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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各機關分工計畫 

為活絡原舊臺中市區，面對臺中火車站周邊市有及國有土地亟待

整合活化運用、臺中火車站附屬設施及建築群（新民街倉庫群）、高

架新站穿堂層下方之市區公車轉運站及其周邊交通問題、鐵路高架後

騰空路廊功能縫合都市活動等諸多發展課題。 

 本府重新定位大臺中車站，藉由鐵路高架化後大車站計畫，分

別由本府都發局、交通局分工併行作業，以加速推動開發。府內各機

關分工計畫如下: 

主辦機關 計畫項目 計畫內容 

都發局 
臺中大車站 

計畫 

以 TOD(公共運輸導向的發展，Transit 

Oriendted Development)以及共站分流

構想導入公共建設，將舊城區新核心與

臺中車站周邊共同發展為宜居的「TOD

低碳生活首都」。 

交通局 
車站專用區 

交通整合規劃 

整合捷運、鐵路、公車、iBike 等轉運節

點及停車場，預先規劃未來捷運藍線、

機場捷運通車後各運輸系統間之介面

整合，改善交通設施並營造優質運輸及

人行環境。 

都發局 
綠空鐵道 

軸線計畫 

因應臺中大車站計畫之整體開發及中

區再生計畫，定位為「都市縫合綠廊」，

整合前後站空間，創造人潮的滲流，串

連北段銜接臺糖生態園區，南段銜接臺

中州廳、臺中產業文創園區及刑務所官

邸宿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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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臺中大車站計畫辦理情形 

一、計畫緣起及目標 

大車站計畫的區位位於新、舊臺中車站、干城商業區、臺糖

生態園區及舊城區交匯處，隨著鐵路高架化縫合兩側都市活動，

車站地區定位轉變，計畫以 TOD (公共運輸導向的發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以及共站分流構想導入公共建設，將舊城

區新核心與臺中車站周邊共同發展為宜居的「TOD 低碳生活首

都」。以下為本計畫發展目標： 

(一)以「共站分流」概念，重新定位舊城區新核心，透過立體連

通平臺及人本交通空橋系統擴大公共運輸核心地區，以紓緩

站前交通負荷，並引導人潮分流至周邊據點，串聯文化、商

業、綠帶及開放空間。 

(二)以臺中新車站為核心，利用便利交通系統、生活機能及人潮

等優勢，引入創新創意新產業以活絡中區。 

(三)保留舊鐵道文化並結合綠川水岸廊道，以「線」串聯帶動各

個「點」發展，創造人潮滲流，整合前後站空間，串連北段

銜接干城商業地區、台糖生態園區，南段則配合臺中車站古

蹟活化運用、舊倉庫群及綠空歷史元素，提供舊城區發展的

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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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臺中車站新核心與周邊關係示意圖 

二、整體構想及計畫內容 

(一)結合捷運系統整體規劃 

新臺中車站作為大眾運輸中心樞紐，將「捷運藍線」及

「機場捷運線」之捷運設施增加納入計畫，劃設興建停車場

之基地及轉運空間，由交通局整體考量車站周邊交通轉運動

線，未來將帶來大量活動人潮，進出旅客仍將逐漸增加。因

此以共站分流構想，規劃立體連通平臺及空橋，分流人潮至

綠川、舊城區、北側干城商業地區、南端鐵道文化園區及舊

倉庫群，並藉由綠空鐵道軸線將人潮延伸至臺糖生態園區，

縫合車站南北，打造公共空間環境，串連文化活動及據點，

提供散步、自行車等空間，以活絡中區產業發展，進而帶動

舊城區老舊建物改善及活化。未來大車站計畫周邊將為臺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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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路客運及捷運設施之轉運樞紐，以 TOD 規劃及交通整體前

瞻性考量，紓解舊市區交通及停車問題。 

(二)規劃立體連通設施將人潮分流至周邊地區 

以交通運輸場站共站與立體連通平臺效益，重新規劃原

臺中車站周邊立體連通設施，透過大平臺、天橋、廊道及綠

空軸線等立體連通設施將人潮分流至綠川、舊城區、干城商

業地區及臺糖生態園區。 

 

圖 2-2 大平臺空間模擬圖 

三、推動情形 

(一)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臺中車站地區細部計畫(配合臺中大

車站計畫及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南段)案 

本府為配合臺中都會區鐵路高架化、建國市場遷建契機，

於 107年 3月 12日府授都計字第 1070044326號公告發布實

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更

內容明細表編號第 35 案）」，將建國市場及周邊土地之商業

區、市場用地變更為車站專用區，並規範開發方式、細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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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道路留設、回饋機制等，做為本案細部計畫變更之指導原

則。 

本案細部計畫涉及「臺中大車站計畫」及「綠空鐵道軸

線計畫」等重大建設，為落實整體發展願景，於都市計畫變

更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都市設計管制規範，本案細部計

畫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提供建議意見，全案內容

業於 109 年 5 月 13 日審議通過，僅餘武德街人陳案件尚須

提會審議，經本府積極與所有權人溝通協調並以最大誠意與

所有權人充分說明協調結果，4位所有權人亦釋出善意於 109

年 9 月 17 日簽署同意書，與市府攜手共同合作，同意土地

參與市府主導之原建國市場及周邊地區公辦都市更新案，並

於8個月內拆除4棟建築物，讓本府得以先行開闢計畫道路，

本案已提送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俟審議通過後發布實

施。 

(二)原建國市場及附近地區公辦都市更新案  

配合臺中都會區鐵路高架化、建國市場遷建、原臺中車

站及鐵道空間及倉庫釋出再利用的機會，市府因應臺中車站

周邊整體發展需要，自 100年起配合臺中都會區鐵路高架捷

運化計畫推動都市計畫變更，將臺中車站周邊，如原建國市

場及附近地區之國公有土地，辦理都市更新先期規劃作業，

並於 107年完成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

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第 35 案）、細部計畫草案及擬

定臺中市東區練武段 973 地號等 17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草案公開展覽作業。 

本案為延續臺中大車站計畫內容，辦理更新單元都市更

新事業先期作業及徵求實施者，109 年辦理「臺中大車站計

畫—原建國市場及附近地區都市更新事業招商計畫案」並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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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由廠商辦理整體規劃，預計 110 年擬定招商文件，111 年

辦理招商作業。 

 

 

 

 

 

 

 

 

 

 

 

 

 

 

 

 

圖 2-3 原建國市場及附近地區公辦都更案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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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車站專用區交通整合規劃辦理情形 

鐵路高架化後城市再造，臺中車站周邊各項重大建設計畫陸續啟

動，包含大智路打通、臺中鐵道文化園區、臺糖生態園區、大臺中翡

翠珍珠計畫、三井 Lalaport，加上即將有捷運系統(捷運藍線及機場

捷運)匯集至臺中車站，預期未來將有大量人潮進出車站地區，且周

邊交通行為即將改變，須就大眾運輸轉乘、停車空間、人行動線及設

施介面整合進行規劃，以確保車站專用區交通設施能符合未來交通需

求。 

 

圖 3-1 臺中車站交通任意門示範區示意圖 

一、形塑轉運樞紐，大眾運輸轉乘任意門 

臺鐵臺中站為中部地區及臺中市都會區之重要進出門戶，周

邊大眾運輸系統包括國道客運、公路客運、市區公車及 iBike，

未來更將規劃提供捷運藍線及機場捷運之交通服務。為提升民眾

搭乘大眾運輸意願，完善臺中車站整體交通服務，以「交通任意

門」之理念，透過「共站分流」方式，以達到人車分流、無縫接

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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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站周邊公車路線多達 90餘條，目前大平臺下之臺中轉

運中心，尚不足容納周邊所有公車路線，多數路線分散停靠於周

邊道路，為改善站牌分散各處造成乘車之不便及候車空間，需於

車站專用區增設轉運站，收納路線以滿足民眾搭乘需求，並提供

舒適候車環境。規劃增設轉運站設置足夠月臺席位，搭配相關硬

體設施及候車空間，滿足未來公車、客運停靠及班次需求。並整

合轉乘資訊，提供民眾清晰易懂乘車訊息，以提升轉乘服務及有

效導引民眾使用。同時以大眾運輸使用為優先，規劃適當空間及

動線區隔大眾運輸與一般車輛，透過共站分流方式有效分散車流，

以打造永續及綠色運輸環境。 

二、妥善規劃停車空間，智慧化停車管理 

臺中車站周邊區域停車需求高，因應未來車專區發展，除要

求新建案將停車需求內部化，同時增設公有停車場以吸納車專區

及周邊設施衍生停車需求，以及滿足停車轉乘需求。目前已爭取

到前瞻停車場計畫，規劃設置汽車 609格、機車 316格。另針對

不同族群需求及因應未來發展綠能之趨勢，規劃設置親子、無障

礙及低碳運具停車空間，設置充電及交換電池設施，以滿足未來

各類型車輛停放需求。 

另為減輕停車場進出車輛對周邊道路之交通衝擊，整體規劃

設計車專區各計畫停車場出入口，優先選擇交通量較低之次要道

路，並與交叉路口保持適當距離，減少停車場進出車輛對道路通

過性車流影響。 

此外，規劃於車專區導入完善智慧停車管理系統，結合進場

動態導引、在席偵測及車輛辨識等智慧化管理措施，提升車輛進

離場效率並增加停車周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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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新設轉運站外觀示意圖 

三、友善人行動線，提供便利移動服務 

隨著車站專用區周邊開發計畫完成，預期尖峰小時將有近 3

萬人流進入車站地區，為因應臺中車站地區未來衍生龐大之人流，

以「共站分流」為交通策略，整合捷運、鐵路、公車、iBike、

停車場及周邊建物之整體人流動線，規劃人行立體連通設施，以

有效進行人流串聯，提供民眾更加便利且完善之步行轉乘空間。 

各運具之接駁轉乘動線以簡單、連續及易辨識為規劃原則，

並透過水平及垂直整合提供乘客直接轉乘之便利性，此外，行人

穿越動線採「人車分離」方式規劃，以降低人行與車行動線之衝

突點，提升行人步行之安全性。 

另規劃透過天橋、一樓廊道、二樓廊道及人工平臺等人行立

體連通設施，並沿車站地區主要道路設置，形成便利且安全之行

人空間。此外，因應未來高齡人口趨勢，人行設施亦考量老年人

之行動需求進行相關規劃，提供友善無礙之步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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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合各項交通建設及開發單元工程界面 

考量車站專用區各項交通建設及開發計畫時程不同，需預就

各計畫之工程界面進行整合及預留，以串聯交通設施及商業設施，

帶動整體發展。目前分就大平臺、平面空間及地下空間，提出整

合規劃構想，如圖 3-3，分項說明如下。 

 

圖 3-3 交通建設及車專區用地整合構想示意圖 

以大平臺連結臺鐵臺中站、臺鐵用地、市府用地及國防部用

地等三棟商業大樓及轉運中心，並設置電梯、手扶梯及無障礙電

梯，大平臺規劃人行步道、綠帶植栽、店鋪設施及休憩空間，提

升人工平臺與其他設施之人行動線便利性，以及更安全、方便、

連續、舒適及友善之人行空間。 

平面則配合綠空廊道計畫，規劃佈設自行車道，並利用植栽

綠帶分隔行人步行空間，達到人車分流效果，並規劃設置開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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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提供民眾休憩空間。 

地下停車場、捷運藍線及機場捷運則透過地下連通道串連，

各系統銜接處預留人行通道缺口，並於連通道留設垂直連通設施，

可直接連接至 1F 及 2F 空間，提升人工平臺與其他設施之人行

動線便利性，打造更安全、方便、連續、舒適及友善之人行空間。 

 

 

 

 

 

 

 

 

 

 

 

圖 3-4 各交通建設及車專區用地空間整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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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辦理情形 

一、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南段) 

案名：臺中文化城中城歷史空間再造計畫-綠空鐵道軸線計畫第

一期工程 

獲文化部前瞻基礎建設-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補助，計畫經費

新臺幣 1.92億元，工程範圍為互助街至國光路-林森路，已完工

驗收。  

二、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北段) 

案名：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北段）人行環境改善工程 

獲內政部營建署前瞻基礎建設-提升道路品質亮點計畫補助，

計畫經費新臺幣 4.67 億元，工程範圍包含本府建設局辦理臺中

市提升道路品質計畫-亮點類-人本道路改善工程(雙十路-南京

路)工程經費 1.13 億元，本府都市發展局辦理綠空鐵道軸線計

畫(北段)人行環境改善工程經費 2.8 億元，其中綠空鐵道軸線

計畫(北段)人行環境改善工程分為 3 個工區，分別為 1.南段二

期人行環境改善工程 2.北段人行環境改善工程(復興路-進德

路)3.人本道路改善工程(復興路-進德路)，目前均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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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辦理進度 

(一)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南段) 

工程已完工驗收。 

 

 

 

 

 

 

 

 

 

 

 

 

 

 

圖 4-1 南段完工照片 1 

 

 

 

 

 

 

 

 

 

 

 

 

 

 

圖 4-2 南段完工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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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北段) 

工作項目含本府建設局辦理臺中市提升道路品質計畫-

亮點類-人本道路改善工程(雙十路-南京路)及本局辦理綠

空鐵道軸線計畫(北段)人行環境改善工程，目前均施工中。 

 

 

 

 

 

 

 

 

 

 

 

 

 

 

圖 4-3 人本道路改善工程(雙十路-南京路)示意圖 

(預計 109年 12月中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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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北段)人行環境改善工程－ 

南段二期人行環境改善工程示意圖 

（除電梯及無障礙斜坡道於 109 年 12 月中完工外， 

其餘項目預計 109 年 11 月中完工） 

 

 

 

 

 

 

 

 

 

 

 

 

 

 

 

 

 

 

 

圖 4-5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北段)人行環境改善工程－ 

北段人行環境與人本道路改善工程(復興路-進德路)示意圖 

（預計 109 年 11 月中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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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時程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南段)已完工驗收，惟因周邊尚有綠

川水岸改善工程、臺鐵局鐵道文化園區工程、互助街至國光

路平面路段工程及國光路地下道與建國路橋拆除工程等，目

前尚在施工中或即將進場施工，為維護人行安全動線，將會

同相關單位協商開放範圍後，儘速開放使用。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北段)部分，待完工驗收後，預計 110

年儘速開放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