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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及目標 

北投地區是臺灣北部溫泉文化與產業發展的根源，擁有陽明山國

家公園、地熱谷、北投圖書館、北投溫泉博物館、新北投車站、關渡

平原等山水綠資源、溫泉與文化景觀，已成為臺北重要觀光據點，考

量臺北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希望藉由北投具備山、水、綠、溫泉、

文化景觀等宜居環境，創造「慢活、幸福、『心』北投」的發展願景。 

市府透過「北投再生計畫」引導北投再發展，建構慢活幸福心北

投的發展理念，並提出七大構想，包括打造健康照護基地、發展北投

溫泉觀光、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發展、土地活化發展與公共住宅、北投

生態博物館發展計畫、友善交通、田園城市/公園綠地等，市府將持

續透過公開討論、公民參與、與市民共同塑造北投新願景，提供未來

生活良好的生活環境。 

本計畫發展目標如下： 

(一) 打造健康照護基地：111年臺北市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隨著

老年人口逐年攀升，市府為民眾的未來作規劃，打造照護實驗

場域計畫，透過潛力基地建立示範場域，提供醫療三線服務與

人才培訓，從北投區體現健康照護服務的價值。 

(二) 發展北投溫泉觀光：北投溫泉發源於日治時期，擁有百年歷史，

市府為北投發展溫泉專區，投入公共工程，輔導業者經營，溫

泉專區特色意象整體規劃。導入北投特色文化，結合商圈意象，

推廣專屬品牌產品，打造專屬的北投溫泉意象。 

(三)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發展：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將以發展資訊、通

信、生技等產業成為本是優勢產業主軸，帶動產業軸帶生成，

提供專案住宅，打造本市第三個科技重鎮。 

(四) 土地活化發展與公共住宅：結合檢討低度利用或閒置之公有土

地活化轉型再利用，為青年、就學就業民眾提供公共住宅，落

實居住正義，為高齡少子化社會做準備，建立居家照護，在宅

老化的全新生活型態，挹助城市活力，帶動地方發展。 

(五) 北投生態博物館發展計畫：以北投溫泉博物館為核心，串聯周

邊文史場館與自然環境，促進公私合作及民眾參與，打造北投

生態博物館群落。 

(六) 友善交通：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興建路外停車場，Youbike場

站擴點，綠色運具共享，提供最後一哩接駁。 

(七) 田園城市/公園綠地：整備士林北投科技園區公園與綠地，規劃

具社區休閒、滯洪與生態友善的濕地公園，銜接週邊綠帶系統，

建立城市花園意象。洲美堤防外灘地環境維護，打造安全家園，

關渡平原推動農業再生示範區，作為田園城市的實證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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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北投再生計畫位置示意圖 

 

 
圖２ 北投再生計畫發展目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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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發展構想 

(一)規劃研究範圍 

本計畫以行政區北投區為計畫範圍，位於臺北市西北側，早期因

硫磺溫泉資源，造就了北投特有的溫泉風情，西邊臨接新北市與淡水

河，北面與東面臨接陽明山國家公園，南邊則以基隆河與士林區為鄰，

土地面積約為 56.8216平方公里，現有 42里，827鄰，9萬 5,982戶，

25萬 7,682人，人口密度約 4,535人/平方公里(統計至 105年 7月

底止)。 

 

 
圖 3 規劃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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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發展構想 

本計畫為解決北投區目前都市發展課題，將整合現地豐富之山、

水、綠環繞、溫泉、文化景觀資源，提出 7項發展計畫： 

1.打造健康照護基地 

(1)現況 

臺北市於 103年 11月已從「高齡化社會」正式邁入「高

齡社會」，預估 111 年將邁向「超高齡社會」，屆時每 5 位人

口中即有 1位 65歲以上長輩，詳如圖 4，依研究報告顯示年

齡越大易造成慢性病、失能與失智的發生，故本市從北投區

的醫療資源及長期照顧需求分析，進而發展出本市健康照護

產業基地，透過觀光醫療、健康照護、人力培訓、長照設施、

土地活化等策略規劃，期望打造出健康照護基地之本市旗艦

模式。 

 
圖 4 臺北市與全國老年人口成長趨勢圖 

 

依據民國 99年全國失能率調查結果顯示：臺北市全年齡

人口失能率為 2.83 ％，65歲以上人口失能率則為 13.62％，

另臺北市 65 歲以上人口失智症盛行率約為 6.57％。據此推

估北投區 10年後需長期照護需求人數約為 1萬 1,136人。 

以醫療資源分析，北投區醫院家數計 6 家，佔本市醫院

總家數 16.2%，居全市之冠；另北投區病床數計 5,275 床，

佔全市總病床數 23%，顯示北投區醫療資源充足。 

次以長期照顧資源分析，隨著北投區老年人口快速攀升，

老人照護所呈現出的議題即包括：「在家老化」（aging in 

family）、「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與「機構老化」（aging 

in institution）的建置需求，故本市以上述 3 種服務類型

分類，包括：居家型、社區型及住宿型，據以分析本市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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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資源建置現況，依分析結果摘要如下：1. 亟待建置

北投區社區型失智症日間照顧中心，以符社區照顧及就近接

送需求。2.需積極設置長照床，以補現況之不足及未來擴增

之需求。3.需積極發展中繼期復健照護，以銜接急性醫療至

出院返家之黃金復原期，弭平照護縫隙。4.需開始發展建構

失智症多元化照護園區，滿足失智症病程發展各階段所需服

務屬性資源整合，並結合鄰近教學醫院，期可成為全國首座

失智症示範觀摩教學與產學研發合作園區。 

(2)發展構想 

綜整上述長照供需與北投區資源地理分布，本市繪製出

北投區醫療及長照資源現況與發展構想分布概要圖，詳如圖

5。 

A. 透由奇岩長青樂活大樓之成立，建立北投區多層級老人照

顧據點，服務對象涵蓋從健康、亞健康及失能者。 

B. 透由多層級老人照顧據點之佈建，發展長照 2.0社區複合

型日間服務中心，提供日間照顧服務、輕度失能復健（居

家復健或社區復健）、社區失智症照顧服務、營養餐飲服

務以及諮詢服務等。 

C. 透過專案新型計畫之獎勵申請，鼓勵民間發展創新型整合

式服務模式，結合北投區在地特色並加以整合與延伸其照

顧模式。 

 

 
圖 5 北投區醫療及長照資源現況與發展構想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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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北投溫泉觀光 

(1)現況 

本市共計 73家溫泉業者，其中新北投取供事業已設立完

成，溫泉區發展也漸趨成熟，行義路及中山樓取供事業工程

刻正進行中，其中行義路取供事業併配合本府工務局新工處

之路面改善工程、大地處之路寬改善工程及衛工處之汙水下

水道分管網工程等工程改善行義路溫泉區硬體環境、提升生

活品質，並輔導行義路溫泉區業者合法化。 

另有關本市溫泉產業及觀光發展，係由本府觀傳局辦理

行銷宣傳及發展旅宿產業、由本府產發局辦理湯花產業之推

廣，並由本府觀傳局、產發局及本市商業處補助溫泉相關活

動及商圈補助。 

(2)發展構想 

本市溫泉區管理計畫刻由本府觀光傳播局提送至交通部

觀光局審查，俟該計畫公告實施後，配合推動溫泉取供事業，

以達到地景保育、文化保存、產業發展、生態維護、健康生

活等目標。 

本府各局處將持續補助溫泉觀光產業相關活動，並利用

各種宣傳管道強化整體溫泉形象，以提升多元觀光客源，打

造北投特色商圈。 

 

 
圖 6 發展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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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發展 

(1)現況 

目前該園區刻正辦理區段徵收工程作業，預計於 106 年

12 月及 108 年 12 月分別完成 2 期工程後點交發還抵價地，

供企業投資進駐。 

本地區於區段徵收前範圍內土地大部分仍為農業使用，

臨承德路、文林北路及洲美街則有住宅聚落，並有部分作為

汽車展示廠及保養廠、加油站、倉庫及工廠等使用，範圍內

另有中正高中、文林國小、洲美國小等 3所學校。 

自 98 年 1 月公告區段徵收後，已完成用地取得、第 1

期拆遷範圍地上物拆除、抵價地分配及土地登記，現正進行

第 1 期公共工程、專案住宅工程施工，迄今本地區第 1 期拆

遷範圍公共工程施工進度已達 96.7%。 

(2)發展構想 

園區產業發展主軸因應產業發展趨勢及結合周遭區位優

勢與資源，規劃將以「智慧健康照護產業」及以雲端應用為

基礎所衍生之指數型科技服務產業為發展主軸；並以 T16、

T17、T18市有科專用地作為「智慧健康生活應用」示範基地。

(產發局) 

為因應本市產業發展策略及空間需求，發展本開發區成

為知識經濟產業知識庫及生物技術、媒體、資訊、通訊等相

關產業長期發展中心，並連結內湖科技園區及南港軟體工業

園區等產業軸帶，成為本市高科技產業創新走廊。(地政局) 

 

 
圖 7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產業發展主軸暨定位(產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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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臺北科技走廊示意圖(地政局) 

 

 

4.土地活化發展與公共住宅 

(1)現況 

北投地區有多處低度利用與閒置公有土地，其中秀山國

小預定地與光明國小預定地因應少子化趨勢已無設校需求；

稻香市場現況為氯離子建築物亟需改建；北投市場環境老舊

尚待整修。配合北投士林科技園區計畫，市府刻辦理機一用

地與奇岩社區之公共住宅規劃工程，以滿足地區住宅需求。 

(2)發展構想 

A.優質好宅北投居 

優先以公有土地興辦公共住宅，包括奇岩社區、北投士林

科技園區機一用地、國防大學等潛力基地，健全地區照護

系統，設置社區公益設施，提供北投優質好宅，落實公共

住宅政策，幫助年輕人在臺北市成家立業，提供年長者安

居住所，滿足在地安養需求。 

B.土地活化 

改善低度利用或閒置公有土地，配合健康照護理念，如光

明國小(臺鐵員訓中心)發展衛生社福構想，規劃設置失智

照護、社區型長照、中繼期復建照護、健康照護產業發展

等園區，建構本市智慧型健康照護實驗基地。 

 



 

11 

 

5.北投生態博物館發展計畫 

文化局以生態博物館群落（eco-museum）構想為理念，

以國內第一個由社區民眾自發保存古蹟之北投溫泉博物館為

核心，除串聯著名北投圖書館、北投公園露天溫泉、地熱谷

等新北投周邊的自然及人文景點；更將要強化統合周邊場館，

重組再現新北投車站及保存再利用中心新村為療癒眷村園區，

同時應用眾多的文資建物及自然環境場景，再造女巫溫泉、

休閒療癒及台語好萊塢豐富歷史情境。 

(1)現況 

以新北投捷運站旁之新北投車站重組門戶始，至鄰近之

北投公園沿線景點包含北投溫泉博物館(公共浴場)、北投圖

書館等共 17 處，文化局刻透過中心新村(台北衛戍病院北投

療養分所)聚落面狀保存及修復再利用，重現綠意清新、溫泉

療養之歷史地景。 

 
圖 9 節點空間分佈圖 

 

(2)發展構想 

北投溫泉博物館由單一核心館經營模式跨出，向生態/

生活環境博物館園區發展，除透過月琴祭、溫泉季等活動串

連週邊之原民會館、梅庭、北投文物館外，而近期將重組完

成之新北投車站將可成為另一入口亮點衛星館，累積多「點」

形成遊客熟習之北投公園為主的旅徑路「線」後，尚待發展

「面狀」聚落加入常民社區之公共空間(中心新村)，打造「北

投療癒眷村園區」，透過「溫泉、觀光、眷村及醫療」公共場

域的再造實現「療、浴、北投」的歷史場景。 

A. 結合新北投車站重組營運、協力北投溫泉博物館展開生態

化進程(營運規劃委託專業服務)。 

B. 盤點串連、修復及再利用新北投區公有文化資產(北投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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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博物館修繕工程及中心新村聚落保存再發展)。 

C. 中心新村公共化作為綠活慢療之營造社區精神舒緩空間

(公共溫泉開放、青創藝術育成及精神住宿醫療等)、促成

衛戌病院古蹟院舍及北投臺銀舊宿舍之釋出社區共同使

用，輔導及促進私有文化資產活化。 

 

6.友善交通 

(1)現況 

北投區位於本市最北端，往北銜接新北市淡水區，往南

銜接本市士林區，捷運淡水信義線為其主要公共運輸之一，

共設有 9站(明德站、石牌站、唭哩岩、奇岩站、北投站、新

北投、復興崗站、忠義站及關渡站)。在道路系統部分，洲美

快速道路及承德路為其主要聯外道路，提供南北方向的旅運

需求；區內有中央北路、大業路及文林北路及便捷公車路線

等串連捷運站與觀光景點(如北投博物館、關渡公園等)及各

生活圈(如天母商圈、士林夜市、陽明醫學大學、榮總醫院等)，

以因應不同旅運需求，輔以現有 21處 YouBike租賃站擴大最

後一哩之接駁服務。 

(2)發展構想 

北投地區再生計畫係以貫穿北投區的捷運淡水線為主軸

打造優質綠運輸環境，輔以公車系統提高公共運輸覆蓋率，

並透過 YouBike 擴點計畫補足最後一哩路、鄰里交通環境改

善計畫打造優質人行空間，開闢往內湖快速公車補足其與市

區東南側公共運輸服務需要，並透過興建路外停車場增加停

車供給。 

 

7.田園城市/公園綠地 

(1)公園綠地 

A.現況： 

配合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開發期程，刻辦理新建、整建與更

新公園工程，提供 6處公園及 7處綠地。 

B.發展構想 

 (A)短期(1~3年) 

工程類型 公園名稱 
闢建/更新

面積(公頃) 
備註 

新建工程 北士科軟橋(公 2)公園 0.45 104.10.3 完工 

新建工程 北士科洲美蜆仔港(公 3.32 105.2.15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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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園、綠 3、綠 4綠地 

新建工程 北士科綠 7～綠 11綠地 0.66 
預計 106 年 3 月底

完工 

更新工程 前山公園 3.63 103.12.5 完工 

更新工程 陽明公園 4.51 
預計105年10月完

工 

整建工程 
榮華公園 

榮富公園 

1.52 

0.91 

預計106年12月底

完工 

合計： 15.00  

(B)中期(4~7年) 

工程類型 公園名稱 
闢建面積

(公頃) 
備註 

新建工程 北士科公 1公園、綠 1、

綠 2、綠 5綠地 

3.78 預計 107年整地

施工、108年闢建 

新建工程 北士科公 4公園、綠 6

綠地 

1.77 預計 107年整地

施工、108年闢建 

合計： 5.55  

 

重點計畫共計 8項子計畫，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內 15處公

園綠地及公園更新整建工程 4處。其中前者分佈位置如下： 

 
圖 10 洲美堤防新建工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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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洲美堤防新建工程 

A.現況： 

洲美堤防目前堤頂高度為 6 公尺，其計畫保護標準為 20

年，考量其該等堤防係位於北投士林科技園區開發範圍，

故計畫配合開發期程一併施築。 

B.發展構想： 

為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域整體防洪需求，計畫以緩坡式堤防

方式將洲美堤防之保護標準由 20年提昇至 200年，並串連

上游雙溪及下游洲美快速道路段之堤防，以提升對民眾生

命財產安全之保護。 

 
圖 11 洲美堤防新建工程示意圖 

 

(3)洲美堤防外灘地整建工程 

A.現況：位於洲美街旁的洲美堤防堤外空間，除河濱公園自

行車道、碼頭及自行車租借站外，尚有一片較為寬廣的河

雙 21號公園。 

B.發展構想：透過北投洲美堤防外灘地整建，以提升河岸休

憩空間之景觀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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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洲美堤防外灘地整建工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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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府推動重點策略地區 

針對上述 7項發展計畫之重點策略地區提出執行計畫(各執行計

畫主辦單位一覽表如表 1) 

 

表 1 各執行計畫主辦單位一覽表 

計畫名稱 主辦單位 

重點計畫一、打造健康照護基地 
1.北投觀光醫療中心 衛生局 

2.奇岩長青樂活大樓 社會局 

3.稻香市場 衛生局 

4.秀山國小預定地 衛生局 

重點計畫二、發展北投溫泉觀光 

1.輔導溫泉區業者合法化 產業局 

2.行義路路面改善工程 新工處 

3.行義路 300巷、402巷路寬改善 大地處 

4.行義路溫泉意象造景規劃 產業局 

5.行義路溫泉取供事業 北水處 

6.行義路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 衛工處 

7.北投溫泉商圈補助 商業處 

8.北投旅遊手冊印製(多國語言) 觀傳局 

9.補助民間辦理活動 觀傳局 

10.發展溫泉旅宿產業 觀傳局 

11.北投溫泉行銷宣傳 觀傳局 

12.溫泉基金補助 產業局 

13.溫泉湯花產業推廣 產業局 

重點計畫三、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發展 

1.先期規劃暨招商作業 產業局 

2.區段徵收暨整地作業 地政局 

重點計畫四、土地活化發展與公共住宅 

1.國防大學 都發局 

2.光明國小預定地 都發局 

3.奇岩公共住宅 都發局 

4.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機一公共住宅 都發局 

5.北投市場 市場處 

重點計畫五、北投生態博物館發展計畫 

1.北投溫泉博物館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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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主辦單位 

2.新北投車站 文化局 

3.北投中心新村 文化局 

4.北投製片廠 文化局 

重點計畫六、友善交通 

1.臺北市公車路網結構調整 交通局 

2.YouBike提供最後一哩接駁 交通局 

3.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 交通局 

4.振華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交通局 

重點計畫七、田園城市/公園綠地 

1.公 1公園及綠 1、2、5綠地新建工程 公園處 

2.公 2公園新建工程 公園處 

3.公 4公園及綠 6綠地新建工程 公園處 

4.公 5公園及綠 3、綠 4綠地新建工程 公園處 

5.綠 7~綠 11綠地新建工程 新工處 

6.前山公園更新工程 公園處 

7.陽明公園更新工程 公園處 

8.榮華、榮富公園整建工程 公園處 

9.洲美堤防新建工程 水利處 

10.洲美堤防外灘地整建工程 水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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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計畫(含推動期程) 

(一)打造健康照護基地 

1.北投觀光醫療中心(衛生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位於北投區新民段二小段 0490、0490-1、0491、0492-1

及開明段二小段 5-5號等 5筆地號。基地面積 1,568.38 m²，

為特定觀光商業區、第三種住宅區。 

(2)發展規劃與現況說明 

目前由北榮康健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營運期

間自 103 年 6月 3日至 118 年 6月 2日止，結合老爺酒店與

北投區健康管理醫院。 

 

2. 奇岩長青樂活大樓(社會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位於北投區三合段 59地號(磺港路及三合街 1段交叉口)，

基地面積為 3,230.03 平方公尺，用途為機關用地，建蔽率

40﹪，容積率 400﹪，距捷運奇岩站步行約 5至 7分鐘。 

(2)辦理期程：  

A.辦理規劃設計及新建工程作業，已於 104 年底確認委託技

術服務廠商，預計 106年開工，108年完工。 

B.確認委託經營管理單位及營運，搭配新建工程完工日期，

辦理委託經營單位招標作業，預計 109年正式營運。 

 

3.稻香市場(衛生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位於稻香路與新興路交界，基地面積 3,273 m²，為市場用地。 

(2)辦理期程：  

A.短期（3年）：完成先期規劃與都市計畫變更，及基本設計

與發包施工。 

B.中期（4年）：辦理興建工程，委託經營，促進民間參與。 

 

4.秀山國小預定地(衛生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位於振興醫院北邊，基地面積 26,450 m²，為國小用地。

基地權屬分國有 1.4%(教育局)及市有 98.6%（財政局）兩類。

原由文化局租用電影拍攝，目前已終止合約辦理土地點交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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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事宜（與財政局租約至 106 年 4 月 30 日）。基地地形地勢

如下： 

A.全區山限區，現址有 14棵樹木規格達樹保標準。 

B.坡度 30%以下佔全區比率為 83.28%；坡度 30%～55%佔全區

16.35%；坡度 55%以上佔全區 0.37%。 

C.開發條件符合臨接已開闢完成之都市計畫道路，其面臨該

道路進深 30公尺範圍內面積在 2,000平方公尺以上。 

(2)辦理期程： 

A.短期（3年）：完成可行性評估與先期規劃（包括：土地鑑

界、地質鑽探與非市有土地之取得…等項目）及都市計畫

變更。 

B.中期（4年）：完成規劃設計與部分施工。 

 

(二)發展北投溫泉觀光 

1. 輔導溫泉區業者合法化(產業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行義路溫泉區東以磺溪東側距離 100 公尺之等高線及行

義路為界，西至陽明山第一公墓，北達陽明山國家公園分界

線，南抵行義路與天母北路交叉口，為整體規劃範圍，面積

約計 87.99 公頃。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係以主要計

畫範圍 14.53 公頃，擬定細部計畫。 

(2)辦理期程：  

溫泉業者須於 106年 3月 28日前提出開發許可申請，都

市設計審議核備後半年內申請建造執照。 

自來事業水處辦理本區溫泉取供事業建置，預計於 105

年底完工，屆時即有合法溫泉水可供申請。 

大地工程處辦理行義路 300 巷、402 巷及其連通道道路

之既有道路改善工程，將於 107年前完成改善工程。 

衛生下水道工程管理處辦理汙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同步

配合大地工程處改善工程施作。 

 

2.行義路路面改善工程(新工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更新範圍行義路(行義路 402 巷至泉源路)，長度約 440

公尺、面積約 4,356平方公尺。 

(2)辦理期程：  

短期(3年)：於 105年 3月 9日開工，並於 105年 4月 9



 

21 

日竣工。 

 

3.行義路 300巷、402巷路寬改善(大地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位於北投區行義路 402巷及 300巷，約 7000平方公尺(既

有道路改善面積) 。 

(2)辦理期程：  

A. 預計 105年 12月底完成行義路 300巷既有道路改善工程長

度約 200公尺。 

B. 預計 106 年完成行義路 300 巷及 402 巷既有道路改善工程

長度約 700公尺。 

 

4.行義路溫泉意象造景規劃(產業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配合本市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都市計畫案，於

14.53公頃區域範圍內進行整體溫泉意象造景規劃。 

(2)辦理期程：  

預計 106 年編列預算，先行辦理行義路溫泉產業專區整

體意象規劃設計。 

 

5.行義路溫泉取供事業(北水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本案預定溫泉井位置在行義路溫泉區內，本計畫範圍約

於惇敘工商以南，行義路 260 巷以北，涵蓋龍鳳谷及磺溪嶺

溫泉露頭之範圍。行政區域為臺北市北投區湖山段三小段。 

(2)辦理期程：  

取供事業設施經規劃設計，已於 104 年發包施工，相關

設施新建工程將於 105 年底完成。後續將成立取供事業，完

成經營管理計畫送審後，即可接受溫泉區業者申請供應溫

泉。 

 

6.行義路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衛工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本工程施工範圍為北投區行義路以東、磺溪以西、行義

路 192巷以北、行義路 402巷以南。 

(2)辦理期程：  

本工程於 104年 12月 21日開工，預計 107年 2月 1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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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北投溫泉商圈補助(商業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新北投溫泉商圈範圍略以新北投捷運站出口為主，沿北

投溫泉一、二號親水公園兩旁的中山路、光明路、溫泉路至

地熱谷一帶。 

(2)辦理期程：  

短期(3年)：105至 107年，額度為每年 30萬-80萬(視

商圈申請結果而定) 

 

8.北投旅遊手冊印製(多國語言)：(觀傳局) 

(1)規劃構想及策略 

編印《尋訪北投湯與美》中、英、日、韓語版手冊，介

紹北投溫泉文化、美食、歷史景點、自然生態、當地活動，

並規劃北投一日遊程，提供北投取得北巿府溫泉標章的飯店

業者名單及新北投站周邊觀光地圖。 

(2)辦理期程： 

A.短期（3年）：辦理《尋訪北投湯與美》中、英、日、韓語

版企畫、編印及製作電子版手冊等事宜。 

B.中期（4年）：持續改版更新北投周邊觀光文宣出版品。 

 

9.補助民間辦理活動(觀傳局) 

(1)規劃構想及策略 

為推廣臺北市各具特色之觀光亮點，並扶植民間辦理觀

光活動，編列觀光活動補助款。凡以民俗、節慶或彰顯地方

特色為主題，且促進本市觀光發展及增加觀光人潮的觀光活

動，均可依規定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2)辦理期程： 

短期（3年）：鼓勵北投地方協會舉辦溫泉產業相關活動，

並向觀傳局申請觀光活動補助款及行政協助，後續每年度持

續辦理。 

 

10.發展溫泉旅宿產業(觀傳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本市新北投温泉區共計 29家旅館業者。 

(2)辦理期程：  

A.短期（3年）：推廣穆斯林友善旅宿、懷舊旅館升級輔導。 

B.中期（4年）：推廣環保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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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投溫泉行銷宣傳(觀傳局) 

(1)規劃構想及策略(海外行銷) 

為吸引國際旅客至本市觀光旅遊並行銷北投溫泉，觀傳

局進行資源整合，與航空公司、旅行社、觀光業者合作，針

對目標市場規劃年度旅遊專案。 

(2)辦理期程(海外行銷)： 

短期（3年）：針對目標市場規劃年度旅遊專案，赴當地

辦理推廣活動、參加旅展、邀請當地旅遊業者至本市踩線，

以及運用多元行銷管道宣傳推廣本市觀光，後續每年度持續

辦理。 

(3)規劃構想及策略(國內行銷) 

行銷宣傳北投溫泉特色，持提高該地區資訊能見度。 

A. 配合季節加強宣傳特色活動 

B. 協助增加該區形象曝光度 

C. 配合溫泉季於北投旅服中心及梅庭發送文宣、規劃北投溫

泉相關遊程 

(4)辦理期程(國內行銷)： 

A.短期（3年）：配合該區特色活動，加強宣傳。 

B.中期（4年）：運用本府公益管道協助宣傳北投特色產業。 

 

12.溫泉基金補助(產業局) 

(1)基金補助用途 

補助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溫泉取供事業、溫泉使用事

業、溫泉取用費繳納義務人及以發展溫泉產業為宗旨之人民

團體作為辦理溫泉資源保育及管理、促進溫泉資源永續發展

與利用之研究發展、推動溫泉資源保育、管理及產業發展相

關之國際交流活動、溫泉區公共設施之相關用途。 

(2)辦理期程：  

每年 4 月底前召開次年度申請補助計畫審查會議，審查

各申請單位所提計畫；每年 12 月 20 日前召開當年度計畫執

行成效考核會議，考核各受補助單位實際執行情形、內容品

質及執行成果。 

 

13.溫泉湯花產業推廣(產業局) 

(1)規劃構想及策略 

產業局為積極扶植溫泉產業，除致力推動溫泉資源合法

取用與品質管理，更率臺灣之先投入溫泉資源多元應用，將

溫泉結晶透過特殊程序處理成溫泉湯花，輔導創新研發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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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花相關產品，有效擴大溫泉產業供應鏈範圍，帶動跨區經

濟效應及溫泉湯花產業發展。 

為延續產業 102-104年「臺北市溫泉湯花多元發展計畫」

之成果，持續發展溫泉湯花產業，本年度擬推行「溫泉湯花

品牌推廣及建置相關產業平台」計畫。 

(2)辦理期程：  

A. 102年至 104年「臺北市溫泉湯花多元發展計畫輔導推廣

專案」委託專業服務案已結束，未來將由業者延續推展。 

B.105 年「溫泉湯花品牌推廣及建置相關產業平台」委託專

業服務案執行中。 

 

(三)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發展 

1. 先期規劃暨招商作業(產業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依「變更臺北市基隆河以東、雙溪南北兩側地區主要計

畫為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案（區段徵收範圍)」劃定開發範圍，

包括雙溪、基隆河以北，磺溪以西，福國路延伸段以南，承

德路以東、文林北路以西所圍區域（其中中正高中、文林國

小、堤防用地及洲美快速道路已徵收且都市計畫未變更使用

部分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開發總面積 90.24公頃，科技產

業專用區面積 25公頃，其中承德路及磺溪西側之 T16、T17、

T18 市有科專用地為 8.4 公頃，將由產業局代地政局辦理招

商作業，作為園區科專用地開發示範基地，吸引代表性廠商

進駐。 

(2)辦理期程：  

本案產業局已於 103 年 11 月 21 日辦理「臺北市北投士

林科技園區產業主軸暨開發先期規劃」委託服務案，並業於

104年 12月完成「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先期規劃工作，並於

105 年 2 月 4 日簽奉市長核定由產業局代地政局辦理地上權

設定招商作業，後續招商相關作產業局將配合地政局案內T16、

T17、T18科專用地交付期程(地政局已規劃於 108年 12月辦

理用地交付)，規劃於 107年下半年啟動招商作業。 

 

2. 區段徵收暨整地作業(地政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本區段徵收範圍係依據「變更臺北市基隆河以東、雙溪

南北兩側地區主要計畫為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案」劃定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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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雙溪、基隆河以北，磺溪以西，福國路延伸段以南，承德

路以東、文林北路以西所圍區域，總面積約 90.24公頃。 

(2)辦理期程：  

A.短期(3年) 

辦理區段徵收用地取得、第1期拆遷範圍地上物拆遷補償、

拆除及第 1期公共工程施工、專案住宅新建工程施工。 

B.中期(4年) 

辦理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第 2 期拆遷範圍地上物拆遷補

償及第 1期公共工程施工、專案住宅新建工程施工。 

 

(四)土地活化發展與公共住宅 

1.國防大學(都發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國防大學位於捷運復興崗站、新北投站間，鄰近新北投

溫泉區、北投製片廠、稻香市場與秀山國小。校地面積約 40

公頃，使用分區為機關用地，隸屬國防部所有，現況為政戰

學院與管理學院使用。 

(2)辦理期程 

長程規劃與中央共同合作，結合 TOD 策略，進行整體規

劃，並以老人醫學研究中心為產業核心，周邊設置健康照護

實驗基地與公共住宅。 

 

2.光明國小預定地(臺鐵員訓中心)：(都發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位於民族街以東、奇岩路以西、公館路以北所圍之範圍，

面積為 31,332平方公尺，現為臺鐵局員訓中心使用，臺鐵局

就該預定地研提都市計畫變更及回饋構想，除改建為「三鐵

研究訓練中心」外，將都市計畫變更回饋30~40%作衛福使用。 

(2)辦理期程：配合臺鐵局期程。 

 

3.奇岩公共住宅(都發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位屬奇岩社區南側，介於捷運奇岩站與唭哩岸站間，面

積 5,932.44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用地。 

(2)辦理期程： 

統包工程標於 105年 11月初上網，預定 108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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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機一公共住宅(都發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位屬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核心，面積 9,515.49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為機關用地。 

(2)辦理期程： 

編列 106 年預算執行，用地俟第 1 期公共工程完工後讓

售予都發局。 

 

5.北投市場(市場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北投市場地址位於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 30 號 1-2 樓(北

投區溫泉段二小段 617地號)，基地面積 7,748平方公尺。 

(2)辦理期程 

A. 短期(3年) 

(1)105年底以前完成市場營業環境之整頓，並請相關專業

廠商完成市場 2樓現代化整修之營運藍圖設計。 

(2)106 年度與攤商達成共識後編列 107 年度施工監造預

算。 

(3)107年底前完成 2樓之整修。 

 

 (五)北投生態博物館發展計畫 

1.北投溫泉博物館(文化局) 

(1)基地位置 

北投溫泉博物館位於北投溫泉親水公園（北投 1號公園）

內，土地使用為公園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2)辦理期程：  

A. 短期（3年）：強化單位營運機制(105年至 107年) 

短期主要目標從硬體修繕工程著手，進行修繕、設備的規

劃及更新、修復，以維護古蹟建物保存及參觀民眾遊客之

安全。另北投溫泉博物館將於 2018 年邁入第 20 週年，開

始進行整體規劃（含展示內容與教育活動）。 

B.中期（4年）：區域整合、各單點串連(108年至 111年) 

區域資源整合與聚焦執行，從強化與北溫館周邊各館合作

機制著手。另建置研商凝聚「生態博物館園區」共識及運

作機制工作會議，逐步凝聚北投生態博物館園區各館腳色

分工之共識與執行策略。 

 



 

27 

2.新北投車站(文化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現況範圍包含北投區大業段一小段 7、6-2、20、230-1、

19、14、14-1、15-1、69-11 地號共 9 筆地號土地，基地面

積 11,930 平方公尺。車站總樓地板面積：1 層共 184.69 平

方公尺。 

(2)辦理期程： 

車站修復工程預定 106 年 4 月前完工並驗收，在修復工

程期間作為車站開幕的籌備期，辦理相關公民參與的活動，

並於開幕期及營運期規劃辦理一系列活動及年度營運計畫。 

A. 籌備期(短期計畫-修復中)： 

(A)建立社區動員與滾動機制 

(B)擴大公民參與 

B. 開幕期(短期計畫-初期營運)： 

舉辦「新北投車站回娘家」開幕系列活動。 

(A)【新北投車站歷史記憶展】靜態展覽 

(B)【北投有 GO讚】動態導覽 

(C)【新北投車站回娘家】周末創意展演(社區組織參與) 

(D)【好玩新北投】公益創意市集(搭配周末展演) 

C. 營運期(中長期計畫-營運穩定)： 

經由拜會北投地區相關人士，了解地方期待及可整合之資

源後，彙整各方建議訂定新北投車站營運規劃，目前營運

規劃主軸如下： 

（A） 建立營運管理制度針對開幕後提供之各項服務、辦公

空間、員工招募、志工招募及訓練等營運管理事宜，

進行籌備及執行，並建立制度化之營運管理制度。 

（B） 發展年度營運計畫 

a. 付費導覽服務 

b. 「北投生活體驗」資訊服務平台  

c. 商品開發及販賣 

d. 主題特展 

e. 常設民眾服務 

f. 教育推廣活動 

g. 整合行銷 

 

3.北投中心新村(文化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北投中心新村基地位置及面積：現況範圍包含北投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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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二小段 516-1、517、518、533-2、215-2 等 5 筆地號，面

積約 1.35公頃。 

(2)辦理期程：  

A. 短期（3 年）：除持續辦理眷村文化節，於 105 年啟動保

溫代管計畫，於現場設置保全、清潔委外及專案駐點人力，

進行眷村保溫活動及文物典藏。預定 105 年底完成保溫進

駐所需之簡易修繕，並開始進行第一階段全區規劃作業，

106 年完成全區基礎設施及幹線、第 1 區(溫泉眷村軸線)

修復再利用之設計發包，107 年開始第一階段工程施作及

基礎設施改善完成，及第二階段第 2、3 區(眷村療癒及藝

文青創)修復再利用之設計發包，108-109 年間第 1、2、3

區陸續竣工全區修繕完竣。 

B. 中期（4年）：107-109年進行全區修復及再利用工程，107

年辦理委外經營及財務評估研究案，預計執行至 108 年，

成果報告可供 109年修繕完竣辦理經營委外招標使用。 

 

 (六)友善交通 

1.臺北市公車路網結構調整(交通局) 

(1)基地位置 

北投區現況主要人潮聚集區，包括北投公園地區、關渡

地區、惇敘工商及行義路、榮總地區，均已有密集之公車路

線提供服務。 

(2)辦理期程：  

依當地居民乘車需求，適時檢討公車路線調整之妥適性

及可行性。 

 

2.YouBike提供最後一哩接駁(交通局) 

(1)基地位置 

北投區現有 21站，建置中站點 2站，站點位置及服務範

圍涵蓋範圍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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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YouBike站點位置及服務範圍圖 

(2)辦理期程：  

預計於 105年底達成 23站，並持續檢討增加站點密度可

行性，以擴大及方便民眾租賃便用之服務。 

 

3.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交通局) 

(1)基地位置 

以北投區全區 42里為規劃範圍。 

(2)辦理期程：  

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實施期程為 104 年至 109 年，自

104年 8月 31日市長視察中正區新營里時對外宣布啟動此計

畫，第一年度(104年)北投區並無里別報名。105年北投區經

自行報名、區公所調查意願表、議員建議等方式參與本計畫，

北投共計有 13 里(林泉、永明、吉利、中心、清江、永和、

溫泉、關渡、泉源、湖山、湖田、桃源、一德)參與，已初步

會勘清江里，後續將會勘其他里，並預計於 109 年度完成全

區之規劃。 

 

4.振華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交通局) 

(1)基地位置及面積 

基地位於臺北市北投區振華街 24號對面，基地面積含停

車場用地 5,562.26平方公尺及公園用地 8,764平方公尺。 

(2)辦理期程：  

104 年 12 月至 105 年 11 月辦理先期規劃可行性評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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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細設、監造與工程預算編列。 

105 年 11 月至 105 年 12 月辦理細部設計及監造技術服

務招標。 

106年 1月至 106年 5月辦理基本設計及都市設計審議。 

106年 5月至 106年 11月辦理建照取得及細部設計。 

106年 10月至 107年 4月辦理工程招標。 

107年 4月至 109年 9月停車場施工（約 30個月）。 

109年 12月取得使用執照。 

109年 12月至 110年 3月辦理驗收。 

 

(七)田園城市/公園綠地 

1.公 1公園及綠 1、2、5綠地新建工程(公園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公 1公園位於承德路與文林北路口旁；綠 1、綠 2、綠 5

綠地臨承德路旁，合計面積約 3.78公頃。 

(2)辦理期程：  

A.短期(3 年)：考量地方民意新增地下停車場需求重新規劃

公園配置方案，預計 106年 4月前完成都審作業。 

B.中期(4年)：107年整地，108年闢建。 

 

2.公 2公園新建工程(公園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軟橋公園位於士林區文林北路 53 巷旁，面積約 0.45 公

頃。 

(2)辦理期程： 

於 103年 12月 21日開工，104年 10月 3日完工。 

 

3.公 4公園及綠 6綠地新建工程(公園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公 4 公園近洲美街 122 號，綠 6 綠地位於福國路延伸段

路段南側，合計面積約 1.77公頃。 

(2)辦理期程：  

A.短期(3年) 預計 106年 6月底前完成細部設計作業。 

B.中期(4年) 依本府列管期程預計 107年整地，108年闢建。 

 

4.公 5公園及綠 3、綠 4綠地新建工程(公園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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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美蜆仔港公園位於承德路 6段與洲美街口，綠 3、綠 4

綠地臨承德路旁，合計面積約 3.32公頃。 

(2)辦理期程：  

103年 10月 28日開工，105年 2月 15日完工。 

 

5.綠 7~綠 11綠地新建工程(新工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綠 7、綠 8、綠 9、綠 10及綠 11綠地位於福國路延伸段

西路段南側，合計面積約 0.66公頃。 

(2)辦理期程：  

由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發包施工，預計 105 年 9 月底

工程上網公告，106年 3月完工。 

 

6.前山公園更新工程(公園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前山公園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面積約 3.63公頃。 

(2)辦理期程：  

102年完成規劃設計及工程發包，103年 3月 10日開工，

已完工。 

 

7.陽明公園更新工程(公園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公園位於陽明山湖山路 2段，已開闢面積約 39.73公頃，

更新面積約 4.51公頃。 

(2)辦理期程：  

103 年完成規劃設計，分二階段施工，第一階段於 105

年 1月 2日完成，第二階段預計 105年 10月完工。 

 

8.榮華、榮富公園整建工程(公園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榮華公園位於北投區明德路 150 巷 3 弄附近，面積約

1.52公頃；榮富公園位於北投區榮華三路及磺溪旁，面積約

0.91公頃，更新面積共計 2.43公頃。 

(2)辦理期程：  

105 年委託規劃設計，預計於 105 年底完成規劃設計，

106年開工，106年底完工。 

 

 



 

32 

9.洲美堤防新建工程(水利處) 

(1)基地位置及施作長度 

自基隆河雙溪橋至洲美大橋間，施作長度約 1,500 公

尺。 

(2)辦理期程： 

105-107年，本工程已於 105年 6月 29日決標，惟後續

開工期程須配合市民住宅移交完成後，方可進行。 

 

10.洲美堤防外灘地整建工程(水利處) 

(1)基地位置及面積 

自雙溪右岸建德橋至基隆河右岸洲美大橋段間之洲美堤

防堤外灘地，其施作面積約 5公頃。 

(2)辦理期程：預定 105~108年，配合洲美堤防工程完工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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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一)打造健康照護基地(衛生局、社會局) 

1.北投觀光醫療中心(衛生局) 

「臺北市北投觀光醫療暨健康保健中心」大樓具備觀光

醫療、健康檢查、養生保健、溫泉旅遊等軟、硬體元素，各

元素間雖相互獨立但彼此間又具有緊密連結之特色，同時具

備整合、帶動及連結北投地區健康產業與溫泉旅遊業發展之

效益。 

 以使用者機能論，該空間能同時滿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陽明院區北投門診部、臺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市

照顧管理中心北區服務站及經營醫療觀光產業之委託經營管

理廠商之需求。除活化公有土地資產外，並有效引進民間資

金、創意與活力，透由民間參與開發利基，共同創造臺北市

政府、民營機構與民眾三方使用者最大效益。 

2.奇岩長青樂活大樓(社會局) 

(1)連續性照顧 

本案同時規劃老人服務中心、日間照顧中心及失智照顧

機構，使長者從健康到失能(智)，均能得到連續性之照顧。 

(2)社區融合 

本案 1 樓提供部分商業設施(餐廳、烘焙坊等)、親子活

動設施等，期能增加與社區鄰里之互動，另 6 樓配置各類型

活動教室，使本建物不僅為服務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亦為社

區鄰里之活動場所；使服務使用者與社區融合，達到加乘之

效果。 

(3)資源整合 

北投區較缺乏類本案建物之大型服務提供場所，屆時可

整合北投區社福資源，使福利服務提供更具效率。 

3.稻香市場(衛生局) 

首創結合衛生福利設施市民活動空間，該大樓除保留原

有區民活動中心暨圖書館，另將設置保母托育資源中心，提

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照顧的多元連續服務，以創造一

個全年齡層皆可使用，扶老攜幼的現代化複合型社區公共設

施。 

4.秀山國小預定地(衛生局) 

發展成為本市具指標性之健康照護基地，期透過健康照

護、人力培訓、長照設施、土地活化等策略規劃，實現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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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老化之願景，透由多層級老人照顧據點之佈建，提供從

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機構式照顧的多元連續服務，向前

端優化初級預防功能，以活力老化減緩失能為主，向後端提

供多目標社區式支持服務，減輕家屬照顧壓力，並透過長照

2.0 規劃之結構性服務，以多元佈建方式，並鼓勵服務資源

創新發展，結合北投區在地特色並加以整合與延伸其照顧模

式，在現有服務架構體系上，更進一步開拓符合社區特色之

長期照護新型服務模式。 

 

(二)發展北投溫泉觀光(產業局、新工處、大地處、北水處、

衛工處、商業處、觀傳局) 

1.輔導溫泉區業者合法化(產業局) 

未來業者於溫泉專區內各開發許可分區整合提出整體開

發計畫經市府開發許可審查通過後，再分別循程序報內政部

核定變更為溫泉產業專用區，以合法營業。並落實溫泉總量

管制，維護山坡地安全與保護溫泉資源。以兼顧環境保育、

公共利益與促進溫泉產業永續發展。 

2.行義路路面改善工程(新工處) 

路面維護可有效強化市民用路安全及整體施政形象，並

達成道路路面平整性及設施完整性。 

3.行義路 300巷、402巷路寬改善(大地處) 

改善既有道路提升服務品質，吸引遊客振興溫泉產業。 

4.行義路溫泉意象造景規劃(產業局) 

完善行義路溫泉區整體景觀及環境綠美化，營造行義路

特色溫泉，藉以發達觀光資源，並提供市民休閒遊憩場所。 

5.行義路溫泉取供事業(北水處) 

本區溫泉業者原係自行接引河川上游冷泉直接貫入溫泉

露頭調配成溫泉水，沿磺溪岸邊設置管線，由於缺乏整體規

劃管理，私接的冷熱水管線數量繁多且凌亂不堪，影響環境

觀瞻，而且造成水源污染，使本區的自然資源無法充分展現。 

北水成立該區取供事業後，未來採用聯合供水方式，在

溫泉容許使用範圍內，將溫泉資源作有效的使用，並確保溫

泉資源之永續利用。 

6.行義路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衛工處) 

行義路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完成後，可提供行義路主

線、402巷、300巷及 260巷生活污水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

改善溫泉特定區周邊環境衛生、提升生活品質與減輕河川污



 

35 

染。 

7.北投溫泉商圈補助(商業處) 

(1)形塑商圈亮點節慶活動，創造在地特色促進商機。 

(2)今(105)年將辦理 1 場次新北投溫泉商圈行銷推廣活動，

預期活動總參與人次至少達 2,000 人次，提升商圈店家來

客數及營業額 2成以上，媒體露出至少 12則以上。 

8.北投旅遊手冊印製(多國語言)：(觀傳局) 

本案截至 105 年 9 月 9 日已印製《尋訪北投湯與美》中

文版 4萬本、英文版 8,000本、日文版 8,000本、韓文版 8,000

本，並製作各語版電子版手冊於臺北旅遊網供民眾下載。 

9.補助民間辦理活動(觀傳局) 

期許透過觀光活動補助能邀集具創意與行動力的精彩提

案，結合更多民間產業、協會等力量，共同創造觀光加乘效

果，開創政府與民間合作契機，共同行銷臺北溫泉，活絡觀

光產業，提昇臺北觀光效益。 

10.發展溫泉旅宿產業(觀傳局) 

輔導温泉區旅館全面提升服務品質。 

11.北投溫泉行銷宣傳(觀傳局) 

(1)海外行銷 

藉由與航空公司、旅行社及觀光業者合作，針對目標市場

特性規劃旅遊產品、結合臺北優質店家如北投溫泉飯店業

者等，提供超值優惠券供旅客選擇使用，以促進及刺激旅

客於本市購買及消費。同時結合本市重大節慶活動(如臺北

溫泉季、跨年晚會、臺北燈節、世大運等)、在地特色文化、

景點及美食小吃，吸引海外旅客至本市觀光旅遊及參加在

地大型特色活動，並針對不同目標市場旅客特性規劃特色

遊程(如北投溫泉路線)，供旅客參考選擇，增加停留時間。 

(2)國內行銷 

塑造北投溫泉區優質形象、提升該區旅遊資訊能見度 

12.溫泉基金補助(產業局) 

辦理溫泉資源保育及管理、促進溫泉資源永續發展與利

用之研究發展、推動溫泉資源保育、管理及產業發展相關之

國際交流活動、溫泉區公共設施等。 

13.溫泉湯花產業推廣(產業局) 

(1)發展溫泉產業與溫泉湯花產品，促進臺北市溫泉產業發

展。 

(2)結合當地溫泉業者，展現溫泉湯花多元文化之面貌。 

(3)透過產地認證，維護與創造臺北市溫泉湯花品牌價值。 



 

36 

(三)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發展(產業局、地政局) 

1.先期規劃暨招商作業(產業局) 

(1)預估帶動 3萬 5千名就業人口。 

(2)藉由本府投入之各項軟、硬體建設與輔導措施，鏈結「內

湖科技園區」及「南港軟體園區」，打造臺北科技廊帶，發

揮產業群聚效應。 

(3)吸引國內、外科技產業之企業總部、研發中心進駐，營造

臺北市成為科技產業之運籌研發重鎮。 

2.區段徵收暨整地作業(地政局) 

A.公設完善，環境升級 

本區開發完成後取得 52.78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其中公園

綠地面積 10.58 公頃，增加綠化、休閒活動空間，提升居

住品質。 

B.領導潮流，產業定位 

本區屬本市科技走廊之一，劃設有科技產業專用區，未來

將結合周邊醫療資源、生技產業優勢，發展數位內容產業

及智慧健康照護產業。 

 

(四) 土地活化發展與公共住宅(都發局) 

1.健康照護升級 

提供老人醫療，打造健康照護空間，滿足本市衛生社福

需求，為老人化世紀預先準備。 

2.完善地區防災整備 

將國防大學及周邊地區連結，避難空間透過周邊防災公

園與防災任務學校，結合臺北榮民總醫院的醫療空間與公共

住宅或中繼住宅的居住空間提供，建立士林北投防救災整備

基地。 

3.提升公共住宅存量與品質 

因應高齡少子化社會來臨，公共住宅結合永續、智慧、

節能與通用設計，建立居家照護、在宅老化全新生活型態，

公共住宅的提供，協助青年成家，年長者安心養老，滿足地

方居住需求。 

4.中央地方雙贏，提升國家競爭力 

北投地區設置國家級老人醫學研發中心與智慧型健康照

護實驗基地，具備醫學研發與醫療照護功能，促進中央與地

方合作，提升國家衛生醫療與社會福利品質。 

5.促進地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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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國防大學與周邊地區，包含稻香市場與秀山國小預

定地等潛力基地，規劃朝向健康照護發展相關產業使用，促

進公有土地活化轉型再利用，帶動地方發展。 

使北投市場達成營業有秩序、環境要清潔、場所要安全

等多樣化指標之現代化營運模式市場。 

 

(五)北投生態博物館發展計畫(文化局) 

1.北投溫泉博物館 

(1)北投溫泉博物館係臺北市文化局結合文化氣息之展演、活

動、經營等概念，藉由建築實體所包含的歷史、藝術價值，

提供歷史的見證，以激起市民集體的記憶。 

(2)在現有的基礎下，延伸過去『活』至今日的價值」館所，

除基本館所營運的推動，透過短、中、長期規劃與執行，

經由區域整合與公私協力，呼應生態博物館形塑地方文化

認同的積極意涵，並可搭建起下一階段北投生活博物園區

的對話平台 

(3)長期計畫建置「生活環境博物園區」，經由社區組織一同

參與、社群網路媒體行銷計畫等方式，可使北投溫泉博物

館具備北投區域文化「入口」與「轉運站」的功能，產生

促進文化保存與資產活化相乘的功效。 

2.新北投車站 

(1)凝聚地方知識共同感。 

(2)發展北投地方知識多元性。 

(3)宣傳溫泉產業觀光。 

(4)豐富學校校外教學。 

3.北投中心新村 

(1)增加及提昇地區文化資產建築群保存經營範圍及品質。 

(2)提供公共開放空間及遊客動線，形成文化觀光亮點。 

(3)以文化資源活化促進及廣大社區參與多元性及年齡層。 

(4)推廣自然及人文(溫泉產業、眷村歷史及自然保育特色)

作為環境教育場域。 

(5)具體衡量指標：增加整體遊客人次數：10%。新增公共開

放面積：0.5公頃以上。 

 

(六)友善交通(交通局) 

1.臺北市公車路網結構調整 

提供更便捷、舒適及安全之交通服務，以滿足民眾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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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及利於不同運具間轉乘，進而減少私人運具使用比例。 

2.YouBike提供最後一哩接駁 

使民眾步行 5至 10分鐘即可達租賃站，滿足第一哩及最

後一哩交通接駁需求，並使公共自行車成為民眾生活化之交

通工具，減少及移轉私人機動車輛之持有及使用，以達改善

都市道路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及能源損耗目的。 

3.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 

本案預期效益為建立安全行人通行空間、維持有效消防

空間、整頓合理停車空間及設置社區無障礙環境。期望北投

區能在完成計畫後，能建立安全行人通行環境、維持有效消

防空間，並擁有合理停車空間及無障礙通行空間，並減少違

規停車，建立人本交通環境。 

4.振華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本區多數為老舊公寓未附設停車位，致使違規停車情形

嚴重，於停車場完竣營運後，可減緩該區域建物附設停車空

間不足所衍生停車需求；另停車場進離場主要動線採取巷道

雙邊禁停管制、非主要出入動線則採單邊禁停管制，以兼顧

周遭巷道車行需求服務。 

 

(七)田園城市/公園綠地(公園處、水利處) 

1. 公 1公園及綠 1、2、5綠地新建工程(公園處) 

(1) 提供民眾具自然綠意的休憩場所。 

(2) 保留歷史建物賴氏祖厝，結合歷史記憶及地方紋理，創造

具地方特色的公園。 

(3) 創造綠帶系統，提供生態跳島及綠廊的功能。 

2. 公 2公園新建工程(公園處) 

創造與社區開放空間及綠地連結，滿足不同族群之使用

需求，帶入生態價值，設計具生態多樣性的公園。 

3. 公 4公園及綠 6綠地新建工程(公園處) 

提供當地鄰里休憩公園需求，配置兒童遊戲場及休憩場

所。 

4. 公 5公園及綠 3、綠 4綠地新建工程(公園處) 

(1) 提供環境教育、自然觀察及生態跳島等功能的公園。 

(2) 保留水道為滯洪池，負擔鄰近集水區之暴雨逕流。 

5.綠 7~綠 11綠地新建工程(新工處) 

創造生態綠廊，增益都市生態功能；提升整體市容景觀，

提供民眾散步休憩之綠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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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前山公園更新工程(公園處) 

保留百年歷史日式庭園之風貌，創造老舊公園新價值。 

7.陽明公園更新工程(公園處) 

改善花鐘前人車交織的危險現象，將部分停車場改造為

花鐘廣場、人工溪流及櫻花林，創造融入紗帽山地景及國家

公園生態特色的公園，提升公園休憩品質。 

8.榮華、榮富公園整建工程(公園處) 

改善公園環境，結合當地特色，導入通用設計及多元化

的使用機能，創造結合水與綠的近自然公園。 

9.洲美堤防新建工程(水利處) 

新建雙溪橋至洲美大橋間之洲美堤防，建構符合臺北地

區防洪計畫之整體防洪設施，以提升及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

全。 

10.洲美堤防外灘地整建工程(水利處) 

提升整體景觀及親水功能，營造優質之休閒遊憩環境併

同改善河防安全，亦可提升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周邊河岸休憩

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