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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辦理進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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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範圍及內容概述 

(一) 計畫（基地）範圍: 

  本案基地位於市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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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車站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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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包含國定古蹟「臺中火車站」、原第1月臺及第2月臺、

歷史建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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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文化園區 E區及 B區、新臺

中車站地面1、2層的商業空間及地下停車場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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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道文化園區交付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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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車站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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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空間及住宿設施等使用。 

(四) 基地土地及建物使用現況： 

1. 基地：目前周邊工程陸續完工，惟臺中都會區鐵路高

架捷運化計畫-CCL731臺中車站段主體工程仍進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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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2. 國定古蹟臺中火車站(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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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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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興

建營運移轉案」，後續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點交

予經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 歷史建築20號倉庫群(ROT)：因應「臺中車站鐵道文

化園區興建營運移轉案」，後續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點交予經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4. 歷史建築臺中市後火車站(R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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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臺中車站鐵道

文化園區興建營運移轉案」，後續由交通部臺灣鐵路

管理局點交予經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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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經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一併納入規劃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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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T：範圍包含國定古蹟「臺中火車站」部分（含前站、

第一月臺及第二月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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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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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期程與目前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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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共計50年，其優先訂約可延

長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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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使用執照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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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照後營運。 

3. ROT及 OT範圍內之文化資產(含第二月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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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使用許可後營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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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裝修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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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興建營運移轉案」於107

年12月7日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與經典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簽約，目前契約執行中，依其內容規範應於108

年6月30日完成點交事宜，並於點交日翌日起30天內完

成地上權簽訂事宜，另經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預計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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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注31億元投資資金。 

    本府於108年3月7日以府授文資古字第1080051625

號函發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提醒有關本鐵道文化園

區相關規劃需依循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古蹟修復及再利用

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並提供相關協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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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規定略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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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轄下臺中貨運服務所等依據上開規定，已檢送管理維護

計畫並依循古蹟管理維護資料檔案建檔與彙送要點規定

於每年度檢送去年度管理資料，藉以落實管理維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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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臺中車站鐵道文化園區促參範圍內法定文化資產列表 

照片 名稱 身分 地段 

管理 

單位 

辦理 

方式 

 

臺中火車站 國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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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經典國

際股份有

限公司進

行 OT 、

ROT 及 維

護管理。 

 

 

臺 中 市 後

火車站(舊

稱 ： 中 南

驛) 

歷史建築 

東區復興段三

小段1、1-4及

2-2。 

 

臺中火車站

附屬設施及

建築群 (20

號倉庫群) 

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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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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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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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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結合本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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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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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大智路打通辦理進度 

一、 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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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2年起

臺灣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即進行「臺中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計畫」、

「臺中市區鐵路立體化工程(局部高架化)」等臺中都會區鐵路改善計

畫，其間因政府財政困窘造成計畫延宕。後因應:(1)臺鐵轉型；(2)配

合臺中捷運；(3)高速鐵路等交通建設；(4)臺中、豐原及潭子車站地

區都市更新契機，推動「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期整體改

善臺中都會區鐵路沿線與車站周邊都市發展。 

  「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將豐原車站至大慶車站間鐵

路高架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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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都市交通功能(聯絡高

鐵、填平24處地下道並配合臺鐵捷運化增設5處通勤車站)；另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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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車站周邊路網共規劃主要聯外道路(中正路、復興路、建國路、

民權路)、市區主要道路(中山路、民族路、新民街、武德街、八德街、

成功路、南京路、大智路、綠川東西街、互助街、進德路)及地區道路

等道路系統，及高架捷運化之鐵路、臺中車站、公車轉運站等大眾運

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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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內容 

  大智路延伸打通道路係為服務新臺中車站及聯繫站區前後之重

要動線，亦為市中心聯繫東區之重要道路，將有助於帶動東區發展，

同時也為行政院核定「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應配合辦

理之事項。 

  採用道路順接之方式延伸大智路新闢道路，實係大智路與復興

路皆為四線道之主要幹道，評估現階段尖峰時間之車流量，及未來

鐵路高架建設完成後，銜接鐵路高架站出入口及交通轉運站之交通

動線，並審酌大智路延伸線形之順暢性及安全性等層面，再考量採

用雙Ｔ路口連通大智路，兩路口距離僅 10 公尺，且車道儲車空間不

足，即便配合路口號誌規劃，其打通後路口服務水準降低，且鐵路

高架計畫此一重大建設之完成，勢將造成此一區域對於道路服務水

準的需求倍增，倘採取雙 T路口方式連通大智路，而將現有已做為停

車場預定地之停 35 用地撥用作為道路用地，將造成此一區域停車用

地之嚴重不足，則採用雙Ｔ路口不僅將造成道路服務水準降低，亦

使得臺中車站周邊停車空間之缺乏，反而更無助於車站前後站之串

連。 

  經綜合考量大智路延伸線形之順暢性、安全性等層面，道路線

形以道路順接為較佳方案，故本案依據都市計畫將開闢長度約 160公

尺、寬 20 公尺之道路，完成後可使旅行時間節省、行車成本節省、

肇事成本節省及土地使用效益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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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大智路打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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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辦理進度 

(一) 大智路新闢工程(大智慧大樓等變更為道路用地)前經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以直通方式，採行連接前後站之大智路

方案辦理，已由本府 104年 7月 17日以府授都計字第

1040142347、10401423471號公告發布實施，且分別於104年

11月3日、104年12月29日及105年3月29日舉行三次公聽會，

會中由相關權責機關針對所有權人等所陳都市更新、以土地

交換、一樓挑高原地重建或聯合開發方式等疑義提供說明。

又為維護所有權人財產權益，經取得三家不動產估價師之查

估成果，擇優補償所有權人，已於106年8月3日召開協議價購

會議，總計有大智慧大樓內及大智路打通範圍土地各1位所有

權人完成協議價購；本案徵收計畫書由地政局106年10月18日

陳報內政部，內政部於106年11月24日退請就輔導轉業措施、

交通手段、其他取得方式、協議價購價格訂定資訊及訴訟案

件辦理情形查明補正，建設局已逐項查明修正；另按土地徵

收條例第30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

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已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於107年3月

28日評定市價。 

(二) 內政部107年6月20日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160次會議決議「保

留，查明後再議。」，理由為以徵收方式辦理用地取得之必要

性，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請市府再具體評估，並就列席民

眾所提方案（1.以地易地、2.偏移式路口、3.停35變更為人

行廣場、4.公私辦都市更新方案）可行性詳予回應，第二次

退請查明。 

(三) 經107年10月11日召開第2次協議價購會議，已就所有權人所

提方案以簡報方式詳細說明，仍無人同意協議價購。 

(四) 為提高所有權人價購意願，建設局委託估價師將勘估標的室

內裝修成本之適當價格納入評估範疇，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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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之法令估價，適度調整補償金額，經地政局107年12月26

日協議價購價格審查通過；另，為利將來用地取得順遂，於

108年2月11日、16日及19日邀請大樓所有權人代表，針對所

提可裁量議價空間、自動拆除方式及公司受領補償之稅務繳

納疑義等，先行協調說明： 

1. 針對所提公司可能會被課稅部分，除依所得稅法規定可免

稅部份，其餘部份因涉國稅局個案認定問題及公司治理盈

餘分配，己協助整理初步法規及說明，請其洽所屬公司會

計師再行研討。 

2. 針對協價裁量空間部份，業已說明市長及局長重視此案推

展，若能取得所有權人共識，本局亦將積極協助簽辦。 

3. 領取自拆獎金需整棟建物拆除後才能領取，如有相關案例

可參考，請其提供。 

(五) 原編列用地費4億元（含105年1億元，106年3億元），經支付

第一次協議價購金額1344萬8,125元，僅賸餘約3億8,655萬餘

元；目前以地政局107年12月26日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報告金

額，於加計自動拆遷獎勵金、營業損失及議價空間等，共需

約7億 l,688萬元，約不足3億3,033萬元，已辦理108年第 l 次

追加預算，因應資金缺口。 

(六) 本案目前由建設局與大樓所有權人代表持續溝通，並先行說

明裝潢補償、自動拆除方式及受領補償之稅務繳納等疑義，

以期用地取得順遂，預計於108年4或5月召開第3次協議價購

價格審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