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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日 期 年        月        日 

核 定 文 號  

申請人 

□所有人/ 

□使用人/■管理人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代表人：呂曜志 

設計人 

姓名（名稱） 謝文泰建築師事務所 

統 一 編 號 10927280 統 一 編 號 14911198 

地       址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5樓 地       址 臺中市西屯區大弘三街 23 號 

聯 絡 電 話 04-22289111 轉 31122 聯 絡 電 話 04-23149269 

建    物 

基本資料 

文化資產類別 產業設施 

基 地 位 置 臺中市東區樂業東街 48 號(位屬「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原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專案通盤檢討)案」，門牌號碼尚未更新) 

座 落 地 號 臺中市東區泉源段 10 地號 

定 著 面 積 6.09 公頃 

土地使用 

基本資料 

細部計畫案名 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原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專案通盤檢討)」細部計畫 

基地使用分區 公園用地-公 136 

實際/法定建蔽率（％） 2% / 15% 實際/法定容積率（％） 2.42% / 45% 

最高建築高度（M） -- 高度比 1.5 

基地面積（M2） 60,890.05 M2 退縮地面積（M2） 6M(註一) 

法定空地面積（M2） 25,878.27 M2 其他面積（M2） -- 

法定停車數量 汽停車位 8 輛/無障礙停車位 1 輛/機停車位 43 輛 總設計停車數量 汽停車位 0 輛/無障礙停車位 0 輛/機停車位 0 輛(註二) 

歷史建築本體 

基本資料 

建照類別 無建照(日治時期歷史建築) 建築構造 RC 構造 

建築物用途類別 主要用途：D 類(休閒、文教類)、B 類(商業類) 

附屬用途：G 類(辦公、服務類) 

建築物用途組別 主要用途：D-2(文教設施)、B-3(餐飲場所) 

附屬用途：G-2(辦公場所)、G-3(店鋪等零售、日常服務場所) 

棟數/層數 1 棟/1 層   



總樓地板面積 歷史建築本體 993.64 M2 建築物高度（M） 歷史建築本體 10.23M

歷史建築增建 340.67 M2 歷史建築增建 4.57M

雜項工作物(涼亭) 185.40 M2 雜項工作物(涼亭) 5.82M

合計 1,519.71 M2 -- --

簷高（M） 歷史建築本體 6.09M  

歷史建築增建 4.50M  

雜項工作物(涼亭) 3.95M  

備註 
註一：台糖公司台中營業所已指定為歷史建築，不受退縮規定之限制。 

註二：評估本基地陸域現況條件腹地不足；因應計畫檢討本基地緊鄰 30 米計畫園道，停車位擬協商由路邊停車提供，並建議鄰近處以無障礙停車位優先配置。 

 



古蹟歷史建築修復或再利用、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因應計畫申請表 

下開工程依文資法第 22 條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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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第 4 條規定，檢討相關因應計畫 

申請人  

     姓          名：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機關統一編號：10927280                    電話：04-22289111 轉 31122  
     住          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5 樓 

     通    訊    處：同上                         

                                              簽章： 

設計人  

     姓      名：謝文泰                           

     事務所名稱：謝文泰建築師事務所              電話：04-23149269 

     開業証書字號：中市建開證字 0053 號 

     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大弘三街 23 號 

                                              簽章： 

建築物概要  

◎文化資產類別  □ 古蹟           構造 □ 含木構造(全木、混木)   ■鋼筋混凝土+木構造 

               ■ 歷史建築            □ 非木構造(無木)          

               □ 聚落                   (針對主要構造) 

◎建築物名稱：帝國製糖廠臺中營業所暨附屬設施 

◎地      號：臺中市東區泉源段 10 地號 

◎地      址：臺中市東區樂業東街 48 號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公園用地                    建築物用途類組： 

                                                     ■ 符合土地使用分區或編訂 

                                                     □ 應變更都市計畫或編訂 

                                                     □ 依修復與再利用計畫同意變更使用 

◎建築物高度：歷史建築本體:10.23M  / 歷史建築增建：4.57M  /雜項工作物：5.82M 

◎層棟戶數：  1  幢  1  棟 . 地上  1 層 . 地下  0  層 . 共  1  層  1  戶 

 
 



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 

本案工程以歷史建築所在臺中市東區泉源段 10 地號，所有權人為臺中市，管理者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用地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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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帝國製糖廠臺中營業所因應計畫說明 

第一節  計畫背景 

「帝國製糖臺中營業所」據文獻記載，臺中糖廠前身為帝國製糖株式會社之臺中工場，原址為省

會臺中城東之孔廟區，本建物為帝國製糖株式會社臺中營業所專用，興建於 1935 年 4 月。戰後為臺

灣糖業公司臺中辦公處，與相關公共設施及住宅區、小學共同構成完整的產業區域鄰里單元。 

目前主體建築因年久失修，霉菌蟲蟻滋生，屋頂滲水嚴重，有整修之必要性。未來若完成規劃設

計進行修復階段回復歷史建築之完整性，並兼顧再利用活化之未來性，才能使環境變成民眾樂於親近

之所在，達到古蹟及歷史建築保存活化目的，使地方更具特色與競爭力。 

 

 

  

 

由於本案歷史建築為鋼筋混凝土構造，其再利用計畫內容主要計畫以產業故事館等文化教育用途為

主，另有局部附屬辦公、商業等服務設施為輔，在修復與再利用過程中難免遇到許多相關法令之適用問題，

難以一一滿足以現代建築為對象之眾多現代法條；因此，本因應計畫書即是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賦

予之精神，針對主要相關法令進行檢討適法之可能，如無法滿足法條時，則提出相對之因應對策，供會議

中請諸委員討論指導，以利為整體執行架構、定位、時程作定調，以作為後續執行之依據。本次因應計畫

書主要內容說明及討論事項後： 

一、 因應計劃說明—針對本案之計畫背景、特色資源及歷史建築現況，做概要說明；並簡要說明本因

應計畫書之法令檢討架構。 

二、 修復再利用設計概要─以再利用計畫之定位為依據，針對使用需求空間進行修復及再利用設計內

容，並且規範空間使用機能建議設計圖，提供後續經營使用參考。 

三、 建築都計法令檢討及因應措施—針對建築及都市計劃相關法令，進行檢討分析，期待能在文化資

產保存與建築管理之間取得妥適的平衡點，以期早日開放供市民使用；亦盼望市府相關業管單位

能支持文化資產保存的本衷，提供更精闢的見解，讓本歷史建築能夠兼顧文化資產、活或再利用

以及法令面之適用。 

四、 消防安全因應措施—本案參照國內其他先例進行消防設備之檢討，針對法條逐一探討因應對策。 

五、 結構耐震說明及因應對策—本案屬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依法規地震力檢討結構安全檢核計算；

此外，因應未來再利用之機能，歷史建築之部分牆體難以避免會有所更動，也需要經過詳細調查

跟評估。  

    本因應計畫之提出，為本團隊就本案之歷史建築、再利用計畫以及週邊環境之特質，進行法令適

用之分析檢討，其目的無非是盼望本案能在文化資產之保全、再生以及法令所顧及之公共利益之間，

取得一平衡位置，故期盼能經由會議上之討論及專家委員之指導，讓本因應計畫書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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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區位環境特性分析及對策 

一、 都市細部計畫環境分析 

本案建物「帝國製糖廠臺中營業所」，目前基地已完成都市細部計畫「臺中市臺中糖廠區段徵收工程」，包

含地下水道、箱涵埋設及環湖護坡工程。 

1910 年(明治 43 年)臺中製糖廠、協和製糖廠及松崗製糖廠等三間改良糖廍合併為新式糖廠，而成立「帝

國製糖株式會社」，於臺中市高砂町(現東區樂業路)設置二座製糖工場。由昭和七年（1928）＜臺中市區改正

圖＞即可看出當時的帝國製糖廠已興建完成，民房多集中於火車站前站範圍，鐵道劃分後，後站多半屬工廠等

工業用地。在日本政府來臺殖民初期，臺中原為僅有百戶民宅、十餘店舖，餘為水田之景象荒涼地區，之後在

日本政府有步驟的殖民計劃之下成為中部建設之首。 

  

圖：昭和七年（1932）＜臺中市區改正圖＞。（資料來源：總督府公文檔案） 

本案基地屬「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原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專案通盤檢討)案」之範圍內，預定計畫

年期至民國 115 年，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包括：商業區、公園用地、市場用地、綠地、綠帶、園道用地及道路用

地等公共設施用地。 

本計畫區位於臺中火車站東南側，受到縱貫鐵路阻隔，與市中心區缺乏聯繫。計畫範圍北鄰復興東路，東

接樂業國小周邊地區，南至建成路，西側到 10M-400 計畫道路。建成路往東延伸銜接至復興東路，往西則貫穿

臺中市南區，是為未來都市計畫區南側之主要聯外道路。北側緊鄰復興東路，為主要連接火車站後站之道路。 

 

 

 

 

 

  

圖：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圖  

 

基基地地位位置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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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都市整體而言，本計畫區作為銜接西側現有車站地區之商圈發展，並連結東側公園綠帶與水岸環境，

顯然扮演重要之折衝與連貫之角色。因應臺中車站高架化，使本區與北側干城商業區之聯結更形方便。而本

案之舊建物再利用應配合此優勢，考量其文化歷史特色與商業活動之聯結，在發展定位上應朝生態、文化與

商業兼容並蓄之產業為核心，未來將可在本區形成都市空間的重要特色與地標。 

 

            

圖：基地範圍都市計畫區位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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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豐富的文化資產資源 

本案歷史建築物以及其臨近的公賣局第五酒廠(現為臺中文化創意園區)、臺中車站、臺中警察署、臺中

醫院、臺中州廳、臺中刑務所、臺中法院、臺中市役所、郵便局、臺灣銀行等公共設施機構皆是日治時期所

規劃建設而成。另有武德殿、演武場、測候站、彰化銀行、知事官舍等。 

上述公共設施機構迄今多數仍保存良好，並已由臺中市政府文化資產處指定為古蹟或是歷史建築，距離

本案基地 1.5 公里之範圍內，即有古蹟、歷史建築約計 32 處，可謂老台中市區最富含歷史人文況味之區位。

以此處串連文化創意園區、臺中州廳及雙十文化歷史建築群落，並以臺中車站作為轉運點，將車站商圈及干

城商業區帶進本區，活絡商業之發展。 

 

  

    

  

  

  

圖：民國 103 年基地位置○17 週邊古蹟、歷史建築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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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便捷的交通接駁路網 

本案基地週遭交通路網多元便捷，方便臺中市民及外地訪客到訪。遠途旅客可藉由臺中火車站後站出口，

再經由公車、計程車或徒步等方式均可到達本基地。鄰近基地的公車站牌有：新時代購物中心、建成樂業路

口。如以汽車為交通工具，外地訪客可經高速公路於南屯交流道直下五權西路，逕接五權路至復興路三段往

臺中火車站方向，沿途經過車站後站接至樂業路即可抵達；或由中港交流道經中港路及中正路至臺中火車站，

右轉建國路再左轉經過台中路地下道，接往復興路及樂業路即可抵達。臺中市民則可由直接由復興路或建成

路接往樂業路進入基地。 

便利的交通再搭配鄰近豐富的文化資源，我們以此處作為探索臺中的文化起點，可安排老市區的訪古尋

幽，或具有人文藝術涵養的博物館之旅，抑或是參訪臺中各大院校的知性旅程。 

 

 

 

  

  

  

  

圖：基地周邊交通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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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的休閒文教空間 

  本案基地可於步行 30 分鐘的範圍內，造訪台中文化創意園區、20 號倉庫、國立臺中（數位）圖書館、中興大學，或往雙十孔廟方向至臺中體育場、臺中棒球場等設施；也可暢遊綠川、旱溪、東光自行車道臺中公園等

藍、綠帶景觀設施。而基地周邊之建國市場、第二市場則是臺中市最著名之傳統市場，訪客可於其中覓得最道地的臺中小吃，亦可參訪宮原眼科、第二信用合作社等老屋改造餐廳，滿足美食之旅。多元而豐富的休閒資源，讓

我們可以深刻體會最到味的臺中庶民生活。 

 

 

  

  

  

  

圖：基地周邊文教區索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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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基地與周邊環境關係 

本案建物「帝國製糖廠臺中營業所」，目前基地內配合都市細部計畫已完成「臺中市臺中糖廠區段徵收工程」，主要計畫園道已完成地下水道、箱涵埋設及道路鋪設工程施作，相關水池邊坡及未來景觀設計皆於工程協

調施作，減少施工上多處二度重複施作之困擾。基地主要入口由樂業路進入計畫園道，樂業國小南側計畫巷道作為園區次要入口，成為市民參觀使用之動線。基地北側鐵路高架化後，未來沿途旅客可一覽園區整體風貌，

作為進入臺中市指標性入口意象。目前基地水池內遺留過去糖業鐵道軌跡之基墩，由基地西側分岔，從建物之南北側通過，未來將保留敘述鐵道紋理，串連後火車站商業帶。水池邊坡已由「臺中市臺中糖廠區段徵收工程」

先行處理護坡工程，再由「周邊景觀公園工程」併同施作環湖綠帶，發展休閒與生態環境，成為臺中車站的「後花園」。 

  

  

  

  

  

  

  

  

 

      

1、樂業路與復興南路交會口樣貌 2、樂業路街道樣貌 3、樂業路沿岸與水池關係 

    

基地現況 4、樂業路往建物方向之水池樣貌 5、水池內糖業鐵道遺跡樣貌 6、樂業路東側人行道街角樣貌 

  

 

7、樂業路北側與進德路人行道街角樣貌 8、樂業路沿岸與水池關係 9、建物東北側入口與計畫園道關係 

 

照片索引 10、計畫園道北側入口景象 11、建物東南側背向與計畫園道之關係 12、樂業國小南方計畫巷道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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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帝國製糖廠臺中營業所設計概要 

第一節  活化再利用機能原則 

本歷史建築基地面臨之 30M-2 之計畫道路，即為建成路，是為往東延伸銜接至復興東路，往西則

貫穿臺中市南區，是為未來都市計畫區南側之主要聯外道路，其周邊銜接西側現有車站地區之商圈發

展，並連結東側公園綠帶與水岸環境，顯然扮演重要之折衝與連貫之角色；因應臺中車站高架化，使

本區與北側干城商業區之聯結更形方便。 

本案之舊建物再利用配合此優勢，考量其文化歷史特色與商業活動之聯結，在發展定位上應朝生

態、文化與商業兼容並蓄之產業為核心，未來將成為本區都市空間的重要特色與地標。 

  

圖：基地範圍都市計畫區位發展示意圖  

        述說臺中之早期產業-糖業、農業、工業的故事 

  

採收甘蔗製糖、當燃料、綁掃把 日據時期以牛車、蒸汽機車運送甘蔗

  

五分車運輸甘蔗 糖鐵運輸通往糖廠 

  
農民種植甘蔗-人工廚草 五分車載運著沿線的人們 

  

大量香蕉交易形成-香蕉市 一九五五 犁頭店打鐵業-打造著農業器具 

 

當時為了載運甘蔗而有糖業鐵道，尤以五分車更是當時的特色之一，農民開始種植甘蔗並以牛車

運往小火車，形成了傳統與高科技運輸的特殊景像。而在臺中糖鐵的建立與臺鐵具有緊密的交集，運

輸的聯通帶動了物產間的流動，糖鐵五分車沿線的農產品，如甘蔗、香蕉被運送到臺中後火車站一帶

及 20 號倉庫，因為大量的香蕉在此區交易，更有「香蕉市」的稱呼出現；此外，當時五分車所經沿

線的學童及上班族，均把五分車當作免費的通勤交通工具，是許多市民共同的生活回憶。而因農、糖

業等農務及機具的需求日增，也衍生出了東區及南區蓬勃的打鐵業、機械業及五金販賣行業，店家雲

集的盛況到後來出現了「黑手窟」、「五金街」及「犁頭店」。 

以本歷史建築為中心，往西北方連結臺中火車站商業區，區域內包含五金街，及過去的香蕉市位

置。往西方延伸為工業及物產加工，南區具有臺中舊酒廠及鐵工黑手窟；南屯區具有犁頭店及過去的

菸樓。往東方延伸則為農業種植、休閒農業區。以本歷史建築為臺中產業故事館出發，結合大臺中地

區其他文化資產空間，建立各主題產業文創館群，形成大範圍的產業文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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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大臺中地區產業歷史發展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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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基地發展優勢歸納以下說明: 

 

一、臺糖產業文化資產之優勢 

    (一)集體記憶的優勢:臺糖文化與歷史建物豐富的歷史故事，歷代員工以及宿舍社區居民的   

        共有回憶。 

    (二)建物本體的優勢:臺糖日式建築的特殊氛圍，成為基地範圍內之重要地標景觀。 

    (三)公園景觀的優勢:配合舊建物之地景特殊性、公園與水域之使用規劃，豐富與強化環境  

        特殊文化地景資源。 

    (四)空間利用的優勢:舊建物特殊尺度與不同性質之空間體驗。 

    (五)經濟的優勢觀點:再利用空間改善成本較低、營建材料較節約。 

  

二、區位之優勢 

結合火車站後站之人潮活動，具活化後站之環境品質與住商發展。水岸公園之規劃與結合歷史文

化資產，強化基地之生態與文化的自明性。水岸開放空間除成為鄰近商業區之活動核心，更提供未來

吸引人潮與休閒活動之發展。 

依據本基地在未來發展上除具備公園與水岸之開放空間，其位置亦具備發展成為臺中市東南區朝

向公共性強之「市民廣場」發展潛力。故在環境空間發展議題上建議應強調下列原則: 

 

(一) 強調生態與靜態之綠色休閒空間之發展。 

(二) 強調歷史文化資源與文創產業空間之發展。 

(三) 強調民眾參與與公共性活動空間之發展。 

 

故基於兼顧生態、文化與商業發展模式之發展建議，本案在歷史建物之使用定位上，以”大臺中

早期產業故事館及文化休閒為主之規劃發展”為再利用之方向。 

三 、以大臺中早期產業故事館及文化休閒為主之規劃發展 

本方案以過去豐富的臺糖文化產業及日式歷史建物氛圍之特色，結合臺中在地其他豐富的產業文

化，設置屬於臺中的產業故事據點，其藉此具有特殊氛圍的歷史空間，向市民敘說著精彩的產業故事。 

由於建物本體具有文化歷史資產之特性，在商業行為與活動上則朝文化產業設施之商業模式為主

要考量，並與建物及之文化意象產生結合。除商業活動發展外，並考量藝文產業之推動，使之結合成

為本區特有之文化產業生活圈。為兼顧文化產業發展與商業營運效益，本案則主體建築以圖資展演事

業為發展主體，配合相關文化創意之活動與附屬商業設施，成為市民參與文化休閒之重要據點。其內

部空間發展項目規劃使用如下: 

1、文化展演空間發展包含: 

(1) 展演空間 

(2) 多功能文化講堂空間 

 

2、產業文化展示空間包含: 

(1) 帝國糖廠歷史建築文化展示空間 

(2) 產業故事互動展覽空間  

3、市民休閒商業空間(如簡易餐飲設施、文創商品等) 

4、週邊景觀休閒與文化活動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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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修復設計圖說 

一、 修復再利用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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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復再利用立面圖 

 

 

 

 

 

(詳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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