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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06 

提案單位 臺北市市場處資產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葉科長雅玲         貢獻度：35  ％ 

參與提案人：王副局長三中       貢獻度：25  ％ 

許處長玄謀         貢獻度：25  ％ 

            魏科員秀珍         貢獻度：15  ％ 

提案範圍 
(二)有關本府城市行銷、節慶及大型活動之改進革新事項。 

(五)有關各機關組織、行政管理及資產活化利用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文創「新」氣息‧古蹟「富」樣貌—新富市場轉型文化創意基地 

提案緣起 

一、 提案動機： 

(一) 本案場地於 95 年度經本府文化局指定為市定古蹟，囿於場地

為市場用地，基於土管之規定，攤位收回後仍應做為市場使

用，然而受限無法變更土地使用用途，惟在文化資產保護法

之特別法突破下，經過文資委員會議審定後，使用用途得不

受市場使用限制。依據文資法相關規定，使用用途需提送大

會審定，因此具有完成時間之不確定性，另外市場所在區位

被周邊緊鄰的東三水市場，以及捷運共構宅、住家等包圍，

造成封閉型區域，開發效益低等因素。在法規等許多限制待

突破，且場地需完成再利用使用計畫及因應計畫審定後，方

得進行裝修工程及後續營運，為提高業者投資經營意願，本

案招標方式首次以三階段開標，兩階段簽約辦理(第一階段為

場地維護管理暨因應計畫送審/第二階段為再利用工程暨後

續經營管理)。 

(二) 雖本案期程較為費時，但市場處盡力協調及溝通，從中學其

經驗，進而記取改善，使之成為臺北市唯一市場用地成為市

定古蹟活化轉型再利用成功案例。 

二、 規劃緣起： 

(一) 衡酌本案建物屋齡逾 80 年，屋況老舊，民國 95 年經臺北市

政府公告為市定古蹟。為免古蹟建物空置，自民國 99 年起，

市場處與攤商自治會多次召開「新富市場未來營運規劃方案」

協商會議，並進行攤商營業意願調查，尋求活化再利用之可

行性，順利於 101 年點交收回 78 個攤位，並於 102 年完成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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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103 年對外公開招募經營單位，由忠泰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9 年經營權，並規劃經營”新富町文化 

      市場”，轉型文化創意基地。 

三、 過去情況： 

     新富市場因鄰近的東三水街攤販集中場興盛，以及民國 67

年環南市場開幕的影響而逐漸沒落。攤商多已無意經營，市

場周邊商機凋零，並經多方協調由市場處收回，辦理收回作

業期間，為免場地閒置，及提升在地週邊商機，改善周邊環

境，活化再利用是有其必要。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一、遭遇困難與突破： 

(一) 場地位於封閉型區域，難吸引市場採購人潮 

1. 新富市場位於萬華區三水街 70 號，可由康定路轉進三水街

(東三水街攤販集中場)，惟兩側攤販聚集，已然成為一典

型的線形市場，現況實難察覺內部還有一個「新富市場」。

另三水街為市集，故車行動線為外圍的康定路、和平西

路、廣州街等，以上亦為新富市場鄰近的重要道路。市場

旁的巷弄僅供機車、自行車通行，但巷弄多為死巷，汽車

亦無法出入，因此一般遊客、民眾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由

捷運龍山寺站 3 號出口，徒步和平西路三段 81 巷轉進新

富市場，或由康定路上的公車站下車，先進入東三水街再

到新富市場。大眾交通堪稱便利，惟捷運龍山寺站 3 號出

口，其二層樓高度僅設置樓梯且周邊缺乏停車空間造成停

車不便，較難吸引市場採購人潮，導致新富市場內部的蕭

條日益嚴重。 

2. 面臨新富市場因長期的商機凋零沒落造成閒置情況之下，

為保留下日治時期的建物原貌，以及馬蹄形市場建築本身

的稀少性，古蹟再利用所面對的課題，更是一大挑戰。為

結合周邊三水街市場人潮，並考量市場需作為買賣、社交

與生活的場域意義，將透過適當的文化資產活化模式與運

作機制之設計，引進在地社會需求，並延續場所精神，為

80 年的市場建築尋找更具積極意義、且足以持續發展的公

共意涵，因此，為突破新富市場封閉困境，其活化的基本

思維歸納三大方針： 

(1). 將市場建築轉換為飲食教育的場域。 

(2). 使古蹟作為在地社會議題討論的基地。 

(3). 讓新富市場成為連結在地與外部社群的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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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二) 受限文資法相關規定，送審期程費時 

1. 使用用途確認 

    市場處 102 年底啟動辦理古蹟委外再利用案，依照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需完成再利用使用計畫及

因應計畫審定後，方得進行裝修工程及後續營運作為，為

提高業者投資經營意願，招標條件奉准分兩階段簽約。(第

一階段為場地維護管理暨因應計畫送審/第二階段為再利

用工程暨後續經營管理) 

    103 年 4 月完成決標及場地簽約、點交後，即由得標

業者啟動在地田野調查，確認方向後提送再利用計畫予文

資委員會審定(同意使用方向)。 

2. 因應計劃突破 

    因新富市場列為市定古蹟，得標廠商申請再利用程

序，須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之規定，提送「古蹟再利

用計畫書」予本府文化局審查，經審查核備後，復依「古

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

安全處理辦法」之規定，依審定之「古蹟再利用計畫書」

再提出因應計畫，其因應計畫需依土地使用、建築管理、

消防安全、結構與構造安全及承載量等項目進行場地檢

討，並由文化局會同建築、消防主管機關，邀集專家學者

審核之。惟因 104 年 9 月的蘇迪勒風災，業者發現規劃設

計的薄膜屋頂，恐無法承受 13 級風力，以及來自周邊屋

瓦碎片、玻璃、鐵片等拋砸，所以決定修改裝修工程變更

設計(取消薄膜屋頂增建)，因設計變更影響外觀立面及室

內規劃使用，所以使用計畫及因應計畫送審必須重來。 

    市場處在此三年期間，協助得標業者送審資料予文化

局，並協助業者與因應計畫中各審查單位進行意見溝通，

本處及市府相關局處(包含文化局)均已盡力協助廠商，但

是因為業者求好，花了較多的時間在與設計的建築師溝

通，又因為變更設計重新送審，導致全案從場地點交後到

工程完工取得使用許可函核發，總計費時 2 年 8 個月。 

3. 未來訂定相關規定並納入契約，針對相關計畫書要求期程

內送審。 

    因市定古蹟新富市場轉型再利用為本處首次依文資

法相關規定送審之案例，受限法規及許多突破點，本處盡

力協調及溝通。另依本處其他場地再利用案例經驗，例

如：一般作為商業使用之超市場地或長照中心使用，本處

已有相當經驗辦理招商事宜，從辦理公開招標、決標至開

業使用，為期僅需約半年至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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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為此，爾後有關需依文資法辦理場地再利用案，本處

已有相當經驗辦理相關流程，後續將訂定相關規定並納入

契約，針對再利用計畫及因應計畫等相關計畫書要求期程

內送審，以縮短整體辦理期程。 

(三) 跨局處協調 

新富市場在完成再利用使用計畫及因應計畫審定後，方得

進行裝修工程及後續營運作為。在後續施工過程中，因進

出的動線僅有一處 6 米巷道，整個施工期間，協助業者與

周邊鄰居、市場攤商及在地里長的充分溝通下，沒有接到

民眾 1999 的抱怨，並多方協助業者完成跨局處協調，例如: 

1. 業者進場室裝作業，擬商借市場旁公園綠地做大型吊具進

駐空間：因綠地為國產署所有、區公所代管，故協助業者

邀國產署、區公所及里長等進行會勘，並由市場處以機關

名義向國產署本署辦理無償借用申請事宜。 

2. 室裝作業機具動線之需，評估路燈轉向或移除：協助業者

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新工處及區公所等相關單位，針

對為室裝作業機具動線所需，辦理路燈轉向或移除會勘。 

3. 函知新工處配合進場銑刨加鋪周邊道路(和平西路三段 81

巷)：為配合古蹟室裝工程完工及未來開幕整體市容景觀一

致性，由新工處辦理會勘協調後，後續由水利處進行側溝

及路面一併更新工程，並由市場處進行水利處與周邊市場

業者營業時間之配合協調。 

二、成本合理性： 

    場地自攤位陸續收回後，先行辦理古蹟修復及再利用

工程，經費總支出約新臺幣 2,000 萬元，經招標後引進民

間業者經營，於 9 年租期內可取得 2,888 萬 8,000 元租金

收益，除可節省室內裝修成本，更可減省原來由攤商經

營，政府部門需協助投入的維護費用。 

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預估藉由本案場地規劃作為文化創意基地後可產生之內部效

益、外部效益如下： 

一、 內部效益： 

(一)減省場地整修公帑支出： 

藉由引進民間投資資金，能有效減省政府大量整體預算投

入，本案依業者所提營運計畫書，共計投入之裝修成本及

購置營運設備等為新臺幣 3,146 萬餘元，且參考歷年統計本

市單 1 處傳統市場平均每年整修工程支出（即計畫型整修

工程、機電整修工程等）金額約為 204 萬餘元，以本案 9

年租期計算，約可節省 1,836 萬餘元修繕費用，總計約可節

省 4,982 萬餘元之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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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二)房地租金挹注市庫： 

本案場地業者承租期間將繳交新臺幣 2,888 萬 8,000 元之租

金予本府，本府除不需再投入大筆改善經費，可節省大量預

算支出，亦使本案市有資產得再活化利用外，經營期間亦減

省行政管理人力投入、政府對建築物維修、養護及保管之預

算支出，另藉由投資業者對整體建物硬體改善，美化該地區

整體市容。 

二、 外部效益 

 (一) 營運期間以新舊並存之空間活化形式，並規劃招募 4 組創

業團隊(目前已進駐的團隊有夢想騎士、都市里人 x 台灣芒草

心、想像一個家 x Nature More 本末工作室、清水建築工坊

等)，引進年輕團隊注入新世代力量。另外，還有每天提供計

約 10 人使用「Co-share」工作空間，邀請有目標的朋友，搬

著筆電、帶著腦袋，一同加入並彼此分享資訊，共同激盪不

同的火花，為這個年近百歲的老市場注入更多的活力與創造

力。 

 (二)一年舉辦約 6 檔展演、講座、工作坊活動，參與人數如 1

檔次之小型座談約 20-30 人、中型座談約 60 人、餐桌學堂課

程約 10-20 人等，並且自 105 年 12 月 28 日試營運以來截至

106 年 5 月底，已有帶來入園人數約為 4 萬人，經申請團體

導覽人數約為 930 人。透過業者舉辦的展演、講座、工作坊，

甚至是餐桌學堂的課程等，都是吸引年輕族群來到萬華，來

到市場，在活動過程，透過 FB 的成果發表，以及擴散的乘

數效應，讓更多人知道萬華，知道新富市場，並為新富市場

引進都市、建築、藝術、設計、文化等多元創新能量，未來

將結合剝皮寮、龍山寺等周邊古蹟、景點，積極推動市場觀

光化，期讓新富市場展現新風貌。 

(三)新富市場之活化再利用，不僅提升周邊市場攤商自覺，並

透過民意與進駐廠商結合，將整體市場改造延伸至東三水街

整體周邊環境，從 105 年度都更處的市場小學堂計畫，亦配

合 106 年度文化局辦理「萬華創意街區-市場小學計畫」及市

場處辦理「東三水臨時攤販集中場及新富市場活化改造案計

畫」，共同拓展教育在地化及創造親子友善市場環境，提升

市場生活品質及經營效益，並延續文化傳承。 

(四)新富市場作為連結在地與外部社群的窗口，目標為外來遊

客與在地產業的媒介，透過展示設計、商品研發或文宣製作

的方式，除進行新富市場本體文化資產價值的推廣之外，亦

使新富市場成為外來遊客可接觸萬華地區的一處社會空

間，並成為新興的文青拍照新地點，並透過在地串連，鼓勵

訪客實際走入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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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附件 1：新富市場修復工程前後對照圖及再利用工程照片 

附件 2：新富市場&東三水街市場 2016 年 1 月共同參與都更處辦 

理市場小學計畫照片 

附件 3：新富市場&東三水街市場 2017 年 6 月共同參與，由業者

為文化局「萬華創意街區-市場小學計畫」及市場處「東三水臨時

攤販集中場及新富市場活化改造案計畫」辦理之溝通說明會及市

場清潔日 

附件 4：新富市場營運現況照片 

附件 5：《新富町文化市場》紀錄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cYDmlSN1Q 

聯絡窗口 

姓名：葉科長雅玲 

電話：23415241#2500 

Email：cw-a0921831979 @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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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富市場改造整修前後對照圖 

修復工程前後-外部照片 

建物周遭包覆許多鐵皮違建物 建物周遭清理鐵皮違建物後 

修復工程前後-內部照片 

修復工程前 修復工程後 

修復工程前後-內部照片 

修復工程前 修復工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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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活化前後-內部照片 

再利用活化前 再利用活化後 

再利用活化室裝工程照片 

夾層組立施工中 夾層組立施工完成  

再利用活化室裝工程照片 

本館地板灌漿施工中 本館地板灌漿施工完成 

再利用活化室裝工程照片 

廁所重建施工中 廁所重建施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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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富市場&東三水街市場 2016 年 1 月 

共同參與都更處辦理市場小學計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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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富市場&東三水街市場 2017 年 6 月共同參與， 

由業者為文化局「萬華創意街區-市場小學計畫」及 

市場處「東三水臨時攤販集中場及新富市場活化改造案計畫」 

辦理之溝通說明會及市場清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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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富市場營運現況照 

  

  

  
 



 12 

附件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