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臺八縣市合作提出跨區域的建設規劃，經「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平台推薦，100年度獲經建會核定補助9項計畫(詳如下表)，顯示北臺區

域合作經驗已獲得一定的肯定與支持。

行政院經建會核定

《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表

100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鑑於區域合作的必要性，「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成立於2004年1月

12日，運作初期以合作為基礎，並於2005年11月21日訂定組織章程及建

立合作運作機制，在2006年1月13日北臺八縣市首長齊聚於臺北市，聯合

簽署《北臺合作宣言》，加速推動區域合作的運轉與鏈結力量。

透過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作為縣市之間經驗交流與橫向聯繫的管道，

開創臺灣跨域合作平臺，啟動臺灣邁向全球城市區域(city-region)之里程

碑。發展推動的工作由縣市輪流主辦，2004年臺北市、2005年桃園縣、

2006年新竹縣、2007年臺北縣(現為新北市)、2008年新竹市、2009年基

隆市、2010年苗栗縣、2011年宜蘭縣，由八縣市擇一主政議題，共同推

動跨縣市合作計畫。今年再度由臺北市擔任輪值主政縣市，象徵著開啟新

一輪的創新與嶄新模式。

2008年飛躍北臺成果展 2009年北臺領航 總統主持交接儀式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 350萬元 臺北市

北臺創意設計聯合發展計畫 250萬元 臺北市

中興文化創意園區計畫   300萬元 宜蘭縣

北宜直線鐵路對北臺灣、東臺灣 
之土地發展與社會影響研究計畫

「亞太當代藝術園區」計畫

新竹縣文創產業專用區計畫 300萬元 新竹縣

北臺綠能光電產業南新竹示範區園區規劃計畫 300萬元 新竹市

北臺食品生技產業研發園區規劃計畫 250萬元 新竹市

100年苗栗、宜蘭、桃園縣有機村 
區域產業提升規劃服務計畫

總計 2270萬元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 ▲主政縣市

200萬元              宜蘭縣

200萬元              苗栗縣

120萬元              基隆市

簡介

備註：北臺綠能光電產業南新竹示範園區規劃計畫經開發可行性評估結果為不可行



計畫緣起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為致力減少交通碳排放，響應健康、環保等概念，以自行車為綠色運具的休閒

遊憩活動已蔚為風潮。目前中央各部會及縣市政府均積極推動自行車路網建置計畫，為強化區域性

自行車網絡系統連結性、多元化及舒適度，臺北市以多年來推動區域合作的經驗，亦身先士卒辦理

自行車網絡系統綜整性規劃，經「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跨域合作平臺機制的支持，提出「北

臺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可行性研究」計畫，獲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100 年「國家建設總合評估

規劃作業」核定補助。

北臺自行車旅遊系統

整合可行性研究

計畫內容

本計畫係從區域性的觀點，以「系統活化」為核心概念，結合綠色運輸之理念，並參據經建會「跨

域加值、區域治理、自我營運」的精神，全面性落實跨區域、跨領域資源等介面整合與策略性應用，

導入多元、彈性、創新的企業化行銷及經營管理策略，強化自行車網絡系統之「自我營運管理」效能，

擴大自行車旅遊服務之觀光效益，活絡地方產業資源，以期建構區域性自行車旅遊系統符合國際化、

低碳的自行車友善區域。

1. 健全軟硬體基礎設施效能及創新服務，建立區域性自行車網絡系統品牌。

2. 導入多元、彈性的企業化行銷及經營管理策略，強化自行車網絡系統之「自我營運管理」效能。

3. 嘗試透過跨公私部門及學術單位的合作機制，委託非營利民間組織社團或民間企業以「盈餘回饋」

機制挹注支應相關軟硬體設備之維護及管理費用。

成果效益

本計畫初步檢核北臺 8 縣市自行車道系統，經 4
梯次計 32 場次會勘、3 場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全面檢視北臺區域自行車網絡主軸線 618.64 公

里，並整合體委會 2009~2011 年投入自行車道

既有補助建設計畫，提出北臺自行車網絡應縫合

補強及改善部分，包含：

1. 15 處待改善點：標線、標誌及安全指示系統，

約 140.4 公里。

2. 11 處斷裂點：需進行工程改善部分，約 56.04
公里。

3. 指標與識別系統整合、結合大眾運輸、友善環境建置、觀光旅遊產業之異業結盟、自行車服務園

區建置及自行車路網系統加值等相關議題仍須後續計畫進行實質改善。

自行車旅遊服務園區與遊程規劃

北臺自行車旅遊主輔軸線主輔軸線及26處待改善點

未來展望

為延續推動跨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之落實，配合經建會「跨域加值、區域治理、自我營運」之精神，

經由 8 縣市合作平臺提出「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計畫」，透過北臺 8 縣市自行車友善環境，

完成區域性自行車網絡系統主輔軸線之縫補、整合性設施之規劃設計及相關產業鏈結，增加跨域合

作與公私資源整合之效益，提升產業競爭力，其中「北臺自行車友善環境規劃」已獲經建會 101 年「國

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核定補助。

「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整合計畫」已於 101 年兩次副首長會議中報告，101 年 12 月 7 日第二次

副首長會議，與會副首長決議北臺區域平臺將聯合向中央相關部會爭取自行車旅遊系統待改善點工

程及行銷預算，並由八縣市副首長共同進行聯合宣示推動，以落實北臺八縣市聯合推動自行車旅遊

的決心。

希望藉由本計畫之推動使北臺區域自行車網絡系統不僅是一條硬體網絡的建置，而是兼具舒適、便捷、

安全、樂活、易親近等複合式「綠色悠活」系統，建構北臺區域自行車旅遊系統符合國際化、低碳

的自行車友善區域，並做為政府積極推廣低污染的綠色運輸旅遊的最佳實踐區域，達成國家推動永

續發展、節能減碳及建構綠色交通網之政策願景。

101年12月7日副首長會議聯合宣示「北臺騎心協力．共創綠色悠活」



創意經濟跨越了藝術及商業的界線，近年來已成為驅動世界各國經濟

的重要動力，不論從短期或長期來看，越來越多的城市運用創意經濟

增加城市的經濟發展能力及人力資源。2010 年北臺八縣市文創相關產

業營業家數為 30,605 家，占全臺總家數 58%，營業額合計新台幣 5,502
億 4,300 萬元，約占全臺總營業額 83%，北臺八縣市為臺灣文創產業

發展較成熟且最重要的區域。

深度訪談八縣市創意設計相關政府單位人員 21 人次、業者 11 家，完

成問卷調查 52 份，輔以次級資料蒐集，並舉辦 7 場研討會，計北臺八

縣市政府代表、中央相關部會、文創業者及專家學者共 113 人次參與，

已完成北臺八縣市「創意設計」相關產業之發展優勢、能量與特色資

源調查，共同規劃聯合發展機制，並制定國內外商機拓展方案。

北臺區域創意設計產業發展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臺北市為我國首善之都、政經中心
具發展外銷市場潛力的優勢交通
山、海、河風貌並存的生活圈
臺灣傳統製造業之技術基礎厚實

離開大臺北區域，設計開發動量不足
缺跨縣市合作模式不夠緊密
設計產業結構影響國際化發展潛力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藉由臺北市申請 2016 世界設計之都，作為促
進縣市政府跨域合作之典範。
強化現行北臺跨區域合作機制，藉此達到資源
整合有效運用。

臺灣創意設計內需及外銷市場，同樣面臨全球
設計產業競爭之威脅。
未形成共同專業品牌形象，不易打入國際市場。

研究結論

 合作機制

建議納入現有北臺合作平臺，初期以確認議題

合適性，設置創意設計形成單一窗口；中期以

培養各縣市創意設計承辦單位，對中央爭取資

源；長期則以強化創意設計議題合作效能，運

用中央資源及北臺自主營運為目標。

以設計促進政策溝通」

主要目標對象為「政策制定者」及「國內民眾」，對政策制定者辦理設計思考政策工作營、研習營，

以及一系列縣／市民參與城市發展的活動，包括閒置空間創意工作營、設計師進駐北臺 8 縣市

活動、票選北臺設計地標活動等。

「促進創意設計產業跨領域合作」

目標為創意產業之人才，如搭配現有政策資源，在新一代設計展辦理人才媒合活動、轉介國內中

央部會資源予創意設計產業工作者、創意人才進駐閒置空間、以及搭配本行動方案國際展會工作，

辦理國際拓銷實習計畫，以實戰經驗，強化創意設計產業國際拓銷實務人才經驗。

「加強臺灣整體品牌行銷力道」

以擴大市場、增進國際交流、增進臺灣整體形象等目標，包括以第一手資料取得目標拓銷市場深

度研究（如以訪談重點通路）、進行創意設計領域國際市場拓銷，並與其他政府資源區隔，參加

重點展會，如紐約國際當代家具展（ICFF）、德國科隆國際家具展（imm cologne）、德國杜塞道

夫國際零售業展覽會（EuroShop）（2014 年）、泰國國際家具展（TIFF）等，此外，更搭配講座、

串聯亞太設計節慶、臺灣整體形象推廣活動，如認證、設計觀光小旅行、以線上線下整合行銷手

法，塑造北臺風格意象等。

北臺創意設計
聯合發展計畫

北臺8縣市相關發展優勢、能量與特色資源調查

北北桃3縣市相關發展優勢、能量與特色資源調查

綜合性研討會

 聯合發展方案

則以推力及拉力兩種策略，針對 4 種目標對象，

包括政策制定者、北臺設計產業、國內民眾及

國際觀光客，制定 3 種不同目的的行動方案。

 資源盤點

以產業來看

8 縣市中，產品設計產業、數位內容產業、工

藝產業，市場拓銷實力強。

以縣市來看

臺北市的外銷實力最佳。而北臺設計觀光資源

差異大，本研究建議八縣市再細分 3 群組：都

會型（臺北市、新北市）、海洋型（基隆市、

宜蘭縣）與山城型（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

苗栗縣），各自分別發展獨一無二的設計觀光

特色。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桃園縣創意

設計場域多，在設計觀光上深具潛力。



計畫緣起
「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是臺灣公營事業重要的紙產業代表，中興（紙廠）基地，不僅是宜蘭

最大型的工業遺構，也是臺灣紙產業僅存的大型工業遺構。若能妥善運用中興紙廠的文化資產特

色，不僅可建立全台獨一無二紙產業文化創意園區、帶動區域創意經濟的發展；同時也能落實文

化資產的維護、保存全臺唯一的大型紙業工業遺構；更可以藉由「文化」、「創意」創造文化經濟

產業，重現中興廠區的繁榮風貌。

民國 93 年，國科會辦理宜蘭園區評選，最後決定以「五結中興基地」和「宜蘭城南基地」作為

預定地，定位為「通訊知識服務園區」。民國 94 年經行政院院臺科字第 0940018090 號期核

定開發。民國 99 年國科會公佈因為土地徵收問題不易解決，放棄中興基地開發投資，目前仍在

進行最後的評估作業。

為了解決空間長期閒置問題，宜蘭縣政府於民國 100 年爭取行政院經建會「家有產業、產業有家」

的專案補助經費，進行中興基地成為文創園區的規劃研究，從「文化資產保存活用」與「創意生

活產業振興」兩個面向思考，將中興廠區定位為以紙為主題的複合式文創園區，希望發展具在地

特色的微型文化產業，吸引人才回鄉深耕、培育創意人才，並把文化「價值」轉化成「產值」。

規劃地點
原中興紙業公司羅東廠廠址（宜蘭縣五結鄉中興路三段 8 號），占地 31.8 公頃

中興文化
創意園區計畫
建立獨特的紙產業文化創意園區

從高處俯瞰辦公室與修護工廠

規劃內容

發展主題

以『臺灣紙文化產業研發體驗』和『蔣渭水國

家藝文中心』為主軸，規劃複合型藝文休閒園區。

園區發展定位

綠色、文創、生活藝文的複合型藝文休閒園區。

園區發展主題構想

園區空間創意氛圍建構

中興基地擁有獨特的紙業資產特色，從硬體空

間的園區造景，到導入引入社群、產業、經營

管理、輔導的能量，並可結合藝術節的活動，

辦理營造創意生活氛圍，期盼透過空間營造、

規劃策略與經營者的共同努力，型塑園區的焦

點魅力，帶入創意經濟的循環。

發展臺灣紙業文化探索園區的潛力

園區產業經營以複合多元化的模式為主，除了

生產也能結合生活與文化經濟需求，亦可將創

意引入紙業文化發展基地，擴展紙文化的上下

游產業系統，從紙的原料、生產、製作、到紙

的相關運用之印刷、出版、包裝、設計、紙工

藝品、生態環保等產業皆能在此匯聚，未來即

能形成臺灣的紙產業創意基地，並可進一步推

展相關教育體驗和深度旅遊。

彩虹下的鍋爐與蒸煮室

中興基地空照圖（紅色區域內） 基地區位分析圖

在地社群資源
週邊社區資源

青年返鄉政策
修景活化優先

規劃成果
．完成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功能定位、引入文創產業類型分析及可行性評估。

．自償性開發營運之機制模式與整體財務計畫分析規劃。

．全區空間規劃構想與配置既有建築物的再利用條件調查分析及適法性研究分析。

．完成本基地辦理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之法定書圖草稿。

產業育成觀點

紙創意設計中心

創意生活產業

交流中心

臺灣紙產業資源

跨領域合作平台

創意活化

文化產業園區

文化保存

（文化資源保存及綠建築營造）

歷史保存觀點

紙文化探索

蔣渭水藝文

中興基地資源

空間活化產業導入

強化 強化

創意夢想

活絡群聚

中興基地

臺灣紙．藝．文化
綠色、文創、生活藝文



北宜直線鐵路 對北台灣、東台灣之

土地發展與社會影響

北宜直線鐵三種路路線方案示意圖

各方案於四縣市區域之成長比較

研究計畫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辦理「臺鐵南港至花蓮

提速改善計畫可行性研究－臺鐵宜蘭線及北迴

線改善方案先期規劃」案，南港至宜蘭最快僅

約 33 分鐘，南港至花蓮旅行時間縮短為 90

分鐘左右，符合東部地區以鐵路為主的運輸理

念。

針對北宜直線鐵路興建後產生之課題，本計畫

提出因應策略，改歸納為以大眾運輸導向之開

發方式，較適合宜蘭縣之土地使用模式，另配

合縣內各式大眾運輸系統轉運場站的建立以及

既有運輸系統效能改善，如蘭陽平原鐵路高架

捷運化、可有效提升北宜直鐵興建之效益。

方案 1．花費時間成本最低，對宜蘭、花蓮以

及台東地區產生最大之效益。

方案 2、方案 3．在宜蘭、花蓮以及台東之效

益不大，但配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提

升新北市整體發展效益，並提供新北市東北角

地區如福隆、貢寮、雙溪等地區再發展之契機。

傳統面向之各方案之濟效益分析指標皆為正

值，顯示皆具有量化之經濟可行性，方案 1 在

益本比與淨現值優於方案 2 與方案 3；若納入

土地與社會發展面向效益評估，各方案淨現值

均為負值，益本比約 0.85，方案 2 略優於方

案 1 與方案 3。

將傳統效益與本研究建議之效益之項目各別計

算益本比、內部報酬率以及淨現值，再結合上

述所有效益項目進行綜合效益分析，綜合效益

評估方案 1 的內部報酬率雖低於方案 2，但以

公共建設的角度在追求效益大於成本與淨現值

的回收，並不重於追求高報酬率，本研究建議

以方案 1 為最佳方案。

土地使用 交通運輸 社會環境 經濟發展

課題 對策 課題 對策 課題 對策 課題 對策

北部都會區 1. 都市計畫區須

重新檢討

1. 土地使用全面

性通盤檢討，

並配合行政院

之方案

1. 直鐵開通後，

東北角發展可

能邊緣化

1. 考量通勤與觀

光休憩的需求，

以區間車或區

間快車服務東

北角一帶

1. 都會地區人口

外移

1. 加強大眾運輸

接駁系統，提

高地區可及性

並透過都市計

劃提供完善生

活空間

1. 都會區產業移

往宜蘭地區

1. 配合北宜直線鐵

路的通車，可

增加觀光、物

流業產值幅度

宜蘭地區 1. 車站周邊都市

計畫不敷需求

1. 以大眾運輸導向

土地使用規劃，

重新檢討車站

周邊之土地使

用

1. 現有之大眾運

輸系統將不敷

使用

2. 鐵路切割東西

向聯絡道路，

造成交通阻隔

1. 以主要車站為

接駁中心，建

立多條大眾運

輸路網

2. 以鐵路高架捷

運化來消化蘭

陽平原鐵路段

之旅次壓力

1. 現有土地使用

空間部不足，

造成人口往都

市外圍及非都

市土地發展

1. 臺鐵系統鐵路

捷運化，結合

大眾運輸導向

土地使用規劃

提昇車站周邊

之優勢

1. 產業可能轉型

朝二、三級產

業並重之型態

2. 產業園區及接

駁區之接駁系

統建立

1. 增加商業面積，

促使四大之主

要車站之都市

緊密發展

2. 開闢多條公車

路線，提供就

業之人口接駁

使用

花東地區 1. 周邊土地使用

之土規劃無法

滿足未來需求

1. 以車站為中心

之都市發展，

提高土地使用

強度

1. 旅次壓力大使

大眾運輸路網

明顯不足

2. 發展鐵路以外

之大眾運輸

1. 以車站為轉乘

中心建立大眾

運輸接駁系統

2. 導入 TOP 的元

素，配合有效

的土地使用規

劃

1. 東部地區通勤

圈之建立形成

1. 東部周邊都市環

境整體之改善

1. 車站周邊之服

務型產業需求

大增

1. 以車站為主增

加商業面積之

供給，並提高

車站周邊之使

用強度

綜合評估

方案別 益本比 內部報酬率 淨現值 ( 億元 )

方案一：南港頭城直線鐵路 2.94 7.61％ 335.74

方案二：南港大溪直線鐵路 2.91 7.81％ 291.36

方案三：南港雙溪路線改善及雙溪大溪

直線鐵路
2.75 7.15％ 195.32

傳統效益 ( 交通面向 )

方案別 益本比 內部報酬率 淨現值 ( 億元 )

方案一：南港頭城直線鐵路 2.09 7.3％ 422.13

方案二：南港大溪直線鐵路 2.03 7.1％ 328.92

方案三：南港雙溪路線改善及

雙溪大溪直線鐵路
1.90 7.0％ 238.50

本建議納入之效益 ( 土地與社會發展面向 )

方案別 益本比 內部報酬率 淨現值 ( 億元 )

方案一：南港頭城直線鐵路 0.85 6.57％ -86.39

方案二：南港大溪直線鐵路 0.88 6.79％ -37.56

方案三：南港雙溪路線改善及

雙溪大溪直線鐵路
0.85 6.21％ -43.18



亞太當代藝術園區
規劃設計

本倉儲區座落於基隆市七堵區工建段 908 地號，原為臺灣省物資局倉

庫，係為因應當時基隆港貨運發展所需而設置，後為法務部法醫研究

所及行政院衛生署撥用作檔案資料庫使用。基地面積計約 2 公頃，內

有 9 座物資局興建之倉庫。

各方案於四縣市區域之成長比較

服務中心入口模擬

未來規劃建議－戶外劇場活
動廣場示意圖（一）

未來規劃建議－戶外劇場活
動廣場示意圖（二）

各方案於四縣市區域之成長比較

預期成果
都市計畫變更未完成前，第 9 號倉庫先行規

劃為「文化性資產建材銀行」，以此建材銀

行做為亞太藝術園區計畫之推動起點。俟都

市計畫變更完成後，變更為產業專用區，作

為本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示範地區，屆時

將納入展覽產業及藝術家進駐創作使用。

引進當代藝術工作室，成為華人當代藝術創

作及交易中心。

實驗性（音樂、劇團、展覽）之育成場所。

一、前導期

提供市民休閒的場所

發展微型創業聚落的雛型

凝聚廠商、產業界的共識

二、學習期

發展產業創新發表平台

擴大產業聚落的規模

跨界、跨領域的微創聚落成形

三、啟蒙期
全園區的產業聚落開發。

落實園區財務自主。

四、拓展期
將園區的成功經驗複製，並且擴大規模，

形塑北北基新生產業鏈結

園區分期目標與定位
都市計畫變更未完成前，第 9 號倉庫先行規

劃為「文化性資產建材銀行」，以此建材銀行

做為亞太藝術園區計畫之推動起點。俟都市

計畫變更完成後，變更為產業專用區，作為

本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示範地區，屆時將

納入展覽產業及藝術家進駐創作使用。

引進當代藝術工作室，成為華人當代藝術創

作及交易中心。

實驗性（音樂、劇團、展覽）之育成場所。

．以實用的機能性為原則，輔以空間的綠化、美化的目標，將特屬於基隆的精神與象徵元素充分運用於設計之中。

．緊鄰工建路的入口處以一大型綠地廣場為主體，除於特殊日時做為行動展演空間外，也同做為民眾平日的休閒公園。

．入口兩側與基地後方河堤側並規劃有客車、自行車的停車空間，因基地面積較不足，無法以單一基地獨自應付停車需求，

建議未來將周邊閒置空間一併納入規劃，增加停車格以供當地居民及遊客使用。

．於廣場綠地上即可看到前方園區的精神造型立面，有「AA PARK」（亞太當代藝術園區 Asia-Pacific Contemporary 
Art Park，簡稱 AA PARK）巨大字樣以及堆疊的貨櫃造型，以超尺度的篇幅型塑本園區的獨特內涵。

微創辦公室

微創辦公室

當今科技資訊蓬勃發展，實為全球趨勢主流，在此股風潮下，「微

創業」則為一異軍突起的產業新秀，不需龐大的空間與資源，

只需有暢通的網路及通訊即可創業並創造產值。

配合基隆獨特的在地意象，貨櫃恰為最佳微創業辦公空間。微

創辦公室目前規劃 20 個單位的微創辦公室，每間為 10 平方

公尺。小型方正的貨櫃空間，不僅方便堆疊及做各種空間利用，

密集的場域亦可有效達到聚集效應，適合微創業跨界合作。

產業櫥窗

以企業租用的形式鼓勵廠商進駐作為產業轉型的基地，引導傳

統產業媒合微型創業的創新構想，促使產業轉型與文化接軌，

提供一種全新的產業觀光經驗。除能維持園區正常運作，橫向

的企業鏈結、交流更可將產業接軌文化觀光，發展為產業櫥窗、

觀光工廠，吸引產業體驗旅遊人潮，行銷基隆在地文化與產業

的新風貌。與鄰近的「微創辦公室」更可直接交流，達成互惠

互利的雙贏結果。

同時，也可同時出租做為展演、發表會場使用。藉由藝術家、

創意家扮演創新的催化劑，並且在透過跨領域的互相競合，累

積創新能量，為產業的創新未來蓄積無限可能。

亞太當代藝術園區的經營定位
一、因應國家發展策略以及國際產業趨勢的潮流，

並綜觀北北基產業發展的現況，可以聚焦亞

太當代藝術園區未來經營的具體輪廓。

二、新創文化產業聚落，為北北基傳統工業區的

閒置尋求解套。

三、將既有產業的架構結合創意設計，建構產業

發展的新風貌。

四、建置產業發展平台（諸如國際交流、微創發

表平台等），尋求資源的橫向鏈結。



新竹縣文創產業
專用區計畫

計畫緣起
近年來中央政府大力推動文創產業，新竹縣具

備極大潛力發展相關產業，轄內亦擁有頂尖學

術研究機構與科技產業群聚等優勢。「新竹縣

文創產業專用區」，緊臨高速鐵路新竹車站，

因科學園區及縣內獨具的旅遊特色，吸引眾多

國內外商務及旅遊人潮，結合科技、旅遊、交

通等優勢，更有助文創相關產業推動成效加成。

有機會成為深度文化觀光的優勢品牌，朝「希

望、亮麗、科技城」的方向邁進。藉由文化創

意產業專用區之規劃，不僅可達到跨產業領域

結合之目標，更可提供文創產業平臺進行跨縣

市交流。

空間發展計畫
以「水」、「綠」、「科技」分別代表意涵做為

園區構想的三大思維。

「水」－孕育萬物的泉源；「綠」－生態環境

的營造；「科技」－未來生活的創造。

規劃理念
1. 提供創意與數位內容產業交流、育成、展示、

銷售等功能平臺

2. 肩負社區公園功能，滿足周邊社區居民使用

需求

3. 扮演新竹高鐵站周邊地區領頭羊角色，帶動

地方發展

4. 強化基地整體面貌與特色，為新竹縣創造另

一處觀光亮點

新竹縣文創產業專用區計畫

新竹觀光亮點 地區領頭羊角色 兼具社區公園功能 新竹觀光亮點

基地空間發展概念示意圖

方案一

「啟動夢想之盒」

將數位內容產業視為未來，而文創產業將是為

未來新興的行業，如何啟動文創產業發展，帶

領新竹，北臺區域經濟體迎向未來，需要仰賴

一把帶有「數位科技」的鑰匙，開啟這具有文

創內涵的盒子。

建築造型

文創研發育成館

萃取「船」及「客家圓樓」造型為概念，象徵

引領北臺數位產業發展的關係；建築外觀則是

與方案一相同，以「立面點狀光纖／晶圓水平

線條感」來呈現數位建築的科技感

文創生活主題館

以「蛋」為造型，象徵文化內涵需經由醞釀研

發而產生，孕育以文化為基底的創意產業

願景與目標
本園區將規劃為結合數位科技與創意，並兼具

客家文化傳承的文化園區，藉此整合新竹在地

特有的科技研發、創意創新、客家傳統文化等

三大元素，同時結合新竹地區豐富的人文特色

與周邊觀光景點，創造新竹地區特有的在地地

方色彩與藝術價值外，並做為北部發展文創產

業的領航者，進一步將數位科技內容與文創產

業結合的產品與成果推展至世界。

方案一「啟動夢想之盒」空間配置示意圖

方案二「引領啟航」空間配置示意圖建築地景連結關係示意圖（一）

景觀山坡

景觀水池

文創生活

主題館

社區公園

文創時光軸

數位時光軸

文創研發

育成館

主核心廣場

方案二

「引領啟航」

新竹為北臺區域發展經濟體的其中一員，新竹

科技與客家人文更是在北臺區域當中佔有重要

地位，面對目前國際市場競爭，以及全球化的

威脅，新竹地區的科技與人文優勢將能扮演領

航的角色，成為本基地規劃為文創園區的利基。



北臺食品生技產業
研發園區規劃計畫
園區規劃構想
本計畫以作為北臺「食品研發

生產的重點基地」、「認證及衛

生安全管理平台」之願景為目

標，其實質空間發展構想將分

別從整體空間架構、空間景觀

意象營造等兩個層次說明。

空間發展架構

（一） 建構生態綠網系統

綠網系統

除達成園區整體開發之目標，提供舒適的工作

環境外，將藉由規劃技術的運用，將本園區內

之綠地、滯洪池、停車場及道路等公共空間加

以連結，進而建構完整並具效益的生態綠網系

統，有效地形成良好的景觀緩衝環境。

生態景觀

藉由本園區完整連續的綠地空間與滯洪池的連

結與整合，將可有效地建構包含水岸景觀、綠

地景觀環境等完善生態棲地資源之園區環境。

（二） 空間機能架構

本園區未來的發展歸納為 2 個主要機能，分別

為產業發展、管理機能，以及公共設施機能，

考量各機能之間的相容性與互補性，作為整體

空間的發展架構。

公共設施機能

配合本園區內地形特質，將公用設備機能（包

括污水處理廠用地、滯洪池用地）配置於西北側。

交通動線

配合園區運具以及土地使用之特性，將主要之

出入口設定為兩處：一處位於園區西側，整合

週邊 10 公尺綠地作為人行、自行車、小汽車

等使用；其次 12 公尺路寬且位於中央之入口

則作為貨運車輛之使用。

產業機能

產業機能則依產業特性，採大街廓單元方式佈

設；此外配合其使用特性，將產業機能佈設於

西側，使其與現有之商業活動設施（國軍福利

品供應站）加以整合。

管理服務機能

管理服務中心結合停車場、綠地配置於出入口

側，塑造園區門戶意象及管理核心。

空間營造構想

（一） 延續本園區的地形地勢，設置滯洪池與具

連貫性的園區邊界綠地系統，使園區得

以從景觀風貌、環境生態的塑造來建立

與地區的緩衝環境。

（二） 區內動線系統藉由人行空間複層植栽、行

道樹等的運用，並配合未來建築量體、

退縮等管制，建構區內林蔭道路意象與

符合人性尺度且優質的步行環境。

（三） 整合入口綠地、停車場、管理、商業服務

機能等，形塑兼具商業、服務、休閒等

多樣化功能的園區核心景觀意象。

園區景觀滯洪池3D模擬示意圖 園區聯外道路與園區介面3D模擬示意圖

特色商業機能3D模擬示意圖(2)

產業園區3D模擬示意圖

食品生技園區空間機能架構示意圖

（三） 主要入口空間營造

管理及商業服務機能為進入本園區的主要入口

門戶地標，因此整合區內主要交通動線，並藉

由鄰近綠地（隔離綠帶）、停車機能與設置公

共藝術或具地標功能設施物的運用，強化與塑

造具特色與自明性的入口門戶景觀風貌。



100 年苗栗、桃園、宜蘭

永續農業有機村產業
提升規劃服務計畫

「生態社區」在歐美國家已蓬勃發展，有些更受到政府的重視與協助，

台灣雖然剛起步，但在經建會的輔導計畫中成形，顯見政府的遠見與

努力。

有機稻田 有機夢田

於 100 年「苗栗、宜蘭、桃園永續農業有機

村產業提升規劃案」中分別遴選出 8 處農村社

區（苗栗縣銅鑼鄉新盛社區、西湖鄉龍洞社區；

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大南澳、中山休閒農業

區、五結鄉大吉村；桃園縣大溪鎮義和里、龍

潭鄉高原村），並規劃有機村六級產業之發展

策略。

本計畫乃建構有機村六級產業，首先規劃各有

機村短中長期各階段發展目標與實施計畫，接

者連結一級核心作物、二級農產加工及三級服

務行銷，發揮 1×2×3=6 加乘效果，共計遴

選出 24 項核心作物、規劃 24 項有機農產加

工品（包括：素鬆、菜乾、洛神果醬、香蔥餅乾、

米麩等）並輔導申請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以

及設計有機村標誌與伴手禮，以提升產品附加

價值，輔導成立 2 處有機農夫市集，除了拓展

行銷通路，更能推展「地產地消」並縮短食物

里程以減少碳足跡，媒合 31 家企業認養有機

農產品以共同保護生態環境，建立異業合作行

銷模式互補各級產業關鍵資源以綜整產業效益；

另一方面，規劃有機村旅遊導覽方案及終身學

習機制以永續經營，綜上階段化達成有機村發

展目標。

苗栗縣銅鑼鄉新盛社區-有機農產品及其加工品

企業認養推動流程圖 有機村六級產業意象圖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有機農產品及其加工品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有機農產品及其加工品

一級產業

二級產業

三級產業 ．有機農場體驗

．有機農場加工品

．每單位0.5公頃，認養1200公斤有機轉型期稻米，認養價格14.4萬
．每單位0.5公頃，認養1200公斤有機稻米，認養價格15萬

．規劃培訓課程

．組織農民團體，相關院校等推廣團體

．編製文稿

．簡介有機農業發展現況、有機米認養方案

．收集與分類企業名單

．舉辦認養餐會、簡報說明會

．簽約

．設計包裝、產品出貨

．生鮮有機農場品

煤和企業

企業拜訪

手冊製作

組織推廣

團隊

規劃認養

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