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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都市之特色：從防災視點來看 

• 1) 日本災害非常多。日本為火山列島、台風通
過之島→地震、海嘯、暴潮(Storm Surge)、
土石滑落、河川氾濫。甚至在國際間創造了例
如：「海嘯」、「砂防」等語彙。  

• 2) 日本都市大多為木造及密集的市區。 
   →遭受地震災害及發生大火。  
• 3) 自19世紀後半至今，都市之不燃化及建構
防災型都市，已成為都市政策之基本。  

• 4) 實施災害、戰後等都市重建計畫之歷史。 
    →有成果，但也有課題。  



1923年之關東大地震發生了全球最大規模的都市大火 

丸之内 

淺草  



首都東京之重建。帝都重建事業(1924～1930)  
實現了焼失地區整體之都市改造。  



日本都市之歷史（以防災觀點） 

１)７～８世紀為統一國家。首都為(奈良、京都)。  

２)日本大多都市始於1600年前後。  

     大名建設了城下町。建設了宿場町、湊町。  

３)1868年(明治元年)之明治維新開啟了日本近代化。  

４)1910年代（大正期）出現都市問題。  

     1919年制定都市計畫法、建築法  

     1923年、関東大地震→帝都重建事業  

５)1945年～1960年、於全國115都市展開戰後 

     重建事業。全國的城下町蛻變成近代都市。  



例：熊本市人口74萬(17番目)中心地區  
著名老舊社區→實施戰後重建  



1960年代～今日之都市防災・重建投入 

１) 1950年代以後發生之大火→促進並推動都市不燃化。  
       針對市區商業地進行共同重建及再開發。  
２) 加強建築基準法中的耐震基準  
      1978年、宮城縣沖地震災害→1981年、建築基準法、新耐震   

基準→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更為強化  
３) 防災公園之整建  
      美軍歸還地、工場舊址、研究機關搬遷舊址  
４) 木造密集市區之問題  
      阪神・淡路大地震、東京及大阪地區均有該類問題、東京全面  

因應該類問題。  
５) 維持首都機能、維持大都市機能→新的課題  
      均感受到東日本大地震的教訓。政府及民眾開始採取對策。 



1934年、函館大火。當時的函館為北日本 
地區最大都市，人口較札幌及仙台更多  



函館大火後之重建計畫（1935年） 
拓寬道路（防火緑樹帶）、 
防災公園、鋼筋公共建築。 
透過防火帶區隔市區  
※著作権：越澤明 



兵庫縣西宮市、夙川公園(1932年決定、1937年竣工)  
戰後重建計畫中率先建構河岸緑地帶  

※著作権：越澤明撮影 

大蔵省出售河川，意圖變更為住宅用地。内務省及兵庫縣為維護河畔松林 
展開都市計畫。將河川上游至河口整合成公園之作法，為日本首創。  
唯一成功防止1938年發生阪神大水災（土石滑落）。而其他地區則發生氾濫。  
充分證明優美景觀亦為防災基礎設施。 



廣島市之戰後重建    
新設河岸緑色地帶、大
公園、 百米寬道路。  
成為很重要的都市遺産。  
 ①都市骨架→兼具格調
與防災  

←②這幾年已允許於河
岸緑地開設open café 
這是都市更新政策。  



仙台市之戰後重建  
定禅寺通、著名的行道樹。  

已成為市民的驕傲及觀光資産。 



全國戰後重建計畫之彙整 
◎共同特色：都市機能、防災、美觀  

寬廣的道路（行道樹）、站前廣場、河岸緑色地帶、大規
模公園（軍用地舊址）、小學與小公園併設。  

◎1949年政府財政緊縮，因此重新檢討計畫（＝縮小）   
仙台、名古屋、神戸、廣島等幾乎維持計畫。 

    東京則大幅縮小→形成密集市區。    

  非戰爭災害之地區，之後的都市整建十分辛苦。   

★針對戰後重建進行整體評價及彙整（越澤名誉教授）★  

①將江戸時代的老舊社區進行徹底都市改造。  

②形成支撐戰後高度經濟成長之市區型都市基礎。  

③緑地及景觀。戰後重建都市計畫較高度成長期之都市計
畫水準更高。 



戰後重建事業之成果及遺產(行道樹及河岸綠地) 



阪神・淡路大地震時，  
非戰災地區 

所發生的火災較多。  
實施重建規畫整理。  

成功完成重建。 

同一地點拍攝的照片 
分別拍攝於 

2000年2005年。 
※越澤撮影  

舊有道路 拓寬、寬度１７ｍ 



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之教訓→  
東京都於1997年推出「防災都市推動計畫」  

公布市區密集地區，並展開計畫  



2001年小泉首相推動都市更新政策  
對於日本及東京之國際競争力下降，抱有強烈危機感。  
民間都市開發、國際機場、環状道路、防災都市等。 

□日本的國際競争力  
     1992年  第１名  →  200１年為第 ２６名  

日本綜合競争力之 世界排名推移 

（注）1990-1996年為2000年報告書之舊基準、1997年以
後為2001年報告書之新基準排名。 

歐州  
１ 倫敦  
２ 法蘭克福  
３ 赫爾辛基 
４ 阿姆斯特丹  
５都柏林 

亞太地區  
１ 香港  
２ 雪梨  
３ 新加坡 
４ 奧克蘭 
５ 東京  

東京不但是全球排
名前10，也是亞洲排
名第5  

北美 
１ 紐約  
２ 舊金山  
３ 芝加哥 
４ 華盛頓DC  
５ 聖荷西 
６ 亞特蘭大  
７ 波士頓 
８ 洛杉磯  
９ 達拉斯 
10 丹佛 

南美 
１布宜諾斯艾利斯
２ 聖胡安 
３ 墨西哥 
４ 聖保羅 
５聖地亞哥 

(財富雜誌 2000年11月）  



  



都更的成果及東京都心地區及再開發之進展 

北新宿 

涉谷車站周邊 

池尻大橋 

大崎站前 

大手町 

環状２號線  
虎之門大樓群 

KATSUDOKI 



2005年中央政府之中央防災會議。日本政府正式檢討首都
直下型地震對策。※為維持首都之中樞機能，大企業及政府

部門有必要持續展開事業計畫（BCP：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都市更新帶動民間都市開發  
東京都心地區近5年陸續完成  

１) 都市計畫之提案制度。藉由大型不動産公司力量。  

       由於對地方有所貢獻，因此給予容積率獎勵。  

２) 中央、東京都及區，提供法律面許可核發及手續之便利。  

３) 起初大多為創造綠地、節能（低碳）、車站連結通道等。  

４)吸取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之教訓。 

72小時之自家發電。耐震貯水槽。確保大樓內部的防災
空間。訂定接受無家可歸民眾等之防災協定。制定事業
持續計畫（BCP）。  

中央政府修訂都市更新法，新設安全計畫。  



「東京Midtown」-六本木防衛廳舊址開發  
緊急整建地區之名稱：東京都心・臨海地區  

                                    （港區赤坂９丁目）  

特區及計畫之概要：特許都更新事業計畫  

竣工                         ：2007年1月（2007.3 開幕）  

規模・機能             ：土地面積  7.8ha  建物  569,000㎡  

                辦公樓（330千㎡）、店舗（57千㎡）、  

                飯店（48千㎡・250室）、 

                住宅（111千㎡・530戸）美術館  等  

民間業者名稱        ：(株)三井不動産  

    H13.4 決定再開發地區計畫-- 都更計畫  

（投標時納入規劃對策等） 

H16.5 民間都市再生事業計畫 大臣認定  

創造就業                          ：就業人數 約20,000人  

集客人數                          ：来街人數 約3,500萬人/初年度  

計畫名稱與整建内容之關係等：  

 緊急整建地區之整建目標等相關名稱  

 「建構具有良好居住機能之居住環境、並雍有國際金融等業務・ 商
業・文化・交流・住宿等多様機能」 、「運用豐富緑地地區特色之舒
適都市空間」等，吸引國際水準飯店、設置具有服務機能之住宅、創
造結合桧町公園一體化之緑地空間等。  



Tokyo Midtown Project Outline 緑地、環境、節能  



「丸之内花園大樓・三菱一號館」  
緊急整建地區之名稱：東京都心・臨海地域  

                  （千代田區丸之内２丁目）  

特區・計畫之概要：都更特別地區、特許都更事業計畫  

                  放寬容積率（商業1,300%→1,530%）  

竣工            ：2009年4月  

規模・機能      ：土地面積  1.7ha、建物  205,000㎡  

                  辦公室、店舗（6.6千㎡）、美術館 等  

民間業者名稱    ：(株)三菱地所  

                  H18.3  公司依照都市更新特別條例進行都更計畫提案  

                  H18.8決定再開發地區計畫-- 都市計畫   

  

計畫名稱及整建内容之關係等：  

緊急整建地區之整建目標等相關名稱  

    「運用歷史及文化，打造溫馨及具有品味之街景」  

    「熱鬧兼具遊憩之都會空間」  

    「透過建築物更新串聯空地及地下歩道等，以建構安全・舒適之歩行
者空間保」等，透過如此方式完成了具有美術館機能之三菱一號館及
一號館廣場。  



 「大阪車站北站地區」－ＪＲ梅田站內舊址開發 

緊急整建地區之名稱：大阪車站周邊・中之島・御堂筋周邊地區  

特區・計畫之概要：都更特別地區、特許都更事業計畫  

                  放寬容積率（商業800・600%→1,600・1,150%）  等  

竣工            ：2013年3月預定（先行開發區域）  

規模・機能  ：土地面積 約24ha（先行開發區域 約7ha）、建物 約55萬㎡ 

                          辦公室、店舗、展示空間、住宅 等  

民間業者名稱    ：三菱地所(株)等共計12家公司、（區域規劃事業ＵＲ）  

                  H16.7  規劃大阪車站北站地區基本計畫  

                  H16.12 決定都更計畫（土地規劃整理、道路、廣場） 

                  H18.2  決定使用區域及地區規劃等都更計畫  

                  H20.2  決定都更特別地區 都更計畫等  

                  H22.3  民間都更事業計畫 大臣認定  

就業・集客（預估）：創造就業人數 約20,000人、来訪人數 約100,000人 

計畫名稱及整建内容之關係等：  

緊急整建地區之整建目標等相關名稱   

 透過  「打造具國際中樞業務機能、學術・研究機能、商業機能、 

資訊傳播機能、居住機能等複合都會 -（略）- 加強都市型住宅機能等」  

「整建幹線道路之同時，新設大阪車站站前廣場」  等， 

成功打造展示空間及大阪北站廣場等。 



三井不動産、日本橋室町Coredo)、2013年竣工  

２-２街區 

室町東三井大樓  
（COREDO室町）  

２-４街區  

日本橋室町野村大樓  
（ＹＵＩＴＯ）  
福徳神社  社務所  
(暫稱)千疋屋日本橋大樓 

２-５街區  

福徳神社 

２-３街區  

辦公室  
商業施設  
影城  
出租住宅 

１-５街區  

辦公室  
商業施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