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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中興新村原為臺灣省政府所在地，整體都市架構參仿英國霍華德「花園城

市」(Garden City)模式創建，民國88年省府組織精簡後，中興新村的行政機能與業務，隨

著組織調整與合併而大幅減少，再由於九二一地震引發規模強大的災害，中興新村建築

受損嚴重，市鎮機能與活動進一步衰退。民國98年11月19日行政院核定「中興新村高等

研究園區籌設計畫」展開推動中興新村成為生態社區、文化創意及高等研究之聚落，期

使中興新村風華再現。

本文分別針對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之發展定位及目標，說明園區發展構想為核心

研究功能、市場化實驗場域，提供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平台，建立支援區域產業研發營

運環境的重要基地，並分析計畫目標與與永續發展架構之鏈結關係。其次，整體規劃說

明園區主要之規劃項目，包括土地使用、綠色交通及景觀與都市設計等內容。接著，以

生態社區指標模擬評估規劃內容，確認本園區在落實永續發展、綠色園區及節能減之規

劃成效，經模擬評估結果，本園區規劃大致皆以能符合設定之目標。最後，就園區發展

之現況，檢視規劃成果之實踐。

永續生態
綠色低碳園區的
實踐─中興新村
高等研究園區

321

壹、前言

民國45年臺灣省政府從臺北市疏遷到中興

新村辦公，中興新村的整體都市架構參仿英國

霍華德「花園城市」(Garden City)模式創建，規

劃完善的辦公與住宅合一之田園式行政社區，

全區於民國46年建設完成。

惟因民國88年省府組織精簡後，臺灣省政

府原有在中興新村的行政機能與業務，隨著組

織調整與合併而大幅減少，加上車籠埔斷層通

過中興新村東側，九二一地震引發規模強大的

災害，使得本區之行政機能逐漸消退，喪失既

有的市活力，就業人口也快速流失，嚴重影響

地方的經濟活動。

為了重現中興新村往日風華，政府宣示中

興新村發展為文化創意及高等研究園區之政策

方向，國科會研提「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籌

設計畫書」於民國98年11月19日經行政院核

定，並由國科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展開

各項開發作業。

高等研究園區設置於中興新村都市計畫區

內，位於南投縣的西北隅，距離草屯鎮約4公

里，南投市約6公里，地處南投平原和東側南投

丘陵的交界，與商業中心的草屯鎮和具行政機

能的南投市形成三角發展地帶，園區總面積約

為258.97公頃，詳圖1。

本園區引進之產業有別於其他科學園區，

主要引進不製造量產之科技研發、文化創意及

行政辦公等，且園區位處文化資產豐富之中興

新村，因此於實質計畫階段即納入永續發展、

生態社區、綠色交通及智慧綠色園區等概念進

行規劃，期使本園區發展為永續生態綠色低碳

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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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定位及目標

一、發展定位

高等研究園區發展構想是以核心研究功

能、市場化實驗場域，提供基礎研究與應用研

究平台，建立支援區域產業研發營運環境的重

要基地，並以現代化的園區管理方式，配合整

體產業發展，建構成臺灣西部科技走廊的研究

發展重心，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高等研究

園區」，園區發展定位如圖2。

圖1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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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研究園區的推動係經由綜合及跨領域

的詳細規劃，依據園區的政策目標、國內及國

際案例的發展方向，以及在地特質與需求等擬

定發展目標，園區的推動牽涉議題甚為廣泛，

為有效率達成目標並凝聚共識，針對園區重大

發展議題，包括：總體規劃、都市設計、景

觀、經濟、環境、設施與結構、能源效益、人

文與社會、廢棄物、交通方面等，就環境、社

會及經濟等層面訂立永續發展目標，以為專業

領域規劃發展之依循(詳圖3)。

園區以提供優質之研發創新環境、便利之

交通、完善及舒適之生活機能、生態與國際化

環境，達成以邁向永續發展的科技基地、創造

國家頂尖人才的培養皿、未來新生活模式的實

驗場域、具備國際化特質之居住環境計畫之目

標，並配合「推動建置智慧綠色科學園區示範

計畫」，推動節能減碳之綠色研發環境。

二、計畫目標

圖2 高等研究園區發展定位

 

 

 
 
 

 
 

 

  

 

 

圖3 整體計畫目標與永續發展架構鏈結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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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整體規劃

高等研究園區的整體規劃涉及層面廣泛，

本文就主要之規劃內容包括土地使用、綠色交

通、景觀及都市設計等項目說明。

一、土地使用

(一) 整體空間架構

 本園區之規劃以尊重既有空間歷史脈

絡，配合文化資產指認結果(一處古蹟、

十一處歷史建築及234公頃文化景觀區)，展

現當地一貫注重「環境、綠地、人文」的花

園城市特質為主。在整體空間架構分析上，

注重下列要素，形塑具地方特色之空間關

係，整體空間架構如圖4所示，說明如下：

1. 雙核單軸、二生一研

 以二個核心區產業及多個生活社區結合

之南北向軸線，營造自給自足的花園城市

生活、生態與研發並重的環境永續經營。

圖4 園區整體空間發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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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色交通

(一) 綠色智慧交通發展願景

 在高等研究園區永續發展之節約、減

量及再利用自然資源、提供健康舒適的宜

居環境等目標下，導入綠色交通導向之都

市規劃模式。在打造智慧綠色科學園區，

建立生態示範村目標下，智慧運輸導向之

交通發展，則應仰賴新穎技術與乾淨能源

之應用，園區綠色智慧交通發展架構如圖5

所示。

 綠色智慧交通之規劃理念，係藉由適

當策略改善道路交通服務水準、減少旅運

需求、減少民眾對機動車輛之依賴、強化

步行與自行車之無障礙使用環境、道路空

間設施優先服務綠色運具，提供更友善、

更便利、更健康之交通運輸環境。透過綠

色運輸導向之都市規劃模式，在空間配置

上尋求交通運輸系統與土地使用的適當規

2. 藍綠軸線、鄰里單元

 本園區之生活社區與東西向藍綠軸線交

錯，溝渠與綠地作為鄰里單元界線，並以

小學及市場為鄰里中心，使各鄰里得以發

展自我特質。

(二) 分區發展及使用

1. 北核心

 北核心行政區原為省府及相關單位員工

之主要工作區域，屬於文化景觀區，保留既

有建物，維持既有機關行政、辦公機能。

2. 南核心

 南核心屬於新開發區，規劃核心研發產

業區，提供高等研究產業進駐。

3. 生活單元區

 本區亦屬於文化景觀區，改善既有公共

設施及整建宿舍，創造結合就業及居住的

良好環境，同時引進文化創意產業進駐。

圖5 園區綠色智慧交通發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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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達到旅次需求減量、旅次長度縮減、

大眾運具配比提高、非機動運具普及、綠

色能源使用比例提高等目標。

(二) 發展策略

 建構綠色交通環境與串聯交通運輸網

路，減少汽機車使用率，改善空氣品質與交

通環境，配置詳圖6，主要發展策略如下：

1. 倡導騎乘自行車(自行車道系統)

2.  大眾運輸轉運站及路線優化(公車及客運

系統)

3. 改善步行環境(人行道系統)

4. 智慧交通系統設施

三、景觀與都市設計

(一) 規劃目標

 本園區所座落之中興新村向為臺灣省

「行政中樞」，如今隨世代更迭，朝「智

圖6 園區綠色智慧交通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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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之設計理念及推動智慧建築之節能、

綠能概念、誘導低碳運具使用之空間規劃

等方向，除考慮動植物物種的能量流動

外，亦將人類活動及其生活納入永續環境

體系內，以提供舒適、低碳和良好空氣品

質的生活環境為目標，期能打造兼具景

觀、生態、生活之永續健康環境，規劃概

念詳圖7所示。

(二) 規劃構想

 串連虎山自然山林綠帶，並結合園區

內之公園、綠地系統及道路綠廊，創造生

態廊道及生態跳島之綠化設施，保存既有

綠地並修補綠帶系統，提供生物棲息、活

動之空間。重新檢視園區內之河道與坡地

規劃，進行生態整治及洪水防護，以綠地

慧綠色園區」概念為發展方向，除延續原

50年代發展的中興新村環境規劃理念，即

產業(生產)、生活、綠地(生態)充分平衡的

自足社區外，藉由各自的循環代謝形成彼

此的交互作用，同時呼應全球氣候變遷、

加強環境保護、節約資源和能源的決心，

實現人與人和諧共存、人與經濟活動和諧

共存、人與環境和諧共存的永續園區規劃

概念。

 基此概念下之永續園區發展願景，由

巨觀到微觀(From Macro to Micro)的水綠環

境營造及節能減廢策略將朝：最佳化利用

與維護既有自然生態與水資源、串連區域

藍綠帶系統網絡、改善及營造生物棲地、

綠覆面積最大化、不透水鋪面最小化、短

距離到達目的地之活動需求滿足、落實綠

圖7 園區景觀及都市設計規劃概念圖7 園區景觀及都市設計規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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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滯洪保水、雨水再利用、流動、滲透

之場所，形塑舒適「微氣候」，改善親水

設施。整體景觀發展構想如圖8所示。

肆、生態社區規劃評估

為確認本園區規劃在落實永續發展、綠色

智慧園區及節能減之成效，需對規劃結果進行

效果檢核，尤其評估機制更能引領不同專業之

規劃者達成共識，為共同之規劃目標擬定實施

策略。

(一) 評估架構

 我國的「生態社區評估系統(EEWH-

EC)」，乃延續國內既有綠建築EEWH評估

系統與既有生態都市之研究成果，結合

LEED-ND與CASBEE-UD有關生態社區的評估

方式，作為我國永續都市政策的推手。

圖8 園區整體景觀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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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城市發展架構及策略，基本上影響評估

結果之自然環境及人文條件為既有的，而

發展策略則屬於假設性的配套及措施，模

擬評估範圍如圖9，模擬評估結果各分項得

分如表2所示。

 於推動高等研究園區實質計畫之際，

適逢國內「生態社區評估體系EEWH-EC」

發展成熟，已由研究階段進入試行並鼓勵

申請候選證書及標章階段，其兼顧社區的

「環境品質」與「社區機能」之內涵與本

計畫推動之目標一致，

應用其評估方式對於本

園區以永續理念發展更

具 實 質 正 面 的 重 大 意

義。

 本計畫依據永續發

展架構所推衍之發展項

目，幾可與EEWH-EC評

估體系中環境與社會二

大面向、五大評估範疇

之指標找到相對應之項

目(詳表1)。

(二) 評估模擬結果

 分別針對園區第一

鄰里單元(光華里)、示

範社區及南核心區進行

生態社區模擬評估，本

模擬評估係基於既有中

興新村「花園城市」架

構下之自然環境及人文

條件，並配合研擬之生

表1 生態社區評估基準

總得分分級基準

住宅型社區
（A.B型社區）

250≦EC＜300 300≦EC＜350 350≦EC＜400 400≦EC＜420 425≦EC

住宅型社區
（C型社區）

200≦EC＜240 240≦EC＜280 280≦EC＜320 320≦EC＜340 340≦EC

非住宅型社區 150≦EC＜180 180≦EC＜210 210≦EC＜240 240≦EC＜255 255≦EC

等級 合格 銅 銀 黃金 鑽石

資料來源：生態社區評估手冊，內政部營建署，民國99年。

圖9 生態社區模擬評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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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鄰里單元：整體得分381.86，銀級

2. 示範社區：整體得分429.92，鑽石級

3. 南核心區：整體得分259.70，鑽石級。

本園區基地本身提供大量的綠化面積、透

水鋪面及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此項資源是高等

研究園區最珍貴的資產，未來各區塊無論採取

何種開發方式，應掌握住保留既有資源之方向

進行，並落實「綠建築」標章及「智慧建築」

制度的推動。

伍、發展現況檢視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的推動整合各

部會資源與南投縣政府合作，共同打造科技文

創、國際化文創及在地產業化文創的多元文創

融合園區。

「南核心區」目前已引進34家廠商進駐，

進駐廠商包括百佳泰、台灣可速姆、金聖源、

信織實業、正瀚公司及工研院、資策會等7家

單位。工研院內目前共有18家合作廠商、2所

大學、1家應變中心與1家縣府招商辦公室進駐

與該院進行合作計畫；資策會則有2家培育廠

商進駐該會育成中心。南核心區整體出租率達

47%，帶進就業人數達2,378人。

中興新村目前還有36個行政機關在此服務，

包含台灣省政府、內政部中部辦公室、衛福部中

部辦公室、農委會農糧署、公路總局公路人員

訓練所中部訓練中心等，辦公人數逾2,000人。

「北核心區」及「中部生活區」推動「未

來優質生活實驗場域計畫」，如「中部生活

區」將活化閒置宿舍整修為「藝術一條街」，

並與文化部攜手招募藝術家駐村；另將規劃

「青創實驗工作室」招募青年創業家，提供青

年創業。園區內的「36智慧驛站」，過去為省

府時期的招待所，現由中科管理局整建作為智

慧居家生活的示範屋，提供智慧節能、智慧偵

測、遠距智慧健康照護等示範。此外，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智慧運輸-車聯網示範場域規劃建

置計畫」亦積極展開。

中科管理局運用中興新村完整保留的英式

花園城市街廓設計，積極與地方鏈結、活化當

地發展如南投縣政府每年10月舉辦「南投世界

茶業博覽會」，每年吸引逾30萬人潮。此外，

民國103年於高等研究園區舉辦的「臺灣燈會」

吸引730萬參觀人潮，對當地整體觀光產業發展

都有助益。

綜合前述，目前園區已有初步開發成效並

表2 生態社區模擬評估結果

評估標的
評估範疇

第一鄰里單元 示範社區 南核心區

B型社區 B型社區 科學園區

原得分 系統得分 原得分 系統得分 原得分 系統得分

生態 205.11 100.00 279.92 100.00 91.30 91.30

節能減廢 121.60 100.00 155.79 100.00 137.00 100.00

健康舒適 87.98 87.98 90.99 90.99 68.40 68.40

社區機能 93.88 93.88 80.93 80.93 --- ---

治安維護 -66.00 0.00 58.00 58.00 --- ---

得分 442.57 381.86 665.63 429.92 296.70 259.70

等級 銀級 鑽石級 鑽石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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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機能所必需之基礎設施，園區部分設施

被指認為文化資產，在永續發展、智慧綠

色園區及節能減碳等園區規劃目標下，需

就園區內具有文化保存價值之建築、設

施、環境提出整體性的保存及相容性活化

利用，讓園區開發與文資保存雙贏。

二、 園區規劃智慧綠色科學園區為發展方向，

與原先設定之目標大致相符，相信在政府機關

團隊協力下，將使中興新村風華再現。

陸、結論與建議

一、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設立於既有之中興

新村都市計畫範圍內，現況已具辦公及生

圖10 園區發展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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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相關生態城市實施策略，朝向兼顧環

境、社會及經濟層面永續發展之目標，建

議未來園區依循計畫擬定之發展架構，定

期檢討相關指標的達成度，確保智慧綠色

科學園區的達成。

三、 目前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南核心區」

已有多家研發單位進駐，包括經濟部中臺

灣創新園區(工業技術研究院)及資策會等

共計34家廠商，「南核心區」土地出租

率達47%以上。另外，在生活區已進行單

身宿舍整建供進駐廠商員工使用，並整理

出部分閒置眷舍作為藝術村及創新創業團

隊進駐，文化部「科技藝術駐村」及交通

部「智慧運輸-車聯網示範場域規劃建置

計畫」亦積極展開。綜合前述，目前園區

已有初步開發成效並與原先設定之目標相

符，相信在政府機關團隊協力下，將使中

興新村風華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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