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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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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參與人員

13:40-14:00 報到

14:00-14:15 貴賓致詞

交通部鐵道局 楊正君副局長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劉玉山教授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吳寶田理事長

14:15-14:20 大合照

14:20-14:35

專題演講 I

後捷運時代的臺北城市發展 -

啟動臺北 TOD 發展戰略

臺北市政府 林欽榮副市長

14:35-14:45
專題演講 II

臺北市 TOD 專案計畫 -
城市發展課題的 N 種解方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林洲民局長

14:45-15:35
綜合座談 I
捷運環線與 TOD 對首都圈空
間再結構的影響

主持人：
臺北市政府 林欽榮副市長
與談人：
內政部營建署 陳繼鳴副署長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黃新薰副所長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林洲民局長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張澤雄局長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劉玉山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邱裕鈞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林楨家教授

15:35-15:55 休息 / 茶敘

15:55-16:45
綜合座談 II
臺北 TOD40+

計畫戰略與戰術的討論

主持人：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林洲民局長

與談人：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陳學台局長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王玉芬副局長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陳正熹建築師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彭建文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白仁德教授
鄭凱文建築師事務所 鄭凱文建築師

16:45-16:50 論壇總結 臺北市政府 林欽榮副市長

一 . 時間 :107 年 10 月 4 日 ( 四 ) 下午 2 時至 4 時 50 分

二 . 地點 : 臺北威斯汀六福皇宮 B3 永福殿

三 . 會議議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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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講人及與談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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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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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欽榮

臺北市政府 副市長

美國麻省理工研究（建築與規劃學院都市研究與規劃系 - 都市與區域研究學程）
中國文化大學實業計畫研究所工學組都市計畫碩士
中原理工學院建築學士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副總工程司
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內政部營建署署長
臺南市政府副市長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專任副教授

主講人簡介



學歷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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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碩士

仲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人  臺北  2002-2014 
仲觀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臺北  1997-2014 
林洲民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人    紐約  1995-2014
美國紐約市貝聿銘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1988-1995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及建築研究所  兼任教授及駐校建築師 2009-2015

林洲民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局長

主講人簡介



學歷

學歷

學歷

經歷

經歷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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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署長繼鳴

黃副所長新薰

張局長澤雄

內政部營建署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學士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
英國 Reading University 進修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運輸管理博士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 ( 科學 ) 系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 ( 科學 ) 系學士

內政部營建署副署長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分署分署長
內政部營建署組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辦公室秘書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綜合技術組組長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綜合技術組主任秘書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局長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主任秘書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處長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與談人簡介 與談人簡介



學歷

學歷

學歷

經歷

經歷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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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教授玉山

邱教授裕鈞

林教授楨家

交通大學 交通運輸研究所博士
交通大學 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
交通大學 運輸工程與管理學系學士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學士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
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常務理事
臺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常務理事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教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erkeley 訪問學者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與談人簡介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工程博士
亞洲理工學院系統工程暨管理研究所碩士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秘書長
監察院監察委員

與談人簡介



學歷

學歷

學歷

經歷

經歷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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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局長學台

王副局長玉芬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

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建築系碩士
私立東海大學建築 ( 工程 ) 學系學士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副局長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處長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副處長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副局長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處長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與談人簡介 與談人簡介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建築／企管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系 / 法律系

德基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新都盟都市更新 ( 股 ) 公司總經理
昌軒建設 ( 股 ) 公司副總經理

陳建築師正熹



學歷

學歷

學歷

經歷

經歷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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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教授建文

白教授仁德

鄭主持建築師凱文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工程學系碩士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系主任
中華民國住宅學會理事長
中國土地經濟學會理事長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7 年度委員

鄭凱文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人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理事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理事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學術主任委員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鄭凱文建築師事務所

與談人簡介與談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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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題演講 I

後捷運時代的臺北城市發展

啟動臺北 TOD 發展戰略

林副市長欽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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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專題演講 II

臺北市 TOD 專案計畫

城市發展課題的 N種解方

林局長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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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合座談 I

捷運環線與TOD對首都圈空間再結構的影響



與談人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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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陳副署長繼鳴
一 . 國土計畫的說法

• 成長管理策略 -- 城鄉發展成長區位

落實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TOD)，位屬高鐵車站、臺鐵車站、捷運車站、客運轉運站
等大眾運輸場站周邊一定距離範圍內者。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
議會同意後，納入各該直轄市、縣 ( 市 ) 國土計畫。

• 運輸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 都市公共運輸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因地制宜發展通用化之公共運輸環境，積極整合都市軌道、
市區公車及公路客運服務，提供民眾無縫、複合及最後一哩服務。

2. 都市空間應導入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TOD)，結合軌道與其他大眾運輸場站、周邊道路
及人行空間之整體規劃與開發，促進人本交通發展，並加強轉運中心規劃與推動，提
升轉乘接駁服務品質。

3. 建立良好的公共運輸服務與完整規劃（如公車系統整合轉乘、站牌與候車空間調整、
停車轉乘捷運規劃、人行與自行車動線規劃等），提升公共運輸使用率。

二 . 臺北都會區的經驗

隨著重要交通運輸系統通車（如高速公路）及重大建設計畫完工，相對帶動重要都
會區周邊發展。都市蔓延為都市化擴張的過程，在空間發展分布上為不連續發展的型態，
並以蛙躍式或商業帶狀發展的型態為主。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中華民國土地使用規劃及管理之應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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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OD Standard, the Institute for Transport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 (ITDP), 2017

三 . 什麼是 TOD 標準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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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大眾捷運改造都市空間結構 -- 不是炒作房地產

• TOD 不外就是利用 MRT 的兩個特性，可及性及運輸效能高。配合都市型態，捷運輻
射路線，快速集中與分散輸運 CBD 與周邊城鄉旅次。捷運環狀路線，則在紓解 CBD
過度集中的旅次並在空間上控制都市成長邊界 UGB。

• TOD 在市區要配合都市更新，提高都市工商機能，TOD 在郊區要提供小而美的居住
社區。

• 從空間鳥瞰，TOD 應該是旅次集中地區，都市發展強度高於周邊的模式，透過大眾捷
運，大家很快去上班、上學、購物、社交，也很快可以回到家。

• 一個健康的都會區，不會是平頭式的空間發展，而是在大眾運輸節點有更高立體空間，
以容納較多活動旅次。

• 臺北都會區空間跨越北北基桃，行政治理需要整合，國土計畫留下聯合訂定都會區計
畫的空間。

• 臺北都會區過去的擴大都是隨道路而發展，而道路運輸與建設已呈飽和，與國際幾個
都會比起來，臺北都會 500 萬日間活動人口還可控制，TOD 是接下來的都會區機能
改造的必要手段，這要靠高度的跨域治理手段以及周延的都市規劃才有機會達成，臺
北都會區仍可更健康的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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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黃副所長新薰
一 . 臺北市 TOD 整體發展戰略有五個面向，包括提升捷運流動能量、站區節點空間機能調

整、公劃 / 公辦都更實施、公宅選址與建設結合 TOD 發展、多元運具整合服務效能提升。
其中有關運輸部分之建議如下：

1. 在多元運具整合服務效能提升部分：交通部與高雄市政府近期合作推出「公共運輸行
動服務 (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整合高雄市各種公共運輸工具票證系統，不
僅讓民眾擁有更多元綠色運具選擇機會且提供民眾轉搭乘其他公共運輸最初及最後一
哩路之運輸服務，未來臺北市亦可參考引進 Maas 服務。

2. 在提升捷運流動能量 - 以首都環狀線強化提升部分：臺北都會區規劃之全環路線以環
型路線串聯 ( 交會轉乘 ) 臺北都會區輻射捷運路網，藉由系統整合、營運整合及維修
整合，採「一車到底」方式營運；而東京的山手線全長 34.5 公里 (29 座車站 )，環繞
東京市中心運行，環繞一周大約 1 小時，透過環外呈輻射狀與各捷運路線交會，擴大
服務範圍。因此一個為串聯都會區外圍路線，一個為將都會區內旅次大幅向外輸運，
兩者之定位或有不同，惟均可擴大捷運路網服務範圍及提升運量，建議全環線未來營
運方式應妥善規劃。

二 .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具有密切的相互影響關係。中央在審議捷運建設計畫，亦從都市計
畫與運輸計畫整合之觀點切入，分享相關經驗如下：  

1. 捷運計畫應有整體路網的觀念，才不致造成新增路線不僅無法同月台轉乘，甚至必須
到站外進行轉乘。

2. 地方政府應重視整體運輸規劃，充分掌握運輸需求，務實推計未來土地開發情境，進
行未來預測，才具有說服力。

3. TOD 之站區開發計畫必須強化地區發展與公共運輸的配套措施，亦即該發展區應提供
無縫式接駁轉運、行人友善之開放空間等。

三 . 利用檢討 TOD 的契機，核實估算捷運計畫之自償率

• 依據交通部公布之「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
財務評估指標自償率可決定計畫之補助比例，收入除運輸本業、附屬事業收入外，亦
包含大眾捷運法第七條規定之土地開發，及其他可挹注本計畫之租稅增額、增額容積
等外部效益，很多捷運計畫可能爲爭取高補助比例，都有樂觀估計之風險，致未來可
能無法永續營運。

• 臺北市為辦理地方捷運之先驅與楷模，可作為前瞻軌道諸多計畫之領頭羊，臺北市預
計提出之大眾運輸導向行動綱領與研議大眾運輸導向的都市發展規範法制化，未來成
果可供其他地方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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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林局長洲民
一 . TOD 如何使臺北都市空間再結構，並透過 TOD 有效鏈結都市發展與軌道建設？

早期捷運建設於都市發展建成區，對於都市環境無法有效控制或引導，今隨著本市
環狀線的陸續啟動與 TOD 計畫之落實，都市發展及軌道建設應併行發展，隨臺北市軌
道路網完善，逐漸邁入後捷運時代，對於臺北市提出 TOD 計畫，應落實以下四點：

（一）強化臺北市都市功能與捷運系統之鏈結，以因應後捷運時代高流通性。

（二）應審視臺北捷運營運至今服務系統，利用 TOD 補足公共機能之不足，如提供公共
住宅，創造人流帶動地方運轉，以達成創造公共服務功能之目的。

（三）TOD 計畫訂定之開發規範（需為完整街廓或達 3,000 m2、5,000m2），爰有別於
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開發基地屬較小之開發尺度，並透過容積獎勵作為誘因，鼓
勵開發商投入整合故而能帶動地區或跨街廓整合及引動地區翻轉。

（四）TOD 計畫中，透過場站流通能力、發展潛力、臨市府重大建設計畫等，將全市場
站分為第一級場站及第二及場站，並於今年發布第一階段場站，後續須配合環狀
線 ( 北環段、東環段、南環段 ) 之建設到位及現有場站周邊都市發展狀況，定期滾
動檢討。

二 . TOD 應有效引導都市發展及對周邊土地開發指導？

TOD 計畫落實，非單指提供容積獎勵，其核心價值以容積獎勵作為誘因，同步以
都市設計作為對於周邊土地開發指導原則，TOD 應為有效改善都市環境品質之手段或
工具，諸如基地性質、基地規模、臨路條件、區位條件等，可引導適合開發之地區，並
賦予其限制，以兼顧都市防災、環境品質及容受力等；後續藉由容積獎勵回饋、都市設
計、法停折減、運具共享、捷運出入口移設連通等規範，逐步朝向地區適性發展及宜居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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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劉教授玉山
一 . 1986 年臺北捷運初期路網核定後，2017 年機場捷運線通車。 30 年間已有 7 條捷運路

線 136.6 公里、117 個車站、每日 207 萬旅次。臺北捷運表現優異，不僅提供高可靠度
且高滿意度的服務品質、運量穩定成長、而且也是少數不靠補貼可營收平衡的捷運系統。

二 . 捷運環線是首都圈的重大建設，配合臺北東區發展及解決內湖交通問題，捷運東環段路
線 (13.12 公里，10 個車站 )，串聯文湖線、松山線、板南線及信義線等，與各交會站提
供銜接轉乘服務，未來與捷運南、北環段路線 (20.66 公里、18 個車站 ) 以及將完工的
環狀線第一階段，形成完整的首都環型路網。

三 . 首都環型路網完成後，將可有效提高捷運系統的可及性和機動性，大幅縮短各區域旅次
時間。此外，對於臺北都會區的人口分布、產業成長、土地利用、財務自主、能源效率、
環境保護等，都將產生正面的影響。

四 . 捷運環線的構成，宜由 (1) 區域整合、(2) 路網整合、(3) 運具整合等三方面，以提升現
有臺北都會區大眾運輸動能。

五 . 捷運環線週邊土地開發應該有的 TOD 整體發展戰略，包括 (1) 促進都市機能強化土地利
用發展、(2) 周邊地區人本交通優化環境、(3) 增加公共設施和開放空間、(4) 改善大眾運
輸使用環境、(5) 混合使用帶動地區產業和經濟發展、(6) 引導都市更新等。

六 . TOD 發展落實四個領域︰ (1) 都市計畫、(2) 公劃都更、(3) 都市設計、(4) 交通運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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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邱教授裕鈞
一 . Taipei TOD 的具體作法：

• Taipei TOD= 開發許可制＋容積加級＋對價回饋

• 提升生活品質 + 補足公共設施 + 成就智慧公宅 + 避免社會排除 + 提高捷運運量 + 具
備雙重紅利 ( 捷運基金及都更基金之抑注 )。

• 開發許可制：透過審議制度，引入地區需要之公共設施或智慧公宅，以達到因地制宜、
發展定位之目標。

• 容積加級：既是雪中送炭，可加速老舊市區都更，也是錦上添花，引入更多公共設施。

• 對價回饋：空間回饋可補足公共設施；代金回饋可抑注捷運基金及都更基金。

二 . Taipei TOD 的成就條件：

• 3D 是 TOD 的成就條件。而臺北已初具 2D 條件 (Density+ Diversity)，但 Design 略
顯不足。→ TOD 地區宜有清楚之發展定位，並以都設準則及加級獎勵方式引導地區
發展方向。

• 重點及一般場站之 TOD 劃定地區應由點、線、面整合發展；各 TOD 劃定地區之發展
定位應與鄰近 TOD 地區搭配融合，甚至整合發展。

三 . Taipei TOD 的指導原則：

• Walkability + Livability 是 TOD 的兩大指導原則。

• Walkability 在都計、都設及都更層級只看到建築線退縮及與道路齊平作法，如何在
TOD 中融入更多設計準則（如步道延續性與連接性、步道綠蔭比例、帶狀或街角空地
公園），營造更好的步行環境，是 TOD 成功的關鍵因素。

• Livability 使捷運系統不只是交通系統而已，而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份。透過容積加級
及聯合開發引入各類型生活及娛樂服務設施，以滿足市民日常生活之所需。

• 環狀線 ( 南北環＋東西環 ) 可促使外環地區中心發展串連，可避免行經市中心之不必
要旅次，節省旅行時間，提高生活品質。

四 . Taipei TOD 的注意事項：

• 宜儘可能減少捷運建設所產生的負效果：因捷運建設後，土地及建物價值大幅提升，
導致經濟弱勢的原住戶，被迫遷移（Displacement）或仰賴公共運輸通勤者，無法
居住於捷運場站附近。這種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效果，可透過加級回饋機制，
提高地主都更領回坪數或設置智慧公宅，提供經濟弱勢族群住居使用。

• 容積限制係因環境容受力，為確保生活品質。捷運場站毗鄰地區具有便捷公共運輸系
統，可避免使用密度之提高衝擊鄰近道路交通系統（Mohring effect：每多一位旅運
者使用私人運具，會造成道路更擁塞，群體受害；每多一位旅運者使用公共運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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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會提高班次，群體獲益）。但前提是：增加的旅運需求必須使用公共運輸，減少交
通衝擊，同時增加的居住及活動人口仍在其他環境容受能量內。

五 . Taipei TOD 的推動建議：

• 加級獎勵建議納入：

1. 應鼓勵小坪數住宅 ( 提高居住密度 ) 及高強度使用 ( 強化商業活動 )。

2. 應鼓勵停車位減設（低於現行審議規範之 0.7 倍）。

• TOD 40+：

1. 可先擇捷運交會站及運量大之地點優先試行。

2. 以政府主導之公辦都更加速進行。

3. 有地區發展方向與定位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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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林教授楨家

一 . 臺北捷運環線實現後對都會區發展的影響，需要時間進行嚴謹的評估分析。對應提綱的
問題二與問題三，參考臺北與其他城市經驗，加上市府推動 TOD 戰略的條件，提出兩
個假說性的可能影響：

• 有捷運跟無捷運服務的地區之間，其發展條件的差距，將更為擴大，造成都市發展在
空間上的「失衡 (unbalance)」問題。

• 環 線 新 設 車 站 周 圍 地 區， 將 發 生 居 住、 服 務、 零 售、 就 業 等 活 動 的「 置 換
(displacement)」，造成原活動與新活動間的「失衡 (unbalance)」問題。

因應以上兩個失衡問題，提議以下兩個「再平衡 (rebalance)」戰略方向。

二 . 地區間的再平衡：Balanced developments between metro station areas and other 
areas

1. 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or transit-only development?

2. A fair society

3. Better connection systems

三 . 地區內的再平衡：Balanced developments within/around a metro station area

1. Local needs or city needs?

2. Job-housing balance

3. A proper land-use 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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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綜合座談 II

臺北 TOD40+ 計畫戰略與戰術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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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陳局長學台

一 .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TOD)

（一）引居住、工作、購物、休閒等空間活動分布。

（二）形塑高可居性、可及性及可用性的永續發展及移動模式。

（三）結合土地使用開發及公共設施，提升整體運輸效率。

二 . 運輸設施

（一）場站 ( 捷運車站 ) 考量因素

1. 場站型態規模           

2. 與市中心區距離         

3. 接駁服務

4. 行人及進出設施       

5. 土地使用                    

6. 停車設施  

（二）接駁及轉乘設施

1. 通用人行環境           

2. 設施間連結性及便利性         

3. 運具服務班距及型態     

4. MaaS 服務                  

5. TOD 容積加級地區劃設範圍內，規劃場站周邊接駁轉乘設施

( 公車站位候車亭、計程車招呼站、公車彎、大客車停車空間、臨停彎及自行車停車空
間 )。

（三）人行及自行車空間

1. 基地及運輸場站指定人行道或退縮空間

(1) 留設 5 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 : 臨近運輸場站及串連主要道路    

(2) 留設 4 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 : 串連運輸場站及自行車道或河濱出入口

(3) 留設彈性

i. 遇原有街面指定留設騎樓 ( 寬度至少 3.64 公尺 ) 之路段，人行道 ( 寬度為 3 公尺 ) 可     
改採騎樓方式設置

ii. 上述開放空間，得併公有人行道檢討留設

2. TOD 加級地區依需求設置與場站銜接立體連通道 ( 含建物間連接空橋、地下道等 )。

與談人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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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共享運具設施

（一）共享運具

1. 於劃設範圍內，依使用需求於地面層設置公共自行車租賃站。

2. YouBike 租賃站由建築基地開發單位自行編列經費並提供空間，本局代辦設置。

（二）電動車充電設施空間

• TOD 容積加級地區範圍內，建築基地開發時，應檢討適當位置設置 20% 電動車充電
格位。

四 . 法定停車空間

（一）非住宅使用 : 停車空間之留設，得予以減設 ( 減設數量不超過法定停車位 30% 之原
則 )，並提都設委員會審議。

（二）住宅使用 : 原則上法定停車位不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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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王副局長玉芬
一 . TOD 計畫如何提升其捷運節點的都市公共服務機能 ?

捷運節點往往是地區或區域人口活動聚集的中心，藉由捷運彙集與疏散人流，因此
節點具有公共性與公益性的服務機能非常重要，不僅是捷運節點的出入口，還必須有系
統系的延伸與效益擴張，但在產權細碎與私有化的狀態下，未來需要透過設計管制與容
積誘導雙管齊下，釋出公共開放空間、友善人行空間系統、街面活動提供城市活力與安
全感，容積回饋空間作為社區公共服務空間，提供各年齡層可以安心活動的空間場域。

二 . TOD 計畫與都市設計的整合規劃以營造都市地點 (PLACE) 的品質 ?

TOD 計畫是一個開發許可的機制，先透過都市計畫程序劃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的地
區，同時提出都市設計綱要指導原則，針對每個場站視其功能特性，指出都市設計與公
共服務機能的關注重點，讓個案在指導原則下申請開發許可提出都市設計準則進行預審
作業，在都市設計審議時整合地區整體外部空間系統，強化個案的公共性與公益性，並
對都市環境品質進行把關。

三 . TOD 計畫如何與都市更新相互驅動，以帶動都市再生 ?

捷運場站在選址之時即考量最大服務效益，以人口密集地區進行選址設站，以道
路兩側人行道設置出入口或通風口為主，部分捷運設施物則是透過聯合開發方式取得用
地，在臺北市第一條捷運線通車超過 20 年的此時此刻，捷運場站周邊的建物也愈來愈
舊，相關耐震、無障礙機能亦嚴重不足，目前臺北市政府透過指認公劃都更地區加速更
新改建，但都市更新不只著重於建物物本身的耐震、無障礙設施等，更重要的是外部環
境的整體提升，成為硬體與軟體並重的都市再生。

捷運周邊的都市更新案除了符合指標指定為公劃都更地區外，在捷運場站一定範圍
內的地區將重疊劃設為可申請開發許可的 TOD 地區，在容積獎勵項目不重複、獎勵具
有公平性與對價性的前提下，讓都市更新與 TOD 發揮加乘效果，擴大捷運場站的公共
服務機能，進行由內而外、由公而私的環境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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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彭教授建文  

一 . TOD 計畫如何提升其捷運節點的都市公共服務機能？

1. TOD 計畫是將都市交通建設與整體土地利用相結合，從整個都市發展的角度進行個別
捷運節點的開發，使捷運節點周邊土地利用能兼顧公私效率、防災安全、以及公益性，
透過附義務的容積獎勵機制，使捷運節點一定範圍土地能更有效利用，政府可將獎勵
容積所取回的空間或資金進行相關的公共服務用途，例如公共住宅、老人安養、托育
或是社區公共活動空間。

2. TOD 計畫要能發揮其效益，必須更宏觀規劃使各節點間有點、線、面的整合，而公共
服務的提供也能跨越個別節點的層次，而進行整體性的相互支援。因此，在 TOD 計
畫執行過程中如何有效取得公共空間，並進行有效率的運用，必須有事前的通盤與完
善規劃。

二 . TOD 計畫如何與都市設計整合以營造都市地點的品質 ?

1. 都市設計是促進整體鄰里環境的公共服務品質、景觀綠化、以及與友善性的重要手段，
將 TOD 計畫與都市設計相結合，可使政府有更多的籌碼要求個別的開發者遵循一定
的建築設計規範，使相關範圍內土地利用的機能、質感與美感均能共同提升。

2. 捷運場站的土地開發強度提升，不同用途的土地使用間的衝突性也隨之增加，此部分
可透過更嚴謹與完整的都市設計規範，降低土地混合使用的衝擊，尤其是開發量體增
加對於整體人車交通動線與防災逃生動線的衝擊。

三 . TOD 計畫如何與都市更新相互驅動以促進都市再生

1. 都市更新是促進都市再生的重要手段，而 TOD 計畫主要選擇全市重要交通節點賦予
其更高層次的功能與角色，兩者可以相輔相成，使捷運節點在既有都市更新的獎勵機
制下，能有更高的效率的發揮。

2. 要達到上述的目的，誘因機制設計上要能有效鼓勵都市更新單元能進行更大規模的整
合與開發，避免規模不足與形狀不整的更新單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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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白教授仁德  

一 . TOD 計畫如何提升其捷運節點的都市公共服務機能？

都市設計中五大要素之一即為節點 (Nodes)，在軌道建設中，節點扮演角色為串聯
不同流動路徑、匯聚地區及區域的活動人潮，為此，節點能提供公共服務機能尤為重要，
從捷運站體設計而言，臺北市約有 200 多處捷運出入口設置於人行道上，另文湖線部分
場站只有單邊出入口等，除無法有效串連場站周邊人性動線外，更造成步行、自行車、
汽機車間的衝突；另擴大範圍至場站周邊，友善的公共、公益設施能有效誘使民眾使用
運具之轉移，包括人行等候空間、共享運具的提供皆有助於塑造友善人行都市，故透過
TOD 計畫的容積獎勵，規範未來開發之行為，同時透過受益者回饋的概念提供地區所
需公共服務機能。

二 . TOD 計畫與都市設計的整合規劃以營造都市地點（place）的品質？

都市設計應為塑造鄰里、小地區之景觀風貌的重要工具，依不同都市設計規範，可
因地制宜發展特色區域，TOD 又應創造何種都市風貌，高度限制、出入口設置、退縮
等為基本要件，達成友善人行空間及動線為 TOD 的目標，TOD 強調的 5D 要素，其中
Design( 設計 ) 的精神為創造能吸引民眾轉乘大眾運輸之空間。

TOD 計畫提到的兩階段都市設計，透過全市型都市設計原則，將不同性質之場站
規範其所需的普遍性原則，而後在第二階段時，因其地區計畫之不同，更細緻的規範其
都市設計準則，更能適切的制定。

三 . TOD 計畫如何與都市更新相互驅動，以帶動都市再生？

都市更新有其獎勵項目及對價關係之回饋，其目的在於促進地區再生及翻轉，而
TOD 計畫同樣在 TOD 容積獎勵下規範其公益設施、都市設計等規定，兩者不謀而合，
故在兩者容積獎勵不得重複計列之規定下，如一地區同時符合都市更新及 TOD 計畫資
格，除可提供更多元化之公共設施、公益設施等，更能透過大規模整合促進地區整體發
展，而以大眾運輸為導向之發展，更能改善原地區既有交通模式，故相輔相成之下，以
期帶動臺北市之都市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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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TOD 大眾運輸引導都市發展計劃中，每個捷運場站及其周邊提升捷運節點的公共服務機

能為重要課題，以下就城市的點、線、面三個層次思考：

1. 就點的概念 - 考慮出入口聯通與周圍建物串聯的可行性。建議計劃性誘導捷運出入口
與建築物聯通 , 例如日本大眾運輸的立體聯通整體規劃，捷運出入口的聯絡通道能直
接進入周圍商業設施，並整合大眾運輸，提供具商業、餐飲及交通轉運等功能的立體
連通系統。

2. 就線的概念建立友善的步行環境。因應臺灣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 從捷運出口的內外出
發，規劃設計應更強調通用設計 , 建立友善的步行空間，以提升良好的步行環境。此
外導入靭性城市的觀念，開放空間提升綠覆率以及透水率。好的步行空間建立帶動人
潮，良好的捷運周邊將得以創造城市經濟、帶動城市活動。

3. 面的概念 - 站區節點空間機能混合使用。TOD Standard3.0 提倡混合使用，藉由捷運
節點空間機能調整，土地開發帶動沿線混合使用，促進多元都市活動以提升生活動能。
除了商業、居住機能外，考慮誘導建築物低樓層增加公益設施。包括文化、行政托老
托幼設施、社會服務設施，公益設施項目應考量公共性、都市防災、開放空間等面向。

二 . 臺北市 TOD 發展策略應先思考未來 20 年的臺北希望成為什麼樣的臺北城市，應由上到
下層級式概念出發。從全市性的 TOD 計畫再到地區定位，再依地區特色做地區計畫，
並同時提出地區交通策略 , 考量都市防災需求、韌性城市的概念，最後落實到都市設計
準則，再選定適合加級街廓。

三 . 增加地區自明性以營造都市地點的品質

建立清晰明瞭具有自明性 (identity) 的捷運節點，尊重地區特性，找出個別場站差
異性，以了解地區發展的課題，讓每個場站特性得以發揮。例如具有關鍵性的道路或建
立具有指引方向功能的地標，或具有文化資產保存意義之場站等因素。應發掘或保留重
要的城市意象，找出潛藏在城市中的自明性以營造都市地點的品質。

四 . TOD 計畫與都市更新相互驅動下，開發基地同時符合 TOD 計畫容積加級及公劃都更規
定可同時申請獎勵。由政府政策引導開發，由民間自行整合提出，並訂定 TOD 容積加
級將一定比例回饋市府作公益設施項目。可達到強化區域公共設施及公共環境的改善，
此乃提升公私部門合作的機會以創造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