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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原理教公所舊址所打造出的萬華406號公園

1.2「大理街附近地區都市計畫案」該計畫內公2公園係屬臺糖公司土

地，依都市計畫書規定該土地以容積調配方式取得。業於95年8月8日取得公

園用地，並交由中國時報社開闢公園及停車場。後續中國時報將辦理地面公

園及地下一層75個地下停車位之請照及施作。中國時報於96年5月8日向本市建

管處提出建照申請，建管處刻正辦理審查中，預定於97年12月底完。

1.3完成「西門市場更新及再利用計畫案」兩期工程，並已進駐使用，

建物與廣場夜間照明改善工程亦已完成並具成效；為促使當地公共環境衛生

與景觀及商業活動更加完善與繁榮，95年度進行入口意象強化改善工程，另

配合市場管理處整體改善西門市場北側廣場鋪面及排水等，已於95年11月

完工啟用，96年度並已編列預算200萬元辦理「西門地區公共環境改善第二

期」，進行西門徒步區至洛陽停車場沿線周邊調查與規劃設計。

1.4完成理教公所變更為廣場用地案。該廣場由公園處完成簡易綠化工

程，並於95年7月20日開放使用，目前刻由公園處邀集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

組進行廣場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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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舊市區再發展計畫

辦理公元2007年艋舺再造新紀元系列活動、西

門徒步街區擴大案等，以復甦老舊街區，提升環境品

質，並藉由公部門的引導，透過活動的舉辦，有效振

興商機，帶動地區產業再發展，市府96年度續辦是項

活動。

3.改善公共環境品質 

3.1完成青年公園周邊地區公共環境改善工程。

3.2完成西門徒步街區擴大計畫(峨眉停車場、美

國街及明太子街)。

3.3完成西門入口意象、西門市場廣場更新工程

及成都路暨康定路夜間照明及景觀改善計畫。

4.復甦老舊市區空間

為改善萬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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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選

定政策性優先推動都市更新示範地區，係以水岸周邊

地區再開發、捷運場站周邊地區更新、活化萬華老舊

城區商機及引導大面積公有土地再利用等四大主題共

12處(其中萬華區計有6處)。

更新處於96年4月間業陸續公告上網徵選規劃單

位，6月底前提出再開發構想、策略及推動時程，預

計96年12月底完成規劃報告。後續將依據前述更新

計畫構想，續調整土地使用機能、發展強度、整合住

戶與公有房地管理機關之更新意願、協調拆遷安置事

宜，並引進民間資源投資開發，以促進臺北市老舊社

區加速推動更新。

上二張:西門徒步區擴大計畫(都市更新處提供)

下三張:青年公園周邊地區公共環境改善工程(都市更新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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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華都市更新重點方向

1.推動策略性地區更新

針對舊市區及策略性重點地區辦理更新再造，以期擴大更新成

效。

1.1導引大眾運輸場站周邊地區更新：針對西門地區、龍山寺

車站周邊地區及華西街等策略性地區，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檢討變

更都市計畫，並運用都市更新及開發手法，研議招商策略及進行實

質開發計畫。

1.2賡續辦理中萬華更新區後續推動計畫：積極保存地方文化

及產業特色，結合文化、產業及社區力量，以帶動地方發展。

1.3推動推動西城核心再生：萬華406號廣場（理教公所）附近

地區再發展計畫檢討理教公所周邊地區都市設計準則，促進周邊地

區更新再開發。

2.利用公有土地帶動周邊地區發展

清查檢討更新地區周邊公有閒置房地，提供地區必要之公共設

施或活動空間透過公開徵求實施者方式進行萬華警察宿舍及市有土

地更新。

2.1推動萬華文化園區更新先期規劃。

2.2推動大理街周邊住宅更新。

2.3協助研議市有及國(公)有土地參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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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造都市空間及活化地區商機

推動具有發展潛力之街區進行公共環境改造計畫，

並結合傳統產業及商圈再造計畫，舉辦活化舊市區商圈產

業活動，提升地區商業消費環境，創造地方特色。

3.1推動洛陽停車場更新再利用暨西門地區公共環境

第二期改善計畫。

3.2結合淡水河活化，推動公共環境改造計畫，促進

水岸住宅更新。

3.3辦理再造艋舺新紀元系列活動，以振興地方產業

及活化特色商圈。

3.4保存地方文化及產業特色--透過容積移轉機制，

誘導歷史建築物存續發展，結合社區總體營造，凝聚社區

共識，共同推動古蹟周邊整體環境改造。

4.推動住宅更新運動

結合民間力量推動都市更新，並積極輔導協助4、5

樓建物所有權人自力更新改建，同時協助整宅及災損建物

推動更新，以達永續更新之目標。

4.1鼓勵大規模、大區塊或跨街廓更新，增加規模獎

勵誘因，促進地區之更新。賡續鼓勵民間業者辦理更新，

並輔導屋齡30年以上之4、5樓建物所有權人自力更新。

檢討修正更新法令，提高自力更新改建者更新前置作業補

助額度及補助比例。

4.2建立自力更新完整機制，建置自力更新操作機制

之參考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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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鼓勵都市更新整建維護

配合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鼓勵區民共同參與都市空間改造

計畫，進行私有建築物立面及開放空間創意改善。

5.1建立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更新機制，推動「整建維護」與「重

建」併行，以提高居住品質。

5.2推動都市彩妝運動，宣導新居住美學觀念。

5.3推動成都路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及漢中街公共環境改造、中萬華

騎樓整平暨機車退出騎樓方案。

5.4加強宣導都市更新正確觀念—加強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對都市

更新之認識並建立其觀念，帶動老舊地區之都市再發展。

六、萬華都市更新計畫(活動)之案例介紹

1.萬華區都市更新整體計畫

艋舺地區之古蹟、寺廟、特色小吃及傳統產業為臺北的歷史資源。

市府為推動本市「翻轉軸線、再造西區」之政策，於2000年研訂「萬華

區整體再發展計畫」，據以推動萬華新都之各項計畫。

萬華區整體再發展計畫以五大策略據以推展，包括「老舊社區更新

再造」、「推動策略性地區都市更新」、「推動公共環境改善計畫」、

「有效規劃利用公有房地，改善公共設施」及「辦理特色街區活化再

生」。

該計畫將萬華區依地區特色分6個次分區生活圈，包括西門中心商

業區、龍山寺古風貌區、艋舺大道兩側地區、青年公園優質住宅區、加

吶生活住宅區及河濱休閒區。各次分區結合各項都市更新之策略，擬定

各項行動方案，並納入「推動都市更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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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配合鐵路地下化及捷運板南線通車，陸續推動西園陸橋及和

平陸橋拆除，94年度進一步完成愛國陸橋(桂林路支橋)拆除。在都市

計畫變更方面，除變更不符都市機能的部份地區，並在萬華地區幾乎

已開發完成的情況下，變更增加地區公共設施約8公頃，提供更優質

的都市生活。 

全面性進行地區環境改善，在六個地方特色分區，共檢討約140

公頃的公私土地(不包含人行道更新)，佔地區總面積1/5強，可見其

全面性。如於龍山寺古風貌區、艋舺公園、萬華區行政中心、大理

街服飾造街、艋舺新站公共環境改善(康定路)、老艋舺新街町(廣州

街、華西街)、佛具街示範計畫(西園路)、青草巷環境改造、貴陽街

史蹟公共空間改造、華西公園及桂林公園等公共環境改造，經由完整

有系統的空間改善，效益逐漸波及附近地區而帶動再發展。

延續環境改善計畫於20 0 1

年至2005年舉辦「艋舺再造新紀

系列活動」，希望藉由公共環境

改善及地區行銷，將地區商圈特

色讓市民及觀光客充分瞭解。另

外在北萬華，為擴大西門商圈效

益，也積極推動萬華406號廣場

(理教公所)開闢案，並整合中華

路附近商圈，於94年起每年年底

舉辦西門購物節活動，營造浪漫

歡樂之中華路觀光大道而努力。

萬華地區經由前項努力，在

都市計畫檢討與調整、公共環境

改善及產業振興與商圈輔導，已

頗具成效，且多獲市民肯定，依

房地產業者推估，未來萬華房地

產價值勢必會增高。

近年來萬華區境內面臨都市更新的空間已逐年檢討進行(都市更新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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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理街附近地區都市計畫案(公2公園)

公2公園係屬臺糖公司土地，市府於91年12月7日

公告實施「擬（修）訂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附近地區

細部計畫案」內劃定為公園用地，依都市計畫書規定

略以：公2用地土地取得係採容積調配方式辦理，部

分容積調配至本計畫區C2及C6，其餘容積則調配至臺

糖公司位於文山區土地。市府應依「臺北市舉辦公共

工程合法建築及農作改良拆遷補償及違章建築處理辦

法」規定，完成地上物補償後即取得土地，並交由中

國時報社開闢。中國時報社應辦理開發公2公園用地

為回饋措施，其地下開挖部分以C2街廓之對等面積規

模興闢地下一層停車場。

市府業完成地上物補償作業，並於94年12月8日

與臺糖公司完成點交作業、94年12月12日辦理地上物

拆除工程，中國時報社預定於97年12月底闢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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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北西門町舊城再生系列活動

為活化地區再生，提升萬華區公共環境，促成西區「再中心化」與舊市區

再發展。市府於萬華地區積極推動中華路林蔭大道、西門徒步區、西門市場、

大理服飾街商圈、廣州街徒步街區、佛具街、鐘錶街、青年公園等商圈之公共

環境改善計畫，期望透過地區環境改造計畫之推動，為萬華地區帶來新的契

機，以平衡臺北市都市空間的發展。在都市更新政策領導下，老舊地區都市機

能提升與環境再造陸續完成；同時為行銷地方特色產業，展現地區活力，都市

發展局從2000年來每年針對艋舺各特色街區或商圈辦理「艋舺再造新紀元」產

業振興活動，除配合建設讓各界瞭解臺北舊區新面貌，並藉由舉辦活動提振地

方經濟。

在各項老舊地區產業振興活動舉辦後，為永續經營、深耕地方特色，引

入創意並提升服務品質，亦致力商圈整合，提升地區競爭力的工作。93年起

賡續辦理2004、2005「艋舺再造新紀元」活動、2007年華萬華文化嘉年華及

「LOHAS萬華萬聖嘉年華」暨2008年配合西門徒步區部份街道傢俱經營管理合

作計畫舉辦之「西門冬季戀歌之活動」針對中萬華商圈及西門附近地區商圈，

進行組織整合及行銷。

商業振興活動目的即期望整合街區特色及組織資源，以街區行銷及造勢活

動等活化策略，重塑該地區商圈形象，凝聚商家生命共同體的意識，建立商圈

自治，奠定地區整體再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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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推動西門町徒步區街道傢具經營管理合作計畫

中華路為臺北市西區重要廊道，全長1400公尺，兩側

各有寬度約15～18公尺的人行道，規模與巴黎之香榭大道相

近，附近地區在市府推動「翻轉軸線，再造西區」政策下，

長年投入各項公共建設，硬體層面已臻完備；軟體商圈再造

方面，則與西門徒步區街區發展促進會合作維護部分街道設

施，藉由合作認養計畫的執行，一則減輕公部門的負擔，再

者街區發展促進會的參與維護，亦提升了西門徒步區的消費

環境品質，提供市民一個整潔便利的消費空間。而為了進一

步推動西門地區附近商圈永續發展，並結合中華路觀光資

源，規劃每年辦理一系列「臺北西門購物節」，如2004、

2005年艋舺造新紀元「西門購物節」活動，2006年與可口可

樂、西門促進會合辦「鬥酷西門城」活動，2007年「電影主

題公園仲夏戶外派對」、「萬華文化嘉年華(西門文化節)」

活動，2008年「西門冬季戀歌」活動，期透過多元活動，活

絡西門地區及周邊之商業發展，以提升地區競爭力。

3.2 舉辦臺北西門購物節活動

西門購物節活動期程為每年7、8月及11、12月，於中華

路沿線、峨眉街、漢中街佈置浪漫燈飾、露天咖啡座及街頭

藝人，讓民眾享受如巴黎般的浪漫風情；此外，特整合西門

徒步區、皮鞋街、影音街、相機街四大商圈、500多家商店

及空間改造進行行銷，並透過一連串的熱力活動(如眾星雲集

的演唱會、搖滾音樂表演及耶誕飄雪祈福活動等），營造繽

紛熱鬧的節慶氛圍，使市民體驗西門商圈的特色魅力以及冬

季耶誕、浪漫、購物的中華觀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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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和平西路特色鳥店街入口意象及景觀改善計畫 

萬華區和平西路3段(南寧路至艋舺大道間)兩側是本

市少數聚落式商店街，專營各類觀賞用禽鳥買賣，發展至

今已有20餘年歷史，是萬華地區極負盛名的特色街道。

為振興地方特色產業，加速地區更新改造，都市發展局配

合內政部營建署城鄉風貌補助經費，自92年度起針對和

平西路3段兩側人行道，辦理和平西路特色鳥店街入口意

象及景觀改善計畫。

設置鳥街意象公共照明20座，以強化地區意象。燈

桿、廣告箱體約20處，以提供商圈展示文宣品、更換鳥

類圖鑑，肩負寓教娛樂功能。道路分隔島上2D鑄鐵飛鳥

剪影與和平西路與艋舺大道交叉口安全島上5座飛鳥雕

塑，為都市增添不同風趣。

計畫藉由各式鳥類的圖騰呈現商圈特色，增加其入

口意象及自明性，已有效活絡商圈經濟，達到振興產業、

活化商業之目的。整體經費約165萬元，93年7月完工啟

用後，已由當地商圈自治會協助後續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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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南機場13號整建住宅更新案

萬華區南機場13號整建住宅基地，係位於萬華區雙和路、

萬大路、西藏路與莒光新城所圍區域。本基地位於第1種商業

區，計有5層樓建物15棟，面積約為2萬4千餘平方公尺，因住

戶多達1,440戶，住戶意願整合困難，雖已於92年6月10日核

准更新事業概要，惟因戶數眾多，召開多次更新會成立大會，

均因出席人數及面積未達2/3法定門檻，而遲遲無法成立更新

會，目前正由更新會籌備小組研商就更新共識較高區塊，優先

推動。市府將持續予以協助，並建議更新會籌備小組以分期分

區方式分別辦理更新，方可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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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青年公園周邊公共環境改善計畫 

青年公園附近地區位於萬華區南端，過去為白先

勇筆下「臺北人」克難街的大陸各省文化及中南部鄉

親北市打拼的暫居地，本區曾經繁華一時，遍佈著令

人回味無窮的歷史記憶空間，述說著許多甜蜜有趣的

青春故事。然而，隨著都市經濟空間的轉移，地區商

業逐漸衰退，窳陋地區漸多。為再造西區風華，改善

生活環境品質，市府推動一系列「翻轉軸線，再造西

區」的政策，位於萬華區的「青年公園周邊公共環境

改善計畫案」，即是其中重要的空間改造計畫之一。

青年公園周邊公共環境改善計畫案主要結合青年

公園更新工程，期望青年公園能重拾以往活力象徵。

另外考量地區老人化、學齡兒童之需求，如何建立讓

老人安居、年青人安心、少年們安樂的公共環境，為

本計畫目標。

計畫內容包括有：中正國宅側人行通道與公共空

間地坪改善。中正國宅前、後老人體健設施。韓僑國

小圍牆及人行道整體改善、加強照明。中正國宅側候

車亭新設。

整體經費約1仟萬元，相關設施已於94年9月完成

啟用。青年公園改造業已注入地區新活力，無障礙空

間、體貼老人設施與停車空間及附近商圈輔導，不僅

達成全人社區生活的目標。而近來公園周邊房價和銷

售率，都讓人相信，體貼的公共服務，是值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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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理教公所拆遷案

理教總公所（即406號廣場)，原為日本「西本願寺」舊址，國

民政府播遷來臺後，第六軍團進駐使用，周圍空間則遭攤販佔用，

致使理教公所附近地區紊亂。民國64年發生火災，燒毀部分屋舍

後，該地區逐漸遭違建戶佔用達222戶，由於該等建築物年久失修且

均屬非防火構造，加上巷弄彎曲狹窄，毫無防災應變能力可言，公

共安全堪慮，另公共衛生方面均靠公廁使用，生活品質低劣，理教

公所附近地區為都市頹敗空間，亟需改善。 

考量市府於「翻轉軸線」之各項政策已逐漸落實，包括中華路

林蔭大道、捷運板南線、愛國路橋拆除(桂林路段)、西門徒步區、

西門市場、中山堂、電影主題公園、祖師廟、青山宮及龍山寺等重

大更新建設，本區已逐漸轉化為西區之核心區，在附近地區缺乏大

型開放空間、基地都市定位需求、提昇當地商業氣息及關懷當地居

民生活品質，爰將中華路1段、貴陽街2段、西寧南路及長沙街2段所

圍街廓範圍內，由商業區變更為廣場用地，面積為8,623平方公尺，

該都市計畫案並於94年1月18日發布實施。

廣場業先行簡易綠化，提供市民廣大之休閒空間，並將規劃史

蹟導覽區，展示本區歷史發展。而考量係西區重要地區及永續性發

展，廣場規劃將採公開競圖方式辦理，提供老舊地區最優設計之參

考。相關的成果如下簡述。

94年1月18日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作業：本案於規劃期間即與社

區領袖溝通，建立溝通平臺；都市計畫審議期間，更就基地之限

制、市府安置計畫妥為說明，使居民充分瞭解市府改善地方環境及

提高本市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決心，以配合市府政策。

理教公所更新案前之地景空中鳥瞰(都市更新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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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5月3日順利無償撥用國有土地：本案基地係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土

地，順利撥用土地為本案關鍵。故多次與中央單位溝通說明市府決心，使

其同意並加速市府撥用本案基地。

94年7月20日順利進場進行安置拆遷作業：都市計畫審議期間即成立安

置拆遷專案小組並預為控留承購(租)國宅，總計協助現住戶辦理承購國宅

計67戶、承租國宅計21戶。

94年10月31日完成簡易綠化作業：廣場先行簡易綠化，提供市民廣大

之休閒空間。

理教公所更新計畫(都市更新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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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城核心再生－萬華406號廣場周邊地區再發展計畫

隨著全球化，城市經濟再結構後，創意、服務、觀光及消費將成為營造永續

臺灣重要工作，臺北市在特殊歷史情境下，擁有多項特色，尤其西門附近地區散

布建築及歷史遺跡(紅樓、總統府及貴陽街沿街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空間(龍山

寺、天后宮、祖師廟等…)、各國(省)特色服飾、餐飲及具臺灣味風味商家(租

戲服店、餐具店)，這些特色若經適當輔導和創意包裝，將成為臺北西城重要魅

力空間。

此外，艋舺、大稻埕、臺北城—所謂「臺北三市街」為臺北市城市發展原

型，萬華406號廣場附近地區則為過去臺北城出入艋舺通道，故有「小南門」興

闢。而萬華406號廣場原為西門中心商業區南緣，隨大眾捷運系統通車，西區各

項重大公共工程陸續進行及完成下，業逐漸轉化為西區核心地區，但廣場內原有

222戶違建戶，建築窳陋，居民仍使用公廁，考量公共安全和地區發展，市府於

94年1月18日變更為廣場用地，並在市府柔性、誠意之政策下整合政府資源，於

94年7月20日順利進場安置拆遷。為使西城核心再生、重現「三市街」並營造城

市再生新契機，廣場周邊亟需進行各項空間資源整理和規劃。

1961年4月22日中華商場落成啟用(後方高聳建物為西本院寺)
(高傳棋提供)

日治時期位於新起町一帶的西本院寺(高傳棋提供)

西城核心再生－萬華406號廣場原有228戶違戶(都市更新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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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後續執行計畫將包括有辦理史蹟導覽區規劃設計，

展現城市歷史深度；舉辦萬華406號廣場對外開放活動，展

現市政成果；委託規劃辦理「西城核心再生－臺北市萬華區

萬華406號廣場近地區再發展計畫」，營造附近地區特色商

街；推動廣場周邊建築整建維護專案，提升廣場空間品質，

以達永續發展之願景。後續有關406廣場使用規劃及闢建，

將由市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主政辦理。

西城核心再生－萬華406號廣場周邊地區再發展計畫(都市更新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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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門徒步區擴大計畫(峨嵋立體停車
場廣場、美國街及明太子街街道改善計
畫)

萬華區西門町商圈是年輕族群重要活動

據點，為活絡當地商業氣氛，市府自90年開

始陸續進行西門町商圈周邊環境改造計畫，漢

口街、武昌街等區域已形成徒步區，每日市民

悠遊其間，適逢假日更見各式各樣活動如簽唱

會、產品發表會等在徒步區內舉辦，常吸引大

批年輕族群人潮聚集參與，進而帶動商圈經營

商機，店家因西門町整體環境改善，加上經營

有成，營業迭有成長，西門町已成為臺北市年

輕活動族群活動代表地點。

延續西門徒步區改造成效，企盼吸引人潮

再往西側移動，進而延伸擴大西門商圈，於94

年本處擇定異國商品及年輕族群聚集地區－市

立峨眉立體停車場前廣場(西寧南路50巷)、美

國街(昆明街96巷)及明太子街(武昌街12巷及

漢口街2段90巷至8弄)等地區，辦理公共環境

改造計畫，運用年輕族群及主題商店等特色元

素來強化商圈氣氛，陸續推動道路舖面重塑、

增加綠化植栽、強化夜間照明、設置資訊展覽

板、休憩平臺等硬體設施，結合鄰近電影主題公

園開闢使用，形成西門地區另一休閒好去處，於

95年2月完工開放使用，整體景觀風貌截然不同，

提供體驗西門町另類的異國風貌。

西門徒步區擴大計畫--峨眉立體停車場廣場、美國
街及明太子街街道改善計畫(都市更新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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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臺北市萬華區武成街兩側地區(遷建基地)都市更新先期規劃

所謂遷建基地係市府因拓寬羅斯福路、南海路、民權東路等計畫道

路，為安置拆遷戶，由市府「劃地配租」予拓寬範圍內之拆遷戶自建房

屋。因遷建住宅自民國42年使用迄今，建物已呈現老舊，不符都市發展。

市府於97年2月29日公告實施「變更臺北市遷建住宅基地都市計畫

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計畫案」，並依需求放寬第3種住宅區法定容積率由

225%提高為250%，另提供開發期程獎勵，自公告日起2年內為基準容積的

15%，4年內為基準容積的9%，6年為基準容積的5%，以協助遷建基地內老

舊建物儘速更新重建，並促進都市發展。

此先期規劃的研究範圍以萬華區萬大路424巷、武成街125巷6弄、萬

大路486巷及萬大路486巷59弄所圍區域，計畫面積約3.29公頃。選定萬華

區遷建基地辦理都市更新先期規劃，進行居民意願調查、開發構想研擬、

財務分析、開發方式評估等，以作為後續推動更新之依據。

計畫目標包括有改善弱勢社區居住環境品質、提出弱勢社區更新策

略、後續更新推動方式。未來的預期計畫效益將可提出萬華老舊地區更新

推動方案、促進遷建基地更新推動、改善住戶居住水準。 

1999年雙園地區彩色
航空照片(高傳棋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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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發展願景

艋舺是臺北最早發展地區，也是臺灣最具特色歷史街區之

一。土地面積雖只有8.8552平方公里，但區內的寺廟古蹟、地

方美食、在地小吃、特色商圈與傳統產業等地方環境資源，為全

市的共同文化資產與歷史資源。有鑑於萬華是一個早期發展的老

化都市，民國88年起，市政府陸續投入重大建設改造萬華，91

年後人口外移才逐漸趨緩，目前人口約19餘萬人。

萬華地區經過近年來都市更新、文化資產保存、都市設計的

改造，以及對外重大交通建設的改善，已經逐漸展現出新的發展

契機。在硬體建設陸續完成後，未來建設目標將著重於居民對居

住地集體感情記憶的凝聚及人文資源總體營造，藉由區內寺廟古

蹟的維護與創新、地方美食與在地小吃的精緻昇華、特色商圈與

傳統產業的串聯與再造、捷運萬大支線的規劃及都市更新計畫、

淡水河再生與堤外河濱公園的藍色公路與綠色自行車網的打造等

等作為，來帶動創造萬華邁向特色生活圈、優質觀光、健康城市

等有地域特色、有文化內涵、可傳承延續、有傳統互動式人際關

係的生活好所在。

總之，萬華未來將以「歷史宗教及流行文化」的多樣化優

勢，建立一個「主題性」不同於東區的臺北市西城商業核心，把

傳統及歷史變成萬華的優點，要看傳統及歷史只有萬華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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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大生活圈引導地區產業全面升級

建立特色都市設計準則，讓都市語彙清晰，由經營輔導配合主題式空間營造，

創造產業升級利基。

1.北萬華

依據西門商圈的流行文化產業特色提升服務導向，並輔導業者提高藝術層次、

引進當地民間業者資源訂定「街道家具合作計畫」，每年預定舉辦2次大型消費購物

活動活絡西門；在都市計畫方面包括紅樓北廣場擴大開闢與捷運6號出口建立以青少

年為主之流行文化廣場，並「南進」連接西門市場、萬華406號廣場，406號廣場以

結合西門流行文化成立創意廣場，並提供地下停車空間供西門發展使用，並進而與

龍山寺、祖師廟商圈相接，形成豐富觀光、文化、消費軸。

百年西門町紅樓的再利用(高傳棋攝)



100

2.中萬華

由萬華火車站、中華路、華西街及貴陽街所圍繞的傳統及宗教文化

圈，都市設計以濃厚的歷史文化資產為基礎，建立時時宗教處處歷史，結

合龍山寺、大理服飾商圈及地下商場進行春節拌手禮文化觀光大街，將來

在這個地區商圈特色就是穿新衣戴新帽、吃吃喝喝放鞭炮、拿香拜拜求平

安、採購禮品看熱鬧；位於大理街的糖倉古蹟公園，將來糖倉B、C倉由

國內知名歌仔戲團明華園進駐，而A倉有機會再成立一個服飾文化策展中

心結合歌仔戲服及流行服飾，與現行的服飾文化會館行成雙核心一起推動

萬華服飾產業；在都市計畫方面進行中的糖廍里D6、D7及艋舺西園路口

申請「2010臺北好好看」更新計畫、莒光路停車場再開發計畫、萬華車

站雙子星計畫等等，都將引導北萬華商業活動進入中萬華體驗更新成果。

3.南萬華

創造一個優質、傳統互動式人際關係的住宅環境，除了青年公園外及

廣大的河濱公園外、鄰里公園及區民活動設立藉由社區活動提升居民對社

區的認同，以「萬華人好厝邊」來圈圍傳統人際關係。

因為萬大捷運支線的規劃，帶動復華、慈安、樂群、6號基地、新和

新村、新和國小2號、中華電信等基地新建及更新，在未來4年內將形成

嶄新的住宅地標，加上鄰近公共設施的完成，住宅生活質與量的提升，建

立起一個脫胎換骨的親、善生活圈。

艋舺-皮寮整修後的再利用方向攸關未來中萬華之興盛(高傳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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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人文與自然和諧並重的特色生活圈

臺北市都市發展局，為推動本市「翻轉軸線、再造

西區」之政策，於民國89年研訂「萬華區整體再發展計

畫」，據以推動萬華新都之各項計畫。此發展計畫以五

大策略據以推展，包括「老舊社區更新再造」、「推動

策略性地區都市更新」、「推動公共環境改善計畫」、

「有效規劃利用公有房地，改善公共設施」及「辦理特

色街區活化再生」。該計畫將萬華區依地區特色分6個

次分區生活圈，包括西門中心商業區、龍山寺古風貌

區、艋舺大道兩側地區、青年公園優質住宅區、加蚋生

活住宅區及河濱休閒區。各次分區結合各項都市更新之

策略，擬定各項行動方案，並納入「推動都市更新方

案」。

至民國93年6月31日發佈實施「修訂臺北市萬華區

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並於同年9月21日發佈

實施「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將萬華區依其地域特性，劃分為五大生活圈，分

別是西門中心商業區、龍山寺傳統街區、萬華車站核心

商業區、雙園優質住宅區、青年公園優質住宅區。

未來萬華在上述所公告之都市計畫架構下，其分

區發展方面的構想如下：西門中心商業區為購物娛樂、

商業、電影藝術文化、青少年生活流行文化為導向。龍

山寺傳統街區為歷史文化、傳統產業、寺廟街區，傳統

美食及觀光夜市為主要特色之商業街區等；並結合鄰近

之河濱工商產業區、萬華火車站商業特區。西南的舊雙

園與青年公園等兩大生活圈，將以傳統保甲路(無障礙且有

特色的住民生活路徑或通學步道)來串聯既有之堤內小型鄰

里公園(西園、東園、保德)與堤外大型河濱公園、青年公

園、學校與圖書館、健康中心、傳統老街與市集、歷史建

物等地方環境資源，來邁向可親水、親綠(公園)、親歷史

文化的優質住宅休閒區。
近年在週休二日的帶動下為艋舺與西門町
境內等知名景點處帶來許多相關的文史導
覽解說(高傳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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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路網串聯生活圈，提供面的延伸發展

1.大眾運輸系統

已完成的鐵路地下化、捷運板南線及規劃中

的萬大捷運支線，將減輕道路負載提升道路服務

水準，大眾運輸提供區民快速便捷的服務，間接

提高區域土地價值增加居住意願。

2.一般道路系統

萬華生活圈區內共有七座大橋與臺北縣密

切連接，已闢建完成的中華路、艋舺大道為本區

重要運輸系統，配合縱向萬大路、康定路、西園

路、環河路形成綿密的交通網，並推動萬華特色

道路結合產業活動成為主題道路或主題街。

3.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系統

商業徒步區的規劃及歷史景點以人行步道

串聯，驗證「人購物，車不購物」促進區域商業

行為，推動環狀自行車道及區內觀光人力車的開

闢，用以結合區內觀光及河濱休閒活動，建立多

變性的觀光價值。

上至下:(高傳棋提供)

1908年艋舺土地後街(今西昌街)

1960年代雙園區綠柳社區改建前之街道樣貌

1970年代雙園區綠柳社區改建後之街道樣貌

西門町為全國假日徒步區的首創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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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的經濟以「歷史宗教」為主，透過都市更新及文化保

存提升萬華成為臺北市第三經濟的推手

1.都市更新的推動

昔日的繁華造就了街區發展，也因都市快速變遷使區域都市生命週期由盛

而衰，公共建設不足、老舊住宅無力更新形成貧窮聚集，區域印象落後，為改

變區域頹敗需經由都市更新注入活力，將推動降低獎勵更新門檻，提高獎勵優

惠，由「點的更新」達成「面的改造」。

對臺北人來說萬華龍山寺及華西街的宗教古蹟和小吃，透著傳統生活的軌

跡。萬華的居住型態就像一面歷史的鏡子，反應不同時代的社會變遷，市政府

希望經由95年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修正，鼓勵民眾更新帶動產業復甦，以改造萬

華老舊社區與活化商業圈，推動人文氣息藝文活動並結合地方產業資源促進社

區互動，共同打造文化、經濟、觀光的新城。

仁濟療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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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都市更新總顧問陳金令博士95年11月28日第一次來拜

會萬華區，提及萬華區都市更新初步規畫和遠景，在地方人士的

積極努力協商及奔走下，加上陳博士引薦，96年1月17日及19日，

特別安排萬華區共2個地區的會勘與會議討論，與會的代表包括：

行政院經建會、內政部等相關單位委員、學者，在地方的簡介後

委員感受臺北市都市化的過程中，萬華區似乎被忽略了。

而萬華艋舺大道是從臺北縣進入臺北市的重要道路，但是從

臺北縣一進入臺北市的市區內，沿路儘是一些低矮老舊的建物，

嚴重的影響外地人對臺北市的第一印象。而與會的委員亦表示贊

同，願意協助地方爭取相關計畫。而萬華區的桂林路華西街更新

案及仁濟療養院周邊更新地區並被營建署列入臺北縣市39處都市

更新案中，陳博士和地方的努力終於有了初步的成果。

2.文化保存及再利用

「歷史文化」是未來萬華經

濟另一隻重要的推手，透過文化

古蹟保存、傳統宗教及民俗活動

的復興，建立全年活動表，以定

位鮮明的文化深度來區隔一般的

商業活動。目前規劃中「406廣

場(理教公所)」、「公二(糖廍

公園)」、「公一(仁濟)公園」

即是結合文化古蹟與公園，創造

一個有深度文化的區域發展。

糖廍公園闢建前的簡易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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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永續生態圈的經營決心

1.人文資源的再生

強調居民對其居住地的集體記憶，透過對整合地方歷史、文化、自然的

資源網絡，培養地方的解說導覽人才，吸引外來遊客進入見學之餘，更重要

的是激發居民重新建構歷史、社區、家之間的歷史與自然環境之關聯，結合

區內學校定期辦理各式藝文活動及比賽，讓文化扎根人文再生。

以94年4月萬華文化嘉年華整個表演活動，有日本「吟遊打人」傳統鼓

舞樂團、非洲鼓舞樂團、慶和團演鼓會及水舞表演等精彩演出，目前慶和團

已在中華民國奧運之友會下成立「世界鼓舞運動總會」(DDWA)，2008年北京

奧運表演會初步考慮規劃以慶和團所編之鼓舞作為開場式，這將是系列藝文活動

中重要一環。

1970年代海軍爆破隊在中興橋下舉行國慶演練

1920年代艋舺河運 1950年代萬華第一水門河堤外翦影 日治初期淡水河畔之船舶與婦女洗衣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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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與資源的共生

整合萬華區特殊的點狀式古蹟、

百年老店、綠地與開放空間，以及線狀

的歷史街屋、特色產業街廓以及發展中

的新城市軸線，對於整個萬華地區營造

具有「主題性」、「特殊性」的整體歷

史文化風貌區，並結合社區活動舉辦老

人的寶貴經驗座談，以說古、講古形式

闡述地區特色，讓老人重拾舊時歡樂時

光，並增加交流機會。

3.優質觀光的滋生

以公所辦理多年的「萬華文化嘉年華」、「加蚋文化節」、

「西門文化節」等年度大型活動為基礎，精緻昇華既有「神明遶境

踩街慶」的宗教民俗慶典活動（農曆3月22日南萬華加蚋仔保儀大

夫去瘟除疫繞境儀式、三月瘋媽祖、10月20－22日青山王宮夜巡

等）、社區成果展示、地方文史導覽、特色商圈的促銷嘉年華、兩

大批發市場的農產品特賣活動、臺北服飾文化館的「艋舺衫研製與

萬華衣漾風采走秀」、國寶級「烘焙茶」大師茶藝表演、慶和館的

「獅藝與鼓藝」、地方美食與異國(外籍新娘)「風味料理饗宴」、

豪景大酒店主廚的「地方美食創意精緻料理」(豆芽菜、麻竹筍、茉

莉花)、地方懷舊影片與紀錄片之「露天蚊子電影院」、青少年與在地社

區藝文團體之「文化展演」、各級學校的「教育博覽會」等等活動。其

中的傳統慶典「神明遶境踩街慶」活動，不但深具艋舺與加蚋仔最悠久

的傳統廟堂文化，更是蘊含萬華百年風華中的歷史特色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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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萬華近年來，所舉辦的嘉年華或

文化節，其地點從北萬華西門紅樓廣場、

中萬華青山王宮貴陽街口或龍山寺前艋舺

公園、到南萬華的楊聖廟或廣照廣前廣

場。未來有鑑於萬華的三寶「寺廟古蹟、

地方美食、特色商圈」大多集中在龍山寺

為核心的中萬華地帶，故藉由週末假日深

度戶外觀光導覽、黃包車一日或半日遊等

「點、線、面」的套裝行程，來打造出具

地方魅力且國際視野的優質觀光。初步先

由中萬華龍山寺、青草巷、剝皮寮、祖師

廟、區史展示中心、貴陽街、青山王宮、

華西街夜市、廣州街、艋舺公園、區政大

樓、服飾文化會館等所在之街廓作起，逐

年擴增並串連至北萬華西門町、南萬華加

蚋仔與南機場等生活圈。

未來萬華將以特有之廟堂文化、美食

文化、商街文化、產業文化、教育文化等

環境資源，來打造健康城市，迎接嶄新的

新契；引領臺北，邁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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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健康城市的催生

健康城市概念自民國97年起在萬華區萌芽、

生根，所謂健康城市乃以增進區民總體健康為原

則，全面促進環境健康，持續創造及改善自然社

會環境，以及拓展使人類能在日常生活正常運作

中相互支援的社區資源，並發揮人類潛能的極

限，營造健康的城市。

世界衛生組織(W.H . O )在亞太地區成立了

「國際健康城市聯盟」(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目前來自世界各國的健康城市會員共

有88家，在臺灣有臺南縣、花蓮縣，以及臺北市

的大安區、士林區、北投區，這些城市藉由此平

臺將社區健康營造之成果、都市計劃之成效和特

色，與各會員國相互分享及經驗交流。學習他國

的營造經驗與方法，讓萬華能與世界接軌，進而

讓國際人士知道萬華的美。

為提升萬華區居民健康生活與認知，本區

健康城市營造未來將以萬華區居民的需求為導

向，讓居住在這城市區域裡的居民們凝聚一定的

共識；並自主性的改善一切與健康有關的任何因

子，促進個人身心的健康，以及社區的健康，希

望居住在這城市裡的居民均能享受平等的健康。

並由促進會理事長(區長擔任)帶領一群熱心公益

的產官學民地方士紳訂定萬華健康城市健康居民

10大守則，積極佈設萬華區邁向康健、活力、文

化、生態、經濟、安全、環境、幸福及永續等特

色之國際健康城市。

上自下:(林佩玲設計)
萬華康城市LOGO
萬華健康城市之歌CD
萬華健康城市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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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萬華區萬大路段正在進行騎樓整平工程、萬華運動中心以

永續概念推動「新省能運動」、增設鄰里公園(如保德公園)、後巷

美化工程 之實施及各里陸續推出醫療篩檢到里服務，以及即將推

動之健走活動、無菸公園與健康護照，提供區民行的安全環境，美

化市容景觀並提昇居民生活品質，都是萬華區邁向健康城市的具體

呈現。

5.浴火鳳凰的重生

艋舺是臺北市的起源，也是臺灣最具特色的歷史街區之一。

萬華地區經過都市更新、文化資產保存、都市設計的改造，以及對

外重大交通建設的改善，已經逐漸脫離過去內城衰敗的命運，由居

民的自我意識提升，以人文素質改變進而展現出全新的地方發展契

機。

萬華健康城市健康居民10大守則

1.宴會準時到、守時好禮貌

2.垃圾不落地、街道更美麗

3.健走遊艋舺、懷舊訪古刹

4.拒菸酒檳榔、防癌不打烊

5.扶助老弱幼、照顧齊心做

6.文化多樣化、傳統不遺忘

7.天天五蔬果、1824跟著我

8.少油鹽與糖、三高自然降

9.交通捷運化、生態經濟佳

10.身心靈平衡、健康萬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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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一個充滿美麗記憶的西城「萬華」，在硬體建設陸續完成後，

未來建設目標將需更強調居民對居住地集體記憶的凝聚及人文資源

總體營造，藉以喚起遺忘的臺北過往繁華故事。

萬華未來將扮演著「臺北記憶」的重要角色，對外整合地區網

絡，吸引外來遊客，對內結合學校進行文化扎根，配合各式慶典活

動激發居民認同，重新建構歷史軌跡與環境的社區特色。

萬華現有7座橋樑跟臺北縣連結，所以萬華幾乎是臺北縣進入

臺北市的一個重要門戶；它有很大的潛力來吸引包括老，年輕一輩

的，年長一輩的，中間份子到萬華這邊來。此外，近年在此陸續所

進行的淡水河活化、臨河西岸都市更新、萬大捷運線、形塑西門町

流行中心、萬華火車站雙子星BOT、一府二鹿三艋舺結盟、三站一

圈(傳統商街及廟宇)整合行銷等工作，需持續地藉由產官學、公私

部門的通力合作來有效完成。

整個萬華的發展從商業、文化、教育、國際化等多方面著手

朝向一個流行與傳統並重萬年繁華之都，從過去「一府、二鹿、三

艋舺」的傳統，只要所有鄉親和市政府配合去關注它、建設它，我

們將可期望「軸線翻轉興萬華，風華重現艷艋舺」，使我們的萬華

「萬年繁華」。

萬華未來將扮演著「臺北記憶」的重要角色，對外整合地區網

絡，吸引外來遊客，對內結合學校進行文化扎根，配合各式慶典活

動激發居民認同，重新建構歷史軌跡與環境的社區特色。風華再起

指日可待，一個「流行和傳統併存，萬年繁華的傳奇之都」矗立西

城光耀臺北。

王鴻裕區長經常為萬華區政建設發展而召開
相關的諮詢會議與工作坊(高傳棋攝)



111萬華區的特色與發展｜

萬華是臺北第一個成立的區史展示中心
(林佩玲調繪)

王鴻裕區長經常為萬華區政建設發展而召開
相關的諮詢會議與工作坊(高傳棋攝)

艋舺一日遊草擬之路線圖(林佩玲調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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