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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位及相關計畫分析 

第一節  上位計畫 

壹、全國區域計畫（內政部，102 年 10 月） 

一、計畫概述 

內政部為配合國土計畫法草案之空間計畫架構，將現行臺灣北、中、南、

東部等 4 個區域計畫，整併為「全國區域計畫」，並調整為政策計畫性質，研

擬各類型土地利用基本原則，俾未來轉化為「全國國土計畫」，於 102 年 10

月 17 日內政部經台內營字第 1020810668 號函公告。 

二、指導內容 

就都市階層而言，苗栗縣苗栗市及竹南鎮皆屬「地方核心」，為城鄉發展

成型的都市，可以提供周邊地區一般性的生活機能。在國土永續發展之願景下

，針對現階段區域發展課題，提出計畫目標及發展策略，以指導土地分區使用

計畫及土地分區管制。其中，「目標七：落實集約城市理念，促進城鄉永續發

展」之發展策略，建議依循大眾運輸導向土地使用原則，提高大眾運輸場站（

如高鐵車站、臺鐵車站、捷運車站、客運轉運站等）及其周邊土地使用強度；

並強化觀光遊憩地區大眾運輸系統，以提高可及性。 

就城鄉發展土地使用基本原則而言，申請範圍所在之鄉(鎮、市、區)既有

都市計畫工業區或相關產業專用區發展率超過 80%，致既有工業或相關產業專

用區可利用土地規模不足，且各該都市計畫已無可釋出農業區(非屬優良農地者

)，得經中央工業或產業主管機關認定確有因應發展工業或產業發展需要，並經

行政院核定者，得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 

貳、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99 年） 

一、計畫概述 

我國國土空間結構分國際階層（世界網絡的關鍵節點）及國內階層（全國

階層－三軸、海環、離島；區域階層－三大城市區域及東部區域；地方階層－

七個區域生活圈及縣市合作區域）二部分。本特定區位處全國階層之西部創新

發展軸；區域階層分屬北部城市區域及中部城市區域；地方階層為桃竹苗區域

生活圈。 

二、指導內容 

（一）西部創新發展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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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將以創意、創新作為城鄉轉型與發展的核心價值，成為創新發展軸帶

。運用高鐵車站特定區所擁有之交通機動性、交通可及性及高環境品質 3 大發

展機會，成為地方新成長中心(growth pole)，並加強高鐵特定區與舊市區、產

業園區、國際海空門戶及其他重要發展地區之間的無縫運輸服務，並沿運輸軸

線佈設集約、混合使用的發展單元，將西部走廊的發展壓力逐漸引導至高鐵與

公共運輸的服務範圍之內，避免空間發展持續無序沿公路蔓延而蠶食農地，藉

集約化發展(compact development)提高公共建設的投資及使用效率。 

 
圖 2-1  以高鐵車站為中心促進西部地區潮多核心空間發展結構示意圖 

資料來源：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 

（二）中部城市區域發展構想：優質文化生活中樞及新興科技走廊國際都會 

1.國土空間架構：西部創新發展軸之地方新成長中心 

運用高鐵車站擁有之交通機動性、交通可及性及高環境品質三大發

展機會，發展地方新成長中心，並加強特定區與舊市區、產業園區、國

際海空門戶之無縫運輸服務，藉集約化發展提高公共建設的投資及使用

效益。 

2.產業空間發展構想：產業創新廊帶 

為利高品質研發人才流動與定駐，應整合區域產業群聚，以高鐵車

站地區為核心，作為新的區域發展節點，建構創新知識能量可快速流通

，引進以研發與技術人才為核心的產業創新廊帶。為落實「國土空間發

展策略計畫」，經建會於該計畫中提出之行動計畫，除責成交通部檢討

強化高鐵沿線站區之骨幹交通運輸網路、資訊網絡建設，以提昇公共運

輸可及性外；亦責成經濟部擬定相關計畫，以鼓勵產業優先投資高鐵沿

線站區，促使高鐵沿線地區成為區域性重點新發展區，以達到發展產業

創新廊帶之政策目標；顯示積極發展高鐵站區，已成國土空間發展重要

策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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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國土空間結構(區域階層)：三大城市區域及東部區域概念圖 

資料來源：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 

參、「愛台 12 建設」總體計畫（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98 年 12 月） 

一、計畫概述 

「愛台 12 建設」總體計畫提出擴大國內需求、改善投資環境、強化經濟

體質、提升生活品質等四大總體目標，並計畫從交通運輸、產業創新、城鄉發

展及環境保育等四大面向推動，其中提出中部高科技產業新聚落構想，計畫將

建構中部地區為結合研發、創新、製造之高附加價值產業新聚落，並規劃以各

地區的產業特色，強化現有工業區、科學園區與農業科技園區等聚集效益，打

造成產業創新走廊，期使各地區產業具備國際競爭力。 

二、指導內容 

都市及工業區更新重點項目：高鐵五站特定區核心區及剩餘可建地開發處

分；以及高鐵新站設站及特定區開發等九大重點項目。 

高速鐵路目前除原設置之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及台南等五個車站外，

為提高其服務效能及配合地方需要，爰再增設南港、苗栗、彰化及雲林等四個

車站，其中苗栗、彰化及雲林等三站依據台灣南北高速鐵路興建營運合約，由

台灣高鐵公司負責投資興建。此四個新設車站之用地取得及特定區開發，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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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所轄之地方政府自行籌措經費取得及辦理開發，苗栗車站，開發總面積

190.16 公頃，開發完成後，可吸引人口及相關產業投資，帶動地區發展。 

肆、苗栗縣縣政願景綜合發展白皮書（苗栗縣政府，98 年 12 月） 

一、計畫概述 

考量苗栗縣特有的農、山、漁村等自然風貌，以及順應臺灣人口零成長、

高齡化等社會潮流，將縣政願景定為「產業大躍進，富麗新苗栗」，同時擬定

水與綠的都市、北中連結的經貿基地、教育福利環境的提升、新興能源的發展

、文化觀光的升級等五大行動綱領，以引領全縣各項建設與行動計畫，期望苗

栗縣朝向新的生活形態與經濟社會體系。 

苗栗縣產業發展主要分為四大發展區塊，本特定區位於苗中區塊，以政經

交通樞紐為主要特色產業，並配合遠雄健康醫療園區為整體發展之契機。該案

在高鐵特定區內成立會展中心，商業辦公組織或數位創意中心，惟須加強寬頻

網路、自來水等基礎設施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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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與綠的都市

北中連結的經貿基地

活化在地空間資源

打造環保與休閒示範專區

提升生活服務設施品質

製造業起飛 創造就業機會

打造經貿櫥窗 擴大服務業

建立人本優質的交通環境

教育福利環境的提升

新興能源的發展

文化觀光的升級

積極充實基礎教育資源

應用策略突破 創造優勢競爭力

續推健康城市 加強照顧弱勢

推動潔淨綠色資源

民間共同參與能源政策

發展綠色運輸

打造觀光新樂園

發揚在地文化與拓展全球視野

共創健康農業與富麗城鄉  

圖 2-3 苗栗縣縣政發展綱領 

資料來源：苗栗縣縣政願景綜合發展白皮書。 

圖 2-4 苗栗縣四大特色區塊示意圖 
資料來源：苗栗縣縣政願景綜合發展白皮書。 

二、後龍鎮發展計畫 

後龍鎮未來應加強整合苗栗醫療資源，發展遠雄醫療園區計畫，以及打造

交通樞紐中心，如打造高鐵特定區成為數位經貿園區、加速設立苗栗高鐵永續

車站、打通縣道 126 整合鐵路、輕軌捷運與巴士系統等。在開發濱海鐵道觀光

資源方面，將發展藍色公路海洋觀光計畫、加強濱海景點開發、定期舉辦大型

活動、推動海線觀光型自行車系統等，以及塑造優美生態環境，進行新港圳（

北勢溪）親水園道規劃，及提升自來水普及率等，促使後龍鎮成為多元化新興

轉運城市。 

本特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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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後龍鎮環境基礎資源分析示意圖 
資料來源：苗栗縣縣政願景綜合發展白皮書。 

 
圖 2-6  後龍鎮發展藍圖 

資料來源：苗栗縣縣政願景綜合發展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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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高鐵車站特定區計畫 

一、加速推動高鐵車站特定區開發策略方案暨高鐵車站特定區中程發展計畫（草案

）（內政部，99 年 11 月） 

該計畫考量高鐵特定區中程發展之需求，辦理時程為 103 年底，預估經費

約 400 萬元。建議苗栗站區擬定「獎勵民間投資高鐵車站特定區自治條例」，

成為民間投資租稅誘因，就都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進行更符合全球趨勢及國

內需求之方向調整，以建立落實生態城市之推動機制，使高鐵車站特定區之發

展能更趨完善。 

二、高鐵站區整體開發推動計畫(草案)第三次討論會議（交通部，100 年 8 月） 

政府為推動高速鐵路建設、均衡城鄉發展，於高速鐵路沿線原屬非都市土

地或都市計畫農業區之各車站地區，均設有車站特定區，並採用區段徵收方式

，進行整體土地規劃與開發作業。其中行政院於 86 年同意增設之苗栗、彰化

及雲林三站，係由各縣政府擔任都市計畫擬定機關並自籌財源辦理區段徵收開

發，其區段徵收作業辦理完成後，除抵價地配回原地主、公共設施用地移交其

他主管機關、高鐵公司特許經營車站專用區外，其他剩餘可建築用地屬主辦機

關縣政府管有並處分，同時部分附屬事業用地係專案讓售予高速鐵路工程局持

有，未來可供處分開發。 

運用高鐵車站擁有之交通機動性、交通可及性及高環境品質三大發展機會

，發展地方新成長中心，並加強特定區與舊市區、產業園區、國際海空門戶之

無縫運輸服務，藉集約化發展提高公共建設的投資及使用效益。 

針對其開發定位及構想、開發概況等資訊進行綜整分析，並就高鐵局管有

特定區內可建地研擬分期分區開發處分計畫，以作為未來各站特定區土地處分

與開發招商作業之指導。其中有關苗栗高鐵車站之焦點建設方案如下： 

表 2-1  高鐵苗栗車站特定區推動計畫表 

推動方案 推動計畫 主(協)辦機關 
預定辦理

時程 

焦點 
建設 
方案 

特定區全區 ．辦理區段徵收工程 苗栗縣政府 ~100 

交通轉運區 ．高鐵苗栗站興建計畫 交通部高鐵局 100~104

核心商業區 ．辦理附屬事業用地開發招商 交通部高鐵局 104~105

數位經貿園區 ．辦理產業專用區標售計畫 苗栗縣政府 102~103

投資環境 
提昇方案 

．擬定獎勵民間投資高鐵苗栗車站特定區自治

條例 
苗栗縣政府 100~ 

資料來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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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建設計畫 

本特定區建設計畫主要係承接苗栗縣 21+19 旗艦計畫，落實於本特定區及周邊

地區。整體而言，將可打造便捷交通網絡，促進產業發展，並創造藝文休閒環境。

以下就交通建設計畫、產業發展計畫、環境形塑計畫及文化教育計畫進行說明。 

 
圖 2-7 苗栗縣重大建設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苗栗縣政府。 

壹、交通建設計畫 

一、高速鐵路後續工程建設計畫（交通部，99 年 4 月） 

該計畫期程為 99~104 年。依高鐵興建營運合約規定，苗栗、彰化及雲林

等 3 站興建及營運屬台灣高鐵公司之工作範圍，台灣高鐵公司已於 99 年 1 月

啟動設計規劃，預計於 66 個月為期限，於 104 年 7 月完工。 

此外，政府應配合辦理工程如高鐵苗栗站與臺鐵新豐富站聯接通廊工程等

也將配合辦理，落實軌道系統之無縫運輸服務。後續辦理事項包括南港專案高

鐵隧道及車站設施交付相關作業；苗栗、彰化、雲林三站細設、相關證照之審

議作業，及苗栗站與臺鐵新豐富站連接通廊工程；因應營運維修需要新增高鐵

路權之用地取得，以及工程監督管理。 

二、高鐵站區聯外道路系統改善計畫（交通部，9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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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站區聯外道路系統改善工程，主要有新闢道路銜接國道三號大山交流

道、後龍聯絡道、新建後龍溪橋、後龍溪橋銜接道路、東西向快速道路增設右

轉匝道等五項工程，將可大幅提升特定區至竹南頭份走廊、通霄苑裡及苗栗走

廊等地之交通可行性，目前皆已完工。 

表 2-2  高鐵苗栗車站特定區聯外交通改善計畫表 

路名 路迄 改善寬段 計畫內容 辦理情形 
新闢道路銜接
國道三號大山
交流道 

自高鐵苗栗車站特定區
園道 1，往北至國道三
號大山交流道 

20m 
依路寬 20 公尺辦
理新闢，道路斷面
與園道 1 配合 

於 96.11.15 完
工，96.12.13 開
放通車 

車站特定區 -
後龍聯絡道 

自後龍鎮中華路與台 1
線交會處，至高鐵苗栗
車站特定區 

24 m 
依路寬 24 公尺辦
理新闢，車道配置
雙向 4 車道 

於 97.5.2 開工
，98.11.17 開放
通車 

新建後龍溪橋 
北起縣道 126、苗 13 交
叉口，南至苗栗市環市
道路 

22 m 
依路寬公尺辦理新
闢，橋長約 550 公
尺 

於 97.7.25 完工
， 96.9.17 開放
通車 

後龍溪橋銜接
道路 

自國華路起，往北銜接
至苗栗市環市道路及後
龍溪橋 

24 m 
依路寬 24 公尺辦
理拓寬，車道配置
雙向 4 車道 

於 96.7.31 完工
通車 

東西向快速道
路（後龍汶水
線）增設右轉
匝道 

於後龍溪橋兩側設置右
轉匝道，銜接東西向快
速道路與 126 縣道 

-- 

為避免影響東西向
快速道路直行交通
，此路口僅提供右
功能 

於 97.7.25 完工
，96.9.17 開放
通車 

資料來源：1.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2.高速鐵路苗栗、雲林車站站區聯外道路系統改善計畫，交通部高鐵局，94 年。 

三、苗栗高鐵太陽能車站計畫（旗艦 2） 

高鐵苗栗站設於後龍鎮豐富里，為苗栗地區「交通轉運中心」，苗栗縣與

外界接軌之「城市新門戶」。車站專用區約 7 公頃，由苗栗縣政府撥交台灣高

鐵公司，將與台鐵豐富站共站使用。利用共站之優勢，型塑地區交通門戶意象

，結合周邊產專區及商業區，形成以運輸導向為發展型態之車站核心區域。 

台灣高鐵公司於 99 年 7 月完成初步設計，99 年 12 月完成工程細部設計

，經苗栗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99 年第 1 次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站體部分

已於 102 年 1 月 28 日動工，102 年 9 月辦理公告招商。預計 103 年底完成主體

工程，104 年 7 月完工後進行監查及履勘作業，即能投入高鐵營運服務。 

站體建築採用輕量化工法與當地建材，利用竹編意象作為車站造型，展現

客家簡樸的人文風情，透過節能減碳設備達到「鑽石級」綠建築的標準，也是

全台第一座節能減碳的太陽能高鐵車站。 

四、台鐵豐富站興建計畫 

豐富車站建立於大正 11 年（1922 年），該站至苗栗間於 84 年完成雙軌通

車，88 年 8 月 15 日起本站由三等站變更為招呼站，並由苗栗站管理，目前僅

停靠通勤電聯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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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苗栗地方代表爭取辦理都市計畫及臺灣高鐵於豐富地區新設車站，臺鐵

局順應民意將該車站納入「臺鐵都會區捷運化暨區域鐵路後續建設計畫（基隆

－苗栗）」案辦理，擬將舊有豐富車站拆除，並將站區位址遷移，以利地方都

市發展及便捷民眾乘車便利。 

車體設計融入在地文化、性別影響、無障礙設施、公共藝術及旅客資訊服

務、永續經營等考量，並預留未來提昇為三等站之硬體設施，以節能減碳、順

應地形、綠色建材、綠色能源、生物多樣性等方面整體規劃。102 年 10 月召開

細部計畫審查會議，103 年 2 月辦理豐富新站及土建部分新建工程招標案，預

計 104 年 12 月車站啟用。 

貳、產業發展計畫 

一、高鐵數位經貿園區計畫（旗艦 3） 

產業專用區預計由苗栗縣政府採標讓售方式辦理，潛在招商對象為大型開

發商、數位產業業者及觀光旅館業者，給予開發商開發時成獎勵並改善特定區

聯外道路，以及配合經建會「產業有家、家有產業」政策，創造優勢產業發展

聚落，來推動本區的發展。 

以特定區產業專用區為主要發展腹地，配置於苗栗高鐵車站及台鐵豐富新

站周邊，100 年 10 月獲內政部審議通過專案讓售予縣政府，以招商設定地上權

方式規劃，總面積約 10.02 公頃，包裹成單獨一標招商。由投標廠商就三筆土

地進行整體規劃，使基地能有完善的機能與空間設計。 

為鼓勵廠商進駐開發及降低廠商開發負擔，降低廠商的開發負擔，權利金

採 50 年期分年繳付，50 年地上權權利金總額至少約 22 億；地租的部分，依照

每年公告地價的 5%計付租金，同時廠商投標時須繳交申請保證金為 5,000 萬元

，另得標後須繳納履約保證金 2 億元。此外訂定相關容積獎勵規定，最高可獲

得原容積 30%之獎勵容積，提供充分誘因，吸引數位經貿產業進駐投資。 

招商案於 102 年迄今經 4 次上網公開招標，皆無廠商投標。目前已由苗栗

縣政府財政處辦理土地標售，待行政院核定後辦理土地標售。 

二、工商科技園區計畫（旗艦 13） 

（一）竹南科學園區第四期擴編計畫：面積約 154 公頃，利用新竹園區半導體

及電子資訊產業的優勢，打造生技光電產業的領航重鎮。 

（二）銅鑼科學園區：面積約 350 公頃，發展光電、通訊及微電子精密機械等

產業為主，並興建「台灣歷史文化風貌保存計畫」-「客家文化中心苗栗

園區」。 

（三）銅鑼農林工商綜合區：101 年 3 月完成環境影響評估，目前變更開發計

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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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遠雄健康生活園區計畫（旗艦 18） 

位於後龍鎮大庄里，緊鄰台 72 東西向快速道路，未來將提供以腫瘤治療

為主軸之癌症、急重症、燒燙傷及安寧病床。未來遠雄集團興建之醫院將提供

部分病床供「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中心」作為臨床研究。100 年 11 月苗栗

縣政府與遠雄企業團簽訂 BOO 契約，101 年 5 月動工，預計 103 年啟用。 

四、國家衛生教育中心興建計畫（旗艦 21+15） 

結合遠雄健康生活園區，興建台灣北區國家衛生教育中心，建立全國唯一

從預防、臨床到研究，垂直整合功能完整的衛生醫療園區。苗栗縣政府無償提

供 1.97 公頃縣有土地，規劃地上 4 樓、地下 1 樓，預估總經費 5 億 7 千萬元。 

參、環境形塑計畫 

一、北勢溪環境營造計畫（旗艦 1） 

北勢溪（新港圳）為後龍溪支流，流經本特定區，其水岸空間與周邊綠地

在都市地區彌足珍貴。故苗栗縣政府結合北勢溪排水治理、環境營造工程及周

邊土地開發，打造北勢溪為重點景觀門戶意象，並形塑優質生態居住環境。 

北勢溪環境營造計畫從台 13 甲線彼岸橋至苗 12 線北勢溪橋段，全長 2.6

公里，河道寬 23 公尺，主要有景觀河道整體環境改造、上下游自行車道串連

、後龍溪引水取水工程及沿岸 7 個公滯公園綠美化工程，是全國第一個被行政

院核定的都市生態水岸環境營造示範計畫。防洪工程部分則納入「易淹水地區

水患治理計畫第二階段實施計畫」治理工程項目辦理，總經費 5.91 億元；景觀

工程部分，總經費 10 億元。 

七處滯洪公園中，包括客家土樓遊客服務中心（公滯 4）、閩南書院遊客

服務站（公滯 2），其他公滯 1 為傳藝公園、公滯 3 為月相灣興建連接 2 岸的

月牙橋、公滯 5 為童趣公園、公滯 6、7 為自然教育公園，並興建北勢溪上下

游段自行車道。101 年 12 月 27 日開工動土，預計 103 年 7 月完工。  



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整體發展策略計畫 

 2-11

 

圖 2-8  北勢溪整治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北勢溪環境營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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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土樓遊客中心 

客家土樓遊客中心係為苗栗高鐵特定區遊客服務中心，建築設計採圓樓

意象建築，直徑約 40 公尺，地上 3 層及地下 1 層，樓地板面積約 3 千 5 百

平方公尺，圓樓頂將採用薄膜透光設計。工程經費約 7 千 8 百萬元，刻正進

行興建工程，102 年 11 月 20 舉行上梁儀式，預計於 103 年 4 月落成啟用。  

（二）閩南書院藝文中心 

閩南書院工程規劃於新港三路、豐富八街口興建，基地面積約 853 坪，

總工程經費約 8 千 5 百萬元，由縣府籌措。興建工程包括入口門廳、左右曲

廊、文昌祠、講堂、左右學舍、川堂、大禾埕、門樓、照壁、敬聖亭、汲水

井、停車場、書香大道、景觀拱橋、環園步道、戶外劇場、周邊景觀植栽等

，具有「講學、廟祀、課士」功能。於 102 年 6 月 17 日上午開工動土，預

計 103 年 6 月完工。 

二、環保家園暨綠能發展計畫（旗艦 9） 

全球氣候變遷與綠色產業興起，各國正積極發展再生能源及環保節能產業

，國際商品環保規範日趨嚴苛，能源使用效率要求提升，帶動綠色產業蓬勃發

展。 

有關低污染能源替換計畫，經濟部能源局已核准補助 799 萬 8,200 元設置

公共建築太陽光電設施，另規劃 3 座風力發電廠，龍威、崎威、通威等風力發

電股份有限公司已取得經濟部籌設許可。 

有關營造低碳城市及發展低碳運輸交通系統計畫，致力建置自行車專用道

，鼓勵使用自行車。另發展完善大眾運輸系統，減少私人運具使用，以達成節

能減碳之政策，於 98 及 99 年度共斥資 1,400 餘萬，推動「苗栗免費巡迴公車

計畫」，現階段仍屬試辦性質，未來成熟階段將研擬路權檢討，開放業者自行

經營。 

三、高鐵特定區生態綠能示範建築計畫（苗栗縣政府，100 年 5 月） 

為塑造苗栗高鐵特定區之優質居住環境，苗栗縣政府已透過「高鐵特定區

生態綠能示範建築型態」全國競圖，提出前 5 名為綠能示範建築型態。 

為推動並落實生態綠能建築興建，「苗栗高鐵特定區生態綠能示範建築型

態建築基地及起造人徵選計畫」經苗栗縣縣務會議審議通過，期鼓勵高鐵特定

區內建築基地地主及建築開發商採用所提出之 5 種示範建築型態興建，每案依

不同型態開發類型將補助約 20 萬~150 萬元之設計及監造費，徵選基地類型包

含社區型整體開發案（完整街廓土地或至少 2 面臨計畫道路之建築基地，面積

至少 0.25 公頃或開發住宅單元在 20 戶以上）、連棟式住宅案（住宅單元在 10

戶以上）及獨棟或雙併式住宅案。因考量計畫之整體檢討，該計畫暫時受理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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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 102 年為止，未來將視檢討情形研擬新計畫方案或研擬新政策措施，期望

打造苗栗高鐵特定區成為低排放、低污染「生態綠能健康城市」。 

肆、文化教育計畫 

一、增設完全中學計畫（旗艦 7） 

苗栗縣政府經多方評估考量，目前選定以三義鄉三義國中、竹南鎮大同國

中改制為「完全中學」。 

為均衡城鄉教育資源，讓縣內學子就近接受高中教育，苗栗縣政府將增設

完全中學列入 100 年度 21 項永續旗艦計畫之一，又因考量三義、銅鑼及西湖

地區均無高中，故擇定三鄉鎮各一所國中評選。因原三義國中結合當地木雕、

汽修產業辦理技藝班頗具成效，加上實取得慈濟承諾提供的校地（由慈濟贈與

三義鄉公所，再由校方提出撥用申請完成土地管理權移轉），且擴校範圍之土

地適宜性符合校園改制之規劃需求，獲選改制為三義高級中學。改制擴校面積

約 5.51 公頃，工程經費 1 億 980 萬元（分二期），第一期已於 101 年 3 月動工

，102 年 3 月完工、同年 5 月啟用，並於同年 6 月起招生，以規劃設計類科為

特色。 

此外，原竹南大同國中因鄰近竹南科學園區、廣源科技園區，轄區人口急

速增加，縣府配合教育部高中社區化 12 年國教實施，以及因應科技人才之子

女就學需要，於 101 年獲教育部核備改制為大同高中。該校總面積達 4.28 公頃

，新建校舍採用永續綠能的環保建築，配合社區人文景觀及未來發展需求進行

設計，於 101 年 5 月動土，已於 102 年完工、改制並於同年 6 月起招生，將以

以雙語、資訊類科為特色。 

本特定區內文中小用地 2 為完全中學預定校地。由於校地規劃具急迫性，

另行辦理「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主要計畫（文中小 2 用地為文高用地

）」暨「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地區）細部計畫（修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0 點及第 11 點）」案，目前由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中。 

二、設立縣立新港國中小 

配合十二年國教推動「縣立新港國中小」旗艦計畫，將新港、富田、豐湖

等 3 所國小整併，並報教育部核備，由新港國小升格改制為「縣立新港國中小

」，同時在本特定區龍椅段文中小用地規劃籌建新校區。 

該校總面積 4.2 公頃，建國中部、國小部教學大樓、行政大樓（含資訊中

心、語言教室、圖書館、各科實驗室及專科教室）與活動中心，並設置 200 公

尺標準跑道操場、3 座戶外綜合球場，總工程經費約 4.6 億元。興建工程以兼

具環保、創新及美觀、實用為特色，預計 103 年 11 月完工，國小部（共 30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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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 103 學年招生，國中部（共 15 班）於 104 學年度招生，並附設幼兒

園與英語村。 

肆、小結 

現就上述計畫內容分析，提出與苗栗高鐵相關之發展內容，作為通盤檢討規劃

之參酌。 

表 2-3  相關計畫綜合分析表 

計畫名稱  與苗栗高鐵相關之發展內容 

交通 

發展 

計畫 

高速鐵路後續工程建設計畫 ．促動高鐵設站，實際提供旅客轉運服務 

．將苗栗縣納入「全臺一日生活圈」的影

響範圍，推動苗栗縣整體觀光發展 

高鐵站區聯外道路系統改善計畫 ．暢通本計畫聯外管道 

．透過交通建設，促進城鄉發展密切連結

，發揮成長中心效果 

苗栗高鐵太陽能車站計畫（旗艦 2） ．作為特定區之發展定位指導，建議於本

案併同鄰近發展趨勢，作整體戰略思考

與檢討 

產業 

發展 

計畫 

高鐵數位經貿園區計畫（旗艦 3） ．強化本縣產業發展多樣性，吸引更多相

關產業人士進駐 工商科技園區計畫（旗艦 13） 

遠雄健康生活園區計畫（旗艦 18） ．將成為台灣重要的醫學研究中心，強化

地方生技產業的發展 國家衛生教育中心興建計畫（旗艦

21+15） 

環境 

形塑 

計畫 

北勢溪環境營造計畫（旗艦 1） ．明確定義北勢溪於特地區之定位，透過

本案檢討相關管制與開發機制 

．考量都市防災及藍綠帶發展，讓地方特

色得以突顯 

．營造良善的河域環境，並與大自然共存

發展 

環保家園暨綠能發展計畫（旗艦 9） ．指導特定區之社區開發應朝節能生態之

原則發展，車站亦採用永續太陽能之規

劃設計理念 

高鐵特定區生態綠能示範建築計畫 ．為符合計畫願景及定位，由公部門帶動

示範，引領本計畫區成為生態綠能示範

建築場域 

文化 

教育 

計畫 

增設完全中學計畫（旗艦 7） ．健全本縣教育制度，吸引更多學齡孩童

就讀 設立縣立新港國中小 

資料來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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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鄰近地區重大建設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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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特定區重大建設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案繪製。 



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整體發展策略計畫 

 2-17

第三節  現行都市計畫 

壹、發布實施經過 

苗栗高鐵特定區都市計畫於 96 年 11 月發布實施至今，主要計畫共辦理 3 次個

案變更，細部計畫則辦理 1 次個案變更。 

表 2-4  發布實施歷程一覽表 

編

號 
計畫名稱 

內政部 

核定日期文號 

苗栗縣政府 

發布實施文號 

主要

計畫

細部

計畫

1 擬定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計畫主要

計畫案 

90.11.20 內中營字

第 0910082015 號 

96.11.26 府商都字第

09601758962 號 
V  

2 擬定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第一期

發展地區)細部計畫案 
－ 

96.11.26 府商都字第

09601758952 號 
 V

3 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計畫（部

分農業區、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為

河道用地，部分園道用地為園道用地兼

供河道使用，部分道路用地為道路用地

兼供河道使用（配合北勢溪排水治理工

程））案 

101.5.14 台內營字

第 1010804127 號

函 

101.5.29 府商都字第

1010096260B 號函 

V  

4 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第一期

發展地區）細部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第 14 點及第 17 點）案 

－ 

101.9.3 府商都字第

1010176278B 號  V

5 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河川區，部分園道用地為園

道用地兼供河川使用)(配合二張犁護岸

及橋樑改建工程)案 

102.1.16 台內營字

第 1020800315 號

函 

102.2.1 府商都字第

1020013889B 號 
V  

6 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計畫(機

關用地【供設置消防訓練教育中心及派

出所使用】為機關用地【供苗栗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使用】)(配合苗栗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遷建計畫)案 

102.5.20 台內營字

第 1020805077 號

函 

102.5.24 府商都字第

1020100693B 號 

V  

7 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主要計畫

（文中小 2 用地為文高用地）案 

（內政部審議中） （內政部審議中） 
V  

 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第一期

發展地區)細部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第 10 點及第 11 點）案 

－ 

（縣都委會審定） 

 V

資料來源：本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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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擬定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主要計畫案 

「擬定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主要計畫案」經苗栗縣政府 96 年 11 月 26 日

府商都字第 09601758962 號函公告。特定區以「城市新門戶」、「新苗采風櫥窗」

與「文化新都心」為發展定位。總面積約 440.63 公頃，計畫目標年為民國 118 年

。計畫人口為 21,000 人，居住粗密度為每公頃容納 48 人，第一期發展地區之都市

發展用地因與主要計畫相同，故其容納人口亦比照主要計畫訂為 21,000 人；另在

考量農業區後續開發變更之可能性後，將終期 X 年之計畫人口訂為 40,000 人。 

表 2-5  特定區主要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例(％) 

土地使用分區 

住宅區  102.87  23.35  
商業區  8.52  1.93  
產業專用區  10.02  2.27  
車站專用區一(附屬事業設施) 4.90  1.11  
車站專用區二(高鐵) 7.08  1.61  
車站專用區三(台鐵)  2.04  0.46  
加油站專用區  0.23  0.05  
河川區  50.05  11.36  
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  5.25  1.19  
農業區  171.36  38.89  
電力事業專用區  0.71  0.16  
小計 363.03  82.39  

公共設施用地 

公園用地  0.98  0.22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7.38  1.67  
綠地 1.17  0.27  
機關用地 0.29  0.07  
學校用地 7.56  1.72  
電路鐵塔用地 0.18  0.04  
停車場用地  1.25  0.28  
郵政用地 0.18  0.04  
溝渠用地  6.48  1.47  
河道用地 0.88  0.20  
污水處理廠用地  2.85  0.65  
高鐵用地  5.01  1.14  
台鐵用地  2.60  0.59  
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0.79  0.18  
園道用地 24.52  5.56  
園道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0.20  0.05  
道路用地  15.26  3.46  
道路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0.03  0.01  
小計 77.60  17.61  

合計 440.63  100.00  

資料來源：變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計畫(機關用地【供設置消防訓練教育中心及派出所使用】

為機關用地【供苗栗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使用】)(配合苗栗縣政府環境保護局遷建計畫)案，苗栗縣政

府，民國 96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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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擬定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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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擬定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地區）細部計

畫案 

「擬定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地區）細部計畫案」經苗栗縣政

府 96 年 11 月 26 日府商都字第 09601758952 號函公告。 

細部計畫總面積約 205.39 公頃。計畫年期配合主要計畫訂為民國 118 年。 

第一期發展地區之規劃原則包括「順應地理紋理發展走向」、「營造藍綠軸帶

穿流之生態意象」、「建立地區交通門戶意象」及「塑造發展核心地標風貌」，而

產業引進分為二大類區，第一類區為與地方文化藝術產業直接相關之「文化藝術園

區」，第二類區則引進文化藝術園區發展所涉及之創新及配合支援服務產業的「創

意經濟園區」。 

計畫人口之訂定參照主要計畫作為都市成長總量管制之依循，本特定區全區計

畫人口為 21,000 人，而第一期發展地區之都市發展用地因與主要計畫相同，故其

容納人口亦比照主要計畫訂為 21,000 人。以細部計畫總面積計算居住粗密度約為

每公頃 102 人；以細部計畫區內住宅區面積計算居住淨密度約為每公頃 250 人。 

本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建蔽率、容積率、建築退縮深度、停

車空間等，土地使用計畫之容許使用採正面列舉方式，而為回應計畫發展願景與課

題，在生態城市發展願景下訂定自行車道、地下層開挖、景觀綠化與滯洪設施設置

之相關規定，並針對都市更新與產業引進訂定相關獎勵措施，其他獎勵則針對鼓勵

大面積開發與加速開發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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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比例(％) 

土地使用分區 

住宅區 

第一種住宅區  58.27 28.37

第二種住宅區  15.63 7.61

第三種住宅區  10.17 4.95

小計 84.07 40.93

商業區 7.45 3.63

產業專用區 10.02 4.88

車站專用區一(附屬事業設施)  4.90 2.39

車站專用區二(高鐵) 7.08 3.45

車站專用區三(台鐵)  2.04 0.99

加油站專用區  0.23 0.11

電力事業專用區  0.71 0.35

小計 116.50 56.72

公共設施用地 

高鐵用地  5.01 2.44

台鐵用地  2.60 1.27

學校用地 7.56 3.68

機關用地 0.29 0.14

郵政用地 0.18 0.09

停車場用地  3.13 1.52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64 0.31

電路鐵塔用地 0.18 0.09

污水處理廠用地  2.85 1.39

溝渠用地  6.48 3.15

公園用地  0.98 0.48

兒童遊樂場  1.68 0.82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7.58 3.69

綠地 2.30 1.12

園道用地 24.72 12.04

道路用地  21.91 10.67

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0.79 0.38

小計 88.89 43.28

合計 205.39 100.00

資料來源：擬定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第一期發展地區）細部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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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擬定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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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都市設計管制要點 

為提昇本第一期發展地區之空間環境品質、形塑地區發展特色，擬定本第一期

發展地區之都市設計管制事項，重要地區部份街廓另輔以本要點作為補充規定。為

達成都市設計管制之目的，選定本第一期發展地區主要活動節點及其周邊地區、重

要交通動線或節點及其周邊地區、地方重要建設周邊地區等辦理都市設計審議，包

括針對車站專用區、產業專用區、臨園道 1、園道 2、園道 3 之重點發展區。規定

項目包括開放空間留設方式、建築物屋頂造型美化、建築附屬設施物管制、建築物

高度與量體、建築材質與色彩等。 

 

圖 2-13  細部計畫區應辦理都市設計審議地區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