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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 

ㄧ、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 計畫緣起：  

  本案因應「臺中市都市計畫（配合臺中都會區鐵路

高架捷運化計畫－臺中車站地區）」規範本區作為鐵道文

化園區。其中範圍內「臺中火車站」被指定為國定古

蹟，「臺中市後火車站(舊稱：中南驛)」及「臺中火車站

附屬設施及建築群(20號倉庫群)」被登錄為歷史建築，

本區實具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及當代藝術能量。 

  本案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依據《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 計畫目的： 

  期望透過本次計畫翻轉都市發展軸線，除促進臺中

市未來都市縫合外，更助於商業活動及地區再發展。本

案公共建設目的如下： 

1. 古蹟與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 

2. 促進鐵道文化情感之延續與推廣； 

3. 引進民間資金及企業經營模式； 

4. 創造車站周邊商圈再發展的機會； 

5. 鐵道相關文化創意群聚及發展； 

6. 形塑臺中車站新的地景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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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內容及範圍概述 

(一) 計畫（基地）範圍: 

  本案基地位於市府民國100年3月11日公告實施之

「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配合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

計畫-臺中車站第區)細部計畫書(第一階段)」所劃定之

車站專用區(詳圖1)，範圍為新臺中車站以西之土地；計

畫範圍則包含新臺中車站部分商業空間及地下停車場、

國定古蹟「臺中火車站」，包含第一月台、第二月台、歷

史建築「臺中市後火車站(舊稱：中南驛)」及「臺中火

車站附屬設施及建築群(20號倉庫群)」、西南段部分鐵路

高架軌道下方空間等建築物。 

圖1鐵道文化園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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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基地）面積： 

  本案計畫範圍包含臺中市中區建國1小段、建國2小

段、建國3小段、建國4小段、東區復興2小段、復興3小

段、復興4小段地段等共計15筆土地，面積約計29,672 

平方公尺(詳圖2)。 

圖2 基地地號範圍圖 

(三) 土地使用分區： 

  依據「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配合臺中都會區鐵路

高架捷運化計畫-臺中車站第區)細部計畫書(第一階

段)」規定，本案係屬車站專用區，建蔽率40%，容積率

200%，主要提供設置車站相關設施使用外，並允許設置

文化教育設施、商業空間、辦公空間、住宿設施等使

用。 

(四) 基地土地及建物使用現況： 

1. 基地：目前正在進行鐡路高架化第二階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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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中火車站：鐡路高架化第一階段工程已於105年9月

完工，並於105年10月16日啟用新臺中車站；臺中

火車站目前作為提供旅客購物餐飲所需之零售賣店

使用。 

3. 20號倉庫群：目前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承租，該局預

計本(107)年辦理鐵道藝術村20周年活動，另待交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營運廠商確認後，將交還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辦理後續「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

區興建營運移轉案」。 

4. 臺中市後火車站：部分辦公空間供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轄下單位使用中，另因新臺中車站啟用，目前

為暫時封閉狀態。 

(五) 基地許可範圍： 

    本案計畫內容包含 BOT、ROT、OT 及委託管理維護，

分別說明如下(詳表1)： 

1. BOT：範圍包含本案基地中之鐵道文化園區 B 區及鐵道

文化園區 E 區(詳圖3)。 

2. ROT：範圍包含西南段部分鐵路高架軌道下方空間、歷

史建築「臺中市後火車站(舊稱：中南驛)」及「臺中

火車站附屬設施及建築群(20號倉庫群)」。 

本案基地範圍內之20號倉庫群南側臺鐵宿舍群，並不

具文化資產身分，惟位於歷史建築登錄定著範圍。未

來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營運廠商一併納入規劃考

量。 

3. OT：範圍包含國定古蹟「臺中火車站」部分（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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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第一月台及第二月台）」及新臺中車站部分（含

新站地面層及地上二層之商業空間、地下停車場）。 

4. 委託管理維護：位於新臺中車站大智路以西之地面層

除 OT 範圍、車站旅運服務使用空間以外之公共空間

及原臺中火車站前後站內連通地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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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範圍面積一覽表 

 

圖3 鐵道文化園區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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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營運項目（鐡道文化園區）： 

1. 臺中鐵道文物展示及鐵道主題商業空間： 

應設置室內或戶外之臺中鐵道文物展示空間及鐵道主

題商業空間，其中展示空間面積不得小於500平方公

尺。 

2. 藝文產業創新育成工作室： 

應配合文化部「補助藝文產業創新育成計畫」，設置

文化創意聚落以輔導藝文產業核心創作及獨立工作者

進駐，並透過群聚效益以促進文化創意事業發展為目

的，設置至少8間「藝文產業創新育成工作室」與相

關展演空間，供該計畫所定義之藝文產業且從事相關

之創新、研發、育成，協助藝文工作者、藝文產業業

者開發新事業、新產品、新技術及協助藝文產業轉

型，提供相關業者技術、資訊、行銷、財務、經營管

理及資源整合等輔導服務之法人、學術研究機構或團

體。 

3. 伴手禮及名特產展售專區： 

未來應配合地方產業推廣需求設置伴手禮及名特產展

售專區，其面積不得小於500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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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期程、目前辦理進度 

(一) 計畫期程： 

  本案之許可使用期間包括興建期與營運期，並自

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日起共計50年，其各範圍期程分別

說明如下。  

1. BOT 範圍：應於簽訂地上權之翌日起3年內規劃興建並

取得使用執照。 

2. ROT 範圍內之西南段部分高架鐵路軌道下方空間：應

於建物交付日之翌日起2年內，完成增建並取得使用

執照。 

3. ROT 及 OT 範圍內之文化資產：包含歷史建築「臺中市

後火車站(舊稱：中南驛)」及「臺中火車站附屬設施

及建築群(20號倉庫群)」及國定古蹟「臺中火車

站」，應於簽訂地上權契約之翌日起2年內取得使用許

可。其主管機關分別為臺中市政府及文化部。 

4. OT 範圍之新臺中車站：應於建物交付之翌日起1年內

完成裝修。 

5. 委託管理維護範圍：應於 OT 範圍建物交付之翌日起，

進行委託管理維護範圍之管理維護工作。 

(二) 目前辦理進度： 

    「臺中鐵道文化園區興建營運移轉案」於107年2

月5日截止投標，現階段為甄審階段，於107年4月23日

公布甄審結果，本案現無最優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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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管理維護事項 

(一) 範圍內文化資產： 

  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範圍內具法定文化資產共計

4處，分別說明如下(詳表2)： 

1. 國定古蹟：臺中火車站(OT範圍) 

2. 歷史建築：「臺中市後火車站(舊稱：中南驛)」及 

         「臺中火車站附屬設施及建築群(20號倉 

          庫群)」(ROT範圍)、「臺中車站周圍防 

          空壕及碉堡群(64號防空掩體)」(委管範 

          圍)。 

(二) 管理維護：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3條規定，應針對文化

資產進行管理維護，包含日常管理維護、定期維修、防

盜、防災等，並依循古蹟管理維護辦法擬訂管理維護計

畫報主管機關核備。 

    針對範圍內法定文化資產，市府於105年12月28日

府授文資古字第1050277975號函請管理單位依限提送管

理維護計畫，並分別於106年3月20日府授文資古字第

1060053812、3月27日府授文資古字第1060056321號及3

月31日府授文資古字第1060068420號函備查，皆由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轄下單位依據上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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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促參範圍內法定文化資產列表 

照片 名稱 身分 
地址或位置 

及地段 

管理 

單位 

未來辦理 

方式 

 

臺中火車站 國定古蹟 

地址：中區建

國路172號。 

地號：中區建

國 段 三 小 段

22-1號、四小

段 50-4 號 、

50-5。 

交 通 部

臺 灣 鐵

路 管 理

局管理 

 

納入交通

部臺灣鐵

路管理局

「臺中車

站鐵道文

化園區興

建營運移

轉案」內

辦理。 

 

 臺 中 市 後

火車站(舊

稱 ： 中 南

驛) 

歷史建築 

地址：中區建

國路172號。 

地號：東區復

興段三小段１

地號。 

 

 

臺中火車站

附屬設施及

建築群 (20

號倉庫群) 

歷史建築 

地址： 東 區

復興路四段

37巷6-1號。 

地號：東區復

興路二小段

1-1 、 1-2 、

復興段三小

段1、1-1。 

 
「 臺 中 車

站 周 圍 防

空 壕 及 碉

堡群」（64

號 防 空 掩

體） 

歷史建築 

位置:64號防

空掩體：臺

中火車站前

站西南側鐵

道旁。 

地 號 ： 中區

建國段一小

段14-13。 

http://www.tchac.taichung.gov.tw/monuments/Details.aspx?Parser=99,5,28,,,,70
http://www.tchac.taichung.gov.tw/monuments/Details.aspx?Parser=99,5,28,,,,70
http://www.tchac.taichung.gov.tw/monuments/Details.aspx?Parser=99,5,28,,,,70
http://www.tchac.taichung.gov.tw/monuments/Details.aspx?Parser=99,5,28,,,,70
http://www.tchac.taichung.gov.tw/monuments/Details.aspx?Parser=99,5,28,,,,237
http://www.tchac.taichung.gov.tw/monuments/Details.aspx?Parser=99,5,28,,,,237
http://www.tchac.taichung.gov.tw/monuments/Details.aspx?Parser=99,5,28,,,,237
http://www.tchac.taichung.gov.tw/monuments/Details.aspx?Parser=99,5,28,,,,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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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臺中鐵道文化園區範圍內臺鐵宿舍群 

一、 基本資料概述 

(一) 位置  

    本臺鐵宿舍群位於復興路四段37巷2弄及73巷，約

計19間建築物，其坐落土地位於臺中市東區復興段二小

段1-2地號及復興段三小段1地號(詳圖4)。 

圖4  臺鐵宿舍群位置圖 

(二)  歷程 

    本區建物前經104年度第4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

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審議，其決議將臺鐵宿舍群(臺

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37巷2弄1-16號；73巷14-22號)」

(以車站專用區範圍內為限)所座落之土地，納入20號倉

庫群擴大登錄範圍。建物不具文資身分。 



14 
 

二、 目前辦理情況 

(一) 管理維護： 

  本區臺鐵宿舍群非具法定文化資產身分，目前由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中工務段管理中。針對105年

11月30日及107年4月14日發生火災恐有公共安全疑慮部

分，市府已請管理單位加強管理維護，除避免引發公共

危險，亦為保護歷史建築20號倉庫群；另亦由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加強巡邏。針對現階段管理維護，臺中市政府

要求管理單位封閉門窗阻隔遊民進入，市府消防、都

發、文資等相關單位將不定期巡視抽查維護管理情形。 

(二) 辦理方式： 

  本案臺鐵宿舍群坐落土地屬「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

區興建營運移轉案」範圍內，業已納入該計畫，未來並

配合20號倉庫群再利用一併規劃辦理 

    臺鐵宿舍群雖非法定文化資產，但其坐落土地係屬

歷史建築「臺中火車站附屬設施及建築群(20號倉庫

群)」 定著範圍內。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

定，後續如有新建、增建、改建、修繕、遷移、拆除等

再利用計畫，應報主管機關審查，藉以管制、監督其文

化資產所在區域活化再利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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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願景 

    透過「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興建營運移轉案」計

畫，期望藉由該區商業的帶動並挹注鐵道文化藝術的發

展，呈現出結合商業與文化的嶄新模式，活化臺中舊城

區。另結合市府的「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將舊鐵路路廊空

間，改造成為人行及自行車道，以提供市民一個充滿歷史

懷舊、濃郁人文色彩，百年車站風華再現的休閒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