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都  市  計  畫  法 

 

 中華民國二十八年六月八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三十二條 

 中華民國五十三年九月一日總統令修正公布全文六十九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劃之均衡

發展，特製定本法。  

第二條 都市計劃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

定。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都市計劃，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都市生活之經

濟、交通、衛生、保安、防空、文教、康樂等重要設施作有計

劃之發展或指導而言。  

第四條 都市計劃之地區範圍，應依據現在及既往情況，並預計二十

五年內之發展情形決定之。  

第五條 直轄市及市縣（局）政府對於都市計劃範圍內所需之土地，

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都市建設之使用。  

第二章 都市計劃之擬定、變更、公布、實施 

第六條 都市計劃分為左列四種：  

一、市（鎮）計劃。  

二、鄉街計劃。 

三、特定區計劃。  

四、區域計劃。  

第七條  左列各地方應擬定市（鎮）計劃：  



一、首都、直轄市。 

二、省會、省轄市。 

三、縣（局）政府所在地、鎮公所所在地。 

四、其他經內政部或省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市（鎮）計劃之

地區。  

第八條 左列各地方應擬定鄉街計劃：  

一、鄉公所所在地。 

二、人口集居五年前已達二千，而在最近五年內已增加三分之

一以上之地區。  

三、人口集居達二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佔就業總人口百分之

五十以上之地區。  

四、其他經省縣（局）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鄉街計劃之地區。  

第九條 為發展工業或為保持優美風景或因其他目的而劃定之特定

地區，應擬定特定區計劃。  

第十條 左列各地區得擬定區域計劃：  

一、以首都、直轄市、省會或省轄市為中心依地理形勢所劃定

之地區。 

二、跨越兩個省、市、縣（局）、鄉鎮以上有關聯性之重要設

施須訂定計劃之地區。  

三、為合理分佈工業區位，便於開發資源或保持資源須訂定計

劃之地區。  

四、其他經內政部或省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區域計劃之地

區。  

第十一條 都市計劃由各級地方政府，或鄉鎮公所依左列之規定擬定

之：  



一、市計劃由市政府擬定，鎮（縣轄市）計劃由鎮（縣轄市）

公所擬定，必要時得由縣（局）政府代為擬定。  

二、鄉街計劃由鄉公所擬定，必要時得由縣（局）政府代為擬

定。  

三、特定區計劃由省縣（局）政府擬定。  

四、區域計劃由計劃地區範圍內各該有關地方政府會同擬定

之；但其範圍未逾越省境或縣（局）境者，得由省政府或

縣（局）政府擬定之。  

第十二條 特定區計劃及經內政部指定應擬之區域計劃，必要時得由

內政部訂定之。經內政部或省政府指定應擬之市（鎮）計劃 

或鄉街計劃必要時得由省政府代為擬定之。  

第十三條 依本法擬定都市計劃時，得先行劃定計劃地區範圍，依第

十六條第十八條之規定，報經核定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禁

止在計劃地區範圍內之全部或部分從事新建增建，或其建築

物增高在二公尺以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  

   前項禁止期間，視計劃地區範圍之大小定之；但不得超過

兩年。  

第十四條 都市計劃應擬訂主要計劃，表明左列事項，並應繪製主要

計劃圖及編具說明書：  

  一、當地自然、社會及經濟狀況之調查與分析。  

  二、計劃之地區範圍。  

  三、人口計劃。  

  四、住宅、商業、工業等土地使用分區之配置。  

  五、主要道路及排水系統。  

  六、公共設施保留地。  

  七、名勝、古蹟及具有紀念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築。  

  八、實施進度及經費。  



  九、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前項各款應儘量以圖表表明之；其第四款至第六款之詳

細規劃，應另訂細部計劃。  

第十五條 都市計劃擬定呈報後，應由當地市縣（局）政府將主要計

劃圖及說明書於各該市縣（局）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

所在地公開展覽三十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

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上級政府提出意見，作

為核定各該都市計劃之參考。  

   由省政府或縣（局）政府代為擬定之市（鎮）（縣轄市）

計劃或鄉街計劃，應先徵求當地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

所之意見以供參考，並應於擬定後公開展覽之。  

第十六條 都市計劃擬定後，依左列規定分別層報核定之：  

一、市計劃及縣（局）政府所在地之鎮（縣轄市）計劃由內

政部核定，轉報行政院備案。  

 二、非縣（局）政府所在地之鎮（縣轄市）計劃及鄉街計劃

由省政府核定，轉報內政部備案。  

 三、特定區計劃及第十條第三款、第四款之區域計劃，視其

情形分別由內政部或省政府核定，轉報行政院或內政部

備案。  

 四、第十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跨越兩個省、市、縣（局）以上

之區域計劃由內政部核定，轉報行政院備案。  

 五、第十條第二款跨越兩個鄉、鎮（縣轄市）以上之區域計

劃由省政府核定，轉報內政部備案。  

     內政部對都市計劃之核定或備案應會同關係機關為之。  

第十七條  省政府依第十二條之規定代為擬定之市（鎮）（縣轄市）

計劃或鄉街計劃，仍應由當地市縣（局）政府，依第十六

條之規定層報核定。  



第十八條 都市計劃經核定後，應由當地市縣（局）政府於接到核定

公文之日起三十日內，將主要計劃圖連同說明書於顯著處所

及實施該都市計劃之市鄉鎮（縣轄市）公所，重要地段或通

衢要道分別公布實施，並應經常保持清晰完整。               

內政部訂定之特定區計劃及區域計劃，層交當地市縣（局）

政府依前項之規定公布實施。  

第十九條 依本法擬定區域計劃時，應配合已公布實施之有關市（鎮）

（縣轄市）計劃，鄉街計劃及特定區計劃。區域計劃公布實

施後，在其計劃地區範圍內擬定或變更市（鎮）（縣轄市）

計劃，鄉街計劃或特定區計劃時，不得違反該區域計劃。  

第二十條 都市計劃經公布實施後，有左列情事之一時，當地市縣

（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行變更

都市計劃：  

一、因軍事、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

受損壞時。  

 二、為適應地方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三、為配合中央或省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四、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前項都市計劃之變更，上級政府得指定當地市縣（局）政

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代為變更之。  

第二十一條 都市計劃經公布實施後，當地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

轄市）公所如須變更時，應檢同變更計劃圖及說明書依第十

五條、第十六條、第十八條之規定辦理。  

   由上級政府代為變更之都市計劃，仍依前項之規定辦理。  

第二十二條 都市計劃經公布實施後，當地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

轄市）公所，應配合實際發展需要及地方財力，分期分區擬



定細部計劃及事業計劃。細部計劃應與地籍圖合併套繪，並

編具說明書。  

   前項細部計劃亦得由土地權利關係人自行擬定，呈請當地

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核辦。  

第二十三條 細部計劃之擬定與變更，除首都、直轄市及省轄市應報

由內政部核定實施外，其餘一律由該管省政府核定實施，轉

報內政部備案。細部計劃並應依第十八條規定公布之。  

第二十四條 都市計劃經公布實施後，每五年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

並依據發展情況作必要之變更。  

   土地權利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之利用，並得申請當地市縣

（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為都市計劃之變更。  

第二十五條 土地權利關係人自行擬定細部計劃或申請為都市計劃

之變更遭受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拒絕時，

得向其上級政府請求處理。  

第二十六條 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為訂定、

擬定或變更都市計劃或細部計劃，得派查勘人員進入公私土

地內實施勘查或測量；但應事先通知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為前項之勘查或測量，如必須遷移或除去該土地上之障礙

物時，應事先通知其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其所有權人或使用

人因而遭受之損失，應予適當之補償。補償金額由雙方協議

之，協議不成，由當地市縣（局）政府呈請上級政府予以核

定。  

第二十七條 都市計劃地區範圍內公園、兒童遊樂場、市場及公用事

業，當地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認有必要時，

得獎勵私人或團體投資辦理，並准收取一定費用，其收費標



準，依各該事業有關之法令規定辦理，無法令規定者呈請上

級政府核定其收費標準。  

第二十八條 獲准投資辦理都市計劃事業之私人或團體在事業上有

必要時，得適用第二十六條之規定。  

第三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第二十九條 都市計劃得劃定住宅、商業、工業等使用區，並得視實

際情況，劃定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  

第三十條 住宅區，應以里鄰單位予以劃定。工業區與住宅區之相關

位置應配合當地常年風向。工業區與住宅區之間，應以綠帶或

主要道路隔離之。  

第三十一條 都市計劃地區範圍之邊緣，應視地理形勢保留農業地

帶，並限制其無關農業之建築使用。  

第三十二條 住宅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不得有礙居住之寧靜安

全或衛生。  

第三十三條 商業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不得有礙商業之便利。  

第三十四條 工業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以供工業使用為主；但具有危險

性之工廠應就工業區內特別指定地點建築之。  

第三十五條  其他使用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以供其規定目的之使用為

主。  

第三十六條 特定專用區內土地及建築物，不得違反其特定用途之使

用。  

第三十七條 對於都市計劃各使用區及特定專用區內土地及建築物

之使用，基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留空地之比率及建築物之高



度、構造、設備暨防空設施之規劃，直轄市或省政府得依據

地方實際情況作必要之規定。  

第三十八條 都市計劃經公布實施後，應依建築法之規定實施建築管

理；但非縣（局）政府所在地實施鎮計劃及鄉街計劃之地方，

對於管制土地使用分區及核發建築許可，應予簡化，其辦法

由內政部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第三十九條 都市計劃公布實施後，其土地上原有建築物不合土地使

用分區規定者，除准修繕外，不得增建及改建。當地市縣（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認有必要時，得斟酌地方情形限

期令其變更使用或遷移；其因變更使用或遷移所受之損害，

應予適當之補償，補償金額由雙方協議之，協議不成，由當

地市縣（局）政府呈請上級政府予以核定。  

第四章 公用設施保留地 

第四十條 都市計劃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列公共設

施保留地：  

  一、道路、公園、綠地、廣場、兒童遊樂場、民用航空站、

停車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  

 二、學校、社教機構、體育場、市場及機關用地。  

 三、上下水道、郵政、電信、變電所及其他公用事業用地。  

 四、本章規定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第四十一條 道路系統、停車場所及加油站，應按土地使用分區及交

通情形與預期之發展布置之，公路通過實施都市計劃之區域

者，應避免穿越市區中心。  



第四十二條  公園、綠地廣場及兒童遊樂場，應依計劃人口密度及自

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佔用土地

總面積不得少於全部計劃面積百分之十。  

第四十三條 市區飲用水以自來水為原則，其未能設備自來水者，其

飲用水源應有衛生管理之規定。  

第四十四條 市區飲用水源地域，不得有排水溝渠之灌注及妨害水源

清潔之設置。  

第四十五條 中小學校、市場、郵電、衛生、警所、消防、防空等公

共設施，應按里鄰單位及居民分佈情形適當配置之。  

第四十六條 殯儀館、公墓、墳場、火葬場、屠宰場、煤氣廠、污水

處理廠及垃圾處理場等，應於都市計劃地區範圍邊緣之適當

地點設置之。  

第四十七條 依本法指定公共設施保留地，不得為妨礙都市計劃之使

用；但在興辦公共設施前得繼續為原來之使用。  

第四十八條 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得依法予以徵收；但徵收

地價之補償應按照市價。  

第四十九條 前條公共設施保留地徵收之期間，不得超過五年，逾期

不徵收，視為撤銷；但有特殊情形，經上級政府之核准得延

長之，其延長期間，至多五年。  

第五十條 都市計劃地區範圍內，各級政府之公有土地，必須配合都

市計劃予以處理；其為都市計劃公共設施保留地者，由當地

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於興建公共設施時，

依法辦理撥用，該項預定地上如有改良物時應予補償。  



第五十一條 獲准投資辦理都市計劃事業之私人或團體及原由政府

興辦而移轉由私人或團體經營者，所需用之公共設施保留

地；其屬公有者，得申請按照市價讓售；其屬私有者，得申

請該管市縣（局）政府代為按照市價收買之。  

第五章 舊市區之改造與新市區之建設 

第五十二條 都市計劃經公布實施後，當地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

轄市）公所因衛生上、安全上之理由，必須拆除雜集之窳陋

建築或貧民區時，得依據都市計劃劃定改造地區範圍，擬訂

改造計劃，實施逐步整建或徙置原居民為全地區之重建。  

   前項改造計劃應包括事項，由內政部定之。  

第五十三條 前條改造地區範圍及改造計劃之擬定、報核與公布，應

分別依照第十五條、第十六條、第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辦

理，於公布實施後，並應禁止不合改造計劃之建築。  

第五十四條  當地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為實施舊

市區之改造計劃，得對位於改造地區範圍內之土地及其建築

物實施徵收或區段徵收；其地價之補償應按照市價，遷移費

及建築物之補償，由當地市縣（局）政府估定之。  

   前項改造地區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如願依照政府改造計

劃及規定期限自行改建者，得免予徵收其土地及建築物。  

第五十五條 當地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

徵收土地及建築物後，應依照公布實施之改造計劃，拆除原

有建築物或障礙物，平整基地，興修公共設施，實施重建或

將基地售與私人或團體，依照改造計劃限期實施重建，售得

價款全部撥充徵收補償及興修公共設施費用，不得移作他

用。  



   前項私人或團體未依限期實施重建，亦未呈准延期者，由

當地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按原出售價格收

回其土地，再行依前項之規定予以處理。  

第五十六條 國民住宅興建計劃應與當地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

轄市）公所實施之舊市區改造計劃力求配合，國民住宅年度

興建計劃中，對於廉價住宅之興建，應規定適當之比率，並

優先租售與舊市區改造地區範圍內應予徙置之居民。  

第五十七條 都市計劃經公布實施後，當地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

轄市）公所應儘先實施新市區之建設，並應先行完成主要道

路及上下水道等公共設施。  

第五十八條 新市區建築地段，當地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

公所應實施區段徵收或辦理土地重劃，並配合興修公共設

施，興修公共設施之費用應徵收工程受益費。  

   重劃地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公園、綠地、廣場等所需

土地，由該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益比例共同負

擔，其餘土地於重劃後，依各宗土地原定地價數額比例分配

與原所有權人。  

   前項土地重劃及分配，應由當地市縣（局）地政主管機關

通知原所有權人限期登記，逾期得逕為辦理土地登記，通知

土地權利人換領土地權利書狀。  

第五十九條 當地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為辦理前條

土地重劃，應劃定重劃地區，擬定重劃計劃，依第二十三條

之規定報請核定公布實施之。  

   前項土地重劃計劃，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內，重劃地區內

土地所有權人有半數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除公有土地



外，超過重劃地區內土地總面積一半者表示反對時，當地市

縣（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重行報請核定之。  

第六章 組織及經費 

第六十條 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為審議都市

計劃及監督都市計劃之實施，應分別設置都市計劃委員會辦

理之。  

   都市計劃委員會之組織，由行政院定之。  

第六十一條 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設置經

辦都市計劃之專業人員，並應於年度預算中編列必要之經費

辦理調查、測繪、設計、公布及督辦等事項。  

第六十二條 因實施都市計劃而廢置之道路、公園、綠地、廣場、河

道、港灣原所使用之公有土地及接連都市計劃地區之新生土

地，由實施都市計劃之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管理使用，依法處分時所得價款得以補助方式撥供當地實施

都市計劃建設經費之用。  

第六十三條 市縣（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實施都市計劃所

需之事業經費，應以依法徵收之工程受益費充之；其上級政

府得視其徵收數額之比例酌予補助。  

   中央或省政府對於依本法實施舊市區改造之地方，應從寬

補助其所需經費。  

第六十四條 省、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為辦理都市計劃事業，得發

行公債。  

   前項公債之發行，另以法律定之。  

第七章 罰則 



第六十五條 在都市計劃地區範圍內建造或使用建築物，採取土石、

變更地形違反本法之規定及各級政府基於本法所頒布之命

令時，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命令其立即拆

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復原狀。  

第六十六條 不遵前條規定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復原狀者，得

處六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三千元以下之罰金。  

第八章 附則 

第六十七條 都市計劃經公布實施後，其實施狀況，當地市縣（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於每年度終了一個月內編列報

告，分別層報上級政府及內政部備查。  

第六十八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各省或直轄市政府依當地情形訂定，

送內政部核轉備案。  

第六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