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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江市場地下停車場改建

樓地板面積約 3334平方公尺，總

經費 2960萬， 97年完工。

仁濟療養院環境改善工程

第一階段配合西園橋拆除及環境

改善工程進行簡易綠化約 157

萬，95年進行簡易綠化，搬遷及

闢建總經費 4300萬。

萬華文化園區

設立「服飾策展中心」將來再

結合仁濟療養院闢建公一〈402

號〉公園為萬華「文化園區」

總經費 1687萬，95年完成。

雙園抽水站改建工程

總經費約 8億 6357萬，已於

87年 7月完工，設有抽水機

3CMS6組 18CMS4組。

環南市場提外停車場

提外停車場設置小汽車 446

位，將有效改善環南市場停車

不足現象。已於 93年 6月完

工總經費 2225萬。

雙園國中操場

附建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共有汽車位 324位，已於 91

年 7月完工，總經費 4億 1390

萬。

雙園國中綜合大樓暨

操場附建地下停車場

基地面積約 16605平方公尺，

總經費 2億 4977萬，已於 90

年 5月完成。

萬華國中操場

附建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共有汽車位 507位機車 211

位，預定 96年完工，總經費 5

億 4561萬。

華江高中學生活動中心

新建工程

基地面積約 2343平方公尺，新

建地上六層地下一層，總經費 2

億 3458萬，已於 90年 5月完成

。

榮民印刷所公園闢建

基地面積約 0.18公頃，總經費

592萬， 97年闢建完成。

萬大-中和-樹林地區
捷運系統走廊研究規劃案

為服務本市萬大地區及台北縣

中、永和地區進出台北市區民眾

行的方便，積極進行規劃中。

楊聖廟及通學巷道

改善學童通學步道，促進廟埕空

間的再利用，已於 93年 4月完工

啟用，工程費 650萬元。

青年公園高爾夫球場

附建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共有汽車位 337位機車 156

位，已於 91年 1月完工，總經

費 2億 5346萬。

青年公園棒球場

附建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共有汽車位 280位機車 114位，

已於 91年 11月完工，總經費 2

億 4171萬。

青年公園更新工程

(分五期施工)
基地面積約 24.4公頃，總經費 2

億 6500萬，95年 5月完成。改造

完成後使得青年公園具有「歷史」

「生態」「景觀」的記憶場所。

馬場町紀念公園興建工程

基地面積約 8.6公傾，總經費

7820萬，已於 89年 7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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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已邁入百歲的西門紅樓

二、北萬華

從北萬華出發，可以看見最新潮的流行所在－西門町，這是許多

年輕人的天堂，從這裡，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城市的活力。

1.西門町與紅樓

崛起於日據時期的西門町，引領風騷直至70年代，在這裡，西門

町擁有百年歷史的紅樓劇院，八角形的建築默默的守護著西門的繁華

和發展，自民國87年市府挹注資源，93年間辦理「西門地區公共環境

改善計畫」，以「延續」、「活化」、「轉化」及「機能再填充」為

策略，花了近十年、數億元經費端出全新的徒步區硬體設施，重新琢

磨西區最閃亮的寶石。

西門市場，為臺北市第一個公有市場，十字形西門市場相連一座

八角堂，即今日的紅樓。八角紅樓曾是日據時古物舊書的集散地，戰

後變更為紹興戲、電影院等藝文展演空間，為老臺北人留下極鮮明的

記憶。重新開發老房子，讓它成為現代生活的場所，對青壯年以上的

老臺北人來說，這裡的記憶是複雜且層次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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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町在臺灣電影史上具有關鍵性的指標，為了

讓西門町重新成為電影文化的重鎮，全國第一座電影

主題公園也在西門町的臺北煤氣公司原址誕生了，也

和周邊美國街、明太子街的改造及全國第一座省能設

計的「萬華運動中心」連成一氣，該運動中心利用太

陽能源及再生能源，每年可減少30%用電及一千多萬

噸二氧化碳。

明太子街及美國街特色商街的改造，希望結合電

影主題公園，擴大西門商圈，所謂美國街起源於一家

美國二手貨的市場，因鄰近陸續相關商店開幕，就叫

做美國街；這邊的環境好，人潮可以到主題公園，主

題公園那邊的人潮也可以來這邊購物，這彼此是相輔

相成的，可以造成商業利益。

利用臺北瓦斯會社舊址所規劃出的電影主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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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后宮

天后宮本來叫做「新興宮」，建於艋舺，主祀天上聖母，並和龍

山寺，清水巖祖師廟並稱艋舺三大廟門；日本政府接管臺灣期間，日本

真言宗高野派傳入臺灣，奉祀的開祖是弘法大師，並且在現址興建弘法

寺，光復後，信眾申請牽入弘法寺作為新廟址，把正殿改造為媽祖的祠

祀，正式更名為「天后宮」。同時將弘法大師奉祀在左側殿， 因此，

其建築除融合了現代石雕的精雕細琢外，更保留了弘法寺的遺物，別具

特色。每年日本高野山寺也都會派遺高僧前來誦經參拜。若未來能與高

野山和東大寺有更多的互動，預期將可促進更多宗教文化交流，並帶來

巨大的觀光產值。

位於北萬華西門町鬧街上的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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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鄉會館

位於福星里的城鄉會館，秉持了

臺灣多元族群融合的特色，作為設立宗

旨。裡頭除了常年有不定期相關主題的

展示外，同時開放各個團體集會使用空

間，希望透過各項動靜態的城鄉藝文展

覽活動，積極探討臺北城的飲食與移

民，將「臺北是個移民城市」的歷史及

記憶傳遞給每個人，惟因近年城鄉宗親

會館使用率較低，已於97年9月閉館，

目前正積極規劃者為「福星區民活動中

心」提供北萬華居民活動空間。

4.理教公所

民國38年中央政府遷來臺灣，總領正

趙東書曾於39年春召集教友在臺復教，首

先恢復中華理教總會，於44年由中央政府

內政部函臺灣土地銀行公產代管部撥交臺

北市中華路1段174號(西本願寺)為中華理

教總會接管使用，先後以鉅資加以修葺。

理教公所所在位置，光復初期由陸軍

第六軍進駐使用，民國44年該址土地及

建物(原西本願寺)撥交理教總公所傳道使

用，卻於民國64年4月間發生火災，燒毀

正殿及部分屋舍，只留下參拜石道及石階

梯，現在使用人「理教總公所」以鋼構臨

時建築使用至今。之後附近地區搬進的違

建戶，除老榮民、軍眷第二代、大陳義胞

外，還有低收入戶，逐漸形成違建社區。

舊建築物再利用下的城鄉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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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公所的陋舊不堪，一直是臺北市都市

更新的沉疴舊疾，它和熱鬧的西門町形成強列

對比；也是北萬華和中萬華發展的任督二脈。

原理教公所的生活品質也不是很好，有的才

兩、三坪又沒有廁所只能依靠外部公廁，居住

環境不甚理想，要是不幸發生火災，消防車又

進不來後果不堪設想。

市政府展現最大決心於94年7月20日早上10點進行拆除，由於事前計畫

周詳使得拆遷順利，共處理違建建物計220間，相關經費核發支應約3億7千

萬元，其中違建處理費約3億5千萬元，人口搬遷數689人。相關安置情形，

有承購國宅計67戶，承租國宅計23戶，協助平價住宅計1戶，其餘領取72萬

安置費用計137間。

這裡將規劃成一個廣場，拆遷後先做一個簡易廣場，未來這個空間國際

競圖導入現代化思維設計，成就一個廣場空間，成為西門町商圈的延伸，產

生一個更大的波及效益，未來理教公所開闢成公園廣場用地，並保留古蹟建

物，除為萬華增添新的休閒空間，亦可分擔展演空間不足的壓力及貫通北萬

華和中萬華的發展使命。

利用原理教公所舊址所打造出的萬華406號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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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萬華

進入中萬華，最顯眼的地標就是龍山寺捷運站，以及旁邊的艋舺公

園，再加上萬華區公所的搬遷，中萬華已經成為老傳統及行政中心的所

在。

1.萬華行政中心

萬華區公所在93年2月進駐萬華區行政中心， 共有地上14層地下5層

總樓地板面積約8900坪，不僅在空間上營造出更舒適的洽公環境，增加

各樓層的植栽及特色佈置，同時也仿造民間企業推動櫃檯精進作業，提升

為民服務品質，讓民眾來洽公時，也可以是一件享受的事。

萬華區行政大樓建築外型意象如昔日艋舺先民來此打拼的唐山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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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龍山寺

龍山寺，漢人渡海來臺墾殖的重要座標，是艋舺清代歷史重要的見證者。從龍山寺

輻射而出的街道，盡是老萬華重要的都市發展軸線，而在「翻轉軸線、再造西區」市政

建設藍圖下，構築了一條嶄新的都市軸線──龍山寺地下街，龍山寺可謂萬華的地標，

艋舺的門面，市府將它視為中萬華復甦的重要指標，投注龐大的經費與心力，努力讓老

市中心有新風貌。

龍山寺與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並列為外國觀光客來臺旅遊的三大勝地；民國74

年被政府列為二級國家古蹟，不僅是因為它的建築具有特色，圖象更融合三國演義與封

神榜，其裝飾更是瑰麗華美，堪稱臺灣特有剪粘藝術的精華，也是萬華的地標所在。

佔地4千餘坪的艋舺公園在94年1月啟用，內有美人照鏡池、星象誌廣場地下停車

場則有846個汽機車停車位，是中萬華宗教、文化休憩的重要場所，地下商場擁有48個

商區426個攤位，其中精緻的命理街，舒適的現代化商場，將型塑成地下商場的「臺北

101」帶動中萬華另一個觀光、逛街的新景點。

艋舺公園的設計擁有艋舺特色的獨木舟，也有迴廊，是比較大型的綜合公園，附近

又是廣州街、梧州街、鳥街、西昌街，這些街道本來就是過去艋舺地方三寶之一，結合

艋舺公園之後，商機會上來；並促成鄰近之三水街的自我更新，尤其是龍山寺、華西街

又是國外觀光客必來之地，這樣以艋舺公園為中心的商圈，將會產生正向的質變。

萬華的信仰中心龍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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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華西街

華西街觀光夜市位發祥地萬華區的青山里內，青山里的舊名為「蕃薯

市」，也就是俗稱的「舊街」，自清朝起這裡便是貨物出入的吞吐地。民

國63年臺北市政府實施萬大計畫，成立第一個攤販管理專案與整建規劃的

夜市。到民國76年10月正式命名為華西街觀光夜市，華西街位於西園路與

環河南路之間，為臺灣最著名的觀光夜市，由於每天都有許多中外人士前

來觀光，因此政府特別規劃華西街為代表臺灣小吃文化的觀光夜市。

華西街夜市與鄰近的廣州街、梧州街、西昌街連成了一個大型的特色

商街。早年的華西街因特種行業和殺蛇表演而聲名大噪，在廢娼之後，市

府重新整頓，華西街夜市重新出發，中國式的牌樓建築，裡頭複合了各式

各樣老字號的特色小吃店，吸引許多國內外觀光客，因而與龍山寺並列為

萬華區的兩大觀光景點。

華西街觀光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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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水巖祖師廟

清水巖祖師廟與艋舺龍山寺、大龍峒保安宮，並稱「臺北三大廟

門」。廟內奉祀的是清水祖師，其施醫濟藥，為民祈雨救旱，鄉民為表示

感激，因此在其居住的蓬萊山石室興建精舍，名為清水巖。據說每逢天災

巨變前，便會落鼻示警，因此又有「落鼻祖師」的尊稱。

清水巖在日治時期曾充為學校，後來也曾設立州立二中，也就是今天

成功中學的前身，在臺北教育史上有重大的意義。因此，祖師廟也庇佑了

附近的路段，成為成衣批發市場、五金攤商和新舊腳踏車買賣的主要匯集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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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區史展示中心及新移民會館

「臺北市新移民會館」及「萬華區

區史展示中心」於95年6月同時開幕，新

移民會館提供新移民如「娘家」般溫暖的

空間，象徵新移民飄洋過海來臺，在這裡

「落地生根」，並邁向「開花結果」，使

得新移民朋友們充分感受到臺北市政府誠

心歡迎之意。

配合萬華區擁有非常豐富的文化歷

史，在區公所積極辦理萬華區史的資料文

物調查收整計畫下，來打造出全臺北市境

內第一所的區史展示中心，並以此中心來

作為國人認識萬華歷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也讓當地居民更了解在地歷史，將萬華的

過去與現在記錄下來，以了解萬華的歷史

風情。

區史展示中心內琳瑯滿目的各式古

地圖、舊照片、契約書、檔案史料、前人

研究調查報告、出版書籍、歷史剪報、史

料(籍)、獎狀、紀念冊、傳統產業謀生

器具、常民生活器物、百年老廟建築構材

等，足以見證萬華過往的風華絕代史，並

傳承先民昔日敬天祭地的生活智慧。近三

年已舉辦過的特展計有淡水河與艋舺常民

生活、艋舺的宗教信仰與飲食文化、萬華

的產業活動與常民生活、萬華的市街風情

與都市變遷、艋舺文教百年風華、艋舺市

集百年風華等。

今年剛邁入三歲的區史展示中心，未

來要典藏與展示的故事還非常多，而萬華

古史風華，值得引人玩味。

區史中心與新移民會館

區史展示中心開幕與會來賓之剪綵照(高傳棋攝)

區史展示中心歷年特展之海報(林佩玲設計)

區史館內典藏與展示許多與萬華歷史文化有關之文物件
(高傳棋攝)



54

6.青山宮

已完成整修的「青山宮」，是萬華境內的三級古蹟；在西元1854年

建立，供奉靈安尊王，又稱為青山王。據傳青山王頗為靈驗，當年許多罹

病者紛紛前來祈禱求助相傳惠安漁民把靈安尊王從大陸請來時，當神像經

過舊街（今天的西園路），突然抬不動。經過擲筊問神後，才知道靈安尊

王要住在此地，所以信徒就在舊街建廟。剛好那時候正流行瘟疫，不過只

要向靈安尊王祈求，就能平安健康，因此信徒愈來愈多，並共同籌款蓋新

廟，也就是現在的青山宮。青山宮裡還有謝必安、范無救兩位將軍神像，

據說在當時，到了晚上，就可聽見兩位將軍拿著鐵練在廟裡和路上響起，

或看見他們在路上巡邏，因而也使得信徒倍增。

艋舺青山王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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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剝皮寮老街

位於康定路與廣州街的剝皮寮因清朝時期福州商船運進杉木，在此

剝去樹皮而得名，從清朝日據時期開發至今已有150年歷史的剝皮寮老

街，是目前臺北市境內最完整的歷史街區之一，為了讓老街完整的保存

及再現，由於街坊依舊保留初開發的空間特色，為萬華區內唯一保存的

清代漢人街景，這裡共有66間古厝，歷經7年目前東側18間店面已修復

並成立「鄉土教育中心」，原址西側已於97年底完成修復。東側18間

店面於94年2月先行開館，開館當日當時市長馬英九於參觀中心內設施

時，寫下「愛鄉愛土、心中有主」的祈福卡。

「鄉土教育中心」的剝皮

寮歷史街區，免費開放民眾參

觀，現場更準備各種鄉土教學

活動，如竹筷槍、吸管編、竹

蟬、彩繪陶藝等，另有「校園

萬花筒」、「畫我老街．寫我

記憶」、「剝皮寮的故事」等

展覽，更可看到當年學生清湯

掛面，女生留西瓜皮、男生剃

光頭的模樣。

開幕當天老松國小學生歐

庭宇及汪華以對口相聲表演介

紹剝皮寮有三好，第一是「擱

老擱新」，剝皮寮年歲雖老，

翻修後展新貌；第二是「擱小

擱大」，裡面有密密麻麻的

厝，「五路人來來去去」，

還有國學大師章太炎住過，名

聲特別大；第三是「擱少擱

多」，住剝皮寮的人感情好，

「冤家的代誌很少」，這裡有

船頭行、茶桌仔店等，故事特

別多。

剝皮寮與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的建築外觀

剝皮寮與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的亭仔腳(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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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佛具專賣店

龍山寺香火鼎盛，在廣州街至桂林路中間的西園路上，也散發濃濃的

宗教氣息，整排的佛具專賣店最老的也走過半個世紀，在民國70年間佛

具街商家鼎盛，但隨著現代人信仰習慣的改變，風俗民情的演化，佛具街

逐漸沒落。

有鑑於西園路佛具街風格獨特，商管處希望賦予它新的生命，轉型為

附加價值較高的藝術品和紀念飾品導向配合發展局進行更新改造，從廣州

街到桂林路中間的西園路上，林立了近20家的佛具專賣店，其中最老的

店鋪已經有百年歷史；隨著臺灣經濟發展，人民對於神明的信仰加深及寺

廟的增設，造就了佛具街一頁輝煌的歷史；特殊的商品，在街道整治後，

使這個路段散發著一股濃厚的宗教氣息，成為臺北市罕見的特色街道。

店家表示：「現在觀光客比較多，以前六合彩那時候比較關於純佛

像，現在的客人要的是……可以擺家裡裝潢；不會像以前只挑單方面的東

西，現在客人進來，很多配套東西，八卦啊，山海鎮賣得嚇嚇叫；整治到

94年差不多兩年多時間，配合市府相關會有一些展覽，相對的也帶動很

多客源進來。」

位於艋舺龍山寺旁的佛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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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青草巷

青草是早期民間重要的醫療方式，當年龍山寺信徒會向觀世音菩薩求籤治

病，大量青草攤販因此聚集此地，形成西昌街的青草巷。位於龍山寺旁的西昌

街青草巷，總長度約50公尺；政府重新整治青草巷以後，除了讓居民有更乾淨

的環境外，同時也帶動了外圍商家的林立，將這裡營造成一個有特殊“草味”

的區段。

店家表示：「整治過看起來比較乾淨，採光比較好；這個地上全都是新

鋪的，地下啦，頂篷啦，是有特別請來設計，因為我們是青草，應該採一些陽

光，看起來比較亮麗；這個柱子是採弓字品，如果沒有蛀掉，至少還可以用

100年；天花板它是採最麗亮的；以前沒有燈光，巷子直接蓋頂篷，現在可以

採光又可以遮風避雨。」

在全球崇尚有機、天然、養生熱潮下，展現了產業回春的魅力。有業者腦

筋動的快，推出方便調製的青草包，頗受年輕族群喜愛。青草也可以有現代化

的經營，第一家將青草入菜並成功轉型的天順草本養生坊在94年悄悄進駐了西

昌街，將來擴大臺灣青草使用的知識領域，提升觀光價值，讓散發大自然奧義

的青草巷，更貼近現代潮流。

緊鄰艋舺龍山寺旁的青草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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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鳥街

和平西路的鳥街，可說是令人嘖嘖稱奇的街區，即便在國外，也很難見到專門販

售禽鳥的街道。這個街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大概30年前，在這裡開第一家到後

來店家慢慢集中在這，以前是小動物批發，最近這幾年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轉型賣一些

小動物，像這種行業在國外是很少的，就算有也零星分散，沒有這麼集中，地方人士

期盼殷切，希望可以慢慢發展成觀光或甚至可以做為親子教育的地方。

和平西路陸橋是地方盼了十幾年才拆除，主要是因為鐵路地下化後，肩負的穿越

性功能已經消失，以往因為陸橋經過，商家前的道路狹窄，街道顯得陰暗，空氣也不

流通，為了讓老舊社區更新，也讓艋舺地區越來越好必須拆除陸橋，前市長馬英九曾

表示，他上任後，陸續拆了正氣橋、西園橋、光華橋及和平西路陸橋，幾乎成了拆橋

市長；但這些都是為地方帶來繁榮的建設，像鳥街的重生一樣。

店家表示：「92年市府把和平西路橋拆了之後才形成這個街，鳥街促進會也是到

那個時侯才成立的，橋拆掉之後，客人的反應也比較好；我們業者在努力，盡量把環

境做到乾淨，希望做成一個特區，偶爾可以辦些寵物展或是教育，讓市民更了解動物

的生態；這地方雖是舊社區，但好好規劃的話，以後一定比東區還繁榮。」

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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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理服飾街

臺灣成衣業的發源地，大約在50年代發跡，造就中萬華一片榮景。

原依附萬華車站興起的服飾街，自鐵路地下化後，西部幹線快車不再停靠

萬華站，成衣批發業遂移轉松山車站的五分埔。

大理服飾街是臺灣第一個成衣批發銷售市場，早期批發商、製造商行

都集中在這裡，最多時曾達到2千多家，但隨著車站遷移及消費習性的改

變，讓服飾街出現了沒落的危機。

店家表示：「這個服飾商圈歷史悠久。我們有一個危機意識，老舊商

圈沒有改造就跟不上其它商圈，今天不做，明天絕對跟不上，我們才提案

說要申請造街的計畫。」為了振衰起弊，自民國90年起大理服飾商圈業

者舉辦各種促銷活動，市府也透過街區硬體設施改造，讓大理服飾街面目

一新。

由於產業結構改變，買家拎著衣物從大理街趕火車的景象已經不可能

出現，對大理街來說，物流方式、經營型態的調整是有必要的。

艋舺服飾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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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化園區

「臺北服飾文化館」是萬華文化園區的第一期工程，已於95年10月開幕，擔負翻轉

臺北東西軸線的重責大任，三層樓四百餘坪的會館，設計規劃涵括服飾推廣研習場所、

服飾設計師工作室、服飾走秀伸展臺，透露打造萬華服飾時尚新地標的旺盛企圖心。

「人可以餐風露宿，但不能片刻無衣」希望結合大理服飾商圈的產銷優勢及學、業界設

計工作者的研創力，構成快速設計、製作、交貨系統，開創新利基，重振大理服飾風

華。

「臺北服飾文化館」對面是全臺開辦最早的精神科醫療照護機構「仁濟療養院」，

已在93年以92歲的高齡退休了，經市府多方奔走已於95年11月先行綠化開放使用，拆

遷費用達4277萬元，未來配合預算開闢為鄰里公園。402號公園（仁濟療養院）在政府

的重新打造下，屬文化園區的二期工程將開闢為特色公園，同時園區內也保留了日據時

代的建築兩棟是歷史建物，分別做為綠化教室及閱覽室供民眾使用，讓民眾在休憩之

餘，也可以感受到濃厚的歷史古意，也促使西園路二段50巷4弄、艋舺大道336巷、艋舺

大道及西園路二段50巷間約60戶，積極進行社區更新整合。

「文化園區」讓萬華多年來的重大建設，因為舊公所的文化重生而得到掌聲，而且

仁濟療養院收回開闢公園，未來西園路兩側可望成為文化園區，與龍山寺、艋舺服飾商

圈鼎足而立，三者都在捷運十分鐘步行可及之地，透過火車站及板橋捷運線便利的交通

系統，中萬華鄰近地區的波及效益已經浮現，前景是無限看好。

臺北服飾文化會館開幕



61萬華區的特色與發展｜

13.火車站雙子星大樓

萬華老火車站即將翻身，變身結合飯店、商場的繁華中心。傳統火車站只有

一、二層樓高的火車站，未來將變身為新穎且服務多功能的高樓大廈，旅客搭乘

火車也可順便就近逛逛街、吃吃飯，商務或觀光旅客也可有交通方便的旅館選

擇，雙子星大樓將成為萬華的重要地標，成為萬華地區交通、公益、生活的新都

心，帶動當地發展。

萬華火車站興建雙子星大樓，預估公私部門投入45億的資金，臺北市政府出

資興建公益使用樓層約4.5億元，加上鄰近艋舺大道景觀工程改造工程，將賦予萬

華火車站一帶更多的商機。萬華火車站在中央有BOT，對整個車站中心化，萬華火

車站跟龍山寺捷運站這邊，尤其是中萬華的商圈，會更有波及擴張的效果。

四、南萬華

相較於北萬華的繁榮及中萬華的商機，走進南萬華

感受到的是更多的綠地及依傍河濱的休閒場所。

1.都市更新

早期臺北市都市更新主要針對巷道狹小、土地低

度利用、產權複雜、公共設施不足及都市防災不足等地

區，而目前四、五樓公寓以下住宅佔48%，空間、使用

機能、防災皆有所不足，且停車、違建問題嚴重，亟需

更新，為達永續發展的城市目標，健全法令鼓勵民間投

資都市更新，刻不容緩。

身站華中橋上往北看應該是臺北市，但目前看起

來建物低矮老舊印象上像是臺北縣反而往南的中和卻是

高樓大廈。從都市防災及城市景觀考量，對於南萬華更

新老舊建築一直是改造更新的重點，在區公所積極爭取

下，94年7月終於修正頒行「臺北市獎勵都市更新自治

條例」，提供了全國最高的獎勵和低的申請門檻；相信

藉此吸引民間的更新力量，將為老萬華的建設帶來結構

性改變的契機。

1905年臺灣堡圖加蚋仔庄部分(高傳棋提供)

1932年臺北都市計畫圖東園街部分(高傳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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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空中鳥瞰光復橋(高傳棋提供)

1980年光復橋與板橋市都市地景鳥瞰(高傳棋提供)

右:1995年板橋市光復橋至臺北南萬華方向的空中
鳥瞰(高傳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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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雙園堤防之興建翦影(高傳棋提供)日治時期的昭和橋(高傳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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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場町紀念公園的入口意象利用現有之堤防入口來打造

馬場町紀念公園

1935年大臺北鳥瞰圖上的練兵場(今青年公園一帶)

已30多歲的青年公園因許多設施老舊而進行各向
具前瞻性的規劃與更新工作

2.青年公園及馬場町紀念公園

青年公園面積約24.4公頃，是南萬華

居民最重要的活動空間，也是臺北市使用

率最高的綜合公園，平均每日高達三萬人

次，五期的更新工程將使得青年公園奐然

一新。

更新工程使得附近七個里都已經感受

到它的好處；附近咖啡街，房地產價值也

因青年公園的改造而提昇。將來淨水工程

完成後，未來也就不需要跑到植物園，在

青年公園就可以寫生荷花；另外公園處目

前已栽種櫻花，說不定兩三年後還可以在

青年公園賞櫻。

四期工程是青年公園非常核心的一個

建設工程，即是生態圈規劃，95年續投入

約9,000萬進行最後一期工程，完成以後，

全新的青年公園將更有特色，可以吸引更

多的人。

馬場町紀念公園及中正河濱公園位於

華中橋及中正橋之間，鄰近青年公園，面

積約22公頃，是50年代白色恐怖執行槍決

的主要地點；91年8月馬場町紀念公園落

成，為這段過往的歷史留下緬懷的紀錄。

為活化馬場町紀念公園市府邀廠商就

現有設施辦理教學活動或規劃設置攀岩、

彈跳、遊園車、馬車、三輪車等運動休閒

遊憩設施及簡易輕食服務區與農特品展

區，為了方便民眾由青年公園進出河濱公

園，親近水岸，於95年興建騰雲陸橋，該

陸橋附設電梯，以跨越水源路進入河濱公

園，方便青年公園地區民眾至堤外河濱公

園運動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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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華中河濱公園

淡水河為臺灣地區第三大河，發源自雪山山脈，河域流經臺北、桃園、新竹三縣，並

貫穿臺北市區，流域面積超過2,700多平方公里。

由於主、支流交會、及出海口海流潮汐等因素，使得流速變緩，造成河流中大量泥沙

淤積，因而形成廣大的沙洲濕地。沼澤濕地中蘊含大量的有機物，有利於軟體動物、節肢

動物、甲殼類及魚類等之繁殖，豐富的水生動植物提供鳥類穩定的食物來源，吸引大量鳥

類前往覓食棲息。

有鑒於此，民國86年8月臺北市政府為保護此地之野生留鳥與候鳥及其棲息環境，

特將原來已設置的「臺北市中興橋華中橋野生動物保護區」擴大範圍，從中興橋至永福

橋水域及光復橋上游600公尺高灘地，面積共約245公頃，正式公告為「臺北市野雁保護

區」，希望能保護此區域特有的生態景觀，並在不影響動候鳥棲息的考量下，提供民眾戶

外教育與休閒遊憩的機會，其中華江雁鴨公園，每年的9月到第2年的4月，有數以千計的

雁鴨科及鷸行科鳥類會造訪這裡。園裡的生態環境分為水域、泥灘沙洲、草澤、淡水地、

公園綠地五類是民眾賞鳥的好地方，也是最好的自然教育場所。市政府逐年編列預算，將

再投入3千萬經費建設，將這裡興建為全臺北市第2個的自然生態公園。

此外，彼鄰之華中橋高灘

地改造工程於95年投入約3,000

萬，使華中河濱公園成為許多

居民休閒的好去處，增設遊憩

區、青少年活動區及相關運動設

施，每逢週末假日時，常可見到

空中風箏齊飛的美麗情景。

華江雁鴨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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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萬大捷運系統

為解決萬華萬大路及中和連城路等

沿線發展密集，運輸需求量及相關聯外

橋樑交通擁塞，並擴大捷運服務範圍，

捷運局於91年3月完成「萬大地區設置

捷運系統可行性分析報告」，案經交通

部指示與臺北縣政府完成之「樹林地區

設置捷運系統可行性分析報告」兩線整

合為「萬大-中和-樹林捷運系統」。

規劃中的萬大捷運系統，預定從

中正紀念堂淡水捷運線連接加蚋地區和

中和，沿途新設之西藏路捷運站與萬華

火車站、龍山寺捷運站合圍成「三站一

圈」，將來透過接駁公車將結合萬華火

車站雙子星大樓BOT案及龍山寺地下街

商場形成新商圈，發展潛力無窮。

萬大捷運已於95年8月函送中央定

線，爭取中央補助，如果能儘速核准，

南萬華的萬大捷運線經由中和再接到樹

林，這樣整個萬華地區捷運的路線多，

可以通到臺北市、臺北縣，對南萬華的

區域發展及社區重生會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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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都市更新與近年相關案例介紹

一、什麼是都市更新

1.法令的定義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一條都市更新是為了促進都市土

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增進公共利益。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所謂都市更新

是：都市更新係指根據本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

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已故中研院院士李鎮源博士
的老家朝北醫院(高傳棋攝)

西門町電影主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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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文的意義

都市更新這個字眼完全是外來的。中文的「都市更新」可能

與下列幾個英文的意思有相關聯：

2.1 Renewal

Renewal這個字眼特別意指美國六○至七○年代所進行的大範

圍大規模都市更新，以清除貧民窟為其目標。Urban Renewal的

制度根據美國1949年住宅法(Housing Act)進行，由聯邦政府補

貼地方政府徵收都市更新之貧民窟土地，以較低價格轉售給民間

開發商。其所引發的問題相當多，特別是對於有色人種及貧窮社

區的拆遷有失公平，至今此一作法已因受到各界的嚴厲批評而停

止。

2.2 Redevelopment

在80年代後，在美國大規模的urban renewal雖已停止，

但個別街廓或數個街廓的小規模再開發則方興未艾，特別是著重

與鄰近舊市區紋理的結合與交通系統的改善。同時，在日本也開

始許多都市更新的計畫，他們稱之為「市街地再開發」，大多由

「住宅‧都市整備公團」(目前改組為都市基盤整備公團)此一公

法人所大力推動。

2.3 Reuse / Remodel

對於更小規模的建築物或幾塊土地所進行的調整工作，往往

是以建物保存或整修的方式進行。整修建物賦與新用途稱之為re-re-

model，對於土地或建物使用重新調整(例如工業區變商業區，工

廠變商場)則是reuse。Reuse或remodel往往並不牽涉到大規模

的街廓系統調整或都市交通系統的改變，例如舊金山Ghiradelli 

Square或是Boston的Quincy Market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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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Regeneration

在英國，都市更新往往用re-r e -

generation這個字眼，其代表的意

義不只舊房子改為新房子或是都市

實質環境的改善而已，而有更廣泛

的社會與經濟意義。都市更新應追

求的是全面的都市再生，創造更多

的工作機會改善都市經濟，改善都

市財政，建造符合環保的綠建築，

引入豐富的文化活動活化都市，降

低都市犯罪率等。

二、實施更新的好處

1.大多數人同意即可實施

更新事業計畫只要獲得更新單元內大多數人數及產權面積之

同意就可以實施。此一同意的門檻依是否為政府既已劃定的都市

更新地區而有高低不同。

2.建築容積獎勵

2.1獎勵後的建築容積，最高為法定容積之1.5倍，或是該

建築基地0.3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揮別西園橋艋舺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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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更新後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免計入容積。

2.3經主管機關優先或迅行劃定之都更地區，在一定時程內申

請實施更新者，給予適度之容積獎勵。

2.4公共設施保留地或依法保存建物之原容積可移轉至同一更

新地區之鄰近基地。

3.稅賦減免

項 目 條 件 說 明 稅捐優惠

地價稅

◎ 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 免徵

◎ 更新期間可繼續使用 減半

◎ 更新後二年 減半

房屋稅 ◎ 更新後二年 減半

土地增值稅
實 
施 
權 
利 
變 
換

◎ 分配土地未達最小單元面積，改領現金 免徵

◎ 以土地或建物抵付負擔者 (過戶予實施者之土地持分) 免徵

◎ 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或建物，更新後第一次移轉 減徵40％

◎ 不參加權利變換，領取現金補償 減徵40％

契 稅
◎ 以土地或建物抵付負擔者 免徵

◎ 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或建物，更新後第一次移轉 減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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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府重要政策措施

1.與民間共組都市更新開發公司，以加速推動都更案，優先鎖定

大同、萬華區等建商介入意願低、卻有更新急迫性的老舊區域，由政

府出面協調，讓住戶協議條件透明化，進而加速更新速度。

2.將西門地區列為優先放寬容積區：範圍包括長沙街、中華路、

艋舺大道等之親河區域。

3.創立都市更新基金：依「都市更新條例」訂定「臺北市都市更

新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自治條例」，作為實施都市更新之財源及收支保

管運用之依據，用以協助早期環境窳陋，居住者多屬社會弱勢之整建

住宅住戶，透過更新基金以信託方式並融資借貸予更新會，解決更新

期間之建築融資資金缺口，促進都市更新之實施。

4.訂定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配合都市更新條例及其子法陸

續訂頒，率先制訂本自治條例及有關自治法規，以健全都市更新法制

性。

5.依都市更新條例協助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案件－透過都市更新

案實例之推動，使市民、專業者及開發商熟悉相關法令及實際操作方

式，將都市更新列為都市開發之重要機制。

6.實施「整建維護」規劃設計及工程經費補助

都市更新係指依「都市更新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

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事業。以往都市更新大多以「拆除重建」

方式實施，但大部分20年以上之老舊建築物，結構雖尚可使用安全無

虞，但以拆除重建方式辦理往往因為居民意見整合不易，促使更新推

動之困難度及財務負擔提高。

因此市政府將「整建維護」列為市府都市更新的重點方向之一，

每年度的編列2～3仟萬元整建維護補助經費，補助項目包括整建維護

之規劃設計及工程經費，另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規定，以整建

方式實施更新者，得不受現行法令有關建蔽率及容積率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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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配合辦理市府「住宅無障礙通用設計環境改善計畫」，申

請整建維護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補助之項目中如包括『供公眾使用及建

築物內部之無障礙設施』者，將列為優先補助之對象。

7.積極擬定政策性都市更新示範計畫

為改善萬華及大同等舊市區之都市機能與環境品質、復甦都市機

能、提高公有土地利用效能。市府於96年度規劃有12處政策性優先推動

地區，其中萬華區即佔有6處(下表)，將委託規劃辦理都市更新計畫及

策略之擬訂，期改善都市整體結構、調整都市機能及促進都市軸帶地區

之發展。

96年度臺北市都市更新示範計畫總表

編號 案名

1 萬華區洛陽停車場附近地區更新計畫案

2 大同區昌吉街附近更新地區更新計畫案

3 萬華區柳鄉社區附近更新地區更新計畫案

4 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環河南路二段附近地區更新計畫案

5 中正區中正一分局周邊更新地區更新計畫案

6 大安區捷運六張犁站附近地區更新計畫案

7 大同區捷運圓山站西側（志雲新村）更新地區更新計畫案

8 中山區捷運新生站北側中山女中對面暨美麗信飯店周邊更新地區更新計畫案

9 萬華區公一公園附近更新地區更新計畫案

10 萬華區桂林路、和平西路北側（華西、梧州街兩側）更新地區更新計畫案

11 中山區民權東路鼎興營區更新計畫案

12 萬華區新和新村更新地區更新計畫案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8.訂定「促進都市再生 2010年臺北好好看」計畫

市府為加速推動都市再生，實有必要整合現有執行機制，參酌國外

案例，從政策面、效率面、誘因面、公益面綜合考量，藉由都市計畫專

案變更方式，以2010年為計畫目標推出「促進都市再生 2010年臺北好

好看」，公開徵求0.5公頃以上之開發計畫，藉以改善都市景觀進行大

面積街廓容積獎勵，讓臺北市成為水岸、科技、人文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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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都市更新進行情形

1.都市更新計畫

配合95年12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修正通過、97年2

月市府訂定「促進都市再生 2010年臺北好好看」獎勵計畫，及前

述市府一連串鼓勵都市更新政策，目前萬華都市更新進行情形過如

下：

1.1萬華區公、私部門目前共有16案進行中(如附表)。

A.公部門

近期因都市更新的推動及市場需求，本區不動產偏向積極活

絡，市府積極委託規劃團隊進行「萬華402號公園及華西街附近地區

整體再發展策略暨策略性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淡水河西岸地

區整體再發展策略暨策略性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等，進行區域性

規劃及發掘潛在都市更新開發區，目前糖廍里及柳鄉里均有基地進

行整合中，以因應市府0.5公頃以上之「促進都市再生 2010年臺北

好好看」獎勵計畫〈如圖〉。

B.私部門

其中以萬華區指標案「潤泰創新與中華電信合建案」最受矚

目。潤泰表示「中華電信之萬華德昌街集合住宅大樓合建案」每坪

開價上看60萬元、總銷金額逾56億元；該案將興建兩棟26樓雙子星

高樓，完工後將是萬華最高的建築物。

繼潤泰、三豐積極開發德昌街與延平北路都更案後，全坤興業

96年8月也宣布取得同仁院萬華醫院、前台北市長黃啟瑞祖厝兩大都

市更新案，土地面積共3,000坪，每坪開價直逼50萬元，其他尚有

國家首馥、賀采4米2、皇家醴讚、吉美真鑚、世紀鴻樓、麗植園、

御麒麟、榮耀富麗、中正國寶、大和庄、福星里的阿曼、頂碩里的

慈濟開發案等〈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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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萬華區都市更新案件一覽表(更新日期:2008/06/27)

編號 屬性 里別 案名 範圍 實施單位 案件進度 備註

1 公部門 青山里

萬華402號公園及華西
街附近地區整體再發
展策略暨策略性地區
都市更新計畫案

範圍包含北以貴陽街2段為界，西以環河南路2段為界，南以
廣州街為界，東至西園路1段，面積約6.45公頃及北以貴陽
街2段為界，西以西藏路為界，東至雙園國小為界，面積約
12公頃。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1.96.7.2二次上網招標                 2.96.7.19開標                         
3.96.7.27廠商評選

內政部營建
署補助案件 

2 公部門

柳鄉里            
華江里             
福星里        
萬壽里      
西門里

淡水河西岸地區整體
再發展策略暨策略性
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

淡水河西岸地區整體再發展策略暨策略性地區都市更新計畫
案: 
本區柳鄉里、華江里以及成都路以北、昆明街以西靠近環河
南路周邊 。 

中華綠建築暨景觀環境學會 96.07.03廠商簽約，得標廠商為中華綠建築暨景觀環境學會
內政部營建
署補助案件

3 公部門 糖部里
大理街公2公園開闢案
（都市更新專案）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1）96年3月20日都市更新處辦理補充協議書簽報市府辦理用印及公證事宜。 
（2）業函請中國時報盡速提送修正後都市設計報告書辦理核備程序。 
（3）台糖福利委員會宿舍地下室拆除清理作業，由發展局協調中國時報併同
停車場興建辦理，經費420萬由發展局支應。 
 

4 公部門 富福里
萬華龍山寺中軸更新
案（都市更新示範計
畫）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96年2月7日都市更新處辦理招商說明會，請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簽署都市更新意向書，將協助住戶推動更新。

5 公部門 新起里
理教公所附近地區再
發展計畫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96年12月完成漢中派出所立面改善工程。 
（2）完成406號廣場週邊地區都市設計準則法定程序。 
（3）98年完成漢中街公共環境改善工程。

6 公部門 雙園里
 萬華文化園區更新案
（都市更新專案）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96年2月5日邀集相關單位研商後，目前由捷運局聯開處進行規劃中。 
（2）97.9.30都市更新單元細部計畫案。 
（3）97年12月完成都市計畫變更 

7 私人 雙園里
 萬華區莒光段三小段
464地號等8筆土地

臺北市萬華區莒光路（北側）、六公尺計畫道路（東側）、
莒光路347巷27弄（南側）與西園路二段所圍街廓範圍內。 
更新單元內土地總面積為1,822平方公尺，均為私有土地，
為楊忠雄一人所有

巧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計興建成地下3層、地上14層集合住宅。                      
1.96年1月19日第一次公聽會 
2.96年2月16日申請實施本案都市更新事業 
3.96年3月16日臺北市政府核准申請 
4.96年4月17日第二次公聽會                                         
5.自96年8月27日起至96年9月24日止公開展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

8 私人 忠德里

萬華區雙園段二小段
505地號等77筆土地(
原為雙園段二小段762
地號等筆土地)

萬華區寶興街、東園街66巷東南側 
更新單元內土地總面積為5,326平方公尺 三一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95年12月22日辦理第一次公聽會
2.96年8月01日再次辦理第一次公聽會(更新範圍有所增加與建築設計變更) 
3.97.6.13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

9 私人 雙園里
萬華區莒光段三小段
198-4地號等28筆土地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與莒光路交口東北側 
更新單元內土地總面積為1,280平方公尺 壕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預計興建成地下3層、地上13層集合住宅。                    
1.95年11月30日辦理第一次公聽會 
2.96年6月23日提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書                   
3.96年7月18日起公開展覽都市新事業計畫書                   
4.96年8月10日都更處假本所12樓會議室舉辦公聽會

10 私人 忠德里
萬華區萬大段一小段
571地號等22筆土地

臺北市東園街與民和街交叉口東北側 
更新單元內土地總面積為2,091平方公尺 巧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5年12月23日辦理第一次公聽會 
2.96年5月10日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3.96年10月11日核准申請都市更新事業 
4.96年11月6日召開第二次公聽會 
5.96年12月25日申請更新事業計畫 
6.97年5月29日第三次公聽會

11 私人 全德里
萬華區萬大段二小段
475地號等31筆土地

位於73.10.12公告之「修訂西藏路、萬大路、水源路、西
園路所圍地區細部計畫（第2次通盤檢討）案」之計畫範圍
內，所有權人57名，土地面積2,689M2，

申請人:鄭正村        
預定未來實施者:民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弘傑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                    
呂大吉建築師事務所     

1.於96年7月18日召開更新事業概要案公聽會                     
2.目前同意參與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共28名，土地面積共1668.2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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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萬華區都市更新案件一覽表(更新日期:2008/06/27)

編號 屬性 里別 案名 範圍 實施單位 案件進度 備註

1 公部門 青山里

萬華402號公園及華西
街附近地區整體再發
展策略暨策略性地區
都市更新計畫案

範圍包含北以貴陽街2段為界，西以環河南路2段為界，南以
廣州街為界，東至西園路1段，面積約6.45公頃及北以貴陽
街2段為界，西以西藏路為界，東至雙園國小為界，面積約
12公頃。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1.96.7.2二次上網招標                 2.96.7.19開標                         
3.96.7.27廠商評選

內政部營建
署補助案件 

2 公部門

柳鄉里            
華江里             
福星里        
萬壽里      
西門里

淡水河西岸地區整體
再發展策略暨策略性
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

淡水河西岸地區整體再發展策略暨策略性地區都市更新計畫
案: 
本區柳鄉里、華江里以及成都路以北、昆明街以西靠近環河
南路周邊 。 

中華綠建築暨景觀環境學會 96.07.03廠商簽約，得標廠商為中華綠建築暨景觀環境學會
內政部營建
署補助案件

3 公部門 糖部里
大理街公2公園開闢案
（都市更新專案）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1）96年3月20日都市更新處辦理補充協議書簽報市府辦理用印及公證事宜。 
（2）業函請中國時報盡速提送修正後都市設計報告書辦理核備程序。 
（3）台糖福利委員會宿舍地下室拆除清理作業，由發展局協調中國時報併同
停車場興建辦理，經費420萬由發展局支應。 
 

4 公部門 富福里
萬華龍山寺中軸更新
案（都市更新示範計
畫）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96年2月7日都市更新處辦理招商說明會，請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簽署都市更新意向書，將協助住戶推動更新。

5 公部門 新起里
理教公所附近地區再
發展計畫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96年12月完成漢中派出所立面改善工程。 
（2）完成406號廣場週邊地區都市設計準則法定程序。 
（3）98年完成漢中街公共環境改善工程。

6 公部門 雙園里
 萬華文化園區更新案
（都市更新專案）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96年2月5日邀集相關單位研商後，目前由捷運局聯開處進行規劃中。 
（2）97.9.30都市更新單元細部計畫案。 
（3）97年12月完成都市計畫變更 

7 私人 雙園里
 萬華區莒光段三小段
464地號等8筆土地

臺北市萬華區莒光路（北側）、六公尺計畫道路（東側）、
莒光路347巷27弄（南側）與西園路二段所圍街廓範圍內。 
更新單元內土地總面積為1,822平方公尺，均為私有土地，
為楊忠雄一人所有

巧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預計興建成地下3層、地上14層集合住宅。                      
1.96年1月19日第一次公聽會 
2.96年2月16日申請實施本案都市更新事業 
3.96年3月16日臺北市政府核准申請 
4.96年4月17日第二次公聽會                                         
5.自96年8月27日起至96年9月24日止公開展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

8 私人 忠德里

萬華區雙園段二小段
505地號等77筆土地(
原為雙園段二小段762
地號等筆土地)

萬華區寶興街、東園街66巷東南側 
更新單元內土地總面積為5,326平方公尺 三一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95年12月22日辦理第一次公聽會
2.96年8月01日再次辦理第一次公聽會(更新範圍有所增加與建築設計變更) 
3.97.6.13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

9 私人 雙園里
萬華區莒光段三小段
198-4地號等28筆土地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與莒光路交口東北側 
更新單元內土地總面積為1,280平方公尺 壕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預計興建成地下3層、地上13層集合住宅。                    
1.95年11月30日辦理第一次公聽會 
2.96年6月23日提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書                   
3.96年7月18日起公開展覽都市新事業計畫書                   
4.96年8月10日都更處假本所12樓會議室舉辦公聽會

10 私人 忠德里
萬華區萬大段一小段
571地號等22筆土地

臺北市東園街與民和街交叉口東北側 
更新單元內土地總面積為2,091平方公尺 巧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5年12月23日辦理第一次公聽會 
2.96年5月10日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3.96年10月11日核准申請都市更新事業 
4.96年11月6日召開第二次公聽會 
5.96年12月25日申請更新事業計畫 
6.97年5月29日第三次公聽會

11 私人 全德里
萬華區萬大段二小段
475地號等31筆土地

位於73.10.12公告之「修訂西藏路、萬大路、水源路、西
園路所圍地區細部計畫（第2次通盤檢討）案」之計畫範圍
內，所有權人57名，土地面積2,689M2，

申請人:鄭正村        
預定未來實施者:民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弘傑不動產顧問有限公司                    
呂大吉建築師事務所     

1.於96年7月18日召開更新事業概要案公聽會                     
2.目前同意參與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共28名，土地面積共1668.2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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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私人 華中里

家年建設大和庄住商
大樓新建工程(萬華區
華中段四小段307地號
等17筆土地)

位於環河南路三段與萬大路交叉口
申請人：家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師：蘇建榮建築師事務所

預計興建成地下3層、地上14層集合住宅。                    
1.96年7月13日第一次公聽會 
2.96年2月16日申請實施本案都市更新事業 
3.96年3月16日臺北市政府核准申請 
96年4月17日第二次公聽會 

13 私人 貴陽路同仁院都更案
昆明街、貴陽街口，土地面積1463坪，地主人數130人，總
樓地板面積18316坪

全坤興業公司
1.與主要地主同仁院萬華醫院合建，預計明年下半年推出住商混合大樓，總銷
金額40億元，預計每坪50萬元以上。2.引進杜拜Palm Island建築團隊，設計
費用新台幣壹仟萬元起跳。

蘋果日報
2007.7.6A42
版

14 私人 環河南路大型開發案
環河南路、成都路口，土地面積1209坪，地主人數120人，
總樓地板面積7961坪

全坤興業公司
1.目前都更整合逾92％，預計明年中取得建照並推出，採自辦都更方式，
總銷金額45億元，預計每坪50萬元以上，更新後總銷售金額高達22億元。                          
2.引進杜拜Palm Island建築團隊，設計費用新台幣壹仟萬元起跳。

蘋果日報
2007.7.6A42
版

15 私人 大型開發案 德昌街 潤泰創新
與中華電信合建，中華電信萬華舊廠拆除，預計今年10月推案，總銷金額56億
元，預計每坪45萬元

蘋果日報
2007.7.6A42
版

16 私人 保德里 萬華區華中段一小段
201-2、352地號等23
筆土地

第一部份位於東園街154巷、長泰街，基地面積3568平方公
尺。 
第二部份位於萬大路424巷、長泰街163巷、長泰街及寶清
街，基地間為3404.98平方公尺，合計基地面積為6972.98平
方公尺。

申請人：大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96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公聽會

17 私人 全德里 萬華區萬大段二小段
468地號等44筆土地

東園國小北側，萬大路344巷內，東臨萬大路322巷55弄、北
側包含一現有巷道(萬大路322巷)，面積3234.62平方公尺。

申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96年11月17日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公聽會 
97.7.26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聽會

18 私人 萬壽里 萬華區福星段三小
段224-1、224-2、
258-1、265、266等5
筆地號之土地

台北市西寧南路與武昌街二段交角，基地面積1708平方公
尺。

申請人：阿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9 私人 和平里 莒光段四小段2-2地號
等29筆土地

西 園 路 二 段 5 0 巷 8 弄 南 側 、 西 園 路 二 段 5 0 巷 1 6 弄
西側、艋舺大道 3 3 6 巷東側、西園路 2段 5 2巷北側 
更新土地面積為3862平方公尺。

申請人：陳千惠 1.89.6.261公告劃定更新地區 
2.96.12.17辦理都市更新概要公聽會

20 私人 新起里 
仁德里

漢中段二小段328地號
等99筆土地

貴陽街二段北側、貴陽街二段29巷西側、昆明街東側之街廓
內

申請人：廖繡滿 97.2.27公告劃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21 公部門 榮德里 變更臺北市遷建住宅
基地都市計畫計畫定
都市更新地區計畫案

華中段3小段(武成街) 
基地面積2.13公頃

97.3.1公告實施

21 私人 福星段三小段457地號
等20筆土地

漢中街以南、成都路以北及成都路27巷以東所為街廓範圍
內，緊鄰捷運南港線西門站6號出口

申請人：蘇明仁、林恆隆、聯翔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22 私人 菜園里 直興段二小段182地號
等35筆土地

西園路一段34巷、貴陽街二段 申請人：金山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24 私人 仁德里 萬華段一小段177等38
筆土地

柳州街、南寧路口 申請人：郭健興 97.7.18辦理第一次都市更新住戶協調說明會

25 公部門 新忠里 青年段一小段86-31地
號(國防部軍備局復華
新村)

西藏路以南、西藏路125巷以東、中華路二段300巷以西、西
藏路115巷以北

孫文郁建築師事務所

26 公部門 新忠里 青年段一小段124-4地
號(國防部軍備局慈安
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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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私人 華中里

家年建設大和庄住商
大樓新建工程(萬華區
華中段四小段307地號
等17筆土地)

位於環河南路三段與萬大路交叉口
申請人：家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師：蘇建榮建築師事務所

預計興建成地下3層、地上14層集合住宅。                    
1.96年7月13日第一次公聽會 
2.96年2月16日申請實施本案都市更新事業 
3.96年3月16日臺北市政府核准申請 
96年4月17日第二次公聽會 

13 私人 貴陽路同仁院都更案
昆明街、貴陽街口，土地面積1463坪，地主人數130人，總
樓地板面積18316坪

全坤興業公司
1.與主要地主同仁院萬華醫院合建，預計明年下半年推出住商混合大樓，總銷
金額40億元，預計每坪50萬元以上。2.引進杜拜Palm Island建築團隊，設計
費用新台幣壹仟萬元起跳。

蘋果日報
2007.7.6A42
版

14 私人 環河南路大型開發案
環河南路、成都路口，土地面積1209坪，地主人數120人，
總樓地板面積7961坪

全坤興業公司
1.目前都更整合逾92％，預計明年中取得建照並推出，採自辦都更方式，
總銷金額45億元，預計每坪50萬元以上，更新後總銷售金額高達22億元。                          
2.引進杜拜Palm Island建築團隊，設計費用新台幣壹仟萬元起跳。

蘋果日報
2007.7.6A42
版

15 私人 大型開發案 德昌街 潤泰創新
與中華電信合建，中華電信萬華舊廠拆除，預計今年10月推案，總銷金額56億
元，預計每坪45萬元

蘋果日報
2007.7.6A42
版

16 私人 保德里 萬華區華中段一小段
201-2、352地號等23
筆土地

第一部份位於東園街154巷、長泰街，基地面積3568平方公
尺。 
第二部份位於萬大路424巷、長泰街163巷、長泰街及寶清
街，基地間為3404.98平方公尺，合計基地面積為6972.98平
方公尺。

申請人：大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96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公聽會

17 私人 全德里 萬華區萬大段二小段
468地號等44筆土地

東園國小北側，萬大路344巷內，東臨萬大路322巷55弄、北
側包含一現有巷道(萬大路322巷)，面積3234.62平方公尺。

申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96年11月17日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公聽會 
97.7.26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聽會

18 私人 萬壽里 萬華區福星段三小
段224-1、224-2、
258-1、265、266等5
筆地號之土地

台北市西寧南路與武昌街二段交角，基地面積1708平方公
尺。

申請人：阿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9 私人 和平里 莒光段四小段2-2地號
等29筆土地

西 園 路 二 段 5 0 巷 8 弄 南 側 、 西 園 路 二 段 5 0 巷 1 6 弄
西側、艋舺大道 3 3 6 巷東側、西園路 2段 5 2巷北側 
更新土地面積為3862平方公尺。

申請人：陳千惠 1.89.6.261公告劃定更新地區 
2.96.12.17辦理都市更新概要公聽會

20 私人 新起里 
仁德里

漢中段二小段328地號
等99筆土地

貴陽街二段北側、貴陽街二段29巷西側、昆明街東側之街廓
內

申請人：廖繡滿 97.2.27公告劃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21 公部門 榮德里 變更臺北市遷建住宅
基地都市計畫計畫定
都市更新地區計畫案

華中段3小段(武成街) 
基地面積2.13公頃

97.3.1公告實施

21 私人 福星段三小段457地號
等20筆土地

漢中街以南、成都路以北及成都路27巷以東所為街廓範圍
內，緊鄰捷運南港線西門站6號出口

申請人：蘇明仁、林恆隆、聯翔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22 私人 菜園里 直興段二小段182地號
等35筆土地

西園路一段34巷、貴陽街二段 申請人：金山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24 私人 仁德里 萬華段一小段177等38
筆土地

柳州街、南寧路口 申請人：郭健興 97.7.18辦理第一次都市更新住戶協調說明會

25 公部門 新忠里 青年段一小段86-31地
號(國防部軍備局復華
新村)

西藏路以南、西藏路125巷以東、中華路二段300巷以西、西
藏路115巷以北

孫文郁建築師事務所

26 公部門 新忠里 青年段一小段124-4地
號(國防部軍備局慈安
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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