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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上位計畫及相關計畫概述 

本計畫為臺中市 12 項旗艦計畫暨 34 項重大建設計畫之一，民國 101 年 9

月 13 日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理完成「臺中市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先期

評估規劃」案，該先期評估規劃為本計畫之上位計畫。據此，本計畫擬依先期規

劃及其周邊相關計畫為發展依據，茲將各計畫概述說明如下: 

一、臺中市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先期評估規劃 

 (一) 計畫目標與內容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為落實「客家基本法」保障多元文化精

神，傳承與發揚客語、文化，繁榮客庄產業，推動客家事務，保障客家族

群集體權益，建立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期使大臺中直轄市能有一個提供

客家鄉親教學、表演、展示、集會、福利服務、發揚文化傳承之室內及室

外展演場所。針對臺中市境內進行園區選址，初選基地包含東勢區文高二

用地、東勢區文小五用地、東勢區機一用地、東勢區市政府代管土地、東

勢舊火車站及新社區老人文康中心等，透過選址評估，擬定東勢區文高二

用地(舊東勢高工用地)為臺中市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之基地。 

 園區發展定位「生活博物館」，規劃概念包含： 

1.園區與社區結合:客家文化傳承、客家人才交流、地區空間串聯； 

2.園區產業生活化:傳統飲食、農產加值、創作產業、表演藝術、民俗藝術； 

3.園區遊憩在地化:客家文化觀光資源、遊憩系統串聯。 

 園區整體規劃原則： 

1.建蔽率、容積率：依循現行都市計畫法令及東勢都市計畫之土地使用管

制辦理。 

2.園區分區：遊客服務區、客家指標建築區、客家文化體驗區、休憩綠帶

區、河濱綠帶區、自然綠帶區。 

3.建築規劃原則：具客家建築特色、高度不超過兩層樓 7.5 公尺為原則，

惟具有多元機能使用之建築，最多可達五層樓 20 公尺。 

4.動線原則：除既有舊東勢高工出入口之道路外，建議新設聯外道路以分

攤車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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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本計畫之相互關係 

為本計畫之上位計畫，本計畫開發得依循先期計畫之規劃設計理念，

並就實質發展需求、現行法令規範檢討、地形地貌等進行調整規劃設計，

包含主體建築之形式、服務設施之需求、必要設施之規定、合理的動線規

劃、停車需求、整地排水、沉砂滯洪、廢棄物及污水處理設施等。 

 

 

圖 4-1  先期規劃整體規劃發展示意圖

圖 4-2  先期規劃分期分區示意圖 

圖資來源: 臺中市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先期評估規劃。 

圖資來源: 臺中市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先期評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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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木雕藝術暨林業文化園區計畫 

(一) 計畫目標與內容 

園區場址原為民國 46 年「大雪山林業公司」經營大雪山林場之林木

開採使用，至民國 62 年結束營業後由林務局裁併並保留至今，期間經歷

95 年火災重創園區及 98 年莫拉克風災為全臺產出約 150 萬立方公尺之漂

流木資源，為能保留災後遺留之珍貴瑰寶，101 年經監察委員巡查後，逐

步辦理相關園區復建計畫。 

 園區規劃目標及原則: 

1.以林業文化為根基，舊有木材工廠遺址「保存、復舊、活化再利用」，

重視大雪山林業及木工業特有風貌；推展木材工藝之美，強調文化、產

業與地方特色等結合機制，創造木業歷史與新興藝術之完美融合。 

2.運用既存的自然生態環境，並調和人為設施與建物，尋求適合地方之發

展方向，提供教育、休閒、木雕藝術及創意產業等多元複合之林業文化

園區，有償設施提供民營。 

3.積極引進民間資源，結合在地匠寮及客家文化，營造特色觀光景點，提

供遊憩及自然生態體驗與解說教育服務，吸引遊客駐留，提升地區經濟

繁榮。 

 (二) 與本計畫之相互關係 

東勢林業文化園區業於民國 102 年 6 月開園，占地約 21 公頃(含荷花

池、木雕園區等)，目前已整建完成約 10 公頃。園區緊鄰東勢高工北側，

與本計畫則以石角溪相隔，地理位置位於本基地南側。國際木雕藝術暨林

業文化園區與本計畫同為臺中市 34 項重大建設計畫之一，故未來本計畫

開發完成後，將可與東勢地區及鄰近區域重要遊憩資源，如東豐自行車綠

廊、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東勢林場、新社、大雪山、谷關等構成遊憩路網，

帶動地區經濟及產業發復甦與發展。 

圖資來源: 本計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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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連溪排水系統-沙連溪、中嵙溪及石角溪排水治理計畫 

(一) 計畫目標與內容 

沙連溪排水系統位於臺中市東勢區及和平區，屬臺中市管區域排水，

由於原未編訂治理計畫，缺乏治理之依據，經常遇雨季生水患。經濟部水

利署為根治水患，特依水利法第 82 條、排水管理辦法第 4 條及『「易淹水

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縣（市）管區排沙連溪排水系統治理規劃』，於 99

年 12 月編訂「台中縣管區排沙連溪排水治理計畫」(改制前)。 

 治理計畫原則: 

1.以高地即時排水之方式治水，並建議上游權責單位仍應重視沙連溪中、

下游河段之輸砂能力，合理控制土砂下移量，以維持排水路沖淤平衡。 

2.依據「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參考手冊」應提高至 50 年，考量

目前該兩渠段大部分斷面雖可滿足通過 50 年重現期距之流量，惟僅有

少部分渠段不滿足，因此近程改善計畫中配合以疏散避難、排水總量管

制等非工程方法，使得人口密集區段保護標準得以提高。 

3.改善排水斷面達到 10 年重現期通水能力，計畫堤頂高採用計畫水位加

出水高(50 公分)為基準，並以 25 年重現期不溢堤為保護標準。 

4.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線)劃設：都市計畫使用分區有預留或規劃河道用

地者，如範圍大於計畫渠寬，儘量依其預定範圍為限。 

(二) 與本計畫之相互關係 

本計畫區南側緊鄰石角溪(8K+700~9K+100)，本計畫排水即排入石角

溪，由於沙連溪屬市管區域排水，為考量下游承受水體，本計畫沉砂滯洪

池仍依區域排水 25 年不溢堤、10 年重現期距洪峰流量為設計依據。 

由於沙連溪排水堤防預定線尚未公告，該堤防預定線係依都市計畫分

區界線劃分，因此，本計畫擬保留堤防預定線及現況行水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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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路(原國道 4 號豐勢交流道聯絡道計畫) 

(一) 計畫目標與內容 

臺中市東勢、新社、石岡、和平等山城進出高速公路，目前均須仰賴

台 3 線銜接至國道 4 號豐原端，惟因台 3 線豐原至石岡路段現況道路容量

已呈現不足，又因欠缺有利發展誘因，造成產業外移、人口流失、地方經

濟發展日漸蕭條等，故提出重大交通建設。 

計畫路線自國道 4 號臺中環線豐原端起，以隧道穿越台 3 線南段之公

老坪山區，出隧道後跨越台 3 線及東豐自行車道，續沿大甲溪南岸布設路

堤東行，再往東南延伸並橫跨東豐自行車道及大甲溪至東勢大橋東段台 3

線與台 8 線交口止，路線總長約 9.3 公里，並規劃設置地區性交流道 3 處。 

(二) 與本計畫之相互關係 

台 8 線及台 3 線(東勢大橋至國道 4 號豐原端路段)，為本計畫未來主

要聯外道路，因此生活圈快速道路之建設，將有利於東勢區、本計畫區之

發展，可提供與滿足交通運輸之需求，並藉由便利之交通系統，帶來觀光

遊憩之意願。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路與本計畫同為臺中市 34 項重大建

設計畫之一，預計 103 年 8 月動工，109 年 4 月完工。 

 

圖 4-3  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路規劃示意圖 

圖資來源: 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路(原國道 4號豐勢交流道聯絡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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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中市快捷巴士(BRT) 

(一) 計畫目標與內容 

臺中市政府有鑑於市民長期仰賴私有運具，為能改善及培養公共運具

使用之習慣，並打造便利的交通路網，推動快捷巴士 BRT 系統建設。臺

中市位於台灣西部心臟位置，為中部地區政經發展中心，近年來私有運具

成長快速，市區道路已開始壅塞，未來將影響都市環境、 形象及生活品

質，阻礙大臺中永續發展因此臺中市政府近年積極推動公共運輸建設，期

望以高運量之公共運輸轉移私有運具之旅次，並已進行整體捷運系統規

劃。惟捷運系統雖能有效處理交通問題，但卻存在造價高昂、建設期長，

故臺中市政府規劃快捷巴士(Bus Rapid Transit ,BRT)之構想，期能利用 

BRT 高效率、高彈性、低成本、短工期等優點，優先建構大眾運輸路網

並培養公共運輸運量。 

 (二) 與本計畫之相互關係 

BRT 為臺中市 34 項重大建設計畫之一，藍線(臺中車站-靜宜大學區

間)業於 103 年 7 月 27 日正式通車，臺中市政府未來將陸續推動大臺中 6

條 BRT 路網。其中，BRT 金線以台 3、台 8 線為主，是本計畫未來主要

行經國道 4 號之重要道路，因此待金線系統落實並建設完成後，將可提供

本計畫之重要運輸與交通需求。 

 

圖 4-4  大臺中捷運系統路線(草案)示意圖 

圖資來源: 臺中市快捷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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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鄰近地區客家特色場館(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石岡客家文物館、

土牛客家文化館) 

臺中市客家人口數為全國第三大縣市，約 43.6 萬人，占大臺中地區

人口比例約 16.4%，尤其以東勢區一帶的山城區更是全國大埔客語族系最

集中的地區。鑑此，客家文化的保存、傳承與發揚，是建設臺中市為「文

化城市」不可或缺的一環，為落實「客家基本法」保障多元文化精神，傳

承與發揚客語、文化，繁榮客庄產業，推動客家事務，保障客家族群集體

權益，建立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 

臺中市政府於「臺中市政府中程施政綱領」，將「客家文化—觀光亮

點」列入達成「世界的大臺中」願景五大關鍵要素之一的「文化力」之中，

以「發展客家文化推廣核心」為發展策略，以「籌建客家文化觀光中心、

發揚客家文化」為發展目標，並將此一目標列為臺中市重要施政目標「臺

中市十二大旗艦建設計畫暨 34 項重大建設」之一。 

本計畫變更文高二用地為文教專用區，主要係提供臺中客家文化事業

相關設施使用，擬籌建「臺中市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定位為「全市性」，

供臺中市 43.6 萬客家人有一個專屬客家文化歸屬與發揚的平台，並結合

臺中市客家重點發展區及全臺唯一的大埔客庄文化，串聯臺中市各項重大

建設，展現客家文化特色，藉以發展國際觀光，繁榮臺中市經濟為目標，

鏈結文化觀光產業路徑，發展周邊文化景觀，共構一個國際級的商機願

景，建設為世界客家文化交流及推廣中心，帶動臺中地區的客庄文化與地

方經濟產業的發展，朝向建設臺中市為「文化．經濟．國際城」的目標邁

進。然而鄰近本計畫區 10 公里內相關客家特色場館包含東勢客家文化園

區、石岡客家文物館及土牛客家文化館，茲將各場館與本計畫之差異性及

定位，說明如下： 

(一)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現有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位於臺中市的東勢區，係向臺灣鐵路局租借東

勢火車舊站所改建而成，場館面積約 200 平方公尺，陳設主要以客家文

物、特色商品為主。因占地空間小，未來擬配合本計畫之開發，俟臺中市

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建設完成，該址將恢復為公園綠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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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石岡客家文物館 

石岡客家文物館係原臺中縣石岡鄉公所在其所屬圖書館 3 樓附設之

客家文物館，展場空間約 26 平方公尺以保存少量之當地客家傳統農耕器

具。其主體建築仍以圖書館為主。 

(三) 土牛客家文化館 

土牛客家文化館原係民有住宅，於 921 震災毀損，由中央客家委員會

挹注資金補助興建，並供公部門使用 55 年期限，期滿後將歸還劉氏宗親

會，展場與活動空間約 272 平方公尺。 

(四) 與本計畫之相互關係 

本計畫未來係提供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發展客家文化事業使

用，發展定位為「全市性」，提供大臺中地區客家文化之研究、館藏、活

動等多功能使用。相較於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石岡客家文化園區及土牛客

家文化園區，因占地空間小、缺少開放性公共空間或為私有產權，本計畫

區占地達 8.3987 公頃，變更為文教專用區為 8.3839 公頃，且大部分土地

為公有地，因此適宜發展全市性之客家文化園區。臺中市政府為落實「客

家基本法」保障多元文化精神，提供客家文化教育傳承與永續發展，擬籌

建臺中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開發後仍供公共使用，並供鄰近社區、學校

及團體教學、休閒等公益使用。本計畫鄰近發展相關計畫，詳圖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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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鄰近發展計畫位置關係圖 

圖資來源:內政部臺中市東勢區行政區域圖 99.12.25(配合臺中市

改制直轄市修正)，本計畫繪製相關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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