不得超出開發前之逕流量總和。並應以 100 年發生一次

暴雨強度之計算標準提供滯洪設施，以阻絕因基地開發增加

之逕流量…」之規定。經估計後本計畫滯洪沉砂設施需求容

量為 1,538.98 立方公尺，如表一所示。 

此外於計畫區內水土保持安全無虞下，為提升大湖地區

防洪功能，改善地區排水機能，另於計畫區北基地內增設面

積約 425 平方公尺之滯洪沉砂設施，作為區外調洪沉砂之用。

規劃容量如表二所示。 

上述面積合計達 1,975 平方公尺之滯洪沉砂設施，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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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內滯洪沉砂之規劃容量達到2,822.5立方公尺(如表三

所示)，大於地區之需求容量 1,538.98 立方公尺，且將於計

畫區內同時設置興闢，強化地區防災機能，並應兼具生態、

景觀親水，同時考量易於清疏管理。 

表一 計畫區內應設滯洪沉砂規劃容量表 

位置 
規劃面

積(m2) 

沉砂容

量(m3) 

滯洪容量

(m3) 

需求容量

(m3) 

規劃沉

砂量(m3)

規劃滯

洪量(m3) 

規劃容

量(m3) 

處理  

方式 

北基地 850 126.2 755.37 881.57 170.0 755.37 1,275.0 

南基地 700 94.1 563.31 657.41 105.0 595.00 910.0 

基地內之法

定空地平均

下挖，藉以

蓄積洪峰 

合計 １,550 220.3 1,318.68 1,538.98 285.0 1,445.0 2,185.0 - 

表二 計畫區內增設滯洪沉砂規劃容量表 

位置 
規劃面

積(m
2) 

沉砂容

量(m
3) 

滯洪容

量(m
3)

需求容

量(m
3)

規劃沉

砂量(m
3)

規劃滯

洪量(m
3) 

規劃容

量(m
3) 

處理  

方式 

北基地 425 - - - 85.0 425.0 637.5 

基地內之法

定空地平均

下挖，藉以

蓄積洪峰 

表三 計畫區內合計滯洪沉砂規劃容量表 

位置 
規劃面

積(m
2) 

沉砂容

量(m3) 

滯洪容量

(m3) 

需求容量

(m3) 

規劃沉

砂量(m3)

規劃滯

洪量(m3) 

規劃容

量(m3) 

處理  

方式 

850 126.2 755.37 881.57 170.0 850.0 1,275.0 
北基地 

425 - - - 85.0 425.0 637.5 

南基地 700 94.1 563.31 657.41 105.0 595.00 910.0 

基地內之法

定空地平均

下挖，藉以

蓄積洪峰 

合計 １,975 220.3 1,318.68 1,538.98 360.0 1,870.0 2,822.5 - 

 

（三）護坡設施 

本計畫區基地邊緣毗鄰山坡地坡趾土地，除得施作必要

之排水及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從事大規模開挖整地行為。 

四、都市防災 

（一）防災避難場所 

為人員主要之疏散、避難或臨時之收容空間，主要以計

畫區南側之大湖公園為主要之防災避難場所，人員由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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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至此緊急避難，待進一步疏散至區外。 

開放空間可開闢為地區防災據點，作為救援及臨時收容

場所，提供人員避難臨時收容、救災指揮中心或臨時物資發

放處所之設置。 

（二）火災防止延燒地帶 

火災防止延燒地帶係利用道路結合及開放空間系統，以

提供防災避難疏散之場所並兼具火災延燒防止隔離功用。本

計畫區以四周留設綠帶空間作為阻絕帶，以防止火災向外延

燒。 

（三）消防救災路線 

消防救災路線分為主要及輔助救災路線。主要救災路線

以計畫區南側成功路為救援車輛及人員疏散主要出入道路，

輔助救災路線為計畫區西側之 8 公尺私設通路，可通往北側

公共設施用地作為人員疏散通道、救災使用。 

 

五、回饋事項 

慈濟基金會秉持「維護大湖地區好山好水」之社區居民共識，

並致力維護該會所有計畫區周圍山坡地之自然景觀與生態完整

性，故願提供以下回饋事項。 

（一）為積極改善地區排水現況以及有效提升公共設施可及性，下列

回饋事項慈濟基金會將優先予以施作。 

１、慈濟基金會基於「人溺己溺」之人道關懷理念，增加吸納本

計畫區集水區域土地排水所需之沉砂與滯洪空間，協助解決

大湖地區淹水問題。原地區沉砂與滯洪空間需求為 1,538.98

立方公尺，本案規劃容量為 2,822.5 立方公尺，強化地區防

災機能。 

２、計畫區西北側為公園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體育場用地，目前

該等公共設施僅可由大湖山莊社區進出，交通可及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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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計畫申請人承諾於區內西側自行留設 8 公尺寬之私設通

路供公眾 24 小時通行使用，串連計畫區西北側之公共設施用

地，增加公共設施可及性，以達公共設施效益最大化。 

 

（二）後續倘有新設施之開發計畫，需另行提供下列設施供公共使用。 

１、本計畫區設置圖書館、文藝展演中心、幼教中心、社區大學

與長青學苑、輕安居中心、環保教育中心等社會福利設施，

提供民眾參與使用。 

２、本計畫區內之場所設施應開放供公眾作非營利性質之租借使

用 

（１）慈濟基金會應於完工啟用後，依據公開且提供非營利性

質租借使用之精神，就計畫區內之場所設施項目、租借

對象、收費標準及租借方式等事項，訂定「慈濟內湖社

會福利園區場所設施（租借）使用管理要點」，報經臺北

市政府同意後據以實施，修訂時亦同。 

（２）前款收費標準應以實際租借使用所需之維護成本，訂定

場地清潔費、設備租借使用維護費及保證金等費用。 

３、園區開發後亦將提供各項社會福利或急難救助等措施予周邊

居民或社會大眾，包括： 

（１）開放園區部分空間提供周邊社區居民免費使用 

（２）社區參與及公益培訓（社區大學、社區活動、公益培訓

課程、會議研討等） 

（３）經濟補助（中低收入戶經濟補助、急難救助金、義診服

務、獎助學金等） 

（４）長期關懷活動（含居家及機構關懷） 

（５）舉辦公益環境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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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之土地取得及開闢經費均由慈濟基金會自行籌措，事業及

財務計畫詳如表四所示，其中回饋事項中承諾提供之沉砂滯洪空間及

區內西側留設 8公尺寬通路，須於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後 5 年內完成。 

表四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萬元) 

項目 
面積 

(m2) 征

購 

市

地

重

劃 

公

地

撥

用 

獎

勵

投

資

其

他

土

地

成

本

工

程

成

本 

其

他

合

計 

主辦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社會福

利特定

專用區 

44,829 -- -- -- --  - 795 - 795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佛 教 慈 濟

慈 善 事 業

基金會 

細 部 計

畫 發 布

實施後 5

年 內 完

成。 

註：本計畫預定完成期限得視年度實際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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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擬訂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大湖公園北側社會福利特定

專用區細部計畫案」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一、公共開放空間（詳附圖一） 

（一）指定留設公共開放空間 

１、本計畫建築基地應自成功路五段道路境界線起算留設寬度達

15 公尺之公共開放空間。 

２、本計畫建築基地除臨成功路側外，應自建築基地境界線起算

退縮寬度達 5 公尺以上建築。 

（二）前項指定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及退縮建築之土地應予植栽設

計，並得計入法定空地計算。 

二、交通動線 

（一）車行系統 

１、主要進出口 

（１）主要進出口應與東湖地區聯外山區道路成功路端出入口保

持適當距離，並以於北基地設置主要進出口為原則。 

（２）主要進出口應配合捷運內湖線高架橋墩位置妥為設置。 

（３）應於建築基地內留設主要進出口之各型車輛進出延滯空

間，且不得影響成功路人行道之人行功能。 

２、內部車行動線 

（１）基地內自行闢設內部車行道路聯絡南北基地。 

（２）車行動線應規劃提供並開放公眾通達毗鄰保護區。 

（二）人行系統 

１、應以人車分道方式妥為規劃設置人行動線。 

２、人行專用步道應為連續鋪面，且應與相鄰基地地面高程齊平，

車道穿越時，其鋪面仍應連續。 

（三）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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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南北基地各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應整體規劃，設置平面或立

體停車空間，且各停車空間之動線得以立體連通，俾區內停

車空間彈性利用及減少平面車行動線。 

２、本計畫區內留設之道路除提供車行功能外，得兼作大型車輛

暫時停車空間。 

三、建築物管制 

（一）為配合建構佛教莊嚴肅穆且祥和優靜氣氛及慈濟基金會之統一

建築語彙，主要建築物應設置斜屋頂，建築物外牆採灰白色系

為原則。 

（二）為維護本地區之山林景觀，本計畫建築基地應考慮視覺景觀之

穿透性，其建築量體配置以不遮蔽週邊山景及山稜線為原則。 

（三）本計畫區面臨大湖公園，建築設計除考量形塑重要地標意象

外，其外觀設計應考量避免對行人產生壓迫感。 

四、夜間照明 

（一）本計畫區內之夜間照明應配合地區環境之安寧氛圍，並不得影

響成功路及東湖地區聯外山區道路來往車流之行車安全與動

物（含夜行性動物）之棲息。 

（二）本計畫區內建築物得設置夜間照明，沿街及指定留設之公共開

放空間在人行尺度範圍之照明應配合街道燈光，並考量行人之

視覺與活動，塑造舒適之行人光環境。 

（三）建築物外觀若設夜間照明，應依視覺對應尺度設置照明效果，

以呈現屋頂天際線、低層部入口意象及建築物面前開放空間為

原則。 

五、景觀植栽及綠化 

為融合本計畫區周圍自然景觀環境，植栽計畫應考慮多層次與

多樣性，並配合本計畫區周邊原生之樹種。 

六、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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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塑造全區視覺景觀之穿透性，本計畫區若基於安全考量而有

設置圍牆必要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計畫區之圍牆應儘量採用多層次植栽形塑自然綠籬。 

（二）設置欄杆式鏤空圍牆者，其高度不得大於 150 公分，其透空部

分不少於圍牆面積 70%。 

（三）設置圬工構造圍牆者，其高度不得大於 120 公分。採圬工構造

與欄杆式鏤空圍牆或其它混合構造材料者，其高度不得大於

120 公分，其透空部分不少於圍牆面積 70%。 

七、本計畫區應儘量依綠建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十七章）

之相關規定規劃設計為原則。 

八、本計畫應依「台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之規定辦理。 

九、本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中列為「原則」性之規定，經「臺北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不受此「原則」

性之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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