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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中都會區高架鐵路下層空間多目標使用規劃 

一、計畫緣起 

臺中市鐵路系統原為平面式軌道，為對外聯絡、運輸重要之交通管

道，雖帶來臺中市區之發展與便利條件，卻同時因鐵道阻隔特性，造成

鐵道兩側發展程度上的差異，為改善臺中都會區因鐵路分隔兩側使發

展受阻、市區交通不良、平交道安全事故等問題，並增進市區土地利用

效率與價值，「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南起大慶火車站，北

至豐原火車站，全長21.7公里，將原有平面鐵道進行高架化，並改建豐

原、潭子、太原、臺中、大慶等5座現有車站，新建栗林、頭家厝、松

竹、精武、五權等5座高架通勤車站，其中松竹、大慶站與臺中捷運線

G4、G13站預留轉乘機制。 

       該計畫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5 年 1 月 2 日第 1236 次會議 

    決議列入「新十大建設計畫」，促使臺鐵、高鐵於烏日站整合，除 

    達到都市交通功能外（聯絡高鐵、消除 17 處平交道並配合臺鐵捷 

    運化增設 4 處通勤車站），臺中、豐原及潭子車站更可配合都市更 

    新計畫，一併整體更新開發，大幅提高車站地區及其周邊土地價值 

    並促進區域發展。 

二、計畫範圍 

關於臺中市高架鐵路下層空間之利用，北起豐原車站、南至大慶站，

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鐵路局）管有土地為主，高架鐵路

下層空間平均寬度約11-12公尺，總規劃面積約196,169平方公尺，其中

83.63%由鐵路局申請多目標使用（表1，除法定停車空間、道路穿越處、

預留之自行車穿越空間與道班房空間以外，已全線納入多目標使用）。 

鐵路局擬訂「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車站、高架道路下層空間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申請計畫」送本府建設局辦理審查，前經106年7月19

日審查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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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架鐵路下層空間規劃範圍 

 

 

 

 

 

 

 

  

 

 

 

 

 

 

 

 

 

 

 

圖 1 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沿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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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架鐵路下層空間規劃利用情形 

        高架鐵路下空間之規劃利用以各項多目標使用進行使申請，項目包   

    含「公園」、「商場」、「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池交換站 

    ）」、「休閒運動設施」及「其他政府必要之機關」等 5 項（表 2）， 

    並規劃於豐原、潭子、太原及大慶等 4 站設置 iBike 站點。 

 

 

 

 

 

 

 

 

 

 

 

 

表 2 臺中都會區高架鐵路各站下層空間多目標使用彙整表 

（一） 配置原則 

1、 透過彙整地方民眾之需求，於高架橋下空間設置停車場、

開放穿透性空間、民眾休閒活動空間等。 

2、 考量可利用空間之特性，空間區位、範圍與規模形式配置

前提為不影響車站服務與人行動線以納入適宜之對應多目

標申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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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適當空間申請多目標使用項目，容許性質類似或使用活

動不衝突之營業項目保留未來招商利用時之彈性。 

（二） 各站高架鐵路下層空間規劃 

1、 豐原車站 

下層空間以「停車場」為主，規劃 10,647 平方公尺之汽、

機車停車場，約可設置 264 個汽車停車位；另於場站南側

與北側 100 公尺範圍申請商場，引入小型商店、咖啡吧

等，提供旅客服務，並依據地方需求規劃休閒活動空間，

作為居民休閒運動場所。 

另因豐原地區刻推動之「葫蘆墩圳豐華再現」計畫，將遷

移豐中路至博愛街葫蘆墩圳加蓋多年的停車場至新設之停

車塔，以開蓋回復原有水岸生態景觀，而恰由豐原車站高

架道路下層空間申請之停車空間，將有助於降低未來取消

原有之豐中路停車空間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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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栗林車站 

以「停車場」為主，可提供 17,109 平方公尺之汽、機車停

車場，約可設置 426 個汽車停車位，部分空間可配合相關

單位或是地方使用需求調整，留設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

池交換站之空間。此外，於場站南側與北側 50 公尺範圍申

請商場使用，以利引入小型商店，提供旅客通勤服務。其

餘空間規劃「公園」8,857 平方公尺提供休閒活動開放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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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潭子車站 

以「停車場」為主，可規劃 11,622 平方公尺之汽、機車停

車空間，約可提供 289 個汽車停車位，部分空間可配合相

關單位或是地方使用需求調整，留設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

電池交換站之空間。另考量區位與地方需求申請「公園」 

，提供 4,118 平方公尺規劃為民眾休閒活動開放空間；並於

車站南端與北端延伸 100 公尺範圍配置申請商場使用，以

利引入便利商店、小型商鋪等機能，提供基本旅運服務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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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頭家厝車站 

以「停車場」為主，約 15,929 平方公尺，可設置汽車停車

格約 396 個，部分空間可配合相關單位或是地方使用需求

調整，留設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池交換站之空間。此

外，於車站南端與北端延伸 50 公尺範圍配置申請商場使

用，以提供基本旅運服務空間，其餘空間申請做為「公

園」提供地方民眾 1,514 平方公尺休閒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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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松竹車站 

由於松竹車站西北側為捷運綠線 G4 站，考量未來鐵路及捷

運之轉乘旅客需求，高架道路下層空間之轉運站特性，將

商業使用空間集中規劃於場站北側 100 公尺範圍申請為

「商場」使用，其餘橋下空間依周邊需求申請「停車場」

10,378 平方公尺，約可設置 259 個汽車停車格，部分空間

可配合相關單位或是地方使用需求調整，留設電動汽機車

充電站及電池交換站之空間。 

本站無公共休閒空間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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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太原車站 

「停車場」佔 5,346 平方公尺，約可設置 132 個汽車停車

位，部分空間可配合相關單位或是地方使用需求調整，留

設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池交換站之空間，其中三北一街

以南之停車場配合需求預留 10 個大客車停車位。 

另規劃「公園」1,230 平方公尺與「休閒運動設施」823 平

方公尺之，提供地方民眾閒活動空間。 

此外，為提供基本旅運服務空間，於車站南端與北端延伸

100 公尺範圍配置申請商場使用，以利引入簡易商店、咖啡

吧等機能，提供旅客服務機能。 

太原車站係唯一申請「其他政府必要之機關」使用項目之

車站，原於興進路交叉口之橋下空間為鐵工局設置之「高

架鐵路未來生活願景館」，擬於其北端延伸規劃適當商業

空間，使活動可有效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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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精武車站 

「停車場」佔 10,388 平方公尺，約可設置 258 個汽車停車

位，部分空間可配合相關單位或是地方使用需求調整，留

設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池交換站之空間；並配合地方需

求規劃「公園」1,074 平方公尺與「休閒運動設施」1,100

平方公尺，提供地方休閒活動空間。 

由於精武車站南側學校、住宅密集，考量旅客進出之商業

需求，將商業使用空間集中於場站南側，於場站南側 100

公尺範圍申請「商場」使用，提供基本之商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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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臺中車站 

臺中車站車站空間位於車站特定專用區中，故僅高架道路

下層空間需進行多目標使用申請。 

考量臺中車站為臺中市最大轉運站之特性，且周邊商業密

集，高架道路下層商業空間僅規劃於車站南端與北端延伸

100 公尺範圍內申請「商場」使用，其餘空間主要申請做為

「公園」開放空間，共佔 10,171 平方公尺，可提供往來人

潮停留與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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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五權車站 

「停車場」佔 11,450 平方公尺，約可設置 285 個汽車停車

位， 另於車站 南端 與北端延伸 50 公尺小範圍申請「商

場」， 以滿足旅運服務需求。  

五權車站鄰近國立美術館及美術園道，藝文活動人潮往來

頻繁，故規劃 1,676 平方公尺之 「公園」及 796 平方公尺

之休閒運動設施空間，提供休閒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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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慶車站 

大慶車站高架道路下層空間以申請「停車場」為主，共佔

8,627 平方公尺，約可設置 215 個汽車停車格，以滿足地方

停車機能需求；部分空間可配合相關單位或是地方使用需

求調整，留設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池交換站之空間。 

由於大慶車站學生族群聚集，於車站南端與北端延伸 100

公尺範圍申請「商場」，引入較低強度的商業機能，提供

餐飲服務及零售功能；或是彈性提供部分面積做為臺鐵行

政中心使用，以服務臺中火車站以南之行政機能需求。 

其餘空間規劃 3,559 平方公尺之「公園」，提供周邊居民及

往來學生人群運動休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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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城市綠廊推動計畫 

一、計畫緣起 

推動「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而釋出之高架鐵路下層空

間，作為停車場、商場、公園及休閒運動設施等多目標使用，與高架化

後沿線騰空之廊帶形成南北串連的線性空間，而這段廊帶空間將藉由

綠美化等各項設計成為綠廊，與鐵路下層空間穿透整合，為以往被鐵道

切分開的地區建立連結的機會，橋下多目標設施與綠廊相互結合，創造

人行休閒、自行車通勤之帶狀式綠化空間。 

 

 

 

 

 

 

 

 

 

 

 

 

 

 

 

圖１ 基地與橫交道路交叉與車站空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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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辦況－預計分三階段方式辦理，目前進行第一階段之實際執行：  

  （一）第一階段南段工程 

    第一階段南段工程長度為 2.16公里，從太原車站至進德路口，工程 

    範圍(太原車站至進德路口)因與臺中之心自行車道(東光路綠帶)有 

    平行共線路段(興進園道至自由路四段)，故本南段工程重新調整設 

    計，避免重複自行車道設計。 

  （二）第一階段北段工程 

第一階段北段工程範圍由原縣市交界處至太原車站，長度約1.94公 

里，預算1億，目前已完成基本設計，預計107年10月底前完工。 

  （三）第二階段工程 

     計畫範圍自縣市交界處至豐原車站以北，長度約7.2公里，2016年 

        鐵路高架化通車，不僅給了中區再生的契機，也給了潭子兩側重 

        新縫合的可能性。 

 鐵路高架化除原鐵道路廊騰空帶來的連續綠地，搭配潭子區公所 

 搬遷帶來短時間閒置及其前方公園調整的機會，均有機會大幅提 

 升居住核心區開放空間的質與量，成為翻轉潭子核心區空間風貌 

 的最大利基。 

  （四）第三階段工程 

 第三階段工程計畫範圍自林森路到大慶車站以南，目前已完成基  

 本設計，預估工程費用1.21億，目前提報中央爭取經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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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騰空廊帶之運用將直接影響臺中市未來都市內景觀樣貌，與高架

鐵路下層空間多目標之使用設計相互整合，重新形塑鐵路周邊環境，大

慶站至豐原站全長21.7公里沿線，除提供便民之大量停車空間，並將多

段開放公共空間規劃為公園、自行車休息站、兒童遊戲區域、體建休憩

景點設施及交誼活動廣場等，為民眾創造多元豐富之生活型態，滿足民

眾生活需求之設施規劃與綠藍帶生態環境交相融合，進一步提升生活

品質，打造交通觀光、休閒遊憩、人本綠色運輸與自行車運動串連富特

色魅力之城市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