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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間發展構想 

第一節  議題指認與對策 

以下透過表格，綜整說明臺中市目前面臨之議題及其後續發展對策： 

表 4-1  議題指認與對策一覽表 

類型 議題 發展對策 

整體

層面 

都市蔓延形成

中心衰敗與空

間結構混亂 

短期 以人口、家戶結構及未來地方經濟之綜合分析，檢討現有

住宅供需情況，並以成長管理的精神進行整體住宅用地之

總量管制，防止都市持續蔓延。 

以烏日副都心、豐原副都心、海線雙港副都心以及臺中市

中心為主的三副都、一都心空間布局，進行更合理的空間

規劃與人口配置。 

中長期 配合外在環境變遷，挹注新的經濟動能，如爭取中央官署

於烏日副都心進駐等。 

人口成長與結

構 變 遷 趨 勢

下，目前之相關

計畫缺乏回應 

短期 進行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或專案通檢。 

檢討閒置未利用之公共設施用地。 

中長期 建構公共轉運中心（臺中、水湳、烏日、豐原、沙鹿、霧

峰、大甲），規劃點對點區域幹線公車快速通行，俾利與核

心地區之交通串連，營造大臺中便利生活圈。 

合併升格，卻未

臻理想的都會

治理 

短期 藉由空間結構重整契機確立三副都心、一都心之發展佈

局，進行都市計畫整併與縫合，消彌邊界地區土地使用、

公共設施與交通系統等落差，俾利資源配置的重新調整。 

進行各區現況資源與優勢產業的指認分析，提出各地區適

宜發展方向，藉由區域發展分工，提升臺中都會治理效能、

消弭縣市心理和實質上的隔閡。 

中長期 爭取大型公共設施或官署進駐烏日之機會，以大臺中 123

發展策略，重新指認臺中市主要發展軸線與各區發展密度。 

評估新的重大建設清單，強化各區發展與提昇各區居民之

生活環境水平，如：建構大臺中山手線及臺鐵捷運化，結

合中部海線與山線的優勢，將縣市合併後較為邊緣的地區

透過鐵路環狀軌道系統與發展核心緊密連結。 

環境

敏感

層面 

為落實國土保

育，亟需依據環

境敏感類型進

行分級管理 

短期 進行土地適宜性作之基礎分析，避免於具自然環境脆弱或

生態保育價值地區進行開發。 

以災害潛勢及防救災地圖等資料，作為土地開發之規劃參

考。 

按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劃設環境敏感地區。 

中長期 維護本市保護區域內之自然資源及重要生物棲息環境。 

面臨極端氣候

變遷，整體治水

政策有待調整 

短期 進行總合治水規劃。 

中長期 提出不同的淹水原因相對應之解決原則。 

提出避免坡地災害相對應之解決原則。 

臺中市地貌多

變，具豐富之生

短期 將自然生態棲地區分為「核心自然棲地」及「次核心綠地」。 

落實河川流域治理，以兼顧安全、生態與環境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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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議題 發展對策 

態資源，然隨著

都 市 發 展 擴

張，生態棲地逐

漸減少，不利維

持生態多樣化 

中長期 維持海岸地區之自然海岸線比例。 

經濟發展未考

量坡地森林容

受力，與環境保

全政策相違背 

短期 劃分第 1 級環境敏感區與第 2 級環境敏感區等，依據全國

區域計畫指導，明訂其開發及限制條件。 

中長期 對已造成嚴重污染及生態失衡之地區儘速進行環境復育。 

隨著環境保護

意識的覺醒，產

業與土地發展

面臨調整規劃 

短期 重新檢討老舊、低度利用工業區之再生、運作與管理。 

中長期 配合臺中市政府推動之「低碳城市計畫」，進行懸浮粒子之

檢討與總量管制。 

未來應引入低汙染、低碳、低耗能之前瞻性產業，並引導

臺中市六大產業邁向產業 4.0，創造下世代永續產業之發展。 

面對縣市合併

新格局，重新思

考大肚山發展

方向 

短期 非都市土地之現有森林區予以保育。 

中長期 進行現有工業區再生轉型為「生態型產業園區」。大肚山應

往大肚山綠色軸帶之方向發展。 

進行大肚山上之鄰避性設施整體檢討。 

為促進海岸地

區永續發展，並

兼顧海岸地區

資源之保護、利

用與管理 

短期 配合依「海岸管理法」擬定之「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適修

本計畫之內容。 

中長期 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一級海岸保護計畫及海岸防

護計畫；請臺中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二級海岸保護計

畫及海岸防護計畫。 

產業

發展

層面 

全球化競爭下

產業發展面臨

威脅與轉型 

短期 建立農產品物流平臺。 

中長期 協助爭取工業高階技術移轉、物流配送與延伸設計等附加

價值服務。 

發展文化創意及休閒觀光之新興服務產業。 

二級產業用地

供給方針面臨

檢討 

短期 落實優良農田之管理與違規取締制度。 

活化雙港（臺中港、臺中國際機場）周邊特定區為多元加

工腹地，並配合雙港智慧化物流配套設施擴充。 

中長期 在確保水資源能夠滿足產業需求條件下，應優先透過專案

檢討都市計畫低度利用工業區，確認都市計畫工業區飽和

後，再篩選非一級環境敏感地且透過土地適宜性分析確認

合適之閒置公有土地，增加二級產業用地供給，並可提供

財稅減免誘因或機制。另未登記工廠應依法定程序引導原

位於農業用地上的未登記工廠遷移或轉型農業改良相關設

施。 

配合中央六大新興產業發展政策及產業 4.0 發展方向，鼓勵

工業區轉型升級。 

改善雙港周邊之交通設施，串聯雙港與大臺中產業發展，

經由大臺中山手線及環狀城市交通佈局策略，雙港可搭配

中科與中部區域創新產業及服務新經濟體系事業之發展，

促進產業廊帶形成。 

觀光休閒資源

豐沛，然缺乏串

接且知名度有

短期 強化各觀光地區之間，以及與轉運中心之大眾運輸功能。 

於各觀光景點營造友善的步行空間，並建構完整的自行車

旅遊網絡。 



4-3 

類型 議題 發展對策 

待提升，吸引遊

客有限，無法擴

大整體產業規

模 

中長期 推動會展旅遊與獎勵旅遊之新興觀光產業發展。 

營造城市觀光意象。 

推動區域型觀光廊帶，以三副都心一都心為四大不同的特

色旅遊廊帶，例如豐原山城副都心，將來成立糕餅博物館

產業文化園區、連結后里花卉、新社花海、石岡東勢客家

風情、和平谷關溫泉及梨山農業，每年盛大舉辦台灣花果

節、糕餅文化節等觀光節慶，形成豐原山城旅遊廊帶。 

土地

使用

與公

共設

施層

面 

未登記使用管

理失序，造成城

鄉環境管控失

靈 

短期 落實農業主管機關認定具優良生產力農田範圍之管理與取

締。 

中長期 針對現有非都市土地上之違規使用情形，提出回饋與修補

機制。 

針對違規使用者回歸至原有合法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使

用範圍。 

公共設施分布

不均且質量尚

待調節，形成城

鄉差距 

短期 進行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 

中長期 利用多元手段，提高公共設施開闢率。 

交通

運輸

層面 

海空港發展定

位不明，未全面

發揮其應有功

能 

短期 利用臺中港區廣大腹地，拓展物流產業之發展。 

將臺中港特定區與臺中國際機場周邊納入自由貿易港區計

畫。 

加強「港市合作」、「港市合一」，透過市府與港務公司共同

出資成立合作平台，共同招商發展港區建設，並將老舊、

不堪使用之碼頭開放給臺中市民，做為遊憩、保育及文創

產業之使用。 

中長期 針對臺中國際機場，透過特許使用制訂或專用區劃設之方

式，引入旅客過境服務、物流倉儲及航太零組件製造維修

中心。 

透過海陸聯運、空陸聯運、海空聯運等合作策略，發展環

狀觀光旅遊路線的模式。 

臺中國際機場發展為廉價航空中心，其周邊地區可結合中

部精密機械與工具機產業優勢，並與漢翔合作發展航空零

組件維修製造業，並與桃園機場合作朝「中桃航太零組件

製造維修雙核心」為發展方向。 

大眾運輸服務

有 待 重 新 檢

討、強化與整合 

短期 推動臺鐵捷運化工程，評估大臺中山手線之可行性。 

落實無縫公共運輸，連結台鐵、高鐵、公車、捷運、i-bike

系統，使之能迅速轉乘。 

中長期 以緊密城市（Compact City）的觀點，推動大眾運輸為導向

的發展策略。 

設立公共運輸發展基金。 

公路路網系統

層級不明，且臺

中市東半部地

區道路連結相

對不便，形成交

通紊亂現象 

中長期 界定多核心發展的階層式公路系統。 

重視山城地區居民進出（聯外）的基本運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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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城鄉發展模式 

一、區域機能 

綜合上述上位相關計畫之指導、臺中市自身之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條件以及

面臨之課題分析等，定位臺中市於國際階層、區域階層及都市階層下，不同尺度

之角色，並以生態低碳城市、環行緊密城市、中彰投區域治理之角度提出「亞太

新門戶、中部智慧環行城市、友善綠色城鄉」之發展定位，並依據臺中既有之山、

海、屯、都之不同特色，進行因地制宜、具有地方特色之發展策略，而後再據以

訂定具體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以及各區域空間發展構想。 

（一） 城市角色 

1.國際階層：東南亞與中國沿海的亞太門戶 

臺中地處台灣南北交通中心，擁有臺中港及臺中國際機場，便利的高鐵及

公路系統，陸海空聯運方便；此外臺中也是東北亞到東南亞航線的中點，與中

國東南沿海各港呈輻射狀等距離展開，相較於台灣其他港口，臺中與中國東南

沿海地理位置最近。在理想狀態下，臺中的海空國際雙港，應肩負起將在地產

業與世界連結的重大任務，成為臺灣中部重要的對外門戶。 

2.區域階層：中部區域核心都市 

依據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臺中市儼然成為中部區域的核心都市，應強

化區域內的整體網絡結構、加強成長中心間的運輸服務，並維持目前數個區域

核心的適宜中小發展規模；臺中市亦為中彰投共同生活圈之一環，應扮演主要

核心都市提供都會機能之角色，並應積極尋求中彰投區域合作與治理。 

3.都市階層：縣市合併後都市重整的契機 

縣市合併後的臺中市，當有空間及產業發展重新結構之新機會，藉由大臺

中多核都心的發展以及臺中舊都心的再生，將能結構性啟動臺中都市再生之契

機。亦應隨環狀捷運路網之發展建設，帶動大臺中都市再結構，引導人口、都

市合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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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彰投區域發展 

1. 中部城市區域定位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指出，北、中、南三大城市區域已逐漸形成，臺中

市屬於中部城市區域，定位為「優質文化生活中樞及新興科技走廊國際都會」，

中部城市區域之發展結構上規模不大且結構較為鬆散，未來不在大幅擴大發展

區之前提下，應可藉由高鐵站、主題園區、海空雙港等計畫發展出數個新的次

區域核心，並加強各核心間之連結。 

2. 中彰投生活圈區域定位 

中彰投生活圈面積達 4,573 平方公里，約 447 萬人，以縣市合併後的臺中

市為人口最多之區域，約 275277 萬人，臺中市為中彰投生活圈的主要核心地

區，整體範圍包括國際雙港—臺中國際機場與臺中港。軌道運輸系統包含高鐵、

台鐵、興建中的臺中捷運綠線等，城市主要交通仍以公路運輸為主。 

（三） 城市定位與目標 

1. 城市定位 

定位一：亞太新門戶--回應中國海西與東協崛起，佈局亞洲國際戰略地位 

臺中雙港+高鐵門戶的黃金三角樞紐，打造臺中國際門戶 

（1）臺中國際機場與臺中港雙核心，隨著大臺中山手線環狀路網、捷運路網之

形成，可有效提升雙港與內部產業之連結能力，並應尋求雙港合作。 

（2）便利的黃金三角樞紐透過雙港與高鐵站聯結，應尋求先「客」後「貨」之

發展，再尋求未來地區交通連結提升，雙港設備升級進而帶動雙港區域整

體發展之機會。 

黃金三角樞紐+環狀網路交通，串起精機、中科形成科技產業走廊 

（1）中部地區中山高、中二高、國道四號、國道六號和環狀快速公路及生活圈

道路陸續完成後，大眾運輸捷運之建設將使雙港成為臺中產業連結國際之

亞太門戶。 

（2）雙港應設法整合大臺中山手線及其他運輸配套措施，還應落實活化雙港周

邊特定區為多元加工腹地，並配合雙港智慧化物流配套設備的擴充，亦可

搭配中科及中部區域創新產業與服務新經濟體系事業之發展。 

市港合作、港市合一，尋求合作共創雙贏 

（1）未來透過市府與港務公司共同出資成立合作平台模式，共同招商建設港

區，攜手促進中部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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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仿照高雄港區經驗，將老舊不堪使用之碼頭開放給臺中市民，做為遊憩及

文創產業園區等。 

（3）未來臺中港區朝向遠洋發展，使臺中精密機械、臺中產業出口能直接由臺

中港進出口。 

 

定位二：中部智慧環行城市—大臺中山手線串起三副都+雙港+一都心，引動中

部動能 

大臺中山手線引動發展能量，連動三副都、雙港、一都心，扮演中部政經要角 

（1）大臺中產業及城市發展之長遠策略，主要透過「大臺中山手線」連結雙港，

打通山海屯的任督二脈，加上中運量 MRT 做為骨幹，再發展 LRT 以及公

車運輸，作為輔助性服務系統。 

（2）大臺中山手線串起三副都與雙港，包括豐原山城副都心、海線雙港副都心、

烏日副都心、臺中國際機場、臺中港以及臺中都心，從生活便利的面向上

徹底改變臺中城市的運作。 

以三副都、一都心為發展成長極，進行成長管理邁向緊密城市（Compact City） 

（1）三大副都心，使得臺中市空間結構形成一中心三大塊的區域布局，其用意

在於均衡城鄉發展，促進地盡其利、擴大公共設施空間，提升市民生活品

質。 

（2）不同特色與定位之成長極，海線雙港副都心扮演亞太新門戶與新興產業發

展之角色；豐原山城副都心為行政副都心及具備山城觀光遊憩特質；烏日

副都心扮演中台灣交通樞紐與台灣副首都之定位，而臺中都則是扮演主要

的都會貿易成長極之角色。 

中區再生：打造城中城，發展智慧生態城市，活化老舊城區 

（1）擴大都市核心，將大里、太平、霧峰納入臺中都心進行規劃，並推動大里

太平進行廣域都市更新加強公共設施。 

（2）成立臺中都市再生委員會、制定臺中市都市再生自治條例，劃定舊城區為

都市再生區域，並設立「青創銀行」在舊城區中結合青年創意，讓新舊和

諧並存為中區注入多元活水。 

（3）將水湳園區結合北屯、西屯、南屯發展成為市中心新核心，運用資通訊科

技打造台灣智慧城示範區，提供市民自然與科技融合的樂活圈。 

（4）因應鐵路高架化，推動「臺中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強化臺中市因鐵路而

發展的歷史自明性，增加市民休憩空間與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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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三：友善生態綠色城鄉--因應氣候變遷與水共生，因地制宜發展城鄉魅力

及自明性 

友善山海地景及自然生態，並發展低碳旅遊與特色鄉村 

（1）維護大臺中重要藍綠生態基盤，提倡低碳旅遊打造低碳自行車旅遊路網，

並以三副都一都心之特色，營造各鄉村之城鄉風貌及自明性，打造大臺中

特色旅遊廊帶。 

（2）進行「臺中清溪計畫」，以「與水共生」為發展理念，打造臺中筏子溪為

生態迎賓河道，並提高綠川、柳川、梅川、麻園頭溪及旱溪沿岸下水道接

管率，營造周邊水與綠的河岸空間，重現臺中市河川、溪流的都市魅力。 

提升都市防洪能力，活化都市水文系統，打造與水共生生態城鄉 

（1）以生態為基礎、綠能建設為核心，營造都市河道景觀、推動生態濕地、水

岸森林公園、自然農法都市農園及自然生態教育等市民親水遊憩機能。 

（2）建構與水共生的都市環境，重新活化都市地表水文系統，藉由低衝擊開發

（Low Impact Development）措施建構海綿城市。 

發展人本低碳運輸，引導都市朝向集中發展，控制都市擴張 

（1）打造以人為本的公共環境，成為健康步行與自行車城市的示範區域，並規

劃市區環狀觀光街車系統。 

（2）設立公共轉運站，發展城鄉點對點便利交通，打造 1 小時內各城鄉區域間

之便利通行生活圈。 

2. 發展目標 

（1）城鄉因地制宜發展，都會成長極緊密發展 

（2）環狀交通網路連結人本低碳運輸系統 

（3）以交通樞紐整合產業走廊帶動整體區域發展 

（4）提升城鄉居住品質營造友善生活環境 

（5）形塑多元魅力城鄉景觀與文化特色 

（6）山河海資源保育與生態綠手指串聯 

（7）安全防災體系因應災害與氣候變遷 

（8）區域合作跨部、跨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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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大臺中整體發展願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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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市整體空間結構 

（一）臺中市空間發展解構 

為了解臺中市現況之空間發展型態與資源盤整，本節針對城鄉發展結構、生

態結構、產業空間結構、交通布局等面向進行解構。 

表 4-2  臺中市整體空間結構 

臺中市整體空間結構 

城

鄉

發

展

結

構 

城市結構： 

■一核心三副都的四

大成長極 

■中部地區商業消費

核心 

 

生

態

結

構 

■三大濕地：高美濕

地、大肚溪口濕地、

七家灣溪濕地，另有

東勢人工濕地（暫定

為重要濕地） 

■二大農業基盤：大甲

溪農業帶、烏溪農業

帶 

■四大山系：鐵鉆山、

大肚山、頭嵙山、雪

山山系 

■三河流域：大安溪、

大甲溪、烏溪 

■都會六川：柳川、梅

川、綠川、麻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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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整體空間結構 

溪、旱溪、筏子溪 

■水圳文化：葫蘆墩 

■各種文化景觀 

產

業

空

間

結

構 

■主核心：臺中經貿主

核心 

■雙國際港：臺中國際

機場、臺中港 

■三條產業走廊：三高

創新產業走廊、大肚

山生態科技產業走

廊、台三台八文創遊

憩走廊 

■兩大農業帶：大甲溪

農業軸帶、烏溪農業

軸帶 

 

交

通

發

展

結

構 

國際交通：海空雙港 

■臺中國際機場 

■臺中港 

 

區域交通：環行結構 

■兩條高速公路 

■環狀快速道路 

■山手線軌道系統 

■環狀捷運綠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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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市空間發展脈絡 

承上一節之空間解構分析，就整體空間發展上而言，對外臺中市在中部區域

空間所扮演之角色為政經商業消費核心，而對內而言，臺中市又可劃分為三副都

一都心的四大成長極，以下針對臺中市空間發展脈絡做說明： 

表 4-3  臺中市空間發展脈絡 

臺中市空間發展脈絡 

中

部

核

心 

臺中市：中部政經消費核

心 

南投縣：地方生活中心、

農業生產、休閒觀光樂活 

彰化縣：中部區域發展次

核心、農業基地。 

 

金

鼎

三

城 

臺中市為中部地區消費

政經核心，在區域治理之

理念下，中彰投共治協同

合作之局勢儼然形成。 

為使中部區域形成亞太

地區樞紐，以臺中市為核

心，彰投為休閒、居住及

樂活腹地進行區域治

理，強化國際城市競爭

力。 

三

副

都

一

中

心 

■臺中都心：臺中市+大

里+太平+霧峰 

■烏日副都心：烏日+大

肚。 

■海線雙港副都心：沙

鹿、清水、梧棲、大安、

大甲、龍井。 

■豐原山城副都心：后

里、豐原、潭子、大雅、

神岡、新社、東勢、石

岡、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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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空間發展脈絡 

山

海

四

軸 

■大安-大甲-梧棲：臺中

市農業前花園+媽祖文

化+高美濕地。 

■大肚-和美：大肚溪口

濕地。 

■后里-石岡-東勢-新社

-大坑：臺中市後花園+

鄉村生態旅遊。 

■和平：深度山林旅遊體

驗+溫泉賞櫻。 

 

 

四、臺中市八大策略發展分區指認 

承上一節之空間解構分析、空間脈絡梳理，臺中市依照過往之社經發展、地

理區位等影響下，約略形成 8 處策略發展分區，本計畫依據各個策略發展分區所

擁有之特色及地方自明性將之分類指認，臺中市策略發展分區示意圖如下所示： 

 

圖 4-2  臺中市八大策略發展分區指認示意圖 

 

 

 



4-13 

 

表 4-4  臺中市八大策略發展分區一覽表 

八大策略發展分區 涵括行政區 地區特色 都市計畫 

后里、豐原、潭子、

大雅、神岡策略區 

后里、豐原、潭

子、大雅、神岡 

后里馬場 

臺中花博展覽區域 

薩克斯風的故鄉 

糕餅文化 

葫蘆墩文化 

廟宇宗教文化 

大雅小麥田 

豐原都市計畫、高速公

路豐原交流道特定區計

畫、潭子都市計畫、大

雅都市計畫、后里都市

計畫 

東勢、新社、石岡 

策略區 
東勢、新社、石岡 

休閒農業 

新社花海 

東勢客家人文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

新社都市計畫、東勢都

市計畫 

和平策略區 和平 

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 

大雪山國家林遊樂區 

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谷關溫泉、梨山風景區 

裡冷部落 

梨山（松茂地區）風景

特定區計畫、梨山（新

佳陽地區）風景特定區

計畫、梨山（環山地區）

風景特定區計畫、谷關

風景特定區計畫、梨山

風景特定區計畫 

大甲、大安、外埔 

策略區 
大甲、大安、外埔 

休閒農業 

農、漁村文化 

大甲媽祖文化 

藺草生產及編織 

大甲都市計畫、大甲（日

南地區）都市計畫、外

埔都市計畫、大安都市

計畫、鐵鉆山風景特定

區計畫 

清水、梧棲、沙鹿、

龍井策略區 

清水、梧棲、沙

鹿、龍井 

牛罵頭文化 

高美濕地 

漁港特色 

鹿寮成衣、東海商圈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大肚、烏日策略區 大肚、烏日 

高鐵車站 

成功嶺營區 

啤酒廠文化 

烏日都市計畫、高速公

路王田交流道特定區計

畫、大肚都市計畫 

大里、太平、霧峰 

策略區 
大里、太平、霧峰 

太平休閒農業 

大里杙老街 

霧峰省議會 

大里都市計畫、擴大大

里（草湖）都市計畫、

大里（草湖地區）都市

計畫、太平（新光地區）

都市計畫、太平都市計

畫、霧峰都市計畫 

原臺中市策略區 臺中市 

南屯老街 

日治時代文化古蹟 

水湳經貿園區 

臺中州廳、火車站周邊老

城區域舊文化 

草悟道綠廊 

新市政中心 

大坑休閒遊憩 

臺中市都市計畫、大坑

風景特定區計畫、中部

科學園區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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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中市未來空間發展佈局 

綜合以上章節之解構分析、脈絡梳理、8 處策略分區之指認後，臺中市未來

空間結構布局可以分為： 

1. 一大中部區域核心：以原本臺中市與屯區為主。 

2. 雙海空經貿港：臺中港與臺中國際機場。 

3. 兩條科技產業走廊：科技產業走廊與屯區的產業加值創新走廊。 

4. 三大副都心：后里豐原舊城區、海線梧棲、沙鹿、龍井及清水所在地之海

港新市鎮以及烏日交通轉運特區。 

5. 四條山海軸帶：以臺三線為主的淺山休閒農業軸帶、以臺八線為主的深度

山林溫泉體驗軸帶、大甲大安一帶的農業前花園高美濕地軸帶以及大肚溪

口生態旅遊軸帶。 

以下為臺中市未來空間發展布局示意圖： 

 

圖 4-3  臺中市城鄉發展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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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空間發展策略 

一、臺中市整體空間發展策略 

為落實區域計畫能有效引導地方合理之發展，俾利配合與國土計畫法之推動

政策接軌，並依據上述章節之空間結構與脈絡分析係以兩山（大肚山脈、頭嵙山

脈）、三河（大甲溪、大安溪水系、烏溪水系）之自然環境、臺中市八處策略發展

分區以及城鄉發展模式所提及之：「一大中部核心、雙海空經貿港、兩條科技產業

走廊、三大副都心、四條山海軸帶」，並考量既有與未來擬建構都市生活圈為基礎

下，將臺中市收斂為四大生活圈，作為後續區域治理之依據，四大生活圈分別為

「烏日高鐵副都心」、「海線雙港副都心」、「豐原山城副都心」、「臺中都心」。 

 

圖 4-4  臺中市整體空間發展策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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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臺中市整體空間發展策略表 

四大生活圈
1
 發展現況

2
 八大策略發展分區 都市計畫 

豐原山城副都心 
面積：約 1435.72km2 

現況人口：約 58.6 萬人 

后里、豐原、潭子、

大雅、神岡策略區 

豐原都市計畫、高速

公路豐原交流道特定

區計畫、潭子都市計

畫、大雅都市計畫、

后里都市計畫 

新社、東勢、石岡策

略區 

石岡水壩特定區計

畫、新社都市計畫、

東勢都市計畫 

和平策略區 

梨山（松茂地區）風

景特定區計畫、梨山

（新佳陽地區）風景

特定區計畫、梨山（環

山地區）風景特定區

計畫、谷關風景特定

區計畫、梨山風景特

定區計畫 

海線雙港副都心 
面積：約 287.58 km2 

現況人口：約 41.8 萬人 

大甲、大安、外埔策

略區 

大甲都市計畫、大甲

（日南地區）都市計

畫、外埔都市計畫、

大安都市計畫、鐵砧

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清水、沙鹿、梧棲、

龍井策略區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烏日副都心 
面積：約 80.4 km2 

現況人口：約 12.7 萬人 
烏日、大肚、策略區 

烏日都市計畫、高速

公路王田交流道特定

區計畫、大肚都市計

畫 

臺中都心 
面積：約 411.11 km2 

現況人口：約 157.2 萬人 

大里、太平、霧峰策

略區 

大里都市計畫、擴大

大里（草湖）都市計

畫、大里（草湖地區）

都市計畫、太平（新

光地區）都市計畫、

太平都市計畫、霧峰

都市計畫 

原臺中市策略區 

臺中市都市計畫、大

坑風景特定區計畫、

中部科學園區都市計

畫 

                                                 

 

 

 
1 因部分策略區有跨行政區之情形，但為求計算方便人口與面積推估以完整行政區之邊界線為主。 
2 人口現況來源為民國 104 年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 月份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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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茲針對四大生活圈部分做細部說明，主要分為交通發展、土地使用、產

業發展等面向做說明： 

二、海線雙港副都心 

 

圖 4-5  海線雙港副都心策略發展示意圖 

 

土地使用面向： 

（1）以清水、沙鹿、梧棲及龍井四行政區為核心，發展海線雙港副都心，藉由

鐵路的串聯，以及後續必要的公共交通建設與智慧交通系統投資，將此四

處行政區連結為大臺中海線地帶之副都市中心，並以臺中港特定區與未來

清泉崗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做為副都心發展腹地。 

（2）臺中港特定區人口達成率僅 50.4246.80%，為全臺中都市計畫區人口達成

率倒數第二低，應以都市更新並輔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重新檢討臺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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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區都市計畫之土地利用。 

（3）就目前既存多面向之土地使用情況進行統整規劃，應避免開發非都市土地

之森林區，而位於非屬生態保育相關之未來發展區域，應採低衝擊開發、

對生態友善之開發方式進行。 

（4）針對「特殊稀有物種」評估劃設保育地區可行性，並依據相關法令加強保

育現有林業使用土地。 

（5）大肚山區域應進行鄰避性設施整體檢討，未來垃圾掩埋場與已公告禁葬之

公墓應轉型為具生態性之公園綠地；另開發案件應依相關規定進行水土保

持。 

（6）配合自由貿易港區規劃清泉崗門戶計畫。 

（7）活化閒置公有土地，引進區域型商業活動，完善地方基盤建設與大眾運輸

系統，檢核地區生活用地需求，加速火車站周邊以 TOD 理念發展。 

（8）應維護臺中港特定區北側之良好農業地帶，並以農業為發展主軸，避免開

發具連續性、大面積之應維護農業用地。 

交通發展面向： 

（1）推動海線雙軌捷運化，促成海線各城鎮車站便捷的藉由台鐵通達高鐵站，

使之能夠與台灣各都會中心直接連通。 

（2）擴大自由貿易港發展，規劃產業廊道，成為就業核心區，並從臺中港區—

梧棲—沙鹿副都心—臺中國際機場，發展出新興產業創新區域。 

產業發展面向： 

（1）本區應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落實對於現有工業區再生轉型為「生態型

產業園區」、劃設生態保護區及生態廊道、原生植物及棲地復育…等策略。 

（2）應以優先開闢關連工業區土地為前提，使低度利用之工業區能夠妥善利用。 

（3）促動梧棲市鎮中心發展，強化地方商業機能，配合臺中港郵輪觀光供應在

地消費觀光需求，促使海線地區形成觀光節點。 

（4）港市合作，市港合一，強化雙方合作協同發展臺中港區，並可循高雄港市

合作之經驗，開放部分閒置碼頭做為城市休閒空間或文創產業發展基地。 

（5）應針對大安大甲進行工業區檢討，輔導未登記工廠遷移至適當地點，避免

優良農地持續遭受轉用與破壞。 

（6）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轉用應以嚴格管制為原則，以維持臺中前花園的優

良農業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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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豐原山城副都心 

 

圖 4-6  豐原山城副都心策略發展示意圖 

 

土地使用面向： 

（1）豐原葫蘆墩圳掀蓋，重現「水漾、水聲、水清」三水豐華，並以此建立豐

原串聯觀光旅遊，提升市民遊憩、生活品質。 

（2）推動公共建築美學運動，融合宗教慶典、歷史故事與在地文化，打造豐原

山城區域為文化新美學的新市鎮。 

（3）考量密集聚落發展情形，辦理都市計畫間之縫合。 

（4）豐原山城頭嵙山以東高海拔部分應保留其原始自然景觀，避免持續開發現

有林地與大規模的開發計畫，原有坡地農業或建築應檢討是否有環境災害

之虞，而位於非屬生態保育相關區域之開發案，應限制發展規模或污染程

序的限額以防止生態系統退化。 

（5）豐原山城頭嵙山以東高海拔部分得依原住民族相關法令進行開發外，在不

影響生態敏感地區與兼顧防災安全情形下，應強化老人照護設施與進行農

村再生，且其農業發展可適度朝休閒農業發展。另開發案件應依相關規定

進行水土保持，並進行大甲溪整體流域治理。 

交通發展面向： 

（1）豐原台鐵鐵路高架化後，善用鐵路高架後下方空間，增加停車、自行車道、

接駁站、綠地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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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既有觀光自行車路網延伸，串連東豐、后豐、潭雅神自行車路網，應以舊

山線等路廊開發完整的休閒旅遊自行車路網，並進一步設立自行車專屬民

宿特區。 

（3）舊山線復駛發展豐原觀光型鐵道，並配合周邊沿線自行車路網，整合周邊

觀光景點。 

（4）運用國道四號延伸，強化豐原石岡之交通便利性。 

（5）打造豐原公共轉運中心，推行 1 小時快速轉運點對點直達 City Bus。 

產業發展面向： 

（1）辦理老舊市區與工業區之更新與再生，積極開發、更新老舊與閒置之都市

計畫工業區，並檢討新劃設工業區之必要性，避免工業區因發展而持續侵

蝕農地之情形。 

（2）建構觀光遊憩特色產業廊帶（糕餅博物館、葫蘆墩圳、薩克斯風、葡萄酒

莊、客家文化、國際木業園區、廟東老街、慈濟宮）。 

（3）藉由『花博 1+2+10』推動花卉、生技、高科技、種苗繁殖等產業。 

（4）整合豐原山城觀光遊憩產業，推動成立糕餅博物產業文化園區，以台 3

線、台 8 線連結后里花卉、新社花海、石岡東勢客家風情、和平谷關溫泉

及梨山農業。 

（5）串聯苗栗打造台 3 線田園走廊，因應本區 2018 后里花博之契機，及東勢、

石岡一帶之田園特色，應藉由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整合區域觀光，將

觀光軸線延伸至龍騰斷橋、勝興車站、三義木雕等田園觀光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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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烏日副都心 

 

圖 4-7  烏日副都心策略發展示意圖 

 

土地使用面向： 

（1）藉由高鐵、台鐵、捷運，三鐵共構的烏日站是未來中台灣重要交通樞紐，

當高鐵彰化田中站完成並與新烏日串聯後，再加上台鐵山線與海線在此匯

合，烏日高鐵特定區及烏溪兩岸將成為中彰共同生活圈的交通與發展核

心。 

（2）應掌握豐原經臺中車站至烏日高鐵站之鐵路高架捷運化通車契機，整併都

市計畫區，原臺中市舊市區至烏日一帶的空間發展廊帶，縫合都市發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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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塑造大臺中都會新面貌。 

（3）持續推動「立法院」在臺中，設置中央政府的中部行政中心，積極推動中

央部會進駐烏日高鐵特定區與鄰近的成功嶺營區。 

（4）未來應配合彰化市東區市地重劃與彰化市行政中心遷移，採取縣市區域合

作配合在地會展物流產業，利用大量往來於中、彰兩地之人潮打造彰中烏

溪兩岸共榮共生之雙子城。 

（5）因烏日地區位於河川匯流口，因此進行流域治理（筏子溪、大里溪）與強

化區域防洪功能是首要之任務，應檢討易淹水地區之閒置公共設施，優先

開闢為滯洪公園，並與既有水系、綠帶串聯打造與水共生的樂活城區。 

產業發展面向： 

（1）烏溪南側、貓羅溪北側的烏日溪尾地區規劃為「溪尾寮休閒農園」，共創

中、彰、投三縣市的「共同綠色樂活腹地」。 

（2）引入購物消費機能，利用中台灣陸運門戶定位打造中彰區域低碳綠色購物

消費中心。 

（3）以會議展覽、物流、休閒娛樂及康健體驗五大產業為產業發展主軸，加強

產業輔導及協助招商，針對策略性產業提供配套誘導措施，如租金優惠、

技術媒合。 

（4）烏日舊市區台鐵鋼樑廠遷廠後可轉型為產業專用區，引入結合烏日啤酒廠

之休閒產業或結合西側高鐵產專區之相關機關使用；烏日啤酒廠則可導入

休閒文化及觀光行銷活化；兵工整備中心建議搬遷至成功嶺營區，原址釋

出為發展創研專區。 

交通發展面向： 

（1）改善中彰聯絡道路，並增設中彰往來之橋梁。 

（2）臺中綠線捷運透過高架或輕軌等方式，將北彰化區域納入路網。 

（3）高鐵轉運中心提供轉乘至其他核心地區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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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中都心 

 

圖 4-8  臺中都心策略發展示意圖 

 

土地使用面向： 

（1）進行「臺中清溪計畫」，提高綠川、柳川、梅川、麻園頭溪及旱溪沿岸下

水道接管率，營造周邊水與綠的河岸空間。 

（2）建構市區到屯區之間的文化走廊，從舊市府周邊文化景點連結至林家花

園、省議會等，發展影視音文化創意產業及園區。 

（3）成立臺中市都市再生委員會，推動都心再生計畫。 

（4）制定臺中市都市再生自治條例，成立都市再生公司，劃定舊城區為都市再

生區域，結合中央地方、民間公辦都市更新。 

（5）支持文創育成基地，連結中區文化流域進行公園生態環境改造，活化舊城

歷史文化資源，打造藝文創意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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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生態為基礎，綠能建設為核心，營造都市河道景觀、低密度生態文創、

水岸森林公園、自然農法農園、自然生態觀賞等市民親水遊憩機能。 

（7）推動大里、太平進行都市更新，加強公共設施、提升道路及景觀品質。 

產業發展面向： 

（1）將水湳園區結合北屯、西屯、南屯發展成為市中心核心，運用資通訊科技

打造台灣智慧城市示範區，提供市民自然與科技融合的樂活圈。 

（2）通盤檢討舊有工業區、閒置工業區之可開發、可更新之數量，並依據未來

產業需求，如有工業用地不足之情況將優先釋出公有地解決中小企業用地

問題，並增加公園綠地，創造水與綠的移居環境。 

（3）打造雙十文化流域+愛國街廊道：串聯臺中體育場、臺中公園、臺中車站、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國立臺中圖書館形成一古蹟文創休閒廊道，活化

中區發展。 

（4）打造翡翠項鍊：串聯中正公園、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

崇倫公園、健康公園、大智公園等人文綠意節點，營造臺中市中心重要之

生態棲地與市民休閒空間。 

（5）推動霧峰電影文化園區、加速開發大里軟體產業園區，提升大里霧峰之產

業發展能量，創造未來無汙染、綠色智慧經濟產業發展之典範。 

（6）深化大學城：朝陽、亞洲、勤益、中興等大專院校與周邊環境之連結，並

加強產學合作，為臺中產業培育優良人才。 

 

交通發展面向： 

（1）擴大都市核心，將大里、太平、霧峰納入市區發展進行規劃。 



4-25 

六、八大策略發展分區 

在四大生活圈的基本概念底下，本計畫為求更細緻的呈現各區域間之發展特性，

將臺中市以行政區劃分為八大策略發展分區，以下茲針對各策略發展分區之發展機

能、地方特色及空間發展原則做說明。 

（一）大甲、大安、外埔策略區 

表 4-6  大安、大甲、外埔策略區發展構想 

發展機能 
臺中市前花園、精緻農業休閒帶、糧食保全
地帶、低密度鄉村發展 

地方特色 

（1）大甲：匠師的故鄉、鎮瀾宮媽祖文化…
等。 

（2）大安：鎮南宮、大安港…等。 
（3）外埔：劉秀才宅、水美李宅..等。 

空間發展原則 

（1）維持優良農業生產環境 

優良農地應保留、維持本區優良農業生產環境；大甲溪及大安溪間之區域應以不

再開發展業園區為原則。 

（2）打造北濱農業休憩帶 

完善觀光休閒基礎建設與轉運功能，連結苗南區域觀光景點、2018 后里花博之

觀光遊憩規劃。 

（3）精緻農業、體驗式觀光 

以觀光休閒、宗教文化、精緻農業為本區主力發展產業，並結合各區農村規劃提

升本區整體觀光產業動能。 

（4）結合幼獅工業區發展 

結合巨大（Giant）打造自行車觀光休閒產業，並結合農村發展規劃。 

（5）成長核心指認 

指認大甲為地方發展中心，應維持地方服務機能，避免都市擴張蔓延；工業區應

以現況總量為原則，避免新設工業區。 

 

圖 4-9  大安、大甲、外埔策略區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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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水、梧棲、沙鹿、龍井策略區 

表 4-7  清水、梧棲、沙鹿、龍井策略區發展構想 

發展機能 
海空雙港副都心、自由貿易港區、海線市鎮
中心、濱海產業基地、濕地觀光旅遊軸帶 

地方特色 

（1）清水：高美濕地、牛罵頭文化…等。 
（2）梧棲：梧棲漁港、梧棲老街…等。 
（3）沙鹿：鹿寮成衣商圈。 
（4）龍井：大肚溪口濕地、東海商圈、大肚

山夜景…等 
空間發展原則 

（1）維持北側優良農業生產環境 

本區北側優良農地應保留避免轉用，以維持本區優良農業生產環境。 

（2）大肚山觀光遊憩人文休閒生活軸帶 

未來之土地利用方式應以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生態友善為利

用原則。 

（3）加速關連工業區開發 

應優先使用既有工業區土地，開闢道路、加速公共設施開發，吸引廠商進駐關連

工業區。 

（4）港市合作 

港市合作尋求部分港區土地釋出共同經營，營造良好水岸遊憩、生活空間。 

（5）發展清泉崗門戶地帶 

應補足清泉崗機場周邊缺乏之物流、倉儲、旅運住宿等服務機能。 

（6）串聯海空門戶 

應建構完整海空港間之交通，串聯雙港發展。 

（7）優先發展副都心之發展核心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發展率過低，應於通盤檢討時檢討發展總量，優先利用既有都

市發展用地，以總量管制為前提避免都市擴張。 

 

圖 4-10  清水、梧棲、沙鹿、龍井策略區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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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肚、烏日策略區 

表 4-8  大肚、烏日策略區發展構想 

發展機能 
中台灣轉運物流門戶、商務會展功能、休閒
娛樂中心、健康體驗產業、與水湳經貿連動
成為會展雙引擎。 

地方特色 
（1）大肚：追分車站、望高寮…等。 
（2）烏日：啤酒廠、聚奎居古厝…等。 
（3）沙鹿：鹿寮成衣商圈。 

空間發展原則 

（1）大肚山觀光遊憩人文休閒生活軸帶 

未來之土地利用方式應以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生態友善為利

用原則。 

（2）大肚溪沿岸鄉村田園 

應以鄉村田園發展、農業生產、提供舒適之生活空間及大面積休閒腹地為主要機

能。 

（3）筏子溪水與綠休閒地帶 

筏子溪為臺中市重要入口迎賓水岸廊道，應提供高鐵副都心休閒綠地與優質親水

空間。 

（4）大肚市區 

地方生活中心，提供一般消費、部分產業發展機能。 

（5）烏日高鐵站區 

以轉運、物流、會展（產業展覽）、商業、休閒娛樂、健康體驗發展機能為主。 

（6）烏日市區 

以既有都市生活與消費機能為主，並輔以鐵路高架、都市更新、烏日啤酒廠及鋼

樑廠轉型提升整體環境。 

 

圖 4-11  大肚、烏日策略區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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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里、太平、霧峰策略區 

表 4-9  大里、太平、霧峰策略區發展構想 

發展機能 
水與綠優質居住發展帶、零組件產業基地、
農業觀光生態休閒。 

地方特色 

（1）大里：地方宗教、大里杙…等。 
（2）霧峰：朝陽、亞洲大學、林家花園、省
議會…等。 
（3）太平：生態豐富、枇杷節…等。 

空間發展原則 

（1）頭嵙山加里山山脈丘陵地 

應避免過度開發，以環境保育、水土保持、里山觀光休閒發展、生態教育為發展

主軸。 

（2）大里—大平霧地方生活中心 

應以水與綠都會生活圈為發展原則、串連既有休閒綠帶、發展大里軟科創新產業

基地；另為改善未登記工廠散布發展失序、公安疑慮，建議以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引導十九甲及塗城、大里夏田樹王之發展，集中產業發展區位。 

（3）太平—住商生活基地 

都會衛星市鎮、提供地方性服務機能、營造擁有水岸綠地的生活區域。 

（4）大里太平—產業基地 

本區應以產業發展為主軸，配合推動產業 4.0 升級，並結合鄰近大專院校型成產

學合作網絡；改善工業區與生活圈之環境，引入低汙染、低耗能、低碳排及高附

加價值之產業，並重新串聯水岸、綠地與都市生活及產業基地之連結。 

（5）霧峰 

應朝向田園生活環境發展，提供不同於都會區的田園生活品質。 

（6）烏日溪南 

應以農業生產、低汙染產業為主，並應將工廠集中管理避免汙染農地，且應執行

灌排分離，避免汙染農業用水。 

 

圖 4-12  大里、太平、霧峰策略區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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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里、豐原、潭子、大雅、神岡策略區 

表 4-10  后里、豐原、潭子、大雅、神岡策略區發展構想 

發展機能 水岸花都、花博觀光基地、人文宗教風光。 

地方特色 

（1）后里：薩克斯風、后里馬場…等。 
（2）豐原：漆藝、木工、糕餅…等。 
（3）潭子：將軍廟、德天宮…等。 
（4）大雅：小麥田、永興宮…等。 
（5）神岡：神岡浮圳、筱雲山莊…等。 

空間發展原則 

（1）豐原交流道特定區計畫一帶 

應朝向產業基地發展，優先轉型已遭受破壞之農地，提供有規劃及引導之產業用

地區位，避免產業用地侵蝕優良農地；另應灌排分離，避免工業廢水汙染農業用

水。 

（2）神岡、大雅 

朝向清泉崗倉儲物流支援、科技工業支援基地發展，提供清泉崗與中科生活性服

務與居住空間。 

（3）潭子 

為臺中市主要產業零組件生產基地，應維持既有發展定位，並搭配國道 4 號豐潭

段建設，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4）豐原 

以行政中心發展為主軸，並納入既有特色產業漆器、木工等在地文化，打造水岸

花都特有文化。 

（5）后里 

以中科、科技農業發展為主軸，配合花博發展宜居花田鄉村；大甲溪及大安溪間

之區域應應以不再開發展業園區為原則。 

（6）清泉崗門戶區域 

清泉崗周邊缺乏旅客服務及物流倉儲等設施，神岡周邊應扮演服務提供角色。 

 
圖 4-13  后里、豐原、潭子、大雅、神岡策略區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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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東勢、新社、石岡策略區 

表 4-11  東勢、新社、石岡策略區發展構想 

發展機能 
臺中市後花園、客家小鎮、精緻農業、觀光休

閒、台 8 線深山旅遊入口。 

地方特色 

（1）東勢：東勢林場、木業文化…等。 

（2）新社：白冷圳、新社花海…等。 

（3）石岡：石岡水壩、客家文化…等。 

空間發展原則 

（1）整體性原則 

本區應考量石岡、大坑風景區、新社及東勢之台 8 線深山觀光入口之定位，以里山

人文、自然環境交織而成之特色為觀光主軸，並計畫性串連各區塊旅遊、鄉村發展

及農業發展特色。 

（2）高品質、低密度旅遊 

應考量當地環境容受力，營造高品質、低密度旅遊，避免過度破壞當地人文、自然

環境。 

（3）環境友善之民宿規劃 

應針對可規劃推廣民宿地區優先指認，並進行先期整體規劃與總量控管，避免超過

環境負荷總量。 

（4）友善生態之土地使用原則 

未來之土地利用方式應以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生態友善為利用

原則。 

 

圖 4-14  東勢、新社、石岡策略區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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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和平策略區 

表 4-12  和平策略區發展構想 

 

發展機能 
深度山林旅遊、原住民部落、上游水庫保護、

重要生態棲地。 

地方特色 

武陵、雪霸國家森林公園、谷關、梨山風景

區、裡冷部落、泰雅原住民部落、原生物種

生態…等。 

空間發展原則 

（1）積極推動農村再生與社區營造 

透過推動農村再生與社區營造提升當地凝聚意識，提升社區內部互助、照護之能

力。 

（2）避免農業活動影響水體 

應於水域、水庫周邊設置保護帶，以天然植栽根系吸收減緩農藥、肥料之汙染。 

（3）高山農業轉型 

積極轉型造林、生態復育、生態教育等環境保育產業，避免擴大高山農業面積。 

（4）保留原始地景 

避免持續開發現有林地與大規模開發計畫。 

（5）整合流域生態及文化觀光資源 

以大甲溪流域為生態、文化觀光資源發展範圍，通盤性以流域考量整體觀光以及

資源規劃。 

 

圖 4-15  和平策略區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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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原臺中市策略區 

表 4-13  原臺中市策略區發展構想 

發展機能 
大肚山黃金縱谷科技產業走廊、水湳經貿核

心、新市政行政核心、舊市區文化核心。 

地方特色 
臺中火車站、臺中州廳、臺中公園…等極具

特色之地點。 

空間發展原則 

（1）舊市區文化核心 

城中城，老城再生與更新，除串聯各歷史街區與古蹟建物重現舊台中市「小京都」

之風采外，應配合鐵路高架綠空鐵道軸線計畫，縫合前後站都市空間，創造更多

優質生活空間。 

（2）水湳經貿核心 

發展國際經貿園區、生態住宅社區、多元文化商業區及創新研究園區，並結合產

業 4.0 定位為智慧化、低碳排及創新之示範區。 

（3）新市政行政核心 

提供行政、百貨消費、高品質住宅。 

（4）大肚山黃金縱谷科技產業走廊（臺中工業區、中部科學園區、精密機械園區） 

配合產業 4.0 及產學合作聯盟策略，導入智慧化生產、客製化服務，升級為下世

代之生態友善、低汙染之產業園區。 

（5）筏子溪生態迎賓廊道 

形塑計畫區都市入口意象，延續大肚山生物棲地與周邊農業區之自然環境。 

（6）大坑遊憩區 

臺中市後花園，應與新東石區域營造為里山人文特色、自然環境交織而成之生態

休閒旅遊區域，並塑造台 8 線深山旅遊遊憩入口意象。 

 

圖 4-16  原臺中市策略區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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