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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 

    台灣在這近半世紀以來的都市發展相當迅速，然而，新市鎮的不斷開

發及進步，或者是舊市鎮本身未做完整的規劃，均會導致舊市鎮的人口外

移以及舊市鎮的衰微。台灣各城鎮有許多需要都市更新的地方，更進一步

地說明，不僅僅只是將舊市容從新整頓，更應該是一種與新世代接軌之經

濟、社會、交通、政治等多方面的「都市再生」。就此一觀點來看，臺中

市中區便是十分需要都市再生的一個區域。 

    中區為臺中市市中心，不僅是交通樞紐，更成為為商業重鎮，繁榮的

景象永久不褪。但是，近年來因為商業型態的改變、道路狹窄難行，以及

新舊建物零散發展，亦無完善之公共建設等因素，使其發展上面臨停滯之

狀態。此外，臺中市近年來重劃區之發展，郊區、新型態商業店家的出現、

文教區的轉移等，導致中區商機逐漸沒落，人口逐漸外移。 

    臺中縣市已通過合併升格直轄市改制案，合併後臺中市為核心都市，

中區之地理位置為核心都市中之核心，並擁有發展已久的經濟、人文、交

通等面向，這是應該被重視，並且善加維護以及作一套完善的通盤措施。

本研究主要探討臺中市中區之都市再生，對於其都市發展歷史悠久的市

鎮，要如何審慎設計一套良好的發展機制，以「都市再生」的理念帶入，

使得中區不僅僅只是城市外貌的改變，更是在經濟、社會、交通等面向均

能有完善之機制。 

 

關鍵詞：都市再生、臺中市中區、都市更新、都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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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將對於本研究為何針對臺中市中區之發展並希望其能以都市再

生之方式在其都市發展上能有所突破目前之困境，進一步均衡臺中市之人

口發展與商業活動，以冀達到都市均衡發展之效。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年來，臺中市都市發展迅速，人口亦破百萬，臺中市在屯區等地之

新市鎮開發與市地重劃上之都市發展相當完善，卻忽略了老舊市中心之維

護與更新。臺中市中區便是一個屬於老舊市中心之地區，雖固有其地理位

置之優勢、歷史悠久之發展等在都市發展上所占有之重要地位，但卻因為

新市鎮與市地重劃等政策方案上的忽視，加上人口外移嚴重、產業結構失

衡造成商機減低等因素，使得中區日漸衰落。是故，希冀藉由本研究之探

討能引起民眾與政府對於中區之重視，期待中區恢復往日之風采。 

 

壹、研究動機 

 

    近幾十年來，全世界都市計畫的焦點都放在「回到市中心」以及「追

求都市品質」上，而從臺灣目前之人口與經濟之成長狀況來看，臺灣的都

市發展政策也應該以「更新主義」取代「擴張主義」。（都市更新發展研究

基金會，1999：22）都市更新亦不僅只是表面地將老舊房子剷除、建造新

建築物的方式，而是應該加以調整整個都市的結構，例如：在交通、經濟、

社會等方面著墨。其中「都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的觀念頗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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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理念，在此，用都市再生的想法改造被時代所排擠的老舊都市中心。 

    臺中市中區便是相當符合「都市再生」理念的區域。中區本身都市發

展歷史十分悠久，康熙六十年（1721 年）總兵藍廷珍招墾，乾隆二十五年

（1760 年）續修之「臺灣府志」中，已稱為小市，可推測其已形成街市，

中區此時稱之為「大墩街」。同治十二年（1873 年），因西屯之西大墩街已

形成，遂改稱為「東大墩」。而東大墩街的歷史演進，使其由日用雜貨與

農產品加工之工商機能，兼具若干宗教與軍事機能，加上其位於臺中盆地

各聚落之中心位置，亦有良好之交通機能，日據時代終於迅速發展，成為

中部地區之首邑。 

    中區本身占有地理位置之優勢，加上在歷史演進上可以清楚地知道，

從日據時代，甚至是早至清朝統治時期，便對中區採取許多建構其成為都

市之政策。中區在這樣的影響之下，都市的形成比其他中部地區幾乎可說

是跑在前頭的，因為被建構成為市中心商業區，資源勢必比其他地方還要

來得豐富。 

    臺中市中區都市奠基期便是日據時代，在日據時代對臺中有多次都市

計畫，如：明治三十三年（1900 年）所進行的「市區改正」、明治四十二

（1909 年）年之「行政區劃重新調整」、明治四十四年（1911 年）「臺中廳

告示第一百七十八號」所公佈之市區改正設計大要等，都在在顯示出日據

時代便已開始實施都市計畫之雛形。由歷史的演進看中區，可以知道中區

所占有的重要角色，一直延續到戰後時期。近年來卻因為中區本身之都市

機能一直處於衰落的狀態，但是竟然未有一套完善之措施，導致其喪失了

重要地位。 

    對於一個在歷史地位上有著長期地演進，且擁有交通發達便利，加上

地理位置之優勢的一個都會區中心地區，卻因為政府在政策上選擇開發新

市鎮、市地重劃，反而不去在意一個固有的都市發展地區所應該被關注、

重視的政府，亦或是民間私人合作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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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揭研究主題之發展背景，復有以下之研究動機，可分為： 

一、對於臺中市中區都市衰敗的再生，深感疑惑。 

二、對於臺中市中區都市再生具有使命感，希望找到解決的途徑。 

三、對於政治、經濟等在都市發展上的應用，具有實用性之期許。  

 

貳、研究目的 

 

臺灣的都市發展歷史並不像其他主要國家般經歷長時期的發展歷程，

卻也持續地遭遇到舊市區環境品質開始惡化的問題。「都市再生」之議題

是近年來才發展出來的新興議題，對於一般大眾對其並未有充分地了解。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針對臺中市中區現有之都市問題加以探討，從其

交通、社會、經濟、治安等面向做一整合的說明。臺中市中區擁有十分悠

久的歷史背景，從日據時代的繁榮景象，到現今卻成為老舊都市、人口嚴

重外移的現象，其原因為何？且是否能夠充分利用都市再生的觀念，將臺

中市中區改造成為一個雖非新興都市，卻擁有完整機能，且同時具備悠久

文化歷史背景的都市區塊。 

    臺中市近年來講求與全球接軌，在全球化和全球在地化的衝擊下使得

政府單位留意其本身地方政府該做些特色的改變。臺中市原有「文化城」

之美譽，但是這些年來臺中市的治安；尤其是色情行業林立。臺中市中區

也在這種時間、空間相激盪之下，形成中區流鶯等情色行業非但沒有減

少，反而有所增加的趨勢。此外，因為中區遊樂宵夜場所聚集比例高於其

他區域的情況下，中區的治安也變得難以掌控，加上中區本身固有的居民

減少，而流動人口大於固有居民，臺中市本身的人口逐年增加，但中區的

人口比例上卻在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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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中區本身行政區域面積只有 0.8803 平方公里，十分狹小。雖然

中區面積小於其他行政區域非常多，但中區位屬市中心，四通八達的便利

交通、同時擁有悠久的歷史人文、自然資源。本研究便是希冀能夠利用臺

中市中區本身有利之歷史條件，加上國內外都市再生分析之理論，以及都

市再生成功之案例，以診斷和評估中區本身都市再生的可能性，使得中區

能夠因為都市再生這樣的想法及作法使中區能夠浴火重生，重返重要行政

區域的地位。臺中市中區是一個適合「都市再生」觀念、理論的一個市鎮，

能夠利用都市再生這樣的方式整治臺中市中區，為其開創另外一個新方

向。其研究目的如下： 

一、研究臺中市中區都市衰敗關鍵因子。 

二、探討臺中市中區都市再生之策略。 

三、分析台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後，原臺中市成為核心都市，而中  

    區在核心都市所具有之角色與功能。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佐以深度訪談之方式將本研究之研究方向與內

容作一明確之說明，同時，藉由研究架構的呈現將本研究之主要方向清楚

地了解，亦能使本研究之目標與意涵完整表達。 

 

壹、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乃是指涉資料蒐集與處理資料得手段，以及其進行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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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及技術，亦即指蒐集與處理資料的方法而言，而通常社會科學研究

方法可分為「量化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和「質化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本研究主要以質化研究方法為主，質化分析是指以非數量化的

方式檢驗或詮釋觀察的現象，藉以闡揚事物間的因果關係。 

    本研究以質化為取向，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進行相關文件資料的蒐

集，以及輔以深度訪談： 

 

一、文獻分析法 

    透過蒐集與研究相關的期刊、文章、書籍、論文、專書、研究報告、

政府出版品及報章雜誌等資料，進行資料的比較與分析，以了解在其他國

家行之有年的都市再生是如何評估及如何作為。本文研究所採取的文獻分

析法(literature review)，欲蒐集與題目相關之中外文獻資料進行分析，包

括：國外都市計畫較為經驗豐富國家之專書、期刊、論文等，進而縮小範

圍至都市再生方面等相關資料，以及國內在都市計劃領域之專書、期刊以

及論文。國內外專業知識觀念加上實際施行之經驗，透過文獻內容的分

析，瞭解本文所欲探討的實際情況，亦其可施行之辦法。 

 

二、深度訪談 

    訪談是指二個人以上的交談，其要件是至少有一位以上的訪談人；以

及一位以上的受訪者。簡單地說，就是「面對面的言辭溝通，其目的在其

中的一方企圖了解他方的想法與感觸等」。因此，深度訪談(in-depth 

interview)是「有一定目的，且集中於某特定主題上的」對話(Mishler，1986：

9)。質性研究中的訪談之優點在於可以學到所看不到的，而訪談的過程不

是一成不變的，可隨受訪者不同，互動亦有不同（莊明貞、陳怡如譯，2006：

111）。訪談法可分為「非結構式」、「半結構式」，以及「結構式」訪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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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半結構式」訪談法之對象可以是個人或是團體，個人訪談法即為深

入訪談法（胡幼慧，1996：150），其深入之方式係將特定之議題深入探訪，

使研究者能夠較為深入了解特定之議題。 

    本研究與臺中市中區區公所區長林宏儒先生，以及臺中市政府都市發

展處都市更新科專員王義勇先生作深度訪談，希望能夠藉由對於臺中市中

區有深度了解的兩位專家，能以進行深度訪談之方式以獲取寶貴的資料。

學者Miller and Crabtree（1999）指出質性研究的資料蒐集方式，主要可經

由觀察、錄製及訪談三種方式取得；莫藜藜（1992）指出，質化研究有很

多種，包括：檔案記錄、觀察摘要、非正式訪談、深度訪談，以及其他對

話等。其中深入訪談法式是一種蒐集資料的基本策略，在深度訪談的過程

中會儘可能使用最少的提示和引導問題，鼓勵在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裡，

針對訪談主題儘可能談論自己的意見。 

    本研究於2008年3月21日與2009年3月2日分別與臺中市中區區公所區

長林宏儒先生於臺中市中區區公所，以及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科專員王義

勇先生於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科分別作深度訪談，將本研究相關問題與之

探問。 

    本研究之深度訪談內容綱要如下： 

Q1.臺中市中區的發展遠景為何？ 

Q2.臺中市中區的都市計畫何時發佈？ 

Q3.臺中市中區的都市發展瓶頸為何？ 

Q4.臺中市中區的都市更新可行性如何？ 

Q5.臺中市中區的都市更新計畫方案如何？ 

Q6.臺中市中區的都市再生成功率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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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臺中市中區的發展休閒娛樂事業的方案如何？ 

Q8.臺中市中區的發展休閒娛樂事業的配套措施為何？ 

 

貳、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架構是探討研究方法如何蒐集資料而來，透過分析文獻內容

以及臺中市中區本身的都市型態及其所具有之都市問題診斷出原因，進而

評估中區都市再生的可行性。 

    將都市本身視為一個有機體，隨時可以因為任何一個因素而造成都市

型態的改變。是故，本研究將中區之都市型態以圓型之圖型型態來描繪都

市為一個會因其他因素而影響之有機體；而其他任何之外在因素便以方型

作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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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都市

型態 

歷史演進 

地理位置 

生活方式 

都市模式 

中區都市問題屬性

 衰敗因子   障礙因子

中區都市再生策略可行性評估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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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不可能十全十美地完善地將每一層面與方向全都納入考量，加上

若要完全將因素納入則在財務上必須支付相當龐大之費用與人力之付

出。是故，在本研究撰寫過程中必須將研究之範圍訂出，亦有其限制存在。 

 

壹、研究範圍 

 

    首先，本文將以都市再生的理論為研究之出發點，深入了解都市再生

理論之基礎，諸如：都市計畫法規、發展契機、土地利用等，再藉由國外

行之有年都市再生的政策、計畫，檢視臺中市中區的都市再生之可行性。

不僅只是在都市再生方面深入了解，並且就中區本身之都市型態及其都市

問題作一全方位的了解：歷史演進、中區區位、生活模式、都市模式等，

以及其都市問題之關鍵因子為何？對中區都市再生之可行性作一個通盤

性的評估。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限於經費、時間、人力等因素在研究上有些許限制： 

一、本研究大部分僅就理論及文獻探討等質化分析上著墨，缺乏量化 

方面之資料，使得資料上有所欠缺周全之處。 

二、在受訪對象方面，因為臺中市中區流動人口眾多，故本研究僅就

行政官員方面做深入訪談，而略去中區居民之訪談，缺乏田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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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之資料，此方面之不足，難免造成無法作為最完整之考量。 

 

第四節  相關文獻探討與重要名詞詮釋 

 

    都市再生在我國雖然不是一個相當被了解意思之作為，而都市再生之

方式與意義為國外原創，我國將其吸收之後再加以闡釋與作為。是故，在

國外之文獻探討上，將都市再生之意涵與其在國外之發展與作為，在文獻

上作一分析探討與了解；以及在我國都市發展上之專家學者之專書所下的

定意義予以了解現今我國在都市再生詞意上之解釋與作為方向為何。 

 

壹、相關文獻探討 

 

    都市再生一詞在國內屬新興名詞，源自翻譯國外名詞而來，故國外都

市再生之相關文獻之分析、探討是必要的。首先必須界定都市再生之定

義，因都市再生源自於翻譯國外名詞而來，故其定義必須清楚；再者，國

外在都市計劃此塊區域行之有年，如：美國、英國、日本等，但在臺灣，

雖然日據時代便開始對於臺中市中區有「市區改正」等都市計劃，但都市

再生之範疇卻少有，僅能就臺灣少許曾經採取都市再生之城市，如：臺北

等計畫內容書做為國內相關文獻之探討。 

    臺灣在都市再生方面的作為雖然尚未豐富，但都市再生在國外卻是行

之有年，故取經於國外之文獻探討便占大宗。當中，國外都市再生計畫也

區分相當多種，經驗豐富國家如：美國、日本、英國等，在當地之作為也

都不盡相同，每個不同的計畫和實施方向都不盡相同，所希冀達成之目的

亦不同，以至於中區都市再生較為符合哪種都市再生模式，便需要深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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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及了解。 

    都市更新在國外發展歷史較為臺灣悠久，尤其是以美國、英國以及日

本等國家最為經驗豐富。在國內而言，1968 年 12 月 6 日成立「中華民國

都市計劃學會」，然而，國內都市更新發展歷史並無國外如此悠久，亦缺

乏有關單位及機關的情形下，在 1998 年 3 月 7 日，為配合行政院「都市

更新方案」，因此「財團法人都市更新研究發展基金會」（Urban Regeneration 

R&D Foundation）便在此刻成立，以基金會支中英文對照，便不難發現，

都市更新與都市再生的用法再一次地被相互運用。在都市更新這塊領域

中，因為缺乏相關的經驗，故在取材上便以國外都市更新之文獻為主，探

討國外有關都市更新，更精確地說，是以「都市再生」的方式呈現。 

 

一、相關專書 

    楊裕富（1990）在《都市計劃》一書中探討英國、美國、日本、德國

以及法國等在都市計畫領域發展悠久，及其作為和發展過程，對於這些國

家之都市計畫和發展都市更新之轉折能夠有所了解。 

    財團法人都市更新研究發展基金會（1999）之《邁向二十一世紀都市

更新研討會---大會實錄》一書中，藉由研討會的形式，將在都市更新領域

有所作為之學者專家的想法及實際作為能夠做一探討。學者專家對於都市

更新之不同面向發表意見，在書中能夠概略地了解國內外都市更新的想法

及發展過程。 

    財團法人都市更新研究發展基金會（2002）所發行之《都市更新魔法

書：實現改造城市的夢想》一書中，將都市更新之基礎概念與作為作一探

討，對於都市更新之步驟與計畫之概念能有更加概念性之了解。 

    陳明竺（2005）在《都市設計》一書中探討都市更新的緣起、理論，

包括國內外都市更新沿革之概略，將都市更新之緣起、定義與作為做一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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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對於都市更新影響之因素也做一描述，對於都市更新的觀念能夠有概

略性的了解。 

    內政部（2005）所召開之「2005 都市更新國際研討會－都市更新-十

線城市永續發展新願景」後所發表之大會實錄一書中請英國都市發展與都

市更新之專家參與討論，其中，將英國目前都市更新之目標與都市更新之

歷程均有提出。 

    Jim Berry、Stanley McGreal & Bill Deddis（1993）所編輯之《Urban 

regeneration: property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一書中摘錄都市更新之

專家學者對於歐洲、英國等地之都市再生之財政、政策等方案之文章。 

    Joe Ravetz（2000）在《City-Region 2020》一書中則對於英國曼徹斯特

地區之都市現況以及都市更新等思維，對於英國曼徹斯特地區的都市發展

過程即未來展望能有通盤的了解。 

    Peter Roberts（2002）在《Urban Regeneration》一書中對於都市再生

之概括、主要議題以及經驗等做一豐富且詳細的說明，使得本研究能夠對

都市再生之定義與目的以及作為等都能夠有所了解。 

     

二、相關論文 

    有關「都市再生」或者是都市更新相關詞語之論文，依時間列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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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相關論文一覽表 

編號 時間 作者 論文題目 對於本研究之參考價值 

 

1 

 

1996 

 

胡芳瓊 

 

運用公私合夥方式推動市中心

再發展之研究 － 以臺南市西

門市場為例 

在市中心再發展政策上如

何運用公部門本身之決

策，或者是以公私合夥之方

式，反饋至都市本身。 

 

2 

 

2000 

 

張立立 

 

都市再發展評估指標建構之 

研究 

有關於都市再發展之理論

發展及如何運用並建立評

估之指標的理論基礎。 

 

3 

 

2000 

 

孫千智 

 

市中心再發展理念與執行機制

演變之研究 

尤其是以市中心再發展之

理念以及執行機制之演變

來說明政策、作為等對於一

個地區所帶來之影響，尤其

對於臺中市中區而言，本身

便是一個屬於市中心且需

要再發展之地區。 

 

4 

 

 2003 

 

林佑璘 

 

臺北市實施都市更新歷程及 

影響之研究 

臺北市在都市更新事業上

之耕耘一直位於龍頭之地

位，故其可能發生或如何解

決之歷程皆是中區在都市

再生上所必須借鏡的。 

 

  5 

 

 2003 

 

溫博煌 

臺中市舊市中心區再發展目標

與策略之研究－分析階層 

程序法之應用 

以市中心區（CBD）的方式

來探討其再發展之目標、策

略為何，且行動方案應如何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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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相關論文一覽表(續) 

編號 時間 作者 論文題目 對於本研究之參考價值 

 

6 

 

 2005 

 

方迺中 

都市再生與閒置空間再利用 

策略之研究 

對於都市再生之歷史演進

及國外在都市再生上發展

歷程有深入研究。 

 

7 

 

 2005 

 

楊國昌 

 

北投車站周邊地區都市再生 

之研究 

臺北市對於落後地區的重

視以北投車站地區作為探

討之例，並對於都市再生之

歷史演進及國外在都市再

生上發展歷程有深入研究。

 

  8 

 

 2007 

 

陳毅修 

 

都市更新發展策略之研究  

－ 以臺北縣為例－ 

政策的成功與否在其發展

策略上便必須下工夫去探

討與具有縝密之計畫才能

夠有長遠的未來性。 

 

9 

 

 2008 

 

黃姿蓉 

 

從都市更新到都市再生的遠景

與機制之研究－以高雄市鹽埕

區為例 

對於鹽埕區之都市再生遠

景與期施行之機制作一探

討，此一文探討中之名詞雖

與本研究有所不同，但對於

譯為都市再生之意涵均為

同一看法。 

 

10 

 

2008 

 

梁基財 

 

都市更新政策執行之研究 

－以臺中縣為例 

對於臺中縣都市更新之政

策面之制定與執行，以及臺

中縣都市更新相關課題作

一探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一章  緒論 

 15

    上述之相關論文主要將各地區之都市更新策略作一探討，多將研究地

區著重在臺北市、高雄市等都市更新經驗較為悠久之地區。本研究主要針

對臺中市中區之都市更新，將上述都市更新以及與臺中市中區都市發展相

關論文作為參考之依據，針對臺中市中區之都市再生中各項條件作一分

析；同時，亦將臺中市中區之都市型態作一分析，探討中區本身之都市發

展及其條件；同時，探討其都市問題屬性，並發展本身之都市再生策略。 

 

貳、重要名詞詮釋 

 

    首先，在對於臺中市中區進行研究之前，必須先界定「都市再生」一

詞：「都市更新」此一名詞為翻譯外文所得，探討都市再生相關文獻時，

我們不難發現，國內外對於都市更新一詞有諸多不同的解釋。而「都市更

新」可能與「renewal」、「redevelopment」、「remodel」以及「regeneration」

等詞相關聯，在國內，學者也用不同的名詞來說明都市更新。廣義而言，

「urban renewal」、「urban redevelopment」、「urban reuse / urban remodel」、

「urban regeneration」等都是為了因應都市在發展上所面臨的變化之作

為，在此，就較為常用之詞作一較為詳細的比較與說明： 

 

一、都市更新 

    在陳明竺（2005）所著之「都市設計」一書中指出，特別是指美國 

六 O-七 O 年代所進行清除貧民窟為主要目的之大規模、大範圍都市更新。

而都市更新(urban renewal)的制度是根據美國在1949年住宅法(Housing Act)

所進行，由聯邦政府補貼地方政府徵收都市更新之貧民窟土地，以較為低

價轉售給民間開發商。其引發的問題相當多，特別是對於有色人種及貧窮

社區的拆遷有失公平，至今此一作法已因受到各界的嚴厲批評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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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都市再發展 

    為了與早期都市更新做區隔，便以都市再發展(urban redevelopment)一

詞作新的詮釋。其所代表之意義，主要意指美國大規模的 Urban Renewal

停止之後，許多小型或個別街廓再開發則方興未艾，特別是著重與鄰近舊

市區紋理的結合與交通系統的改善。同時，在日本也開始許多都市更新的

計畫，他們稱之為「都市整備」。 

 

三、都市再利用 

    都市再利用(urban remodel/reuse)是對於更小規模的建築物或幾塊土地

所進行的調整工作，往往是以建物保存或整修的方式進行。整修建物與新

用途稱之為 remodel；而對於土地或建物使用重新調整，例如：工業區變

商業區，工廠變商場等則是 reuse。reuse 或 remodel 往往並不牽涉到大規

模的街廓系統調整或都市交通系統的改變，例如舊金山 Ghirardelli Square

或是 Boston 的 Quincy Market 等都是。 

 

四、都市再生 

    在英國，自 1990 年代以來，都市更新往往用都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這個名詞，其代表的意義只於舊房子改為新房子或是都市實質

環境的改善而已，而有更廣泛的社會與經濟意義。都市更新應追求的是全

面的都市再生，創造更多的工作機會改善都市經濟，建造符合環保的綠建

築，引入豐富的文化活動活化都市，降低都市犯罪率等。 

    「regeneration」是用於英國的字法，其代表之意義不僅只是老舊房屋

改建成為新房子，或者是都市實質環境改善如此而已，而是有更加廣泛的

社會與經濟價值的意義。是故，本研究認為都市更新不僅只是在於街廓的

改變、重劃，或者是舊屋成為新屋如此表面作法而已，而是更加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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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交通等多面向來加以「都市再生」，以創造更多實質上的改變。創

造工作機會增加的可能性進而改善整個市區的經濟，進一步地改善市區的

財政，如此才能成為「雙贏」的局面。  

    現代社會都市更新不再是只重視經濟面向、交通面向、社會面向或者

是環境面向等單一面向而已，都市更新應該是一種對都市的全方位的思

考，故在比較上，本研究傾向用 regeneration 之定義與用法來做研究與分

析。 

 

叁、都市更新之類型 

 

     更新地區發展定位為依據其鄉鎮發展定位、地區區位條件、重大建

設及政策投入等因素，確定更新區未來事業推動之更新發展定位和再發展

原則，並作為更新地區發展策略研擬之依據。雖然各更新地區多屬住宅窳

陋之特性，但由於其所在區位環境之差異，其未來再發展之定位與潛力亦

具有差異，將就各劃定更新地區進一步加以定位探討及類型歸類，歸類流

程包括整體考量之鄉鎮發展定位、重大建設計畫和政策投入，及更新地區

發展特質之區位條件、實質環境、重要文化古蹟及觀光據點等考量。都市

更新的類型一般而言可分為以下七種：交通樞紐更新、老舊市中心商業區

更新、市中心工業區與軍營更新、水岸更新、住宅社區更新、產業振興與

轉型更新、災後重建更新等（概念整理至財團法人都市更新研究發展基金

會，2002：22-23；張學聖、廖紫蘭，2003：11；桃園縣政府網站1）： 

 

 

 

                                             
1 檢索日期：2009 年 4 月 18 日

http://www.tycg.gov.tw/site/index.aspx?site_id=020&site_content_sn=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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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樞紐更新 

    當新的公共運輸系統引入時，如：火車站、客運站、高鐵車站等重要

交通系統中心，由於功能的提昇與改變，使得整體土地使用型態與強度、

交通動線、人行系統、開放空間系統都有必須整體更新作聯合開發，以發

揮交通中心的功能。加上交通樞紐所涉及的之公共利益最為龐大，因此亦

常被列為第一優先考量推動更新的類型。  

 

二、老舊市中心商業區更新 

    老舊市中心商業區隨著郊區購物中心的出現、零售服務業型態的轉

變、缺乏停車位及服務設施等因素，顯得缺乏競爭力而商機不斷流失。為

挽救老舊商業中心，必須進行大街廓整體規劃的更新，引入新的業種投資

及新的經營管理技術、設置廣場及停車場。 

    藉由商業區的更新除可創造更多的就業機會外，進而可以活絡地方經

濟與財政稅收，更具公共利益的存在意義。 

 

三、住宅社區更新 

    市中心地區之住宅往往相當擁擠、住它品質低落、巷道狹窄、缺乏停

車空間與公園綠地、防災機能欠缺甚至有公共危險之虞，因此應當進行更

新。住宅社區涉及眾多住民的財產與生活型態改變，故在推行政策上，應

以社區住民自行推動為主或是政府扮演協助之角色，不應過於介入，以符

合社區整體營造的精神。 

 

四、市中心工業區與軍營更新 

    目前在市中心的大面積工業區或軍營原本是在都市的邊緣地區，但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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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都市的發展反而變成市中心。這些工業或軍營使用若不外移或者是轉

型，便可能成為阻礙都市中心的發展之因素。 

    市中心工業區或軍營的更新，其所依據的理由乃是「經濟環境窳陋」。

透過更新，可能引入新的產業及新的使用，使就業機會增加，二級產業轉

型為三級產業，可為市民更多的福祉，並且減少工業廢棄物所帶來的污染

及危險。 

 

五、水岸更新 

    水岸更新是全世界重要的趨勢。原本純粹以航運為目的而存在的港

口、碼頭工業區、造船廠或漁港，隨著交通技術的改變與港口功能的沒落

而荒廢。不少港口水岸更新朝向引入金融服務業、市民休閒娛樂與觀光的

使用重新出發，達到市港合一之目的。 

 

六、產業振興與轉型更新 

    對於任何一個都市的發展而言，產業是帶動都市經濟發展的根本。若

沒有優質而強大的產業，市民將缺乏就業機會，也沒有關聯服務產業，人

口將外流，治安可能惡化，政府財政也將面臨困境。 

 

七、災後重建更新 

    以日本的阪神大地震為例，都市的重建有相當嚴重的迫切性。但從另

一方面來說，災後重建也提供了都市一個改善與提昇的機會。以臺灣而

言，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的埔里地區便朝此方向來建立與施行更新方案。 

    就本研究之主要範圍而言，臺中市中區目前困境主要仍以人口外移嚴

重、因產業結構之改變，使得商業機能逐漸衰落等因素。而在都市更新類

型上探究其原因後，中區都市機能衰退後主要希冀能由「老舊市中心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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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 「住宅社區更新」，以及「產業振興與轉型更新」等都市更新之

複合類型，故在施行方案與政策執行時必須考慮多方面之綜合性分析，不

宜就單方面更新方案思考。是故，牽涉之層面愈廣愈深，所必須考慮之因

素亦愈繁雜，所以在中區之更新方案上，必須納入之因素亦顯得困難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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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都會區都市再生的理論與發展 

 

    都市再生之本質係為希望對老舊發展區的環境加以改善重現生機，

而在不同之區域採取手段，以及不同之目標與策略，希冀能夠達到區域間

之均衡發展與該地之重現商業繁榮、人口回流之景。是故，在都會區中都

市再生之理論為何、如何運用與發展一套完善措施便顯得相當重要。 

 

第一節 都市再生的基本概念 

 

    在探討「都市再生」時，文獻中我們不難發現都市再生與都市更新有

所相連之關係，往往在文獻資料上常常會彼此互用。因此，我們必須先了

解都市更新發展之過程，進而了解都市更新與都市再生的相關性，以及都

市再生之真正意涵。     

    都市再生不只是實質環境或硬體設施的改善，而是回應當代都市問

題，賦予更廣泛的社會與經濟意義。因此，都市再生有著硬體結構的更新，

搭配完美軟體結構改善而有再生意義，著重誘導產業與人口回流大都市，

並制定經濟發展計畫、居民職業訓練計畫等（楊國昌，2005：19）。都市

再生之本質均為希望對老舊發展區的環境加以改善重現生機，只是在地區

的不同必須採取手段與目標策略不同而已。因此，本章節便整理國內外都

市更新沿革之概述，並界定都市再生之定意，作為本研究之依據。 

    廣意的都市更新（urban renewal），或都市再發展（urban 

redevelopment），或都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等等名詞雖不同，但均

同為因應都市的成、盛、衰、空而改變自然環境或人為環境的行為；狹義

的都市更新事業，則始於工業革命（1750~1850 年）後期，1848 年英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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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公共衛生法（Public Health Act）。而現代都市更新的理念發生於第二

次世界大戰之後。 

    我國都市計劃法在 1939 年便訂定，但是當時並無都市更新之相關法

令訂定其中，當時亦無都市更新事業。我國都市更新事業之推展，可追溯

至 1959 年臺北市所實施的「中華商場重建計畫」，不過當時之更新方式仍

以拆除違章建築已興建道路及公共設施，或者用以改善以及興建市民住宅

和眷村為主，並無都市更新之法令定位（內政部，2005：144）。臺灣於 1973

年第二次修訂「都市計畫法」時首度出現「都市更新」的用語，並增訂第

六章「舊市區更新」專章，共 11 條規定，都市更新始有其法源依據，但卻

無詳細實施辦法可供遵循。都市更新之詳細辦法直到 1988 年才有都市更

新條例之公布，但是，我國之都市更新條例已落後其他先進國家 40~50 年。

今後世界各國都市更新政策將持續不斷，人類將依靠或改善自然環境而生

活，故自古以來，都市更新（環境改造）與都市生活同時發生、同時存在，

並且將持續不斷。 

    都市更新在國外是相當熟悉的一個名詞，其中以美國、英國、日本等

國在都市更新之作為上最為經驗豐富，因之，都市更新主要概念及由來便

必須從國外在都市更新之歷史演進上探討。雖然每個國家對於都市更新的

作為，或者是名詞用語上有不同形式的出現，且各國歷史背景、經濟、社

會等因素都有不同，都市更新所面臨的問題也有地方性的因素。然而，這

些問題的性質以及與時代背景之間的因果關係，確實有相似之趨勢演變

（胡方瓊，1996：1-2）但是其目的都是希望能夠對其都市產生改善的結果。

以下就都市更新歷程較為悠久之三個主要國家作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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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英國 

 

英國最早的都市計畫法是合併於 1909 年之住宅法一起制定的（楊裕

富，1990：17），其都市計畫之特質如下：經驗主義、是以土地使用計畫

的制度為中心、規定住民參與的必要性及其手續、都市及鄉村一體發展的

概念等，均為英國都市計畫的特質。英國法定的都市計畫稱之為「開發計

畫」（development plan），其中包含了計畫圖與計畫說明書，英國是最早工

業革命的國家，十九世紀末就深刻地飽嚐了都市之住宅問題以及環境問題

等所帶來的煩惱。英國為了解決這些問題便制定了相關法規並且加上了衛

生法規、住宅法等，城鄉計劃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47 ）

便是落實在這些基礎上而制定的法律。 

    工業革命始於英國，因此英國是都市發展最早的國家，而英國亦在其

早期發展地區之再開發問題上，在 1943 年以前即已受到重視（林佑璘，

2003；2-5），都市更新之目的是為了要因應工業革命所帶來的經濟結構、

人口分布、交通運輸等不同層面的改變，對都市作相對的變化。早期英國

都市更新政策之目標基本上可分為兩大類：一是綜合性的環境改善與住宅

改善；二是對某種需要維護之建物保存、維護（黃健二，1985；43）。英

國都市更新主要有以下三大主流：一、城鄉計畫下的再開發；二、住宅法

的住宅地區改良；三、為了解決內城（inner city）問題的再開發等（楊裕

富，1990：40），都市更新的出發點便是在於不良住宅區的改善，也就是

以清除貧民區作為起點。當時，英國經濟停滯，大都市人口減少的趨勢越

來越顯著，造成像是倫敦等大城市空屋大量的出現，伴隨而來的便是治安

維持上的困難，以及住宅老化快速等問題。因此，便開始有了都市更新的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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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英國都市更新歷程 

都市更新時間 主要歷程 

50 年代  重建（reconstruction） 

50~60 年代  復甦（revitalisation） 

60~70 年代  更新（renewal） 

70~80 年代  再發展（redevelopment） 

80、90 年代~迄今  再生（regeneration）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繪 

 

    因為英國國內在戰後之社會經濟趨勢對於許多都市地區皆造成了負

面影響，其主要因素在於經濟重建，特別是製造業之衰退，以及巨大社會

人口結構之改變。而這樣的結果造成英國本身失業、經濟停滯、人民依賴

社會給付；人口流失、犯罪、濫用毒品，以及反社會行為等（內政部，2005：

215），而這樣地改變亦對空間造成相當程度的衝擊。 

    英國之都市政策在 60 年代晚期形成一種專門之政策領域，而且在政

府需要阻絕市中心之貧困與匱乏時期最為明顯。而此時可區分為三項階

段，雖然時間上有所重疊，但各階段均具有明顯之特質。此三大階段亦反

映出英國中央與地方政府間之關係（內政部，2005：215、221）： 

 

一、第一階段 1968~1977 年 

    期間為都市方案之初始，其中，地方政府為主導者，其為各項計畫與

資源之籌資者及管理者。 

 

二、第二階段 1977~1991 年 

    此時為私部門逐漸地步入再發展之過程，但地方主管機關較為被隔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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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立，其中，創始機構，如：以財務誘因吸引投資的「企業分區」（Enterprise 

Zones）、整合地方層級之行動的「城市行動團隊（City Action Teams）」與

新「專案小組（Task Force）」，以及最為著名的「都市發展公司（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其設立之目的便在於為市中心引進產業與商

業之發展，亦承接了大部分政府都市更新之費用。 

 

三、第三階段 1991~1998 年 

    此階段政策之特色在於「夥伴關係（Partnership）」，亦即在中央授權

地方主管完整架構之下，由相關利益團體共同參與更新過程。其中，以夥

伴關係的方式，結合公、私與社區部門，參與統治與執行之主導安排，以

促成城市競爭力（City Challenge）3。 

    1998 年後期之關鍵政策的變遷使得政策與實際行動開始展開，其中，

在 2002 年所出版都市政策白皮書（Urban White Paper）之《我們的城鎮，

我們的都市：未來的都市復興》（Our Towns and Our Cities：the 

Future──Delivering an Urban Renaissance），其都市政策之方向不再以市中

心為主，更擴及至其他都市區域。都市更新不只是改善特地地點的紋理，

而是擴充到減少犯罪、學校改善、健康改善、經濟發展和住宅更新，而「永

續社區計畫」亦建立在都市政策白皮書中，促進地方政府政策之現代化與

中央權力下方基礎之下，並於 2003 年開始積極地推動（內政部，2005：

216）。 

    英國都市更新在多年來的發展之下，其主要經驗有以下支持都市更新

政策之架構上清楚的原則（內政部，2005：222-224）： 

 

 

                                             
3 城市競爭力是指一個城市與其他城市比較其所具有的創造財富或價值收益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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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夥伴關係，協力合作（partnership working） 

    與協助的夥伴（partners）配合以解決土地私有之問題，協助的夥伴在

公、私部門均相當重要：私人企業投資為長期計畫經營之原動力；公部門

可利用其手段以吸引私部門投資。 

 

二、社區參與（community engagement） 

    其必須確保公共服務所用之資金能夠完全到齊，故讓地方人士參與其

中有助於經營計畫與服務方向之推廣。讓居民參與同時培養其經營能力是

需要時間磨練的，所以必須經由協助的夥伴（partners）提供資源與支持，

如此一來才能找出解決方案。 

 

三、主流推動（mainstreaming） 

    了解國家政策在實施地方更新、改善，以及服務設計之理念是否落實

在貧困地區（deprived areas）之住戶生活上。更新事業若能夠配合主流單

位，完成各項階段之計畫，方能延續新的發展方向。 

 

四、地方審慎辨別（local discretion） 

    因各地方均有本身不同問題，所處之狀況亦不同，在解決方案上亦有

不同。以國家之目標配合地方環境，讓地方之協助的夥伴（partners）能夠

自訂目標，自行解決。 

 

五、目標導向（outcome floor targets ） 

    以往過份地強調產出導向，產能反映出計劃之活動力。但是以產量之

觀念來衡量計畫，只能反映與解決當時之情況，並無法針對長期之計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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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造。近年來，都市計劃之方向便調整為以結果來鋪陳未來之目標。 

 

貳、美國 

 

    美國都市更新之原因來自於因其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及汽車工業大量

的生產，加上住宅融資制度發達，造成民眾寧願放棄住在稠密又緊迫的中

心區域，而移動至郊外廣大的田野生活。如此一來，許多零售商業、服務

業便在郊區設立；同時也因郊區交通便利、廣大腹地等多項好處而形成中

心地區商業被郊區商場所取代。中心地區因為本地人口的外移、貧下階層

和外來移民的湧入，造成中心地區公共設施不足、交通系統不良、貧民窟

快速成長等問題。為了其住宅政策的推行，便漸漸地形成了都市更新政

策，想藉由都市更新政策的制定，改變舊都市中心之土地利用模式、改善

窳陋地區之實質環境等，進而防止都市不斷的衰落。 

    美國都市更新主要發展過程如下： 

 

一、1949 年~1954 年 

    美國是首創「都市更新」（urban renewal）一詞的國家，也是實施都市

更新實績最高的國家（黃秋月，1982；51）。在 1949 年，美國的住宅法（The 

Housing Act of 1949）中首度出現「都市再發展」（urban redevelopment）一

詞，住宅法之目的是位市中心地區之拆除重建，其中明文規定，都市改造

係以清除貧民窟為對象；1954 年時，「住宅法法案」（The Housing Act of 

1954）中使用都市更新中「urban renewal」一詞，其法案主要內容是針對

都市中貧民窟以及頹廢地區，對其進行住宅的改造行動（陳明竺，2005：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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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54 年~1968 年 

    1954 年住宅法有以下幾項重要作為： 

（一）、將「都市再發展」（urban redevelopment）改為用「都市更新」（urban 

renewal）。 

（二）將更新地區分為貧民區、窳陋地區以及惡化進行地區等三種。 

（三）增加「修護」以及「保存維護」的觀念和手法，使得都市更新更加

地充實。 

 

三、1968 年~1973 年 

    1960 年所訂定之法案，針對實質問題，如：經濟、社會等；非實質問

題，如：就業，保健等，加以解決。其更新所牽涉的範圍是相當廣的，因

此有關社區居民參與與共識加入計劃中，變成相當大的成敗關鍵。 

 

四、1974 年~迄今 

    都市更新趨向小規模區域的整舊復新或者是保存維護，一般而言，小

規模區域的整舊復新要比大規模的拆除重建之更新方式來得容易，也較為

成功。這種方式，也較為符合「都市再生」的理念，不僅只是舊屋拆除建

新屋，還有經濟、社會等多面向的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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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美國都市更新發展時期 

發展時間  發展時作為 

1949 年~1954 年 

重建（reconstruction） 

1949 年聯邦住宅法為主，以清除貧民窟為其主要

對象。 

1954 年~1968 年 

復甦（revitalisation） 

1954 年住宅法：1.將「都市再發展」（urban 

redevelopment）改為用「都市更新」（urban 

renewal）；2.將更新地區分為貧民區、窳陋地區以

及惡化進行地區等三種；3.增加「修護」以及「保

存維護」的觀念和手法，使得都市更新更加地充

實。 

此時的做法雖然促成了都市更新的快速成長，但

種族、財政等更新目的未達到，卻多了社會問題。

1968 年~1973 年 

更新（renewal） 

1960 年所訂定之法案，針對實質問題，如：經濟、

社會等；非實質問題，如：就業，保健等，加以

解決。 

更新所牽涉的範圍是相當廣的，因此有關社區居

民參與與共識加入計劃之中變成了相當大的成敗

關鍵。 

1974 年~迄今 

再發展（redevelopment）、 

再生（regeneration） 

都市更新趨向小規模區域的整舊復新或者是保存

維護，一般而言，小規模區域的整舊復新要比大

規模的拆除重建之更新方式來得容易，也較為成

功。這種方式，也較為符合「都市再生」的理念，

不僅只是舊屋拆除建新屋，還有經濟、社會等多

面向的考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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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日本 

 

    日本早在 1872 年，也就是明治五年時便開始有都市更新的行動出現，

不過當時只是非常小範圍、小規模的都市更新，到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因為戰後地方的滿目瘡痍，使得政府不得不對於每個地區展開重建工

作。1945 年，第二次大戰日本投降；1946 年便施行「特別都市計畫法」（何

芳子、丁致成，2006：251）。 

    1968 年時頒定新法「都市計畫法」；1969 年，「都市再開發法」立法，

且成立「全國市街地再開發協會」。都市再開發法經過多次的修訂之後，

確立日本都市更新的方向以及法源。經過多年之後，在 2001 年由當時的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成立「都市再生本部」，於次年頒定「都市再生特別

法」（何芳子、丁致成，2006：252）。至此，奠定日本都市再生的基礎。 

    日本開始都市再生的行動，係希望能夠重建日本在泡沫經濟崩潰後所

造成低靡不振的不動產市場，近而帶動整個經濟的復甦。在日本都市再生

政策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活化都市地區是日本二十一世紀活力的泉源，活

化都市地區儜購帶來新的需求，進而帶動經濟的復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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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日本都市更新發展歷程 

都市發展時期 重要措施及內容 

1945 年~1954 年 

重建（reconstruction） 

面臨二次大戰之後地方上的滿目瘡痍，且因軍

人重返城鄉，造成住宅缺乏問題。 

在此期間先後訂定： 

1. 1946 年施行「特別都市計畫法」。 

2. 1951 年「公營住宅法」。 

3. 1954 年施行「土地區劃整理法」。 

1955 年~1964 年 

復甦（revitalisation） 

1. 1955 年「日本住宅公團」成立，目的解決住

宅興建問題。 

2. 1960 年核定「東京都市高速道路網計畫」。

3. 1961 年「市街地改造法」。 

1965 年~1974 年 

更新（renewal） 

1. 1969 年「都市再開發法」立法。 

2. 1970 年舉辦萬國博覽會，成為日本經濟的巔

峰時期。 

1975 年~迄今 

再發展（redevelopment） 

再生（regeneration） 

1. 1975 年「宅地開發公團」成立。 

2. 1979 年「都市再開發協會（URCA）」成立。

3. 2001 年日本首相成立「都市再生本部」。 

4. 2002 年 頒訂「都市再生特別法」。 

5. 2003 年定為東京再生元年。  

6. 2004 年解散都市基盤整備公團，成立都市再

生機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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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進國家所實施的都市更新方法運用因地制宜，就如同以上所列舉之

美國、英國以及日本的都市更新作法及歷史發展均不盡相同。因為時間、

空間皆有所不同，有些以大刀闊斧的方式將都市作一大範圍的更新；也有

些從小型區域做起，慢慢地將整個地域作一改善。 

    由上述所言，可知都市再生係為都市更新再更進一步地作為，將整個

名詞縮小到確切的定義。從都市再生的名詞定義便可得知，都市再生是涵

蓋如：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地理學等各層面的方案。 

     

第二節 都市再生的理論建構 

     

都市是近代文明的最大資產，善用「都市」此一資產的國家可為其人

民帶來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利益（楊國昌，2005：24）。而都市再

生學的背景知識是來自生產學。生產學是一門涵蓋很廣的學問，包括事前

的市場調查、企劃、計畫、建造、營運、維持管理、再生等等。 

    都市再生一詞意亦說是一種依都市發展時之時空背景的需求，而產生

的用語。自 1950 年代「urban revitalisation」、60 年代「urban renewal」、1970

年代「urban redevelopment」，到今日所用之「urban regeneration」一詞，

在用語上的變遷，都是因應時間、空間等因素，分別寓含不同之觀點，就

幾個較為具其意義之分類，說明如下4： 

 

壹、社會學之觀點 

 

    社會學者對於都市研究之取向，多以注重人與都市間的關係（Wirth，

                                             
4 參考謝高橋《都市的結構模式》，1990：42-63、方迺中《都市再生與閒置空間再利用策略之研

究－以新竹市為例》，200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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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5），都市再生在行政或者是在實踐上有其特殊之歷史性，以及社會

性。以芝加哥學派5之都市社會學者，如：Gans、Hunter、Keller 等，針對

人群及其所居地之研究，大約分成為兩大派系：總體論者及個體論者。總

體論者的都市描述模型，係將都市再生與社會生態連結。其中，都市再生

係為都市集中、分散、侵入、繼承等過程的現象；而個體論者係將社區關

係變換，將都市再生是為城市的推土機，促使「社區」瓦解。 

 

貳、文化學之觀點 

     

依據 David Harvey（1985）之觀點，當代都市制度之體制已轉向企業

形式，「都市行銷」已經成為都市強化生產、消費與管理競爭力的主要策

略。同時，Harvey 提出文化為「財富創造」的策略，歷史文化保存與歷史

街區及建築物的再利用本身，便是一種經濟的力量。 

 

參、經濟學之觀點 

     

根據 C.Couch 解釋，都市再生主要是為了維繫資本主義系統，以支持

市場與供需之運作，並改善都市運輸，創造都市良好之環境（轉引自黃健

二，1985：48）。而都市再生之方法不外乎便是採取重建、整建，以及維

護等方式。將以上歸納可知，都市再生之目的不外乎是以安全且適宜的人

居的環境，以創造都市之經濟利益，以及保護文化資產之價值。 

 

                                             
5 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致力於都市論題的研究，對於西方都市社會學的建立和發展 
有重要的貢獻和影響。從崛起、衰退到重建的歷史與現實考察，清楚地闡述了該學派的概念，理

論，方法，體系，及其在都市社會學中的地位，持續性的影響，為人們探討都市社會學發展中，

芝加哥學派所扮演的傳承角色，作了清晰的勾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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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生態學之觀點 

    

都市生態學是應用生態學特別原則及過程於都市結構的科學研究（謝

高橋，1990：47），Leo Grebler 所謂之都市再生係指都市環境透過設計來

予以變更，將現存之都市區域進行調整，其目的係為用以適合現在及未來

生活及工作之所需。其過程包括土地之重建計劃與興建，那些受到衰敗威

脅之地區設法復興，其具有歷史與文化價值則加以維護（方迺中，2006：

12）。 

 

伍、政治學觀點 

 

    對於政治面來說，學者Bellush 及Hausknecht 認為，都市更新是一個

政治過程，更新地區的實質結構是政治決策對資源再分配的結果（林佑

璘，2003：30）。政府為提高土地效用之強度，能夠改善逐漸衰退之地區

的環境；同時增強民眾對於政府之滿意度，如此便能達到雙贏之目標。政

府呈現出來之作為呈現便是政策，對於窳陋地區的改善，宣導政府之政策

理念。是故，政治面亦可以政策面論之。 

    歸納上述所言，都市再生係對現有都市賦予新的生命力，其亦表現在

國外都市再生政策上，如：英國 1977 年之市中心白皮書（Inner City White 

Paper）便指出，市中心之再生，應為多元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與實質環境；2001 年日本國內出現諸多不良債權不動產及閒置低度使用

土地，為解決此一問題，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便提出「都市再生政

策」，作為活化都市、復甦經濟的泉源。 

    都市再生係對現有都市賦予新的生命力；其亦為一種趨向小規模區域

的整舊復新或者是保存維護。一般而言，小規模區域的整舊復新要比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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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拆除重建之更新方式來得容易，也較將大規模更新更加地容易成功。

而這樣的方式，也就是都市再生所賦予的意涵，不僅只是舊屋拆除建新

屋，還有經濟、社會、政治等多面向的考量。 

    Couch 認為（轉引自黃定國、彭光輝，1998：7），都市再生之意涵是

為包括國家或者是地方社會冀望尋回投資、就業與消費，並加強都市地區

內的生活品質。 

    都市再生是一種綜合社會學、經濟學、生態學、政治學，以及文化學

等學術觀點之都市更新方案，其都市再生必須建立完善之法律制度、推動

策略及實施之機制體系等，才能有效地推展，包括：建築容積獎勵與稅捐

減免、不動產證券化、土地信託及權利變更等策略，以及建立整體都市更

新評估之指標系統，以作為政府公共投資決策之依據（方迺中，2006：12）。 

    都市再生為一綜合社會學、經濟學、生態學、政治學，以及文化學等

學術觀點，因此亦產生了不同學派，如：新古典經濟學派、新馬克思主義

學派、人文區位學派等學派之論證研究。本研究就以上三學派作一概述： 

 

壹、新古典經濟學派 

 

此學派之主要主張對於都市社會所產生之影響，尤其是都市房地產之

運行，以及運行後所產生之結果。其將都市視為空間中經濟活動的集中節

點（李永展、藍逸之、莊翰華，2005：82），運用新古典經濟學派之理論

來解釋都市再生之現象能夠了解到，因為都市的快速成長，提供了許多就

業機會，同時，因為市中心占有其區位上之優勢，使得早期市中心人口數

量多，形成房地產價格之飆揚。是故，只要找出都市房地產運行的一般規

律，就能解釋都市型態變遷的動因和預測未來都市發展的趨勢（蔡勇美、

郭文雄，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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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為公共設施的建構無法跟上人民所需要的步伐，造成生活與

居住之品質降低，進而人口流失嚴重（林佑璘，2003：29）。因此，為了

重新回復以往市中心所擁有之競爭力，必須對老舊市中心地區作一機能改

造之工作。改造之後，希冀能恢復以往固有之居住品質、商業活動，以及

行政和文化上之功能。 

 

貳、人文區位學派 

 

此學派亦稱為「都市決定論」（urban determinism），其起源於社會學鼻

祖之一的季莫爾（G. Simmel）。此學派主要是以都市社會學之觀點來解釋人

口在空間上的分布為其理論探討的對象（蔡勇美、郭文雄，1982：12-13）。

人文區位學派認為，都市發展如同生物有機體一般，是經由複雜的融合過

程而形成的。因為重視人口在空間上的分布所隱含之經濟、文化等因素。

人文學派在解釋都市再生現象時，將問題之探討著重在因人口過度密集於

市中心，過度擁擠導致許多都市問題產生，如：住宅不敷使用造成違章建

築此起彼落、交通流量大幅增加、公共設施之不足等，影響市中心之市容，

以及居住品質。因為上述都市問題的發生，導致因居民追求居住上的理想

性、安全性，以及寧適性，拋棄了市中心地區，進而選擇向外遷移。人口

之流失導致老舊市中心地區逐漸凋零窳陋，而必須進行都市更新計畫。 

 

參、都市政治經濟學派 

 

都市政治經濟學派之主要觀點，在於分析都市政治、經濟之結構，係

整合人文區位學派、新古典經濟學派與馬克思學派於一爐之嘗試（蔡勇

美、郭文雄，2002：10）。其中，此學派把他們研究都市的注意力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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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都市政治經濟結構上；同時，亦將房地產作為一具體表現之分析物。 

都市政治經濟學派認為，房地產可以顯現出兩種指標：「交換價值」與

「使用價值」。交換價值以提供居民之居住價值；而使用價值為房地產擁

有者可以收取之租金。房地產之租金能夠顯現出本身價值之外，亦因受到

地點之影響，能夠顯示出該區位以及社會上之價值（林佑璘，2003：31）。

社會上之價值除了地理因素外，還有受到社會因素，如：政治、經濟、文

化等多面向價值之導向，進而形成該房地產價值的漲跌。 

    因此，都市更新事業便是一種能夠影響這種社會價值的參考依據。但

是都市政治經濟學派中，亦有認為對於都市再生之正當性，可能只是一種

正式上的陰謀。例如：美國在都市再生行動上被解讀為是一種種族歧視的

壓迫；馬英九在競選臺北市長時提出「翻轉軸線、再造西區」等競選口號

（臺北市都市更新處，2006a：32）。因此，若從政治、經濟之面向來看，

都市再生計畫之推展對於政府而言，的確有其必要性存在。 

 

第三節 都會區都市再生的發展模式與條件 

 

    都市更新應追求的是全面的都市再生，創造更多的工作機會改善都市

經濟，改善都市財政，建造符合環境的綠建築，引入豐富的文化活動活化

都市，降低犯罪率等。（楊國昌，2005：21）而都市再生便是對於現有之

都市賦予新的生命力，其主要目標在於解決都市之經濟、產業、環境、文

化資產，以及都市保存等綜合性問題。因應現今社會、經濟、交通設施、

都市與區域結構之改變而言，推動都市再生是有其必要性。臺灣至今無法

如國外一般如此有效利用舊市區之豐富特色達到都市再生的遠景，目前在

政策與作為仍是著重在土地與公間之供給與開發上，導致無法改善並營造

社區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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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章節可以得知外國在都市更新上之經驗，係都市不斷地擴張與

往郊區發展是無法確實解決都市衰頹的問題，因此，舊市中心之再生儼然

成為國際之趨勢。而對於地狹人稠的臺灣而言，舊市區的再生更能將土地

與空間再度進行有效利用之最好方式（黃姿蓉，2008：3-27）。 

    Miles Colean（1953） 發現到，都市成長之過程有如有機動態之組織，

其最初之人口及面積均是較小，且一般為純居住之機能的聚落型態，乃是

為都市之發源點。然而，因為時間之歷程、人口之結構、商業型態，以及

運輸型態之改變，使得市中心地區面臨了人口外移、產業凋零、公共設施

不足或老舊等情況。因為這些因素，導致都市機能降低。 

    然而，過去精雕細琢之建設往往集中在市中心地區，加上占有交通地

利之便等各方面之優勢，故在市中心地區的再生、復甦的價值，是沒有任

何地方能夠比的上的，以致國外不再沉迷於理想化之城市開發，同樣地，

也不再遺棄舊有之中心地區，進而開始探究既有都市之價值，重新回歸到

探討市中心地區之都市再生。 

    由於都市再生是一種結合文化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以及生

態學等學科的行動方案，必須建立一套完整之法令制度、推行策略，以實

施機關單位等相關配套措施，才能夠有效推展。其中更包括建築容積獎

勵、稅捐減免、不動產證券化、土地信託；甚至是建立整體都市再生評估

指標系統，以作為政府在公共投資，或者是與民間私人合作之決策依據。 

    都市是近代文明的最大資產，善用「都市」此一資產的國家可謂其人

民帶來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面向之利益。在有限的資源下，惟有良好的

都市發展政策才能將都市發展發揮較大的正面效果，而減少負面效果。臺

灣地區過去五十年來快速的工業化與都市化過程；也塑造出一些人口與產

業密集的都市地區，其如何改善這些都市地區造福人民極為重要（楊國

昌，2005：24）。 

    臺灣過去的國土政策較偏向於新市鎮發展或新社區開發，雖然有少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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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主在新市鎮或新社區開發中獲得私利；卻也導致都市的蔓延發展。相

較於緊湊的都市型態，蔓延的都市發展需要更長的道路與維生設備等管道

之投資，也就是蔓延需要更昂貴的公共投資成本，這些成本均加重居民與

廠商的負擔，弱化都市競爭力，更不符合永續都市發展的概念。若加上財

政上的排擠作用，臺灣地區已建成地區的許多問題或建設常因財力不足而

被擱置，都市公共生活福祉常常感到每下愈況。 

    目前臺灣的人口成長已趨於緩和，農村人口流向都市的現象也將告終

止，甚至都市人口開始嚮往農村體驗生活的趨勢。而擴大都市區域範圍在

絕大多數地區已無實質的必要性。倘使國土政策還延續過去的新市政或新

社區開發為主的政策方向，這將造成更多荒廢且閒置的都市土地，也將更

加惡化已甚為嚴峻的財政問題。故援引歐、美、日的都市再生政策再加以

改良，以挽救臺灣地區逐漸失落的都市競爭力。 

    都市再生之背景知識是來自生產學。生產學是一門涵蓋很廣的學問，

包括事前的市場調查、企劃、計畫、建造、營運、維持管理、再生等等。

加上都市再生本身是一個結合文化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以及生

態學等學科的行動方案，必須建立一套完整之法令制度、推行策略，以實

施機關單位等相關配套措施，才能夠有效推展。其中，更包括了建築容積

獎勵、稅捐減免、不動產證券化、土地信託，甚至是建立整體都市再生評

估指標系統，以作為政府在公共投資，或者是與民間私人合作之決策依

據。是故，在分析與規畫都市再生方案時考慮的因素必須要是能夠多層面

的涵蓋，才能將真正的問題察覺出來，並做一套有效運用之措施。都市再

生可以將之分為硬體設施及非硬體環境等兩方面之改善。 

    硬體設施改造方面，從實體環境出發，諸如：改善生活周邊之硬體設

備、公園綠地的開發、公共設施的建立與維護、交通網絡的建構，以及住

宅居家環境等，都是硬體設施必須去著墨注意的，臺中市中區便可從這樣

的角度下著墨應如何辦理硬體設施之改善；在非硬體環境方面而言，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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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言，都市再生本身是一個結合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以及生態

學等學科的行動方案，致非硬體環境上的改善主要便可分為：經濟面、社

會面、政治面，亦可說為政策面來探討。 

    在經濟面而言，必須要能夠復甦地方產業、商業活動，並提升地區之

就業機會，並且打造一個商業活絡之環境，注入新的商業活力，以刺激消

費、達成活絡商業之目的；關於社會面來說，從地區環境上之整備做起，

並且凝聚民眾參與機制之想法與參與機制之建立，以臺中市中區而言，增

強中區居民間之向心力量，同時能夠達到加強社會網絡之聯結；而對於政

治面向來說，政府為提高土地效用之強度，能夠改善逐漸衰退之地區的環

境；同時增強民眾對於政府之滿意度，如此便能達到雙贏之目標。政府呈

現出來之作為呈現便是政策，對於窳陋地區的改善，宣導政府之政策理

念。因之，政治面亦可以政策面論之。 

    成功的都市再生政策需要許多條件的配合才能夠完成，而且每一個條

件都可能成為影響政策成敗之關鍵因素，諸如：認清都市再區域或者是全

球發展之角色、地方具有明確之發展的目標、各級政府必須具有權責相符

且具有彈性之推動組織，如：具有公信力之第三部門等、良好之推動機制

或是制度的配合與支持、財源籌措之方案、決策、單位，以及具有足夠及

經驗豐富之推動都市再生人員等，才能夠在都會區成功地推動都市再生，

以及必須具備的條件。 

    對於大多數都市而言，當都市歷經人口與產業成長過程後，對於巨大

之都市問題來說，原先所具備之競爭優勢會隨著都市規模的擴大而削弱，

如：交通壅塞、產業的變遷、人口消長等問題。繼而發生的，便是都市中

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實質上環境逐漸演變為惡化的情形，而這些問題，

逐漸地凌駕並超越都市所具備的魅力。當這種情形出現在一個都市時，倘

若無適當之挽救措施，此都市便會逐漸走向衰頹之地步，最終亦導致都市

內人民生活與商業活動被其牽連。為避免或緩和都市走向衰頹，以致於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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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區域或是國家無法挽回之損失，都市再生之政策便是許多先進國家在都

市發展上的重要課題之一（楊國昌，2005：26）。 

    近年來由於新開發地區不斷地興起，老舊地區之建築物與公共設施之

品質愈來愈無法配合社會環境變遷與發展而逐漸地沒落。基於此因素，這

府便在近年來開始積極地推動以民間為導向之更新條例的催生，並於 1997

年將之列為三大施政方案之一，且於 1995 年將都市更新條例送入立法院

待審，並在 1998 年 10 月 22 日於立法院三讀通過。從此，臺灣在都市更

新計畫上便有其法令之依據，相關之事業亦得成立，投入相關之都市更新

作業體系（楊國昌，2005：27）。 

臺灣都會區目前在都市更新之作為上最有效果仍屬於臺北市在這方面

之經驗以及辦理效果最為顯著，因為早期臺北市政府訂定「北市都市更新

實施辦法」獎勵更新但卻因為其位階低於中央所頒訂之相關法令，而在實

際完成更新之地區面積僅達十一公頃左右，而民間自辦之都市更新方案更

是少之又少。近年來臺北市因都市更新的誕生，促使臺北市在都市更新事

業上有十分迅速地發展。其中最主要地還是以萬華地區以及重現西門町之

風華再現最為人知。 

臺北市之都市更新主要有兩大主軸：改造空間環境與重建、整建與維

護老舊寙陋地區，改善居住機能之品質。兩大主軸之主要內容包括：活化

都市內之地方產業與機能，其中，以「翻轉軸線、東西並舉、重現風華」

及「 更新寙陋、改善家居、再生優質」等為其更新政策之目標（臺北市

政府都市更新處，2006：68），持續地推動策略性地區更新、復甦老舊市

區空間與產業之活力為其執行重點。而重建、整建；維護是主要以推動住

宅更新，劃定更新地區鼓勵民間參與更新及健全都市更新推動機制為其執

行之重點。 

    臺北市政府藉由都市機能之更新、地區環境再造與公司合夥推動都市

之改造，縮短「舊」與「新」市區之間的距離，平衡地區發展，並藉由健



臺中市中區都市再生之研究 

 42

全之都市更新法令機制與標準化之更新審議制度，有效地推動都市更新

（臺北市政府都市更新處，2006b：68）。同時，臺北市都市更新處亦陸續

公告「臺北市整建及維護實施辦法」與「臺北市協助民間推動都市更新基

金收支保管運用自治條例」等，用以協助加速民間辦理都市更新事業，以

創造臺北優質之都市空間與環境。 

    以臺北市為例的情況，可以清楚了解都會區在都市再生之發展模式上

所必須考量之情形，雖然必須考量之情況會依區而有所改變，但最終仍希

冀都市再生能夠對於都會區之寙陋、人口外移及商業活動衰退之地區能夠

有所救濟。都會區要能夠維持其都會區之地位，並且發展成為能與其他地

區，甚至是其他國家之都會區能夠相比之，就必須能夠在本身條件上就做

好相當充分之準備。臺北市這樣的都會區如此關注在都市更新事業上，臺

中市亦必須學習及效法；尤其是位於市中心之中區，在臺中市都市發展上

勢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981 年臺中市政府公告「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通盤檢討）說明書」，

以「綜合環境」之建設方向，為了紓解舊市區之開發所受到的壓力，便開

始規畫一系列的解決方案，並開發新市鎮與市地重劃。因為政策之走向為

開發其他區域為主，造成中區八 0 年代末期百貨業已不如以往之興盛，大

型賣場、百貨公司皆往其它地區建立新市場，使得中區人口開始呈現負成

長，商業活動降低，造成中區商業機能之衰退。臺中市身為我國中部發展

之重要核心地位，多面向之考量是臺中市再作為政策規畫時所必須納入

的，中區位於臺中市重要核心位置，擁有發達之聯外與對內的交通網絡。

是故，在臺中市近年來講求國際化，以及與世界接軌的策略下，常以舉辦

文化交流等活動來增加臺中市在國際上之曝光率。因此，臺中市若希望能

夠發展成為能與臺北市，甚至是能和國外其他大都市匹敵的全方位都市並

擁有城市競爭力之情況下，臺中市中區之都市再生便是必須且急迫實施之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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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目前在都市更新之發展上尚未有一套完善之措施，仍以中央訂

定之都市更新條例為主軸，其中臺中市在其地方都市更新發展之歷程與中

區相關規定部分如下： 

 

一、全市性計畫研究 

（一）臺中市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臺中市都市發展基本方向    

      (1986.02) 

1.綜合環境的建設：由於土地資源有限，為提高土地之高度利用，臺中市

應從目前發展趨勢之地區著手如西屯地區等屯區郊區之開發。 

2.中部區域中心管理機能之充分發揮：為維持一高效率都市，必須整建環

境，改善都市結構，中部區域中心管理機能才足以充足發揮。 

3.臺中市之都市空間結構導向為多核心式：在各行政區域或計畫區內是當

配置行政、商業與文化各種機能，達成多核心的都市空間結構，分擔市中

心區之各種機能，藉以分散市中心區成一點集中，已達成全市的均衡發展。 

(二)臺中市綱要計畫(1989 年) 

 1.臺市原市區中心老舊商業區(亦為中區)，為該區之主要商業核心。 

 2.臺中市都市將以單一核心發展模式發展，再配合輻射幹線商業帶，連接

都會區其他之鄉村區域。 

 3.鼓勵市中心區以工商服務機能為主，並建議一般日常零售業遷出。 

(三)臺中市商業面積研究調查(1992.05) 

 1.臺中市商業區之使用率以西區、中區、北區較高，東區、北屯區 

    及西屯區次之。商業區之樓地板平均使用率為 37.43％。 

 2.建議採多核心的都市發展模式。 

 3.建議市中心區應積極進行都市更新工作，一則增加商業區之商業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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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率，改善老舊不良的都市景觀。 

 4.建議臺中市應採用「立體化的分區使用管制」觀念及方法加強計畫的合

理性。 

(四)臺中都會區實質發展規劃－臺中都會區未來的功能與發展方向   

    (1992.06) 

1.加強臺中都會區文化意象：以臺中市為中心配合現有國立科學博物館，

結合附近民俗文物、歷史古蹟成一深具文化氣息的都會區。 

2.興建對外資訊中心系統：於臺中市興建對外資訊中心系統，擺脫對臺北

市的依賴成為獨立自主的臺中都會區中心都市。 

3.促進都市機能集中：臺中為中部地區之中心，必須充實區域中心都市的

服務機能，包括商業、娛樂、文化、教育及社會性服務的提供，以滿足中

部區域需求。 

(五)臺中市都會區發展策略研究－臺中市都會區發展目標(1995.12) 

1.加強改善居民生活品質。 

2.落實臺中地區產業發展及加速推動產業升級，規劃科技工業園區，以落

實地方發展潛力。 

(六)臺中市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臺中市都市發展策略研究 

    (2000.10) 

    以營造臺中市為 21 世紀之生活首都為主要目標，定位為高活力的國

際交流與兩岸三通之都市，以形塑豐富、多元之國際觀光消費娛樂地區、

發展促動兩岸產經合作之國際工商服務部門、拓展國際交流之交通設施等

三項標的。其中針對市中心地區提出策略為再造舊市區為徒步活力街區，

並透過火車站地區進行再開發等。 

（七）修定臺中市綜合發展計畫（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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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臺中市發展總目標定位為「優質文化生活首都」，分為優質人文生活中

心、中部地區行政中心、多元服務都會中心、創新科技研發中心、綠色景

觀中心、便捷交通轉運中心等六大發展目標。 

2.推動市中心地區之商業改造計畫，復甦臺中市市中心之商業策略，實施

舊市區之都市更新，改善實質環境，強化公共設施。 

 

二、中區發展之相關規劃 

（一）臺中市中區商業狀況之研究（1995.06） 

    認為要改善中區之發展，應積極提供停車設施、改善大眾運輸系統、

維持目前單行道系統、積極進行都市更新以消除老舊之市容狀態、整頓交

通並改善環境衛生、消防，以及治安。 

（二）臺中市市中心單行道檢討評估（1995.06） 

（三）公車經營環境改善研究規劃（1995.06） 

（四）臺中市中區地區保存與復甦之研究（1998.06） 

    強化中區之中心商業體質、維持購物區功能之構想以便進行商圈之 

重整工作。 

（五）臺中市都市更新調查與更新地區規劃（2001.09） 

1.都市機能方面：充實地區之公共設施、提昇地區及居民之生活品質；配

合相關建設計畫，掌握發展之契機，強化都市機能。 

2.交通系統方面：建構全區公路系統；規劃可行交通與停車方案，盡速地

改善本區運輸與停車狀況。 

3.開放空間方面：建構整體開放空間系統；建立全新開放空間軸帶、市中

心地區重要道路機能及景觀再改造。 

4.歷史空間方面：爭取原市政府歷史建築物維護與再利用，規劃整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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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串聯更新地區內特色建築與廟與古蹟，以活化更新地區內廟埕廣場

空間。 

 

三、中區商圈相關計畫研究 

（一）臺中車站聯合開發可行性分析規劃（1991.10） 

    臺中車站地區運輸系統的整合。並建議引進之設施項目有停車場、運

動館、音樂廳、青少年活動中心等，共分為交通運動設施、商業設施、公

共教育文化設站等三大類。 

（二）臺中大型購物中心可行性研究（1992.11） 

    開發面積共 24 公頃，未來將與臺中市舊商業區、干城商業區共同形

成臺中都會區的商業核心。 

（三）臺中火車站附近地區整體再發展規劃暨都市設計之研究 

    建議採取小街廓的開發方式，並配合鐵路地下化。除了幾條主要道路

外，其他次要道路，加設慢速設施，將道路歸還行人。 

（四）臺中市中區商圈更新再造計畫（1998.06） 

    短程目標乃於電子街以二年期間執行短期計畫，並以「社區總體營造」

的方式來進行。長程目標即是實施繼光街（民族路－光復路）行人徒步區

計畫，使徒步區兼具購物、休閒、遊憩及美化綠化之功能。 

（五）中區電子街行人徒步區計畫（1999.07） 

    共分為實質建設計畫，如：美化區域環境、加強商店街特色等；組織

計畫：建議籌設電子街管理委員會；經營管理計畫：藉由街區管理委員會

舉行共同促銷、宣傳、服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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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繼光街行人徒步區計畫（1999.07） 

    繼光街原是臺中市中區商業區的主題性商業街道之一，由繼光街、中

正路及其相鄰之自由路商圈而形成的商業性活動街廓，創造市區商業心的

生命力為目標。 

    臺中市中區在都市規畫上皆以小範圍之商業改造為主，如：繼光街人

行徒步區計畫、電子街人行徒步區計畫、商圈更新改造計畫等，雖然在商

圈改造上能有所發展，但對於整體都市再生與市容改造能顯得無力。是

故，臺中市政府應重視中區本身都市再生之整體性，改善市中心地區之綜

合環境，如：自然資源與環境之維護、都市機能之更新、開放空間系統之

建立，以及實質環境更新與交通系統改善等方面。 

    由於老舊市中心地區之發展是以達到具有地方特色之商業中心為目

標，同時維護臺中市其原有之歷史與文化資源，故在促進市中心發展上必

須同時兼顧到保存文化資產。同時，實質環境之改善亦是其都市更新之重

點，因改善實質環境才能使都市重獲生機與活力，故在實質環境規劃上，

亦須考量其交通建設發展、行人空間、公共設施、停車空間等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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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中市中區的都市型態 

 

臺中市中區之區位處於臺中市之中心位置，在臺中市甚至是中部地 

區亦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之樞紐地位，其中，中區都市型態之歷史演變與

其生活方式和應有之都市模式都將影響中區本身在臺中市的重要地位與

否之因素。在都市再生之可行性中，探討中區之都市型態便顯得相當地重

要，因為都市之歷史演進與其所位於之地理位置，都將影響其後之生活型

態與模式。而生活型態與模式亦將影響此地區之往後發展可行性。都市再

生之策略的制定必須要能符合當地需求與發展；同時能夠帶動整個區域之

經濟，並且刺激消費，吸引買氣；也能將外移人口重新回留至中區。  

 

第一節 中區的區位 

 

    區位（location）係指人文，如：社會、經濟等活動在空間上分布之位

置。韋伯（Melvin L. Webber）認為都市在作為活動位置之型態，是經由經

濟功能、社會功能與其他領域之多種活動所形成的空間分配。將區位需求

使用配置在土地上建立指導之原則與標準，係針對中、長期目標，從居民、

公司、企業機關之間交互需求、都市化與自然環境間協調等推演出來之結

果，而區位之選擇要素如下（陳明竺，2005：120）：  

ㄧ、對洪水及其他威脅到安全之因素的防範。 

二、易遭到都市活動與都市發展破壞其生態環境之地方。 

三、是一種使用與另一種使用之時間、距離與成本之關係。 

四、鄰近使用的經濟、社會與環境之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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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特定地點發展特定使用之可行性。 

六、地價之型態。 

七、基地之可居性。 

    若從地理位置來看中區之區位，臺中市共有八大行政區，其分布如下：  

 

 

圖 3-1  臺中市八大行政區域 

 

    其中將中區放大所屬之里別，共分為八里，如下：繼光里、綠川里、

柳川里、光復里、公園里、中華里、大墩里，以及大誠里等共八里。 

    臺中市中區位於臺中市區之核心部份，區域範圍東南自火車站前，向

西北至中華路，西南自民權路，向北至福音街、三民路一段、公園路，抵

自由路向東北至練武路，再轉向南，沿建國路至成功路口，沿新民街至武

德街口等範圍，總面積 0.8803 平方公里，區分八里，共 236 鄰，占臺中市

總面積 0.54％。至 2009 年 5 月止，中區總戶數共 8,450 戶，近二十多年來，

隨著都市發展重心轉移，人口由十二萬人，逐年銳減至今。截至 2009 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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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止，中區總人口數雖祇有 23,496 人（男 11,591 人、女 11,905 人）9，但

其人口密度卻高達每平方公里 26,690.9 人。 

 

 

 

圖 3-2  中區行政區域 

                                             
9 統計數字來源：臺中市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表。檢索日期：2009 年 6 月 2 日

http://www.tccg.gov.tw/sys/SM_theme?page=455598e4 

 

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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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中區為臺中市市中心，且位於縱貫鐵路等重要交通運輸中心，

也因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導致其發展成為不僅是交通樞紐，更成為為商

業重鎮，繁榮的景象永久不褪。本研究係就三個時期探討臺中市及臺中市

中區在不同時期所發展出不同的規劃，依序是：日據時期以前，也就是清

朝統治時期；日據時代；第三就是戰後的臺中市中區主要的都市變遷。臺

中市中區在日據時代甚至是更早的清朝便因其便利優越的地理位置而使

其發展成為重要市鎮，中區本身便擁有發展已久的經濟、人文、交通等面

向。日據時代依著清朝時期對臺灣的空間規劃，將臺中定位為臺灣中部的

區域核心，投入各項的都市計劃，將原有的生活型態與空間作一改變。 

    臺中市最早發祥之地，一為「犁頭店街」，即為今天的南屯；另一便

是「大墩街」，就是屬於今天中區的範圍，可見臺中市中區在臺中發展史

上的重要性（沈征郎，1979：2）。 

     

第二節 中區的歷史演進 

     

以整個臺中市而言，都市發展時期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

日據時期以前，也就是清朝統治時期；第二、日據時代；第三就是戰後的

臺中市都市變遷。然而，不論是清朝統治時期、日據時代，或者是戰後的

臺中市都市發展，中區在臺中市都市發展上佔有非常重要之地位。 

 

壹、清朝統治時期 

 

臺中市在明朝時期尚未開發，當時原住民平埔族人曾在此地生活。清

康熙四十九年（1710 年），漢人開始移入，犁頭店（現為南屯區）成為最

早被開發的地方，清雍正十年（1732）清廷即設置巡檢署於犁頭店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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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人煙漸次稠密聚集於現今之中區，形成市街，並於道光年間出現「大墩

街」街名。 

    在清光緒十至十一年間（1884~1885 年）時，因受中法戰爭之影響，

清政府開始重視臺灣防務的問題。光緒十三年（1887 年）清朝正式將臺灣

自福建省析出另設一省，重新調整行政區劃。經過一番調整之後，最後定

訂為臺北、臺灣、臺南三府一直隸州，轄十一縣四廳。其中，將昔日之臺

灣府改為臺南府，在中部地區另成立一新府名臺灣府，且擇定當時的藍興

堡橋仔頭庄為省城所在地（張勝彥，1999：82）。清末臺灣行政區劃經重

新規劃之後，臺中地域便著手擬辦行政核心臺灣築成等工事，故臺中市政

建設歷史可說是始於清末劉銘傳主政時代，在此建有一座全臺規模最大之

臺灣府城池，預作為省會並收控制南北之效。而當時臺灣城的規劃與興建

便是以兼作為省、府、縣城等三重角色為前提發展。 

    當時完成之臺灣縣城城門共分為八個，分別為：大東門（又稱為震威

門）、小東門（又稱為艮安門）、大西門（又稱為兌悅門）、小西門（又稱

為坤順門）、大南門（又稱為離照門）、小南門（又稱為巽正門）、大北門

（又稱為坎孚門）、小北門（又稱為乾健門）等八個城門，且包含四樓，

分別是：朝陽樓、聽濤樓、鎮平樓，以及明遠樓。而依其當時分布區域可

由下表顯示出相當現今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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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城門位置對照表 

城門名稱 門樓名稱 相當現今位置 

大東門 震威門 朝陽樓 臺中糖廠南界建成路

與振興街 162 巷交口

小東門 艮安門 － 復興路四段尾高架橋

與鐵路之交叉東側 

大西門 兌悅門 聽濤樓 臺中監獄東側與法院

間隔之地 

小西門 坤順門 － 國光路與建城路 

交叉口之西南邊 

大南門 離照門 鎮平樓 南門路與明德街 

交叉口北面 

小南門 巽正門 － 大振南端河邊 

大北門 坎孚門 明遠樓 臺中公園自由路與公

園路交叉口大門外 

小北門 乾健門 － 臺中醫院前榕樹附近

資料來源：賴志彰（1991，19）、本研究整理 

 

從臺灣城內的空間規劃來看，其中城北之大北門與小北門之間有下街

是城中人口、房屋較為稠密之處。小北門附近有試院、臺灣府儒學等建築

物，是為城內之文教區。而從之後日據時期所接收臺灣城內之官有設施可

以發現，許多關有設施，如：文、武捕廳、供給署等官方設施之位置，大

多分布於小北門到小西門之間，故可知其一帶應為城內之政治中心區域所

在地，城內多處地區也多為農田河川等用地。 

    從表 3-1 便可知，當時小北門所在地便是現今臺中市中區區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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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此也可了解中區在清朝統治期間之地理位置，以及其歷史之受重視。 

 

貳、日據時代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清朝政府將臺灣、澎湖等地割讓於日本，使得臺

灣成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向外擴張的第一個戰勝品。所以，在日據時

代初期的臺中，有著濃厚的殖民色彩。然而，當年以帝國主義之姿領臺而

治的日本，其眼中的臺灣城鎮簡直不堪入目，難以居住，如以下的報導一

般：「西元 1895 年臺灣剛被日本統治時，都市皆為舊式，街道狹窄，污穢

而不規則，房屋的採光與通風亦甚不良…，這種舊式都市在居住、衛生設

備及其他方面郡不能滿足居民的需求。」（張勝彥，1999：128）從上述記

載可知，空間環境上的惡劣已經嚴重影響到日本人在臺的生存意願。為了

確保日本人在臺的生活品質，日本開始在臺灣地區推動都市計劃，也是因

此，自明治二十九年（西元 1896 年），臺中都市計劃便開始著手動工。 

    今天的臺中市是以清代的臺灣府城以及東大墩街為基礎，經過日據時

代建置而發展出來的都市，而當時的東大墩街的範圍，便是現今中區範圍

之內。中區的都市發展是非常早期也影響深遠的。但當時臺中市役所對於

當時大墩街的描述指出：「大墩街的街道狹隘卑濕，溝渠設備不全且污水

四溢，很容易發生傳染病的全面流行。」故在明治二十九年（西元 1896

年）時開始的都市計劃便是以衛生工程為考量，對臺中市街提出一份設計

與規劃（張勝彥，1999：130）。 

    日據時代對於臺中市的都市局部改造計劃主要共分為七大項： 

 

一、1896 年（明治二十九年）衛生工程考量下的街區計畫 

    對於臺中市街提出一份設計與規劃。除了認為臺中位置將來必成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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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樞紐地帶；尤其是臺灣西部縱貫鐵路築成之後，其對臺灣中部主要港式

的聯絡必定迅速，將來臺灣全島生產之物、米、樟腦等都會以臺中市為交

易中點，因此都市之設計，必須具備遠大的企圖，考慮將來的擴大程度。

除了上述意見外，同時建議整個都市應使其發展成方形都市，採棋盤式規

劃，這些意見後來成為臺中市都市計劃的基本藍圖（張勝彥，1999：130 ）。 

 

二、明治三十三年（1900 年）第一張公告的街區改正圖 

    第一張公告之街區改正圖，使得臺中市的都市計畫邁入另一個新的階

段。 

三、明治三十四年（1901 年）街區改正區域及附屬地平面圖 

 

四、明治三十六年（1903 年）以後之街區改正，為發展大墩街與新 

    庄子街的開發。 

    此外，河川改到也是此次計畫中的重要工事（張勝彥；1999：132），

如：將綠川截彎取直，但影響所即是拆除了河川兩岸的水車，遂使河岸邊

的精米廠失去了營養的動力。明治三十七年（1904 年）為了配合鐵路的施

工，特別講究臺中火車站站前的繁榮，同時也規劃了就接的拆除與更新，

使得臺中市市容漸漸地呈現新的樣貌。明治四十年（1907 年），臺灣西部

縱貫鐵路全線通車，此時是街區改正的大好時機，故在臺中火車站前各道

路之建築物便格外受到重視。同時，整修臺中公園、埋設下水道、加鋪路

面等，使臺中街容再度煥然一新（張勝彥；199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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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街廓的區畫：首先出現了純日本住民的新街區，例如：新町、富 

    貴町、常盤町等 

 

六、公園的設置 

    其設置之主要原因是為了緩和都市裡過於機械化的生活。 

 

七、公共設施的建立 

    當時公共設施之建立，如：1900 年（明治三十三年）的電話交換局、

1901 年（明治三十四年）改制成立的臺中郵便局，辦理郵政電信業務。1911

年（明治四十四年）完成配電，這是臺中市以電燈為照明之開始。（張勝

彥；1999：135）同時，因為日據臺灣之初，臺中發生多次傳染病，日本

為了維護日本人之健康，故自明治時代開始，便在臺中先後設置多所醫院

診所。 

    日據時代便是日本人正式將西方之巴洛克式的街道系統，也就是垂

直、斜線以及輻射狀的街道型態導入至臺灣的都市空間中。 

 

叁、戰後迄今 

    

    戰後，也就是光復以來，臺灣歷經數十餘年之經濟快速起飛與成長，加上土

地急速地開發及都市發展，導致不斷地往都市市中心以外的區域開發，不僅造成

規模不經濟，資源的不永續，無效的住宅供給，同時惡化了地方財政與空間使用

上的品質（黃姿蓉；2008：3-1）。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中市依舊制於 1945

年 12 月 11 日改為省轄市，分中區、東區、西區、南區、北區，復因行政

區域過小，於民國三十九年將縣轄之北屯區、西屯區、南屯區三鄉併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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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八區，全市面積更形擴大（張勝彥，1999：142）。 

    臺中市同樣地因為戰時的物資缺乏，加上禁止人民進行交易活動，於是在戰

後恢復自由市場之時，商業活動便相當活絡，從臺中市後火車站一直延伸至中華

路一帶，一直是攤販市場，而中部四縣市之日常生活用品所需也都在此地交易。

在 1945 年以前，臺中市中區只是一個分散式的小聚集地，當時並未有一個完整

的街市出現；1955 年以後，自由路、中正路街角之新店舖便開始有了成排之商

業店面的型態，從此開始，便奠定了市中心地區大規模的塊狀商業街區之開發基

礎（溫博煌；2003：54）。 

    臺中市全市在 1956 年時，臺中市發布對於舊市區之都市計畫案；而

1957 年臺中開始其都市計畫案，並且承繼日據時代以來對於臺中市之規

畫。同時，亦擴大市區之範圍並向西北成扇形展開，規劃配置三條環狀道

路之交通系統，又結合公園綠地，便形成現今所見之臺中都市之原型。 

 

第三節 中區的都市生活 

 

    在探討臺中市中區都市生活之前，首先必須解釋都市（urban）的起源，

以及都市的定義。盧梭（Rousseau）有句名言：「房屋只構成鎮，市民才構

成城」（Houses make a town，but citizens make a city.）（紀俊臣；2006：53）。

就都市之起源而言，都市是社會生產力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都市的起

源至今還不甚了解，它的發展史，大部份都來埋在地下，或以消磨得難以

考證。都市的發展，從其胚胎時期的社會核心到它成熟期的複雜形式，及

衰老期的分崩離析，很難用一種解釋來說明。 

    都市一詞也常與城市一詞混用，在中文字意中，「都市」為人口眾多

且為貨物交易之所在。也因中國古代許多都市均建有城牆，故又將都市稱

之為「城市」。是故，在中文詞意將「都市」與「城市」常交互使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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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意詞（薛益忠，2006：22）。在概念上，要區分都市聚落與鄉村聚落

似乎是非常簡單之事，但是實際上，全球在界定都市聚落並無一個統一之

標準。 

    都市通常為一廣大之區域，涵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面向的

中心地域，包含有相當完善之公共設施、政府機關、公園綠地、教育體系

等豐富生活內涵之建設。但因工業革命以來，都市人口遽增，而人口急遽

往都市遷移的結果，導致都市地區過份擁擠，任何硬體設備均不敷使用。 

    人類歷史剛剛破曉時，都市便已具備成形式。想更深刻的理解都市之

現況，必須透過歷史的地平線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蹤跡，去了解都市更

遠古的解構和更原始的功力。 

    在都市成為人類的永久固定居住地之前，它最初只是人類聚會的地

點，早期人類定期返回這些地點進行一些神聖活動。這些地點能把一些非

居住者吸引到此地來進行感情的交流和尋求精神刺激，這些功能同經濟貿

易一樣，都是都市的基本標準之一，也是都市固有活力的一個證據。 

    對於都市的產生，除了以自然環境、地理位置等條件有關之外，關於

制度學派有四種不同的解釋理論：生產過剩理論、市場牽動理論、軍事防

禦和宗教牽動理論、政權擴張牽引理論等（整理自莊翰華，2005：10-13、

薛益忠，2006：30-31）。 

 

一、生產過剩理論 

    都市是滿足人們需求的結果。當自給自足的鄉村經濟無法滿足人們的

物質需求，人們就建立起集中居住的都市。當生產過剩時，部分農民便放

棄農耕，投身於其它專門之技術行業，當專業群體與管理群體聚集在一

起，即為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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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牽動理論 

    市場形成都市。Jane Jacobs（1969）於「都市的經濟」（the economy of 

cities）一書中，談到農村經濟，包括農事，係建立在都市經濟與所有事物

之上（Jacobs，1969：4）。其中，亦明確提出市場的功能是都市形成和產

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宗教牽動理論 

    此理論認為都市係由宗教需求而產生的，都市就是宗教聖地。都市原

係一個排斥外人的宗教社區，就如中古世紀古老都市之崛起過程中，宗教

便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宗教之相關活動，將人潮匯集後便形成市

集，進而形成都市。 

 

四、軍事防禦和政權擴張（管理）牽引理論 

    此理論認為，都市係由於軍事防禦需求而產生的，都市就是要塞；都

市的建立是國家管理部門的所在地，作為政權的所在地。都市是為鞏固政

權而建立；尤其是在軍事擴張之後。 

    理論上研究都市起源，或者是都市的形成，均不可能以單一理論邊可

以解釋都市形成之因。都市之形成是諸多因素綜合的結果，而非單一動機

所能產生。 

    都市的定義如前所述，很難能有一個完全充分解釋的因素，同樣的解

釋要在不同時代皆存在著更是不可能的（莊翰華，2005：13）。我國與其

它多數國家相同，無法將都市下一個完善之定義，但就都市與鄉村之基本

差異仍然能夠作一說明。都市與鄉村的本質差異仍然存在，以下就都市與

鄉村本質上之差異作一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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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都市是以非農業人口為主的居民點。 

二、都市一般指聚落有較多的人口。 

三、都市有比鄉村要大的人口密度和建築密度。 

四、都市具備有下水道、廣場等公共設施。 

五、都市通常為工業、商業、交通、文教、政治、經濟等面向之中心。 

    都市與鄉村之本質差異便能在以上五點清楚地看出。其他國家根據其

社會經濟發展之特性，對都市所下之定義因其所用之標準不同，制定不同

的都市定義之標準，茲歸納如下（整理自龍冠海，1978：39-41、莊翰華，

2005：14-15）： 

 

一、以法定作為標準 

此種作法在歷史上較晚才有。一個地方直接由較高之政府權威賜予 

特許狀或憲章（Chapter）便宣布其為都市，此為法定之界說，在西方國家

較為盛行，但在東方國家卻無法應用。 

 

二、單純以某級行政中心之所在地作為標準 

    以此為標準之使用國家以拉丁美洲國家居多，此外，如：蒙古，便是

規定其首都和地區中心為都市、埃及規定省之首府及地區之首府為都市

等。 

 

三、單純以都市特徵為標準 

    以此作為標準之國家如：智利，其規定有一定之公共，或市政服務之

設施且具有明顯都市特徵之人口中心為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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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單純以居民人口數量為標準 

    採用此類標準之國家最為普遍，如：烏干達、日本、法國等。 

五、結合居民點人口數量及人口密度作為標準 

六、結合居民點人口數量及產業結構作為標準 

七、結合居民點人口數量及都市特徵作為標準 

八、結合兩個以上作為標準 

九、以社會結構作為標準 

    將職業、環境、社區之大小、社會區分與階層，以及流動性等作為其

都市與鄉村之區分標準。 

 

十、其他標準 

    關於都市之定義，柏芝爾（Bergel）在其所著《都市社會學》中述評各

家的都市定義後，所下的界說是：「任何集居地方其中多數居民是從事非

農業活動的，我們稱之為都市。(Bergel，1955：5-7）」 

    龍冠海（1978）對都市所下的定義是：「都市可說是集中在一有限地

域內的一個人口集團，在法律上具有社團法人的地位；在政治上具有地方

政府的體制；自成一自治團體；在經濟上具有詳細分工與專業化的特徵；

其主要營生方式不是直接依賴自然或耕種以獲取食物，而是靠着工商業、

人事服務及其他的專門技能；在社會活動上多半是集體的；在社會關係上

多半為間接的。」 

各國也依據其社會經濟發展之特色，制定具備其特色之「都市聚落10」

                                             
10聚落是指人們共同居住、生活、工作的地方，一般可分為鄉村聚落與都市聚落。鄉村聚落的人

口較少，居民以第一級產業為主；都市聚落的人口通常較多，居民則以第二、三級產業為主。本

研究以探討都市為主，是故，僅將都市聚落作一探討。 



                                                        第三章 臺中市中區的都市型態 

 63

定義標準（薛益忠，2005：23-26）： 

 

一、 聚落人口數 

雖然此為一明確且簡便之界定方法，但也因各國之國情而有不同，如：

地廣人稀之北歐國家如：瑞典、丹麥等，其標準為 200 人；美國為 2500

人；而日本因其地狹人稠之因素，高達 3000 人為其最少人口數之標準。 

 

二、 聚落機能 

聚落機能依其就業人口劃分，一般而言，將第一級產業活動歸納為鄉

村機能；而第二、三級產業活動歸納為都市機能。 

 

三、 聚落人口密度 

都市聚落之人口密度較鄉村人口密度高，但密度必須要多少在各國之

標準不一。一般而言，各國較少會用人口密度為區分之標準。 

 

四、 行政命令 

以此來界定都市聚落之國家，如：土耳其、日本、英國等。臺灣也曾

使用過行政命令作為界定之標準，如：新竹縣市分治之後，新竹縣政府遷

至竹北鄉，而竹北鄉及改為竹北市。 

 

五、 綜合評析 

有些國家以兩個以上之標準作為界定都市聚落之準則，如：印度必須

人口數超過 5000 人，且人口密度大於每平方英哩 1000 人。 

    目前臺灣尚未有一致之都市界定標準，在歷史之演進上，可以了解到



臺中市中區都市再生之研究 

 64

臺灣如何使用都市一詞。二十世紀初期，日據時代在其穩固統治基礎之背

景下，逐漸採用西方社會中地方自治之制度運用在臺灣上。是故，臺灣使

用「都市」一詞是在 1920 年所出現的行政區域之調整時，正式出現「都

市」這個官方名詞  

    臺灣在都市的定義上，一般而言，在衡量標準共有六項：人口數、產

業結構、行政區域、都市型態、公共設施、人口密度等六項。行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定義「凡具有二萬人以上集居地與其毗鄰地區，或是兩個以上

毗鄰地區合計超過兩萬人以上者稱為『都市化地區』。」、「每平方公里 8000

人以上者為都市。」 

    許多學者均對都市有其不同之定義，但綜合而言，簡述都市定義為「一

密度較高、人口較多、居民職業多元化、非農業產業型態、有正式行政組

織，且能維持較高程度之實質建設及公共服務之人類集居地」（莊翰華，

2005：15）。由此可知，臺中市中區為一都市區域，不論是在人口數，或

是在產業型態等各方面，皆為都市形式。關於都市生活之論點，其主要學

者仍以沃爾斯（Wirth）最為人所知。 

    沃爾斯在 1938 年在《都市性為人的生活方式之一》（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中提到，大數量解釋個體之差異，相對缺乏親密之個人認識，大

致上是匿名的、虛假且是一種短暫之人際關係的片斷化，以及其相關特

性。密度包含了差異性和分化，密切地實體接觸與遙遠地社會關係同時發

生，隔離之複雜形式，正式社會控制之支配性，以及明顯地磨擦等其它現

象耀眼的對照。異質性趨向於破壞嚴格的社會結構和製造社會流動、不安

定與不穩定，以及個體歸屬於各式各樣交叉橫切的社會群體，而且擁有高

度的成員轉換率。金錢上的聯結代替了個人關係和制度，加上機構趨向於

迎合大眾而非個人之要求，因此個人唯有經由有組織之群體行動才能擁有

效率（Wirth，1938：3-24）。 

    沃爾斯所提出之性質均將看成都市而非鄉村生活之特性，也唯有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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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數量且密集和異質性的社會關係；相對於沃斯所提出的都市生活方

式，亦有其他學者對於沃爾斯之言論發表批評，其中將這些批評大抵可分

為三類：1.空間決定論；2.都市－鄉村類型學；3.次文化之擴散。 

    以空間決定論而言，芝加哥學派學者甘思（Herbert Gans）在此議題中

曾提出，他認為，沃斯之構想都市人口是由一職之個體所組成，並與過去

之社會系統分裂，不能發展新的，因而使得都市形成沒有秩序，是一種混

亂的狀態……，這忽略了都市是由相對同質之群體所組成的事實。社會與

文化之寄托將其防護，有效地不使其成為所說之數量密度和異質性之結

果，而相對於成外之居民更加適用，因他們構成了大部分之都市人口

（Gans，1968：99）。提出空間決定論者之學者認為，邊緣人、孤立、孤

單之人也非完全在都市內部居住。這些邊緣性群體在某些地區是居住在另

外一種類型之地方，譬如：新市鎮、都市外圍之區域等，都是遠離市中心

的地區。 

     沃斯強調都市之規模、密度與異質性之效果是一種錯置，都市之孤

立和社會群體之類型是具有關聯性的，而這些群體通常居住在都市中心地

區，和造成他們集中在當地之過程有相當成度之關聯性，以及都市之政策

類型等（孫清山，2004：111），這些因素均將導致與影響其資源以及環境

上之變化。 

    都市－鄉村類型學派之學者對於都市生活模式之論點提出對於所謂

都市生活匿名、脫序之模式，以及鄉村之整合社區提出許多不同之論證。

社會學家與人類學家在探究大型都市之研究時發現，在都市內亦有傳統道

德之秩序，甚至是強烈之社區聯繫。Young & Willmott 對於倫敦所做出之

研究中發現，都市之市中心有非常強烈的親戚與鄰居間的聯繫，而社區的

感覺就像是在一個共同之領域的人民，彼此間共同並團結一致的那種氣氛

（Young & Willmott，1962：113）。 

    都市－鄉村類型學之研究主要以社區之概念導入其中，深入探索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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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民之互動往來，以及其情感之取向。雖然在一系列之學者研究社區情

況之分析之後被宣告有所缺失（孫清山，2004：116），但是對於沃爾斯所

謂之都市與鄉村之間之對立的依據亦變得無法令人完全信服。 

    因為芝加哥學派對於沃爾斯都市文化之觀點有所批評，故在其論點上

便出現以次文化之擴散作為其對沃爾斯論點之評論。他們認為都市中可以

發現到全然差異之多樣性的次文化存在，我們是不可能只認有任何支配性

之都市社會的類型。雖然有強大之力量使其競爭，其中更包括了個人化與

人際間之差異，但是也有其共享之利益、社會性、友誼，與親族及組織會

員等反趨勢（孫清山，2004：118），而這些亦導致合作以及其共同性。 

    雖然社會與其他學者對於沃爾斯之都市生活方式之論述上有所批評

及保留，但沃爾斯在形容都市生活之形式時，套用在中區之都市生活型態

而言，若從中區的歷史演進脈絡來看中區之都市生活型態，可以非常清楚

地了解中區早在日據時代，甚至是更早。與其它中部地區相比，中區的歷

史演進相當悠久，同樣地，中區在生活型態上與其他地區亦有相對程度上

的不同。歷史回顧中，中部地區在日據時代多以從事農業活動為主，也以

鄉村聚落占大多數比例。但是中區卻在日本統治之下重視中區的樞紐位

置，而加強了中區聯外之交通與對內之聯繫道路，進而影響並鞏固了中區

商業活動上之活絡環境。 

    國外因地廣人稀，故在都市生活型態主要可區分為工業區、商業區，

以及住宅區等不同型態的呈現。臺灣主要因地狹人稠，所以在都市之土地

利用上常會混合使用，如：在臺灣便非常常見住商混合大樓及社區。臺中

市中區在都市之土地利用上主要仍以商業活動為主，而中地理論便提供中

區在商業活動上非常重要之指標。其中，都市地理之中地理論提供了解都

市在作為服務中心之角色的觀念架構，「中地」（central place）為提供物品

與服務之處（薛益忠；2006：142）。在中地理論中，主要是討論商品與服

務，而排除了農業與工業之活動。中地理論學者在探討都市時認為，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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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其經濟的理由，許多是為了方便物品與服務之交換（薛益忠，2006：

143）。 

    中地理論中的一些個別觀念，如：門檻和最大路程等，應用於都市計

畫與區位選擇之情形，更為普遍。都市計畫中一些公共設施空間配置之規

劃，以及連鎖商店之區位規劃，都可應用在門檻及最大路程之概念，以作

為規劃之依據及參考。都市計畫中之公共設施空間，如：國中和國小學區

配置、社區公園、衛生所等，以及連鎖商店，如：麥當勞、必勝客等。（薛

益忠，2006：164） 

    就公共設施中國小學區之配置而言，其考慮了土地之利用，如：工業

區、商業區，或是住宅區，人口之結構，如：人口年齡之組成、人口之密

度等，在在影響學區的配置。而在連鎖商店部分，許多連鎖商店在區位配

置上也是將門檻和最大路程的概念導入。以麥當勞為例，必須考慮當地人

口之組成，如：人口密度、年齡分布、教育程度等，以及其所得收入，因

為這些因素都會影響來店意願及對產品的接受程度。 

    連鎖商店透過資料的分析，來維持其一定之利潤。最常見的便利商店

也常運用這樣的方式來開拓店數，以求在店數增加之下，但利潤仍能維持

一定之水準。就上述連鎖商店麥當勞而言，必須要考慮人口數以及當地往

來人口之量，加上範圍的界定，才能有足夠消費量以維持其機能，也就是

必須達到門檻值。 

    都市的繁榮與否也可從這方面來顯示，以麥當勞為例，中區公園路上

所設立之麥當勞於 1989 年設立，為全台第二家據點，亦是臺中市最早設

立之麥當勞也位於中區。因當時商業興盛，人潮眾多，帶來的利潤便是麥

當勞為何設立在中區之原因。但因近年來中區的沒落，導致營業額與該店

的開銷比例不足以使其開設下去，終究歇業。中區目前僅剩一間位於中正

路火車站前的麥當勞。大連鎖商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指標，一個地方

商業的興盛與否便可從其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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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學區也會因應人口數的分布來設立，截至目前為止，雖然中區學

區中有光復國小、忠孝國小、太平國小、大同國小、臺中教育大學附小等

小學學區，但其中忠孝、大同國小位於西區、太平及師院附小位於北區，

在中區本區之小學僅有光復國小一間小學。 

    從公共設施和連鎖商店的設立，可以顯示出目前中區都市環境所遇到

之困境，因為人口流失嚴重而導致商業沒落，人口與經濟相互惡性循環之

下，造成中區無法保有以往之繁榮景象。從學區之設置以及公共設施與連

鎖商店建立的消長來看，很容易看出中區一直往衰退之路走。 

    由歷史軌跡至今在中區的商業活動，仍然可以嗅出相較於以農業為主

的鄉村生活下，中區的生活方式是以商業活動為主之第二、第三級產業的

都市生活。並且由上述之觀點可得知，中區為一都市聚落，並為臺中市的

中心商業區地帶，縱使目前中區之情況大不如前，仍不失去其身為都市區

域，並享有都市生活型態之地區。 

 

第四節 中區的都市模式 

 

    都市模式在不同領域中，例如在都市社會學、都市地理學等，皆有其

不同之分類。都市社會學常以古典社會學者，如：馬克思（Karl Max）、韋

伯（Max Weber）、齊默爾（Georg Simmel），以及涂爾幹（Emile Durkhein）

等，作為分析都市社會學之理論基礎。都市社會學亦常分析當代都市所呈

現的現象，如：文化城市、對抗城市、世界城市、數位城市、行動城市，

以及永續城市等主要議題。 

    在都市地理學中，對於都市在其土地利用上、機能分類，以及大小分

布等作深入之剖析；亦將都市模式分類，如：全球都市、行銷都市、生態

都市、資訊都市、永續都市、安全都市、文化都市、創意都市、創造性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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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以及健康都市等都市模式。在探討都市再生無法僅從一方面來說明，

必須要多元化的剖析，故在融合各方觀點之後，本研究將都市模式能與中

區相呼應之模式整理歸納如下（整理自王佳煌，2005：112-157、198-207；

莊翰華，2005：65-209；薛益忠，2006：22-41）： 

 

壹、 全球都市 

 

    經濟在整個科技產業發達之下達成了全球化之情形，使得國與國之間

之貿易往來行為逐漸發展成都市與都市間之互動與聯結。主要是因資本主

義之發展，造成各國、各地等為追求經濟競爭之優勢地位，積極地投入全

球市場，便形塑了全球化現今之面貌所不可或缺之重要動力。全球都市之

區域大致包括中心都會區及其腹地、大都市圈（conurbation）及其腹地，

以及各都市間的合作與策略聯盟，加上資本主義在其中之集結、組織與動

員各式資源，全球都市區域便可與全球經濟發展之主要動機（Scott，2001：

4）。臺中市近年來希望能夠躍上國際之舞臺，經濟等商業活動之往來便變

得不可缺少之要素，其中，占有優勢地理位置與悠久歷史之中區，亦必須

跟上腳步來改善固有之問題，進而臺中市能在各方面達到應有之標準。 

    在全球經濟網絡體系之下，都市發展雖然可能因此而脫離原有之國家

框架，但是卻必須面臨都市與都市之間之激烈的戰爭。在都市經濟發展之

研擬策略上，勢必朝向遵循經濟全球化之地方競爭力，如此才能夠擁有全

球經濟網絡體系中之重要據點。薩森（Sassen）便指出，全球都市之前是

國際貿易與銀行業之聚集中心，現在則變成為全球經濟之指揮與控制中

心，亦是金融與各種工商服務業者之集中地區，是創新與高科技產業之集

中地，同樣地，也是各式產品與創新的市場。其中，薩森以紐約、倫敦，

以及東京等地作為其論證地區，認為全球都市與全球經濟隻重組是互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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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之後薩森在其論著中指出，全球都市是一種新的都市經濟，並且以工

商服務為其核心，加上其金融活動集中化、全球化為其特色，如：邁阿密、

雪梨、多倫多等都市。薩森對全球化時代城市的新使用者如何逐漸決定都

市景觀的的觀察有助我們了解上海的都市更新及其影響。薩森認為，全球

化都市的新景觀一項重要特色便是一小撮專業人士與一大群低收入勞工

這兩組城市使用者的差距日漸擴大 (Sassen ，1996：221)。 

    全球化亦造成都市與都市間之不平等，如：拉丁美洲與加勒比海之首

要都市體系、歐洲平衡之都市體系等所受到之衝擊，以及都市內部之不平

等，諸如：勞動過程之組織變動與服務業經濟之所得分配等因素。亦將薩

森在 2001 年之概念理論與方法整理如下： 

 

一、全球都市之模式 

    全球化並非單一的、同質化的一種力量，而是各種專門業之過程交互

作用下之結果，在地之行動亦是全球化之一部分。全球都市各有其特定功

能性存在，並且全球化定非只是網絡，而是實際之地方（place）。 

 

二、金融產業 

    全球都市是金融中心之意旨，強調金融活動雖然可以迅速地移動資

本，但金融活動畢竟還是融入（embedded）在實體之空間與脈絡當中。而

其中之金融中心彼此間並非競爭關係，而是一種跨國金融網路之功能區分

的關係。金融產業造成全球都市在內部上有心的空間秩序產生，同樣地，

全球化亦會刻畫出全球都市內部兩極化之壓力與趨勢。 

    柯司特（Castells）認為，全球都市是一種進階服務（advanced service）

的生產與消費中心，這些大小不等的全球都市彼此連結成全球網絡，形成

一種競合關係（夏鑄九等譯，2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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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都市在地方競爭力上產生了重要聯結性，在經濟全球化之發展趨

勢之下，全世界已進入區域競爭、都市競爭的時代。因此，地方競爭力之

優劣不僅等同於國家競爭力；亦成為當地企業競爭力高低之基礎（莊翰

華；2005：82）。而都市競爭力便是經濟決定因素結合策略決定因素下之

結果，其中經濟決定因素包括生產、公共設施、區位，以及企業能力等因

素外，亦涵蓋新資本之投入與聚集經濟等兩項因素。 

    新的資本常伴隨著新技術的引進，且臺中本身在地理位置上便占有區

位之極大優勢，擁有氣候之寧適性等優勢因素，亦有相當便利發達之交通

網絡，而聚集經濟與專業分工、技術改變率、人力資本累積等相互形成了

良性循環，有助於生產力之提升，而公共設施因素係指地方政府投入地方

之實質建設，倘若希冀藉此達到提升地方競爭力之需求，考量地方條件與

發展目標便應為其首要之務（莊翰華，2005：83）。 

    策略決定因素係指地方政府為提升地方競爭力所使用之各種策略，包

括：政府之效能、地方策略、公司部門合營，以及適度之制度彈性。因為

不同地方所具備之規模、政治制度，以及生態模式都不盡相同，進而管理

制度與系統亦會有所差異，地方策略便在這種情況下一變得必須因地制

宜。而地方策略直木在在於活用當地資源，使其創造出能將當地資源流動

之結構，因而適當地運用地方策略，諸如：都市更新計畫、都市成長管理

等，亦能達到充分發揮地方特質，進而提升地方競爭力之目的。 

    綜合上述，影響地方競爭力之各項因素可知，其牽涉層面之主、客觀

條件繁多，其中，最重要且最根本之影響因素仍是經濟層面，其餘層面之

因素則是輔助之角色。倘若地方在缺乏良好經濟發展之條件下，勢必會面

臨到地方發展衰敗而難以吸引人口與產業進駐之困境，如此便無法空間、

社會、生活等層面之因素上具有競爭優勢（莊翰華，2005：87）。中區目

前之處境便必須以經濟來將整個地區之商業活動、人口等復甦，中區本身

之區位在臺中市而言占有相對之優勢，交通網絡之發達、商業活動歷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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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等，但對於會造成地方競爭力之因素，如：公共設施、生產、企業能

力等，必須加以補強與注入活力。臺中市政府在地方競爭力之評估時必須

重視中區在臺中，甚至是整個中部地區所占有之優勢，並加以補強其因環

境老舊、人口外移等因素，而造成其競爭力下滑之原因，進而促使臺中市

能夠充分地成為中部之金融等商業活動聚集地，以臺中大都會區之行動方

案位中部注入商業新的活力。 

 

貳、 文化都市 

 

    文化是人類社會生活之總和，包括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物質文化

是只社會生活中具體之東西；非物質文化是指社會成員之規範、法律、風

俗習慣，以及概念等（王佳煌，2005：112）。竺今（Zukin）認為，文化本

來就沒有單一之意義，文化之意義隨時在轉變、演化、增強，或者是削弱

某個層面。而所謂之都市文化，既非只單一都市之呈現、實踐單一文化之

模式，亦非指一個都市內部各種次文化之集合，而指的是都市內部與都市

之間各種地點（sites）與地方（place）所呈現或是人民所體會到之文化模

式、態度與行為（Zukin，1995：289-290）。 

    八 0 年代開始，關於文化在經濟層面上之論述超越了其他面向，其原

因不外乎因受到技術不斷之發明與創新之影響，人民可支配其收入與休閒

時間的增加，使得各式文化產品的消費因而明顯提升。文化、經濟與地方

之三者之間應該是高度共生的：文化，代表生活一切之總和；地方則是濃

厚人類交互關係之所在，因此因不同地方所擁有之功能和內在關係等因素

造成了不同文化的特色。同樣地，文化之地域特殊性，不僅有助於地方與

地方間之辨明（莊翰華，2005：169），若與經濟生產相互結合便形成以地

方為導向的一種地方文化產業，運用所占有之文化特殊性，在全球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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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能依然享有其優勢。 

    文化雖為人類生活之一切總和，並為人們所創造之生活文化、藝文活

動，以及文化資產，不過這些活動與資產均是在兼顧有形與無形之特徵

下，與人力、物力，以及財力等文化發展資源所具備之象徵符號價值以對

外交流。是故，都市若希冀以其濃厚之文化背景為基礎而發展之地方產

業，便是一種地方文化產業之崛起。 

    文化產業一詞之定義為：「透過科學與工業技術之改良，使文化產品

能運用大量生產之方式，生產或再製造出新文化產品之形式，包括：圖書、

報紙、藝術品、廣播、電視、電影、錄音帶等等，說明了傳統文化藝術轉

為消費生產性商品之形式及其影響。11」文化產業之價值，除了在自由市

場體制下的使用價值（use value）與交換價值（exchange），還應具備超越

美學價值（aesthetic value）、道德價值（ethical value），以及符號價值（sign 

value）。因此，文化產業應具備具有文化概念的經濟活動，以及能反映人

民生活模式與價值觀兩項重要因素。 

    許多都市均在發展其具有地方特色之文化產業，以洛杉磯為例，其為

具有全球化，特別是全球資本據點或是網絡之節點，其中，洛杉磯最為人

所知之產業除了金融商業活動之外，便是眾所皆知的傳播事業。洛杉磯成

為博物館、節慶活動、遊樂場、主題樂園等異托邦12之組合體。都市的空

間型態變化多樣與快速，其中之社會結構亦愈來愈像萬花筒，各種種族、

階級、族群等文化的彼此交錯（王佳煌，2005：118）。 

    然而，地方文化產業之開發並非僅侷限於地方文化市場性與經濟價值

之強化，同時亦帶動並強化其他產業及商業活動，進一步地促進地方設

施、實質環境，以及基礎建設之發展（楊敏芝，2002：38）。地方文化產

業對於地方發展，除了實質上的經濟價值之外，同時亦具備有非實質性之

                                             
11 文化產業一詞之起源始自法蘭克福學派對文化生產標準化與齊一化之批判，而 Adorno & 
Horkeimery 在 1947 年便於「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一書中便提到文化工業之概念。 
12 異托邦（heterotopia）一詞為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亦可譯為「異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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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神價值。根源於文化之多樣性與多義性，使得文化產業之項目界定仍舊

莫衷一是。 

    對於地方文化產業而言，雖然學者各自提出發展策略或是擬定相關之

原則，以藉此達到強化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目的，而結合多方之說法得

知，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最終形成有形之經濟價值，以及無形之精神價值。

而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項目，配合文化人才、文化人力，以及文化財力等

共同形成之發展資源，進而推動該地區之都市發展。 

 

參、 永續都市 

 

    現代都市因產業之變遷，從農、漁、礦業等一級產業轉向成為以工業、

服務業等三級產業為主的都市生活型態，雖然人類生活更加便利，但是卻

也演變對於環境汙染，如：空氣污染、水污染、能源浩劫、垃圾污染等所

不能抹滅之災害。而全球都市化的速度愈快，幅度亦愈來愈廣，都市之環

境汙染便與隨之而來之公共衛生與健康問題亦隨之日益嚴重（王佳煌；

2005：199）。 

    對於環境上的維護，聯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在 1987 年所提出

「布朗特蘭報告」（The Brundtland Report）13中之《我們共同的未來》（Our 

Common Future）一文便揭開永續發展之開始。1983 年聯合國大會決議成立

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主旨為「全球的變革」，其目的共有四個：一、提

出長程的環保策略，以達成未來永續的發展；二、建議維護環境的方法，

                                             
13 當時挪威首相布朗特蘭（Gro Harlem Brundtland）所籌組聯合國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已在該

年度的聯合國大會中提交一份名為《我們共同的未來》的報告書。報告書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導向

以經濟發展為骨幹，環保與生態為末節，在毫無節制地耗損自然資源的結果，只會遺禍後代。當

其時，報告書已提出「永續發展」的概念──便是希望在不犧牲未來世代的權益下，滿足當代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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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開發中國家的合作，達成共同互惠的目標；三、促使國際間更有效地

處理環境的問題；四、共同解釋長程的環境發展，一起努力來保護環境，

並提升環境。我國亦在 1997 年由行政院成立「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我

國永續發展工作之規劃與推動，使我國在永續發展之目標上邁向具體化

（胡芷寧，2006：10），並且維護臺灣這片土地的永續性。 

   也因為自從《我們共同的未來》中提出人類延續生存之關鍵性問題，以

及永續發展之政策理念之後，永續發展變成為國際性組織在面對全球環境

之變遷時的最高指導原則，同時亦在都市之層次上之行動的落實才能確實

地改善全球環境之議題。 

    永續都市與傳統都市之發展模式，在都市型態、環境系統、能源使用，

以及經濟技術等方面均不盡理想。永續都市注重資源之多樣化，以最有效

率之方式利用利用能源，並且考量經濟、社會、環境等三者之間的協調性

與均衡發展，強調資源之保存與再利用（莊翰華，2005：114）；而傳統之

都市發展模式卻是將天然 資源視為一種能夠無限地開發的原料，卻忽視

了資源在使用上之限制，也忽略長期對於環境上的迫害，僅追求短期之經

濟利益，卻失去了長久環境上的競爭力。 

    從永續發展之推廣，擴及至都市系統之想法，在 1996 年由聯合國召

開「城市高峰會議」（City Summit）便針對全球都市危機謀求可行之行動

策略，以促進全球都市達到「健康、安全、平等、永續」等四大目標，並

實踐 21 世紀議程之「全球思考、地區行動」（Think globally、act globally）

之觀念（胡芷寧，2006；10）。永續發展之測量方式大致在方法上分為四

種：一、永續發展指標；二、環境空間；三、生態足跡；四、容受力模型

等四種方式14。其中，藉由永續發展指標將永續發展之觀念與行動方式一

以貫徹之，而運用永續發展指標能夠提供各國，甚至是各個地區作為永續

                                             
14 永續發展指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環境空間（environmental space）、生態足跡

（ecological footprint）、容受力模型（carrying capacity）是目前在評估一個都市再永續發展政策

與方式上最為主要之評量方式，主要仍在於確保大自然間和諧，已達到生態之平衡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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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政策之決策分析之參據，並藉由指標系統來有效地檢測各都市發展政

策，並發現各都市發展過程中所可能面臨之問題。 

    容受力模型之觀點，逐漸地被土地規畫者所採用，主要應用於探討當

地理範圍內之人口數、資源、設施供給之關係。目前，容受力模型之分析

應用相當廣泛，如：旅遊經營者、環境學者、都市規畫，以及政策制定上

均引用其重要意涵。而容受力模型應用至都市管理上主要仍以研究影響自

然環境與人文環境成上之因素，如：數量、型態、區位、品質等，已確定

其臨界之門檻。而當超過此門檻時，人民之健康、安全，或者是福利等，

均會受到環境問題之威脅，除非是透過公共投資、政府管制，或是改變人

類行為等措施（胡芷寧，2006：13），才可使威脅性降低。 

    臺灣目前爲與世界共同重視永續發展之觀念，行政院經建會於1996 

年設置「國家永續發展論壇」，以提供公共參與的場所，讓各界對於永續

發展的相關議題經由公開與廣泛的討論之下，產生交集，並且建立共識，

同時訂定一套適合我國與合國際趨勢的永續發展政策綱領，提供政府研擬

相關政策與措施之參考依據。於是，在1997年完成「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

略綱領」建議案。行政院並將2003年定為永續發展行動元年，希望能夠落實臺

灣的永續發展。經建會依照永續發展之基本原則、願景，完成「臺灣二十一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略綱領」草案，作為我國因應新世紀國際

潮流的基本策略和行動指導方針。 

    同時，為此特別設立「永續臺灣評量系統」，並發展一套都市指標之

模式。在國家層級之永續發展指標系統下，開發一套對關於都市之永續發

展指標係統，發展都市指標之主要目的是在於突顯都市發展對臺灣永續性

的影響，而非衡量都市本身是否永續，故以都市生態經濟系統的觀點，建

構都市永續指標系統的因果關係，並參考聯合國人類定居中心 UN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Habitat , UNCHS）、永續西雅圖指標、以及臺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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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都市特色。因為國家層級之指標系統較為缺乏地方特性之考量，故在適

用性上較為無法在永續都市之發展狀況上發生作用，是故，在永續發展指

標系統便發展一套對於都市層級指標系統之模式配合都市發展之使用。 

    許多國家在其區域做永續發展之努力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歐洲國家

對於環境上之重視是不可小覷的一股力量，而且歐洲許多地區之永續發展

指標系統亦發展得相當完善，1992 年歐洲結合多數國家之力量，設立歐洲

聯盟（簡稱歐盟），其中對於國家與都市之永續發展更是不遺餘力地推行。

我國在對於都市層級之指標系統未針對都市永續發展之狀況進行評估

時，主要之指標系統便可依據發展最為成熟之指標系統作一參考依據15：  

 

ㄧ、1995 年聯合國之人類定居中心（UN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Habitat , UNCHS）所訂定之「都市環境指標計畫」 

    將背景資料、社會經濟發展、基礎建設、交通運輸、環境管理、地方

政府、房屋供給、購屋能力等八個向度，共計四十六項指標。背景資料之

內容指標可分為：土地使用、人口、人口成長、女人當家、戶量、戶量成

長、所得分配、都市生產量，以及住屋持有型態等。 

    關於都市整體環境之評估因素下之社會經濟發展可分為：犯罪率、學

校教室數、貧窮線下之居民、非正或為申報之職業、醫療服務、幼童意外

等；基礎建設可分為：水之消費量、飲用水之普及率、飲用水之家庭普及

率，以及缺水期之水價等；交通運輸可分為：工作之哩程時數、道路公共

設施之支出、交通運輸工具之型態區隔，以及汽車持有率等；環境管理可

分為：住屋之毀損情況、定期之固體廢棄物收集與清運、固體廢棄物之處

理，與廢水處理等；而地方政府之永續指標內容包括：地方政府之自主性、

人事支出、契約之經常性支出、各級政府之公共服務、地方政府雇用員工

                                             
15 參考自莊翰華《都市社會地理: 兼論計畫制度》，2005：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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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地方政府收入主要來源、公債之服務費用比例，以及每項資產之

資本支出等。 

    對於住宅之供給環境評估因素如下：購屋能力：一般購屋能力之指標

分為：購屋之能力、耐久性資產、住屋承諾、房屋租金相對於收入之比例、

房屋價格相對於收入之比例，以及每人占有之樓板面積等；而在房屋供給

之因素方面有：土地開發增值情形、公共設施之支出、抵押債券之總額、

住宅之供應、住宅之供應量，與住屋投資等，共 46 項指標作為永續發展

之都市環境計畫的依據。 

 

二、1996 年歐洲環境辦事處所策劃之「歐洲環境評估之指標系統」 

    將指標分為自然資源、動物之永續生存、污染管制、經濟生產、固體

廢棄物再利用等四大向度，共計 22 項之指標以作為評估之依據（莊翰華；

2005：117）。 

 

三、1997 年黃書禮、翁瑞豪、陳子淳在「臺北市永續發展指標系統

之建立與評估」中提出之觀點 

    將指標評估系統向度分為自然系統、農業系統、水資源、維生服務、

都市系統、都市生產、都市廢棄屋之產出及處理、環境管理、資源回收循

環，以及輸入資源等 10 個向度。其中，更將十個向度中之指標再細分為

共 802 項指標。 

    永續性指標與傳統指標不同的地方在於它並非只是反映環境狀況而

已，而是在反映的過程中，提供未來環境尚可承受的程度，同時也是一種

具有長期監控功能的準則。除此之外，永續性指標在功能上可做為決策工

具，評估現況及趨勢，用來研究分析其與目標及標的之相關性，也可用來

比較時空變遷之效應，及提供環境變遷之警示資訊。而在地方永續指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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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應具有客觀評量發展願景與現況間差異，以協助地方政策制訂者與在地

居民共同尋求改善現況之對策，邁向較為永續的生活環境及發展模式（臺

北市政府，2004：1）。 

 

四、1999 年李永展、張曉婷在「都市永續性偵測工具之研究-以臺中

都會區永續發展指標為例」中提到之觀點 

    利用永續發展指標驗證臺中都會區之永續性，並將永續發展指標分為

環境、社會與經濟三種向度，其中，將環境向度分為：全球環境變遷與永

續能源指標群、永續資源保育指標群與永續環境技術指標群等；將社會向

度分為：永續社會指標群、城鄉永續發展指標群等；將經濟向度分為：永

續經濟發展指標群、永續產業經營指標群等，並將七大指標群在細分成 30

個指標，以建立臺中都會區之永續發展指標系統 

    因此，在如何將指標系統依照中區之現有情況來建立一套真正屬於中

區，甚至是能配合臺中都會區的永續指標系統，並藉由都市指標系統觀察

國際間相同屬性都市之發展特色及都市本身在國際間之發展層次，藉以自

我協調改進並建立都市本身之永續發展特色，是在擬定一套永續發展之指

標系統所必須考慮到之因素，並且在擬定配套措施時，必須注意到能合乎

中區本身之情況。而指標系統在性質方面，應參考國內外文獻與實際作

法，中區之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至少應注重指標的預測性、綜合性、動態

性、清晰性，以及其前瞻性，這是中區再制定屬於一套「在地化」之永續

發展指標系統所必須考量之因素（李永展、張曉婷，1999：15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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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中市中區的都市問題診斷 

 

    臺中市中區近年來因產業轉變不盡理想，進而造成商業活絡度降低、

人口外移等結果，使得中區本身雖地理位置與歷史演進在臺中市占有相當

大之優勢，卻面臨必須都市再生之情形；而若要對於中區進行都市再生之

評估，則須了解中區本身都市問題為何，以便對症下藥。是故，在中區都

市問題之診斷上便必須相當謹慎，同時，亦須了解各方面之因素以便作為

中區都市再生評估與計畫時之重要依據。因此，本章便著重在中區之都市

問題的診斷，其中將提到以何種方法診斷中區之都市問題、中區之都市問

題之屬性為何、中區為何會衰敗，且因何衰敗；最後，倘若中區在制定或

施行都市更新計畫時，其障礙因子為何。  

 

第一節 中區的都市診斷方法 

 

    中區因為政府在都市發展之政策方向上著重於開發新市鎮與市地重

劃等，忽視老舊市中心需要都市再生措施之策略，使得臺中市在近年來都

市發展上沒有重視中區的重要性；反而將重心轉移在開發新市區之作為。

目前全球在都市發展之策略上，逐漸重視老舊市中心之重新定位，先進國

家對於本身固有之市中心開始展開一系列之都市再開發計畫，希冀能夠由

重視市中心之重新開發來帶動整個地區，甚至是整個國家之經濟活絡度。

是故，老舊市中心之都市再生之計畫，便顯得相當地重要。 

    都市計畫是社會科學、應用科學，以及生活科學，也是長期化、綜合

計畫與一般計畫（鍾起岱；2004：37-38）。在都市計畫法第三條中亦規定：

「都市計畫是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都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

國防、文教、康樂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做合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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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都市更新條例第一條便規定：「為促進都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

利用，復甦都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利益，特制定本條例。」  

    因此，都市再生應從多方面角度來思考，而在計畫的開始便必須診斷

問題為何。對於中區之都市再生而言，應先從其都市診斷著手，而診斷之

方法，便是都市再生政策開始所必備，亦占有其一定的探討之處。 

   在現今動盪多變之經營環境之下，企業，乃至於其他性質之機構，即

使在內部管理上已有相當之規模與水準，仍是需要因應時代潮流而有所創

新與改變。（司徒達賢，1981：1）本研究將都市問題之診斷方法採用管理

理論中之組織診斷與企業診斷，用以探討中區之都市問題所在。 

 

壹、組織診斷 

 

    組織診斷是在任何新制度和新方法在建立之前所必須經過的一個步

驟，就如同對症下藥一般。了解組織診斷主要有以下兩點意義：  

 

一、發覺問題並尋求改善之方法是管理者本身的職責之一 

    組織診斷用於企業經營上能夠讓管理者發掘問題，並且尋求改善方

法，而將組織診斷用於中區之都市問題，則是能夠讓政府官員發掘中區都

市問題之核心。同時，在發掘問題之後，能夠有其改善之方法對症下藥。 

 

二、相信管理顧問的專業判斷 

    在現代的經營環境之下，許多機構都難免需要請教管理顧問來從事組

織診斷與組織發展的工作。倘若管理階層能夠了解管理顧問在組織診斷上

能做些什麼事，以及所在之立場可能遭遇到之困境與限制，必然能夠和管

理顧問配合地恰到好處；也能使管理顧問發揮應有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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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中區之都市問題診斷，區公所之能力有限，也無專責之都市更新

專業人士。是故，在中區之都市問題診斷上需要專業都市更新顧問診斷問

題之所在，同時結合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科專業人士之見解，以便在中區

都市再生作為上有所精確。 

    在進行組織診斷之前，必須要有全盤之構想，才能確保努力之方向與

診斷之目標具一致性。診斷資料之蒐集，除次級資料23閱讀之外，主要有

三種途徑，即：訪談、座談以及問卷等三種。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以及訪

談之方式來探討中區都市問題。在訪談對象方面，本研究與中區區公所區

長林宏儒先生，以及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科專員王義勇先生作一訪談，運

用文獻資料與訪談資料分析中區都市之再生。 

    任何組織都留有一些書面記錄或報告，而且組織越大，書面資料就愈

多（司徒達賢，1980：14-18）。以中區都市再生之書面資料，大抵可分為

以下三類： 

 

一、年報、財務報表以及其他統計數字 

    臺中市政府定期發行一般工作報告，可在其中了解歷史演變以及主要

建設目標等事項。在財政分配上也可看出對於都市更新之重視與否，比例

多寡。 

 

二、工作說明書、政策與程序手冊 

    由工作說明書可以了解每位成員之主要職責範圍與相互之關係，而所

謂政策與程序手冊及是上級規定各級人員在做各類例行性決策時的指導

和辦事細則，將之書面化。 

 

                                             
23 此處之次級資料指的是現有之書面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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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歷年檔案 

    除往來公事外，尚包括各種會議紀錄以及每日通報等等書面資料。同

時，在會議紀錄中也可以看出中區區公所與臺中市政府對於中區都市再生

之決心與魄力是否強大，在開會過程中對於中區都市再生之議題是否有多

做著墨。 

    對於企業而言，在做組織診斷時對於相關企業之關係，不可不察。對

於公營機構而言，與此類似的便是主管單位，以及各個主管單位之主管項

目。因此，在中區之都市問題診斷上，本研究便從中區區公所之角度以及

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科之角度，探討中區之都市問題。 

 

貳、企業診斷 

 

    上述之組織診斷原本亦用於企業中，因為現今多變之社會，組織無所

不在。是故，本研究以組織診斷之方式來探討中區之都市問題。同時，亦

以企業診斷之方式來探討中區都市問題之所在。企業診斷是很務實之理

論，就如同醫生對病患之身心診斷，其目的在於維護病患之身心健康；而

企業診斷則是維護企業經營之健全與發展（李廣仁，1982：164）。企業診

斷是對依企業經營團體之計畫、作業方法、人員工作等各有關之問題，作

一客觀性之分析、評核，並以建議性之報告方式，提供一系列之改善建議

（Campfield,1963：521-527）。 

    企業診斷之目的，主要在於以客觀之角度，找出經營惡化之原因、指

出管理措施的失當、重整全盤組織之再生，以及提高長期之財力效益（李

廣仁，1982：360）。   

    本研究將胡伯潛《企業經營與診斷》一書中提出之企業經營診斷重點

項目中，與診斷中區之都市問題相關之項目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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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的經營 

1.經營者是否具備足夠之經營能力 

2.是否有一個具有競爭力之經營團隊 

3.經營團隊是否有足夠之凝聚力及包容力 

4.經營者對公司現況及發展遠景之看法 

 

二、公司之財務狀況 

1.營運資金是否充裕 

2.各項收支情形是否得當 

 

三、企業文化 

1.公司是否有良好、健全且具有競爭力之企業文化 

2.員工的士氣是否足夠 

3.公司員工對於公司整體之向心力及團隊精神是否足夠 

 

四、其它 

1.公司組織架構是否明確、適當 

2.公司內、外部是否有溝通協調之機制 

    將其轉換後，成為診斷中區之都市問題之項目如下： 

 

一、中區之都市管理 

1.中區是否具備足夠之管理能力 

2.是否有一個具有競爭力之管理團隊 

3.管理團隊是否有足夠之凝聚力及包容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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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中市政府及中區區公所對中區現況及發展遠景之看法 

 

二、中區之財務狀況 

1.營運資金是否充裕 

2.各項收支情形是否得當 

 

三、中區形塑之發展文化 

1.中區是否有良好、健全且具有競爭之都市發展力 

2.中區居民的士氣是否足夠 

3.中區居民對於中區整體之向心力及再生精神是否足夠 

 

四、其它 

1.中區組織架構是否明確、適當 

2.中區區公所、臺中市政府以及中區居民間內、外部是否有溝通 

  協調之機制 

    而企業診斷之流程，首先必須確定企業診斷之目的，再將診斷目的具

體化。接著必須釐清診斷之範圍，確定之後，再決定診斷之方法。當企業

診斷之目的、範圍以及方法均確立之後，再規劃企業診斷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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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企業診斷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第二節 中區的都市問題屬性 

 

    人類自工業革命以來，居住在都市的人口占人類總數的比例不斷提

高，也就是「都市化」的現象。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臺中市上，特別是中

區，在日據時代時認為臺中市位置將來必成為商業樞紐地帶；尤其是臺灣

西部縱貫鐵路築成之後，其對臺灣中部主要港式的聯絡必定迅速，將來臺

灣全島生產之物、米、樟腦等都會以臺中市為交易中點。是故，日據時代

時的都市設計，便認為必須具備考慮未來的擴張發展性。從以上觀點來

看，便可知道當時對中區的重視，及中區都市化迅速發展之程度。但是，

都市化的程度在近兩百年來提高的趨勢，並不意味人居品質的同步提高；

相反地，特別是在都市化由快速爬升到終於趨緩的階段裡，通常由於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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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內增加大量人口，而住宅、公共設施等問題，造成高密度的都市建

築與人口集居、嚴重的環境惡化與都市治理問題的弊病（紀俊臣，2006：

46）。 

    目前臺灣所面臨的都市問題，多以因都市機能衰落所引起；尤其是以

舊市中心之商業地區最為嚴重。市中心地區多為都市發展之起源地，同時

是商業活動最集中，以及交通轉運之核心地區。但因市中心地區因經濟快

速之變遷及交通建設發達之後，常使得市中心無法維持相對的都市機能，

導致市中心地區衰落不堪，致使人口外移嚴重。 

    臺中市之都市規劃以及發展，最主要的奠基是在日據時代，當時臺中

市主要的商業中心位於大墩街區，都市商業以此逐漸發展。在第二章時亦

曾探討過，倘若要追溯臺中市空間的開發過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時期。 

    臺中市發展史中指出：「…今日的中心商業區集中於建國路、雙十路、

公園路、五權路、民權路所圍成之凸形方塊，占地二百公頃，其規模大部

份在日治時代已奠定基礎，惟中華路西至五權路之間為新發展者。整個商

業區行政上大部份屬於中區，小部份屬於北區、西區之管轄，位置適中，

街道排列整齊，為臺中核心市區及商品供應交易中心，零售批發之商店、

行號、大百貨公司、金融保險機構、旅館、飲食、娛樂、服務等業集中此。」

可以判斷當時的中心商業 區即主要集中於中區行政區，且文獻中亦記載

了當時市容發展繁盛的狀況：「…其中以自由路、中正路為縱橫軸線，大

型百貨公司錯落其間，帶動附近中山、成功、民族、光復、平等、市府、

繼光、綠川等街段之極度繁榮，成購物消費中心，可之為臺中市之「西門

町」。」(臺中市文化局，1989：304-305)。 

    都市商業所提供之物品與服務是包羅萬象的，不但種類多，而且分工

越來越細，這是鄉村地區無法比擬的。商業活動的區位往往選擇人潮較多

的地方，特別是零售業，往往選擇在主要交通區域上，如：火車站、捷運，

以及商業中心區域等。以中心商業區而言，在不同國家常有不同之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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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英國稱中心商業區為「中心區」（central area）、日本稱之為「中央

區」等不同名詞。一般而言，中心商業區（CBD24）具有以下特徵（整理

自陳伯中，1983：232-235、薛益忠，2006：200-202）： 

 

一、具有高度易達性 

    中心商業區往往為公共交通運輸系統交會之處，交通之活絡促成了商

業之興起。商業之興起帶來了人潮，如此一來之相輔相成下，兩者形成互

為因果之關係。 

 

二、高度集約之土地利用 

    因中心商業地區之土地相較於其他地區昂貴許多，以致在土地利用之

上會採取集約式的土地利用，如：在一塊土地上作為商業、工業，以及居

住用地，以獲取最大之利益。 

 

三、缺乏居民 

    西方國家之中心商業區在戰後居民紛紛往郊區遷移，使得人口數日益

減少。一般非西方國家之中心商業區並沒有此項顯著之特徵，主要因素為

其文化特色及生活之習性不同。 

    以臺中市中區之都市特色而言，具有中心商業區之特色。臺灣住商混

合是都市生活之習性，在都市中心商業地區雖然不像西方國家一樣，晚

上、假日時居住在郊外之處，但卻因為中區之都市老舊程度而造成人口外

移嚴重。對中區而言，雖然具備中心商業區之特色，但人口外移的情況造

成中區在此方面之優勢逐漸降低，形成目前之衰敗情況。 

    這種情況不僅發生在中區上，同樣的情形亦發生在其他國家之中心商

                                             
24 CBD 為中心商業區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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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域上。以美國為例，其都市中心商業區之零售業從 50 年代以前可謂

其零售業成長快速時期。到了 50~70 年代，零售業到衰退時期，70 年代之

後，中心商業區產生了質變，新的機能，如：會議中心、辦公室機能等。 

    臺中市中區因為都市老舊而使得其中心商業區的地位受到衝擊，使得

中區在被定位都市更新時，必須以舊市中心商業區來作一都市更新。因為

舊市中心商業區域，通常為都市最早期開發之區域，臺中市中區便是屬於

老舊市中心商業地區。中區近年來因其土地已不敷使用、建築物老舊、缺

乏公共設施，加上因中區外圍商圈及屯區的開發，市地重劃後人口外移，

以及交通系統開發等因素，造成人口流失嚴重，導致商業無法興盛繁榮，

惡性循環之下，形成現今衰落無競爭力的情景。 

    臺灣都市發展之政策長期以來，著重新市鎮或農地變更用以解決土地

需求，導致人口以及產業往市中心以外之地區流動嚴重。而政策所導致之

都市擴張的結果，將導致市中心地區之人口急速下降、商業活動停滯、公

共設施不足等問題。如此一來，市中心的都市機能將惡性循環地衰退，嚴

重影響整個區域之發展。美國便是因為這樣大規模的郊區化，導致其人口

外流、企業出走、市中心衰頹，以及治安惡化的情況（溫博煌；2003：2）。

臺中市中區便是這樣的情形之下所導致之結果，數十年來臺中市都市計畫

之發展著重於市地重劃部份，致使中區這樣的老舊市中心地區長期的被忽

略，而導致衰落不振。 

    國外因都市更新策略隨著政治、經濟等因素影響，加上時空背景不

同，所面臨之衝擊也有所差異。因為國外，如：美國、英國、日本等，在

都市更新政策上行之有年。80 年代以來不論是在都市更新政策、執行機

關，或實際案例上皆趨於成熟，在引用國外之都市更新政策實有其必要性

之存在。 

    臺中市在 1986 年間，仍以市中心為主要發展之核心，但因都市不斷

地成長，而逐漸往外，而有不斷向外擴張之現象（施明元，19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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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中區本身雖身為是臺中市市中心，卻面臨結構性之轉變。蓋臺中市多

數商業之行為以及大型建設紛紛往住郊區進駐，而政府之都市發展政策更

間接地促進了郊區的蔓延與市中心之頹敗（黃淑娥，1998：64）。臺中市

之都市發展型態由舊市區逐漸向外擴展至各個屯區，由中正路、中港路、 

臺中路等軸線放射線性向外擴張（鍾文煌，2001：14），而中區正因如此，

加上都市空間密集且雜亂不堪，復因都市各項功能已逐漸衰退，亟需有更

新之措施。此外，中區也同樣地發生都市化快速成長後所帶來的問題，不

僅住宅老舊、街道狹窄等問題，甚至導致人口大量流失、商業大幅衰退。 

    而依據都市更新的類型一般可分為以下七大類型（概念整理至財團法

人都市更新研究發展基金會，2002：22-23；張學聖、廖紫蘭，2003：11；

桃園縣政府網站）： 

 

一、交通樞紐更新 

    當新的公共運輸系統引入時，由於功能的提昇與改變，使得整體土地

使用型態與強度、交通動線、人行系統、開放空間系統都有必須整體更新

作聯合開發，以發揮交通中心的功能。交通樞紐涉及的公共利益最龐大，

因此列為第一優先考量推動更新的類型。每天都有數以萬計的人群通過並

使用該地區的公共服務設施，若能改善，提昇品質與效率，將有最多市民

受益。 

 

二、老舊市中心商業區更新 

    老舊市中心商業區隨著郊區購物中心的出現、零售服務業型態的轉

變、缺乏停車位及服務設施，顯得缺乏競爭力而商機不斷流失。為挽救老

舊商業中心，必須進行大街廓整體規劃的更新，引入新的業種投資及新的

經營管理技術、設置廣場及停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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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區的更新僅次於交通樞紐，藉由商業區的更新除可創造更多的就

業機會外，進而可以活絡地方經濟與財政稅收，更具公共利益的存在意義。 

 

三、市中心工業區與軍營更新 

    目前在市中心的大面積工業區或軍營原本是在都市的邊緣地區，但隨

著都市的發展反而變成市中心。這些工業或軍營使用若不外移或轉型，可

能阻礙都市中心的發展。 

 

四、水岸更新 

    水岸更新是目前全世界重要的趨勢。原本純粹以航運為目的而存在的

港口、碼頭工業區、造船廠或漁港，隨著交通技術的改變與港口功能的沒

落而荒廢。不少港口水岸更新朝向引入金融服務業、市民休閒娛樂與觀光

的使用重新出發，達到市港合一之目的。 

 

五、住宅社區更新 

    市中心的住宅往往相當擁擠、住它品質低落、巷道狹窄、缺乏停車空

間與公園綠地、防災機能欠缺甚至有公共危險之虞，因此應當進行更新。

住宅社區涉及眾多住民的財產與生活型態改變，應以社區住民自行推動為

主，政府不應過於介入，以符合社區整體營造的精神。 

 

六、產業振興與轉型更新 

    對於任何一個都市的發展而言，產業是帶動都市經濟發展的根本。若

沒有優質而強大的產業，市民將缺乏就業機會，政府財政也將面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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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災後重建更新 

    以日本的阪神大地震以及九二一大地震為例，都市的重建有相當嚴重

的迫切性。但從另一方面來說，災後重建也提供了都市一個改善與提昇的

機會。 

就本研究之主要範圍而言，結合組織診斷與企業診斷後可知，臺中市

中區問題屬性主要屬於「老舊市中心商業更新」、 「住宅社區更新」等複

合類型。為挽救老舊商業中心，必須進行大街廓整體規劃的更新，引入新

的業種投資及新的經營管理技術、設置廣場及停車場。藉由商業區的更

新，除可創造更多的就業機會外，進而可以活絡地方經濟與財政稅收，更

具公共利益的存在意義。 

而因市中心的住宅往往相當擁擠、住宅品質低落、巷道狹窄、缺乏停

車空間與公園綠地、防災機能欠缺，甚至有公共危險之虞，因此應當進行

更新。住宅社區涉及眾多住民的財產與生活型態改變，應以社區住民自行

推動為主，政府不應過於介入，以符合社區整體營造的精神。 

綜合上述得知，中區之都市問題屬性主要為： 

一、中區為舊市區而非新興市區 

二、已有都市輝煌之經驗，卻已逐漸沒落 

三、住居人口逐年減少，過往或消費人口增加 

    中區區位臨近臺中火車站，因本身條件不佳造成住居人口逐年減少(第

四章第三節)，進而凸顯出過往或消費人口之增加。 

    目前中區在推動都市計畫上已有幾項實施行動，如：福音街違建之拆

除、火車站站前景觀之規劃、實施電子街改造、繼光街改造，以及人行徒

步區等改善計畫。這樣的小規模硬體建設改善是一種治標而非治本之方

式，其施行之具體成效有限，應再配合強調商機再造、強化地區性風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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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之定位等；亦即善用既有之傳統都市紋理，提供明確之誘因吸引私部

門共同參與再生之工作（施怡真；2002：89），如此才能將都市建設發揮

最大之效用。 

 

第三節 中區的都市衰敗關鍵因子 

 

    依據臺中市中區的都市問題屬性可以知道，中區之問題主要出現於環

境因素、人口外移，以及商業活動降低等，而這些因素常常緊扣在一起，

惡性循環。這在上一章中所提到，中區的歷史演進中不難發現，中區開發

的歷史在臺中市而言是非常悠久的。是故，本研究將臺中市中區的都市衰

敗關鍵因子，區分為環境因素、人口外移，以及商業活動降低三大主要因

子來探討： 

 

壹、環境因素 

 

    臺中市總面積為 163.4 平方公里，共有八大行政區。其中，中區面積

僅有 0.8803 平方公里，不僅成為全臺中市人口最少之區，也是全國面積最

小、人口最少的市轄區。因此，中區幅員太小便成為衰敗關鍵因子之一。 

    目前中區的道路多屬小而窄，很少能有四線道，甚至是八線道，這在

都市發展上實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而建築物的老舊也是中區都市衰敗

的關鍵因子。日據時代以前，回溯至清朝的建築物，都是以四層樓房，甚

至更低的樓房呈現，這在現今都市發展上是非常大的阻礙。建築物之老

舊、公共設施無法達到人民期待之質與量、學區無法符合人口需求，加上

連鎖商店無法從中獲利的情形之下，致使居民無法滿足現有之環境。同

時，政府之政策亦偏向開發新市鎮、重視市地重劃之部分，如此循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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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便形成現今中區衰退之景象。對於中區長期演進來看，以其房地

產之漲跌便可了解其都市衰敗之關鍵因子之所在。   

    房地產為一般大眾及民間業者對於房屋與土地兩種財產之合稱，「不

動產經紀管理條例」第四條規定：「不動產：指土地、土地定著物或其可

移轉之權利，房屋為成屋或預售屋。」房地產可以將之視為一種財貨，其

特性與一般財貨之特性相當地不同。房地產具有以下幾項特性（李朝明，

1986：78）： 

 

一、房地產之異質性 

    係指任何兩棟住宅很難完全相同，住宅所具備之屬性與其所提供之功

能眾多，若想找屬性、功能完全相同之房地產相當不容易。這樣的特性，

使得房地產之供給者很容易成為獨占，房屋價格也易受操控。 

 

二、房地產之持久性 

    係指若無外力因素，其使用期限能夠相當久，房屋供給者便不需急忙

將房屋兜售，可以待價而沽。因此，在價格上很難在市場有超額供給時，

調整其售價；這也是為何房地產價格無法有效地發揮調整機能之措施。 

 

三、房地產之高成本性 

    係指一般家庭需要花費數年積蓄才能買到，且在家庭支出上占有相當

高之比例。 

 

四、房地產之不可移動性 

    係指房地產一旦興建完成後，便無法任意地移動，使得房地產無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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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流通，以致在住宅供需平衡的達成上較一般財貨要來得困難。 

 

五、房地產之地域性 

    係指房地產之良莠除受房屋內部之環境因素影響外；亦會受到外在鄰

里之環境的影響，倘若外在環境複雜髒亂，房地產之價格便可能隨之起伏。 

 

六、房地產之不可分割性 

    係指房地產之屬性與功能不可隨意分割，否則將失去其住宅意義，同

時也因此造成房地產成為複雜且龐大之財貨。 

    房地產之市場亦會跟著房地產所處之環境因素，如：人口、經濟、政

策等因素影響其供需。當房屋供給者之要價低於市場期望之平衡價格時，

會造成需求者搶購行為，交易便容易達成；若房屋供給者之價格高於市場

期望之平衡價格時，則可能造成需求者裹足不前。是故，房地產之市場成

交量與期成交之價格很難保證會落在供需之平衡點上（楊艾嘉，2004：

2-17）。 

    對於中區長期演進來看，以其房地產之漲跌便可了解其都市衰敗之關

鍵因子之所在。房地產地價便是顯現該地本身之價值，以及社會上之價

值。房地產參考指標上，本研究以「公告土地現值」以及「公告地價」為

主要之參考指標。「公告土地現值」係作為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者要參考（林

英彥，2006：455）；並作為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補償徵收土地地

價之依據，每年 1 月 1 日分區公告。政府公布土地之標準價格，供土地所

有人做為申報地價之參考，這個價，平均地權條例稱為公告地價，土地法

稱為標準地價（林英彥，2006：447），在此以公告地價統稱之。其每三年

分區公告一次，必要時得延長之。為考量民眾稅賦之負擔公告地價均較公

告土地現值為低。 



第四章  臺中市中區的都市問題診斷 

 97

    以臺中市政府公布歷年公告土地現值地價情形中，全市公告土地現值

地價調幅均為正值，唯在 2001 年到 2004 年為負值。而臺中市中區之公告

土地現值地價在 1995 年到 2006 年之間，其公告土地之現值調幅中，均呈

現負值。其中，2001 年更調幅致負值 20.84％，此時的臺中市全市之公告

土地現值，呈現正值。而中區一直到 2007 年才開始為正值 0.5％，2008 年

為正值 1.5％；2009 年公告土地現值與去年持平，調幅為零。（臺中市政府

地政處，檢索日期：2009 年 5 月 15 日

http://land.tccg.gov.tw/chinese_big5/infoquery/info_05.php）。 

    在公告地價方面，臺中市全市 1991 年至 2007 年調幅均為正值，且在

2007 年更是調幅正值 15.29％。而臺中市中區之公告地價調幅，在 1997 至

2007 年處於負值之狀態，甚至在 2004 年度負值高達 33.70％ 

（臺中市政府地政處，檢索日期：2009 年 5 月 15 日

http://land.tccg.gov.tw/chinese_big5/infoquery/info_05.php）。 

    內政部亦發布「都市地價指數」來研究都市發展能力。「地價指數」

係以特定的時間點，作為地價的基準日，計算一定期間內地價上升或下降

的百分比；換言之，地價指數是用來衡量土地價格在某一時期的平均變動

趨勢。 

    由於我國工商業高度發展以及經濟活動快速地變遷，致使都市地區之

土地價格變動相當頻繁。是故內政部於 1991 年評估後擬具「都市地區地

價指數查編計畫」，經報奉行政院原則同意，即研討發布「都市地區地價

指數查編要點」，作為查編的依據。行政院並於 1991 年 11 月 6 日核定都

市地區地價指數查編工作，並於 1993 年 7 月起正式辦理，分別於每年之 1

月 15 日以及 7 月 15 日定期發布，針對臺北市、高雄市以及臺灣省各縣（市）

和福建省金門縣、連江縣所轄之鄉、鎮、市、區之都市土地採取平均區段

地價面積加權法編製都市地價指數。 

    以內政部都市地區地價指數（第 31 期） (2009 年 1 月 15 日發布)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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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臺中市之都市地價指數查編發現，臺中市本期地價總指數較上期呈現持

平之情形，仍有些商圈表現亮眼，例如：北屯區文心路、松竹路、崇德路、

軍功路商圈附近店面收益報酬較高，生活機能成熟等因素，較具投資、保

值性，地價亦相對抗跌。在該期研究報告亦指出，臺中市全市惟鄰近中區

之商圈，如：中正路、中山路、成功路、篤行路等路段商圈，景氣尚無復

甦之跡象。  

    對照臺中市其他行政區來看，這些數據顯示出中區因為商業之衰落，

導致中區之房地產價值亦隨之大幅滑落。若以臺中市 2007 年第 3 季之地

價動態為例，當中提到，在本季中區仍受老舊市區及商圈外移影響，房地

交易量少，交易件數並未受景氣活絡影響而增加，地價上漲不易，尤其 10

公尺道路店舖閒置率仍高，商業活動力明顯不足。因為商業機能的衰落，

使得中區在臺中市八大行政區域之地價，下降之幅度為最大的地區。 

 

表 4-1  臺中市公告土地現值歷年調整情形 

臺中市公告土地現值歷年調整情形表   
 

 全市 中區  東區  南區 西區 北區 西屯區 南屯區  北屯區 

78 +8.00 +0.04 +8.31 +0.90 +1.97 +0.68 +12.30 +6.00 +28.50

79 +69.67 +18.00 +34.30 +36.50 +38.00 +37.60 +126.00 +14.00 +101.00

80 +57.60 +49.10 +45.40 +49.00 +49.60 +47.50 +70.30 +75.00 +71.00

81 +41.44 +13.30 +34.00 +44.00 +47.00 +41.00 +49.46 +48.22 +47.20

82 +10.22 +1.65 +9.20 +9.93 +10.48 +10.10 +15.50 +11.30 +8.60

83 +10.08 +7.90 +11.10 +12.46 +9.89 +7.00 +10.00 +11.60 +10.10

84 +8.51 -0.13 +10.56 +6.29 +4.37 +5.60 +12.00 +12.00 +11.80

85 +2.36 0 +2.61 +2.75 +2.37 +0.66 +3.40 +4.90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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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臺中市公告土地現值歷年調整情形（續） 

86 +2.29 -0.34 +1.68 +3.30 +1.10 +1.15 +3.60 +3.20 +3.04

87 +3.38 -0.13 +1.07 +2.76 +0.53 +0.41 +4.07 +4.90 +8.20

88 +0.25 -7.10 +0.74 -0.11 -0.28 +0.20 +1.50 +2.10 +0.50

89 +3.99 -6.40 -0.20 -0.60 -0.90 -0.03 +8.00 +7.80 +9.00

90 -2.03 -20.84 -7.58 -7.11 -5.03 -1.55 +5.30 +3.80 -0.74 

91 -2.10 -10.40 -4.50 -4.60 -3.10 -1.40 -0.20 +0.10 -0.70 

92 -1.00 -7.60 -1.90 -1.10 -3.20 -1.50 +1.00 +1.90 -0.70 

93 -1.90 -9.50 -1.40 -1.30 -4.20 -1.40 +2.50 0 -4.00 

94 +3.9 -9 -0.6 +0.6 -1 +0.2 +13.2 +12.9 +2.4 

95 +7.95 -3.5 +1.2 +1.0 +8.4 +5.7 +14.1 +11.9 +11.0

96 +9.62 +0.5 +6.1 +6.0 +7.0 +4.6 +18.1 +14.1 +10.9

97 +9.01 +1.50 +5.40 +8.00 +7.40 +6.50 +14.30 +12.50 +9.90

98 +1.44 0 +0.26 0 0 -0.02 +3.06 +0.46 +2.35 

備註  調幅％=﹝(本年現值－去年現值) / 去年現值﹞100％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地政處網站，檢索日期：2009 年 5 月 15 日 

          http://land.tccg.gov.tw/chinese_big5/infoquery/info_0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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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臺中市公告地價歷年調整情形 

臺中市公告地價歷年調整情形表 
 

 全市 中區  東區  南區 西區 北區 西屯區 南屯區 北屯區 

80 +13.38 +1.50 +2.00 +8.30 +2.40 +0.065 +30.10 +45.00 +15.00

83 +8.20 +2.75 +6.70 +6.63 +10.47 +6.20 +13.40 +6.50 +9.00

86 +7.59 -9.00 +3.70 +5.70 +4.03 +2.20 +15.10 +14.20 +13.90

89 +20.23 -10.00 -1.20 +3.20 +1.63 +0.05 +16.40 +17.20 +76.00

93 +6.70 -33.70 -4.20 -1.40 -5.10 -5.00 +26.50 +28.50 +9.00

96 +15.29 -20.3 +1.5 +3.0 +1.2 +0.6 +41.0 +39.0 +19.4

備

註： 
調幅％=﹝(本次公告地價－上次公告地價) / 上次公告地價﹞100％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地政處網站，檢索日期：2009 年 5 月 15 日 

          http://land.tccg.gov.tw/chinese_big5/infoquery/info_05.php 

 

    依據行政院主計處 2000 年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臺中市各區之住宅

發展情況以三個項目分別說明（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2007：19）：  

 

一、 密度： 

住宅密度以中區最高，其中每公頃為 133 戶。 

 

二、 屋齡： 

屋齡在二十年以上之住宅，以中區及東區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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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住宅面積： 

有 61％的中區住宅面積在二十坪以下。 

由統計數字得知，中區住宅房屋之情況顯得屋齡老舊、坪數狹小 

，密度居於臺中市之冠。是故，中區市區老舊之面貌由數字中便能知一二。 

 

表 4-3  臺中市各區住宅項目統計 

總住宅數 住宅密度 屋齡 20 年以上 面積 20 坪以下地區 

戶 戶/公頃 戶 比率 比率 

中區 11,671 133 4,947 42％ 61％ 

北區 60,506 87 13,959 23％ 25％ 

北屯區 77,390 12 13,131 17％ 19％ 

南區 41,688 61 8,515 20％ 19％ 

南屯區 47,937 15 4,840 36％ 15％ 

東區 24,388 26 8,807 36％ 25％ 

西區 49,910 87 13,996 28％ 26％ 

西屯區 78,392 20 9,892 13％ 27％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 2000 年戶口及住宅普查報告 

 

貳、人口外移 

 

    環境影響了房地產之價格，而人民是否有意願居住在此地區中，亦造

成此地區之興盛或是衰退。就中區人口之現況而言，雖然臺中市全市人口

已破百萬人，但單單看中區之人口成長之分析，中區之人口數自 1992 年

到 2000 年已經呈現高達-31％之負成長；相較於全市或其他行政區，中區

人口衰減之情況更顯嚴重。截至 2009 年 5 月底止，臺中市人口統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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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表 4-4  臺中市人口統計資料 

臺中市九十八年五月各區人口數統計 

人口數 
區域別 里數 鄰數 戶數 

總計 男 女 

總計 214 5,227 372,265 1,069,354 521,295 548,059 

中區 8 236 8,450 23,496 11,591 11,905 

東區 17 421 25,370 74,024 37,581 36,443 

西區 25 625 42,346 117,499 56,598 60,901 

南區 22 629 40,614 112,130 54,579 57,551 

北區 36 861 54,504 147,935 71,957 75,978 

西屯區 39 967 69,882 202,209 98,552 103,657 

南屯區 25 558 50,624 149,256 72,102 77,154 

北屯區 42 930 80,475 242,805 118,335 124,470 

備註:本月底比上月底增加 403 人 男增加 112 人 女增加 291 人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民政處，檢索日期 2009 年 6 月 8 日

http://www.tccg.gov.tw/sys/SM_theme?page=41448784 

    依據 1982 年至 2008 年臺中市對於中區之人口統計數可知，1982 年

時，中區人口數仍有四萬多人，是但其人口數逐年遞減，甚至到 2008 年，

中區人口數僅有兩萬多人。一直到 2009 年 5 月之統計人口，僅為兩萬三

千四百九十六人。 

 

表 4-5  1982(民國 71 年)年至 2008(民國 97 年)年臺中市中區人口數 

年度 戶數 男生人數 女生人數 總人口數 

71  10,447  20,269  21,137  41,406  

72  10,788  20,619  21,790  42,409  

73  10,932  20,612  21,957  42,569  

74  11,380  20,986  22,660  43,646  

75  11,542  21,015  22,641  43,656  

76  11,273  19,843  21,538  4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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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1982(民國 71 年)年至 2008(民國 97 年)年臺中市中區人口數（續） 

年度 戶數 男生人數 女生人數 總人口數 

77  10,709  18,337  19,933  38,270  

78  10,492  17,796  19,381  37,177  

79  10,180  17,046  18,656  35,702  

80  10,040  16,447  18,000  34,447  

81  9,760  15,986  17,578  33,564  

82  9,545  15,879  17,412  33,291  

83  9,251  15,177  16,595  31,772  

84  8,327  13,728  14,554  28,282  

85  8,200  13,100  13,715  26,815  

86  8,027  12,561  12,993  25,554  

87  7,910  12,192  12,508  24,700  

88  7,680  11,676  11,881  23,557  

89  7,679  11,448  11,648  23,096  

90  7,844  11,554  11,866  23,420  

91  8,146  11,559  11,977  23,536  

92  8,131  11,154  11,995  23,535  

93  8,249  11,692  12,070  23,762  

94 8,408 11,871  12,191  24,062  

95 8,279 11,680 11,847 23,527 

96 8,454 11,837 12,173 24,010 

97 8,462 11,654 11,949 23,603 

資料來源：臺中市中區戶政事務所，檢索日期 2009 年 5 月 10 日

http://www.tccg.gov.tw/sys/SM_theme?page=455598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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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2009 年 5 月份臺中市中區人口統計數 

里別  鄰數  戶數  人口數  男生人數  女生人數 

繼光 25  934 2,608 1,238 1,370 

綠川 30  1,003  2,877  1,431  1,446 

柳川 28  1,022 2,775  1,400  1,375 

光復 36  1,247  3,678  1,798 1,880 

公園 25  925 2,585 1,232 1,353 

中華 28  980 2,244 1,164 1,080 

大墩 32  1,225 3,870 1,830 2,040 

大誠 32  1,114 2,859 1,498 1,361 

合計 236  8,450 23,496 11,591 11,905 

資料來源：臺中市中區戶政事務所，檢索日期 2009 年 6 月 8 日 

http://www.tccg.gov.tw/sys/SM_theme?page=455598e4 

 

    從臺中市全市人口與中區歷年來人口數之消長之數據，可清楚地看

出，臺中市近年來人口均在正成長中，但中區之人口數卻一直處於負成長

之狀態。是故，若想將中區之都市再生能夠有一番成效，則須重視造成中

區都市衰敗之關鍵因子之影響。 

 

參、商業活動降低 

 

    依據上述兩大因子可知，目前中區的道路多屬小而窄，很少能有四線

道，甚至是八線道，這在都市發展上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而中區本身

建築物的老舊也是中區都市衰敗的關鍵因子。這在現今都市發展上是非常

大的阻礙。建築物之老舊、公共設施無法達到人民期待之質與量、學區無

法符合人口需求，加上連鎖商店無法從中獲利的情形之下，致使居民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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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現有之環境。同時，政府之政策亦偏向開發新市鎮、重視市地重劃之

部分。 

    臺中市之都市規劃以及發展，最主要的奠基是在日據時代，當時臺中

市主要的商業中心位於大墩街區，都市商業以此逐漸發展，在第二章時亦

曾探討過臺中市的空間的開發過程。 

    由日據時代的塊狀中心商業區，隨著交通建設的向外發展，在七 o 年

代逐漸演變八爪章魚式的發展模式；而到八 o 年代再因各項都市計畫的實

行，副都心的成立，臺中市成為多核心的發展；而到九 o 年代，隨著臺中

市發展向郊區發展，外圍區域百貨公司、量販店等各式，新穎的購物廣場

的成立，分散原本市區的商業服務機能及購物人潮，因而中區出現衰退的

景像(李子玉，2006：90)。 

    加上消費者之消費型態隨著時間變遷而有所改變，復因外來投資者過

度膨脹供過於求，於是產生惡性競爭及租金高漲（鄭俊杰，2006：78）。

經營者成本無法負荷下，只好遷移其他剛發展的商圈或者降低品質，致無

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喪失商圈的獨特性，此過度發展之結果，造成商圈

的惡性循環，消費群亦逐步流失。 

   由於環境條件不佳造成人民不願投資在中區，使得中區人口快速外移

嚴重。在臺中市全市已破百萬人口的榮景之下，中區之人口統計卻逐年衰

退，由上述之統計數字便明顯可知。 

   因此，環境因素加上人口外移嚴重的影響之下，造成中區本身之商業活

動力降低。李子玉在《臺中市中區商業活動之研究》中指出，根據實地調

查結果顯示，中區雖曾為中心商業區，但在今日一樓平面的土地利用型態

上，並没有呈現繁榮的商業活動景像，其土地利用也並非是以高級消費類

及業務性作為最佔優勢的商業機能，顯現舊市區中心性商業活動的機能衰

退（李子玉，2006：44）。 

    同時，在其研究中也探討到，中區早期為中心商業區，理論上應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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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利用強度會較高，加上一樓的店面往往為人群最易選購商店或服務的

地點，因此在商業區中應該出現土地的商業密集使用狀況。但根據調查結

果分析，中區一樓平面空屋率狀況高達 11.97﹪，且數值較高的前三名分

別為中華路、大誠街、福音街。 

    臺中市中區為臺中市較早期開發之地區，因位於市中心為臺中市早期

最繁榮的地方，且全區之土地使用絕大部分為商業區。但是，因為早期規

劃的地區，市區面容老舊、商業與消費外流、交通及停車設不足、產業轉

型新商圈紛紛興起等問題，而漸走向衰退沒落的處境；尤其特別是百貨類

衰退最為嚴重。在面對都市人口增加、空間不足、公共設施發展已達飽和

狀況了，造成生活環境品質低劣。 

    臺中市中區各項內外在衰敗關鍵因子之分析，可以了解到目前的中區

必須面對的課題，除本身因發展時間久，內部區位因素不佳，無法吸引人

潮至此消費外以至於商業活動降低之外；另一個重大的問題是來自於外在

環境的挑戰。臺中市本身為一都會型之區域，故在思考中區的定位時，必

須把眼光放在整體的角度思考，中區要如何能夠在臺中市八個行政區中創

造出本身之價值；同時吸引人潮向此地集中，如此才能再度地創造商業活

動的經濟效益。 

 

第四節 中區的都市更新障礙因子 

 

    都市是以人為主體集中生活的地方，人愈多則人與人之間也發生愈複

雜的社會及經濟關係，這些關係演變久了就將會使實質方面不論在社會及

經濟上發生老化的情況，如果不及時予以防止或改善，而使這種老化繼續

下去，結果很容易破壞整個社會與經濟關係 。是故，都市更新是在於能

在適時適地實施，才能挽回都市的老化，更能創造都市新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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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都市更新最重要的理由莫過於由整體都市發展政策來看，為了符合永

續發展的理念，必須由以往擴張式的發展政策轉而回到市中心進行更新。

二十一世紀的臺灣都市正面臨市中心商業區(CBD)與市郊(suburban)發展

競爭的局面，臺中市亦是如此。郊區大規模的新社區、新市鎮、廠辦大樓、

工商綜合區大型購物中心的開發，都與市中心的住宅社區、辦公大樓、商

店街、百貨公司市場形成競爭。從臺灣目前的人口及經濟的成長狀況來

看，都市發展不應採取擴張主義，而應採市中心更新主義。  

    臺中市政府近年戮力於推動舊市區，希冀復甦市中心商業區。因此，

臺中市政府於 2001 年完成「臺中市調查及地區劃設規劃案」後，劃定舊

市區九處為更新地區，並於 2005 年完成「臺中市車站附近地區辦理六年

示範計畫先期規劃」以及「臺中市體二用地地區事業計畫」委託技術服務，

以及 2006 年再就臺中市車站附近地區選定優先單元完成「臺中車站附近

地區開發企劃書」。 期能藉由此案計畫，完成九處臺中市都市更新地區

劃定，儘速讓臺中車站附近地區更新計畫案大步向前邁進，以整體規劃導

入舊市區更新，達成改善生活環境與機能，促進永續發展的整體目標。  

    但是迄至目前，臺中市都市更新實施進度遲緩，顯著落後。究實而論，

都市更新為一項立意很好之政策，為何實施過程困難重重，效益不彰，實

有其更新障礙因子存在，必須與之深入探討。是故，綜合臺中市舊市區之

都市更新障礙因子如下25： 

 

一、僅有法源，但實施機制未納入法規內容 

    都市更新為一跨領域之開發行為，許多相關辦理之程序皆需要法源作

為其依據。目前辦理都市更新之法源以「都市計畫法」以及「都市更新條

例」等相關法規作其依據，臺中市於2005年訂定「臺中市都市更新及都市

                                             
25 參考梁基財《都市更新政策之研究－以臺中縣為例》，2008：98－102；陳建勳《臺中市都市更

新方向之研究》，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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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建設基金收支保管運用辦法」並廢止「臺中市都市更新基金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但對於實施機制卻無一套完整之法源，亦無納入法規內容

之中，在辦理都市更新上，實施之機制便顯得無力。 

 

二、誘因不足，無法吸引民間參與意願  

    土地並非實施者所有，無法向金融機構借貸，須準備一大筆周轉資

金。同時，雖可成立都市更新投資信託公司發行證券。惟門檻高、需有專

業能力，目前實務尚無任何案例。容積獎勵係吸引私部門投入都市更新事

業之最具吸引力之條件，但如果在配套措施上無法因地制宜，以利潤因素

為主的民間企業，便會對於都市更新事業產生卻步。 

 

三、產權複雜，占用違建問題嚴重 

    更新地區常因私有土地產權複雜、公有土地管理機關眾多、區內違

建、占用問題嚴重，無有效規範等問題，致使都市更新初期投入，風險過

高、處理時程亦不確定。 

 

四、 更新地區建物新舊雜陳，零散發展  

中區為臺中市較早開發之地區，區內之大部分老舊建物建造已久， 

其中又有新增建物、翻修建物、加蓋或是重建之情形。造成中區區內之建

物新舊混合使用，雜陳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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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部門推動都市更新時，多僅止於獎助性方式，缺乏懲罰性、 

    輔導性及強制性機制  

    目前公部門推動都市更新政策，多以獎勵性方式，如：容積獎勵等，

但是，民間辦理都市更新有可能因為財政問題而停止都市更新作業，造成

居民之損失。是故，公部門在推動都市更新時，應保有原有之獎勵性措施，

再佐以懲罰性與強制性之機制。 

 

六、對於社會弱勢與拆遷住戶，欠缺社會救濟機制與安置補償問題 

    弱勢住戶，如：違章建築者，在都市更新事業應有安置或獎勵之措施，

因都市更新計畫而導致弱勢住戶必須被迫搬離原居住地區，則應酌量給予

補償或建立救助機制。 

 

七、居民對於都市更新尚無充分之認知 

    由於管理人力及認知上不足，致使社區間管理組織之輔導成效不彰。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推動都市更新業務之人力明顯不足，且大部分地方政

府並無設置專責機構。 

 

八、更新部門之人力編制不足 

    目前臺中市主管更新編制之人力相當有限，都市更新科科長一人、技

士四人、約僱人員五人，以及駐府人員兩人，現行組織僅能提供少數民間

投資更新案相關之行政作業協助。 

    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科成立乃因應「都市更新條例」、「九二一震災重

建暫行條例」等法令施行、相關工作推動，並配合現代都會龐雜發展所需，

特將原都市計畫課都市設計審議及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等業務併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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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更新、九二一震災後重建(社區重建部分)、都市環境改造工程(含創造城

鄉新風貌工程)及重要地區都市發展規劃等業務列為本科主要職責範圍。是

故，即便編制人員有十二位之多，但業務繁雜，仍無法全力推動都市更新

作業。 

    對於舊市區而言，都市更新障礙因子不外乎其地價成本較外圍地區

高，土地權屬易較複雜，相對而言，取得之成本也容易飆高（楊靜玟，2006：

3-38）。以目前我國都市更新辦理最具經驗之臺北市而言，市政府公告劃定

更新地區多集中於中正區、大同區、中山區等發展較早且衰頹之舊市區，

但是實際上民間參與申請之案例，分布區位卻多集中於大安區、內湖區等

地區，屬於整體都市空間的成長地區；換言之，當在相同誘因獎勵之下，

外為成長地區的更新事業也就相對地更加吸引私部門的投入。而私部門的

參與率低，除中央政策鼓勵私人參與的機制並不健全之外，還包括地區居

民以及商家的錯誤觀念。這些都形成推動都市再生工作的障礙，目前的中

區便是面臨到這樣的課題。  

    在訪談之過程中，對於中區之更新必要之處，臺中市中區區長林宏儒

先生表示： 

 

     中區之都市再生必須有居民之配合以及認同，如此政策才能順        

   利進行。（A1，頁 168） 

 

    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科專員王義勇先生亦表示： 

 

     中區當地居民的配合是相當重要的，光靠政府對於中區都市更     

   新之想法與政策是不夠的。（A2，頁 181） 

 

    但是，因為中區很多地主及房屋所有者並不一定居住於此，加上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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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有百億救中區的計畫，以及中區當地本身，如：輔順將軍廟委

員會，亦有想整頓之作為，惟中區之地主開價過高，使得更新整合礙難執

行。 

    訪談過程中市政府都市更新科王專員亦提到： 

 

都市更新現以公私部門共同合作為首要做法，而目前所說之百億   

救中區之計畫，其資金規劃並不屬於都市更新這一方面，而是臺中 

市政府經濟發展處在管理。所以，對於資金如何運用，要由經濟發 

展處開會過後才能知道。（A2，頁 185） 

 

    雖然目前我國對於都市更新之方式，已由公部門之主導轉而變為公私

部門的合作，然而因為臺中市政府對於都市更新之計畫並不如市地重劃以

及新市鎮開發之重要，且對於社區組織的參與以及協助等更新機制或更新

之管道，目前均嫌不足。 

    都市更新工作之推動以及交流、執行等，均需要一套完整的組織體

系，其中包含政府部門的參與、開發單位或是民眾等相關組織而成。尤其

是社區自發性之更新組織，因為目前之更新主要仍為小區域之更新，大規

模之都市更新往往會使負擔不起開發成本之低收入戶被迫搬遷，使得社區

的社會網絡斷線。同時，也可能造成社區歷史的風貌因為大規模更新之故

而喪失，或者是道路的切割使得原有之社區因此消失。 

    如何修訂相關法規、提供利益共享的概念，進而鼓勵民間機關團體投

入大量人力、財力等資源，積極地進行中區之都市再生工作。因為若是過

度依賴市場機制，又會造成強制以及高效率的拆遷補償，增加更新之成本

等問題（郭湘閩，2006：57-69），是故，更是需要有利於社區組織自主辦

理社區更新之法令機制；同時，也凝聚商家、居民間的向心力以及對於都

市再生重要性的認同，是目前相當重要的課題。 



臺中市中區都市再生之研究 

 112

    近年來，政府雖以「都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為重點強調政策，

對於舊市區的理想目標上不再僅限於傳統之維護、重建、整建等僅恢復實

質環境上的更新改造，而更加強調多元性的思維模式將都市帶來新的機能

與契機。但若是政策目標不一致，也缺乏彼此間彈性作為時，便很有可能

導致相互牽制，相互牴觸，反而會造成機制上形同虛設。 

    不僅是公部門在辦理都市更新事業上面臨阻礙，同樣地私部門在推動

都市更新事業時亦有其需要改進之處，如：相關法令之訂定配合的不足、

適用範圍狹隘、審議標準不清、人為因素等，都是私部門在辦理更新事業

上所面臨到的困境。目前在臺灣推行都市更新計畫較有經驗之臺北市在推

行都市更新所面臨到之困境，同樣地，臺中市在推動都市更新時，亦可能

面臨到相同之問題；再加上中區本身區域面積非常狹小，且因其本屬市中

心商業區。是故，在地價上所必須付出之成本相對地高。我國在都市更新

之推廣上尚無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如此受到重視。因

此，民眾在這方面亦無大量訊息與相關議題能夠充分地了解與認知，中區

在都市更新事業上之推廣勢必下足工夫，以便人民了解都市再生之真正意

涵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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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臺中市中區的都市再生可行性評估 

 

    探討中區都市再生之問題關鍵因素何在之後，對於中區當地之都市再

生便必須開始進行可行性的評估。本章便著重在探討中區都市再生之基本

條件、都市再生之做為與步驟、都市再生計畫之效益評估，以及都市再生

之財務方案評估作進一步的分析。一個都市再生計畫方案之落實，必須考

量到其施行之可行性，倘若無法在人力、物力與財力上之配合，一切都將

流於空談。雖然，臺中市政府在近年來之都市發展計畫著重新市鎮與市地

重劃之建設與開發上，但是中區榮幸地得到民間企業與政府的重視，企業

對於中區之投資方案亦開始著手進行；其中大型購物中心已經設立，而飯

店之投資，亦在近期之內開始動工，而政府開始重視中區本身固有之優勢

條件，計畫「百億元救中區─閒置建築物招商規劃可行性評估計畫」之方

案，以便推動經濟發展。倘若中區能與市政府相互協助、相互配合之下，

以「百億元救中區─閒置建築物招商規劃可行性評估計畫」之方案，並結

合臺中市舊市區九處都市更新計畫，帶動中區之都市再生計畫，不僅能使

地方之產業與商業活動再度興盛，同時帶動人潮，繁榮中區。 

 

第一節 中區的都市再生基本條件 

 

    行政院於 2009 年 6 月 23 日經審查會議，通過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

轄市一案，並宣布於 2010 年 12 月 25 日正式升格為直轄市。臺中市在合

併升格之後位處於核心之都市，中區之地理位置為核心都市之核心。因

此，中區之都市再生計畫，勢在必行，亦有其必要性。 

    由第二章可得知，都市再生係對現有之都市賦予新的生命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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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不同於都市更新的。都市再生通常範圍較小，且較為著重於實質環境問

題的解決；而都市更新通常範圍涉及整個都市，且都市更新的目標是在於

解決都市之經濟、產業、文化資產，以及都市保存等綜合性問題（何東波，

2002：158-159）。 

    就外國在都市更新上之經驗而言，都市不斷地擴張與往郊區發展是無

法確實解決都市衰頹的問題。因此，舊市中心之再生儼然成為國際之趨

勢，而對於地狹人稠的臺灣而言，舊市區的再生更能將土地與空間再度進

行有效利用之最好方式。是故，對於臺中市中區這樣一個老舊市中心，甚

至是地狹人稠的臺灣來說，都市再生之必要性是非常急迫且需要的，利用

舊市區之再生，以有效使用既有之空間及土地。 

    就國外之經驗而言，發展都市再生能將區域資源，如：文化、歷史及

產業等，與地方之發展結合；尤其倘若能特別重視場所與特色空間之營

造，則能更加快速地達成再生之目標。 

    現階段臺灣所面臨到的問題，很大部份是因都市機能衰頹所引起，尤

其是在老舊市中心商業地區，因為是最早開發地區，故常因經濟成長快

速、人口郊區化的情形衝擊下，而使得因原本老舊設施無法負擔該具備之

機能，造成商業沒落、人口外移的惡性循環。以目前臺灣在都市計劃上之

施行方案，大抵皆以市地重劃，或是開發郊區為主，而對於老舊市中心而

言，因其地價較高等因素，導致在政策上均已開發新興區域為主。在這樣

的衝擊之下，老舊市中心便無法與新興開發區域相抗衡，導致人口流失。

人口流失便導致老舊市中心之衰微，而使其失去競爭力。但對於地狹人稠

的臺灣而言，每一塊土地之利用都是非常重要的，是故，在都市發展上不

應僅是開發新興區域，更應在擁有豐富歷史、文化等資源之老舊市中心上

耕耘；也因此，臺中市中區的都市再生對於人口已超過一百萬之臺中市而

言，更顯得相對地重要。 

    臺中市的都市化運動，從東大墩時代起，經日據時代，光復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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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年來，幾乎就沒有靜止過。（沈征郎，1979：15）臺中市經過日據

時代所做的都市計畫之後，街道以「棋盤式」的方式整齊地排列，建築也

多採取歐風形式。然而，其棋盤式的規劃在擴展至綠川、柳川兩川、公園

以及鐵路的影響下，發生了變化，始得街道不再是以棋盤式的方式呈現，

而漸漸地變得複雜。 

    雖然在日據時代有計劃性的規劃中區，後來因地形及開發的因素，而

變得偏離原來所計畫的棋盤式都市計畫，但其所奠定下來的基礎，卻是可

以成為中區日後都市再生的基本條件。 

    以臺中市中區之都市特色而言，其相當具有中心商業區之特色。在我

國，住商混合是都市生活之習性，而都市中心商業地區雖然不像西方國家

一樣，晚上、假日時居住在以外之處，卻因為中區之都市老舊程度而造成

人口外移嚴重。對中區而言，雖然具備中心商業區之特色，但人口外移的

情況，造成中區在此方面之優勢逐漸降低，形成目前的情況。 

    中區處於中心商業區之優勢地理位置，八 0 年代以前在商業活動、人

口數量等皆是獨占鰲頭的地位，但是，到了九 0 年代因為市區公共設施不

敷使用不便，如：公園綠地不足、停車場不夠民眾使用等，加上政府政策

已開發新市鎮與市地重劃為主，使得縱使有第一廣場更新案等都市更新方

案，卻依然擋不住人口、商業轉往屯區等郊區發展之情形。 

    雖然中區目前處於都市發展弱勢的情況，但是中區仍保有優勢之條

件。在歷史演進上能夠相當清楚地了解到，中區本身在臺中市都市歷史發

展上占有相當大的地位。從日據時期開始，中區便開始是商業活動中心，

縱貫鐵路之發達展開了臺中火車站前延伸至三民商圈的繁榮景象。不論是

傳統商業市場的設立、百貨賣場林立，使得中區成為繁華熱鬧的區域。 

    中區繁榮景象因為環境的變遷、商業型態的改變，造成其無法抓住以

往的興盛情形，使得人口外移嚴重。中區本身也因為硬體設備無法負荷大

環境的演變，如：街道仍以日據時代時所建立的狹小空間為主，無法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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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以四輪以上交通工具必須具備之寬大道路；公共設施，如：停車場

之不足，無法容納外來車輛，使得民眾到中區購物之意願降低；商業之經

營型態的改變，不再是像以往小雜貨店便可滿足民眾需求，現今主要以購

物商場的整齊、清潔、明亮，以及廣大的商場空間為多數民眾有意願購物

之環境。 

    臺中市政府於 1986 年開始規畫市中心之更新，其中之ㄧ便是干城區

之都市更新計畫。由於中心商街廓較為窄小，加上地權之擴散，使得更新

不易，因此，臺中市政府便以整體開發之方式臺灣土地開發公司合作，以

十年為期，構想以綠化行人專用購物區為主，配合廣場使用，引進商業活

動之進駐。接著臺中市政府亦將日據時代所興建的第一市場作一更新計

畫，因第一市場位於市中心商業區之黃金地段，卻因其老舊髒亂，影響市

容之觀瞻，有礙於市中心地區多用途之商業使用之目的。是故，市政府便

將其拆除重建為大樓，並於 1991 年完工使用（溫博煌，2003：56），現成

為複合型商業用途大樓。中區目前有多項建設計劃已實施或正在實施，

如：火車站前景觀工程、梅川景觀再造工程、繼光街行人徒步區之工程設

計、臺糖大型購物中心，與即將動工之鐵路地下化及捷運工程等，這些計

畫方案在在顯示政府在開發新市鎮與市地重劃之都市發展之後，逐漸地開

始重視市中心商業地區對於臺中市的重要性，進而重視中區都市之發展。

但是，雖然目前臺中市政府已著手進行規畫小型區域之建設，但對於中區

卻未有整體都市計劃之方案產生，是故，在中區都市再生之方案上，政府

卻未有一套完善措施，即使有小型之規畫方案實施，卻對於中區整體都市

發展與形象卻未能有所提升。 

    在第四章中區都市衰敗關鍵因子中，以房地產來看中區的衰敗時曾提

到，以臺中市政府公布歷年公告土地現值地價情形中，全市公告土地現值

地價調幅均為正值；唯在 2001 年到 2004 年為負值。而臺中市中區之公告

土地現值地價在 1995 年到 2006 年之間，其公告土地之現值調幅中，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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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負值；其中，2001 年更調幅至負值 20.84％。此時的臺中市全市之公告

土地現值，呈現正值；而中區一直到 2007 年才開始為正值 0.5％，2008 年

為正值 1.5％；2009 年公告土地現值與去年持平，調幅為零。（臺中市政府

地政處，檢索日期：2009 年 5 月 15 日

http://land.tccg.gov.tw/chinese_big5/infoquery/info_05.php）。 

    在公告地價方面，臺中市全市 1991 年至 2007 年調幅均為正值，且在

2007 年更是調幅正值 15.29％。而臺中市中區之公告地價調幅，在 1997 至

2007 年處於負值之狀態，甚至在 2004 年度負值高達 33.70％（臺中市政府

地政處，檢索日期：2009 年 5 月 15 日

http://land.tccg.gov.tw/chinese_big5/infoquery/info_05.php）。 

此對照臺中市其他行政區來看這些數據顯示出中區因為商業之衰落，導致

中區之房地產價值亦隨之大幅滑落。 

    就都市政治經濟學的觀點來看，希冀能夠運用都市更新事業來達到其

具備政治功能以及經濟之目的，在政府決策上對於資源再分配的結果，能

夠將此目標達成。由房地產所浮現的數字來評斷一個都市之重要性，對於

中區而言，都市衰敗之三大關鍵因子主因便起於環境因素。由於房屋的老

舊、道路的狹小，導致人口嚴重外移，以致於商業活動降低。是故，就其

根本之因便是中區的環境因素，而環境造成的衰敗由其房地產之增貶便可

清楚得知。依臺中市政府公布之公告土地現值地價以及公告地價可以非常

清楚地看出中區近年來均處在衰敗之處。  

     中區目前在都市發展上居於臺中八大行政區之劣勢地位，主要因其

都市衰敗關鍵因子之外，還包括臺中市重視市地重劃以及開發新市鎮等政

策制度所致。但是，中區仍有其固有之優勢。是故，本研究將研究資料29對

                                             
29本研究將研究資料與溫博煌《台中市舊市中心區再發展目標與策略之研究──分析階層程序法

之應用》作一整理，2003：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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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區之現況以 SWOT 分析30，究其發展之優勢、劣勢、機會以及威脅，

作為本研究研擬都市再生作為與步驟之參考。 

 

壹、 優勢分析(Strengths) 

 

一、都市發展歷史悠久 

    以整個臺中市而言，都市發展時期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

日據時期以前，也就是清朝統治時期；第二、日據時代；第三就是戰後的

臺中市都市變遷。然而，不論是清朝統治時期、日據時代，或者是戰後的

臺中市都市發展，中區在臺中市都市發展上佔有非常重要之地位。 

    中區的都市發展，由清朝時期便已開始，至日據時代蓬勃發展。由第

三章中，中區的歷史演進可以得知，清朝時期之小北門為人口、房屋較為

稠密之處，當時小北門所在地便是現今臺中市中區區域範圍內。現今的臺

中市是以清代的臺灣府城以及東大墩街為基礎，經過日據時代建置而發展

出來的都市，而當時的東大墩街的範圍，便是現今中區範圍之內。中區的

都市發展是非常早期也影響深遠的。 

    日據時代對於中區之都市局部改造計劃共分為七項（張勝彥，1999：

130），使得中區一度發展成為臺中市在都市與產業結構上重要之地位。雖

然因為戰時物資缺乏，加上禁止人民進行交易活動，於是在戰後恢復自由

市場之時，商業活動便相當活絡，從臺中市後火車站一直延伸至中華路一

帶，一直是攤販市場，而中部四縣市之日常生活用品所需也都在此地交

易。在 1945 年以前，臺中市中區只是一個分散式的小聚集地，當時並未

                                             
30管理學者 Steiner(1965 年)提出，將環境中之優勢(Strengths)、劣勢（Weaknesses）、機會

（Opportunities），以及威脅（Threats）四部份組合起來，稱之為 SWOT 模型。在策略產生之過程

中找出內部所擁有之優勢以及劣勢，外部環境所面臨之機會與威脅。（Robbins,2000：144-145）SWOT

分析主要運用於企業上，近年來被廣泛使用於大面向，如：國家競爭力分析，小面向，如：個人

競爭力分析。故本研究運用 SWOT 分析的方式，將中區之都市再生基本條件做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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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完整的街市出現；1955 年以後，自由路、中正路街角之新店舖便開

始有了成排之商業店面的型態（溫博煌，2003：54）。因為如此，便奠定

市中心地區大規模的塊狀商業街區之開發基礎。 

由臺中市之歷史脈絡來看中區之地位，可以清楚地了解中區對於臺中

市，甚至是整個中部地區之重要性。日據時代，因日本重視都市計畫之故，

形成日本將都市計畫之殖民色彩移植至中區，由中區目前之道路、建設與

老式建築物仍存留著日據時代所遺留之巴洛克風格之建築等，可以清楚地

了解，中區在都市發展之歷史相對於其他地區非常悠久，並受重視。 

 

二、區位地理位置優勢 

    臺中市是中部地區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之樞紐地位，而臺中市中區之

區位處於臺中市之中心位置。其中，中區都市型態之歷史演變與其生活方

式和應有之都市模式都將影響中區本身在臺中市的重要地位與否之因素。 

中區位處於臺中市之核心地帶，而以我國中部之商業發展來看，臺中市占

有龍頭之地位。中區之地理環境規劃上在日據時代便由日本人正式將西方

之巴洛克式的街道系統；也就是垂直、斜線以及輻射狀的街道型態，導入

至臺灣的都市空間中，也使得目前中區亦保有日據時代風格之特色。 

    臺中市中區為臺中市市中心，且位於縱貫鐵路等重要交通運輸中心，

也因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導致其發展成為不僅是交通樞紐，更成為為商

業重鎮。同時，因為中區都市發展歷史悠久，也造就了其當地雄厚之文化

歷史背景，以及具有豐富人文色彩之特色、建築與廟宇。 

 

三、交通便捷 

    臺中市中區之地理位置為臺中市市中心，且位於縱貫鐵路交通之運輸

中心。同時也是中短程公路與市區公車轉乘等主要公眾運輸系統之核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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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擁有甚多的轉運人潮，是臺中市對外重要之交通樞紐地區。 

    交通網絡相當發達，由中區出發均可通往臺中市各行政區，同時，因

中部之公路、鐵路之便利性，如：臺中火車站便設立於中區內。交通網絡

之核心位置位於中區內，使得中區在我國南來北往之交通亦相當順暢，進

而帶動商業行為之興盛。也因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對外能夠連結其他各

縣市之交通轉運，同時能夠連結臺中市本身之主要交通道路，如：中正路、

中港路等，使其交通功能性更為增強。因此，若能提高其停車空間之改善，

對於吸引消費者之駐留，將有極大的進步空間。 

 

四、商業之多樣化型態 

    我國本身都市型態多屬住、商混合式型態，中區同樣也是屬於住、商

混合型態之都市型態。因此，中區區內之街道商店集中，且種類繁多，休

閒、育教、娛樂、購物等功能性的商店都能在中區擁有，顯示出中區商店

的多樣化。 

    現今之中區商業區主要是日據時代所奠定，屬於中心商業區。早期主

要集中在建國路、雙十路、公園路以及五權路之範圍，之後至光復初期漸

漸移至火車站前一帶，之後也有中正路百貨業的興起。即便目前該路段百

貨業已漸衰落，但鄰近之自由路因臺中名產太陽餅之興起，以及自由商圈

業者努力開拓、維護太陽餅業，使得中區商圈仍有自由商圈。其它之購物、

休閒、育樂等型態之商店仍在中區聚集，如：繼光街電子商圈，是故，中

區若能整合並妥善規劃安全且有系統之商店型態，將可吸引更多人潮至中

區消費。 

 

五、政府、民間對其都市再生之關注 

    中區之地理位置優越，且其都市發展歷史悠久，即使在臺中市八大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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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中日漸衰落，但仍有其存在必要之處。是故，公私部門在中區之都市

發展相關計畫如下： 

（一）、全市性計畫中與中區都市發展相關研究 

1.臺中市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臺中市都市發展基本方向（1986 年 2

月）：主要政策規畫將臺中市之都市空間結構導向為多核心式：在各行政

區域或計畫區內適當配置行政、商業與文化等各種機能，達成多核心的都

市空間結構，分擔市中心區之各種機能，藉以分散市中心區成一點的集

中，已達成全市的均衡發展。 

2.臺中市綱要計畫（1989 年）：主要將臺中市原市區中心老舊商業區（中

區），為該區之主要商業核心。 

3.臺中市商業面積研究調查（1992 年 5 月）：建議市中心區應積極進行都

市更新工作，增加商業區之商業土地利用率，改善老舊不良的都市景觀。 

4.臺中都會區實質發展規劃－臺中都會區未來的功能與發展方向（1992 年

6 月)：加強臺中都會區文化意象，並促進都市機能集中：臺中為中部地區

之中心，必須充實區域中心都市的服務機能，包括商業、娛樂、文化、教

育及社會性服務的提供，以滿足中部區域的需求。 

5.臺中市都會區發展策略研究-臺中市都會區發展目標（1995 年 12 月）：

加強改善居民生活品質，並落實臺中地區產業發展及加速推動產業升級。 

6.臺中市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臺中市都市發展策略研究（2000 年 10

月）：以營造臺中市為二十一世紀的生活首都為主要目標，其中針對市中

心區提出策略為再造舊市區為徒步的活力街區、透過臺鐵車站地區的再發

展等策略。 

7.修訂臺中市綜合發展計畫（2001 年 11 月）： 各部門發展目標體系中有

關中區發展之策略主要有推動市中心區商業改造計畫，復甦臺中市市中心

商業及營造地方商業特色，推動形象商圈、商店街計畫及商業現代化，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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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都市設計審議等；同時，推動市中心區商業改造計畫，復甦臺中市市中

心商業策略。 

（二）、中區發展相關規劃研究 

1.臺中市中區商況之研究（1995 年 6 月）：認為要改善臺中市中區的發展，

應積極提供停車設施、改善大眾運輸系統（最好興建捷運系統）、維持目

前單行道系統、積極進行都市更新以消除老舊的市容型態、整頓交通並改

善環境衛生、消防與治安。 

2.臺中市市中心區單行道檢討評估（1995 年 6 月）：以經濟手段來改善經

濟問題，包括重整中區商圈提昇購物環境、改善市中心行人交通設施及規

劃具特色的徒步區營造都會風情吸引人潮等。同時建議臺中市市區行人徒

步區之範圍為中正路、三民路、民權路與自由路所圍繞的街廓。 

3.公車經營環境改善研究規劃（1995 年 6 月） 

4.臺中市中心區保存與復甦之研究（1998 年 6 月）：提出市中心再發展策

略的芻議如下：（1）強化中區中心商業體質，維持購物區功能構想；（2）

發展辦公區使用功能構想：以獎勵措施來誘導新的辦公開發；（3）提倡觀

光旅遊事業構想；（4）恢復住宅區功能；（5）改善交通問題構想，發展大

眾捷運系統，提供停車空間。 

5.臺中市都市更新調查及更新地區劃設規劃（2001 年 9 月）：提出舊市中

心區整體更新再生之構想，以都市機能、交通系統、開放空間、歷史空間

等四方面作全方面的完整之規畫。  

（三）、中區商圈相關計畫研究 

1.臺中車站聯合開發可行性分析規劃（1991 年 10 月）：臺中車站地區運

輸系統的整合。並建議引進之設施項目有停車場、運動館、音樂廳、青少

年活動中心等，共分為交通運動設施、商業設施、公共教育文化設站等三

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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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中大型購物中心可行性研究（1992 年 11 月）：開發面積共 24 公頃，

未來將與臺中市舊商業區、干城商業區共同形成臺中都會區的商業核心。 

3.臺中火車站附近地區整體再發展規劃暨都市設計之研究：建議採取小街

廓的開發方式，並配合鐵路地下化。除了幾條主要道路外，其他次要道路，

加設慢速設施，將道路歸還行人。 

4.臺中市中區商圈更新再造計畫（1998 年 6 月）：短程目標乃於電子街以

二年期間執行短期計畫，並以「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式來進行。長程目標

即是實施繼光街（民族路－光復路）行人徒步區計畫，使徒步區兼具購物、

休閒、遊憩及美化綠化之功能。 

5.中區電子街行人徒步區計畫（1999 年 7 月）：共分為實質建設計畫，如：

美化區域環境、加強商店街特色等；組織計畫：建議籌設電子街管理委員

會；經營管理計畫：藉由街區管理委員會舉行共同促銷、宣傳、服務等 。 

6.繼光街行人徒步區計畫（1999 年 7 月）：繼光街原是臺中市中區商業區

的主題性商業街道之一，由繼光街、中正路及其相鄰之自由路商圈而形成

的商業性活動街廓，創造市區商業心的生命力為目標。 

 

貳、 劣勢分析(Weaknesses) 

 

    臺中市中區主要在都市再生上，有以下之劣勢： 

 

一、臺中市政府以往較為重視市地重劃與開發新市鎮 

    由於臺中市的發展日趨快速，人口大量集中，因此出現市容雜亂的狀

況，也出現了市地重劃的需求。故為了加速市政建設，便於工商投資，解

決市民居住困難，臺中市政府於 1960 年開始制定「臺中市都市土地重劃

施行規程」，於 1961 年發布實施，但因缺乏經費及經驗不足，延至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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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才進行第一期的市地重劃。 

表 5-1  臺中市各期市地重劃統計 

期別 名稱 期別 名稱 

第一期 大智重劃區 
(1965年－1967年辦理) 

第七期 惠來厝重劃區 
(1990年－1992年辦理) 

第二期 麻園重劃區 
(1970年－1971年辦理) 

第八期 豐樂重劃區 
(1988年－1991年辦理) 

第三期 忠明重劃區 
(1975年－1979年辦理) 

第九期 旱溪重劃區 
(1990年－1994年辦理) 

第四期 東山中正重劃區 
(1979年辦理) 

第十期 軍功水景重劃區 
(1993年－20000年辦理) 

第五期 大墩重劃區 
(1983年－1985年辦理) 

第十一期 四張犁重劃區 
(1993年－1997年辦理) 

第六期 干城重劃區 
(1987年－1990年辦理) 

第十二期 同心重劃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目前臺中市政府著手規畫第十三期、第十四期重劃區，即於原本的舊

市區之外成立其他的商業中心，而在此計畫之下，可以看出臺中市成為多

個商業區林立的狀況，而舊市區則仍為中心商業區，但隨著部分的商業機

能被其他的商業區取代，再加上行政中心遷往副都市計畫的實行，目前的

臺中市舊市區的商業機能更形衰退。 

 

二、百貨公司郊區化 

    1988 年，火車站商圈五家百貨之市場占有率分別為 77％，到了八 0

年代末期，開始了百貨公司的郊區化（去中心化），百貨業不再如以往以

市中心區為唯一的設置地點，1993 年，火車站商圈的市場已萎縮至 28％。

接著 1994 年廣三 SOGO 百貨設立，1997 年，因為廣三 SOGO 百貨的設立，

結合科博館商圈，致使火車站前商圈已萎縮至 14％，（劉曜華，2006：77）

而因 2000 年新光三越百貨及爾後位於七期重劃區之 TIGER CITY 購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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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衣蝶百貨（已於 2007 年 10 月因力霸案而歇業）設立，火車站商圈亦

受到非常大影響。 

 

三、停車位的嚴重缺乏 

    臺中市民休閒時最不喜歡逛街購物的地方即是位於中區之火車站商

圈，其主要原因為則是停車位不足。（劉曜華，2006：77）停車位的不足

即會嚴重影響消費者停車購物之消費習性，以及駐留之時間。同時，也無

較大之觀光停車空間（遊覽車），使得觀光人潮較不易集中於本區。 

 

四、公眾運輸系統之不足 

    吸引消費者購物之基本需求便是交通之便利，目前臺中之公眾運輸系

統僅有公車，雖有捷運之規畫，但尚未建設。是故，公眾運輸系統無法滿

足居住較遠之居民來此區購物之慾望，形成目前中區在消費吸引力之不足

之處。 

 

五、商圈地價居高不下 

    雖然中區之公告土地現值以及公告地價之調幅在全臺中市並不突

出，甚至有負值產生，但中區商圈之地價卻居高不下。根據與林區長之訪

談可得知，中區之地主與屋主主要並不居住在中區本地，也不急於賣地賣

屋求現，此對於地價與房價便居高不下。地價的居高不下，也造成了不動

產市場蕭條與停滯，漸而無法吸引具新思維、現代化之商業經營模式之業

者駐入經營。在這樣的循環之下，中區便面臨無法汰舊換新之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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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區內本位主義強 

    中區本身區內之商家業者本位主義較強，造成商家無法凝聚相當的共

識，也因缺乏行銷策略而造成商業沒落。 

 

七、鐵路區隔前後站之人潮 

    臺中火車站目前未實施鐵路高架化，因此使得前後站之交通必須經由

路條或地下道來連結前後站之交通。都市更新科專員王義勇先生在訪談中

表示： 

 

    臺中市政府同樣希望在未來之鐵路高架化能夠將轉乘系統連    

  結，並增加停車空間，同時帶來人潮。（A2，頁 182） 

 

八、公共基礎設施不足 

    中區因其都市發展較早，在公共建設上明顯不足，人行空間、停車空

間、開放空間，甚至觀光基礎建設均不足；也因為無較大之開放空間，缺

乏活動之場地，藉由活動之舉行來吸引人潮顯得較為不易。 

 

九、建築物老舊不易翻新 

    中區之建築物同樣因都市發展較早，主要建築物型態為日據時代巴洛

克風格之低矮房屋，同時又因屋主不願翻修使得商家無法提供較為現代化

舒適之購物環境給消費者，降低消費者來此消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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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機會分析(Opportunities) 

 

    目前我國在都市計畫上，已漸漸地重視都市更新，將有限的都市區土

地作更有效的運用，臺中市政府對於舊市區也逐漸地開始重視。是故，中

區在目前都市再生上有以下機會： 

 

一、臺中市政府「─閒置建築物招商規劃可行性評估計畫救中區」計畫 

    臺中市都陲漸往西北發展，都市規模不斷往屯區擴大而舊市區中心則

不斷衰退，隨著都市多核心的發展與市中心區外移，臺中市中區已漸變成

沒落的代名詞，為提振中區發展，2007 年臺中市政府推動「百億救中區計

畫─閒置建築物招商規劃可行性評估計畫」已完成可行性評估，將提出七

項計畫分年分期實施；其中兩項已決定在 97 年度編列經費辦理。 

    臺中市政府頃已決定在 97 年度先行編列九百萬元經費，推動星空廊

道與城市綠廊兩項計畫，凝聚民眾夜間購物的強大經濟力，與自由路糕點

名產相結合，並與公共藝術創作或路標指示系統結合，以太陽餅、鳳梨酥

形塑創意的意象元素。 

 

二、研擬「振興中區自治條例」 

    挽救中區衰退將推動之七項計畫，除星光廊道與城市綠廊兩項計畫

外，其餘為歷史建築物、旅遊導覽計畫，商圈意象行銷與推廣計畫，步行

城市空間計畫，中區運輸系統轉運計畫，並研定「振興中區自治條例」。 

 

三、以既有且具規模性之休閒娛樂事業為基礎 

    中區在休閒娛樂事業上已具有相當規模，若能妥善運用並規畫一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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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之政策與機制，對於中區在都市再生上之成功性會更加有機會。強化商

業特色，並結合週邊地區發展經營為多元化都市空間，吸引臺中市鄰近區

域之創業產業，提昇中區商業競爭能力，促進中區繁榮發展；同時完成中

區人行休憩徒步區空間交通規劃，建構具有歷史文化、教育、休憩，提昇

生活品質之都市空間。 

    行政院人權委員會於 2009 年 6 月 24 日討論設置「性專區」議題，由

行政院院長劉兆玄擔任召集人，並決議在原則上性工作將會「除罪、除

罰」，由內政部於半年內研擬性工作管理辦法之法令配套，至於設立性工

作專區，行政院原則上同意，但決定權係交由各縣市政府自行決定。倘若

性工作管理辦法之配套措施能夠完善，臺中市政府亦同意設置性工作專

區，對於中區原有之相關業者，甚至是治安上勢必能有相當之助益。 

 

四、推動鐵路高架化，使火車站之前後站人潮能夠相通 

    「臺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畫」於 2004 年 2 月經行政院核定，

目前已完成臺中鐵路高架化先期工程細設期末設計，配合鐵路高架化，臺

中市政府也已完成臺中縣市都市縫合計畫、臺中車站交通轉運站規劃、臺

中車站特定區規劃、臺中站前廣場－鐵道文化休閒園區規劃等規劃措施。

藉由鐵路高架化的實施，將火車站前後站之人潮能夠相通，帶動消費買氣。 

 

五、市政中心遷移之後，其所留下之建築文化遺產，可發展為歷史 

    文教設施  

    臺中市政府目前所在之處為西區民權路，其地緣位置與中區自由路商

圈鄰近，訪談過程都市更新科專員王義勇先生表示： 

 

    胡市長正積極爭取故宮分院來臺中設立，即便無故宮分院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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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市政府遷至新市政中心之後，原有之舊址建築，將會以 BOT 

之方式讓民眾參觀。（A2，頁 182） 

 

六、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帶動大臺中地區之發展 

    行政院於 2009 年 6 月 23 日召開之改制計畫全體審查委員共識決議，

包括臺中縣（市）、高雄縣（市）、台北縣改制等三案，全體同意改制。是

故，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一案業已確定，行政院並宣布於 2010 年 12

月 25 日正式升格。 

    臺中縣（市）在合併改制後，將可與北高兩直轄市與臺北縣準直轄市

共同分享統籌分配稅款，雖然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就無法取得一般性補助款

31，但是當臺中縣（市）合併改制之後，許多跨域事務不必再切割或是分

離。中央機關能在計畫之評估上有更整體性之規畫，將有助於經費補助之

意願，相對能夠爭取更多重大建設之補助。（臺中縣市政府聯合編製，

2009：16-17） 

 

肆、威脅分析（Threats） 

 

    中區外部環境之威脅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臺中市多核心結構成形 

    臺中市近年以來由於多核心都市的發展，都陲漸往西北成形，發展成

自給自足之生活商圈，不需再如以往至市中心地區購物與消費。 

 

 
                                             
31 此一般性補助款即為「統籌分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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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劃區成為新商場之進駐首選 

    重劃區百貨業與量販店商場林立，且新商場進駐亦將重劃區作為首選

之地，使得重劃區嚴重衝擊中區商機之成長。 

 

三、其它商圈分散中區消費人口 

    臺中主要商圈，如：中友、精明、逢甲等商圈之發展，嚴重衝擊原本

中區應有之消費人口，使得中區之消費人口下降。 

 

四、臺中市政府市政中心的外移，行政區地位不如以往 

    臺中市人口已逾 100 萬，依行政區域、各項發展繁榮遠景和產業、文

化型態。近年來由於各項建設的推動及都市之急遽發展，使得現有辦公廳

舍除不敷使用外，亦因空間不足而分散各處，造成民眾洽公之不便。臺中

市政府便於 1995 年初步規畫新市政中心，預計在今年搬遷啟用。 

 

五、交通建設造成新轉運樞紐之形成 

    中區一直為臺中市重要之交通轉運樞紐，但近年來臺灣高速鐵路之通

車完成，使得中區之交通轉運樞紐不再為以往重要；也可能迫使整個商業

區塊之轉移，亦會對於中區之發展產生不利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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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臺中市中區 SWOT 分析 

內部環境 外部環境 

優勢 

(Strengths,簡稱 S) 

劣勢 

（Weaknesses,簡稱

W） 

機會 

（Opportunities,簡

稱 O） 

威脅 

（Threats,簡稱 T）

1. 都市發展歷史悠久 

2. 區位地理位置優勢 

3. 交通便捷 

4. 商業之多樣化型態 

5. 政府、民間對其都 

   市再生之關注 

1. 臺中市政府以往

較為重視市地重

劃與開發新市鎮

2. 百貨公司郊區化

3. 停車位的嚴重 

   不足 

4. 公眾運輸系統之

   不足 

5. 商圈地價居高 

   不下 

6. 區內本位主義強

7. 鐵路區隔前後站

   之人潮 

8. 公共基礎設施 

   不足 

9. 建築物老舊不易

   翻新 

1. 臺中市政府之  

  「百億救中區」之

   計畫 

2. 研擬「振興中區

自治條例」 

3. 以既有且具規模

性之休閒娛樂事

業為基礎 

4. 推動鐵路高架 

化，使火車站之

前後站人潮能夠

相通 

5. 市政中心遷移 

後，其所留下之

建築文化遺產，

可發展為歷史文

教設施 

6. 臺中縣市合併改

制直轄市，帶動

大臺中地區發展

1. 臺中市多核心 

結構成形 

2. 重劃區成為新 

商場進駐首選 

3. 其它商圈消耗 

中區消費人口 

4. 臺中市政府市 

政中 心的外

移，行政區 

   地位不如以往 

5. 交通建設造成 

新轉運樞紐之

形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透過上述中區之 SWOT 分析，將中區之優勢、劣勢、機會，以及威脅

作說明，在之後都市再生之作為以及步驟上能夠更加便利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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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區的都市再生作為與步驟 

 

    臺灣雖然在都市更新上已有數十年之耕耘，也有法規措施，但在法規

制定上之位階觀念卻仍然模糊，地方政府必須在都市更新條例法令之下因

地制宜，發展一套適合地方本身之法令，但若要地方本身來制定一套相關

且完善之規定必須考慮周全，亦有可能延遲都市更新計畫之發展。加上在

政策及執行面上大抵皆以政府主導為主要方向，地方在其財政上之困難同

樣地形成都市更新事業上之阻礙。就國外之經驗而言，發展都市再生能將

區域資源，如：文化、歷史及產業等，與地方之發展結合，尤其倘若能特

別重視場所與特色空間之營造，則能更加一步地達成再生之目標。 

    除在第四章中都市更新在不論是政府主導或是民間主導之都市更新

議題上所面臨到的困難。目前，在我國在市中心地區之都市更新，仍有以

下之問題是不容忽視： 

一、土地過度細分，地價高漲以及地主眾多不易整合。 

二、公有土地管理機關不願配合，造成公有土地之低度利用， 

    在開發上困難重重。 

三、市區公共設施嚴重缺乏，加上週邊交通建設帶動新的都市 

    發展趨勢。 

四、更新地區之劃定未與都市計畫目標互相結合。 

五、缺乏都市防災系統。 

六、缺乏推動都市更新之專責機構。 

七、窳陋地區之誘因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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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窳陋地區之誘因不足，投資人不願進入，加上郊區之開發，如： 

新市鎮、購物中心、遊樂區及山坡地社區等，與市中心區 發展產生競爭。 

八、缺乏中長期投資之融資來源。 

九、地方政府財政困難。 

十、公私部門之間的對立。 

    以上為臺灣市中心地區在都市更新時所會面臨的問題，當一個都市在

面臨都市化之過程當中快速地爬升，導致因增加大量人口，而住宅、公共

設施，甚至是就業機會之提供，不足以因應爆發性增長之相關需求，往往

造成高密地之都市建築與人口及居、嚴重地環境惡化與都市治理問題之弊

病（紀俊臣，2006：46）。同樣地，對於臺中市中區而言，這些所會面臨

的問題也落在其身上。所幸，雖然在面臨地方財政困難上有其問題所在，

但臺中市政府仍對於中區之發展有其高度的期許。目前臺中市政府在積極

規畫「百億救中區─閒置建築物招商規劃可行性評估計畫」的方案，期待

在這樣的方案之下能夠與都市更新計畫案相結合，將中區再度邁向繁榮景

象，提升整個臺中市都市的整體規劃與形象。 

    由本章第一節中可知中區之 SWOT 分析，對於中區之都市再生作為與

步驟，以其 SWOT 四種面向相互配對之後，產生四種 SWOT 之矩陣策略

配對分析，由 SO 策略、ST 策略、WO 策略以及 WT 策略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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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SO 策略 

 

    SO 策略係以根據內部優勢以利用外部機會之利益，藉由上一節對於

中區之內部條件優勢分析，結合外部條件之機會分析後，得出 SO 策略。

根據其優勢條件與機會條件後可知其 SO 策略為： 

 

一、整合都市更新獎勵措施，吸引民間投資中區都市更新 

    公私部門在中區均有相關之發展計畫，加上臺中市政府之「百億元救

中區」之計畫，與其研擬「振興中區自治條例」，整合其都市更新獎勵措

施，吸引民間投資中區之都市更新計畫。 

 

二、推動休閒娛樂事業與文化觀光產業，促進中區發展 

    中區都市發展歷史悠久、區位地理位置優勢，且其商業具多樣化型

態。若能以其既有且具規模性之休閒娛樂事業為基礎，推動休閒娛樂事

業；亦可藉由其固有之豐富歷史文化資產，加上市政中心遷移後，其所留

下之建築文化遺產，發展歷史文教設施，促進中區之發展。 

 

三、規畫交通設施，使人潮能湧入消費 

    中區聯外交通便捷，具有公路、鐵路等交通設施，加以其規劃推動鐵

路高架化，使火車站之前後站人潮能夠相通。若能將其對內交通運輸系統

妥善規畫，使人潮能夠湧入消費，帶動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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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WO 策略 

 

    WO 策略係改善內部劣勢以抓住外部機會的利益。藉由對於中區之內

部條件劣勢分析，結合外部條件之機會分析後，得出 WO 策略。其 WO 策

略如下： 

 

一、公部門對於中區都市再生之實施機制有所作為 

    透過政府對都市發展方針之改變，逐漸重視都市更新的重要性，將都

市發展政策著重於舊市區之都市更新。配合對其經濟發展有助益性之方

針，結合都市更新之計畫，使公部門對於中區都市再生之實施機制受到重

視，有所作為。 

 

二、規劃停車空間與運輸系統 

    推動鐵路高架化，使火車站前後站人潮能夠相通之外，配合土地建設

之規劃，設立停車空間。臺中市亦研擬建設捷運系統，若能結合捷運系統，

並加強市內公眾運輸設施，對中區之發展必有相當大之助益。 

 

三、對中區老舊市容作整建之規畫 

    中區因其歷史悠久、都市發展亦較其他行政區來得早，因此中區本身

建築較為老舊、零散。是故，對於中區之老舊市容作完整之整建規劃，對

於整體都市發展而言，是相當重要的。 

 

四、規劃具有吸引居民整建之實施機制 

    中區老舊市容整建之規畫具有其重要性，但若僅靠公部門之努力，其

人力、財力有限。是故，規劃一套完善且具吸引當地居民共同整建之實施

機制，對於整體市容改善，必有其助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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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ST 策略 

 

    ST 策略係以根據內部優勢以避免或減少外部威脅的影響，藉由對於中

區之內部條件優勢分析，結合外部條件之威脅分析後，得出 ST 策略。其

ST 策略如下： 

 

一、確保中區交通樞紐與位置之優勢 

    雖然中區聯外交通便捷，具有公路、鐵路等交通設施，但臺中市之交

通建設造成新轉運樞紐形成，如：臺灣高速鐵路之興建通車、公路轉運系

統另闢轉運站等。是故，須確保中區交通樞紐與位置之優勢，不會因之消

失。 

 

二、以固有之多樣化商業建立中區新商業面貌 

    中區都市發展歷史悠久、區位地理位置優勢，發展之商業具多樣化型

態。雖然其它商圈分散中區消費人口，但若能以其固有之多樣化商業型態

建立中區之新商業面貌，對於人潮之回流，指日可待。 

 

三、訂定一套完善之中區都市再生機制與政策 

    政府、民間對中區都市再生之關注，均有相關之計畫。若能訂定一套

完善之中區都市再生機制與政策，對於中區都市再生發展上，有必然與實

質上之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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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WT 策略 

 

    WT 策略係減少內部劣勢以避免外部威脅的影響。藉由對於中區之內

部條件劣勢分析，結合外部條件之威脅分析後，得出 WT 策略。其 WT 策

略如下： 

 

一、配合政策開發公共設施 

    透過政府對中區之都市更新計畫與方針，將都市發展政策著重於舊市

區之都市更新，配合政府政策開發公共設施，以利其發展。 

 

二、加強既有之交通建設 

    中區聯外交通發達，唯其對內公眾運輸系統稍嫌不足。是故，加強其

對內公眾運輸系統，將其既有之交通建設更加妥善規畫，勢必對於中區之

商業經濟發展，具有提升力。 

 

三、透過政策施行，進而吸引臺中市民及外縣市消費人潮 

    透過政策之施行，如：鐵路高架化，使前後站人潮相通，加強公共設

施，如：停車場之設立、公園綠地之建設等，使臺中市民與外縣市消費人

潮能有其意願至中區觀光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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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臺中市中區 SWOT 矩陣策略配對分析 

外部環境 

機會（O） 威脅（T） 

               
             
 
               外 部 條 件 
 
內     可 
部        能 
條           策 
件              略 

1. 臺中市政府之「百億救中 
   區」之計畫 
2. 研擬「振興中區自治條例」

3. 以既有且具規模性 之休 
   閒娛樂事業為基礎 
4. 推動鐵路高架化，使火車 
   站之前後站人潮能夠相通

5. 市政中心遷移後，其所留 
   下之建築文化遺產，可發

   展為歷史文教設施 
6. 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 
   ，帶動大臺中地區之發展

1. 臺中市多核心結構成

  形 
2. 重劃區成為新商場之

   進駐首選 
3. 其它商圈分散中區消

  費人口 
4. 臺中市政府市政中心

  外移，行政區地位不 
  如以往 
5. 交通建設造成新轉運

  樞紐形成 

優 
勢 
(S) 

1. 都市發展歷史悠久 
2. 區位地理位置優勢 
3. 交通便捷 
4. 商業之多樣化型態 
5. 政府、民間對其都  
  市再生之關注 

SO 策略 
1.整合都市更新獎勵措施，吸

  引民間投資中區都市更新 
2.推動休閒娛樂事業與文化 
  觀光產業，促進中區發展 
3.規劃交通設施，使人潮能湧

  入消費 

ST 策略 
1.確保中區交通樞紐與 
  位置之優勢 
2.以固有之多樣化商業 
  建立中區新商業面貌 
3.訂定一套完善之中區 
  都市再生機制與政策 

 
 
內 
 
部 
 
環 
 
境 劣 

勢

(W) 

1. 臺中市政府以往較 
  為重視市地重劃與 
  開發新市鎮 
2. 百貨公司郊區化 
3. 停車位的嚴重不足 
4. 公眾運輸系統之不  
   足 
5. 商圈地價居高不下 
6. 區內本位主義強 
7. 鐵路區隔前後站之 
  人潮 
8. 公共基礎設施不足 
9. 建築物老舊不易翻 
  新 

WO 策略 
1.公部門對於中區都市再生 
  之實施機制有所作為 
2.規劃停車空間與運輸系統 
3.對中區老舊市容作整建之  
  規劃 
4.規劃能夠吸引居民整建之 
  實施機制 

WT 策略 
1.配合政策開發公共設 
  施 
2.加強既有之交通建設 
3.透過政策施行，進而吸

  引臺中市民及外縣市 
  消費人潮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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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上述之 SWOT 矩陣策略配對分析，本研究進一步將相關策略之施

行步驟歸納扼述如下： 

 

一、規劃完善之都市再生機制 

    中區是臺中市發展最早的地區，擁有一些歷史景觀及民眾的回憶，原

本是臺中市的市中心，但因隨著都市的發展移動，中區逐漸沒落衰退。在

多方配合與請求之下，臺中市政府決定展開拯救中區行動，目前已研擬「百

億元救中區計畫─閒置建築物招商規劃可行性評估計畫」，並完成可行性評

估，拯救中區行動可望逐步展開。為再造中區繁榮之景象，臺中市政府提

出「百億元救中區─閒置建築物招商規劃可行性評估計畫」之計畫方案，

應針對中區不同需求，規劃適合中區都市再生之機制。 

    都市更新王專員表示： 

 

    百億元救中區之方案為經濟發展處所管理，而都市更新主要是     

  有其法定之定位，因此對於都市更新計畫較無直接關係，但廣義      

  而言，亦可將其併入都市更新中。（A2，頁 177） 

 

    目前，政府對於舊市區之九處都市更新計畫，包括：臺中酒廠、臺中

車站附近地區、新庄仔地區、石頭攤仔地區、東勢仔地區、大湖地區、第

二市場地區、忠孝國小地區、中華路夜市地區等九處中，對於中區均有直

接或間接之幫助。若能善用百億元救中區之方案與舊市區之都市更新計畫

相結合，同時規畫完善之都市再生機制， 必能將中區之都市再生理念實

際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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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民間力量，共同參與中區都市再生 

    不僅制定都市更新方案，其中實際之作為便是結合民間的力量，以帶

動中區商圈的消費趨勢。除臺中市政府對於中區制定一套百億救中區之政

策方案外，同時結合民間之力量，如：大型購物商場（日曜天地）、飯店

（新設立之假日快捷酒店等）之設立，能夠共同活絡中區商業活動，振興

中區經濟發展。 

 

三、都市更新由小區塊且較無爭議地區做起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處推動之「百億元救中區─閒置建築物招商規劃

可行性評估計畫」，2007 年 6 月臺中市政府在其推動之委外規畫上，邀請

相關單位舉行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並提出規劃報告書。其中審議會議之

重要結論如下： 

（ㄧ）、選擇較無爭議之小區塊，進行都市更新之可行性評估。 

（二）、報告書須擬定短、中、長期計畫，短期計畫須納入閒置之歷史建

築（根據統計共為 47 棟）之整修評估。 

（三）、議會所提出之振興中區自治條例一併納入可行性評估。 

     審查會議中，市府都市發展處表示，目前舊市區共有 9 處地區為劃

設都市更新地區，而與此案關係較為密切者為「臺中車站附近地區」及「第

二市場地區」，並建議將都市藍帶，如：綠、柳、梅三川及綠帶；又如：

公園、綠地、園道等納入考量，以增進都市景觀；而臺中市經濟發展處在

會議中亦表示，建議由中區找出自己的特色與其他商圈有所區別，避免相

互間出現過高之同質性。同時，研擬制定「振興中區自治條例」之可行性。  

 

四、發展具中區特色之文化休閒產業或休閒娛樂事業 

    目前對於中區都市更新最重要之「百億元救中區計畫」區分為七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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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再分年分期實施；其中星空廊道與城市綠廊兩項計畫將率先推動，希

望藉由這兩項計畫之推動帶領之後中區再造之規劃；亦將編列預算，並且

將另外五項計畫，包括：歷史建築物、旅遊導覽計畫、商圈意象行銷與推

廣計畫、步行城市空間計畫及中區運輸系統轉運計畫。 

    臺中市係一歷史悠久，並具有其文化特色之都市；尤其是中區，因為

開發較早，且清朝統治時期、日據時代，甚至更早之前之歷史古蹟在中區

比比皆是，再加上臺中市一直以來有「文化城」之美譽著稱。因此，若由

文化都市型態結合地方文化產業作為其出發點，配合民間與政府之力量，

將中區之特色發揮出來，由觀光帶動人潮，帶動商機。按「文化觀光」一

詞，乃自人類 90 年代之後一種旅遊的新趨勢，即是一種「走向自然」、「走

向文化」，以構成觀光之首要吸引力。文化觀光與一般觀光或是刺激性休

閒旅遊型態不同，其應具備六項特性：（唐學斌，1987：87） 

（ㄧ）、獨特性 

顯示出一個民族之獨特的風貌景觀。 

（二）、教育性 

將優良傳統融合於民俗文化之中，以便達到啟發大眾之教育性目的。 

（三）、傳統性 

表現一個民族固有之歷史文化，並將其發揚光大。 

（四）、整體性 

將民俗文化之全貌，作一有系統、有組織之設計，建立一套完整體系。 

（五）、考古性 

審慎地研考當地土著之環境流動遷移、生活習俗以及慣用器物，以作 

為後世歷史驗證之依據。 

    因此，文化可以創造觀光產業之附加價值，以地方文化產業突顯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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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呈現一種地區性之文化特色，藉由文化觀光之推動以帶動與找回地

方經濟發展，便成為一股在增加地方財政與商機的趨勢。 

羅斯比（David Thorsby）認為文化產業有其三大特色：（張維倫等譯，

2002：140-168） 

（ㄧ）、文化產業活動會在生產過程中運用到某種形式之創意。 

（二）、文化產業活動被視為與象徵意義之產生與溝通有關。 

（三）、文化產業活動所製成之產品，至少有可能是某種形式的 

       智慧財產權。 

    倘若「文化產業」一詞再加上「地方」並與地方聯結之後，便形成一

種以地方文化為基底之產業發展型態，蘊含著地方歷史文化之豐富、集體

記憶與共享之價值（廖桂敏，2004：19）。  

    文化係為都市之一種「財富創造」32策略，文化策略為一解決都市普

遍問題之主要解決方案，同時，文化本身為一種經濟力量，亦為一種成長

產業及財富的來源。而文化產業對於都市再生便是一種重要之實質效益，

能夠將郊區之中產階級帶回至市中心，強化都市之經濟實力。文化產業發

展之過程必須是一個不斷創新，同時能夠保留文化本身之品質與吸引人潮

之特色。因此，在產業活動上不僅追求規模化、特色性，更應講求細緻化

之過程。是故，中區將固有之資源發展成為一系列之地方文化產業是具有

相當大之重要性。  

    就中區之地方文化產業發展而言，可依其已有之古蹟，結合歷史發展

以帶動中區本身特有之地方文化產業。因為產業活動上不僅追求規模化、

特色性，更應是講求細緻化過程，在發展產業活動之選擇與決策便必須考

                                             
32 「財富創造」（cultural industries）由哈維（David Harvey）所提出，他指出當代都市制度體制

已由管理主義轉向成為企業主義之體制下，行銷已成為許多地方在強化生產、消費與管理競爭力

之主要策略。 



                                              第五章 臺中市中區的都市再生可行性評估 

 143

量多元因素。中區本身在發展地方文化產業上能朝兩大方向：歷史古蹟結

合宗教力量，如：輔順將軍廟、萬春宮等；地方特產，如：建構一區以臺

中最為聞名地方特產「太陽餅」商圈。 

    「輔順將軍廟」建立於 1800 年（清嘉慶五年），1723 年時將輔順將軍

廟主祀神明-馬舍公爺，由總兵藍廷珍的部將奉請，隨軍隊來到臺灣，立祠

於臺中市大墩砲台山(即今臺中公園臨光復國小外操場一側)，而財團法人

臺灣省順天宮輔順將軍廟亦在 1723 年創建；「萬春宮媽祖廟」位於臺中市

中區成功路上，1668 年（康熙二十二年）首任大墩（今臺中市）總兵藍廷

珍奉派來臺時，親率家人前赴福建湄洲朝天閣，恭請天上聖母金身隨船保

護來中奉祀，並斥資於現址興建廟宇，定名「藍興宮媽祖廟」，並從唐山

聘請名僧來台主持廟宇之務，此為萬春宮之開始。爾後，廟宇雖然歷經百

餘年風霜浸蝕，缺乏昔日雄偉氣象，且有礙市容觀瞻，於是在當時便倡議

修建，並正式將宮號更名為「萬春宮媽祖廟」（資料整理自臺灣廟宇網

http://www.idn.com.tw/temple/index.php，檢索日期：2009 年 5 月 18 日），

形成現今萬春宮之景象。 

    我國之宗教發展歷史演進上對於佛教、道教接受度普遍高於其他，信

徒眾多，而將軍廟與萬春宮均為歷史發展悠久之宗教聖地，同時因其建立

時間悠久，在廟宇建築之考據上都相當具有文化參考之依據。倘若結合其

歷史與文化之發展，加上能夠參考臺中縣大甲鎮瀾宮每年所舉辦媽祖遶境

等事宜，以帶來人潮，將可同時達到開發商機與推展地方文化產業之成效。 

    中區另外一個地方文化產業方向，便是朝推展地方特產太陽餅之自由

商圈為主軸，帶動周圍商圈之作用。臺中市最具代表特色之地方小吃便是

太陽餅，其來由雖眾說紛紜，但依臺中市文化局之介紹，創始人魏清海又

稱為「阿明師」，經常在各地指導製餅師傅。太陽餅原本是臺灣人在喝茶

時配著吃的一種小餅，經過改良做成裡面包著麥芽甜餡的小泡餅，後再三

研究改進，才變成了現在的形狀和味道。剛開始叫「麥芽餅」，後來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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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為「太陽餅」。另一說法為日據時期日本人見餅皮呈金黃色澤，形狀

像似日本國旗，歲稱為太陽餅。因為太陽餅受歡迎之程度，故在中區自由

路上發展成一條自由商圈，以吸引觀光資源的湧入。 

    倘若中區能夠同時將以宗教、古蹟所結合之地方文化產業與以地方特

產為主之地方文化產業之兩大方向相互結合，並發展一套屬於中區本身特

有之地方文化產業計畫，中區本身幅員狹小，加上將軍廟、萬春宮與自由

商圈非常鄰近，附近交通四通八達，公路、鐵路等交通運輸都很便利。這

樣的情況下，發展成為中區專屬之計畫，對於中區都市再生而言，無非是

一項具有建設性之作為。 

    另一方面，中區既有之休閒娛樂事業已有其規模，按「臺中市休閒娛

樂服務業設置自治條例」中第二條之規定：「本自治條例所稱休閒娛樂服

務業係指下列營利事業：1.視聽歌唱業：指提供伴唱視聽設備，供人歌唱

者。 2.理容業：指將營業場所加以區隔或以包廂式經營，為人理容者。 3.

三溫暖業：指提供冷、熱水池，蒸烤設備，供人沐浴者。4.舞場業：指提

供場所，不備舞伴，供不特定人跳舞者。5.舞廳業：指提供場所，備有舞

伴，供不特定人跳舞者。6.酒家業：指提供場所，備有服務生陪侍，供應

酒、菜或其他飲食物者。7.酒吧業：指提供場所，備有服務生陪侍，供應

酒類或其他飲料者。8.特種咖啡茶室業：指提供場所，備有服務生陪侍，

供應飲料者。9.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行業。」，該自治條例對於休閒娛樂

事業之營業場所，規定應距離住宅區五十公尺以上外，並應距離國民中、

小學、高中職校、醫院二百公尺以上，但對於中區不受其規定之限制，由

此可見臺中市政府對於中區之休閒娛樂事業設置之條件較其他行政區寬

鬆。 是故，中區若能對於其休閒娛樂事業之設置加以重整，並改善其缺

點，相信能夠發展一套完善之措施，並吸引消費人潮到此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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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強中區公眾交通運輸之系統 

    中區本身之基礎交通建設已有其規模，不僅有聯外之鐵路交通、公路

交通；亦有對內之市區公車。規劃中之臺中捷運工程若能如期建設，同時

加強市區公車交通系統之便利性，對於中區都市再生而言，更能使其加速

發展。 

     

第三節 中區的再生計畫效益評估 

 

    都市再生計畫效益評估係指對於都市更新政策之成果，預作檢驗之動

作，以作為日後判斷與改進之手段與執行之方針目標。本研究進行訪談發

現，受訪者對於中區之都市再生抱持高度期待，卻也有其擔憂之處，如：

成效不彰、居民不願配合等問題。而根據訪談資料之整理與文獻資料之分

析後，本研究發現目前中區之都市再生業務施行並不如預期順暢。 

    都市更新王專員表示： 

 

    百億元救中區之方案配套方案為經濟發展處所管理，而都市更新 

  主要是有其法定之定位，因此對於都市更新計畫較無直接關係，但 

廣義而言，亦可將其併入都市更新中。目前對於舊市區已有九處都 

市更新計畫之辦理，其都市更新門檻相對於尚未劃定之地區會來得 

較低。（A2，頁 179） 

 

    臺中市政府已於 97 年度先行編列九百萬元經費，推動星空廊道與城

市綠廊兩項計畫，欲藉由星空廊道計畫，提升其經濟發展力，凝聚民眾夜

間購物的強大經濟力，與自由路糕點名產相結合，並與公共藝術創作或路

標指示系統結合，以太陽餅、鳳梨酥形塑創意的意象元素，共同發展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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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業活動。 

    挽救中區衰退將推動之計畫，除以上兩項外，其餘為歷史建築物、旅

遊導覽計畫，商圈意象行銷與推廣計畫，步行城市空間計畫，中區運輸系

統轉運計畫，並研定「振興中區自治條例」付諸實施。但因推動以上計畫，

所需經費相當龐大，將視財源狀況分年分期辦理。  

    目前中區亟待解決之問題繁多且複雜，距離都市再生之目標仍有非常

大段距離，更遑論都市再生之效益問題。雖然都市再生之路，仍有非常大

段路要走，但事在人為，觀念的建立是必要的，態度、行為與適當之政策

是都市再生關鍵之處。對於舊市區之實施更新，其具有廣泛之效益，包括

直接之效益與間接之效益，如：更新地區之公共建設與住宅環境之改善、

各方面生活條件亦能合乎現代生活標準，居民亦能立即享受其成果。另一

方面，由於都市再生後機能之復甦，更能在政治、文化、社會等層面獲得

其效益。是故，本研究約略勾勒出下列綜合之效益評估，說明如下： 

 

一、 對實質面而言 

    實施更新之地區多為建築物窳陋朽壞，且過度密集，違章建築充斥其

間，加上道路彎曲狹窄，且缺乏公共設施，影響居民身心健康與交通安全

堪慮等。倘若實施都市再生之後，將老舊建築物配合新建道路與以重建或

整修，同時並改善其環境衛生、擴大公共設施之設置等，提供居民良好之

居住環境。 

    都市再生之後，居民身心健康有其助益與改善，都市再生之地區更能

提升土地之使用效益，提高其土地與建物之價值。對都市而言，實施更新

使都市整體有建全且均衡之發展。不僅對於實施再生地區居民有所助益，

對於政府而言，亦能增加其稅收，提升施政滿意度。並藉由都市再生之途

徑，建立良好之都市景觀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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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社會面而言 

    由於中區之舊市區形象深植人心，其實質之窳陋朽壞、缺乏公共設施

之因素使其社會之枯萎，在其社會問題上所表現出來的便是失業、犯罪、

環境凌亂等問題。如果一個都市缺乏公共活動場所，如：公園綠地、活動

中心、圖書館等設施，居民在實質生活上與精神文化上便無法得到滿足，

很可能產生社會不良事件。 

    透過舊市區之都市再生後，不僅能夠在地區上建設各項公眾福利設

施；亦能將環境水平達到現代社會之需求。居民亦能在實施都市再生後，

建立完善且凝聚力強之社區文化，減少隔離與差異性，進而產生歸屬感，

彼此相互協助。 

 

三、對經濟面而言 

    對於都市窳陋之處之更新，帶來實質環境上之改善，同時亦能對於社

會環境上不良之風氣與以改正。但其更深遠之意義在於，給予衰敗地區之

經濟的復甦，並減輕政府對於其社會問題的支出。中區因其實質環境上之

衰敗，進而導致社會環境之不良，其經濟活動亦逐漸地枯萎衰退。不僅直

接衝擊到居民的不動產之外，公共設施之不足、停車場之嚴重缺乏等，均

不如其他地區商業活動之活絡。而由於中區之經濟活動日趨萎縮，自然衝

擊到居民就業機會，造成整個實質環境與社會經濟日趨惡化。  

    經濟活動惡化，不僅影響私人經濟貧乏，更是衝擊到政府稅收亦相對

地減少。相反地，政府亦可能因其救濟性支出增加，使得財政負擔更顯沉

重。雖然無可否認實施都市再生必須投入龐大的經費，在更新之過程中，

政府財政可能因而感到短絀。但若干年可由經都市再生後所帶來之經濟效

益而得到財政上之補償。不僅能促進公共建設與都市發展，直接影響到不

動產之增值、課稅增加外，亦能創造工商業維持與發展，並增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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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增加政府稅收（黃隆洋，1980：41）。 

    由於都市再生地區環境上的改造，公共設施的完善提供，不僅能夠吸

引中高收入家庭的遷入，更能因其商業與經濟活動力的提高，吸引其他地

區或郊區居民前來消費。都市再生事業之成功，不僅對地方發展建設有所

助益，對於土地利用與經濟活動，均能有所提升。 

 

第四節 中區的都市再生財務方案評估 

 

    都市更新第十八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推動都市更新事業，得設

置都市更新基金。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都市更新之規劃設計及實施經

費，或組織更新團體以重建方式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規劃設計費，得以前

項基金酌予補助之；其申請要件、補助額度及辦理程序等事項之辦法或自

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四條規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得視都市

更新事業需要，依下列原則給予適度之建築容積獎勵： 1.實施容積管制前

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者，得依原建築容

積建築； 2.更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益設施，該公益設施之樓地板面積不

予計算容積。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益設施，其產權無償登記為公有

者，除不計入容積外，並得適度增加其建築容積；3.主管機關依第六條或

第七條規定優先或迅行劃定之更新地區，在一定時程內申請實施更新者，

給予適度之容積獎勵；4.其他為促進都市更新事業之辦理，經地方主管機

關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5.前四款容積獎勵後，多數原土地及建築物所

有權人分配之建築物樓地板面積仍低於當地居住樓地板面積平均水準

者，得適度增加其建築容積。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劃定之更新地

區，於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時，其建築物高度，除因飛航安全管制外，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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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令及都市計畫法令之建築高度限制；其建蔽率得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議通過，按原建蔽率建築。第一項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五條規定：「更新地區範圍內公共設施保留地、依法應予保存

及獲准保留之建築所坐落之土地或街區，或其他為促進更有效利用之土

地，其建築容積得一部或全部轉移至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並準用依都

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

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及作業

方法等規定辦理。前項建築容積經全部轉移至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者，

其原為私有之土地應登記為公有。」 

    第四十六條規定：「更新地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依下列規定減免稅

捐：1.更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其仍可繼續使用者，減半

徵收。但未依計畫進度完成更新且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者，依法

課徵之； 2.更新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二年；3.依權利變換取得之土

地及建築物，於更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土地增值稅及契稅百分之四十； 

4.不願參加權利變換而領取現金補償者，減徵土地增值稅百分之四十； 5.

實施權利變換應分配之土地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而改領現金者，免徵

土地增值稅；6.實施權利變換，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利變換負擔者，免

徵土地增值稅及契稅。」 

    第四十七條規定：「以更新地區內之土地為信託財產，訂定以委託人

為受益人之信託契約者，不課徵贈與稅。前項信託土地，因信託關係而於

委託人與受託人間移轉所有權者，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以及第四十八條

規定：「以更新地區內之土地為信託財產者，於信託關係存續中，以受託

人為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前項土地應與委託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轄區內所有之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依土地稅法第十六條規定稅

率課徵地價稅，分別就各該土地價占地價總額之比例，計算其應納之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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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但信託利益之受益人為非委託人且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前項土地應

與受益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所有之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

1.受益人已確定並享有全部信託利益者；2.委託人未保留變更受益人之權

利者。」 

    依都市更新條例中，都市更新主要獎勵措施之項目，以財務而言，大

抵為以下兩種形式： 

 

一、增加收益之獎勵 

    此獎勵措施主要藉由獎勵制定增加其未來之收益，同時提高個案之投

資報酬率，其獎勵之方式有：容積獎勵、容積移轉與時程上之獎勵。此獎

勵方式對於短期投資影響較大。 

 

二、降低成本之獎勵 

    此獎勵措施主要藉由獎勵制定來降低其都市更新之成本，減輕其開發

與建設之財務支出，其獎勵方式有：稅賦上之優惠、招募都市更新信託基

金、興建公共建設之獎勵等。此獎勵方式對於長期投資影響較大。 

    一個財務方案之評估首重其方案行動之預算，預算過程一般而言，係

指預算之籌編、審議、成立、執行，以及決算之編造等一系列之程序，我

國之地方預算之過程與政治是分不開的33（紀俊臣，2006：111）。長久以

來我國在地方財政上既存之部分，地方府會緊張關係需予以化解；即使在

精省之後，各地方政府之財政普遍仍然處於窘困的狀態。所謂之預算制

度，係依預算法與決算法規定中指道，預算制度為預算之籌編、審議、執

行，以及絕匴之編造等一系列之過程；至於預算之理論，其功能在於確認

                                             
33 美國學者 Shuman 再 1984 年時曾經從行政部門與立法部門之間的互動來觀察美國政府預算形

成之過程，其在其中發現預算與政治是分不開的，同樣地，在我國之預算決策上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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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領域之研究與發展的方向（紀俊臣，2006：112）。 

    政府預算會隨著歷史之演進、政治民主、經濟發展與社會需求等，以

配合不同階段之不同目的與功能。而預算便成為政府達到特定之政治、經

濟、社會等面向政策目標之主要工具，其主要功能有：資源配置之功能、

資金移轉之功能、經濟發展之功能、經濟穩定之功能、行政效率與效能之

功能、行政責任之功能、收入規劃之功能，以及支出控制之功能等八項功

能（徐仁輝，2002：82）。是故，預算可說係為一種地方政府在財政上之

決定的把關機制，倘若無法有效運用預算機制而浪費公帑，便無法對地方

有效地發展成為應有之狀態。因此，預算之重要性是在考量政策制定上的

ㄧ道強而有利之關卡。 

    政府之財政有四大功能：促進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穩定、促進公平所

得分配，以及促進資源配置之效率。生產因素，如：資本、土地、勞動力

與企業組織能力，除土地無法移動之外，其他三者均受區位選擇之影響

（locational choice）而移動，同樣地，人民在選擇居住地時亦往往受到房

地產之價格與地方政府所提供之公共設施之質量的影響（紀俊臣，2006：

236）。  

    都市再生所需費用相當繁鉅，臺中市政府雖然對於中區之都市再生業

已有其定案與計畫，但整項計畫絕非地方政府一年之年度預算所能容納。

（黃隆洋，1980：155-156）是故，本研究綜合獎勵內容，約略勾勒並說明

中區都市再生計畫之財務方案評估；其中必須首先瞭解都市再生所需之費

用，包括以下項目： 

 

一、土地補償費用 

    由辦理機構統一辦理。如需獲得私人之土地，以興修公共設施及房屋，

則應給予土地所有權人適當之補償費用。由於中區為臺中市中心，地價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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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此項費用往往占更新事業費用之相當大比例。 

 

二、地上物補償費用 

    房屋通常連同土地一同徵收，故應在評估後，亦給予適當之補償費用。

雖然此項目費用在更新事業完成後能夠回收，但仍需龐大資金以供週轉使

用。 

 

三、安置拆遷費用 

    其對象較為複雜，如：合法之房屋拆遷戶、有案違章建築拆遷戶、無

案違章建築拆遷戶、承租戶等，均為安置拆遷費用補償對象。其補助包括：

拆遷補助費、房租補助費、營業損失補助費、違章建築戶救濟金等，項目

類別繁多，亦為在更新事業上不小之支出。 

 

四、房屋稅 

    此為更新事業上費用最大的一項。其需要足夠之資金支持，但通常更

新完成之後便可按成本收回，建立良好融資制度是此項費用最好之制度措

施。 

 

五、建設公共設施費用 

    需要更新之地區往往公共設施缺乏，公共設施包括：道路建設、公園

綠地、停車場等建造。大部分公共設施之建設費用由政府負擔。 

 

六、其他費用 

    包括：更新事業前置作業之調查、分析、研究與規劃，以及辦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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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政管理費用等。 

    依據「都市計畫法」中第七十七條規定：「地方政府及鄉、鎮、縣轄

市公所為實施都市計畫所需經費，應以下列各款籌措之：1.編列年度預算；

2.工程受益費之收入；3.土地增值稅部分收入之提撥；4.私人團體之捐獻；

5.中央或縣政府之補助；6.其他辦理都市計畫事業之盈餘；7.都市建設捐之

收入。 」 

    「都市更新條例」第十八條亦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推動都市更新事

業，得設置都市更新基金。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都市更新之規劃設計及

實施經費，或組織更新團體以重建方式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規劃設計費，

得以前項基金酌予補助之；其申請要件、補助額度及辦理程序等事項之辦

法或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是故，臺中市政府於 2005 年制

定「臺中市都市更新及都市發展建設基金收支保管運用辦法」，以規定其

都市更新財務來源。其第四條對於都市更新之實施費用規定：「1.土地價

款；2.房屋拆遷戶之補償、補助及安置費用； 3.房屋拆遷戶之獎勵及救濟

費用；4.更新地區房屋之重建、整建、維護所需研究、規劃設計費、工程

費（含工程管理費）、材料費、設施費、整地、圍籬、地質鑽探費、測量

費、利息及其他辦理都市更新應計入成本費用等支出；5.更新地區出租房

屋之管理、維護、稅捐、折舊、保險、訴訟及強制執行費用等支出；6.協

助民間推動都市更新事業經費之支出；7.購買移出之容積費用。」事實上，

市政建設支出繁多，年度預算編列有限。因此在更新策略上之運用，應提高

土地增值稅之提撥比例，並爭取上級政府之補助款項，以減輕市政負擔。 

    都市再生之財務資金來源與方案在國外，如：英國、美國等較為盛行，

是故，藉由比較英美兩國與臺中市推動都市再生之權責單位以及都市再生

經費來源之分析，可知不僅權責單位的重要性與定位，同時，亦能瞭解臺

中市在都市再生計畫資金籌措來源上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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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國內外都市再生規劃單位組織權責 

 美國(以 BRA34為例) 英國(以 LDDC35為例) 臺灣(以臺中市都市更新科為例) 

主

要

任

務 

1.政策發展與研究 

2.協商 

3.港阜規畫與開發 

4.鄰里規劃與分區管制 

5.營建與設計服務 

6.房地產服務 

7.鄰里住宅與開發 

8.都市設計與開發 

1.振興當地社會經濟與實 

  質環境之建設 

2.增加民間部門參與開發 

3.縮小地方政府之權限 

 

1.都市更新發展業務 

2.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 

3. 震災後重建計畫 

4. 千分之一數值航測地形圖測製 

5. 中港路附近乙種工業區開發 

6. 火車站特定區計畫規畫 

7. 大坑開發許可審議 

8. 都市設計審議 

組

織

權

責 

1.規畫、開發與再發展 

  合而為一 

2.可直接與民間簽約 

3.內有總經理，下有三 

  部門及六個單位（人 

  數多達三百人） 

1.審核及頒發開發許可證 

2.土地徵收權 

3.其他處置權力 

4.設置正副主席、與五至十

  一位委員 

5.由中央政府管轄以防止 

  地方政府介入 

1.為都市發展處下之科室 

2.成員為科長一人、技士四人、約

  僱人員五人，以及駐府人員兩 

  人，共約十二名 

資

金

來

源 

1.社區發展稅入共享 

2.CDBG36 

3.UDAG37 

4.其他聯邦補助款 

1.所有投資活動完全仰賴

於國家基金之實質投入，採

用方式有：直接補助、間接

貸款、設置企業專用區，或

直接提供基礎建設 

1.市府設置都市更新基金，並以逐

  年編列預算之方式撥款。  

資料來源：呂國隆（1997：58-59）；孫千智（1999：4-25）；本研究整理 

                                             
34 BRA 為波士頓重建局 Bosto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之簡稱 
35 LDDC 為倫敦碼頭地開發公司 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之簡稱 
36 CDBG 為 1974 年美國成立之社區整體發展基金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之簡稱 
37 UDAG 為 1997 年美國成立之都市發展行動補助基金 Urban Development Action Grant 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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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5-4 整理可知，英美兩國對於都市再生計畫之資金來源較為多元

廣泛，即便完全由國家基金所提供，其補助方式亦較為完整。相對於臺中

市而言，僅設置都市更新基金，仰賴年度編列預算之方式所撥款作為都市

再生計畫之財務來源，明顯不足。是故，在財務籌措上，臺中市政府與中

區區公所應借鏡於其他國外都市再生經驗較為豐富之國家，以便擷取他國

之長處。 

    為挽救中區衰退所推動之計畫，臺中市政府已於 97 年度先行編列九

百萬元經費以便推動其經濟發展，除星空廊道計畫及城市綠廊兩項計畫以

外，其餘為歷史建築物、旅遊導覽計畫，商圈意象行銷與推廣計畫，步行

城市空間計畫，中區運輸系統轉運計畫，並研定「振興中區自治條例」付

諸實施。但因推動以上計畫，所需經費相當龐大，將視財源狀況分年分期

辦理。同時，撥出款項逐年實施舊市區九處之都市更新計畫。    

    臺中市為推動中區之都市再生，除了政府提撥年度經費之外，應宜建

立循環基金、融資制度，更進一步地發行公債，以減輕經費預算之負擔。

同時，除了公部門之作為以外，民間參與與合作亦為更新事業相當重要的

一環。如何使其消極地減少更新之阻力，積極地讓居民對於更新計畫提供

建設性之意見外，並能在執行過程中，出錢並出力共同協助執行機構，共

同完成更新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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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研究經由與都市更新專家作深度訪談後，了解到都市再生所牽涉到

之層面是相當廣泛的，即使是在制度上有法源依據，但實際操作上亦有其

困難之處。礙於時間與預算之限制，本研究無法在更加深入探討，實屬遺

憾。是故，以下綜合各章之總結，歸納研究之結論；同時，提出建議之事

項，以供相關之參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臺中市中區之都市再生可行性有其基本之條件，政府亦有其政策希冀

能將中區重新擁有以往繁榮之景象。是故，經分析探討，以及深度訪談後，

就其都市再生之重點發現，歸納如下： 

 

壹、政府應重視中區衰敗關鍵因子，其因子為： 

一、環境因素 

二、人口外移 

三、商業活動降低  

    中區面積僅有 0.8803 平方公里，不僅成為全臺中市人口最少之區，也

是全國面積最小、人口最少的市轄區。因此，中區幅員太小便成為衰敗關

鍵因子之一。目前中區的道路多屬小而窄，加上中區本身老舊建物與新建

物零散紊雜，使得人民不願意居住在此，進而影響人口之成長。 

    中區之人口數自 1992 年到 2000 年已經呈現高達-31％之負成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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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全市或其他行政區，中區人口衰減之情況更顯嚴重。臺中市近年來人

口均在正成長中，但中區之人口數卻一直處於負成長之狀態。1982 年時，

中區人口數仍有四萬多人，是但其人口數逐年遞減，甚至到 2008 年，中

區人口數僅有兩萬多人。一直到 2009 年 5 月之統計人口，僅為兩萬三千

四百九十六人。 

    中區為臺中市較早期開發之地區，因位於市中心為臺中市早期最繁榮

的地方，且全區之土地使用絕大部分為商業區。近年來卻因其市區面容老

舊、商業與消費外流、交通及停車設不足、產業轉型新商圈紛紛興起等問

題，而漸走向衰退沒落的處境；尤其特別是百貨類衰退最為嚴重。 

     

貳、政府應重視中區都市更新障礙因子，其因子為： 

一、法制不健全 

二、誘因不具體 

三、產權不明確 

四、住戶不優惠 

五、居民不認同 

    都市更新為一跨領域之開發行為，許多相關辦理之程序皆需要法源作

為其依據。目前辦理都市更新之法源以「都市計畫法」以及「都市更新條

例」等相關法規作其依據，臺中市亦於 2005 年訂定「臺中市都市更新及

都市發展建設基金收支保管運用辦法」。但是，對於實施機制卻無一套完

整之法源，亦無納入法規內容之中，使得實施之機制在都市更新作為上顯

得無力。若其都市更新方案之誘因不足，以利潤因素為主的民間企業，便

會對於都市更新事業產生卻步，將無法吸引民間參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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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新地區亦常因私有土地產權複雜、公有土地管理機關眾多。加上區

內違建、占用問題嚴重，無有效規範等問題，致使都市更新風險承擔過高、

處理時程亦不確定。加上中區之建物新舊雜陳、零散發展，新增建物、翻

修建物、加蓋或是重建之情形。民間辦理都市更新有可能因為財政問題而

停止都市更新作業，造成居民之損失。而公部門推動都市更新時，多僅止

於獎助性之方式，應佐以懲罰性、輔導性以及強制性機制，以確保居民之

保障；同時，對於社會弱勢與拆遷住戶，欠缺社會救濟機制與安置補償問

題。若這些弱勢住戶因都市更新計畫必須被迫搬離原居住地區，則應酌量

給予補償或建立救助機制。 

    中區之主要更新障礙因子，原因在於即便臺中市有其都市更新法源所

在，但在實際操作上之作為仍然缺乏；尤其是政府雖有意更新中區，但是

經費來源有限，政府亦無充分人力全力推動都市再生計畫；加上中區之當

地居民意願低落，零星商家願意參加小型經濟發展計畫，使得中區都市再

生之計畫進度落後，中區之經濟發展稍仍不佳。 

 

參、各項都市再生計畫之均衡發展與整合不夠積極 

    由於各項都市再生計畫雖目的皆達成都市再生之目標，但其針對之方

向與需求皆有所差異，加上政府投注之資金多寡不同，使計畫間可能產生

利益上之衝突，不易整合各項都市再生計畫。若能將其各項都市再生計畫

均衡發展，並加以統合，對於政府執行以及都市再生之路，必有相當大之

助益；同時，增進市民之公共利益。 

 

肆、都市再生計畫對於舊市區影響範圍之擴展不夠明確 

    本研究以中區視為舊市區之研究對象，然臺中市舊市區之範圍可包含

北區、西區、東區等行政區域，對於其它地區之發展未加以探討。倘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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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研究能將舊市區之範圍皆作為考量之區域，或將有助於決策者對於制定

都市再生計畫上之發展方向。 

中區之都市衰敗關鍵因子，主要根本在於其硬體建設之不完善所造

成。中區無法改變其幅員太小之因素，但仍能從其公共設施發展，來作一

改善空間。因中區都市發展歷史悠久，使其至今老舊房屋仍為低矮建築，

加上新建房屋，使得老舊、新建房屋零散，造成都市空間紊亂。當都市面

容不佳，加上公共設施缺乏，使得中區人口逐年降低，人口外移嚴重。當

定居人口逐漸降低，過往人口增加時，其商業活動力亦開始逐漸降低。如

此惡性循環，造成中區目前經濟活動遲滯之狀態。是故，政府應重視其衰

敗關鍵因子，進而改善這些衰敗關鍵因子，帶動中區之經濟發展。 

 

伍、擬定完善財務方案，獎勵民間辦理都市再生計畫 

    不論是以容積獎勵、容積移轉與時程上之獎勵等，影響短期投資較大

者；或是藉由獎勵之方式，如：稅賦上之優惠、招募都市更新信託基金、

興建公共建設之獎勵等獎勵方式，影響長期投資較大者，均為吸引民間投

資辦理都市再生之誘因。 

    中區雖有更新方案在著手規畫當中，但實際之作為僅零星進行中。倘

若中區能夠在都市再生上有實際之作為，其所帶來之效益，不僅是實質

面、社會面，最重要的是經濟面所能帶來的利益。由於都市再生地區環境

上的改造，公共設施的完善提供，不僅能夠吸引中高收入家庭的遷入，更

能因其商業與經濟活動力的提高，吸引其他地區或郊區居民前來消費，而

都市再生事業之成功，對地方發展建設有所助益，對於土地利用與經濟活

動，亦能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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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都市再生之政策對於整體之都市發展與經濟發展影響甚鉅，短期而言

無法將成效完全展開，但是長期來看，不論是軟硬體設備均能獲得改善，

同時提升其都市競爭力。針對本研究之過程，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提供

後續相關研究參考，茲分述如下： 

 

壹、政府財政預算之估計尚待努力 

    都市再生有其法源依據之後，最重要的便是財政預算。不僅在重建、

整建以及維護建築物、公共設施等需要龐大之費用；同時，獎勵民間辦理

都市再生事項亦需要有資金才能使其順利運行。都市再生所需費用龐大，

包括：土地補償費用，給予土地所有權人適當之補償費用；地上物補償費

用，房屋通常連同土地一同徵收，故應在評估後，亦給予適當之補償費用；

安置拆遷費用，不論是合法之房屋拆遷戶、有案違章建築拆遷戶、無案違

章建築拆遷戶、承租戶等，均為安置拆遷費用補償對象。因補助費用細目

眾多，亦在再生事業上為一筆不小之支出；房屋稅，此為更新事業上費用

最大的一項，需要足夠之資金支持；建設公共設施費用，需要更新之地區

往往公共設施缺乏，而大部分公共設施之建設費用由政府負擔；其他費

用，包括：更新事業前置作業之調查、分析、研究與規劃，以及辦理機構

之行政管理費用等。 

    由上可知，都市再生事業之財務預算上，因其所需之費用名目眾多且

雜，在計算上必須有一套完善之方案來規畫使用之多寡。本研究因目前政

府、民間對於中區之都市再生計畫尚未有多項已完成之項目來作分析，是

故，在後續之研究上，若能將政府財政預算上作一探討，更有助於中區都

市再生評估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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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由中區之 SWOT 分析，發展其適當之策略 

    本研究主要以 SWOT 分析其相關策略，以 SO 策略、ST 策略、WO

策略以及 WT 策略來說明，綜合策略後，將其應有之作為與步驟歸納如下： 

 

一、應規劃一套完善之都市再生機制 

    政府對於舊市區之九處都市更新計畫，對於中區均有直接或間接之幫

助。若能善用百億元救中區之方案與舊市區之都市更新計畫相結合，同時

規劃完善之都市再生機制， 必能將中區之都市再生理念實際落實。 

 

二、結合民間力量，共同參與中區都市再生 

    不僅制定都市更新方案，其中實際之作為便是結合民間的力量，以帶

動中區商圈的消費趨勢。 

 

三、都市更新由小區塊且較無爭議之地區做起 

    從小區塊且較無爭議之地區開始做起，並找出自己的特色與其他商圈

有所區別，避免相互間出現過高之同質性。 

 

四、發展具中區特色之文化休閒產業或休閒娛樂事業 

    中區因為開發較早，且清朝統治時期、日據時代，甚至更早之前之歷

史古蹟在中區比比皆是，再加上臺中市一直以來有「文化城」之美譽。因

此，若由文化都市型態結合地方文化產業作為其出發點，配合民間與政府

之力量，由觀光帶動人潮與商機。另一方面，中區本身休閒娛樂事業已具

規模，若能對於其休閒娛樂事業之設置加以重整，並改善其缺點，相信能

夠發展一套完善之措施，並吸引消費人潮到此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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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強中區公眾交通運輸之系統 

  中區本身之基礎交通建設已有其規模，不僅有聯外之鐵路交通、公路

交通；亦有對內之市區公車。規劃中之臺中市捷運工程若能如期建設，同

時加強市區公車交通系統之便利性，對於中區都市再生而言，更能使其加

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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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訪談紀錄    A1 

受訪者：臺中市中區區公所區長林宏儒先生 

受訪地點：臺中市中區區公所 

訪談者：向雯涵 

訪談時間：2008 年 3 月 21 日 

訪談地點：臺中市中區區公所區長辦公室 

向雯涵（以下簡稱向）向：區長您好，謝謝您接受訪談，那我們就開始了。 

林宏儒區長（以下簡稱林）林：不好意思這些東西應該要我去找的，可是

我比較沒時間。 

向：沒有關係，麻煩您已經很不好意思了。 

林：都市發展已經在中區很久了，就是說，這個月開了三個新的商店，關

了十家舊的商店，就是這樣。所以在發展遠景上來講，有一點…。現在不

是說政府不照顧中區，而是非常照顧中區。從市府團隊來講，不論是市長，

或者是都發處，以前叫都發局，或者是現在講經發處，以前都叫局，現在

都改成處，統一名稱。然後，像這些相關單位也都是在推。但是就是在，

可以說啦，在這件事情，一個願挨，一個願打，要兩方面配合啦。要不然

光是政府市府一直在推，然後民眾不認同。依照我們來看的話，有的東西

市政府已經在推，然後，民眾這一邊，中區的商家、店家還覺得說市府努

力不夠。所以中區要都市再生必須有居民之配合以及認同，這樣的話政策

才能順利進行。 

向：居民沒有感受到這樣子是嗎？ 

林：對。那事實上市府也有苦衷，今天我用政府的預算來幫忙你，可以說

用非常大筆的經費在幫忙你，但是你這些店家要勇於開店啊。現在店家就

是說我不開店，我就怕啊。當然生意人嘛，要做生意，要朝向利益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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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啊，我一開下去第一個我要裝潢、還要房租、還要買東西進來，如果這

些東西變成說銷售不出去的話，對我來說沒用。所以來說，在我們中區這

個都市發展遠景這一方面，不是非常樂觀啦，不是非常樂觀。在目前，它

如果是講說願景的話，大概要幾年，不會說像台北市西門町一樣，我記得

西門町好像也是經過二十幾年，二三十年這樣的努力才有今天。啊所以在

我們中區的部份，我就是說，著立點大概就三大商圈一定就弄起來，就是

自由商圈、電子街，還有這個繼光商圈。尤其是現在自由商圈這個部份，

我想請教一下，你是本地人嗎？ 

向：不是。 

林：那我想請教一下你最近有到台中嗎？ 

向：有。 

林：剛剛你是用走路過來還是？ 

向：搭計程車。 

林：喔，搭計程車。如果你從這一個自由商圈過來你就會發現以前遠東百

貨對面，就是自由路那邊，遠東在這裡，它的對面就是以前的東海戲院，

它以前都是演外國片的，那是一間水準很高的戲院。因為後來它就是生意

不好就關起來啦，關起來以後，好像關起來有一、二十年有了。現在就是

我們市政府在那一塊，它租它的一樓部份，後面有洗手間，租它的洗手間，

然後準備引進大型遊覽車可以進來。因為中區喔，以前大家認為說中區不

能夠發展，是因為沒有停車場。但是，相對的又有一個問題存在，就是說

市政府準備開闢這個停車場，供給大型遊覽車進來。然後，它的規劃就是

說，我們這個精武路這一邊喔。我覺得都市更新，我可以一句化跟你講，

不可行。但是都市更新很好，有人說中區很小，一點點而已可以整個收購

啊。但是，一家商家喔，一間店都是兩三千萬，你今天跟他買喔，用公告

地價 1.5 倍還是 1.4 倍跟他買，他一定會跟你打的頭破血流，所以這個部

份不行。要不然大家有很多構想，就是這樣很好啊，但是不行。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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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更新這個方面喔，可行性不高啦，但是可以朝一個方向做，就是從局

部的。不要整個中區，比如說劃一個區塊。這裡有一個廟與叫作萬春宮，

那個地方剛好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地方，香火鼎盛，在中區來講的話，財力

很不錯啦。他以前有一陣子列入古蹟，後來因為整修被取消掉了。但它有

一個缺點，就是大型遊覽車沒辦法進來，一靠近來的話，會這個，成功路

跟我們這條路都大概十五米啦，差不多十二米道路而已，遊覽車一靠過

來，這邊的道路就馬上堵塞住了。所以在信仰民眾上，可以說都是本地人。

那都市更新可以這樣，像他們自己要買這個地方，這是一個巷子，自己買

地方起來，作法是這樣的，我這邊買起來，市政府把那邊買起來。 

向：就等於更大這樣。 

林：對。這邊它來蓋停車場，這裡整個作文化區。 

向：等於整個宗教文化信仰都在這裡。 

林：對，宗教文化信仰中心。因為這一整個宗教文化中心確定了，就可以

像大甲鎮瀾宮一樣。你看大甲鎮瀾宮附近的周邊，就是因為它繁榮起來。

那這邊整個過來的話可以帶到中正路，中正路就是火車站前面這一條嘛，

然後這邊就可以發展。這邊一發展，便成說大概可以影響到台中公園這

裡。所以說，如果是小方面區塊更新的話，是可以的。 

向：從局部做起。 

林：對啊，你假如說這個地方可以做好的話，大家眼睛是雪亮的，商人也

是一樣。他看到你這邊做好，他就會想要更新啊。其他的地方也會形成一

個 group，想說可以跟市政府一起，做好都市更新。因為我以前是在孔廟

服務，以前孔廟是沒有人要走的，民國九十二年我還在那裡，我把它弄成

可以跟民眾接近，其他主任也反對啊，可是我就開什麼課程，拉近跟民眾

的距離，你來參加的話，第一個免費，第二個不止免費，我還提供東西給

你們、老師給你們，然後孔廟現在是什麼情況，在我手上，我辦活動，免

費還送東西。現在還變成什麼，孔廟不辦活動還不行，民眾還要它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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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是一種你要先甜頭給人家，人家就會願意。 

向：想請問一下，臺中市政府的「百億救中區」方案的規畫是什麼樣的方

向？ 

林：百億啊，不知道它錢怎麼來的。像這個區塊，大概收購起來不會超過

兩億。 

向：平等街這一區塊都比較老舊建築物一些。 

林：對啊，很老舊啦，矮房，而且你想，今天一個很小的投資，頂多你包

括土地費用、建設費用，不會超過三億，可以帶來的經濟效益更大，這是

一個小投資嘛。像我在孔廟送的東西也不是很貴，但人家就會覺得說你在

動啦，就會注意。我可以跟你說這邊這三個店面，旁邊被這個廟宇買去了，

剩這三個店面，政府想說收購，他開價兩千八百萬，他還想說我沒有賺錢，

我當初向人家買就是這樣。而且我這些利息都不算喔，我只沒有虧本。這

邊現在前面的店面現在買多少，市價只有幾百萬。啊他是這三家有計畫要

賣給它，但是要這個價錢。它這邊是供奉媽祖嘛，它說我們也跟媽祖請示

啊，它說頂多一間一千萬。如果說按照市價來講的話，沒有超過五百萬，

更低啊，你要怎麼跟他說。 

向：這就是在都市更新中一定會遇到的困難。 

林：一定會的。另外還有一個現象就是，中區沒落了，他們說政府不努力

啦，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一點，其實，這些人在二三十年前中區發達的時候，

就已經賺到一筆了。然後他們把錢投資到精明一街、七期，這些富翁富婆

因為這邊凋落下來啦，他不講我把投資都往那邊，反而說你政府不努力所

以這邊凋落，這樣合理嗎？所以我剛才講了一句話，雙方面。不能說完全

是政府的責任啦，店家你不開，廠商不來做生意你要怎麼吸引人潮，所以

像這種情形就不行。 

向：我想請問一下，我有看到一篇研究是關於中區人口的，似乎跟學區有

關，好像大家也想要來這裡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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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其實中區只有一間小學，就是光復國小，也沒有國中。那光復國小也

只有最近增加一班而已。它是有百年歷史啦，有一些特色，但是我們中區

的學校真的沒有了。它有音樂班辦的不錯，別的區的人可能就想要把小孩

送到這邊就讀，其他的就沒有了。 

向：想請問一下區長，像英國有一個地方利物浦，它本來已經沒落了，但

是他文化產業豐富，像披頭四就是從那邊出來。1981 年時他們因為一個計

畫，就他們固有的文化產業創造另外一個都市再生。那像區長剛剛所說的

用宗教文化中心這樣的方式來做，區長覺得在這一方面確實可行的嗎？ 

林：我認為是可行的。爲什麼？像我去年六月一號把圖書館開放，什麼叫

開放？平常一到五開到五點，假日休息。 

向：就是上班時間開，下班時間都不開。 

林：對，上班時間開，下班時間都不開。學生到學校讀書後，下班的人要

來利用都關了。所以我來就把它改變了，假日都開，也延長平常日時間。

因為圖書館是文化局管的，他們統計出來，同一個時間借書的人多了一倍

出來。所以我是說很多東西，就像你寫論文一樣，要動很多腦筋、蒐集很

多資料。 

向：是。 

林：中區大概可以這麼說啦，它這裡如果是萬春宮，它這裡還有一個撫順

將軍廟。我的構想啦，這個文化區塊出來以後，跟這邊起犄角作用。當初

引進是從大陸引進過來，一個文廟一個武廟。現在來講，依照財力來說，

日新戲院那邊，廟在那附近。它這個將軍廟目前財力來講，整個臺中市，

不是只有中區喔，它是第二位。但它也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停車位的問題。

整個台灣來講，民眾信仰不是道教就是佛教，可以說是我們本土宗教，他

們不怕沒有信仰民眾。但是沒有停車場，外地遊覽車和民眾就進不來。 

向：剛剛萬春宮遇到商家哄抬房價的問題，輔順將軍廟也同樣遇到這樣的

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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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所以一個廟宇，像他這一邊是屬於委員會的，性質不一樣，財團法人。

這邊如果不要動歪腦筋，是很健全的。這幾年因為老董事長過世，新董事

長知道弊病，所以整頓內部人事，將財務管理很清楚的劃定。它已經把附

近買起來了，有請過內政部的補助。這間廟的發展來說，以後應該會很高。

它不但是廟，也是個社區。 

向：所以它是廟，也是個社區。 

林：對。而且它都有一直申請內政部補助，用社區的名義來申請，他們準

備向內政部申請四千萬。所以像這方面來說，我是覺得從文化產業來著

手，吸引民眾。我是覺得說你要推展中區，應該要讓民眾了解。我認為中

區是有救，但是我不是生意人。我一直認為說店家要勇於開店啦，像電子

街就應該要勇於開店。像自由商圈來說，就是太陽餅聞名，還作活動，電

子街就只有兩次。店家要勇於開店啦，像之前在台中公園那邊有一家麥當

勞，現在也已經關店了。 

向：可是它是中區唯一一家麥當勞，也是台中第一家。 

林：對啊，可是關了，關了好幾個月了。 

向：以前是非常繁榮的地方。 

林：對啊，外面是說房東要收店面，但如果你麥當勞業績好的話，就會想

說要買啊，應該就是業績不好才會這樣。你想看指標的話，很簡單，看那

些 7-11、全家，他們都有專業的評估，所以你看那些便利商店就很容易。

那我想自由商圈是可以經營的，不過要有專門。胡市長他說，太陽餅不錯

啊，到大陸也有設廠啊。確實有到大陸設廠，現在就是這一家經營得不錯，

它其實不是原本那ㄧ家，原本那ㄧ家都不參加活動，老品牌嘛。但是這家

新的是什麼，就是廣告，現在生意滿好的，光是這邊員工就有三十五個，

還把旁邊的店面買起來，還蓋了一個給民眾參觀怎麼做餅的地方。它就像

別的地方那樣，一種觀光的方式。 

向：那它停車地方要怎麼克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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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現在就是說，大型遊覽車停在附近的廣場。我這邊買好東西以後，遊

覽車再從停車地方來載，這邊規劃好了。不過第一廣場那邊就沒有什麼人

去逛了。那邊店面一間很小的店就很貴，沒有什麼人要去，也沒有商家要

進駐。 

向：我記得以前很繁榮，但是現在好像都沒落了。 

林：對，二樓、三樓更沒落，三樓好像都變成外勞聚集的地方，都變成賣

越南小吃的。如果說要更新，只要把這邊更新就好了。但是它的產權比較

複雜，地下停車場屬於仁愛之家、一樓到三樓是市政府、以上是建商的，

所以你要怎麼收購？ 

向：比較困難。 

林：對啊，你要怎麼做。就像附近的遠東百貨，像高考那些國家考試都要

借人家場地。那如果政府把遠東百貨買下來當作國家考試場地，人家要買

便當，要幹嘛幹嘛，不是就帶動附近商圈了嗎。如果你說不要用買的，租

的也是可以啊。 

向：區長覺得我們所說的三個商圈能否直接結合剛剛所說的宗教信仰文化

中心？ 

林：應該啊，這樣看操作面，因為某一部分我不好意思說。這不是商圈的

問題，是背後的問題。有些是人事的問題，就像自由商圈的人事，加上如

果沒有政府在背後配合，活動就會變得零零落落的。沒有經費的話，就沒

辦法做下去，尤其很多還有政治問題。很多事情都是利益的問題，那我也

只能點到為止。好啦，那還有其他的商圈，像是三民路的婚紗店，可以延

伸出去。現在就是說什麼，婚紗店延伸到公園路，還有那個加油站，在過

去就連到了一中。這一邊結婚用的禮品都在中區啊，這裡綠川西街嘛，這

裡的部份，從這裡過來，這裡叫光復路，歹勢（台語），我寫字比較草一

點。 

向：沒關係，不會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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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這邊還有青草街，專門賣青草的店都在這裡。然後你精武路下來，公

園旁邊。像公園那邊已經是北區了，人家都會以為是中區。中區沒有什麼

特別的建築啦，有啦，火車站前面是屬於中區，還有剛剛說的一廣。其實

一廣很可惜，那個建物還滿新的。像那個火車站的地下道，現在滿髒的，

現在每天都派兩個人去那邊巡一下，我自己也會去。我經過一廣的話都沒

有人，一樓還有人啦，像一廣二、三樓就不行了，都沒人會去一廣，只有

外勞會去那邊。啊所以中區在我個人來看，不是說不能夠經營，只是說第

一個，人口太少了。 

向：對，人口太少了。 

林：你沒有人口真的就很難。我太太在北屯區服務，他們人口二十幾萬，

我們中區才兩萬多。所以我太太每天都拿東西回去加班，我這邊只有八個

里，那邊四十幾個里。我太太是會計主任啦，她那邊人那麼多，會計主任

也是一個，啊我這邊也是一個。人少事情就比較少。 

向：比較辛苦。 

林：臺中市的發展就是從這邊那一條就叫柳川嘛，就在這個中間的區塊發

展出來的嘛。現在是怎樣，就是說大家都說中區沒有發展是因為沒有停車

場的原因，這樣也可以說啦，但是我都是覺得最主要就是生意人在商言

商，我今天沒有生意我幹嘛來這邊開店。 

向：所以這是一種循環。 

林：對啊，就是這樣啊。所以我們上次就是去參加那個百億救中區的會議，

這些資料喔我不知道你會不會用到，我可以給你啦，但有些資料我們公務

人員不能外露啦，其他的部份就可以給你。 

向：謝謝。那請問百億救中區是什麼時候開始的呢？ 

林：那個好像是我去年剛來的時候才有的。百億救中區像那個聯合報會寫

一篇有關於中區的專欄啦，我能夠給你的就會給你的啦。 

向：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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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你可以稍微參考看看。我覺得很多計畫都是紙上談兵啦，我是覺得跟

居民應該要多多關心他啦，現在我覺得問題是在這裡。現在我們有很多東

西喔，就是差在這裡，我盡心盡力替你們著想，規劃好，可是其實有時候

差很多。那邊覺得你沒有把錢花在刀口上，就像我們之前開圖書館的會議

一樣，我請那些教授啊、校長來，他們認為這些書有幫助，可是民眾覺得

錢沒有花在刀口上。啊這些資料你有沒有。 

向：嗯，有些有，有些沒有。 

林：那我去幫你印好啦，不好意思，今天因為要忙佈置的事。 

向：不好意思，今天來打擾區長您。 

林：不會啦，我等等要去巡啦。 

向：謝謝區長今天接受訪談，不好意思打擾您了。 

 

－本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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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訪談紀錄    A2 

受訪者：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處都市更新科專員王義勇先生 

受訪地點：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處都市更新科 

訪談者：向雯涵 

訪談時間：2009 年 3 月 2日 

訪談地點：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科辦公室 

向雯涵（以下簡稱向）向：您好，謝謝您接受訪談，那我們就開始了。 

都市更新科專員王義勇先生（以下簡稱王）王：好。 

向：那我主要還是有一個問題想請問就是都市更新的這個計畫的財務方

面，因為之前就是我去問區長的時候就是好像他那時候正在有一個百億救

中區的計畫，可是並沒有把那個財務講的很清楚，所以就是想來請教王先

生你這一方面這個樣子。 

王:百億救中區那個… 

向:對。 

王:那個是，我們那個經濟處，經濟處在執行的，等於說並沒有納到我們

更新的。 

向:所以說這是兩方面嗎？ 

王:對，等於更新是指特定的它是特定的法律的定位。 

向:嗯。 

王: 百億元救中區之方案為經濟發展處所管理，而都市更新主要是有其法

定之定位，因此對於都市更新計畫較無直接關係，但廣義而言，也可將其

併入都市更新中。 

向:對阿，那阿就是兩者之間你們怎麼配合，還是到後面你們才會….. 

王:配合的話，因為現在都市更新百分就是國內都市更新的案件，9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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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都是私人自己來申請的。 

向:恩，對。 

王:恩，像台北市一樣它成立一個都發處，可是它 90％以上他都是私人自

己申請 的，然後市政府輔導的案件除非說，它那一塊地裡面公有地它占

絕大部分，有可能由市政府去處理。 

向:恩，那所以就是在你這方面的話，對於這訪談綱要上的這些問題是怎

麼去實行這個樣子。 

王:講是要按照這些嗎？ 

向:沒關係，都可以。 

王:你說中區都市發展硬體，現在中區就是台中市算是舊市區，然後它已 

經沒落了，因為一些新的商圈的興起，那中區現在的發展願景，就是可能

要冀望於我們，現在我們台中火車站也要做高架化。 

向:對，高架化。 

王:所以可能要冀望於它高架化之後它帶進來的一些商機，以及再發展的 

契機。 

向:所以說就是要等到臺中火車站高架化之後才可以去做嗎？還是說… 

王:等於說它現在已經沒落了，沒落了等於說它現在需要一個契機在把它

帶動起來，因為你商圈商圈都是在那個新的商圈譬如說在七期那邊去發

展，這邊除非有些誘因，否則不可能再回來的，所以現在有一個誘因就是

鐵路要高架化，因為鐵路高架化之後那個它可以帶動周邊的一些發展，整

個發展空間就是會產生再分配的結果，所以你說現在等我們鐵路高架化其

實它現在這一、兩年就會開始動工。 

向:之前我有看到一個資料就是說到它最近就會開始動，只是那其它的方

面都市以私人為主嗎？ 

王:火車站的案子我們在火車站那邊我們有要推都市更新啦，大概是建國

市場那一帶，它也是，因為建國市場它大部分都是公有地，所以那邊的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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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更新案我們會由市政府來主導來推，等於說是公辦的都市更新，等於優

先更新就是由建國市場那一塊。 

向:那其它就是私人的私有地的話。 

王: 百億元救中區之方案配套方案為經濟發展處所管理，而都市更新主要

是有其法定之定位，因此對於都市更新計畫較無直接關係，但廣義而言，

亦可將其併入都市更新中。目前對於舊市區已有九處都市更新計畫之辦

理，其都市更新門檻相對於尚未劃定之地區會來得較低。私有地我們已經

劃定像臺中市舊市區的已經畫定九大更新地區，等於是說它在這九大都市

更新地區裡面，它的如果要辦都市更新的話它的門檻會比較低，比一般未

劃定地區的門檻較低。 

向:那像中區劃定的地方大概是在哪邊？ 

王:中區我要拿地圖。我們最主要劃定的不是依行政區來劃，是依據它實

際需要來劃，所以譬如說它一個大的更新地區，也許就橫跨了中區跟東區

一些，所以你剛剛那樣子問的話…，因為我們不是按照行政區域來劃，我

們是按照它實際需要就是整個，像火車站附近的更新地區就是這麼大一

塊，它就橫跨了中區及東區等等的一些區域。 

向:所以說這就等於說是好幾個區配合。 

王:等於說所有的舊市區我們共劃了這九大更新地區，它就橫跨了五個

東、西、南、 北、中各個區都有，都有佔到。 

向:那中區主要有佔到的就是這一個。 

王:火車站的火車站這邊的，然後中區… 

向:所以說現在如果是中區，那現在有開始實行的地方嗎？ 

王:因為我們火車站的更新地區它也要配合火車站特定區這個都市計劃案

去辦理，那等於說它的都市計畫確定了之後，它的都市計劃方位它才會確

定，我們這個更新地因為你要辦更新案的話那些，都市計劃中要套回，所

以我們其實是在等它的都市計劃通過，我們更新才可以繼續推下去，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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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它的火車站特定區的都市計畫案它現在已經送到內政部營建署，等於

說前年的年底已經送到內政部營建署，已經開過兩次小組會議。 

王:最近這幾年就是我們有一些通盤檢討的東西，中區最主要的發展願景

可能就是，希望由火車站高架化來帶動，然後我們最近它附近也有一個體

二用地的都市更新地區大概佔十公頃左右。 

向:體二。 

王:對，在棒球場那邊，然後它等說我們舊市區，像你題目是以中區為主，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擴大範圍到舊市區，因為它很難那麼明確去界定，因為

你中區小小一塊而已，舊市區彼此之間都有相關，所以我是建議你說可以

把它擴大為舊市區的都市發展，因為中區其實是蠻小一塊的，影響的話它

可能彼此都會贏影響，像你這邊講的除了火車站地下化之外，我們推的這

個十公頃公辦的都市更新，它如果辦起來的話應該也會帶動舊市區的發

展，他這邊等於是一中商圈在這邊，然後這個現在是體育場用地，辦完更

新之後它就變成住宅區，它的定位是休閒運動地區，然後提供蠻多的住宅

的所以等於說他這個都市更新案辦起來的話，它應該也會帶動舊市區的發

展，因為它有住宅區之後有人住進來，就會帶動周邊得一些發展。 

向:但是我覺得這幾塊就是有分幾個區域，如果不是舊市區而是以行政區

域來講的話好像中區的沒落程度更大的感覺。 

王:對是這樣沒有錯，以前中區會發展就是火車站來帶動，現在鐵路的運

輸所帶來的人潮已經不像以前那麼多了，然後還有包含一些新興的商圈的

興起，所以說人家不見得會來中區這邊消費，所以要帶動的話只有從周邊

得一些相關的措施開始來帶動。 

向:可是之前像中區有幾個中心像百貨要進駐，可是看起來好像發展不起

來的感覺。 

王:你是說火車站附近的金沙是不是？ 

向:之前有一個它配合假日快捷是 HOLLDAY IN，好像有作一個 OUTLET 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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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然後那時候也是… 

王:那個好像還有在執行不過那是最近這一兩年的事情，那至於作的起來

或作不起來，它應該還在這邊。中區當然它還是商業區開發的強度會高一

點，不過最主要這邊都市更新沒辦法辦起來可能是這邊舊市區它的私有地

佔大部分的比例，那私有地依這邊舊市區的地主都是很有錢的，譬如說他

現在房子空在那邊人住在國外，因為它如果不開發的話市政府沒有辦法強

制徵收，市政府也拿它沒辦法。所以中區當地居民的配合是相當重要的，

光靠政府對於中區都市更新之想法與政策是不夠的。 

向:對，因為之前我有去問區長，它也有說到這是比較困難的地方，他們

都會抬高自己的地價。 

王:反正他們如果空著放在那邊不開發，因為他很有錢他也不在乎。 

向:怕是說如果架設性政府需要用地就需要徵收，就怕它抬高價錢。 

王:政府要徵收除非是公共設施用地，它那邊都是商業區，市政府沒有辦

法強制徵收。 

向:所以還是要看私人自己，所以等於說對於這一方面來講住宅這一方面

也是沒有辦法強制執行，？ 

王:徵收要公共設施用地你才可以徵收。 

向:所以在這一塊還是很困難。 

王:對，除非像體二這邊是公共設施用地只是很多被佔用的，那市政府要

開發那它私人占 45％公有地占 55％大概就是一半一半那個比例，那個就

比較容易開發起來，然後你說的這些舊市區除非它旁邊緊鄰有公有地，大

塊的公有地然後可以跟他聯合起來來開發，市政府也要有政策譬如說要在

那邊開發什麼東西的話，把它畫定為優先更新單元，就可以由市政府來主

導，那就可以強制它近來參加更新用權利變換的方式來取得它的土地。再

生成功機率有多大，這最主要看私人投資的意願，有沒有要跳出來整合的

問題，它當然要有誘因吸引它提供資金挹注在這邊，所以我剛剛說的火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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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跟體二這兩個更新案如果辦起來的話，就有機會重新吸引資金的挹注，

所以還是要靠大的公共建設把商機重新拉回來，像火車站高架化後，前後

站就打通了再樣會帶來一些商機，火車站高架化之後…現在台鐵有一個政

策就是鐵路要捷運化，你可以發現我們這邊沿線的幾個站距離還蠻短的，

臺鐵目前就這幾個站打算再增設幾個站等於是落實鐵路捷運化。就是利用

這些建設來新引資金的注入。 

向:所以就是要等到鐵路的高架化跟捷運化後，帶來商機。 

王：對。如果這邊沒辦法帶來人潮的話，就很難發展起來。然後最主要的

就像人家講的，可能停車的問題就是不太方便。市政府同樣希望在未來之

鐵路高架化能夠將轉乘系統連結，並增加停車空間，同時帶來人潮。如果

鐵運捷運化後，其他周邊衛星城市來舊市區的話，就有可能帶來人潮，就

有商機。 

向：所以還是要靠這方面來改善停車方面的問題嗎？ 

王：如果鐵路捷運化的話，就不需要開車過來，直接坐車過來就到中區。

所以這樣就可以減少停車問題。除了這個之外，我們市政府要搬到七期那

邊。市政府現在是在西區這邊，就像我們剛才講的，整個舊市區是要整體

來討論。我們市政府搬走以後，它這邊是有要再利用。胡市長正積極要跟

中央爭取就是故宮分院來這邊就是開設分院，即便無故宮分院之設立，市

政府遷至新市政中心之後，原有之舊址建築，將會以 BOT 之方式讓民眾參

觀。所以不管他爭取成不成功，市政府和市議會搬走以後，是有要用，有

要再利用，就是有要 BOT，就是爭取民間的開發。所以這幾個開發案，其

實都影響整個舊市區的再發展，是更新跟再發展的一些契機。 

向：那若就中區而言，可以說只有臨近的臺中公園，那有其他規劃綠地的

措施嗎？ 

王：綠地的話，就是我剛剛說的那個體二用地。它其實開發完之後，左下

角這個部分還是保留體育場用地，然後右邊才是一些住宅區。所以等於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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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地更新案開發成功的話，他這邊本來的一些占用戶就是會，所以這邊

就是等於多了一塊綠地。 

向：請問剛剛說到鐵路捷運化之後，可以不用開車過來，那這裡面的交通

呢？ 

王：就像你剛剛說的，臺中市有在規劃一些捷運系統，可能就要跟這個來

配合。等於說一個建設一個建設慢慢地加進來。因為臺中，像臺北跟高雄

捷運都需要中央的錢來補助，因為地方財力不可能有那麼大，不可能自己

來辦捷運。所以臺中也需要中央的資金來補助才可以開始，但中央還沒有

表示，因為臺中鐵路高架化是中央全額補助，因為中央不可能一次給這麼

多。那所以就是可能建設就是慢慢來，所以捷運的話，可能也要等到這個

結束之後才慢慢地有資金來補助。不可能把所有的資源投入臺中市。 

向：如果架設性市政府已經搬到七期了，會不會對舊市區的關注會變少？ 

王：市政府也有注意到這一點，所以胡市長已經跟中央爭取故宮來這邊進

駐，然後其時我們也有發包一個臺中州廳再利用，市政府這一塊以前叫州

廳，臺中州廳再利用的案子，採民間投資的方是用 BOT 或由民間來投資這

個樣子。 

向：就像台南市政府搬走之後，然後那邊的古蹟變成這一個情況嗎？ 

王：台南市那個其實…臺南市那個你有去看過嗎？ 

向:有看過。 

王:其實人不是說很多，做的算是蠻不錯了，然後帶進來的人潮不會說很

多，市政府還要額外去編列經費去維護，市政府想要引進民間的資金來投

資這一塊，由民間來自負盈虧，譬如說故宮在台中設分館那周邊的旅社會

因故宮的設置而帶來商機。 

向:那有大概計劃說那樣子的時間大概是定多久嗎？ 

王:你說舊市區周邊再利用？我們當然是希望市政府搬過去沒多久，民間

有興趣的話希望就是盡快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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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那如果假設性沒辦法銜接的住的話，那這塊地是否就會空下來？ 

王:有可能會這樣，因為最主要還是要吸引民間的動力進來，然後重新把

舊市區帶動發展，單憑政府的力量也不太可能。 

向:剛剛有說到如果是公有地的話比較容易去處理都市更新這一塊，在財

務方面會是全力區去更新它嗎？還是…就是說一些像計劃要怎麼去實行

在財務上面。 

王:像我們這邊公辦得更新是公辦公開徵求實施者，因為市政府沒有那麼

多錢，這一塊十公頃等於說是全國公辦面積最大的都市更新，如果辦得起

來的話，它總開發金額可能要 27 億，所以市政府沒有那麼多的錢也沒有

那麼多的預算去挹注在某一塊地上，所以就國內的案子宮辦更新大都採用

公辦公開徵求實施者的方法。 

向:目前這一塊已經有動作了嗎？ 

王:之前它是有公告招商兩次，去年的五月份公告，去年景氣正好我們是

九月我們式公告一百天然後九月底結標，九月以後受到全球金融風暴的影

響景氣就急轉直下，我們剛開始公告的時候蠻多人有興趣，蠻多廠商來領

標也蠻多人在問的，可是最後到九月景氣直轉之下可能比較大金額的投資

案會枸足不前，風險會比較大，所已在去年我們剛開始公告之後我們認為

應該是推得出去，可是在九月景氣直轉下變得沒有人來投標，我們已經公

告招商兩次還沒有廠商過來投標。 

向:那舊市區著重在中區的話主要還是以商業性為主？ 

王:對，中區大部分都是商業區，映像中應該全部都是商業區，它是舊時

代的都市中的據點 

向:如果現在再更新，主要還是以商業為主？ 

王:對阿，沒錯。 

向:所以現在主要還是要等它的高架化… 

王:對高架化還有周邊得一些再利用以及等等的一些開發案慢慢來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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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就是以一塊小區域來帶動這個樣子。 

王:也不是說小區域大區域，而是以一個開發案來帶動人潮。 

向:它沒辦法就是一個大地方大地方，而是用一個案子…比較容易嗎？ 

王:我們是整體來看的，並不是說某一塊地的發展影響就只有那一塊，因

為通常就是有一些加乘的效用，發展這一塊地帶動人潮，引進的不只是侷

限於一塊地上。 

向:所以就是這兩方面著手進行的話會比較… 

王:對，還有你剛剛提到的百億就中區的那個經發處 

向:它那個會結合嗎還是… 

王:目前是有一些部分有 match 到，不過他這個百億就中區，它最主要還

是經發處它推動的案件，廣義來說它跟都市更新也是有關不過它並不是法

令上所說的都市更新，因為根據都市更新條例都市更新有一定的定例，所

以就廣義的來講它也是都市更新的一種，可是它不是法令上講的都市更

新。都市更新現以公私部門共同合作為首要做法，而目前所說之百億 救

中區之計畫，其資金規劃並不屬於都市更新這一方面，而是臺中市政府經

濟發展處在管理。因此，對於資金如何運用，要由經濟發展處開會過後才

能知道。  

向:那你剛剛說有些 match 到的部分是？例如哪些… 

王:例如百億就中區的案子有委託研究案下去做規劃，裡面就有提到都市

更新這一項，可能會作一些建議或是一些方案的研究，就會提到都市更新

這一部分。 

向:就剛好跟你這邊… 

王:對，然後可能會互相配合到，可是並不是說直接拿那些錢來做都市更

新，並不是這樣，它可能比較像是用一些資金的開發案去帶動都市更新，

休閒育樂這一方面就是經發處那邊…因為經發處它們掌管這些業務它們

那邊會比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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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那這個成功率在您看來… 

王:成功率我剛提到的那幾個大的開發案，帶進來得一些程度效果怎麼

樣，如果可以有效的成功聚集人潮跟商機，就些舊市區的地主就有可能再

回來，回來作開發或什麼的，所以最主要的還是那幾個指標性的開發案，

帶動的效果會影響到都市再生的成功率。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甘城舊市區，

這邊你知道吧，那邊大部分都是國有地，聽說他們最近有計劃要標售的樣

子，看他們標售的情形怎樣，如果有人願意進來干城這邊開發的話，那又

會是一個都市再生的地區。 

向:所以說如果是干城的話會比較直接關係到這個地方的發展？ 

王:都有，他這整個舊市區是整個一體的，干城其實是一個重劃區，它地

都已經整好了，現在都是空地放在那裏，不過最主要它是國有地拉，還有

台糖的用地，台糖就是要看市政府已經做好都市計劃然後本來是京華城要

來開發的，可是挖了一個大洞之後，後來好像因為財務的問題就停擺在那

邊，市政府因為他那邊停擺太久了也好像不會再來開發了，市政府有意要

把台糖這一塊地再給它作一個變更，作其它的使用，這些都會彼此互相影

響，等於這邊開發起來也會影響舊市區的開發發展。因為都市更新就是要

幾個開發案來帶動。 

向：嗯，謝謝您今天撥空訪談，不好意思，今天來打擾您。 

王：不會。 

向：那謝謝您今天接受訪談，不好意思打擾您了。 

 

－本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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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都市計畫法【民國 98 年 1 月 7 日修正】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

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都市計畫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第  3 條 本法所稱之都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都市生活之經

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樂等重要設施，作有

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理之規劃而言。 

第  4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 (市)(局) 為縣 (市)  (局) 政府。 

第  5 條 都市計畫應依據現在及既往情況，並預計二十五年內之發展情

形訂定之。 

第  6 條 直轄市及縣 (市)  (局) 政府對於都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

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都市計畫之使用。 

第  7 條 本法用語定義如左： 
一  主要計畫：係指依第十五條所定之主要計畫書及主要計畫

    圖，作為擬定細部計畫之準則。 
二  細部計畫：係指依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所為之細部計畫書及

    細部計畫圖，作為實施都市計畫之依據。 
三  都市計畫事業：係指依本法規定所舉辨之公共設施、新市

    區建設、舊市區更新等實質建設之事業。 
四  優先發展區：係指預計在十年內，必須優先規畫建設發展

    之都市計畫地區。 
五  新市區建設：係指建築物稀少，尚未依照都市計畫實施建

    設發展之地區。 
六  舊市區更新：係指舊有建築物密集、畸零破舊、有礙觀瞻，

    影響公共安全，必須拆除重建，就地整建或特別加以維護

    之地區。 

第  8 條 都市計畫之擬定、變更，依本法所定之程序為之。 

   第 二 章 都市計畫之擬定、變更、發布及實施 

第  9 條 都市計畫分為左列三種： 
一  市 (鎮) 計畫。 
二  鄉街計畫。 
三  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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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左列各地方應擬定市 (鎮) 計畫： 
一  首都、直轄市。 
二  省會、市。 
三  縣 (局) 政府所在地及縣轄市。 
四  鎮。 
五  其他經內政部或縣 (市)  (局) 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市

    (鎮) 計畫之地區。 

第 11 條 左列各地方應擬定鄉街計畫： 
一  鄉公所所在地。 
二  人口集居五年前已達三千，而在最近五年內已增加三分之

    一以上之地區。 
三  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人口百分之

    五十以上之地區。 
四  其他經縣 (局) 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鄉街計畫之地區。

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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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擬定特定區計畫。 

第 13 條 都市計畫由各級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列之規定

擬定之： 
一  市計畫由直轄市、市政府擬定，鎮、縣轄市計畫及鄉街計

    畫分別由鎮、縣轄市、鄉公所擬定，必要時，得由縣 (局) 
    政府擬定之。 
二  特定區計畫由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擬定之。 
三  相鄰接之行政地區，得由有關行政單位之同意，會同擬定

    聯合都市計畫。但其範圍未逾越省境或縣 (局) 境者，得

    由縣 (局) 政府擬定之。 

第 14 條 特定區計畫，必要時，得由內政部訂定之。 
經內政部或縣 (市)  (局) 政府指定應擬定之市 (鎮) 計畫或

鄉街計畫，必要時，得由縣 (市)  (局) 政府擬定之。 

第 15 條 市鎮計畫應先擬定主要計畫書，並視其實際情形，就左列事項

分別表明之： 
一  當地自然、社會及經濟狀況之調查與分析。 
二  行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圍。 
三  人口之成長、分布、組成、計畫年期內人口與經濟發展之

    推計。 
四  住宅、商業、工業及其他土地使用之配置。 
五  名勝、古蹟及具有紀念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築。 
六  主要道路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 
七  主要上下水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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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校用地、大型公園、批發市場及供作全部計畫地區範圍

    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 
九  實施進度及經費。 
一○  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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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條 鄉街計畫及特定區計畫之主要計畫所應表明事項，得視實際需

要，參照前條第一項規定事項全部或一部予以簡化，並得與細

部計畫合併擬定之。 

第 17 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所定之實施進度，應就其計畫地區範圍

預計之發展趨勢及地方財力，訂定分區發展優先次序。第一期

發展地區應於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最多二年完成細部計畫，

並於細部計畫發布後，最多五年完成公共設施。其他地區應於

第一期發展地區開始進行後，次第訂定細部計畫建設之。未發

布細部計畫地區，應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更地形。但主要計畫

發布已逾二年以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

計畫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令之規定，由主管建築機關

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 

第 18 條 主要計畫擬定後，應先送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都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其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規定由內政部或縣 
(市)  (局) 政府訂定或擬定之計畫，應先分別徵求有關縣 (市) 
(局) 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之意見，以供參考。 

第 19 條 主要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

該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公開展

覽三十天及舉行說明會，並應將公開展覽及說明會之日期及地

點登報周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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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該管政府提出意見，由該管政府都市

計畫委員會予以參考審議，連同審議結果及主要計畫一併報請

內政部核定之。 
前項之審議，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應於六十天內完成。但情形

特殊者，其審議期限得予延長，延長以六十天為限。 
該管政府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修正，或經內政部指示修正者，

免再公開展覽及舉行說明會。 

第 20 條 主要計畫應依左列規定分別層報核定之： 
一  首都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轉報行政院備案。 
二  直轄市、省會、市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 
三  縣政府所在地及縣轄市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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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鎮及鄉街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 
五  特定區計畫由縣 (市)  (局) 政府擬定者，由內政部核 
    定；直轄市政府擬定者，由內政部核定，轉報行政院備案；

    內政部訂定者，報行政院備案。 
主要計畫在區域計畫地區範圍內者，內政部在訂定或核定前，

應先徵詢各該區域計畫機構之意見。 
第一項所定應報請備案之主要計畫，非經准予備案，不得發布

實施。但備案機關於文到後三十日內不為准否之指示者，視為

准予備案。 

第 21 條 主要計畫經核定或備案後，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

應於接到核定或備案公文之日起三十日內，將主要計畫書及主

要計畫圖發布實施，並應將發布地點及日期登報周知。 
內政部訂定之特定區計畫，層交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
府依前項之規定發布實施。 
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未依第一項規定之期限發布

者，內政部得代為發布之。 

第 22 條 細部計畫應以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就左列事項表明之： 
一  計畫地區範圍。 
二  居住密度及容納人口。 
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四  事業及財務計畫。 
五  道路系統。 
六  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 
七  其他。 
前項細部計畫圖比例尺不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第 23 條 細部計畫擬定後，除依第十四條規定由內政部訂定，及依第十

六條規定與主要計畫合併擬定者，由內政部核定實施外，其餘

均由該管直轄市、縣 (市) 政府核定實施。 
前項細部計畫核定之審議原則，由內政部定之。 
細部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應於一年內豎立都市計畫樁、計算

坐標及辦理地籍分割測量，並將道路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土

地使用分區之界線測繪於地籍圖上，以供公眾閱覽或申請謄本

之用。 
前項都市計畫樁之測定、管理及維護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

定之。 
細部計畫之擬定、審議、公開展覽及發布實施，應分別依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辦理。 

第 24 條 土地權利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利用，得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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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自行擬定或變更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財務計畫，申

請當地直轄市、縣 (市)(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前

條規定辦理。 

第 25 條 土地權利關係人自行擬定或申請變更細部計畫，遭受直轄市、

縣 (市)  (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拒絕時，得分別向

內政部或縣 (市)  (局) 政府請求處理；經內政部或縣 (市)  
(局) 政府依法處理後，土地權利關係人不得再提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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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7 條 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列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

縣 (市)  (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

行變更： 
一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

    壞時。 
二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  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  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 (市) 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都市計畫之變更，內政部或縣 (市)  (局) 政府得指定各

該原擬定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更。 

第 27- 1 條 土地權利關係人依第二十四條規定自行擬定或變更細部計

畫，或擬定計畫機關依第二十六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辦理都市

計畫變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利關係人提供或捐贈都市

計畫變更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可建築土地、樓地板面積或

一定金額予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

市公所。 
前項土地權利關係人提供或捐贈之項目、比例、計算方式、作

業方法、辦理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由內政部於審議規範或

處理原則中定之。 

第 27- 2 條 重大投資開發案件，涉及都市計畫之擬定、變更，依法應辦理

環境影響評估、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者，得採平行作業

方式辦理。必要時，並得聯合作業，由都市計畫主管機關召集

聯席會議審決之。 
前項重大投資開發案件之認定、聯席審議會議之組成及作業程

序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中央環境保護及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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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  28 條 主要計劃及細部計畫之變更，其有關審議、公開展覽、層報核

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應分別依照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及第

二十三條之規定辦理。 

第  29 條 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為訂定、擬定或

變更都市計畫，得派查勘人員進入公私土地內實施勘查或測

量。但設有圍障之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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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函請內政部予以

核定。 

第  30 條 都市計畫地區範圍內，公用事業及其他公共設施，當地直轄

市、縣 (市)(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認為有必要時，

得獎勵私人或團體投資辦理，並准收取一定費用；其獎勵辦法

由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定之；收費基準由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定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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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1 條 獲准投資辦理都市計畫事業之私人或團體在事業上有必要

時，得適用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第 三 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第  32 條 都市計畫得劃定住宅、商業、工業等使用區，並得視實際情況，

劃定其他使用區域或特定專用區。 
前項各使用區，得視實際需要，再予劃分，分別予以不同程度

之使用管制。 

第  33 條 都市計畫地區，得視地理形勢，使用現況或軍事安全上之需

要，保留農業地區或設置保護區，並限制其建築使用。 

第  34 條 住宅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不得

有礙居住之寧靜、安全及衛生。 

第  35 條 商業區為促進商業發展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不得

有礙商業之便利。 

第  36 條 工業區為促進工業發展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以供工業使

用為主；具有危險性及公害之工廠，應特別指定工業區建築之。

第  37 條 其他行政、文教、風景等使用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以供其規定

目的之使用為主。 

第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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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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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 對於都市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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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率、基地內前

後側院之深度及寬度、停車場及建築物之高度，以及有關交

通、景觀或防火等事項，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實際

情況，於本法施行細則中作必要之規定。 

第  40 條 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應依建築法之規定，實施建築管理。

第  41 條 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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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增建或改建。當地直轄市、縣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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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函請內政部予以核定。 

   第 四 章 公共設施用地 

第  42 條 都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列公共設施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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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機關、體育場所、市場、醫療衛生機構及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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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各款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利用適當之公有土地。 

第  43 條 公共設施用地，應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現狀及未來發展

趨勢，決定其項目、位置與面積，以增進市民活動之便利，及

確保良好之都市生活環境。 

第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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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預期之發展配置之。鐵路、公路通過實施都市計劃之區域

者，應避免穿越市區中心。 

第  45 條 公園、體育場所、綠地、廣場及兒童遊樂場，應依計畫人口密

度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

土地總面積不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 

第  46 條 中小學校、社教場所、市場、郵政、電信、變電所、衛生、警

所、消防、防空等公共設施，應按閭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適

當配置之。 

第  47 條 屠宰場、垃圾處理場、殯儀館、火葬場、公墓、污水處理廠、

煤氣廠等應在不妨礙都市發展及鄰近居民之安全、安寧與衛生

之原則下，於邊緣適當地點設置之。 

第  48 條 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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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

市公所依左列方式取得之： 
一  徵收。 
二  區段徵收。 
三  市地重劃。 

第  49 條 依本法徵收或區段徵收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其地價補償以徵收

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

得加成補償之。但加成最高以不超過百分之四十為限；其地上

建築改良物之補償以重建價格為準。 
前項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加成補償標準，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 
地價評議委員會於評議當年期土地現值時評議之。 

第  50 條 公共設施保留地在未取得前，得申請為臨時建築使用。 
前項臨時建築之權利人，經地方政府通知開闢公共設施並限期

拆除回復原狀時，應自行無條件拆除；其不自行拆除者，予以

強制拆除。 
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臨時建築使用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 50- 1 條 公共設施保留地因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徵收取得之加成

補償，免徵所得稅；因繼承或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

轉者，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 

第 50- 2 條 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得申請與公有非公用土地辦理交換，不受

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及各級政府財產管理法令相關規定之限

制；劃設逾二十五年未經政府取得者，得優先辦理交換。 
前項土地交換之範圍、優先順序、換算方式、作業方法、辦理

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商財政部定之。 
本條之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第  51 條 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不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

用。但得繼續為原來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第  52 條 都市計畫範圍內，各級政府徵收私有土地或撥用公有土地，不

得妨礙當地都市計畫。公有土地必須配合當地都市計畫予以處

理，其為公共設施用地者，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
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於興修公共設施時，依法辦理撥用；

該項用地如有改良物時，應參照原有房屋重建價格補償之。 

第  53 條 獲准投資辦理都市計畫事業之私人或團體，其所需用之公共設

施用地，屬於公有者，得申請該公地之管理機關租用；屬於私

有無法協議收購者，應備妥價款，申請該管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代為收買之。 

第  54 條 依前條租用之公有土地，不得轉租。如該私人或團體無力經營

或違背原核准之使用計畫，或不遵守有關法令之規定者，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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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 (市)  (局) 政府得通知其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即予終止

租用，另行出租他人經營，必要時並得接管經營。但對其已有

設施，應照資產重估價額予以補償之。 

第  55 條 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代為收買之土地，如有移轉或違

背原核准之使用計畫者，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有按原

價額優先收買之權。私人或團體未經呈報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核准而擅自移轉者，其移轉行為不得對抗直轄市、

縣 (市)  (局) 政府之優先收買權。 

第  56 條 私人或團體興修完成之公共設施，自願將該項公共設施及土地

捐獻政府者，應登記為該市、鄉、鎮、縣轄市所有，並由各市、

鄉、鎮、縣轄市負責維護修理，並予獎勵。 

   第 五 章 新市區之建設 

第  57 條 主要計劃經公布實施後，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或

鄉、鎮、縣轄市公所應依第十七條規定，就優先發展地區，擬

具事業計畫，實施新市區之建設。前項事業計畫，應包括左列

各項： 
一  劃定範圍之土地面積。 
二  土地之取得及處理方法。 
三  土地之整理及細分。 
四  公共設施之興修。 
五  財務計畫。 
六  實施進度。 
七  其他必要事項。 

第  58 條 縣 (市)  (局) 政府為實施新市區之建設，對於劃定範圍內之

土地及地上物得實施區段徵收或土地重劃。 
依前項規定辦理土地重劃時，該管地政機關應擬具土地重劃計

畫書，呈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滿三十日後實施之。 
在前項公告期間內，重劃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半數以上，而其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績半數者表示反對時，該

管地政機關應參酌反對理由，修訂土地重劃計畫書，重行報請

核定，並依核定結果辦理，免再公告。 
土地重劃之範圍選定後，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得公告

禁止該地區之土地移轉、分割、設定負擔、新建、增建、改建

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但禁止期間，不得超過一年六個月。

土地重劃地區之最低面積標準、計畫書格式及應訂事項，由內

政部訂定之。 

第  59 條 新市區建設範圍內，於辦理區段徵收時各級政府所管之公有土

地，應交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依照新市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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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予以併同處理。 

第  60 條 公有土地已有指定用途，且不牴觸新市區之建設計畫者，得事

先以書面通知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調整其位置或

地界後，免予出售。但仍應負擔其整理費用。 

第  61 條 私人或團體申請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核准後，得

舉辦新市區之建設事業。但其申請建設範圍之土地面積至少應

在十公頃以上，並應附具左列計畫書件：  
一  土地面積及其權利證明文件。 
二  細部計畫及其圖說。 
三  公共設施計畫。 
四  建築物配置圖。 
五  工程進度及竣工期限。 
六  財務計畫。 
七  建設完成後土地及建築物之處理計畫。 
前項私人或團體舉辦之新市區建設範圍內之道路、兒童遊樂

場、公園以及其他必要之公共設施等，應由舉辦事業人自行負

擔經費。 

第  62 條 私人或團體舉辦新市區建設事業，其計畫書件函經核准後，得

請求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配

合興修前條計畫範圍外之關連性公共設施及技術協助。 

   第 六 章 舊市區之更新 

第  63 條 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對於窳陋

或髒亂地區認為有必要時，得視細部計畫劃定地區範圍，訂定

更新計畫實施之。 

第  64 條 都市更新處理方式，分為左列三種： 
一  重建：係為全地區之徵收、拆除原有建築、重新建築、住

戶安置，並得變更其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度。 
二  整建：強制區內建築物為改建、修建、維護或設備之充實，

必要時，對部分指定之土地及建築物徵收、拆除及重建，

改進區內公共設施。 
三  維護：加強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理，改進區內公共設 

施，以保持其良好狀況。 
前項更新地區之劃定，由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依各該

地方情況，及按各類使用地區訂定標準，送內政部核定。 

第  65 條 更新計畫應以圖說表明左列事項： 
一  劃定地區內重建、整建及維護地段之詳細設計圖說。 
二  土地使用計畫。 
三  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之設計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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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事業計畫。 
五  財務計畫。 
六  實施進度。 

第  66 條 更新地區範圍之劃定及更新計畫之擬定、變更、報核與發布，

應分別依照有關細部計畫之規定程序辦理。 

第  67 條 更新計畫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

市公所辦理。 

第  68 條 辦理更新計畫，對於更新地區範圍內之土地及地上物得依法實

施徵收或區段徵收。 

第  69 條 更新地區範圍劃定後，其需拆除重建地區，應禁止地形變更、

建築物新建、增建或改建。 

第  70 條 辦理更新計畫之機關或機構得將重建或整建地區內拆除整理

後之基地讓售或標售。其承受人應依照更新計畫期限實施重

建；其不依規定實施重建者，應按原售價收回其土地自行辦

理，或另行出售。 

第  71 條 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為維護地

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物之加強管理，得視實際需要，於當地分

區使用規定之外，另行補充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定後實施。 

第  72 條 執行更新計畫之機關或機構對於整建地區之建築物，得規定期

限，令其改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並應給予技術上之輔

導。 

第  73 條 國民住宅興建計畫應與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或

鄉、鎮、縣轄市公所實施之舊市區更新計畫力求配合；國民住

宅年度興建計畫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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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地區範圍內應予徙置之居民。 

   第 七 章 組織及經費 

第  74 條 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為審議及研究都

市計畫，應分別設置都市計畫委員會辦理之。 
都市計畫委員會之組織，由行政院定之。 

第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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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之專業人員。 

第  76 條 因實施都市計畫廢置之道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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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地區之新生土地，由實施

都市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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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建設

經費之用。 

第  77 條 地方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為實施都市計畫所需經費，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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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左列各款籌措之： 
一  編列年度預算。 
二  工程受益費之收入。 
三  土地增值稅部分收入之提撥。 
四  私人團體之捐獻。 
五  中央或縣政府之補助。 
六  其他辦理都市計畫事業之盈餘。 
七  都市建設捐之收入。 
都市建設捐之徵收，另以法律定之。 

第  78 條 中央、直轄市或縣 (市)  (局) 政府為實施都市計畫或土地徵

收，得發行公債。 
前項公債之發行，另以法律定之。 

   第 八 章 罰則 

第  79 條 都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從事建造、採取土

石、變更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 (市)  (局) 政
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令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

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理人新臺幣六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勒令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

復原狀。不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復原狀者，得按次處罰，

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復原狀之措

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理人負擔。

前項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不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依第八十一條劃定地區範圍實施禁建地區，適用前二項之規

定。 

第  80 條 不遵前條規定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復原狀者，除應依法

予以行政強制執行外，並得處六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第 九 章 附則 

第  81 條 依本法新訂、擴大或變更都市計畫時，得先行劃定計畫地區範

圍，經由該管都市計畫委員會通過後，得禁止該地區內一切建

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並禁止變更地形或大規模採取土石。

但為軍事、緊急災害或公益等之需要，或施工中之建築物，得

特許興建或繼續施工。前項特許興建或繼續施工之准許條件、

辦理程序、應備書件及違反准許條件之廢止等事項之辦法，由

內政部定之。 
第一項禁止期限，視計畫地區範圍之大小及舉辦事業之性質定

之。但最長不得超過二年。 
前項禁建範圍及期限，應報請行政院核定。 
第一項特許興建或繼續施工之建築物，如牴觸都市計畫必須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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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時，不得請求補償。 

第  82 條 直轄市及縣 (市)  (局) 政府對於內政部核定之主要計畫、細

部計畫，如有申請復議之必要時，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一

個月內提出，並以一次為限；經內政部復議仍維持原核定計畫

時，應依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即予發布實施。 

第  83 條 依本法規定徵收之土地，其使用期限，應依照其呈經核准之計

畫期限辦理，不受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之限制。 
不依照核准計畫期限使用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

收回其土地。 

第 83- 1 條 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取得、具有紀念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歷史

建築之保存維護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

理。  

前項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種類、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

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

式、折繳代金、作業方法、辦理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法，

由內政部定之。 

第  84 條 依本法規定所為區段徵收之土地，於開發整理後，依其核准之

計畫再行出售時，得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百十八條規

定之限制。但原土地所有權人得依實施都市平均地權條例之規

定，於標售前買回其規定比率之土地。 

第  85 條 本法施行細則，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訂定，送內政部核轉行

政院備案；在省由內政部訂定，送請行政院備案。 

第  86 條 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其實施狀況，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於每年終了一個月內編列

報告，分別層報內政部或縣 (市)  (局) 政府備查。 

第  87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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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都市更新條例 (民國 97 年 01 月 16 日 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促進都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利用，復甦都市機能，改善居 
         住環境，增進公共利益，特制定本條例。本條例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第   2  條  本條例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第   3  條 本條例用語定義如下： 
         一、都市更新：係指依本條例所定程序，在都市計畫範圍內，實施 
             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二、都市更新事業：係指依本條例規定，在更新地區內實施重建、 
             整建或維護事業。 
         三、更新單元：係指更新地區內可單獨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分區。 
         四、實施者：係指依本條例規定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機關、機構或 
             團體。 
         五、權利變換：係指更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或實施者，提供土地、建築物、他        
             項權利或資金，參與或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於都市更新事業計 
             畫實施完成後，按其更新前權利價值及提供資金比例，分配更 
             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利金。  
第   4  條 都市更新處理方式，分為下列三種︰ 
         一、重建︰係指拆除更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 
             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並得變更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度。 
         二、整建︰係指改建、修建更新地區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 
             進區內公共設施。 
         三、維護︰係指加強更新地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理，改進區內公 
             共設施，以保持其良好狀況。  
 第二章 更新地區之劃定  
第   5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就都市之發展狀況、居民意願、原有社 
         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色，進行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更新地區， 
         並視實際需要分別訂定都市更新計畫，表明下列事項，作為擬定都 
         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指導︰ 
         一、更新地區範圍。 
         二、基本目標與策略。 
         三、實質再發展。 
         四、劃定之更新單元或其劃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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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應表明事項。  
第   6  條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優先劃定為更 
         新地區︰ 
         一、建築物窳陋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不足，有妨害公共安全之 
             虞。 
         二、建築物因年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列不良或道路 
             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三、建築物未符合都市應有之機能。 
         四、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 
         五、具有歷史、文化、藝術、紀念價值，亟須辦理保存維護。 
         六、居住環境惡劣，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  
第   7  條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時，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況， 
         迅行劃定更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更都市更新計畫︰ 
         一、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為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大建設。 
         前項更新地區之劃定或都市更新計畫之擬定、變更，上級主管機關           
         得指定該管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辦  
         理。  
第   8  條 更新地區之劃定及都市更新計畫之擬定或變更，未涉及都市計畫之擬  
         定或變更者，送各級主管機關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益人 
         士及相關機關代表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之；其涉及都市計畫主要 
         計畫或細部計畫之擬定或變更者，依都市計畫法規定程序辦理，主 
         要計畫或細部計畫得一併辦理擬定或變更。採整建或維護方式處理 
         之更新地區，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劃定公告實施之，免依前項規定 
         辦理審議。  
   第三章 都市更新事業之實施  
第   9  條 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除本條例另有規定外、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得自行實施或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都市更新事業機構、同意 
         其他機關(構) 為實施者，實施都市更新事業；其依第七條第一項劃 
         定之都市更新地區，並得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合併數相鄰或 
         不相鄰之更新單元實施之。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由上級主管機關逕 
         為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其都市更新事業之實施，上級主管機關 
         得準用前項規定辦理。  
第  10  條 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就主管 
         機關劃定之更新單元，或依所定更新單元劃定基準自行劃定更新單 
         元，舉辦公聽會，擬具事業概要，連同公聽會紀錄，申請當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自行組織更新團體實施該地區之都市 
         更新事業，或委託都市更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前項之申請， 



附錄 

 206

         應經該更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 
         十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均超過 
         十分之一之同意；其同意比例已達第二十二條規定者，得免擬具都 
         市更新事業概要，並依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規定，逕行擬具都市更 
         新事業計畫辦理。  
第  11  條 未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促進其土 
         地再開發利用或改善居住環境，得依主管機關所定更新單元劃定基 
         準，自行劃定更新單元，依前條規定，申請實施該地區之都市更新 
         事業。  
第  12  條 申請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人數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例之計算， 
         不包括下列各款： 
         一、依法應予保存之古蹟及聚落。 
         二、經協議保留，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且登記有案 
             之宗祠、寺廟、教堂。 
         三、經政府代管或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定由地政機關列冊管 
             理者。 
         四、經法院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 
         五、祭祀公業土地。但超過三分之一派下員反對參加都市更新時，   
             應予計算。  
第  13  條 都市更新事業得以信託方式實施之。其依第十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計算所有權人人數比例，以委託人人數計算。  
第  14   條 都市更新事業機構以依公司法設立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但都市更 
         新事業係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理者，不在此限。  
第  15  條 逾七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自行 
         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時，應組織更新團體，訂定章程載明下列事項， 
         申請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 
         一、團體之名稱及辦公地點。 
         二、實施地區。 
         三、成員資格、幹部法定人數、任期、職責及選任方式等事項。 
         四、有關會務運作事項。 
         五、有關費用分擔、公告及通知方式等事項。 
         六、其他必要事項。前項更新團體應為法人；其設立、管理及解散  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權利變換計畫及處理有關 
         爭議，應分別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益人士及相關機關代 
         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辦理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或機 
         構協助作技術性之諮商。  
第  17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專業人員辦理都市更新業務。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為實施都市更新事業得設置專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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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推動都市更新事業，得設置都市更新基金。以整建 
         或維護方式實施都市更新之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或組織更新團體 
         以重建方式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規劃設計費，得以前項基金酌予補 
         助之；其申請要件、補助額度及辦理程序等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規，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  條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定，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 
         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理之都 
         市更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 
         公告三十日及通知更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 
         項權利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更時，亦同。 
         擬定或變更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見。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擬定或變更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 
         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 
         舉辦公聽會。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通 
         知更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囑託 
         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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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見， 
         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參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 
         公開展覽。依第七條規定劃定之都市更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式 
         辦理之更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更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定或變更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 
         公開展覽及公聽會，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  19- 1 條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變更，得採下列簡化作業程序辦理： 
         一、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所定之變更，於依第二十二條規定徵求同意， 
             並經原實施者與新實施者辦理公證後，由各級主管機關逕予核 
             定，免依前條規定辦理。 
         二、第二十一條第七款至第十款規定因建築執照之審核，需配合辦 
             理變更，經各級主管機關認定不影響原核定之都市更新事業計  
             畫者，免舉辦公開展覽、公聽會及依第二十二條規定徵求同意。  
第  20  條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擬定或變更，涉及都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變更 
         者，應依法變更主要計畫後，依第十九條規定辦理；其僅涉及主要 
         計畫局部性之修正，不違背其原規劃意旨者，或僅涉及細部計畫之 
         擬定、變更者，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得先行依第十九條規定程序發布 
         實施，據以推動更新工作，相關都市計畫再配合辦理擬定或變更。  
第  21  條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情形，表明下列事項：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實施者。 
         三、現況分析。 
         四、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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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細部計畫及其圖說。 
         六、處理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七、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含配置之設計圖說。 
         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之標準 
             及設計圖說。 
         九、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說。 
         十、都市設計或景觀計畫。 
         十一、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十二、拆遷安置計畫。 
         十三、財務計畫。 
         十四、實施進度。 
         十五、效益評估。 
         十六、申請獎勵項目及額度。 
         十七、相關單位配合辦理事項。 
         十八、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第  22  條 實施者擬定或變更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其屬依第十條規定申 
         請獲准實施都市更新事業者，除依第七條劃定之都市更新地區，應 
         經更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 
         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 
         之一之同意外，應經更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三，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樓地 
         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其屬依第十一條規定申請獲准實施 
         都市更新事業者，應經更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之二，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樓 
         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但其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同意者，其所有權人數不予計算。前項 
         人數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例之計算，準用第十二條之規定。各 
         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比例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條、第八 
         十九條、第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都市更新事 
         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不同意公開展覽之都市更新 
         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但出具同意書與 
         報核時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權利義務相同者，不在此限。  
第 22- 1 條 依第七條劃定之都市更新地區，於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時，其同一建 
         築基地上有數幢或數棟建築物，其中部分建築物毀損而辦理重建、 
         整建或維護時，得在不變更其他幢或棟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           
         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之情形下，以各該幢或棟受損建築 
         物所有權人之人數、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為計算基礎， 
         分別計算其同意之比例。  
第  23  條 實施者為擬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得派員進入更新地區範圍內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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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土地或建築物實施調查或測量；其進入土地或建築物，應先通 
         知其所有權人、管理人或使用人。依前項辦理調查或測量時，應先 
         報請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但主管機關辦理者，不在 
         此限。依第一項辦理調查或測量時，如必須遷移或除去該土地上之 
         障礙物，應先通知所有權人、管理人或使用人，所有權人、管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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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不成時，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  24  條 更新地區劃定後，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公告禁 
         止更新地區範圍內建築物之改建、增建或新建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 
         形。但不影響都市更新事業之實施者，不在此限。前項禁止期限， 
         最長不得超過二年。違反第一項規定者，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 
         機關得限期命令其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復原狀。  
第  25  條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 
         之。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理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 
         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以區段徵收方式 
         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時，抵價地總面積占徵收總面積之比例，由主管 
         機關考量實際情形定之。  
第 25- 1 條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未能依前條第一項取得全體土 
         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更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 
         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就達 
         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對於不願參與協議合建 
         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得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之，或由實施者協議 
         價購；協議不成立者，得由實施者檢具協議合建及協議價購之條件、 
         協議過程等相關文件，按徵收補償金額預繳承買價款，申請該管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後，讓售予實施者。  
第  26  條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後，範 
         圍內應行整建或維護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或管理人，應依實施進 
         度辦理。逾期未辦理，經限期催告仍不辦理者，得由實施者辦理， 
         其所需費用由實施者計算其數額，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定 
         後，通知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理人依限繳納；逾期未繳納者，得移 
         送法院強制執行。前項由實施者辦理時，其需申請建築執照者，以 
         實施者名義為之，並免檢附土地權利證明文件。  
第  27  條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律參加都市更   
         新，並依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處理之，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 
         財產法第七條、第二十八條、第六十六條、預算法第二十五條、第 
         二十六條、第八十六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相關規定之限制。 
         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為公用財產而須變更為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 
         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理機關逕行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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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理，不適用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三條至第三 
         十五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法令之相關規定。前二項公有財產依下 
         列方式處理： 
         一、自行辦理、委託其他機關（構）辦理或信託予信託機構辦理更 
             新。 
         二、由信託機構為實施者以信託方式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應信託予  
             該信託機構。 
         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機關以徵收、區段徵收方式實 
             施都市更新事業時，辦理撥用。 
         四、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時，除按應有之權利價值選 
             擇參與分配或領取補償金外，並得讓售實施者。 
         五、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時，得以標售或專案讓售予實施者；其採 
             標售方式時，除原有法定優先承購者外，實施者得以同樣條件 
             優先承購。 
         六、其他法律規定之方式。 
         公有土地上之舊違章建築戶，如經協議納入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處 
         理，並給付管理機關不當得利使用補償金及相關訴訟費用後，管理 
         機關得與該舊違章建築戶達成訴訟上之和解。  
第  28  條 各級主管機關或鄉 (鎮、市) 公所因實施或參與都市更新事業取得之 
         土地、建築物或權利，其處分或收益，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 
         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各級政府財產管理規則相關規定之限制。  
   第四章 權利變換  
第  29  條 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都市更新時，實施者應於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核 
         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利變換計畫，依第十九條規定程序辦理審議、 
         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但必要時，權利變換計畫之擬 
         定報核，得與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一併辦理實施者為擬定或變更權利 
         變換計畫，須進入權利變換範圍內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實施調查 
         或測量時，準用第二十三條規定辦理。權利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 
         及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1 條 權利變換計畫之變更，得採下列簡化作業程序辦理： 
         一、有下列情形之一而辦理變更者，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實施之，免依第十九條規定辦理： 
        （一）計畫內容有誤寫、誤算或其他類此之顯然錯誤之更正。 
        （二）參與分配人或實施者，其分配單元或停車位變動，經變動雙方 
             同意者。 
        （三）依第十三條辦理時之信託登記。 
        （四）權利變換期間辦理土地及建築物之移轉、分割、設定負擔及抵 
             押權、典權、限制登記之塗銷。 
        （五）依地政機關地籍測量或建築物測量結果釐正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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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原參與分配者表明不願繼續參與分配，或原不願意參與分配者 
              表明參與分配，經主管機關認定不影響其他權利人之權益者， 
              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第  30  條 實施權利變換時，權利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 
         遊樂場、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停車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  
         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路、溝渠、 
         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不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利變換費用、 
         貸款利息、稅捐及管理費用，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利變換 
         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利價值比例共同負擔，並以權利變換 
         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 
         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金繳納。前項權利變 
         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例，由各級主管機關考量 
         實際情形定之。權利變換範圍內未列為第一項共同負擔之公共設 
         施，於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時，除原有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分配者 
         外，以原公有土地應分配部分，優先指配；其仍有不足時，以折價 
         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及建築物指配之。但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管理機 
         關（構）或實施者得要求該公共設施管理機構負擔所需經費。第一 
         項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  31  條 權利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 
         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利變換前之權利價值比例，分配與原 
         土地所有權人。但其不願參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 
         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金補償之。依前項規定分配 
         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 
         差額價金；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 
         差額價金。第一項規定現金補償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列冊送 
         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依第一項 
         補償之現金及第二項規定應發給之差額價金，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 
         後，應定期通知應受補償人領取；逾期不領取者，依法提存之。第 
         二項應繳納之差額價金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限期繳納。應繳納差 
         額價金而未繳納者，其獲配之土地及建築物不得移轉或設定負擔； 
         違反者，其移轉或設定負擔無效。但因繼承而辦理移轉者不在此限。  
第  32  條 權利變換計畫書核定發布實施後二個月內，土地所有權人對其權利 
         價值有異議時，應以書面敘明理由，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各級主 
         管機關應於受理異議後三個月內審議核復。但因情形特殊，經各級 
         主管機關認有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諮商之必要者，得 
         延長審議核復期限三個月。當事人對審議核復結果不服者，得依法 
         提請行政救濟。前項異議處理或行政救濟期間，實施者非經主管機 
         關核准，不得停止都市更新事業之進行。前二項異議處理或行政救  
         濟結果與原評定價值有差額部分，由當事人以現金相互找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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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3  條 實施權利變換地區，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於權利變換計畫 
         書核定後，公告禁止下列事項。但不影響權利變換之實施者，不在 
         此限︰ 
         一、土地及建築物之移轉、分割或設定負擔。 
         二、建築物之改建、增建或新建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前項禁止 
             期限，最長不得超過二年。違反第一項規定者，當地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得限期命令其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復原 
             狀。  
第  34  條 依權利變換計畫申請建築執照，得以實施者名義為之，並免檢附土 
         地、建物及他項權利證明文件。  
第  35  條 權利變換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自分配結果 
         確定之日起，視為原有。  
第  36  條 權利變換範圍內應行拆除遷移之土地改良物，由實施者公告之，並 
         通知其所有權人、管理人或使用人，限期三十日內自行拆除或遷移； 
         逾期不拆除或遷移者，實施者得予代為或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代為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代為拆除或遷移之 
         義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應訂定期限辦理強制拆除或遷 
         移，期限以六個月為限。其因情形特殊有正當理由，報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者，得再延長六個月。但應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良物為政 
         府代管或法院強制執行者，實施者應於拆除或遷移前，通知代管機 
         關或執行法院為必要之處理。前項因權利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 
         改良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金額由實施者 
         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領補償金額內扣回；對補償金額 
         有異議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  37  條 權利變換範圍內出租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權利變換而不能達到原租 
         賃之目的者，租賃契約終止，承租人並得依下列規定向出租人請求 
         補償。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一、出租土地係供為建築房屋者，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相當一年  
             租金之補償，所餘租期未滿一年者，得請求相當所餘租期租金 
             之補償。 
         二、前款以外之出租土地或建築物，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相當二 
             個月租金之補償。權利變換範圍內出租之土地訂有耕地三七五 
             租約者，應由承租人選擇依第三十九條或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  
             第十七條規定辦理，不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  38  條 權利變換範圍內設定地役權之土地，該地役權消滅。前項地役權之 
         設定為有償者，地役權人得向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補償；補償金 
         額如發生爭議時，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辦理。  
第  39  條 權利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及設定地上權、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租 
         約之土地，由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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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佃權人或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於實施者擬定權利變換計畫前，自 
        行協議處理。前項協議不成，或土地所有權人不願或不能參與分配 
        時，由實施者估定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之權利價值及地上權、永佃權、 
        或耕地三七五租約價值，於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權利 
        範圍內，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地上權、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價 
        值占原土地價值比例，分配予各該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地上權人、 
        永佃權人或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納入權利變換計畫內。其原有之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地上權、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消滅或終止。 
        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永佃權人或耕地三 
        七五租約承租人對前項實施者估定之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之價值及地 
        上權、永佃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價值有異議時，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 
        辦理。第二項之分配，視為土地所有權人獲配土地後無償移轉；其土 
        地增值稅準用第四十六條第三款規定減徵並准予記存，由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永佃權人或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於權利變換 
        後再移轉時，一併繳納之。  
第  40  條 權利變換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經設定抵押權、典權或限制登記，除 
        自行協議消滅者外，由實施者列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 
        關，於權利變換後分配土地及建築物時，按原登記先後，登載於原土 
        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其為合併分配者，抵押 
        權、典權或限制登記之登載，應以權利變換前各宗土地或各幢（棟） 
        建築物之權利價值，計算其權利價值。土地及建築物依第三十一條第 
        三項及第三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辦理補償時，其設有抵押權、典權或限 
        制登記者，由實施者在不超過原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應得補償之數 
        額內，代為清償、回贖或提存後，消滅或終止，並由實施者列冊送請 
        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塗銷登記。  
第  41  條 權利變換範圍內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處理事宜，由實施者 
        提出處理方案，納入權利變換計畫內一併報核；有異議時，準用第三 
        十二條規定辦理。  
第  42  條 權利變換範圍內，經權利變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實施者應以書 
        面分別通知受配人，限期辦理接管；逾期不接管者，自限期屆滿之翌 
        日起，視為已接管。  
第  43  條 經權利變換之土地及建築物，實施者應依據權利變換結果，列冊送 
        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權利變更或塗銷登記，換發權 
        利書狀；未於規定期限內換領者，其原權利書狀由該管登記機關公告 
        註銷。  
第五章 獎助  
第  44  條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得視都市更新事業需要，依 
         下列原則給予適度之建築容積獎勵： 
         一、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築容積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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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容積者，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二、更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益設施，該公益設施之樓地板面積不 
             予計算容積。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益設施，其產權無償登 
             記為公有者，除不計入容積外，並得適度增加其建築容積。 
          三、主管機關依第六條或第七條規定優先或迅行劃定之更新地區， 
             在一定時程內申請實施更新者，給予適度之容積獎勵。 
          四、其他為促進都市更新事業之辦理，經地方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者。 
          五、前四款容積獎勵後，多數原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分配之建築 
             物樓地板面積仍低於當地居住樓地板面積平均水準者，得適度 
             增加其建築容積。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劃定之更新地 
             區，於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時，其建築物高度，除因飛航安全管 
             制外，不受建築法令及都市計畫法令之建築高度限制；其建蔽 
             率得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通過，按原建蔽率建築。  
          第一項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5  條 更新地區範圍內公共設施保留地、依法應予保存及獲准保留之建築 
         所坐落之土地或街區，或其他為促進更有效利用之土地，其建築容 
         積得一部或全部轉移至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並準用依都市計畫 
         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 
         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 
         及作業方法等規定辦理。前項建築容積經全部轉移至其他建築基地 
         建築使用者，其原為私有之土地應登記為公有。  
第  46  條 更新地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依下列規定減免稅捐︰ 
         一、更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其仍可繼續使用者， 
             減半徵收。但未依計畫進度完成更新且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 
             之情形者，依法課徵之。 
         二、更新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二年。 
         三、依權利變換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於更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 
             徵土地增值稅及契稅百分之四十。 
         四、不願參加權利變換而領取現金補償者，減徵土地增值稅百分之 
             四十。 
         五、實施權利變換應分配之土地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而改領現 
             金者，免徵土地增值稅。 
         六、實施權利變換，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利變換負擔者，免徵土 
             地增值稅及契稅。  
第  47  條 以更新地區內之土地為信託財產，訂定以委託人為受益人之信託契 
         約者，不課徵贈與稅。前項信託土地，因信託關係而於委託人與受 
         託人間移轉所有權者，不課徵土地增值稅。  
第  48  條 以更新地區內之土地為信託財產者，於信託關係存續中，以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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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前項土地應與委託人在同一直轄市 
         或縣 (市) 轄區內所有之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依土地稅法第十六 
         條規定稅率課徵地價稅，分別就各該土地地價占地價總額之比例， 
         計算其應納之地價稅。但信託利益之受益人為非委託人且符合下列 
         各款規定者，前項土地應與受益人在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 轄區內所  
         有之土地合併計算地價總額︰ 
         一、受益人已確定並享有全部信託利益者。 
         二、委託人未保留變更受益人之權利者。  
第  49  條 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都市更新事業機構投資於經主管機關劃定應實 
         施都市更新地區之都市更新事業，得按其投資總額百分之二十範圍 
         內，抵減其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完成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當 
         年度不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四年度抵減之。前項投資抵減，其每一 
         年度得抵減總額，以不超過該公司當年度應納營利事業所得稅額百 
         分之五十為限。但最後年度抵減金額，不在此限。第一項投資抵減 
         之適用範圍，由財政部會商內政部定之。  
第  50  條 證券管理機關得視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財源籌措之需要，核准設立都 
         市更新投資信託公司，發行都市更新投資信託受益憑證，募集都市 
         更新投資信託基金。前項都市更新投資信託公司之設置、監督及管 
         理之辦法，由證券管理機關定之。第一項受益憑證之發行、募集及 
         買賣，應依證券交易法之規定辦理。都市更新投資信託公司募集之 
         都市更新投資信託基金，應以投資信託基金專戶存放於信託機構， 
         其運用基金取得之財產並應信託予該信託機構，與都市更新投資信 
         託公司及信託機構之自有財產分別獨立。都市更新投資信託公司及 
         信託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其債權人不得對於基金資產請求 
         扣押或行使其他權利。  
第  51  條 都市更新投資信託基金之募集、運用及管理，由證券管理機關定之。 
         證券交易法第三十六條、第三十九條、第六十四條及第六十六條之 
         規定，於申請募集都市更新投資信託基金之都市更新投資信託公司 
         準用之。證券交易法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六條之規定， 
         於前項公司之人員準用之。  
第  52  條 實施者為新設立公司，並以經營都市更新事業為業者，得公開招募 
         股份；其發起人應包括不動產投資開發專業公司及都市更新事業計 
         畫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且持有股份總數不得 
         低於該新設立公司股份總數之百分之三十，並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其屬公開招募新設立公司者，應檢具各級主管機關已核定都 
         市更新事業計畫之證明文件，向證券管理機關申報生效後，始得為 
         之。前項公司之設立，應由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內土地、合法建築物 
         之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優先參與該公司之發起。實施者為經營不 
         動產投資開發之上市公司，為籌措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財源，得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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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指定用途之公司債，不受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七條之限制。前項經 
         營不動產投資開發之上市公司於發行指定用途之公司債時，應檢具 
         各級主管機關核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證明文件，向證券管理機關 
         申報生效後，始得為之。  
第  53  條 因實施都市更新事業而興修之重要公共設施，除本條例另有規定 
         外，實施者得要求該公共設施之管理者負擔該公共設施興修所需費 
         用之全部或一部；其費用負擔應於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中訂定。更新 
         地區範圍外必要之關聯性公共設施，各該主管機關應配合更新進 
         度，優先興建，並實施管理。  
  第六章 監督及管理  
第  54  條 實施者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規定實施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應自獲准 
         之日起一年內，擬具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逾期未報核者，直轄 
         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撤銷其更新核准。但不可歸責於實施者之事 
         由而遲誤之期間，應予扣除。因故未能於前項期限內擬具都市更新 
         事業計畫報核者，得敘明理由申請展期；展期之期間每次不得超過 
         六個月，並以二次為限。  
第  55  條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後，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 
         隨時或定期檢查實施者對該事業計畫之執行情形。  
第  56  條 前條之檢查發現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限 
         期令其改善或勒令其停止營運並限期清理；必要時，並得派員監管、 
         代管或為其他必要之處理︰ 
         一、違反或擅自變更章程、事業計畫或權利變換計畫。 
         二、業務廢弛。 
         三、事業及財務有嚴重缺失。實施者不遵從前項命令時，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得撤銷其更新核准，並得強制接管；其接管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7  條 實施者應於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完成後六個月內，檢具竣工書圖及更 
         新成果報告，送請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備查。  
   第七章 罰則  
第  58  條 不依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或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拆除、改建、停止 
         使用或恢復原狀者，處新台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恢復原狀措施，費用由土 
         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理人負擔。  
第  59  條 實施者無正當理由拒絕、妨礙或規避第五十五條之檢查者，處新台 
         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之。  
第  60  條 前二條所定罰鍰，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八章 附則  
第  61  條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1- 1 條 都市更新案實施者申請建造執照，其法規之適用，以擬定都市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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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計畫報核日為準，並應自擬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 
         二年內為之。以權利變換計畫實施，且其權利變換計畫與都市更新 
         事業計畫分別報核者，得依前項規定延長一年。未依前二項規定期 
         限申請者，其法規之適用，以申請建造執照日為準。都市更新事業 
         概要、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權利變換計畫及其執行事項，直轄市、 
         縣（市）政府怠於或遲未處理時，實施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請求處 
         理，中央主管機關應即邀集有關機關（構）、實施者及相關權利人協 
         商處理，必要時並得由中央主管機關逕行審核處理。  
第  62  條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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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臺中市休閒娛樂服務業設置自治條例(民國 96 年 1 月 8日修正) 

第一條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規範休閒娛樂服務業設置，以維護 

          市民居住安寧及保障公共安全，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所稱休閒娛樂服務業係指下列營利事業： 

一、視聽歌唱業：指提供伴唱視聽設備，供人歌唱者。 

二、理容業：指將營業場所加以區隔或以包廂式經營，為人理容者。 

三、三溫暖業：指提供冷、熱水池，蒸烤設備，供人沐浴者。 

四、舞場業：指提供場所，不備舞伴，供不特定人跳舞者。 

五、舞廳業：指提供場所，備有舞伴，供不特定人跳舞者。 

六、酒家業：指提供場所，備有服務生陪侍，供應酒、菜或其他飲

食物者。 

七、酒吧業：指提供場所，備有服務生陪侍，供應酒類或其他飲料

者。 

八、特種咖啡茶室業：指提供場所，備有服務生陪侍，供應飲料者。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行業。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為本府），管理單  

          位為本府經濟局。 

第四條  休閒娛樂服務業之營業場所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營業場所應符合都市計畫法及都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二、營業場所建築物之構造、設備應符合建築法令之規定。 

三、營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應符合消防法令之規定。 

第五條  休閒娛樂服務業之營業場所應距離住宅區五十公尺以上外，並應距  

         離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二百公尺以上。 

         前項距離以二建築基地境界線最近二點作直線測量。 

第六條 本市中區不受前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但應距離國民小學二十公尺 

        以上。 

  本自治條例公布施行前，建築物使用執照用途得為休閒娛樂服務業使 

  用之地點，不受前條第一項距離規定之限制。 

第七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