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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每天 20 萬的高鐵人潮來了，大台中怎麼迎戰？同樣地，高鐵如果把人帶出台中，
大台中又能怎麼辦呢？除了從韓國、日本、法國、德國等後高鐵國家經驗學習因
應對策外，大台中迎戰高鐵需同時考量運輸系統及空間結構變遷兩大部分。
在運輸系統整備部份，高鐵通車後每天將有至少 5 萬人次以上人潮進出台中高鐵
站(每小時約三千人次的數量)，短期內綠線捷運不會通車、鐵路捷運化也無法幫
上大忙，換句話說，高鐵人潮將以公路運輸方式進出大台中，就高鐵與中央政府
簽定的合約研判，公路運輸的準備工作會在通車前後經建置完成，國內航運也會
急速萎縮。高鐵通車後的短期內重點是建構便捷大眾運輸轉運系統，大幅修正過
度依賴私人運具的交通行為，並且在捷運綠線通車前儘速將捷運藍線列入爭取補
助建設行列，便利中科及台中工業區等就業中心與高鐵站的連結。
然而，本研究認為迎接高鐵不全然是交通運輸系統整合的問題，而是台中市空間
結構及都市發展定位轉換的新思維，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吃在台中、24H 樂在其
中」的空間發展願景，作為台中市迎接高鐵時代的最重要戰略。
首先，高鐵車站將成為中台灣的新門戶，車站區應該設置大台中及中台灣吸引人
潮消費的資訊服務及便利的轉運機制。同時間，高鐵車站區的商業開發必須與大
台中商業發展有明顯區隔。
其次，大台中應該有一個便利的觀光轉運中心，利用古根漢美術館累積的社會能
量，選擇位於文心路、向上路口，面積約 9 公頃的戶外圓形劇場用地設置國際美
食文化博物館(綠色捷運沿線)，並且推動台中博物館群。觀光轉運中心也是提供
中台灣觀光旅遊服務的首選地區，來自各地的旅客可以在這裡，透過轉運到達南
投、彰化、台中、苗栗、雲林的觀光景點(one-stop service)，也可以就近前往
公益路周邊國際美食文化街。短期內，這個接駁機制應該控制在免費範疇內，套
裝行程安排也將是高鐵公司主要業務項目之一。
第三，民以食為天，目前逐漸成型的公益路及美術綠園道餐飲特區，在適度的空
間及軟體改造後，可以成為精緻與平價的國際美食文化街，並成為大台中最吸引
人、最安全、最耀眼的觀光服務景點。
第四、吃完東西呢？大台中的大坑溫泉、科博館、美術館、綠園道、重劃區夜間
娛樂、各商圈夜市文化、大肚山夜景、汽車旅館、台中港灣等更是豐富旅客體驗
與消費的最佳選擇，也是台中近年來積極發展的地區特色文化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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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高鐵出現勢必對台中市的空間結構產生新ㄧ波的衝擊，現階段的台中領導
者不能重複過往放任房屋量產及地價攀升的錯誤，未來的重點應該放在創造優質
生活環境與地方特色文化產業，這是台中的競爭優勢，也是台中未來再創高峰的
永續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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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認識高鐵
根據日本和法國的經驗，高速鐵路和航空競爭運距分界點約為六百公里。距離
600 公里以上的城際客運，航空較佔優勢；在此距離以下，則為高速鐵路的天下。
臺灣高鐵於 2005 年底通車後，南北都會空間距離壓縮到一個半小時，屆時台灣
西部將成為一個 2,200 萬人的大都會，也將是亞洲地區僅次於東京都會區(2,600
萬人)的超級大都會，過去個別城市的地理優勢不再，未來取而代之將是產業發
展、生活安全、就業條件、文化創意活動等整體城市競爭力評比。
大台中地區位於這個新成形的台灣大都會軸中心點，與南北兩端的大都市距離不
到一小時，台北與高雄可能成為台中市的新郊區，同樣地，台中也有可能成為台
北與高雄的郊區。
相對於高雄、台南、台北等城市，台中的優勢除了區位適中、氣候宜人、人文薈
萃外，台中的產業、治安、市內交通、教育比其他城市好嗎？面對高鐵通車帶來
的機會與威脅，大台中如何逐一檢討因應呢？在後高鐵的時代中，大台中一方面
面臨被南北兩大都會磁吸危機，加速產業及人口成長空洞化的危機，也具備成為
台灣西部ㄧ日生活圈新核心區的機會，台中高鐵站周邊的發展程度及開發內容更
將牽動台灣高鐵培植高鐵依賴族群的成敗。
另一方面，國內航空客運成長於 1987-1991 年受開放天空政策影響快速成長，至
1997 年達最高峰，六年間客運人數從一年 1,100 多萬人次增加至 3,700 多萬人
次，但之後受到空難及票價調整等因素影響，航空客運人數逐年下降，平均年成
長率為-10.6％。而 2000 年和前一年相較更是萎縮了兩成。業者指出，西元 2000
年前三年四家經營國內航線的航空公司虧損即達一百廿多億元。面對高鐵的衝
擊，國內航空客運及航空站周邊發展將走入新的困境，這其中又以新成立的中部
機場為最，中台灣如何在後高鐵時代繼續擁有空中門戶，也關係著大台中未來發
展。
世界各國高鐵系統運作經驗
現代高鐵系統起源於日本 1964 年 10 月為迎接東京奧運而興建的東海道(Tokaido)
新幹線，大幅縮短東京大阪的距離，發展至今 40 多年，日本已有超過 2,670 公
里 8 條路線的高鐵系統。法國在 1981 年由 TGV 興建完成時速超過 300 公里的高
鐵路線，連結巴黎里昂，1994 年更進一步透過海底隧道將倫敦與巴黎的距離縮
短為 3 小時 10 分鐘。德國 ICE 則是利用既有的鐵路系統於 1991 年完成鐵路高速
化工程，進入高鐵時代。前兩者是新建封閉式高鐵軌道，德國則是以既有軌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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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速鐵路。
工業先進的英國則遲自 2003 年 9 月才完成第一條高鐵，但是英國政府對於各種
運具的整合及其可能的效益相當重視，為了了解是否增開連結倫敦與蘇格蘭及北
英格蘭的新高鐵路線，特別成立整合運輸委員會(Commission for Integrated
Transport)研究後續的高鐵路線開闢、經營方式及可能效益。根據英國整合運輸
委員會 2004 年的委託研究發現，高鐵成功運作必須要有幾個市場考量條件的支
持1。
1. 高鐵需求在擁有 200-800 公里的旅運市場國家最高，特別是 300-600 公
里之間。高鐵對低於 150-200 公里的運輸旅次沒有太大幫助，競爭力也遠低
於 800 公里以上的航空運輸。
2. 高鐵可以提供相當大的運量，而要有效地應用高鐵的高承載量有兩種情
況，一是沿線各大都市之間距離適當，或者沿線要有足夠數量的人口聚集中
心，可以透過高鐵路線服務。
3. 高鐵興建在人口稀少的國家雖然比較容易，但是高鐵真正的效能還是在
具備高密度人口的都市地區。
4. 具備優質的傳統鐵路路線者相對地降低高鐵的漸進式經濟規模，特別是
短程距離生意的影響，雖然說接近主要都市的軌道，如果利用既有鐵軌設施
可以節省相當大的經費。
另一個新的高鐵國家則是韓國，韓國高速鐵路（KTX）於 2005 年 4 月 1 日屆滿開
通營運一週年，乘客只到達目標數的一半，預料會出現巨額赤字。根據韓國鐵道
公社公佈的數據，尚未全部鋪設完成、長約 421 公里的韓國高鐵迄今平均一天的
乘客數約為 7 萬 4000 人，僅及目標的 53％，一天平均收入為 21 億韓圓，僅為
目標的 46％。漢城─釜山之間的京釜線平日乘車率是 67％，週末、假期 85％；
連接漢城與光州、木浦的湖南線平日乘車率是 31％，週末、假期 51％。到 2005
2
年一月底，車輛、機電系統的故障約 130 件，列車經常有延誤，影響營運 。
台灣高鐵系統發展沿革與簡介
台灣南北高速鐵路是台灣進入 21 世紀最重要的交通建設之一，也是全世界投資
金額最大，政府與民間合作的 BOT 案，民間總投資金額超過 4,000 億元，政府應
1

Steer Davies Gleave. 2004, High-Speed Rail: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p. 2. 這份
研究是法國、義大利、西班牙、德國、日本及澳大利亞(該國沒有高鐵)等七國高鐵系統的比較研
究。
2引自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hotnews-2254.asp (註:韓國高鐵長約 421 公里，耗資
160 億美金，現階段只部份通車，停靠六站，首都漢城到斧山原需 4 小時 10 分已縮短為 2 小時
40 分，目前只完成部份新高鐵軌道，2010 年新軌鋪設才會完工，屆時漢城斧山距離將縮短為 1
小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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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建設事項超過 1000 億元3。
台灣的高鐵興辦源於 1980 年代初期，行政院於 1987 年 4 月 2 日第 2125 次會議
裁示辦理「台灣西部走廊高速鐵路可行性研究」
，並於 1990 年 7 月 21 日成立「交
通部高速鐵路工程籌備處」，專責辦理規劃與執行工作，並於 1992 年 6 月正式
核定南北高速鐵路的線路，1994 年 7 月 14 日行政院會將高鐵列入十二項建設之
一，正名為「建設南北高速鐵路計畫」，並於同年 11 月通過「獎勵民間參與交
通建設條例」，正式展開委託民間投資興建(BOT)計畫。
高鐵工程公開招標後由臺灣高鐵聯盟得標，並於 1997 年 7 月 23 日與交通部完成
簽定興建營運、站區開發合約、政府應辦事項及合約執行備忘錄，台灣高鐵公司
於 1998 年 5 月成立，並於 2000 年 6 月動工興建，高鐵路線北起台北縣樹林鎮，
南至高雄市左營區，全長約 344.2 公里(沿途經過 14 縣市、77 市鄉鎮區)，總計
設有 12 個車站，平均站距 37.7 公里，每日運量可達 30 萬人次，暫定 2005 年
10 月底完工啟用，並分兩階段通車，第一階段包括(南港)、台北、(板橋)、桃
園青埔、新竹六家、台中烏日、嘉義太保、台南沙崙、高雄左營等七大站，第二
階段(2010 年開始)將再增加苗栗豐富、彰化田中及雲林虎尾等三站。
台灣高鐵公司副總經理江金山說，高鐵總投資規模逾 4,400 億元，當時估算報酬
率 14.9%，保守估算營運兩年後可以損益平衡，2008 年開始出現盈餘，營運第
16 年回收所有投資成本，特許營運期為 35 年。台灣高鐵公司並擁有 50 年的五
大站區開發營運權。
高鐵列車設計最高時速可達每小時 300 公里，為兼顧速度與旅客的方便性，規劃
採取跳蛙式停站策略，未來有五種停站方式。
1. 台北直達高雄左營，行車時間 80 分鐘；
2. 台北經板橋、台中到左營，行車時間 91 分鐘；
3. 台北經板橋、台中、彰化、雲林、嘉義、台南到左營，行車時間 117 分
鐘；
4. 台北經板橋、桃園、新竹、苗栗、台中、彰化、雲林、嘉義、台南至左
營，行車時間 136 分鐘；
5. 台北經板橋、桃園、新竹、苗栗至台中，行車時間約 70 分鐘。
除了台北高雄直達車外，所有高鐵列車皆會在台中停站，如果以台中為高鐵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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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高鐵興建營運合約內容，高速鐵路計畫總建設經費為 5,133 億元（含財務成本），分別包
括政府必須辦理事項 1,057 億元，以及台灣高鐵公司投資 4,076 億元（含財務成本 817 億元）負
責政府必須辦理事項，及其他所有為完成高鐵興建營運所必要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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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那麼台中地區將有機會將台灣西半部各大都會納入服務範圍區內。
高鐵停站方式、班次數仍會依不同需求調整，根據高鐵公司初期營運計畫，高鐵
行車時間暫訂早上六時至晚上十二時，每日營業 18 個小時，每節車廂座位數 989
個，每日單向發車超過百次，台中站將是沿線最繁忙的車站。
表 1、台灣高鐵停靠站方式及時間
停站方式

行車時間

中間停靠站數

台北直達高雄 (不停台中)

80 分鐘

0

台北、板橋、台中、高雄

91 分鐘

2

台北、板橋、台中、彰化、雲林、嘉義、
台南、高雄

117 分鐘

7

台北、板橋、桃園、新竹、苗栗、台中、
彰化、雲林、嘉義、台南、高雄

136 分鐘

9

約 70 分鐘

4

台北、板橋、桃園、新竹、苗栗、台中
資料來源：個人整理。

台灣高鐵公司預估，2005 年 10 月底高鐵正式營運時，每天高鐵旅客人數約 14
萬 8 千人次，2008 年將成長至 23 萬 1 千人次，2013 年可成長至 27 萬 3 千人次，
2023 年成長至 31 萬 1 千人次，2033 年成長至 32 萬 4 千人次。營運初期，台中—
台北線將是主力巿場，單日旅客量預估可達三萬多人次，占總運量的兩成一。台
北到左營單日運量可達兩萬五千多人次，占總運量百分之十七點二，台中到左營
每日運量則為一萬六千人，這三條主路線將囊括近半的客源。未來在尖峰時段台
北、台中及台北、左營每小時單向發出五班車。
表 2、高鐵營運後預估旅客量
年份

每天旅客數量

每年旅客數量

2005 年

14 萬 8 千人

5,328 萬人

2008 年

23 萬 1 千人

8,316 萬人

2013 年

27 萬 3 千人

9,828 萬人

2023 年

31 萬 1 千人

11,196 萬人

2033 年

32 萬 4 千人

11,664 萬人

資料來源：高鐵公司新聞稿，本研究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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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台灣高鐵票價計算方式4及發車時間
地點(以台北為起站計算)

時間

最低票價*

台北站

發車頻率
12 分鐘

桃園青埔

20 分鐘

126 元

36 分鐘

新竹六家

33 分鐘

229 元

36 分鐘

台中烏日

46-59 分鐘

553 元

15 分鐘

嘉義太保

71-84 分鐘

850 元

36 分鐘

台南歸仁

90-103 分鐘

1065 元

36 分鐘

高雄左營

90-113 分鐘

1177 元

14 分鐘

資料來源：台灣高鐵 2003 年新聞稿，商務艙和普通艙票價有別。
高鐵五大車站區土地開發構想
台灣高鐵除了提供運輸服務之外，最重要的事業計畫莫屬五大車站區的土地開
發，從台灣高鐵的計畫書中可以發現，總計將近百公頃的車站區開發皆以複合型
商業為主軸，「城中城」(town in town)的規劃概念將對車站鄰近都市商業定位
形成重要的挑戰。
表 4、台灣高鐵五大車站專用區發展構想，(五車站總計 93.09 公頃)
場站名稱

開發定位

桃園站

開發以觀光購物、休閒娛樂、國際交易、商務辦公為主之複合式
生活圈，並其吸引國內外訪客，促進觀光發展，提昇消費層次，
使桃園車站特定區發展成一面對國際第一線之現代化之國際機場
城市

新竹站

融合以會議、展示為主的辦公大樓，極舒適的商務休閒設施，開
發本區為傳播通訊高科技商務園區，加速「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
之目標達成

台中站

以開發 Mega Mall 主體，融合舒適的購物環境、四季合宜的休閒
觀光旅遊，及多功能之教育文化設施，建設本區為高品質之轉運

4

交通部核定的高鐵票價費率，每延人公里 3.459 元，並准予票價上限提高 20％的權利，台北

至高雄左營票價 1193 元，最高票價上限 1432 元。根據交通部民調及台灣高鐵公司 2005 年 5 月
提出的票價參考方案，台北至高雄左營 1280 元，台北至台南 1190 元，台北至嘉義 980 元，台北
至台中 670 元，台北至新竹 290 元，台北至桃園 160 元。台鐵台北高雄自強號票價 845 元，台北
台中 375 元；飛機票價台北高雄最低 1900 元，台北台中票價 1246 元；高鐵票價約比台鐵票價多
三分之一，比飛機票價節省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http://tw.money.yahoo.com/money_news/050517/5/1u6s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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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及新興商業特區
嘉義站

結合區域內玉山國家公園、阿里山、瑞里、太平等風景區構成的
阿里山系統等生態環境，定位本區為無污染之觀光休閒產業，並
融合精緻農業技術與特有的鄉土文化，開發以休閒機能為主體之
觀光遊憩資訊中心

台南站

配合台南都會區生活模式，規劃本區為一多樣化之休閒、娛樂中
心，並擴大組合觀光遊憩機能、消費購物機能機能、文化教育機
能及旅遊服務機能，開發本區為台南新生活圈

資料來源： 台灣高鐵公司，2002 年 9 月，本研究整理。

貳、高鐵通車後的高鐵特區與中台灣發展
台中高鐵車站特區
台中高鐵站區位於台中縣大肚鄉高速公路王田交流道特定區內，站區西方為成功
嶺軍事區；西北側有中山高速公路；東側為筏子溪；南側鄰烏溪。站區目前對外
聯絡主要是經台一乙道路，往東經烏日鄉市街銜接台中市復興路；往西接台一省
道，或經高速公路王田交流道聯絡南北。
「高速鐵路台中車站地區計畫」係於「變更高速公路王田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內，計畫面積 271.93 公頃，計畫人口 23,000 人，計畫區地形大致平坦，北側地
勢略高而南面腹地較低，除舊有聚落及沿台一乙省道之工商活動形成帶狀發展
外，其餘開發前多為農田使用(約佔計畫面積 64.36％)；計畫區私有地佔絕大部
份，約 251.2 公頃(佔計畫面積 92％)。土地使用別包括高鐵站區、住宅區、商
業區、產業專用區、及相關公共設施使用。
根據台中縣政府 2003 年底的資料，高鐵烏日站特定區透過區段徵收釋出的抵價
地達一百六十八公頃。縣府地政局指出，目前配地作業已完成，共配地一千四百
四十一筆，其中五百多筆土地，已由地主領回。地政局指出，雖然縣府的抵價地
尚待區段徵收股辦理標售，但當地目前土地市價每坪喊至約九萬至十萬元。由高
鐵局負責的十八公頃台中特定區，已在進行細部規劃，將分三期開發，並進行招
商工作，外圍的特定區則由內政部土地重劃局和台中縣政府規劃中，其佔地面積
二百七十三公頃。
表 5、台中高鐵車站特定區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項

目

面積
(公頃)

比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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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高鐵車站專用區

29.43

10.8

住宅區(一)

15.69

5.7

住宅區(二)

45.13

16.5

商業區

30.11

11.0

產業專用區(一)

14.038

5.3

產業專用區(二)

17.13

6.3

河川區

20.10

7.4

農業區

5.04

1.8

177.01

64.8

高速鐵路用地(站區
外)

6.97

2.5

文中

3.44

1.3

文小

4.03

1.5

機關

0.73

0.3

供警政消防等使用

天然氣設施用地

0.45

0.2

供天然氣設施使用

電力設施用地

0.76

0.3

供電力設施使用

公共事業用地

0.36

0.1

供郵政電信等使用

環保設施用地

1.79

0.7

供污水處理設施使用

廣場兼停車場

2.76

1.0

公園

6.92

2.5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
場

2.60

1.0

綠地

6.86

2.5

鐵路

3.78

1.4

道路

49.72

18.2

小計

91.17

33.4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
場

1.30

0.5

道路

3.26

1.2

河川區

0.61

0.2

小計

5.17

1.9

273.35

100.00

小計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範
圍
調
整
總

計

資料來源：特定區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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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附屬事業用地
11.3 公頃

圖一、高鐵台中車站特定區示意圖
表 6、台中高鐵車站區土地使用面積與強度
土地使用別

面積（公頃）*

建蔽率（%）

站區供附屬事業使用
之最大總樓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交通設施

18.13

60

542,400

附屬事業

8.36

70

站區廣場

2.94

--

--

合計

29.43

--

542,400

* 實際面積依公告實施都市計畫為準
台中高鐵車站主體包括高架車站、六個軌道及二島式月台，工程由大陸工程、日
商華大成、中鼎工程、台安電機聯合承攬。工程施作分成兩大部分，車站主體及
立體停車場，施工期 1227 日曆天，2002 年 5 月 24 開工、2005 年 10 月 2 日完工。
台中高鐵車站(分四標)也是五大車站中造價第二高價的車站(僅次於桃園車站的
44 億元)，預算金額超過 52 億元，實際發包金額超過 33 億元。
車站主體為地面三層之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物，樓地板面積約 72,098 平方公
尺，地面層是旅客轉運空間及機電設施，二樓為旅客服務大廳，包括購票、內外
穿堂及商業空間，三樓為月台層。立體停車場樓地板面積 38,191 平方公尺，為
地下一層、地上二層之鋼筋混凝土結構物，可提供約 1,500 部小汽車、300 多部
機車停車空間。合計已開發樓地板面積超過 11 萬平方公尺(略大於台中新光三越
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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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高鐵站區發展定位-高鐵公司
台灣高鐵公司於 2002 年 9 月依據台中地區都市發展型態、相關發展計畫及特定
區相關計畫等內容綜理，預定台中高鐵站之發展角色定位如下：
(1).本車站位居台中都會區中心，加上多項重大交通建設匯集於此，勢需規劃能
同時滿足都會人口轉運的服務功能，及足供疏散龐大進出旅客的商旅購物服務；
(2).預期本站區伴隨大量人口及產業的成長，以規劃城中城之理念，塑造本區為
綜合性之運輸、商務資訊中心；
(3).開發 Mega Mall 主體，融合舒適的購物環境、四季合宜的休閒觀光旅遊，及
多功能之教育文化設施，建設本區為高品質之轉運中心及新興商業特區。
台灣高鐵公司五大車站區合計可供商業開發使用之樓地板面積約有 120 萬平方
公尺，其中台中高鐵站的 54 萬平方公尺所佔比例達 45%，不但是五大車站之最，
也是中台灣最大宗單一基地私人商業開發，開發完成後的商業活動量不低於台中
市新市政中心總體開發量。

叁、高鐵出現的全國性及區域性衝擊初探
台灣高鐵成功的要素是一是台灣西部變成一個可以快速鏈結的生活圈，在此條件
下能造就高鐵的依賴性，進而促成高鐵運輸營運的轉機，另一個面向則是各大車
站區的土地開發利潤。
表 7、台灣西部三大區域的生活圈腹地，2003 年
比較項目

中部區域

北部區域

南部區域

總人口

569 萬人

982 萬人

642 萬人

都市計畫區人口

363 萬人

854 萬人

492 萬人

9.12 萬公頃

20.5 萬公頃

13.28 萬公頃

64%

86.9%

76.5%

住宅區

17484 公頃

19944 公頃

22541 公頃

商業區

1751 公頃

2635 公頃

2822 公頃

工業區

4647 公頃

8715 公頃

8068 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

18417 公頃

29363 公頃

31409 公頃

都市計畫面積
都市計畫區人口
佔總人口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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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區

29187 公頃

20236 公頃

40591 公頃

資料來源：經建會區域及都市統計彙編，2004 年。
在區域面部分，高鐵的出現擴大了中台灣的人流門戶機會，也將改變中台灣的對
外聯繫管道。高鐵運輸系統及高鐵車站特區的出現將帶來至少三方面區域性衝
擊：交通行為改變、空間結構改變以及可能納入北部一日生活圈的衝擊。
一、交通行為改變
原本依賴空港、客運、火車、私人運具的交通行為將出現新的選擇與運輸需求，
包括移轉需求及衍生需求方面，城際內交通及城際間的運輸將出現新的因應模
式。為了因應新交通行為的消費，都會區轉運機能將有很大的改變空間，轉運空
間的區位選擇則成為新的課題。
根據交通部運研所推估，台灣目前每天陸空運輸市場的需求量約在 110 萬人次上
下，在高鐵尚未出現前以小客車的每日 70 萬人次及鐵路運輸每日 21.9 萬人次，
兩者合計負擔了超過百分之八十的運輸量，國道客運及航空只佔有百分之十七左
右的運量。
台灣地區鐵路運輸每年的旅客量約在兩億人上下，公民營客運則有三億人次的數
量，預估高鐵 2006 年營運初期，高鐵將吸收約 13.5%的運輸量，大約在 15 萬人
次上下，國內線航空業將受到最嚴重的衝擊，預估移轉量達一半以上，從每日
3.1 萬人次降到 1.4 萬人次，其次鐵路運輸也從每日 21.9 萬人次降到 16.9 萬人
次，客運業也由 14.9 萬人次下降到 12 萬人次，小客車則略有波動，從 70 萬人
次下降到 65 萬人次5。根據理論，航空業之所以受影響最大的可能原因在於 350
公里範圍圈運具競爭力下降的波及6。
在缺乏中央奧援的基礎下，台中都會區的捷運系統7目前沒有全面執行的可能
性，反之，台中捷運優先路線（綠線8）目標年平均每日可服務 17 萬人次，但是
5

馮正民，台灣高鐵對國土發展之影響，成大國土規劃論壇，2005 年 3 月 26 日。
根據法國的經驗，TGV於 1980 年代初期開通後，巴黎與里昂之間的旅客量逾 1981 年到 1985 年
四年間成長 2.6 倍，其中三分之一來自原民航旅客、18%來自道路使用者、49%則屬於新創造的使
用者。更長程的高鐵路線對航空業的衝擊更明顯，例如 1995 年巴黎與倫敦之間的Eurostar開始
服務後，高鐵運能從 0 變成 33%，航空則從 70%下降到 40%，其他則從 30%下降到 27%，影響不大。
見韓國高鐵局長文章，Shin, 2005，頁 22。
7台中捷運路網第一期路網為紅線、藍線及綠線部分路段，總工程經費預估兩千五百五十三億四
千萬元。紅線由國立台灣體育學院起，經台中火車站、沿台三線至霧峰，長 12 公里；藍線由東
海大學起，沿中港路，經台中火車站、台糖購物中心至太平，設置十四個車站，長 16.7 公里；
綠線則從北屯大坑經文心路、文心南路至高鐵烏日車站，設置十四個車站，長 19.2 公里。
8
台 中 綠 色 捷 運 計 劃 屬 於「 新 十 大 建 設 」之 一 ， 為 專 用 路 權 之 輕 軌 捷 運 系 統 ， 路 線 起
自 台 中 市 北 屯 區 沿 文 心 路 至 高 鐵 台 中 站 ， 全 長 16.5 公 里 ， 規 劃 設 置 15 站 ， 以 高 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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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時機可能趕不上已經運作多年的高鐵，以及所累積的交通適應行為。
二、區域空間結構改變
台中市出現在台灣版圖依賴的是台中火車站，後來出現的高速公路直接衝擊以中
區為核心的空間結構，新的市政中心預定就是因應都市擴張的因應策略之一。就
目前發展而言，高鐵特定區將成為另一個新的核心區9，加上空閒的水湳機場用
地及開發中的科學園區，台中市的空間結構往西擴張的態勢將日趨明顯，反之，
台中縣市東邊的發展將受到阻礙，除非台鐵捷運化的腳步可以跟上高鐵及公路系
統的建設速度。
台中高鐵站在中台灣的區位條件
就可及性而言，台中市與彰化市到達高鐵車站的距離相同，透過公路運輸則有不
同的到達時間，其間差異在於公路與市區間的距離。就通勤時間而言，絕大多數
的中台灣都市皆可在半小時內到達高鐵車站。
表 8、中台灣各大都市到台中高鐵距離與時間
各大據點

旅行時間(分)

距離(公里)

台中市

15

8

豐原市

30

20

沙鹿鎮

17

15

大里市

20

7

彰化市

25

8

彰濱工業區

40

14

南投市

35

22

資料來源： 本研究推估計算。

結 構 型 式 佈 設 ， 建 設 單 位 為 交 通 部 高 鐵 局 ， 營 運 方 式 採 OT模 式 ， 即 由 政 府 興 建 ， 轉
由 民 間 營 運 方 式 辦 理 ， 行 政 院 經 建 會 2004 年 9 月 15 日 召 開 台 中 大 眾 捷 運 規 劃 審 查
會 ， 通 過 新 台 幣 287 億 元 建 設 經 費 ， 其 中 由 中 央 政 府 負 擔 140 億 元 ， 台 中 市 政 府 負
擔 112.2 億 元 ， 台 中 縣 政 府 負 擔 34.4 億 元 ， 預 計 在 民 國 一 Ｏ Ｏ 年 完 工 。
9
根據日本經驗，車站核心區部分可能增加的業種包括：車站前百貨店、餐飲店、銀行、文教設
施、醫療診所及總公分之分公司等項目，影響所及不容小觀之。引自馮正民，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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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台中高鐵站位置圖及中央已完工交通配套

圖三、台中高鐵站在中台灣的相對位置圖
三、納入北部一日生活圈的影響
台中與台北的距離在後高鐵時代將打破原有的範疇，半小時生活圈的變數如何評
估並沒有太多的前例可循。
根據台灣高鐵的分析10，當高速鐵路加入運輸市場後，各種運輸工具將按其功能
特性重新調整分工，並加以整合，以發揮最大運輸效益。台灣未來的運輸市場中
各運具的服務特性概述如下：

10

http://www.thsrc.com.tw/main/hsr/faq/01.asp?it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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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鐵：擔負大都會區之間的長途高速客運服務。
2. 台鐵：提供中、短途客運服務，及高鐵的轉運接駁服務。當城際客運需
求量大的時候，也可成為長途客運的經濟艙。
3. 高速公路：提供中、短途區域性的客運服務，及長途貨運服務。
4. 都市捷運系統與公車：提供都會區內的大眾運輸服務。
5. 自用車：在中、短途的區域性運輸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隨著捷運系統及
高速鐵路的興建完成，其在都市內及都會區間的使用率將會相對降低。
6. 航空：提供台灣西部與東部、本島與離島之間的聯繫，以及國際性的運
輸服務。
探究運輸系統對於生活圈結構改變之影響，可以發現 1978 年中山高速公路及
1993 第二高速公路陸續通車造就了台灣生活圈之第一次革命，原本以縣市為生
活圈範疇擴展為北、中、南三大都會區。一般咸認，高速鐵路建設完成後，將使
台灣南北旅行時間縮短為 90 分鐘。屆時，北、中、南三大都會區的格局將可整
合成一巨型都會帶，實現一日生活圈的理想境界，造就台灣地區第二次空間革命。

圖四、台灣二次運輸革命示意圖
資料來源：http://www.thsrc.com.tw/main/hsr/faq/01.asp?item=1

肆、中台灣後高鐵因應戰略-課題面與戰略面
台灣高鐵的影響衝擊可以分成「科技人才交流」、「高鐵運輸面」及「高鐵站區
土地開發面」三個議題領域考量，這其中包括了西台灣新核心車站區、中台灣新
車站及台中市新核心區三個層級需要進一步釐清。
1.

當台中高鐵站成為台灣的新核心車站後，原有的人流系統將重新開
組，台中車站可否位中台灣帶來新的人潮，或者反之11。

11

根據各國高鐵經驗，日本新幹線高鐵造就了東京及大阪兩大都市人口更集中，法國與德國則
是相反的經驗，高鐵反而造就了人口及經濟從大都市向外分散的現象，造就了新興區域的經濟復
甦。韓國有一千名漢城市民的問卷顯示，如果屋價合理，超過半數的人有意願遷出漢城住在靠近
其他高鐵車站區，通勤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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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台中高鐵站同時也是中台灣的新車站，區域內部的轉運機制及市場機
能也將配合修正，原有的轉運空間也將重新調整區位。
台中高鐵站區本身的潛在開發量體與台中市新市政中心不相上下，兩
者間的業種競合關係，在市場不明的情況下，政府可以扮演引導分工
的角色嗎？

課題一：中科、竹科、南科一小時通勤生活圈的新空間機會
中科、竹科及南科的大串聯，在新竹科學園區發展飽和的效應下，1990 年代及
2000 年代初期中央政府陸續開闢完成台南科學園區及台中科學園區，三個園區
之間依然存在相當緊密的高科技人才依存關係，這些高科技人才及延伸的國際觀
光客將是高鐵公司預期的主要使用族群。
在這個基礎上，台中如果可以提出有效的地區行銷政策(例如「吃在台中、住在台中、
樂在其中(台中)」等)，將可以吸引更多的高科技人才在台中生活與消費，甚至在
產業人才再教育的市場中，利用大台中 10 多所的高等教育學校及籌備中的高速
計算中心，並且收納清華、交大、成大等校於中部分校版圖，建構三大科學園區
人才集中訓練的核心基地。
課題二： 運輸方面將衝擊既有火車站及長途客運的發展，原有跨區域長途客運
轉運需求將轉成區域內短程轉運
台灣高鐵預估，在 2005 年 10 月底高鐵正式營運時，每天高鐵旅客人數約十四萬
八千人次，2008 年將成長至二十三萬一千人次，2013 年可成長至二十七萬三千
人次，2023 年成長至三十一萬一千人次，2033 年成長至三十二萬四千人次。台
灣高鐵規劃營運初期，每天平均車輛班次為單向 88 班(平均每小時約 5 個班次)，
到二０三三年可望增加至 139 班(平均每小時約 8 個班次)，高鐵每列車有 12 節
車廂，其中五節為自由廂。未來在尖峰時段台北台中、台北左營每小時單向發出
五班車。
營運初期，台北—台中線將是主力巿場，單日旅客量預估可達三萬多人次，占總
運量的兩成一。台北到左營單日運量可達兩萬五千多人次，占總運量百分之十七
點二，台中到左營每日運量則為一萬六千人，這三條主路線將囊括近半的客源。
除此之外，來自桃園、新竹、嘉義、台南等地區的旅客數目也不容忽視，其中又
以來自新竹與台南的科技產業相關人員為大宗。
在票價可接受的範圍內，原本台中-台北及台中-高雄等航空、鐵路、客運等長途
http://times.hankooki.com/lpage/tech/200310/kt20031010184611123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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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次客源重新洗牌，反之，中台灣區域內部各地方短途轉乘到台中搭乘高鐵的需
求將擴大。
課題三： 高鐵站區的發展方向如果以商業服務為主，其量體將衝擊台中市的核
心地位。
高鐵沿線土地開發可分為三部份，其一為高鐵站區開發，由台灣高鐵公司負責；
另外為高鐵五大站區的產業專區開發，由高鐵局負責；最後則為高鐵住商特定區
用地的開發，該土地由高鐵局及台糖負責開發或標售。
台中烏日高鐵車站區約有 26.5 公頃可開發土地(交通設施用地及附屬事業用
地，不含廣場 2.94 公頃)，目前興建中的建築量體超過 11 萬平方公尺，包括車
站大樓及 1500 個停車位的停車場，約佔整個車站用地核准的樓地板面積 54.2
萬平方公尺12(約 5 個台中新光三越百貨公司)的五分之一，允許土地使用包括大
型複合商業設施的進駐。
高鐵車站區周邊另畫設約 31 餘公頃的產業專區，扣除產一專區保留為乙種工業
區外，尚有 17 餘公頃的產二專用區可允許會議中心及物流專區等類型的商業使
用。
除此之外，特定區計畫內還有 30 多公頃的商業區及 60 餘公頃的住宅區，總計特
定區內將出現將近 150 多公頃的住工商發展用地，長期發展規模將大於台中市新
市政中心(總計 107 公頃)。
表 9、台中高鐵車站專用區發展構想
場站名稱
台中站

重大政策配合
本車站位居台中都會區
中心，加上多項重大交
通建設匯集於此，勢需
規劃能同時滿足都會人
口轉運的服務功能，及
足供疏散龐大進出旅客
的商旅購物服務

相關計畫配合

開發定位

預期本站區伴隨大 以開發 Mega Mall 主
量人口及產業的成 體，融合舒適的購物環
長，以規劃城中城之 境、四季合宜的休閒觀
理念，塑造本區為綜 光旅遊，及多功能之教
合性之運輸、商務資 育文化設施，建設本區
訊中心
為高品質之轉運中心
及新興商業特區

資料來源：台灣高鐵，2002 年。

12

台中高鐵車站區的開發量體為五個高鐵車站中最大者，第二大的桃園車站只有 34 萬平方公尺
的開發量，新竹站 11.5 萬平方公尺，嘉義站 8.8 萬平方公尺，台南站 11.2 萬平方公尺，總計五
個車站區將有 120 萬平方公尺的商業服務樓地板面積， 新竹嘉義台南三個車站預訂的開發量體
加起來只有台中站的一半多一點，從其中可以看出台中站在高鐵土地開發層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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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台中高鐵車站特定區產業專區土地使用規定
(一) 產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四十；產
二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兩百四十。但經
區段徵收主管機關認定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外之產二現有合法建物其容
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二) 產業專用區應配合高鐵車站及本計畫地區之特色以下列使用為主。
管理顧問、技術顧問、諮詢服務、會議中心、金融等業務辦公性質使用設
施。
商業服務及商品展覽等商業性質使用設施。
物流配送、快遞等物流運輸性質使用設施。
技術研發性質、低污染之工業使用設施。
文教休憩設施。
媒體電台及其相關使用設施。
其他經建築主管機關核准，可配合本車站產業發展之有關設施。
(三) 產一如為工業使用需為低污染使用，並可依再發展地區土地再開發管理規
定辦理。
資料來源：台中高鐵特定區計畫書。
高鐵車站區發展優劣勢分析(SWOT)
在不確定因素充斥的內外環境下，高鐵出現對台中地區帶來的機會與挑戰可以從
SWOT 分析中，看到一些端倪。
首先，台中高鐵站的出現將直接衝擊大台中地區的整體空間結構，原有舊市區有
進一步萎縮的可能，新市政中心及新的水湳機場優勢地位也會受到挑戰。
其次，中台灣將擁有一個可以快速外地人可以大量且快速進出的新門戶，如何吸
引人潮停留與消費，並非單純的交通運輸問題，端有賴區域及主要發展區的吸引
力與聚客能力，這部份將挑戰區域內原有的發展定位與行銷策略。
最後，高鐵出現也威脅台中市既有商業規模，相對於台北市，台中的商業環境相
對弱勢，如果缺乏適度的市場定位，台中既有的市場規模可能受到衝擊。
表 11、台中高鐵未來發展優劣勢分析
Strength

Weakness

1. 台中高鐵車站區土地開發量體全國 1. 台中市整體發展定位不清，缺乏吸
最大，具備吸引人潮聚集的規模。
引人潮進入台中消費的基本誘因。
2. 鄰近台中市，都市服務機能健全完 2. 大眾捷運系統及鐵路捷運化系統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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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期內無法上線，高鐵對外聯絡過度
3. 位居南北二大都會的中心點，具有
依賴公路運輸系統。
吸引各地客源的競爭基礎。
3. 高鐵車站區位於台中縣行政轄區
4. 鄰近台鐵、台中港及國際空港，具
內，台中縣市之間及大台中與周邊
備三港聯合競爭的優勢。
南投、彰化縣市的計畫模式與政策
方向有待整合。
Opportunity

Threat

1. 原先大台中不具備國際機場的劣
1. 台北的磁吸效應將擴大吸納台中現
勢，高鐵通車後與中正國際機場及
有的商業消費人口，導致消費外流
小港機場的快速連結可有效改善中
效應。
部區域對外聯絡機制。
2. 高鐵營運不確定因素過多，當故障
2. 國際觀光客透過高鐵搭乘，可以更
率過高時，不但影響高鐵正常營
快速的進出中台灣。
運，也會衝擊所有因應高鐵而出現
3. 中科、竹科、南科一小時生活圈，
的新都市投資。
科技人才有機會以台中為發展與聚
會的核心地區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分析。
高鐵車站周邊縣市政府已有的作為分析
除了中央政府高鐵局四項 90 億元交通配合辦理事項13，台中縣市政府近年來也有
多項高鐵相關政策與計畫，簡要言之，多數的作為集中在交通系統整合部份，缺
乏更高層次的都市發展定位修定。
以台中市政府為例，除了在 2004 年針對高鐵車站與台中運輸系統的整合委託研
究外，交通局在今年針對高鐵通車後的大眾運輸規劃四條接駁公車路線供業者申
請，其中三條係以高鐵進出為主，第四條則是台中市核心區的新環狀路線。
一、東線-高鐵台中車站經中興大學至太平線：由高鐵台中車站經烏日中山
路 3 段、新興路、中山路 1 段、台中市復興路 1 段、南平路、建成路、振興
路、太平市太平路至長億路。
二、東北線(未來捷運路線)-高鐵台中車站經台中市文心路至大坑線：由高
13

1.鐵路北側三十公尺道路-自台中烏日站特定區界至大慶街止，全長 3.7 公里，係按都市計畫
寬度 30 公尺辦理新闢。2.台中生活圈二號路 80 公尺外環道路-自劉厝至復興路以南 500 公尺止，
全長 4.7 公里，原都市計畫寬度 80 公尺，先辦理 40 公尺寬新闢，並跨復興路高架後，接平面道
路。3.台中生活圈四號路-自中山高王田交流道至中投公路止，按都市計畫道路 40 公尺辦理新
闢，另本道路位於烏日車站特定區內長 2.65 公里路段亦一併納入辦理，全長 9 公里。4.站四聯
外橋新闢計畫-包含興闢一條銜接高鐵台中車站特定區站四道路與中彰橋下道路之聯外橋及配合
於中彰橋下側車道與環中路路口增設左轉專用道等二項工程，其中聯外橋寬 15 公尺，長約 595
公尺。總經費需求 90.9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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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台中車站經台中市建國北路、文心南路、文心路、東山路至中台醫護學院。
三、北線-高鐵台中車站經中科園區至清泉崗機場線：由高鐵台中車站經中
彰快速道路、台中市市政路、惠來路、台中港路、東大路、台中縣清泉路、
東海路、中清路至清泉崗機場。
四、環線-忠明進化建成環線公車：由台中火車後站經復興路 4 段、台中路、
建成路、南平路、忠明南路、忠明路、進化北路、進化路、建成路、大智路、
復興路 4 段至台中火車後站14。
除此之外，台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也在 2004 年委託民間公司，就高鐵人潮進入
台中的門戶地區-南屯進行社區風貌營造與規劃的計畫，然而該計畫後來只針對
自行車道及導覽解說提出不到 4 百萬元的計畫(註：高鐵通車後社區轉變延續工程仍在
進行中)。
台中市政府都發局同時透過都市計畫變更方式在距離高鐵車站不到 1 公里的南
屯區鎮平里及中和里(只隔著筏子溪)提出面積約 147 公頃的農業區變更為休閒
專用區計畫(其中休閒專用區面積達 131.79 公頃)，如果實現，這個計畫區將成
為台中市有史以來最大的商業開發基地，規模將遠超過中區(商業區約 55 公頃)
與新市政中心(總面積約 107 公頃)。根據該計劃說明會資料，
「專用區未來之發展，將優先考量人流、物流、轉運及觀光飯店等使用；產
業之引進以觀光、休閒、娛樂等為主，並配合高鐵「一日生活圈」的規劃，
形塑觀光、娛樂休閒風貌，提升都市之競爭力。高鐵已有烏日車站特定區之
規劃，設置車站、產業、商業、住宅等專用區，鎮南休閒專用區之規劃亦將
考量予以因應配合。」15
台中縣政府則顯的被動些，除了與台中市政府共同推動捷運綠線提早動工外，縣
政府在高鐵附近並沒有太大的著力點，烏日鄉與大肚鄉的都市計劃規模並沒有預
設大量人潮進出的準備，短期內也很難提出具體因應對策，整個高鐵車站雖然在
台中縣境內，但是預期的觀光消費人潮仍然以台中市為主。
彰化縣政府這幾年努力的重點放在彰南花卉特區及田中車站的都市計畫擬定程
序，從個人接觸及訪談資料判讀，彰化縣政府對高鐵的想像與因應重點是縣境內
的田中車站區，而非緊鄰台中高鐵站的彰北區，這個競合現象有待縣市聯合會報
機制才有化解的可能，其次則是台中都會捷運網延伸到彰化市等課題的整合與回
應。

14
15

資料來源，台中市政府 2005 年 6 月 21 日新聞稿。
台中市政府新聞稿，2005 年 6 月 29 日及先期作業說明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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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則受限於地理區隔，只能被動地迎接高鐵的來臨，缺乏主動的籌碼。雖然
中二高開通已經擴大南投縣的可及性，但是仍侷限以公路運輸為主，後續的國道
六號開通只是同樣情境的延伸，大台中都會捷運網連結到南投市則可能造就南投
縣新的契機。
中台灣迎接高鐵時代戰略觀
高鐵是大量人流運輸工具(large-scale people mover)，也是縮短空間距離的有
效工具。台中市在後高鐵時代必需在交通轉運層面及市場擴張層面充分準備，才
有可能掌握高鐵出現的機會，創造後高鐵的新台中。陸地型運輸工具的變革將牽
動中台灣空間結構再造的狂浪，單一都市將無法面對這股力量，唯有區域集體規
劃與合作，才有可能創造區域整合與區域競爭的優勢。
高鐵不但是連結西部各大都會區的主幹線，高鐵車站周邊也將成為吸引消費人潮
的中心，在此基礎上，中台灣有可能成為全台灣人流消費的核心區，原來北台灣
的經濟領先優勢將在機場捷運完成後持續加溫，南台灣的國際港口優勢也將促成
外貿經濟的深化。
中台灣如果無法突破成為政治中心(例如新首都或新行政都市等)的障礙，在ㄧ日
生活圈的空間架構下，中台灣的戰略目標應該分兩個層次，且鎖定長途旅客及國
際觀光客兩大族群：
第一、
第二、

有效聯結各項運輸工具(integrated transport)，提高高鐵人潮
到達中台灣各項設施與據點的意願與機會。
透過區塊聯盟方式，吸引長途人流停留大台中的時間，增加高鐵
人潮消費額度；

創造高鐵使用依賴性亦是環境友善行為，高鐵搭乘相對降低自用汽車的使用，如
果相關的配套措施，例如有效轉乘系統可以形成市場規模，高鐵利用可以促成正
面環境效應。
就中台灣區域而言，高鐵出現的利基在於可能創造更多的長途旅次商務及觀光人
潮進入中台灣的機會，這些新增加的人潮，有助於帶動中台灣各類消費性市場(商
業、旅遊、觀光等)及人力資源市場的擴張。
在個人運具(自用汽車)優勢下，台中市在中台灣的區位核心地位並不明顯，這點
與過去鐵路時代有相當的差異性，高鐵出現將可以創造台中市重新成為區域中心
都市的角色，並且創造台中進一步建構區域性大眾運輸及轉運系統的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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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略層次有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八成的高鐵乘客會有消費行為，又台中高鐵站可
以吸收其中百分之二十的活動，其他百分之八十的活動將在區外滿足。以每日最
高量 10 萬人次計算，估計有 8 萬人次有消費行為，高鐵車站區可吸收 1.5 萬人
次，大台中則有 6.5 萬人次，換算為每年約 2,000 萬人次，以每人消費兩千元計
算可得約 400 億元經濟效益。
高鐵通車後的台中時代
1. 每天早上六點到晚上十二點，台北與台中及台中與高雄之間雙向約五萬人在
台中高鐵站進出，長途旅客透過轉運工具分散到中台灣各地區，並且在下班後停
留台中吃飯休閒，享受台中市提供的 24 小時服務機能。
2. 每天來自新竹、台南車站的高科技旅客透過高鐵與台中科學園區交流，並且
大量選擇在台中會議、教育訓練、居住、觀光與消費。
3. 中台灣各縣市居民透過便捷的轉運系統，進出台中高鐵車站，並且利用高鐵
車站的相關商業設施，滿足生活需求。
4. 國際觀光客在國際機場入境處利用前往台中高鐵的服務機能，被吸引到台中
高鐵站，並利用台中高鐵車站設置的資訊及轉運服務，經由大台中觀光休閒
轉運中心的窗口，快速進入中台灣觀光景點，享受中台灣的好山、好水與好
風情。
旗艦戰略方案(優先推動)
後高鐵的台中時代最重要的戰略其實並不是單純的交通運輸政策整合，那是其
次。反之，迎接後高鐵時代的台中需要的是嶄新的都市發展定位，本研究建議在
四個指導原則下進行台中未來發展願景的推演，「利用台中既有發展優勢、切中
人潮市場脈動、發展全天候都市消費環境、合法商業使用分區及配套公共設施」。

基於以上認知與推演，本研究大膽提出「吃在台中、24h 樂在其中」台中市
都市發展意象(image)，承接台中市既有的優質生活首都願景陳述(vision
statement)及爭取古根漢美術館所累積的市民能量，一方面落實生活首都的目
標，同時也貼近台中市目前蓬勃發展的餐飲相關產業。
飲食是人類的基本需要，但隨著社會不斷發展，生活質素提升，飲食已不單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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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腹；食物選擇、烹調方法、炊具餐具、菜式名堂、用餐禮儀、環境氣氛等都可
以十分講究，使飲食、菜餚成一種文化和藝術的表現，吸引國際觀光客注意力。
表 12、2004 年受訪旅客來台觀光主要因素(依主要市場分)
主要市場

菜餚

風光景色

台灣民情風 距離居住
俗和文化

地近

物品價格 歷史文物

全體

48.16

37.78

27.96

24.64

22.72

20.07

日本

53.78

24.05

20.47

37.94

27.54

24.61

美國

25.3

51.2

59.64

4.82

10.84

23.49

香港.澳門

57.17

49.01

20.97

16.11

19.21

10.38

新加坡

57.23

56.6

32.7

7.55

17.61

8.81

韓國

39.76

34.94

32.53

40.96

38.55

27.71

馬來西亞

40.23

47.13

31.03

4.6

13.79

4.6

歐洲

22.41

54.31

46.55

1.72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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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澳

27.27

63.64

52.27

-

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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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觀光局網站，2005 年 7 月。
本方案建議以公益路(約 30 米寬)周邊及美術館綠園道(約 40 米寬)周邊既有優質
餐飲文化及創意休閒產業基礎，發展以台中為核心基地的『國際美食文化街』及
『國際美食文化博物館』，使其成為台中市吸引高鐵人潮的最大賣點(類似新加
坡烏節路意象)，並且在吃喝玩樂的基礎上，進行以下的市政工程改造。

台中國際美食文化街暨美食文化博物館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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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強化公益路為主及美術館綠園道為輔(這是台中市獨有、台北市沒有
的綠園道)的都市設計，透過適度的都市計畫變更及建築管理手段，
創造優質人行動線空間、舒適的休憩停留廣場與便利的停車及高鐵
接駁計畫。
由台中市政府提出優質餐飲業者進駐台中優惠方案(仿高雄市政府
的鼓勵高雄拍片計畫)，獎勵國際性及地方性餐飲業者進駐美食街。
輔導觀光及餐飲業者成立美食街車導覽設施，以國際美食街(公益
路、文心路口為捷運綠線 G8 車站)為核心區，結合中台灣區域性景
點、主要重劃區夜間娛樂據點及各大夜市商圈，行銷台中市 24 小時
不打烊的吃喝玩樂設施。
重新打造台中市政府經濟局工商登記制度，改採獎勵及品質認證方
式，逐年輔導優質餐飲及相關業者轉型為優質、安全、舒適、獨特
的觀光餐飲文化空間。
利用戶外圓形劇場廣大體育場用地(或者市民廣場及綠園道周邊土
地)，籌劃台灣第一座國際美食文化博物館，以 OT 方式爭取中央經
費補助及優秀民間團體進駐研發管理，發展以台中為舞台的亞洲美
食天堂。
以國際美食文化博物館為主體，發展台中為生活博物館群特區。在
短期內，成立台中博物館群籌備小組，由市長協同企業主共同召集
主持。

台中市 24 小時吃喝玩樂文化最大的特色是比台北平價、集中，因此國際美食街
及美食博物館的最大賣點並不是台北沒有，而是台中能夠提供更平價、更連續、
更美化、更安全的複合性商業消費空間。
目前以逢甲夜市及精明商圈等地點為主的台中市商業及觀光發展策略，忽略住宅
區超限商業使用及缺乏停車及人行廣場腹地等問題，導致多數商圈及夜市已經成
為公共不安全卻人潮擁擠的商業區塊，在缺乏安全消費環境的保障下，這些既有
商圈夜市不應該成為後高鐵台中時代的戰略行銷代表，反之，後高鐵台中時代的
上策應該選擇逐年輔導方式，適度降低這些地點的發展量，以便預防重大都市危
機。
短期策略方案 (四年內完成)
短期方案兼顧運輸面及土地開發面的衝擊，並且從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可以合作
分工的角度切入。高鐵通車初期的轉運仍以公路為主，短期方案的重心以便捷轉
運及避免車站專區商業開發方向錯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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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發展態勢而言，配合高鐵通車的各項交通路網及運具整合已經具備雛形
16
，這部份未來地方施政重點在於領導者執行能力及如何建立中央地方有效溝通
及合夥關係，除此之外，台中市尚有以下幾項策略可以積極推動之。
1. 高鐵車站界面方案
資訊提供(information)；台中縣政府結合民間資源與資金，設置常態性大台中
資訊服務中心及大台中招商常設辦公室於高鐵車站內，營造大台中友善門戶的氣
氛，吸引人潮進入大台中消費停留。
2. 進出動線系統方案
動線暢通(circulation)：機動性檢討高鐵撘乘的可及性及人潮流動的運具轉乘
機會，將主力放在便捷(多班次與多路線)的大眾運輸及免費接駁，避免高鐵出現
造成既有系統癱瘓的難局。本方案重點在機動性，因應高鐵通車已有多項的公
路、軌道及公共運輸建設，這些建設都高鐵未通車前所擬定完成，一但高鐵通車
後，如何保持進出高鐵車站的動線暢通，並且因應高鐵車站事業用地陸續開發完
成後，可能吸引的商業人潮，台中市政府必須成立一個由副市長領軍的機動小
組，因應高鐵通車後的可能情境，其中也包括防災及救災機動反應。
3. 車站特區的土地使用方案
土地使用相容性(compatibility)：區隔高鐵車站特區的事業用地發展項目，避
免新的商業設施及活動直接衝擊台中縣市既有商業基礎。
4. 特區周邊的配合策略方案
1. 全國第一個觀光轉運中心： 利用現有戶外圓形劇場部分用地(文心路及向
上路口將近 9 公頃體育場用 地)，透過專車接駁方式(及未來的綠線捷運)，
成立大台中觀光休閒轉運中 心，引進中台灣旅行社、觀光列車、個人服務業、
夜間娛樂訓練中心、地區導遊、美食博物館、觀光飯店等相關關聯產業，發
展高鐵長途旅客進入大台中觀光旅遊的轉介窗口服務(one-stop service)。
2. 彩繪台中新門面： 彩繪高鐵周邊公路及橋樑，透過公開機制，分區塊委
這部份的說明可以參見 2005 年 7 月 15 日由台中市政府副市長所發的新聞稿得知，在交通
運輸專業部分這幾年已經完成若干整合性的研究與規劃。唯ㄧ令人質疑的是，為何等到執政將近
四年的時間才提出如此完整的新聞說帖，而且其中多項計畫充分顯示地方過度依賴且缺乏創意的
思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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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企業認養彩繪，並允許適度的企業形象廣告，創造台中新意象。(如果成
效不錯，還可以考慮擴大實施，讓台中所以通行動線及橋樑充滿藝術氣質)
3. 優質住宅區： 加速發展中科周邊特區及 14 處後期發展區(1,400 公頃)低
密度住宅社區與配套措施，營造吸引高科技人才居住台中的優質社區環境。
4. 筏子溪新門戶改造計畫： 積極配合中央政府筏子溪東海橋北段河川整治
計劃，打造高鐵進出台中的新門面。並且結合台中縣政府力量，共同降低筏
子溪上游工業污染，減輕水質污染。
5. 永續筏子溪生態環境： 保留筏子溪東海橋南段到烏溪入口處的生態環
境，降低人為開發破壞，以河川行水區為核心區，周邊的緩衝區允許低密度、
小規模親水公共空間，留給筏子溪一個最後的淨土空間，必要時重新檢討鎭
南休閒專用區的開發強度與引進業種。
6. 台中生活博物館群正式登場： 在台中國際美食文化博物館的帶動下，以
台中市政府舊址成立台中市歷史文化博物館，以筏子溪周邊基地成立惠來史
前文化博物館、以台中市孔廟忠烈祠成立禮俗博物館，以台中火車站為主體
的台鐵博物館、以台中體育館現址成立台中體育文化博物館、以台灣自來水
公司現址成立台中水資源博物館、以台中糖廠僅存辦公室成立台糖文化博物
館，以欣中瓦斯為基礎成立瓦斯博物館、以台中酒廠舊址成立台中創意文化
產業博物館，以漢翔公司現址成立台中軍事博物館，以台中工業區部分廠址
成立玩具、鞋、雨傘、自行車、出口成衣、機械工業文化博物館、東山國中
地震公園博物館等，配合台中縣相關博物館特區，以每年至少 20 億元的公私
資源投入台中博物館群的經營管理，預計每年吸引高鐵相關旅客至少 200 萬
人次，創造至少 200 億元文化相關產值。
中長期策略(五到八年完成)
本階段捷運綠線已經準備通車且中科經濟效應也日趨穩定，因應的策略包括進一
步推動部分捷運藍線動工，並且視情況推動捷運紅線連結台中縣與南投縣。其次
則是在高鐵成熟營運的基礎下，積極推動大台中都會治理可以在直轄市的基礎
上，以既有的五港合一為提升競爭力的最佳利器。同時間，本階段也開始出現新
的高鐵小車站(苗栗、彰化、雲林)，區域性大眾運輸網的建立也日趨重要。
1. 推動捷運藍線部份開工：在經費短缺及中科效應已經在本階段開始出現就業
人潮的基礎下，本階段的策略放在捷運藍線介於文心路中港路口及東海大學
站優先開闢，綠線捷運在本階段已經進入完工階段(預計 2012 年通車)，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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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中的鐵路高架化及捷運化工程(連結豐原、潭子、北屯、東區、中區、南
區、南屯、烏日)，台中市整體運輸網路缺乏疏通主要就業中心(中科及台中
工業區)及主要生活區(西屯區)的鏈結，捷運藍線(約 6.5 公里高架軌道)部分
開通可以化解過度依賴汽車運輸的窘境，降低環境負面衝擊，呼應生態城市
理想，更可以往大台中都會捷運網目標的達成邁進一大步。
2. 在中科效應的催化下，國際機場、台中港、台中火車站、台中高鐵站、中台
灣數位港進行積極的整合，並且在直轄市政府的治理架構下，以五港合一的
大戰略架構，帶動大台中都會區的國際競爭力。
3. 區域性捷運路網的建構，以台中為核心的台中都會區捷運路網應該在本階段
得到更明確的支持，特別是捷運紅線是否連結豐原到霧峰或者南投等議題，
應該在建構區域性大眾運輸路網的架構下，由新的台中市直轄市政府統籌規
劃辦理。
其他配套計畫
1. 利用台中市文化基金會機制，選擇中港路學產基金展覽館，作為台中國際文
化中心基金會(Taichung International House Foundation)吸引非營利國際團
體及台灣主要民間團體進駐，充實流行文化首都的內涵，並且積極發展台中為非
營利機構與文化的首要都市。
2. 強力遊說台灣高鐵公司利用大台中設置職訓中心及公益合夥計畫，落實高鐵
以台中為大本營及最大市場的目標。(目前包括營運中心等設施多數集中在桃園
縣，相當可惜)

伍、結論與展望
高鐵還沒通車，也是台灣史上前所未有的設施，目前引用的人潮數量推估與高鐵
使用者特性等資料只是最佳假設，多少比例的現有使用者會移轉既有交通行為，
改用高鐵等議題也是未定數，這是本研究無法突破的瓶頸。
然而我們深信，高鐵帶來機會，也捎來挑戰。從台中觀點而言，高鐵帶來新ㄧ波
的空間結構重組，台中有機會成為西部都會軸線的核心區，高鐵也帶來新的挑
戰，在南北兩大都會區的夾擊下，台中也可能被磁吸效應影響，進一步空洞化。
然而台中沒有失敗的權力，而臺灣高鐵的成功，也必須建構在大台中的休閒文化
產業基礎上。發展吃在台中、24H 樂在其中的新意象，成功的都市意象營造，不
但可以帶給台灣及國際觀光客新的平價與優質消費，更可以帶給台中人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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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邁向優質生活首都的實踐。換句話說，成功的台中轉型也將是高鐵營運成
功的保障，台中博物館群的營造更是台中邁向優質文化首都的具體表徵。
現階段及未來的台中領導者不能重複過往放任房屋量產及地價攀升的錯誤，近年
來台中市部份高級住宅在劣勢周邊環境的衝擊下，急速出現價格下濾的現象，嚴
重影響地產價值與生活品質的現象，後高鐵台中的城市治理重點應該放在創造優
質生活環境、提升既有地方特色文化產業、提供便捷大眾運輸系統等目標的達
成，這才是台中未來再創高峰的永續途徑。
最後，本研究雖然提出吃喝玩樂的台中發展願景，對於可能增加的消費人潮與環
境改變，仍是在保持優質生活環境極，避免犯罪與社會治安的惡化的前提下進
行，否則新的改變也只是舊問題的新包裝，這點也值得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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