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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都市地區 (紅色/粉紅色區塊) 與 通勤地區 (藍色/綠色區塊) 



德國：2008年至2014年之人口發展 (紅色代表成長/藍色代表減少) 



簡報2：德國之社會住宅與重建計畫 

 

A 章節: 海德堡 (Heidelberg) 

 
地點: 德國西南部 

居住人口：152,113人 

面積：108, 83 平方公里 
 



                                      海德堡在德國之位置  

 

 左圖：德國各大專院校之位置                右圖：各地區經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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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 

(Mannheim)     308.759 居住人口 

路德維希港 

(Ludwigshafen) 162.436 居住人口 

海德堡 

(Heidelberg) 150.000 居住人口 
 

萊茵內卡河地區 
(Rhein-Neckar- 2.300.000居住人口 
Dreieck) 

海德堡：地域背景與基礎建設 



海德堡：土地利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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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堡：城市類型 
   中世紀時候的城市中心                                           19世紀城市擴張之樣貌 
  

      功能型校園  
 
新型科學園區 



  
新型科學園區： 

資訊─媒體─科技 + 大學 

Kay Sommer / Hosoya Schaefer Architects 



改建區域： 
海德堡 
南鎮 
（坎貝爾軍營） 

園區內約4公頃 



 

改建醫院(前美國醫院) 
開發區域達9公頃- 10% 公園 



 

     B章節：    法蘭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地點：德國中南部 

居住人口： 732,000人 

面積： 248,49 平方公里 
 

簡報2：德國之社會住宅與重建計畫 



法蘭克福：2015年 – 2030年的住宅區域  



 

 
以法蘭克福為例：  

歷史文化城市中心之重建計畫 

(Dom-Römer-Project)  

 

 



Dieter von Lüpke, 2016 15 

法蘭克福：歷史文化城之重建計畫 ─2005年之狀態 

Paulskirche 

Römer Technisches 
Rathaus 

Dom 

Historisches 
Museum 



Das Dom - Römer - Projekt, 
Dieter v.Lüpke, 1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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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 2012年 “新舊城市(New Old City)” 模型  



法蘭克福：歷史文化名城之重建計畫 
決策過程架構    主計畫 

 



歷史文化名城 

法蘭克福的重建計畫 

 

 

 

圖例 



法蘭克福：歷史文化名城之重建計畫 
 Dom-Römer-Project:  傳統雞市場與集合住宅的圖例 

 

Das Dom - Römer - Projekt, 
Dieter v.Lüpke, 1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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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le: HHVision 



法蘭克福： 從東邊拍攝的夜間鳥瞰圖 



 

C 章節：波茨坦 (Potsdam) 

 
地點：德國東部 

居住人口： 169,972人 

面積：188,23 平方公里 
 

簡報2：德國之社會住宅與重建計畫 



波茨坦 1912年之城市規劃 

 



柏林與波茨坦：2000年至2014年的人口發展情況 

淺藍至深藍：人口減少        淺棕至深棕：人口增加 



波茨坦： 實際人口平衡 



波茨坦：特別計畫的住宅區域  
都市更新區域 (紅色), 計畫發展區域 (黃色), 社會管理區域 (綠色) 

 



Potsdam Bornstedter Feld 

地區—目標與任務 

• 1993 年根據該國聯邦法律 

(BauGB)，將此區域正式定義
為開發地區 

• 針對蘇聯軍隊使用至1995年的
前軍事基地，進行一連串的改
造，發展成一座有中央公園的
新型城市。 

• 規模為300公頃 (3平方公里)，
其中含蓋八個前軍營，一個大
型運動場，以及多棟軍事大樓
。 

• 新成立開發商擔任受託人。 



Potsdam Bornstedter Feld地區 

不動產相關規定與環境淨空事宜 

 

 

 

 

• 處理重污染土壤（428.000噸
石棉，汽油，彈藥，垃圾…等） 

• 拆除車庫與老舊倉庫  

• 重新測量 

• 採用新的污水及排水系統 



Bornstedter Feld地區 

發展現況 

• 居民人口：約 6,400人  

• 預計居民人數： 11,400人 

• 預計將有6.800戶，目前約有
3,350戶 

• 目前有2,500個工作機會 

• 預計工作機會：5,000個 

• 新建街道總計35 公里 

• 目前正興建兩條新車道 

 

 



Bornstedter Feld地區 

綠色環境 

• 2002年(BUGA)興建完成的中
央公園，面積約為680.000平
方公尺 （68公頃） 

• 種植約3,700棵樹 

 

教育與孩童福利 

• 新建兩所小學供790位學生就
讀 

• 新建一所技職高中 

• 約有3,400在校生就讀於應用科
學專業的大學 

 

 

 

 



 

 

 

 

打造北方花園城市 

新幼稚園 

新購物中心 

新紅西軍營住宅區 

新綜合中學 

新淺橋住宅區 

 

至2021年之城市重建的 

主要目標 



Bornstedter 

Feld 地區之城市
重建主要計劃 



Potsdam Bornstedter Feld - 城市北部– 

• 紅軍營住宅區 

 

• 1993年計畫概念圖 （左圖） 

• 土地使用規劃 （右圖） 

 

 

 

 

• 當地計畫80.2“紅軍營西/北濱海”  

Fachbereich Stadtplanung und 
Stadterneuerung 

 16 



33 

波茨坦 Bornstedter Feld地區（開發區） 

北部 （紅軍營西） 

 

比較：原設計圖 (左圖)                        修改後之土地規劃圖 (右圖) 



Fachbereich Stadtplanung und 
Stadterneu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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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sdam Bornstedter Feld地區 (開發區) 紅軍營西區 

對於建築物間之銜接設計 (上圖)、 

垂直立面結構設計(左下圖) 及屋頂分區設計(右下圖)之規範 



  

  

Potsdam Bornstedter Feld地區 (開發區) 紅軍營西區 

對於公共空間的設計 (上圖) 

花園設計(左下圖) 及房屋入口設計 (右下圖)之規範 



1975年 波茨坦市中心 

 



1989年/1990年 波茨坦市中心 



國際城市規劃
工作坊建議波
茨坦市中心的
城市規劃概念 

 
 
 
 
 

 2006年  
之主要規劃 



波茲坦城市內部重建 

主大樓的重建計劃（此計劃為修改後版本，分為三階段） 

 

10.05.2016 

Ö ffentliche Durchwegung (während der  

Ö ffnungszeiten Museum Barberini) 



波茨坦城市內部重建 

計劃實現階段 (2014 年– 2016年) 



波茨坦-城市內部重建- 第三區與第四區之重建規劃 

針對私人開發商的城市設計規範 



波茨坦-城市內部重建- 第二區之重建規劃 

針對私人開發商之規範 （功能性使用/設計） 



波茨坦：內城重建 – 第三區 

 
Alter Markt 17 地區(屬第三
區) 的開發執照 

 
Schwertfegerstr. 10 地區 (屬
第三區) 的開發執照 



波茨坦：從東邊拍攝的城市內部鳥瞰圖 （2015年5月） 



從尼古拉教堂屋頂往南方看，能看見舊市集(Alter Markt)第一個重建完成的區域  

（勃蘭登堡州議會大廈、住宅、以及博物館大廈。2016年3月，H. Immel攝） 



波茨坦 - 德雷維茨(Drewitz)：1996年鳥瞰圖 

(1986年至1991年合計建造約3,200戶住宅) 



波茨坦花園城市—德雷維茨：土地所有權 



波茨坦：德雷維茨 

1995年 – 2015年 

人口發展 
1995年 – 2015年 

年齡組成 



波茨坦德雷維茨 重建計劃 



波茨坦花園城市—德雷維茨之鳥瞰圖 



波茨坦花園城市—德雷維茨 

場址計劃與區段之實現 



波茨坦花園城市—德雷維茨 
現代化的新設計 

第一類型：“無障礙生活” 



波茨坦花園城市—德雷維茨 
現代化的新設計 

第二類型：“平面共享社區” 



波茨坦花園城市—德雷維茨 
現代化的新設計 

第三類型：家庭醫生 



波茨坦花園城市—德雷維茨 
公園的改造前與改造後的比較圖 

  

13.06.2016 

1992 – Die Rolle 

 Stadtplanung u 

©  LHP 

©  K. Juhász 



 
 

2009 – Die Vision der Drewitzer Gartenstadt 

Fachbereich Stadtplanung und Standterneuerung  
Karin Juhász 

波茨坦花園城市—德雷維茨： 

沿著前交通要道旁建造的公園 

©  P.v. Zadow 



 

D章節:    蓋爾森基興
(Gelsenkirchen) 

 
地點：德國西部 

居住人口：260,368人 

面積：104,94 平方公里 
 

簡報2：德國之社會住宅與重建計畫 



蓋爾森基興 
都更區域： 

 

實施“社會都市” 

(Social City)計劃的區
域（紅色） 

 

實施“都市重建” 

(Urban Restruction)  

計劃的區域（藍色）  

 

以Tossehof地區為例 

(位於市中心東側) 



S.T.E.R.N.蓋爾森基興都更計畫 – Tossehof地區之案例分析 



S.T.E.R.N.  Stadtumbau Gelsenkirchen(地名) –  Tossehof地區之案例分析 



S.T.E.R.N.蓋爾森基興都更計劃 – Tossehof地區之案例分析 

都更重點計劃 



S.T.E.R.N.蓋爾森基興都更計畫 – Tossehof地區之案例分析 

哥白尼大樓 (Kopernikus estate)部分拆除與現代化計劃 

實施前與實施後之情況 



S.T.E.R.N.蓋爾森基興都更計畫 – Tossehof地區之案例分析 

哥白尼大樓 (Kopernikus estate)部分拆除與現代化計劃 



S.T.E.R.N.蓋爾森基興都更計畫 – Tossehof地區之案例分析 

哥白尼大樓 (Kopernikus estate) 2008年拆除實況  



S.T.E.R.N.蓋爾森基興都更計畫 – Tossehof地區之案例分析 

針對當地購物中心進行以振興為目標的分析及規劃 



S.T.E.R.N.蓋爾森基興都更計畫 – Tossehof地區之案例分析 

振興當地購物中心的計劃實施與成果 



S.T.E.R.N.蓋爾森基興都更計畫 – Tossehof地區之案例分析 

 2006年- 2015年 S.T.E.R.N. 柏林專案  

專案管理人Birgit Wend與蓋爾森基興市及當地社區管理單位合作 



S.T.E.R.N.  蓋爾森基興都更計劃 – Tossehof地區之案例分析 

2006年– 2015年之專案: S.T.E.R.N. 柏林   

Project manager Birgit We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ity of 

Gelsenkirchen and the local neighborhood management 



結論 

1. 都市重建與都市更新 ─ 是一場馬拉松 

 

2. 都市更新 ─ 是一個組合性的策略  
 

3. 人均占地面積的成長與減碳的需求 
 

4.成長城市 – 萎縮城市 – 人口下降區域 
 

5. 形成結合多元發展的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