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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變更都市計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變更都市計畫
機 關

高雄市政府 

擬定都市計畫
機 關

高雄市政府 

本案公開展覽
之 起 訖 日 期

檢 討 前 公 開
徵 求 意 見

自民國 97 年 6 月 9 日起公告三十天。 

公開展覽
作 業

起 迄
日 期

1.自民國 101 年 11 月 14 日起至 101 年 12
月 14 日止，並刊登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15、16、17 日之中國時報、台灣新生報
周知。 

2.自民國 105 年 3 月 5 日起至 105 年 4 月
6 日止，並刊登於 105 年 3 月 5、6、7
日之中華日報、聯合報周知。 

3.自民國 106 年 5 月 3 日起至 106 年 6 月
2 日止，並刊登於 106 年 5 月 4、5、6
日之台灣新生報、自由時報周知。 

公 開 說
明 會

1.民國101年12月6日於茄萣區公所召開
說明會。 

2.民國105年3月24日於茄萣區公所召開
說明會。 

3.民國106年5月25日於茄萣區公所召開
說明會。 

人民團體對本
案之反映意見

詳見後附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各級都
市計畫委員會
審 核 結 果

市 級
102年 09月 27日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3次會
議審議通過。 

內 政 部

1. 民國 104 年 11 月 24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64 次會議審議通過。 

2. 民國 105 年 11 月 1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6 次會議審議通過。 

3. 民國 106 年 3 月 21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6 次會議審議通過。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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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及目的 

一、 計畫緣起 

興達港古稱「堯港」或「新打港」，為沿海沙洲圍成之潟湖內

湖，自然條件優越，為一天然良港，民國 66 年闢建潟湖北段約 120

公頃為近海漁港，並於民國 69 年「擬定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

而後為因應遠洋漁業之發展，民國 80 年續建潟湖南段 271 公頃為

遠洋漁港，並在民國 91 年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暨擴大都市計畫中

將遠洋漁港納入特定區範圍，興達港規模於焉成形。 

而自民國 91 年辦理「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暨擴大都市計畫－遠洋漁港部分」後，至今己屆滿 5 年，又

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內容：「．．．擬定計畫之機關每 3 年或

5 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本特定區己逾辦理通盤檢討

時限，故實應依法辦理通盤檢討作業。 

另外，自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暨擴大都市計畫後，後續辦理五

次個案變更，使本特定區發展方向轉以發展漁港為主軸並結合相關

休閒、娛樂、觀光產業。其後歷經原高雄縣市轄區合併、市府海洋

局重新檢討漁港計畫，建議修正多處內容，故本特定區之發展已與

原計畫不符，亟需透過通盤檢討妥予修正。 

因此，本次通盤檢討將考量興達港未來產業發展方向，並參考

各機關團體與民眾之意見等，重新檢討現行都市計畫內容，俾利本

特定區未來發展。 

本案前已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14 日起辦理公開展覽 30 天，於

民國 102年 9月 27日經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3次會議審議通

過，嗣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64、886、896 次會議審竣，然

本次通盤檢討作業案情複雜，部分變更內容及民眾陳情意見已獲致

具體共識者以分階段審議及核定辦理，其第一階段細部計畫核定案

件業於民國 106 年 3 月 14 日發布實施，其餘本次檢討案變更計畫

內容，如超出公開展覽變更內容範圍部分，再行辦理公開展覽以及

第二階段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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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討目的 

(一) 配合海洋局針對漁港計畫之修正，調整合宜之都市計畫內

容，促進產業發展。 

(二) 參酌相關計畫及地區人文、自然環境及實質發展現況之調查

分析，妥予檢討土地使用分區之適宜性，修訂土地使用相關

規定。 

第二節 計畫區位及範圍 

本特定區位於茄萣區崎漏里內，計畫範圍東、北側兩側以竹滬鹽

田為界、西北側至茄萣都市計畫邊界、南側至近海漁港入口約 300 公

尺處、西側至現有海堤，計畫面積 612.32 公頃。 

第三節 法令依據 

一、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擬定計畫之機關每 3 年內或

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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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辦理通盤檢討各

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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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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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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計畫概要 

現行之都市計畫為民國 106 年 3 月 14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興

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並納入 105 年 12

月 19 日發布之「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配合茄萣海岸防護改善工

程)案」。以下就各項實質計畫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一、 計畫目標年：民國 115 年。 

二、 計畫人口與居住密度：14,300 人，居住密度為 157 人/公頃。 

三、 計畫面積：612.32 公頃 

四、 土地使用計畫 

有關本計畫區現行都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如表

2-1、圖 2-1 所示。 

五、 公共設施 

本計畫範圍劃設有機關用地、國小用地、大學用地、批發市場

用地、零售市場用地、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體育場

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用地、變電所用地、污水處理場用地、自

來水加壓站用地、港埠用地、電路鐵塔用地、堤防用地兼供綠地使

用、碼頭用地、堤防用地、泊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

用、等公共設施用地，均為歷年所劃設。 

六、 道路系統 

本特定區道路系統可區分為對外區域聯繫之聯外道路、區內主

要道路及區內次要道路，茲說明如下： 

七、 聯外道路 

(一) 「1-2-30M」計畫道路(濱海路)(台 17 線)為近海漁港向北通

往茄萣鄉、台南之南北向聯外道路。 

(二) 「1-8-40M」、「1-3-28M」、「1-7-30M」(民治路)(台 17 線)計

畫道路為西側海岸由西向東通往湖內鄉之聯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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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4-30M」計畫道路(民權路)、「2-1-20M」計畫道路(未開

闢)為近海漁港北側社區向北通往茄萣鄉、台南地區之南北向

聯外道路。 

(四) 「1-1-65M」計畫道路為可經遊艇特定區與台 17 線及遠洋漁

港聯接之聯外道路。 

八、 主要道路 

除上述聯外道路經本特定區內兼具主要道路功能之外，本計畫

區內主要道路另有： 

(一) 「1-10-30M」與「1-6-40M」計畫道路(未開闢)為遠洋漁港區

向北通往新社區之主要道路。 

(二) 「1-5-30M」(民生路)、「2-3-20M」(未開闢)計畫道路為近海

漁港由南向北至新社區之主要道路。 

(三) 「2-4-20M」(民有路)為近海漁港與遠洋港口間之主要道路。 

(四) 除上述主要道路具連結新社區、遠洋漁港、近海漁區之功能

外，其餘區內主要道路寬度均為 20 公尺。 

九、 次要道路與出入道路 

特定區內除設有聯外道路與主要道路分別聯絡區外與區內之

外，另設有計畫寬度為 15 公尺及 12 公尺之次要道路與計畫寬度

10 公尺、8 公尺及 6 公尺之出入道路與 4 公尺寬之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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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計畫聯外及主要道路編號表 

計畫道

路編號 
起迄點 

寬度

(M) 

長度

(M) 
備註 

一-1 西自一-2 號道路東至一-6 號道路 65 1742 聯外道路 

一-2 自計畫區西北端起至計畫區西南端止 30 2616 聯外道路 

一-3 西自一-2 號道路東至一-8 號道路 28～30 891 聯外道路 

一-4 自計畫區北端至二-1 號道路 30 1454 聯外道路 

一-6 北自一-1-65M 道路南至遠洋漁港區停十五 40 1647  

一-7 自遠洋港區廣三向東接台 17 省道 30 34 聯外道路 

一-8 西自一-3 號道路，東至一-9 號道路 40 1678 聯外道路 

一-9 北自計畫區東北角，南至計畫區東南角 40 1251 聯外道路 

一-10 北自一-8-40M，南至二-9-20M 40 91  

一-11 西自一-10-40M，東至一-6-40M 40 217  

二-1 自四-五號路南至近海漁港區市三 20 460 聯外道路 

二-2 近海港區北自一-3 號路南至工四、油(專)一 20 1140  

二-3 北自一-3 號路南至三-4 號道路 20 567 主要道路 

二-4 西自一-2 號路東至一-6 號道路 20 906 主要道路 

二-5 工二十四南側西自二-6 號路東至一-9 號道路 20 406  

二-6 北自廣三南至三-16 號道路 20 109  

二-8 北自一-6 號路西至綠十三 20 200  

二-9 北自三-16 號路南至機七 20 645  

二-14 西自一-2 號路東至一-4 號路 20 370  

二-15 北自 1-6 號道路南至港埠用地 20 118  

二-16 北自遠洋港區南至三-16 號道路 20 88  

註：表內道路長度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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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現行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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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現行計畫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項目 

變更興達港漁
業特定區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

案 

「變更興達港漁
業特定區計畫
(配合茄萣海岸
防護改善工程)

案」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佔計畫總面
積(%) 

佔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53.874 53.874 8.80 13.03 

商業區 10.786 10.786 1.76 2.61 

乙種工業區 17.617 17.617 2.88 4.26 

濱海遊樂區 2.620 2.620 0.43 0.63 

漁業專用區 23.486 23.486 3.84 5.68 

產業專用區 6.273 6.273 1.02 1.52 

加油站專用區 3.653 3.653 0.60 0.88 

車站專用區 0.375 0.375 0.06 0.09 

保護區 3.797 -3.797 0.000 0.00 －

觀光遊憩區 7.349 7.349 1.20 1.78 

戶外休閒區 4.711 4.711 0.77 1.14 

水域 151.450 151.450 24.73 －

河川區 20.560 20.560 3.36 －

舢筏漁業專用區 1.520 1.520 0.25 －

小計 308.071 -3.797 304.274 49.69 31.6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5.673 15.673 2.56 3.79 

國小用地 2.320 2.320 0.38 0.56 

大學用地 1.880 1.880 0.31 0.45 

批發市場用地 0.912 0.912 0.15 0.22 

零售市場用地 0.678 0.678 0.11 0.16 

公園用地 147.392 -0.674 146.718 23.96 35.47 

兒童遊樂場用地 0.684 0.684 0.11 0.17 

綠地 17.240 17.240 2.82 4.17 

體育場用地 1.650 1.650 0.27 0.40 

停車場用地 10.564 -0.270 10.294 1.68 2.49 

廣場用地 4.602 4.602 0.75 1.11 

變電所用地 0.730 0.730 0.12 0.18 

污水處理場用地 5.690 5.690 0.93 1.38 

自來水加壓站用
地 

0.530 0.530 0.09 0.13 

港埠用地 7.515 7.515 1.23 1.82 

電路鐵塔用地 0.012 0.012 0.00 0.00 

碼頭用地 3.827 3.827 0.63 0.93 

堤防用地 2.579 -1.945 0.634 0.10 0.15 

堤防用地兼供綠
地使用 

6.686 6.686 1.09 1.62 

泊地 25.201 25.201 4.12 －

道路用地 53.040 53.040 8.66 12.82 

道路用地兼供河
川使用 

1.530 1.530 0.25 0.37 

小計 304.249 3.797 308.046 50.31 68.39 

合計 612.320 0.000 612.320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409.792 3.797 413.589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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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內容 

本次通盤檢討作業係依據計畫區實際發展需求、現況使用情形及

配合人民或機關團體陳情意見等相關內容酌予納入本次變更內容。本

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總計 2 案，變更位置示意圖詳圖 3-1所示，變更內

容明細表詳如表 3-1 所示，變更後增減面積詳表 3-2。 

表 3-1：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變更內容明細表 
核
定
編
號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一 

十
三 

十
四 

「停十五」停
車 場 用 地
(0.048) 

道路用地(0.048)
1.配合「興達港整體發展規劃及

漁港計畫修正」內容提列變更
案件。 

2.機九用地之需地機關農委會水
產試驗所已表明無進駐使用計
畫。 

3.管理機關國產局 100 年 8 月 1
日台財產局改字第 1000023448
號函示「茄萣區興達段 52-1、
61 地號國有機關用地(機九)，
同意…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4.調整機九以及周邊道路系統，
劃設一處工業區與南側工(乙)
一併作為遊艇相關產業招商使
用。 

5.配合工業區變更後之衍生交通
需求，劃設停車場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
變更為乙種工
業區者，於申請
建築或變更使
用執照前，應完
成無償捐贈基
地面積 30%之
土地予本市，其
捐贈標的優先
以變更範圍內
停車場用地為
捐贈標的，不足
部分得以變更
範圍內其他之
公共設施用地
予以補足負擔
比例。 

「機九」機關
用地(3.765) 

「工(乙)」乙種工
業區(附)(1.663)
「停十五」停車場
用地(附)(1.094)

道路用地(0.667)

道 路 用 地
(附)(0.341) 

道 路 用 地
(1.5109) 

「工(乙)」乙種工
業區(附)1.3105 
「綠十二」綠地用
地(0.2004) 

十
八 

十
七 

「停十二」停
車 場 用 地
(1.90) 

「工(乙)」乙種工
業區(1.90) 

二 
二
十
三 

- 

濱海遊樂區
(附)(2.62) 

「公十五」公園用
地(2.62) 

1.原計畫附帶條件係於87年「變更
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暨擴大都市計畫範圍)」
案中，變更非都市土地為濱海遊
樂區、保護區、停車場、公園、
堤防、道路，並附帶條件以區段
徵收方式辦理開發。後於「變更
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配合茄
萣海岸防護改善工程)案」變更部
分堤防用地、公園用地、保護區
為堤防用地兼供綠地使用，故本
案針對歷次異動後剩餘之整體開
發區進行檢討。 

2.考量本案可建築用地僅有濱海遊
樂區，整體公共設施比例達
69.29%，其開發誘因偏低，且濱
海遊樂區權屬為公有，現況做為
綠美化之使用，故予以調整濱海
遊樂區為公園用地，解除整體開
發方案，其餘分區取消附帶條件
之規定。 

 

「公三」公園
用 地
(附)(2.317) 

「公三」公園用地
(2.317) 

堤 防 用 地
(附)(0.494) 

堤防用地(0.494)

道 路 用 地
(附)(3.104) 

道路用地(3.104)

註：本表所列各項面積數據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依實地釘樁測量成果為準。 



 

- 11 - 

圖 3-1：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變更位置示意圖 



 

- 12 - 

表 3-2：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變更面積統計表 

項目 
原都市計畫面積

(公頃) 
一 二 

本次通盤
檢討後增
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

畫面積 

(公頃)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53.874  0.000 53.874 

商業區 10.786 0.000 10.786 

乙種工業區 17.617 +4.8735 +4.8735 22.4905

濱海遊樂區 2.620 -2.62 -2.62 0.000

漁業專用區 23.486 0.000 23.486 

產業專用區 6.273 0.000 6.273 

加油站專用區 3.653 0.000 3.653 

車站專用區 0.375 0.000 0.375 

觀光遊憩區 7.349 0.000 7.349 

戶外休閒區 4.711 0.000 4.711 

水域 151.450 0.000 151.450 

河川區 20.560 0.000 20.560 

舢筏漁業專用區 1.520 0.000 1.520 

小計 304.274 +4.8735 -2.62 +2.2535 306.52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5.673 -3.765 -3.765 11.908

國小用地 2.320 0.000 2.320 

大學用地 1.880 0.000 1.880 

批發市場用地 0.912 0.000 0.912 

零售市場用地 0.678 0.000 0.678 

公園用地 146.718 +2.62 +2.62 149.338

兒童遊樂場用地 0.684 0.000 0.684 

綠地 17.240 +0.2004 +0.2004 17.4404

體育場用地 1.650 0.000 1.650

停車場用地 10.294 -0.854 -0.854 9.440

廣場用地 4.602 0.000 4.602 

變電所用地 0.730 0.000 0.730 

污水處理場用地 5.690 0.000 5.690 

自來水加壓站用地 0.530 0.000 0.530 

港埠用地 7.515 0.000 7.515 

電路鐵塔用地 0.012 0.000 0.012 

碼頭用地 3.827 0.000 3.827 

堤防用地 0.634 0.000 0.000 0.634

堤防用地兼供綠地使用 6.686  6.686

泊地 25.201 0.000 25.201 

道路用地 53.040 -0.4549 0.000 -0.4549 52.5851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1.530 0.000 1.530 

小計 308.046 -4.8735 +2.62 -2.2535 305.793

合計 612.320 0.0000 0.0000 0.0000 61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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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通盤檢討後計畫內容概述 

第一節 計畫區位與範圍 

興達港位於茄萣鄉崎漏村內，本特定區之計畫範圍東、北側兩側

以竹滬鹽田為界、西北側至茄萣都市計畫邊界、南側至近海漁港入口

約 300 公尺處、西側至現有海堤，計畫面積 612.32 公頃。 

 

第二節 計畫年期、計畫人口及密度 

一、 計畫年期 

配合本計畫實施進度調整計畫目標年，依全國區域計畫之目標

年期訂定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 年。 

二、 計畫人口及密度 

原計畫人口所估算之計畫居住淨密度偏高，故本計畫考量現況

開發情形及未來發展後可能引入人口數，進行計畫人口之修正，修

正計畫人口為 14,3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157 人，詳如下式： 

14,300（人）/91.09（公頃）≒157（人／公頃）。 

 

第三節 土地用分區計畫 

本次通盤檢討後計畫區內各項土地使用面積增減情形詳表 4-1 所

示，通盤檢討後計畫內容示意則詳圖 4-1 所示。主要土地使用分區茲

分述如下： 

一、 住宅區 

全區住宅區依住宅區土地使用管制類型由北至南劃設「住

(附)」～「住三」，三個住宅單元，其中北側新社區鄰里單元區訂

為「住(附)」、崎漏村聚落訂為「住二」、原計畫社區訂為「住三」，

住宅區面積合計 53.87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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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變更後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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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業區 

依劃設背景及機能定位分為第一種商業區及第二種商業區。其

中「商一」商業區分布於遠洋漁港區東側及北側；「商二」分布於

近海漁港周邊，商業區面積合計 10.786 公頃。 

三、 乙種工業區 

經本次檢討後後乙種工業區面積為 22.4905 公頃。 

四、 產業專用區 

於區位條件考量下，配合興達港特定區轉型以漁港、觀光休閒

並重之發展方向，於遠洋漁港北側劃設乙處產業專用區，產業專用

區面積 6.273 公頃。 

五、 漁業專用區 

本計畫劃設二處漁業專用區，第一種漁業專用區為原產業專用

區，配合茄萣漁會現況使用，及維護港區特色，故變更為漁業專用

區，其管制內容與現行計畫同為漁業相關使用性質，本次檢討明列

容許使用行業別。第二種漁業專用區係為原漁業專用區(附)及原工

業區，本次檢討為增進該興闢率及維護興達港漁港特色，故調整該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計畫區內漁業專用區面積共計 23.486 公

頃。 

六、 加油站專用區 

共劃設加油站專用區三處，包含油（專）一面積 2.693 公

頃、油(專)二面積 0.200 公頃、油(專)四面積 0.760 公頃，加

油站專用區面積合計 3.653 公頃。 

七、 車站專用區 

配合大眾運輸交通之需要，於體一南側劃設一處車站專用

區，車站專用區面積為 0.37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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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觀光遊憩區 

為有效發揮遊艇碼頭（或事業）功能，於供遊艇碼頭使用之工

業區後方陸地，劃設四處觀光遊憩區，以引入室內遊憩設施、戶外

遊憩設施、水岸遊憩設施、管理服務及會議設施、運動康樂設施、

旅遊住宿設施、餐飲及購物設施、交通服務設施（含碼頭設施）及

其他必要之設施，使遊艇碼頭功能更加彰顯，觀光遊憩區共計面積

合計 7.349 公頃。 

九、 戶外休閒區 

配合興達港情人碼頭休閒園區規劃，利用臨水土地，創造賞景

休息空間，使與各項展演活動相輔相成，發揮土地最佳利用效力，

故於臨遠洋漁港區水面之港埠用地劃設二處戶外休閒區，似同開放

性公共設施之使用，戶外休閒區面積為 4.711 公頃。 

十、 水域 

將遠洋漁港區內漁船繫泊及操船之水面整理劃設為水

域，面積 151.45 公頃。 

十一、 河川區 

現有崎漏排水依規定調整為河川區，面積 20.56 公頃。 

十二、 舢筏漁業專用區 

配合現況茄萣大排水上漁家之特色，另俾利發展娛樂漁業，予

以劃設舢筏漁業專用區，面積共計 1.5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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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項目 
現行計
畫面積
(公頃)

本次通盤
檢討增減

面積 
(公頃) 

本次通盤
檢討後面
積(公頃)

百分比 

備註
佔計畫
總面積
(%) 

佔都市
發展用
地面積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53.874 53.874 8.80 13.03

商業區 10.786 10.786 1.76 2.61

乙種工業區 17.617 +4.8735 22.491 3.67 5.44

濱海遊樂區 2.620 -2.62 0.000 0.00 0.00

漁業專用區 23.486 23.486 3.84 5.68

產業專用區 6.273 6.273 1.02 1.52

加油站專用區 3.653 3.653 0.60 0.88

車站專用區 0.375 0.375 0.06 0.09

觀光遊憩區 7.349 7.349 1.20 1.78

戶外休閒區 4.711 4.711 0.77 1.14

水域 151.450 151.450 24.73 －

河川區 20.560 20.560 3.36 －

舢筏漁業專用區 1.520 1.520 0.25 －

小計 304.274 2.2535 306.528 50.06 32.1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5.673 -3.765 11.908 1.94 2.88

國小用地 2.320 2.320 0.38 0.56

大學用地 1.880 1.880 0.31 0.45

批發市場用地 0.912 0.912 0.15 0.22

零售市場用地 0.678 0.678 0.11 0.16

公園用地 146.718 2.620 149.338 24.39 36.11

兒童遊樂場用地 0.684 0.684 0.11 0.17

綠地 17.240 0.2004 17.440 2.85 4.22

體育場用地 1.650 1.650 0.27 0.40

停車場用地 10.294 -0.854 9.440 1.54 2.28

廣場用地 4.602 4.602 0.75 1.11

變電所用地 0.730 0.730 0.12 0.18

污水處理場用地 5.690 5.690 0.93 1.38

自來水加壓站用地 0.530 0.530 0.09 0.13

港埠用地 7.515 7.515 1.23 1.82

電路鐵塔用地 0.012 0.012 0.00 0.00

碼頭用地 3.827 3.827 0.63 0.93

堤防用地 0.634 0.634 0.10 0.15

堤防用地兼供綠地使用 6.686 6.686 1.09 1.62

泊地 25.201 25.201 4.12 －

道路用地 53.040 -0.4549 52.585 8.59 12.71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1.530 1.530 0.25 0.37

小計 308.046 -2.2535 305.793 49.94 67.84

合計 612.320 612.320 612.320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413.589 0.0000 413.5890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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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交通運輸計畫 

本特定區道路系統可區分為對外區域聯繫之聯外道路、區內主要

道路及區內次要道路，茲說明如下： 

一、 聯外道路 

(一) 「1-2-30M」計畫道路(濱海路)(台 17 線)為近海漁港向北通

往茄萣鄉、台南之南北向聯外道路。 

(二) 「1-8-40M」、「1-3-28M」、「1-7-30M」(民治路)(台 17 線)計

畫道路為西側海岸由西向東通往湖內鄉之聯外道路。 

(三) 「1-4-30M」計畫道路(民權路)、「2-1-20M」計畫道路(未開

闢)為近海漁港北側社區向北通往茄萣鄉、台南地區之南北向

聯外道路。 

(四) 「1-1-65M」計畫道路為可經遊艇特定區與台 17 線及遠洋漁

港聯接之聯外道路。 

二、 主要道路 

除上述聯外道路經本特定區內兼具主要道路功能之外，本計畫

區內主要道路另有： 

(一) 「1-10-30M」與「1-6-40M」計畫道路(未開闢)為遠洋漁港區

向北通往新社區之主要道路。 

(二) 「1-5-30M」(民生路)、「2-3-20M」(未開闢)計畫道路為近海

漁港由南向北至新社區之主要道路。 

(三) 「2-4-20M」(民有路)為近海漁港與遠洋港口間之主要道路。 

(四) 除上述主要道路具連結新社區、遠洋漁港、近海漁區之功能

外，其餘區內主要道路寬度均為 20 公尺。 

三、 次要道路與出入道路 

特定區內除設有聯外道路與主要道路分別聯絡區外與區內之

外，另設有計畫寬度為 15 公尺及 12 公尺之次要道路與計畫寬度

10 公尺、8 公尺及 6 公尺之出入道路與 4 公尺寬之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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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計畫聯外及主要道路編號表 

計畫道

路編號 
起迄點 

寬度

(M) 

長度

(M) 
備註 

一-1 西自一-2 號道路東至一-6 號道路 65 1742 聯外道路 

一-2 自計畫區西北端起至計畫區西南端止 30 2616 聯外道路 

一-3 西自一-2 號道路東至一-8 號道路 28～30 891 聯外道路 

一-4 自計畫區北端至二-1 號道路 30 1454 聯外道路 

一-6 北自一-1-65M 道路南至遠洋漁港區停十五 40 1647  

一-7 自遠洋港區廣三向東接台 17 省道 30 34 聯外道路 

一-8 西自一-3 號道路，東至一-9 號道路 40 1678 聯外道路 

一-9 北自計畫區東北角，南至計畫區東南角 40 1251 聯外道路 

一-10 北自一-8-40M，南至二-9-20M 40 91  

一-11 西自一-10-40M，東至一-6-40M 40 217  

二-1 自四-五號路南至近海漁港區市三 20 460 聯外道路 

二-2 近海港區北自一-3 號路南至工四、油(專)一 20 1140  

二-3 北自一-3 號路南至三-4 號道路 20 567 主要道路 

二-4 西自一-2 號路東至一-6 號道路 20 906 主要道路 

二-5 工二十四南側西自二-6 號路東至一-9 號道路 20 406  

二-6 北自廣三南至三-16 號道路 20 109  

二-8 北自一-6 號路西至綠十三 20 200  

二-9 北自三-16 號路南至機七 20 645  

二-14 西自一-2 號路東至一-4 號路 20 370  

二-15 北自 1-6 號道路南至港埠用地 20 118  

二-16 北自遠洋港區南至三-16 號道路 20 88  

註：表內道路長度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第五節 公共設施計畫 

本次通盤檢討後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面積檢討如表所示，各公

共設施，包含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市場用地、公園用地、廣場用地…
等，茲概述如下： 

一、 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 8 處，面積合計 11.908 公頃，其中機一供檢

查機構使用、機二供管理機關使用、機四供漁港管理所使用、機五

供安檢、檢疫所使用等單位所使用、機六供水上警察局或海巡機關

使用、機及機七供海岸巡防機關使用使用，機十一供警察局、消防

隊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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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用地 

(一) 國小用地 

依據鄰里單元規模及分布情形，共劃設國小用地一處，「文

小(一)」(興達國小)設於第三鄰里單元，面積合計 2.320 公頃。 

(二) 大學用地 

將計畫供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部分劃設為大學用地，面積

1.880 公頃。 

三、 市場用地 

(一) 批發市場用地 

共劃設一處，位於近海漁港區內，供漁貨起卸拍賣之用，

為港區漁業活動重心，面積合計 0.912 公頃。 

(二) 零售市場用地 

劃設零售市場用地二處，面積 0.678 公頃。 

四、 公園用地 

共劃設公園用地 9 處，面積合計 149.338 公頃；其中「公十」

及「公十二」分別位於遠洋漁港東側與北側進口處，為形塑入口意

象，己規劃為「興達漁港情人碼頭休閒園區」，為本特定區主要休

閒觀光景點之一；「公三」、「公十一」及「公十五」，則宜妥善利用

優美海域景觀資源，規劃為海濱公園，以供社區居民及遊客休閒遊

憩之用。 

「公十三」為濕地公園，「公十四」為原遊艇產業專用區，未

來將朝生態、休閒之機能使用。 

五、 兒童遊樂場用地 

於第三鄰里單元劃設鄰兒童遊樂場用地三處，面積合計 0.684

公頃。 

六、 綠地用地 

為達本特定區具有綠化、美化、防風、造景及隔離等多重效果，

共計劃設綠地 23 處，面積合計 17.44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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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體育場用地 

劃設體育場用地一處，面積計約 1.650 公頃，供興建體育設施

使用。 

八、 廣場用地 

共劃設廣場三處，分別位於「機二」西側、「戶一」東側、「戶

二」西側、「舢(專)」西側，面積合計 4.602 公頃。 

九、 停車場用地 

共劃設十處停車場用地，分別於港區週邊劃設八處，以提供近

海於港區及遠洋漁港區載運魚貨車輛及觀光人潮車輛停放，另於第

三鄰里單元劃設二處停車場，供一般車輛停放使用，面積合計 9.44

公頃。 

十、 變電所用地 

為便於電力供應之需要，於計畫區東側及近海漁港區北側各劃

設變電所用地一處，面積合計 0.730 公頃。 

十一、 污水處理場用地 

為有效處理港區及社區及各種廢水，分別於計畫區東南側湖內

排水溝出口處及外溝排水與茄萣大排水溝匯流處，二處面積合計

5.69 公頃。其中，「污一」之處理設備應加強至三級處理標準。 

十二、 自來水加壓站用地 

配合自來水供應需求，於計畫區東側邊緣劃設自來水加壓站用

地，面積 0.530 公頃。 

十三、 港埠用地 

將遠洋漁港區內之碼頭及整備場合併劃設為港埠用地，面積

7.515 公頃。其功能為提供船舶停靠、休息、保養、檢查、卸魚、

下水外，及停車與船具整備使用。 

十四、 電路鐵塔用地 

將機二北側現有台電公司高壓電塔劃設為電路鐵塔用地，面積

0.01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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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碼頭用地 

將近海漁港區現有漁港碼頭保留劃設為碼頭用地，面積 3.827

公頃。 

十六、 堤防用地 

計畫區內之堤防及西側現有海堤均予保留劃設為堤防用地，面

積 0.634 公頃。 

十七、 堤防用地兼供綠地使用 

計畫區西側為確保海岸線景觀及防護，劃設堤防用地兼供綠地

使用，面積 6.686 公頃。 

十八、 泊地 

將近海漁港區內漁船繫泊及操船之水面劃設為泊地，面積

25.201 公頃。 

 

表 4-3：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通盤檢討

前面積 

(公頃) 

檢討後

增減面積

(公頃)

檢討後

面積 

(公頃)

變更案

編號 
備註 

機關用地 

機一 0.440 0.440 興達漁港安檢所 

機二 0.165 0.165 供管理機關使用 

機四 0.970 0.970 興達漁港文化動力館 

機五 1.260 1.260 
供安檢、檢疫所使用等單位

所使用 

機六 1.120 1.120 海巡署 

機七 5.648 5.648 海巡署 

機九 3.765 -3.765 0.000變一 
遠洋漁業發展中心及漁村文

物館 

機十一 1.000 1.000 警察局、消防隊 

機 1.305 1.305 海巡署 

學校

用地 

國小

用地 
文(小)一 2.320 2.320 興達國小 

大學

用地 
文(大) 1.880 1.880 海洋科技大學預定地 

市場

用地 

零售

市場 

市一 0.198 0.198 興達港特定區公有市場 

市二 0.480 0.480   

批發

市場 
市三 0.912 0.912 興達港漁會漁貨處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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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明細表(續) 

項目 編號 

通盤檢討

前面積 

(公頃) 

檢討後

增減面積

(公頃)

檢討後

面積 

(公頃)

變更案

編號 
備註 

公園用地 

公一 0.375 0.375   

公三 2.317 0.000 2.317變二   

公九 5.690 5.690   

公十 2.710 2.710 情人碼頭公園 

公十一 2.200 2.200  

公十二 5.776 5.776 情人碼頭公園 

公十三 82.060 82.060 
原公 12 修正編號為公 13 

茄萣濕地公園 

公十四 45.600 45.600 茄萣濕地公園 

公十五 0.000 2.620 2.620變二  

兒童遊樂

場 

兒一 0.218 0.218   

兒二 0.217 0.217   

兒三 0.249 0.249   

綠地 

綠一 0.155 0.155   

綠二 0.335 0.335   

綠三 0.226 0.226   

綠四 0.713 0.713   

綠五 0.549 0.549   

綠十二 0.450 0.200 0.650 變一  

綠十三 1.840 1.840   

綠十四 2.220 2.220   

綠十五 1.830 1.830  情人碼頭公園景觀公園 

綠十六 4.530 4.530   

綠十七 0.130 0.130   

綠十八 0.140 0.140   

綠十九 0.337 0.337   

綠二十 0.262 0.262   

綠二十一 0.290 0.290   

綠二十二 0.130 0.130   

綠二十三 0.230 0.230   

綠二十四 0.280 0.280   

綠二十五 0.128 0.128   

綠二十六 0.142 0.142   

綠二十七 0.143 0.143   

綠二十八 2.060 2.060   

綠二十九 0.110 0.110   

體育場用

地 
體一 1.650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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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明細表(續) 

項目 編號 

通盤檢討前

面積 

(公頃) 

檢討後

增減面積

(公頃)

檢討後 

面積 

(公頃) 

變更案 

編號 
備註 

停車場用地 

停一 0.706 0.706   

停二 0.495 0.495   

停三 0.163 0.163   

停四 0.266 0.266   

停十一 0.740 0.740   

停十二 1.900 -1.900 0.000 變一  

停十三 2.389 2.389   

停十四 2.320 2.320   

停十五 1.315 1.046 2.361 變一  

廣場用地 

廣 0.046 0.046   

廣二 1.677 1.677   

廣三 2.178 2.178   

廣 0.701 0.701   

變電所用地 
變一 0.200 0.200   

變二 0.530 0.530   

電路電塔用地 電 0.012 0.012   

污水處理廠用地 
污一 2.970 2.970   

污二 2.720 2.720   

自來水加壓用地 自 0.530 0.530   

港埠用地 港 7.515 7.515   

碼頭用地 碼 3.827 3.827   

堤防用地 堤 2.579 2.579 變二  

泊地 泊 25.201 25.201   

合計 248.735 -1.799 24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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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計畫區第二階段變更內容之公共設施用地其事業及財務計畫詳

表 5-1 所示。 

表 5-1：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公共設施種類細

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 

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單位 

開發期程

(年) 

經費來源
徵

購 

市

地

重

劃 

撥

用 

區

段

徵

收 

其

他

土地徵

購費及

地上物

補償費

整地費及

工程費 
合計 

105-11

5 

遠

期

公園 
公三 2.317  － 3,476 3,476高雄市政府  編列預算 

公十五 2.62 － 已開闢完成 

綠地 綠十二 0.2004  － 160 160 農委會  編列預算 

停車場 停十五 1.094  － 875 875 農委會  

由土地所有

權人提供土

地，本市編

列預算興闢

道路用地 道 
0.341  － 1,023 1,023 農委會  

由土地所有

權人提供土

地，本市編

列預算興闢

3.819  11,457 11,457公路管理機關  編列預算 

堤防用地 0.494  － － － 高雄市政府  編列預算 

合計 10.8854－ － － － － - 16,991 16,991 － － － － 

註：1.土地徵收費用以每公頃 2,000 萬預估，整地費以每公頃 80 萬預估，道路用地工程費以每公頃 3,000 萬預估，公園用地工程

費以每公頃 1,500 萬預估，停車場、廣場、廣停、綠地之工程費以每公頃 800 萬預估，實際仍應視工程設計結果為準。 

2.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日期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3.面積不包括已開發之部分，經費估算不含拆遷補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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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各變更案內容示意圖



附件二-1 

變更案第一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核
定
編
號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一 

十
三 

十
四 

「停十五」停車
場用地(0.048) 

道 路 用 地
(0.048) 1.配合「興達港整體發展規劃

及漁港計畫修正」內容提列
變更案件。 

2.機九用地之需地機關農委會
水產試驗所已表明無進駐使
用計畫。 

3.管理機關國產局 100 年 8 月
1 日 台 財 產 局 改 字 第
1000023448 號函示「茄萣區
興達段 52-1、61 地號國有機
關用地(機九)，同意…變更
為乙種工業區」。 

4.調整機九以及周邊道路系
統，劃設一處工業區與南側
工(乙)一併作為遊艇相關產
業招商使用。 

5.配合工業區變更後之衍生交
通需求，劃設停車場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變更

為乙種工業區者，

於申請建築或變更

使用執照前，應完

成無償捐贈基地面

積 30%之土地予本

市，其捐贈標的優

先以變更範圍內停

車場用地為捐贈標

的，不足部分得以

變更範圍內其他之

公共設施用地予 

以補足負擔比例。

「機九」機關用
地(3.765) 

「工(乙)」乙種
工 業 區
(附)(1.663) 

「停十五」停車
場 用 地
(附)(1.094) 

道 路 用 地
(0.667) 

道 路 用 地
(附)(0.341) 

道 路 用 地
(1.5109) 

「工(乙)」乙種
工 業 區
(附)1.3105 

「綠十二」綠地
用地(0.2004) 

十
八 

十
七 

「停十二」停車
場用地(1.90) 

「工(乙)」乙種
工業區(1.90) 

 

變更案第一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附件二-2 

變更案第二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核

定

編

號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二 

二

十

三 

- 

濱 海 遊 樂 區

(附)(2.62) 

「公十五」公園用

地(2.62) 

原計畫附帶條件係於87年「變

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暨擴大都市計畫

範圍)」案中，變更非都市土地

為濱海遊樂區、保護區、停車

場、公園、堤防、道路，並附

帶條件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

發。後於「變更興達港漁業特

定區計畫(配合茄萣海岸防護

改善工程)案」變更部分堤防用

地、公園用地、保護區為堤防

用地兼供綠地使用，故本案針

對歷次異動後剩餘之整體開發

區進行檢討。考量本案可建築

用地僅有濱海遊樂區，整體公

共設施比例達 69.29%，其開發

誘因偏低，且濱海遊樂區權屬

為公有，現況做為綠美化之使

用，故予以調整濱海遊樂區為

公園用地，解除整體開發方

案，其餘分區取消附帶條件之

規定。 

 

「公三」公園用地

(附)(2.317) 

「公三」公園用地

(2.317) 

堤 防 用 地

(附)(0.494) 
堤防用地(0.494)

道 路 用 地

(附)(3.104) 
道路用地(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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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案第二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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