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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4月2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36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葉毓蘭等 18 人，鑑於我國為世界銀行統計全世界最
高災害風險的地區之一，同時暴露於二項以上天然災害威脅
之人口為 99%，同時暴露於三項以上天然災害威脅之人口為
73%，惟我國長期僅重視災害發生之應變與復原，對於減災與
整備措施極為不足，故為促進都市計畫防救災與時俱進，強
化都市防減災計畫實施、設施開闢與土地取得，並引入非結
構防災之防災政策手段，爰擬具「都市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防範我國天然災害風險，強化都市防災能力，應將都市防減災納入都市計畫之理念。（
修訂第三條。）
二、為具體實踐都市計畫防減災之理念，應於主要計畫落實天然災害風險之調查，以及都市防
減災計畫、防減災系統等之構建。（修訂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十款）
三、為具體落實主要計畫之防減災內容，故細部計畫以及相關土地分區管制應包含具體之措施
與土地管控手段。（修訂第二十二條第七款、第三十三條與第三十九條）
四、為落實防救災之設施推動，應強化多元政策工具，以利都市防救災體系之建立。（修訂第
三十條、第八十三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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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都市計畫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都市計畫

鑑於我國面對極高自然災害風

，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
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

，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
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

險，且我國將近八成人口聚集
與都市地區，造成都市災害發

、保安、國防、文教、康樂
、防減災等重要設施，作有

、保安、國防、文教、康樂
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

生之危害遽增，故政府應積極
強化都市災害防治措施。然我

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
作合理之規劃而言。

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
規劃而言。

國都市計畫法歷次修改，對都
市防災之重視程度，顯為不足
。參酌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
總署（FEMA）針對災害管理
的定義，災害管理可以區分為
減災、整備、應變與復原四個
階段，故為促進都市計劃與時
俱進，並強化都市災害防救之
減災與防災階段，爰將都市防
減災理念融入都市規劃體系，
以架構健全都市防災體系。

第十五條

市鎮計畫應先擬定

第十五條

市鎮計畫應先擬定

一、為符文義，將「左列」修

主要計畫書，並視其實際情
形，就下列事項分別表明之

主要計畫書，並視其實際情
形，就左列事項分別表明之

正為「下列」，爰酌修第一
項文字。

：
一、當地自然、社會、經濟

：
一、當地自然、社會及經濟

二、現行主要計畫書未納入因
應都市防減災考量，為完善

及災害風險狀況之調查與
分析。

狀況之調查與分析。
二、行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

都市防減災所需之災害風險
調查，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

二、行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
圍。

圍。
三、人口之成長、分布、組

。
三、為落實都市防減災計畫、

三、人口之成長、分布、組
成、計畫年期內人口與經

成、計畫年期內人口與經
濟發展之推計。

防災系統與相關空間之規定
，爰增訂定第一項第十款。

濟發展之推計。
四、住宅、商業、工業及其

四、住宅、商業、工業及其
他土地使用之配置。

另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十款，
配合款次遞移。

他土地使用之配置。
五、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

五、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
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

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
建築。

建築。
六、主要道路及其他公眾運

六、主要道路及其他公眾運
輸系統。

輸系統。
七、主要上下水道系統。

七、主要上下水道系統。
八、學校用地、大型公園、

八、學校用地、大型公園、
批發市場及供作全部計畫

批發市場及供作全部計畫

地區範圍使用之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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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範圍使用之公共設施
用地。

用地。
九、實施進度及經費。

九、實施進度及經費。
十、都市防減災計畫、防災

十、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前項主要計畫書，除用

避難系統、都市防災避難
圈及生活圈等防災空間規

文字、圖表說明外，應附主
要計畫圖，其比例尺不得小

劃事項。
十一、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於一萬分之一；其實施進度
以五年為一期，最長不得超

。

過二十五年。
前項主要計畫書，除用

文字、圖表說明外，應附主
要計畫圖，其比例尺不得小
於一萬分之一；其實施進度
以五年為一期，最長不得超
過二十五年。
第二十二條

細部計畫應以細

細部計畫應以細

一、為符文義，將「左列」修

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就下
列事項表明之：

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就左
列事項表明之：

正為「下列」，爰酌修第一
項文字。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居住密度及容納人口。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居住密度及容納人口。

二、現行細部計畫書未納入因
應都市防減災考量，爰修正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四、事業及財務計畫。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四、事業及財務計畫。

第一項第七款，增加防減災
之道路、避難據點、防災空

五、道路系統。
六、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

五、道路系統。
六、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

間、設施及措施等事項之規
定。另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七

。
七、防災道路、避難據點與

。
七、其他。

款，配合款次遞移。

防災空間、防救災設施以
及防災措施等事項。

第二十二條

前項細部計畫圖比例尺
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八、其他。
前項細部計畫圖比例尺
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第三十條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第三十條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為利推動都市防減災設施之規

內，公用事業、防減災設施
及其他公共設施，當地直轄

內，公用事業及其他公共設
施，當地直轄市、縣（市）

劃與取得，應參酌取得其他公
共事業、公共設施提供之措施

市、縣（市）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認為有必要時

（局）政府或鄉、鎮、縣轄
市公所認為有必要時，得獎

，透過獎勵民間共同參與都市
防減災設施系統之建立，以增

，得獎勵私人或團體投資辦
理，並准收取一定費用；其

勵私人或團體投資辦理，並
准收取一定費用；其獎勵辦

強都市防減災之成效，爰修正
第一項，以獎勵都市防減災設

獎勵辦法由內政部或直轄市
政府定之；收費基準由直轄

法由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定
之；收費基準由直轄市、縣

施之建立與取得。另因應我國
組織變革，故刪除第一項部分

市、縣（市）政府定之。
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

（市）（局）政府定之。
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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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使用，其用地類別、使用
項目、准許條件、作業方法

標使用，其用地類別、使用
項目、准許條件、作業方法

及辦理程序等事項之辦法，
由內政部定之。

及辦理程序等事項之辦法，
由內政部定之。

第三十三條 都市計畫地區，
得視地理形勢、災害風險與

第三十三條 都市計畫地區，
得視地理形勢，使用現況或

為利推動非結構式防災（NonStructural mitigation ） 之 措 施

預防，使用現況或軍事安全
上之需要，保留農業地區或

軍事安全上之需要，保留農
業地區或設置保護區，並限

，並彌補我國欠缺之土地使用
減災之不足，故修訂本項，以

設置保護區，並限制其建築
使用。

制其建築使用。

利未來土地使用規定考量災害
預防措施。

第三十九條 對於都市計畫各
使用區及特定專用區內土地

第三十九條 對於都市計畫各
使用區及特定專用區內土地

目前都市災害之規定，僅針對
都市計畫土地及建築物之「防

及建築物之使用、基地面積
或基地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

及建築物之使用、基地面積
或基地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

火」事項，故為增進都市多元
防災能力，爰將「防火」修正

、容積率、基地內前後側院
之深度及寬度、停車場及建

、容積率、基地內前後側院
之深度及寬度、停車場及建

為「防減災」。

築物之高度，以及有關交通
、景觀或防減災等事項，內

築物之高度，以及有關交通
、景觀或防火等事項，內政

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得依據地
方實際情況，於本法施行細

部或直轄市政府得依據地方
實際情況，於本法施行細則

則中作必要之規定。

中作必要之規定。

第八十三條之一

重大災害風

第八十三條之一

公共設施保

鑑於國際非結構減災之土地取

險之地區、防減災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

留地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
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

得策略，應參考採用土地徵收
、土地分區使用工具、細部計

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
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及

之保存維護及公共開放空間
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

畫管制以及發展權轉移等手段
，故增加以容積移轉模式，以

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
容積移轉方式辦理。

辦理。
前項容積移轉之送出基

利落實都市防災之目的，並參
酌防減災設施用地具重大公共

前項容積移轉之送出基
地種類、可移出容積訂定方

地種類、可移出容積訂定方
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

利益，因此參考我國既有公共
設施保留地、與「水利法」第

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
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

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
換算公式、移轉方式、折繳

八十二條等模式，爰修訂第一
項。

換算公式、移轉方式、折繳
代金、作業方法、辦理程序

代金、作業方法、辦理程序
及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法，

及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法，
由內政部定之。

由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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