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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中市重要道路開闢進度 

為完善都市計畫路網系統、打通瓶頸路段、改善地方交通、紓解道

路壅塞、建構完善的大臺中路網，本府建設局持續辦理相關重要計畫推

動，如培德路連接中台路至同安西巷通往忠勇路、市政路延伸、大肚和

美跨河橋梁等諸多相關重要計畫，相關計畫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培德路連接中台路至同安西巷通往忠勇路 

為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聯外道路，計畫範圍如圖1-1-1，待

開闢之道路分段說明如下： 

(一) 南屯區精密園區精科路打通至永春南路工程： 

待開闢道路長度約440公尺、寬度30公尺，所需經費約2億

1,420萬元(工程費約7,920萬元、用地及地上補償費約1億

3,500萬元)。 

(二) 南屯區中台路拓寬工程(培德路至台貿路)： 

待開闢道路長度約960公尺、寬度15公尺，所需經費約1億

4,140萬元(工程費約8,640萬元、用地及地上補償費約5,500

萬元)。 

(三) 南屯區同安坑厝幹線排水北側15公尺道路開闢工程(忠勇路

至台貿路)： 

待開闢長度500公尺、寬度15公尺，所需經費約7,580萬元(工

程費6,000萬元、用地費及地上物補償費約1,580萬元)。 

(四) 辦理情形： 

所需總經費共計4億3,140萬元，本府建設局已錄案辦理，將

俟待財源籌措有著後辦理開闢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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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1 工程位置圖 

  

①南屯區精密園區精科路打通至永春南路工程 

②南屯區中台路拓寬工程(培德路至台貿路) 

③南屯區同安坑厝幹線排水北側 15公尺道路開闢工程(忠勇路至台貿

路) 

② 

①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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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大肚-彰化和美跨河橋梁 

臺中市大肚區與彰化縣和美鎮南北比鄰，相隔烏溪兩岸區域僅能依

賴台 17線中彰大橋及台 1線大度橋聯絡，長期以來兩地聯通道路較為

缺乏，民眾往來需繞行超過 10 公里，除無法發展區域生活圈外，不利

交通紓解及防災。另臺中大肚區雖然有國道 3號經過，因沒有設置交流

道致居民未直接受益，臺中市政府及彰化縣政府基於地方民眾區域通行、

上下交流道需求以及均衡區域發展，共同合作計畫闢建大肚區與和美鎮

之聯絡橋梁。 

(一)工程規模： 

本計畫道路長約 1,440公尺、規劃寬度 22公尺。 

(二)工程經費： 

總經費約 30億 1,032萬元(工程費約 30億 595萬元；用地費

約 437 萬元)，工程經費由本市與彰化縣各分擔 50%，並由本府主

政辦理工程。 

(三)辦理情形： 

本市分攤經費部分經內政部營建署 111 至 116 年生活圈道路

交通建設計畫同意補助。本案已於 111年 3月完成細部設計，並於

111年 6月 20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經費審議通過，111年 6月

24日公告上網招標，目標今年 12月前完成工程開工。 

圖 1-3-1 完工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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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政路延伸工程 

臺中市西屯區之東西向交通目前以臺灣大道(原台中港路)為重要

之交通幹線，惟臺灣大道之交通容量已趨於飽和，故需開闢東西向市政

路延伸工程，串聯臺中市工業區及七期重劃區，以紓解中科園區、工業

區計畫帶來之龐大車流，及臺灣大道周邊交通壅塞。 

(一)工程規模： 

本工程東起西屯區市政路及環中路交叉口，向西跨越筏子溪、

穿越中山高及高鐵、銜接安和路並延伸至工業區一路(如圖 1-2-1

至圖 1-2-2)，全長 1,950公尺，都市計畫道路寬 60公尺，開闢後

將健全工業區交通路網，改善東西向交通，疏解臺灣大道及周邊道

路車流。 

(二)工程經費： 

本計畫總經費 69億 500萬元，包含工程費 34億 7,500萬元、

用地費約 34 億 3,000萬元，為加速計畫推動，分期舒緩附近壅塞

車流，並兼顧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採分段開闢(以安和路為分界)辦

理用地取得作業。 

(三)辦理情形： 

1. 第 1標(工業區一路至安和路)： 

(1) 長 750公尺，所需總經費約 22億 7,000萬元(含工程費約 7億

8,800 萬元、用地費 14 億 8,200 萬元)，用地已於 109 年完成

全數取得，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已於 111年 5月 3日函文

核定全案設計。 

(2) 工程刻辦理採購招標程序，預計 111年開工，113年完工。 

2. 第 2標(安和路至環中路)： 

(1) 長 1,200公尺，所需總經費約 46億 3,500萬元(含工程費約 26

億 8,700 萬元、用地費 19 億 4,800 萬元)，已於 109 年 12 月

及 110 年 9 月召開 2 次用地取得公聽會，並於 110 年 11 月及

111年 1月召開協議價購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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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已取得約 57.97%所有權人同意，全段取得土地面積已超

過 84.18%，本局將持續辦理溝通協調，且目前有多數所有權

人採容積移轉方式捐贈土地，將大幅加速用地取得進度。 

(3) 本案預計 112年用地取得後辦理工程開工，預計 114年完工。 

圖 1-2-1工程位置圖 

 

 

 

 

 

 

 

 

 

 

圖 1-2-2分標位置圖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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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項重大建設涉及文化資產保存之處理方式 

於辦理重大建設時，常有不預期發現工程範圍有文化資產，如十三

期重劃、臺中火車站機關車庫、綠空鐵道、西大墩公園、清水運動中心、

聯勤招待所等諸多相關重要計畫，其相關計畫涉及文化資產保存之處理

方式及辦況說明如下。 

一、 十三期重劃 

(一)  重劃區背景簡介 

第 13 期市地重劃區屬 93 年 6 月 15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

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次通盤檢

討）（有關計畫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用地、後期發展區

部分）」劃定之整體開發單元六、七範圍，坐落於臺中市南屯區及

南區等部分行政區域，總面積約 230公頃，土地所有權人數約 2,500

人，為本府積極推動之重大公共建設，重劃完成後可解決原後期發

展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先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之土地分配問題，加

速都市健全發展及繁榮，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增加土地所有權人財

富，亦可節省政府支付鉅額公共設施用地徵購費用。 

 

圖 2-1-1臺中市第 13期市地重劃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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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臺中市第 13期市地重劃區範圍圖 

 

(二) 文化資產保存歷程： 

本重劃範圍內發現之文化資產摘述如次： 

1. 麻糍埔指定遺址：102年 1月 18日指定為直轄市定遺址，並

於 103 年 6 月 19 日公告變更遺址指定範圍，為營埔文化至

番仔園文化早期發展歷程之代表，含有豐富的史前遺留（包

含牛罵頭、營埔、番仔園 3個文化層），為臺中盆地內少數

之大型遺址，具有聚落遺址研究及文化展示教育之意義。 

2.  舊南屯溪文化景觀：103年 12月 3日公告登錄為臺中市文化

景觀，代表先民當年溯溪至臺中開墾之歷史意義，對南屯地

區的發展具有歷史、文化上之意義與價值，且舊南屯溪畔有

史前文化麻糍埔遺址，反映過去人類利用此溪水生活之意義。

另「麻糍埔遺址」周邊區域（如舊南屯溪兩側馬路區域）雖

未予以指定保存，惟仍有文化層現象，為保存維護遺址文物，

故經 103年 11月 24日本市遺址審議委員會決議連同重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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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方區域內原有疑似遺址分布之「番婆庄遺址」劃入列冊

追蹤。 

3. 麻糍埔及番婆庄列冊遺址：依照 103 年 4 月 14 日及 103 年

11 月 24 日臺中市 103 年度第一次、第二次遺址審議委員會

審議決議，配合「臺中市第 13期市地重劃工程第一至四標範

圍遺址調查試掘計畫成果」將麻糍埔指定遺址周邊地區及番

婆庄遺址至大慶車站之間列為列冊遺址範圍。 

 

圖2-1-3臺中市第13期市地重劃區文化資產位置示意圖 

 

(三)   市地重劃開發與文化資產保存之衝突與對策： 

本重劃區自 99 年 1 月間重劃計畫書公告後，陸續辦理如工

程規劃設計、地上物補償查估等各項重劃作業，開發期間遭遇

市定麻糍埔古考遺址之指定、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等重要文化及

地景資源保存，致與現行都市計畫有所衝突，對於整體重劃作

業進度影響甚鉅。由於市地重劃為實現都市計畫的開發方式之

一，為落實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並順應生態城市規劃理念與

防洪排水等開發趨勢之需要，同時兼顧市地重劃可行性，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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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變更以重新檢討該地區之都市計畫配置，並以重劃作

業及重劃工程面向研謀因應對策： 

1. 重劃作業面向：為保存文化資產導致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增加，為免加重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公共設

施比例致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要求都市計畫檢討降低公

共設施用地比例，使與原重劃計畫書所預估之面積一致，並

於變更後街廓深度較深處，增加劃設計畫道路，以使土地分

配具體可行。原屬住宅區因考古遺址保存變更為公共設施用

地及坐落於列冊遺址範圍之住宅區用地部分，則於土地分配

階段參考其原臨路條件進行配地及評定重劃前後地價時酌

予考量，以維持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並因應日後土地所有權

人開發建築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額外辦理遺址監看、試

掘或搶救等措施可能衍生之爭端。經於 110年 2月 5日舉行

土地分配草案說明會，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分配結果整體滿意

度高達 93.9%，績效顯著。 

圖 2-1-4臺中市第 13 期市地重劃區變更前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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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臺中市第 13 期市地重劃區變更後都市計畫示意圖 

 

2. 重劃工程面向：重劃區內各項公共設施工程涉及遺址保存範

圍者，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應先進行相關遺址保

護措施後始得施工，包含遺址搶救及施工監看等措施。為求

遺址保存施重劃工程併行之方案，本府 105 年間與本市文化

資產處簽訂代辦協議書，藉重該處文化資產專業代辦臺中市

13 期重劃區第一、二、四標工區涉及麻糍埔暨番婆庄遺址雨

污水下水道搶救發掘計畫、臺中市 13 期重劃區第一標工區

涉及麻糍埔遺址滯洪池工程搶救發掘計畫及臺中市第 13 期

市地重劃區內施工監看與搶救發掘計畫等案，及本局自行辦

理臺中市第 13 期市地重劃區內施工監看與搶救發掘計畫為

因應，截至目前文資處代辦計畫均已結案，本局自辦除涉及

工作面開挖部分仍需辦理施工監看外，餘均已完成相關搶救

發掘作業，後續已責成施工廠商戮力趕辦各項重劃工程，期

能縮短施工期程，儘速完還地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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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臺中市第 13期市地重劃區遺址搶救發掘情形圖 

 

(四) 結語： 

第 13 期大慶市地重劃區重劃工程部分截至目前尚有環中路

西側拓寬工程、滯洪池工程及整合標工程仍在施工中，工程進度

分別為 89.37%、90.14%及 38.38%，其中涉及土地所有權人土地登

記及交接部分為整合標工程，預計於 112年下半年完工，土地分

配部分在本局肩負使命夜以繼日的努力下，於 110 年 5 月 27 日

完成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截至目前已囑託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理土

地登記筆數佔私有土地比例近 8成，土地所有權人多年的期待終

見曙光，將賡續視重劃工程進度辦理土地登記及交接。 

本府於辦理公辦市地重劃期間，遭遇諸如考古遺址、文化景

觀、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保存問題，導致整體作業期間延宕影響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透過藉重各相關局處之專業領域共同協力合

作排除困難，使重劃開發保留在地事物的文化紋理，將公共設施

朝向人文及歷史的優質格局，落實開發效益，創造都市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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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中火車站機關車庫 

(一) 102 年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以下簡稱鐵工局）進行「臺中

都會地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 CCL731臺中車站段主體工程」，

因屬重大工程建設，由鐵工局委託考古單位進行施工監看，102

年考古單位監看南側區域時發現接鄰北側區域邊緣處露出疑

似日治時期磚構，文化局分別於 102年 3月 1日、3月 21日邀

集專家學進行現勘，決議因第一階段工程不妨礙該磚構保存，

可繼續施作，該磚構後續處理方式，應俟第二階段施工前，由

文化局召集相關學者專家進行討論。 

(二) 第二階段工程於 105 年 10 月開始，本階段工程因影響前揭磚

造遺構，文化局分別於 105年 8月至 106年 4月止共辦理 5次

專案小組會議討論保存方案，會議決議本遺構確有保存之價值

與必要。 

(三) 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局）嗣於 108年 10月 31日提

送申請登錄歷史建築，因該時遺構所在區域工程尚在進行，決

議請鐵工局完工後通知文化局。鐵工局於 109年 9月 2日通報

完工並完成遺構清理復原，於 109年 11月 25日提交套繪圖資，

經 110 年 5 月 6 日召開審議會審議通過登錄歷史建築，名稱

「臺中車站機關車庫遺構」，管理維護單位為臺鐵局。 

 

 



 

13 

圖 2-2-1「臺中車站機關車庫遺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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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 

(一) 緣起： 

臺中長期因鐵路經市區造成都市空間結構分割，藉由臺中

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促使鐵道兩側之都市空間與發展

進行再結構，為臺中地景的大變革。 

早期臺中發展始於 1900年開始的市區改正計畫，1905年設立

「臺中驛」，臺中車站代表了臺中的起源，周邊空間也皆具獨特

的歷史意義，高架後之橋下空間、臺中車站周邊舊倉庫及宿舍等

歷史建物與周邊土地之整體規劃、再利用與開發，成為鐵路兩側

都市空間縫合、再生之重要課題，綠空鐵道 1908(Taiwan 

Connection 1908)在都市空間縫合與保留城市歷史紋理之立基下，

透過整合臺中車站周邊地區，創造更佳之都市環境、土地利用、

產業活動、都市意象及建築景觀風貌，進而帶動周邊發展，以築

巢引鳳的理念，打造百年車站新格局，帶動臺中車站周邊中城地

區之整體發展。 

圖 2-3-1綠空鐵道軸線計畫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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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範圍： 

綠空鐵道 1908(Taiwan Connection 1908)位於臺中舊市(城) 

區，計畫範圍以舊鐵道沿線為主軸，分為南北兩段；南段為國光

路至互助街，北段為復興路四段至進德路。中段車站專用區則由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其範圍約

1.6公里長之發展軸帶橫跨中區(綠川里)、 東區(干城里、泉源

里、新庄里)、西區(民生里、利民里)、南區(長春里、長榮里) 

等四區八里。 

 

 

 

圖 2-3-2計畫範圍圖 

 

(三)  文化資產保存與處理方式： 

綠空鐵道軸線已於 110年 3月全部完成，全線雖皆非屬法定

文化資產，但是本計畫於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仍保留鐵道文史設

施構件，施工開挖過程中，發現綠川歷史橋檯遺構後，亦立即辦

理變更設計，保留既有結構，另設置了一面能夠講述臺中鐵道歷

史發展、橋檯歷史背景且兼具維護遺址的玻璃牆，讓往來民眾得

以閱讀此玻璃牆上的詩詞，進而窺探後方聳峻的橋檯遺構之美。 

綠空鐵道軸線將此百年的鐵道文化遺產構成供市民使用的

城市生活博物館，將原本阻隔封閉的鐵道設施轉變成生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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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活等多元機能的都市休憩空間。周邊原本分散零碎的重要政

治、產業及文教的文化資產據點，因綠空鐵道串聯為觀光網絡，

多元功能的景觀設施配置，結合地方故事，造型隱喻鐵道意象，

街道家具標示地方文史，使民眾在休閒中也能認識臺中歷史及都

市發展演變。 

 

 

 

圖 2-3-3綠川歷史橋檯遺構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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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大墩公園環保節能減碳館暨兒童國民運動中心 

(一) 計畫位置： 

「臺中市西大墩公園環保節能減碳館暨兒童國民運動中心」座

落於西屯區福德段 81 地號土地，總經費 6,700 萬元，興建基地位

於西屯區環中路二段、福科路與福科二路間，基地南側為本案建築

基地規劃興建二層樓建物，地上一樓為文化遺址展示空間、多功能

運動空間，二樓為兒童運動中心，及頂樓綠化屋頂，其他空間則為

停車場及室外景觀。 

圖 2-5-1本案建物模擬圖 

(二) 考古計畫起源： 

市定文化遺址「西大墩遺址」 位於台中市西屯區福德段 81

地號(12期重劃區公兼兒 6用地），總面積約 2.7公頃之西大墩公

園內，於民國 98年因民間基金會捐建「臺中市西大墩公園環保節

能減碳館暨兒童國民運動中心」進行工程時挖掘出史前文物，故由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團隊進行全面考古挖掘，並由市府於民國 100

年 8 月 31 日以府授文資字第 100065322 號函公告為市定文化遺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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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間說明及辦理進度： 

本場館係由民間基金會捐建 6,700萬元於本市西大墩公園內

興建環保節能減碳館，因公園基地內有珍貴的「西大墩考古遺址」

極具文化意義，經由建築與景觀設計手法保存重要歷史遺址，再落

實本府推動兒童運動中心的構想，定位為「臺中市西大墩公園環保

節能減碳館暨兒童國民運動中心」。場館及園區規劃重點特色如下： 

1. 西屯區第 1 座兒童專屬的動態運動中心：也是本市第 1 座

結合環保節能減碳教育的兒童運動中心，提供兒童專屬的

室內運動空間，培養認知能力及肢體協調力發展。 

2. 場館與文化遺址融合：西大墩公園位於市定「西大墩考古遺

址」範圍，場館設計時即結合環保節能與古蹟文物保存價值

觀，館內規劃有西大墩文化遺址展示區，展示西大墩考古遺

址出土之界牆及出土遺物複製品，讓市民了解西大墩地域

的人文史跡，並提供學校教育推廣歷史文化。 

3. 設置浮力通風塔：在屋頂觀景平台設置浮力通風塔調節室

內溫度，達到節能效益。 

4. 建置陽光公廁：場館 1樓即設有陽光公廁及親子廁所，可獨

立對外供民眾如廁使用。 

5. 考古遺址變自然花園：利用展館戶外公園草地結合景觀美

化，採用大肚山原生植栽，象徵著大肚山平埔族的生活花圃，

整體配置就像自然迷宮，民眾穿梭在公園中，可感受文化遺

址並親近植物。 

主體結構已於 111年 6月底完工，運動局於 111年 7月 15日

進場施作細部裝修及建置兒童國民運動中心各項設施，預計 8 月

底建置完成後即可申辦消防勘檢、請領使用執照、室內裝修許可證

明及送水送電作業，朝 111年 9月底前對外啓用，後續並由運動局

負責營運及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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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本案為企業參與、公私部門共同協力完成，西大墩公園內有

文化遺址的特色，可提供市民體驗具歷史教育意義，並將具有永續

環保節能減碳功能的場館，再納入兒童運動中心機能，使本場館的

內容更豐富多元，成為本市新特色場所亮點。 

圖 2-6-1完工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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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水國民運動中心 

(一) 計畫位置： 

「清水國民運動中心」座落於清水區體 2用地(槺榔段 7-1地

號等 23筆土地及銀聯段 787地號等 6筆土地)，總經費 6億 3,241

萬元，採統包方式辦理工程興建，基地由中央路分成兩側，中央路

東側為未來發展範圍灑草籽進行綠化，中央路西側為本案建築基地

規劃興建四層樓建物，地上一樓為溫水游泳池、兒童運動中心、多

功能運動空間，二樓為設備機房，三樓為體適能中心、綜合球場及

韻律教室，四樓為競技運動中心，其他空間則為停車場及室外景觀。

於 111年 1月 5日開工，建築規模為地上四層、鋼骨鋼筋混凝土構

造，目前辦理地質改良工程，預定 113年 8月完工，完工後將交由

運動局維護管理。 

圖 2-5-1本案建物模擬圖 

 

(二) 考古計畫起源： 

基地用地由臺中市政府規劃於本市清水區槺榔段 7-1 等與

銀聯段 789 等地號多筆土地進行開發，本基地參酌考古文獻得知

其所在位置正好位於 2008 年繪製定義之清水中社考古遺址分布

範圍的西北側，因無法確知基地內是否具有考古遺址類文化資產意

義與價值，因此依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110年 7月 29日中市文資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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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1100006321 號函通知辦理清水．中社遺址考古試掘評估，確

認基地範圍內是否具有考古遺址類文化資產價值。 

(三) 研究與計畫範疇： 

臺中市清水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於公開招標期間，已

於契約等相關招標文件中，提到須辦理考古遺址價值及內涵調查評

估作業，並為工程期程順遂，統包廠商(東盟營造有限公司)委託國

立成功大學（考古學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進行考古遺址價值評估

相關作業完成。相關執行方式臚列如下： 

1.  計畫執行項目與方法： 

本計畫依計畫需求以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範，運用以

下方法進行評估研究工作。 

(1) 田野考古試掘與鑽探： 

依據田野考古學中之調查、發掘等方法，於規劃基地現場

預定建築區域進行抽樣探坑考古試掘，於基地區域範圍內規

劃 7 個 2 公尺×2 公尺的試掘探坑進行發掘工作，總計發掘面

積為 28平方公尺，但實際坑位佈設仍需依基地地表狀況予以

調整坑位，另根據探坑位置補充設置 7處人工鑽探孔，如此得

以進一步確認基地內是否具有遺址類文化資產之價值。 

(2) 發掘之記錄與整理： 

針對考古發掘過程進行各種發掘記錄，包括以文字、影像、

圖繪等方式進行之處理記錄，並整理成可茲保存之案卷。並依

「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九條規定，完成副本製作，

未來與標本清冊及標本送交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保存。 

(3) 資料整理分析： 

依據考古學研究方法針對出土之各項資料進行整理、分

析包括標本清洗、編號、分類、統計，圖繪其重要且具有代表

性標本，同時將部分標本送請實驗室分析。 

(4) 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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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出土遺物、遺跡進行文化內涵分析研究，並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及其子法〈考古遺址指定廢止審查辦法〉中，

關於遺址重要性的條件來分析試掘區域遺址文化內涵的重要

性，同時比較遺址範圍內各區域的遺物、遺跡分布與重要性強

度，提供文化資產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未來行政處分之依據。 

依據上述調查、發掘記錄以及標本等各項資料整理研究

所得結果，依考古學通用格式完成基地內之評估報告撰寫，以

為文化資產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之政策參考。 

2.  計畫研究範圍： 

本基地位於鎮政路及中央路交叉口之西北側，屬於槺榔段 

7-1、8、9、10、 11、12、13、14、15、16-1、18-3、26-1、27、

28、29、30、30-1、31、32、33、 33-1、34、35 及銀聯段 787、

788、789、790、791、793-1 地號等 29 筆土地（其中開挖有影

響之地號為槺榔段 9、10、11、12、13、14、1528、29、30、30-

1、 31、32、33、33-1 等 15 筆地號。），並位於清水中社遺

址 2008 年時劃定之分布範圍的西北側。 

圖 2-5-2 清水‧中社遺址與本計畫基地位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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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紫色線為基地位置，藍色線為 2008 年遺址劃設之分布範圍[劉益

昌、黃正璋 2008]（底圖為 1/25000 臺灣經建版第 4 版地形圖） 

(四) 人工鑽探成果： 

1. 考古鑽探孔位規劃： 

如圖 2-5-3 計畫基地內探坑坑位及鑽探孔位分布圖。 

2. 考古鑽探結果 

本計畫基地範圍內之地表為雜草及鬆土，但鬆土之下可

見一層水泥硬地面，為求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故先使用機具

破除水泥硬面後，再開始進行考古鑽探工作。鑽孔每孔直徑

依鑽孔器大小為 10 公分左右，實際土芯直徑大小則依使用

之鑽孔器孔徑調整。鑽孔深度則依人力所及與鑽孔器實際能

向下鑽取的深度為止，最深不超過 2 公尺。 

依鑽探初步得見的土芯對照鄰近探坑地層，研判基地內

的地層堆積大致相同，且整體基地內之地勢皆十分平緩，無

明顯的高低落差，鑽探土芯內皆未見任何遺物，並未得見明

顯的史前文化層堆積。 

(五) 考古試掘資料： 

臺中市清水國民運動中心基地位於清水區槺榔段 7-1、8、

9、10、11、12、 13、14、15、16-1、18-3、26-1、27、28、

29、30、30-1、31、32、33、33-1、 34、35 及銀聯段 787、

788、789、790、791、793-1 地號等 29 筆土地，基地總面

積為 23543 平方公尺（其中開挖有影響之地號為槺榔段 9、

10、11、12、13、 14、1528、29、30、30-1、31、32、33、

33-1 等 15 筆地號。），本計畫主要於基地範圍規劃進行 7

處 2公尺×2公尺探坑，共計發掘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探坑

位置依據目前之規劃設計建築用地之主要範圍以系統化抽

樣的原則佈設，規劃試掘時坑位將依現場地表狀況予以調整。 

本次試掘的 7 處探坑，於各坑發掘結束之底層皆屬生土

層，且多已轉變為質地稍顯粗糙之粗沙土。由於原地層上方



 

24 

皆有雜草及水泥硬面，因此由大型機具協助清理，厚度約在

30-50公分左右。本基地從歷年空拍圖發現其使用相當單純，

103年 10月之前基地西側有部分作為耕地使用，而 103年後

則皆為空地未有使用情形。本基地所見地層包括耕作土層、

自然堆積層與生土層等，各處探坑僅上部可見人為填覆或向

下擾動的情形，大致上地層堆積皆保存完整且未有發現史前

文化或原史時期地層堆積。 

 

 

 

 

 

 

 

 

 

 

 

 

 

 

 

 

 

 

 

圖 2-5-3 基地內探坑位置及人工鑽探點位分布示意圖 

 

 



 

25 

 

 

(六) 結語： 

依據基地內試掘所見地層保存狀況，各探坑皆有受近現代

耕作行為影響的情形，由各探坑發掘所見，本基地未見史前文

化層保留。就基地內所見地層分布及保存狀況而言，其地層堆

積皆保存的相對完整，僅部分探坑可見近現代耕作行為導致的

向下打破或整地的行為，僅基地東側探坑有見 L2 自然堆積層，

而全數探坑在近現代耕作土層下即進入自然土層，皆未見史前

文化層及史前文化遺留。 

將此次發掘之地層與 2004 年探坑發掘資料對照後，因海

岸平原地勢較平緩，兩處海拔高度大約相差 2 公尺，東側略高

於西側，故推測僅於本基地東側 TP1、 TP3、TP5 及 TP7 所

出露於地表下 50-60 公分之自然堆積層位，其土色較黑與 

2004年探坑發掘時所出露的史前文化層可相互對照，但本次發

掘無任何史前遺物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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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聯勤招待所 

(一) 背景說明： 

本案位在臺中市西區美村路 400號，土地地號為臺中市西區

土庫段 14-3、15、15-11、16 及 33-18 等 5筆，民國(下同)51年

時是美軍俱樂部風光一時；後來美軍移交給國防部軍備局，作為軍

方之聯勤招待所，營運超過半世紀的歲月。95 年起停止營業後閒

置至今，軍方於此期間亦無其他再利用與規劃事宜。 

時至 100年開始，經由時任市長胡志強及立委盧秀燕的爭取，

提出該土地的再利用建議。期間本府相關局(處)與國防部軍備局歷

經多次協調會達成決議，國防部軍備局於 103 年 12 月 30 日辦理

聯勤招待所建物報廢，本府社會局於 104年 2月 16日提出西區土

庫段 5 筆土地無償撥用，以及循都市計畫個案變更的方式辦理用

地變更，將原本的機關用地變更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二) 非營利組織與志工發展中心規劃歷程及空間說明： 

原聯勤招待所用地於 106 年以鋼骨方案規劃興建地上 9 層、

地下 3 層建築物；惟本案規劃涉及地方民間團體關心之樹木保留

及文資保存議題，於 107年 6月 28日由本府農業局將基地老樹列

入受保護樹木提案評估，審查後於 107年 9月 14日經農業局確認

本基地受保護樹木評量結果為「未符合公告列管標準」，故於 107

年 9月 19日辦理工程上網招標。 

惟於 107 年 9 月 28 日經民眾提報軍方報廢之建物申請登錄

歷史建築，本市文化資產處 107年 10月 4日將本案列入暫定古蹟，

本府社會局 107年 10月 31日撤銷工程招標公告，旋經 108年 9月

19 日臺中市第 1 屆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

景觀審議會 108 年第 4 次會議決議為不予指定為古蹟、登錄歷史

建築及紀念建築，以「局部保存、新舊共融」保留部分舊建築，一

併保留部分植栽。 

盧市長 108 年 11 月 1 日延續歷任市長之規劃，並傾聽在地

居民聲音，兼顧公民團體建議修正興建規劃內容及量體，於 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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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日簽准重新規劃設計，並參採前述保留原則適度調整建物量

體為地上 4層、地下 3層，樹木全數保留。 

本案重新規劃設計後，以非營利組織與志工發展中心為建物

主體，建物高度降低以減少周邊環境壓迫，與當地環境景觀更為和

諧與融合，保留基地內樹木及歷史牆面，提高綠化面積，並納入親

子館、世代共融活動基地、多功能服務空間(含聯勤歷史展示)、公

托中心、婦女發展基地、多功能教室、非營利組織與志工發展中心

空間、共享交流空間及兒童運動中心等，以利推動各項社會福利。 

(三) 辦理進度及期程規劃： 

非營利組織與志工發展中心新建工程由本府社會局洽請建

設局代辦工程採購及營建督導事項，於 110年 11月 5日簽訂工程

採購代辦協議書。111 年 1 月 20 日核定基本設計、111 年 4 月 13

日核定都市審議審定書、並於 111 年 5 月 9 日完成細部設計書圖

核定；本案已於 111年 7月 13日工程決標，建照申請目前於都發

局審查中，7月底取得建照、8月中取得五大管線審查核准文件，

同時籌辦開工事宜。 

(四) 結語： 

為實現新舊共融，推動多元社會福利，創造世代及多元交流

環境的理念，盡力保留歷史痕跡，賦予新意義，落實福利在地化，

開啟非營利組織及志工發展的新頁，作為承先啟後的重要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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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完工模擬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