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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台中市文化產業 

土管碩一 林俊修 

摘要 

自1970 年以來，伴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高峰期過後，各先進國家在地方

發展的焦點上，逐漸轉移至環境、景觀、藝文以及生活品質（陳其南，1999），

『文化』成為表現生活品質與精神的重要體現。在全球化發展所造成的『文化普

同性』，近年在地方意識興起的趨勢下，因而文化發展漸受重視，地方文化政策

成為各國空間發展與都市再生的重要議題，開始將文化政策融入於其發展策略

中，且與當地地區居民生活相互結合，寄望對於當地具有特色的地方性文化予以

延續並能促進經濟的復甦，並藉以成為新的都市競爭力以帶動地方的發展。隨著

國內經濟結構的轉變，鄉鎮產業普遍面臨轉型方能生存的壓力，各地區原有的豐

富文化資產將面臨種種的考驗。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主要是仰賴地方文化資源

與地方成員機制之間彼此良好互動調節的過程。近年來地方文化產業發展已成為

促進地方經濟再生與文化保存延續之重要策略。 

台中市因開發較早，故成為中部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地理位置上，

又有中央山脈為為屏障，氣候溫和，非常適合居住。市內街道整齊，各級學校林

立，自古以來文風鼎盛，因此有『文化城』的美譽。既然它被稱為『文化城』，

加上本身擁有非常豐富的文化資源，如果能善加利用，必定能帶動地方發展，使

台中市經濟再度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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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發展歷史 

 

台中市的舊名為『大墩街』，台中市發展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依年代

的先後，分為三個時期:  

（一）明清時期： 

1. 明朝時期本市原為岸裡原住民沿河散居； 

2. 明末清初，漢人開始移入，與原住民共同墾植。 

3. 清康熙六十年（1721），清廷提督藍廷珍在今中山公園內小山，築了兩座砲

墩，以應付朱一貴之亂，大墩的地名，便由此得由此得來。 

4. 清朝雍正年間，己有許多漢族移民遷入。 

5. 乾隆二十九年（1764），成犁頭店街、大墩街、三十張犁、四張犁、大墩等

聚落。 

6. 乾隆末年，漢人移民大增，原住民被迫東移。漢人定居後，從事農業開墾，

逐漸形成聚落，當時較具規模的有犁頭店、大墩、新莊仔、橋仔頭。 

7. 同治十二年，主要街道分為頂、中街、下街。中街為米店和雜貨店集中的地

方，也是商業最鼎盛的市中心區。下街有轎店、蔬菜、鮮魚的露天市場和墓

地等。 

8. 光緒十三年，劉銘傳奏設置府城。 

9. 光緒二十一年時本市屬於台灣縣，後又改為台灣民政支部，二十二年，將台

灣民政支部改稱為『台中縣』，又因為有台北、台南、台東、台西而獨缺台

中，所以將台灣中部的本市改為『台中』。 

10.光緒二十二年，在現在的三民路二段，住的多是日本人，日本人在此建『新

町』一排，為台中市最早的洋式店舖。 

11.光緒二十九年，再實施市區改進計劃，增闢繼光街、自由路、市府路一帶等

街道。 

大墩街從乾隆年間開始，成為米穀、土產及大陸進口資的交易市場和農產品

加工中心。並且有都司、駐兵營、佛寺等，已逐漸形成政治、宗教、工商之中心

城市。由此可見，台中市在過去是兩岸進口及交易的中心，若再加上既有的自然

條件，的確有成為兩岸『三通』的最佳地點。  

 

(二)日據時期： 

日本在臺北置總督府，在臺中縣設臺灣民政支部，並將臺灣府改為臺中街。

光緒三十一年縱貫鐵路由豐原建築至臺中街，在新莊仔設車站，於是帶動地方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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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光緒三十四年，縱貫鐵路通車後，便擬定『臺中街都市計畫』，使臺中成為

臺灣中部的政治中心。 

(三)光復後時期: 

臺灣光復後，將臺中市改為省轄市，成立市政府。民國三十五年元月派黃克

立先生為第一任市長，將本市劃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區。民國三十六年，

在將原屬於臺中縣的南屯、西屯、北屯併入本市，至此，臺中市才成為現在的規

模。 

 

 

 

 

 

台中市行政圖 

 

 

台中市分為八個行政單位，其中有十三所大專院校，近百所中，小學，還有

全國最早設立的文化中心，若再加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省立美術館、中山公

園、文英館、民俗公園等設施，被稱為『文化城』的確不為過。加上開發較早，

故早已成為中部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台灣第四大都市，日前台中市

人口已突破一百萬大關，兼具直轄市的資格。因此，台中市在各項發展上，的確

具備極佳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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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之文化產業 

以往全台的大專生均在成功嶺集訓，這項活動不僅成為中華民國的男子成年

禮，台中市也成為許多人第一次或第二次離家而認識的都市。加上台中市的大專

生一樣居全國之冠，舉凡逢甲、中興、東海、中國醫藥學院、中山醫學院、乃至

於靜宜、朝陽、大葉等院校，雖然有些校園並不在台中市轄區，但是學生活動的

範圍仍以台中市為主。在地理位置上，台中市位居台灣中部，其位於交通轉換點，

不只南來北往，還可通往中橫往梨山、天祥及花蓮或台東等地，所以這個交通重

鎮除了具備本身悠久的文化外，還融合來自台灣各地的文化。 

 

（1）分區型態 

東區： 

位於臺中市街區的東部，西自雙十路、建國路、臺中路一線以東，東至大里

溪，北自合作新村，力行路以南，至仁和路南方之旱溪止。本區因在火車站背後，

因此發展較慢，境內有省立高農、家商、教師會館、國軍英雄館、後站、公路南

站等機關學校外，餘多工廠，為臺中市區內工廠最多之區，全市約有三分之一的

工廠集中於此。著名的古蹟及建築有南天宮、樂成宮、教室會館、東峰公園等。 

西區： 

本區境內有綠川、柳州、梅川、麻園頭溪、土庫溪等重要河流貫穿，自古均

為居民賴以維生之依據。本區與市中心為鄰，市政府、市議會等政府機關設立於

區內，是政治樞紐所在地。全區活動以文教為主，工商次之， 農業更次之，因

都市計畫原故，昔日農村聚落面貌已不復見。著名的古蹟及建築有文化中心、美

術館以及舊式建築市政府、市議會等。 

南區： 

位於臺中市南端南以旱溪(南門溪、涼傘溪)與臺中縣大里鄉為鄰，本區由於

地勢較低，故為綠川、柳川、梅川、麻園頭溪之下流地區。著名古蹟及建築有城

隍廟、林氏宗廟、醒修宮及中興大學等。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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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往昔為大墩街北邊的郊區，農業發達，農村聚落生活純樸，唯光復後工

商業發展的結果，如今已高樓平地起，農村聚落早已消逝無蹤。北區可說是臺中

市的文化、體育活動中心，轄內擁有省立圖書館、民俗文物館、中國醫學院、中

山公園、省立游泳池、體育場、體育館、棒球場、救國團、中廣電臺等，臺中市

民日常的娛樂休閒活動大部份集中於此。著名的歷史古蹟及建築有孔廟、忠烈

祠、元保宮、萬春宮、寶覺寺、中山、中正公園中興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等。 

中區： 

本區位於臺中市街區之核心部份，為本市最早開發地區之一。對於老一輩台

中人來說，早年他們的活動場域多半侷限在中區一帶，三民路、民權路在當時號

稱『台中第一街』，主要行業以零售、批發商場、大百貨店、金融 、保險、公

司行號、飲食、旅館、娛樂中心等。而台中公園、彰化銀行、合作金庫(原台中

州立圖書館)等經濟、娛樂重鎮紛紛座落在自由路上，可想見當年以台中火車站

為中心方圓一公里內的彈丸之地，不但要肩負起提供當時台中市民食衣住行的重

責大任，也是孕育出今日大台中商圈活力的泉源。但隨著新都市地重劃工程建設

開發，大規模百貨公司、娛樂中心、餐飲業等大型商店紛紛在新興都市計畫區成

立，挾交通之利與新穎設施，吸引人潮，使本區部份地區不如以往熱鬧。  

北屯區： 

北屯舊名『三十張犁』，位在台中盆地北部，原為拍宰海平埔族岸社總土官

阿穆所有。當時北屯四張犁的繁榮可媲美東大墩，因四張犁位於交通要道，以前

要從彰化到葫蘆墩（豐原市），必須經過南屯和四張犁，所以此地便成了彰化城

北門外的第一站。著名的古蹟及建築有文昌廟、慈善宮、聖壽宮、民俗公園文物

館等。 

西屯區： 

西屯區位於臺中市西北部，境內東半部為臺中盆地，地勢從東北向西南緩斜。 

現在的西屯區，舊名西大墩街，因與東大墩相對稱而得名，由張京達、廖朝孔、

秦廷艦、姚德心、陳周文、江又江等先開墾者，組織「六管業戶」，今西屯地，

方仍以廖為大姓。本區現仍保留許多鄉村景觀，生產稻、甘藷、蔬菜，境內著名

的景點有水湳機場、及有城市公園之稱的逢甲大學。 

南屯區： 

現在的南屯區以前稱犁頭店街，因為在康熙年間開發南屯區之初，正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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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製造農具犁頭的人集中在此地製售，形成犁頭店的高舖林立，所以自然把犁

頭店當做地名了。本區之文山里擁有豐富的文化資產，居民仍保留傳統民藝如弄

獅，製作獅頭面具，文山國小也組有舞獅隊。當地居民希望以『文山弄獅，獅藝

傳承』為主題，初步喚起文山居民的社區認同意識，進而營造文山地區的文化產

業發展，樹立出區別台中市都會區不同的特色風貌。區內尚有一座建於雍正四年

的『萬和宮』，是奉祀媽祖的古廟，至今在廟的附近尚有製售犁頭的店舖。此外，

本區的『文昌公廟』由於十分靈驗，也深受附近學子所推崇。 

 

（2）飲食文化 

台中市位於台灣的中部，地理位置適中，所以早期就吸引了大批外來人口，

不但成為中部地區人口的聚集地，也是各項手藝、絕活的大會串，也是許多可口

的點心、小吃、特產，相繼也在這裡誕生。關於吃的精華，在台中不只有太陽餅、

豆干、豐仁冰、香蕉船等，早期的泡沫紅茶店，發展至今的成為極具特色且精緻

的茶坊、咖啡館、餐廳等，都是開創台灣吃食形態，甚至成為一種飲食特殊文化。

尤其是在精明一街，在步調如此緊張的都市叢林中，在林蔭相稱下，悠閒的喝一

口珍珠奶茶或是配上一塊道地的太陽餅，都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3）農業文化 

中地區氣候宜人，土質又良好，也種植出一些具有經濟效益、口味獨特的農

產品，尤其是有中部『陽明山』之稱的大坑地區。在大坑山區或沿著登山步道，

都可看到一叢叢的麻竹林。鮮嫩的麻竹筍加上其他配料，就是一道道鮮美的佳

餚。此外，還可以把竹筍做成筍乾、醬筍，也都是具有獨味風 味的菜餚：而竹

葉還可以用來包粽子。成竹的用途更廣，可做筷子、竹 器、炊具、家具、建築、

竹橋、渡 筏…;等，甚至可以刻繪成藝術品。台中市農會為發展大坑產業文化，

舉辦『竹藝與筍宴』活動，除了展示竹農器具、竹藝品、竹雕外，還有健康高纖

竹筍餐宴。此外，由於果農的辛勤管理，所產之柑桔、文旦香在近來果農不斷的

改進品質與加強分級包裝，他們在台北果菜市場的表現，高居本省各地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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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甘蔗在台中市的發展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台中市的東區，在當時

就是製糖工業的主要集中地，目前的『樂業國小』，在當時即為『糖廠小學』，

提供給糖廠服務員工子弟就讀的學校。由此可見，當時台中市的製糖工業，真是

極盛一時。�� 

文化產業發展策略 
 

    台中市長胡志強先生說過，台中市是台灣西岸的地理中心，卻是文化的邊陲
地帶。這裡沒有國際級的音樂廳，只有空蕩待修的美術館；這裡極少充滿活力的

藝術團隊，更缺乏吸引人潮的展演活動，但有情色泛濫的地下表演。因此，他要

將台中發展成『文化、經濟、國際城』。 

 

文化產業的發展有賴於地方豐富的文化資源。在實質方面，包含豐富的歷

史文化、展演設施、實質生活環境、文教設施單位、文化創作單位，此類文化資

源係以設施使用（例如古蹟參觀）、商品消費（例如藝術品、農產品）之交易型

態，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在非實質方面，包含地方風俗習慣、特殊歷史背景、

人文風情、聚落生活意象、地方意象等。此類文化象徵係以促進地方以及外來人

士之感受、體驗，並與實質文化資源的使用與消費，進一步促進認知的形成，達

到地方『自明性』，以塑造並創造文化並吸引外人的興趣及認同。 

  

胡自強先生非常注重文化之推廣，在他的施政訴求『文化教育篇』中提到—

以『文化經濟』帶動文化產業發展，其中包括：發起全民文化造市運動、發揚台

中市文化特色、創造台中文化多元發展、籌設『台中文物館』、提高文化預算、

紮根本土文化，籌備文化產業博覽會計劃、發展文化特區，開發展演空間等政策。 

其重要措施有： 

1. 國際級藝術展演中心的設置：要吸引國際人士前來，台中一定要有一個國際

級的展演中心，落成那一天，吸引全世界媒體和建築雜誌爭相報導。 

 

2. 社區綠化、藝術化及徒步區的設立：台中是需要更多都市綠帶及高品質的商

業文化，如美術館前綠園道的餐飲業、大肚山理想國國際街的精品店，讓市

民在具有綠意及藝術氣息的社區流連忘返，並為居民製造互動、溝通的文化

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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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空間的尋找：都市建築中的開放空間多被私人佔用，應重新釋放，轉為

文化活動的場域。此外，公有閒置空地亦多被佔用，也應積極尋找，釋放給

藝術活動使用。 

 

 

 

4. 閒置空間的再利用：閒置酒場、倉庫是紐約蘇活藝術活化的重鎮，台中閒置

空間高居全台榜首，未來像火車站附近二十號倉庫般的廢置空間應積極找

出，讓藝術活動進入。像台北建國啤酒廠轉化為華山藝文特區，就是一個極

佳的案例。 

 

 5. 區域文化特色的塑造：尋找出每區的文化特色，例如咖啡畫廊區、書店區、

街頭藝人區等，利用社區視覺識別系統（VIS―Vision Image System）把特

色凝聚、標舉出來。如位在大墩十街的養慧學院，足與東海大學的路斯易教

堂相提並論。 

6. 街道巷弄的美化及特色的營造：日本京都有一條『哲學之道』，原是河堤邊

的一條步道，經美化後有水、有樹、有書店、精緻小食。台中市境內也有數

條河川，如梅川、綠川、柳川等，在過去均為台中民眾賴以維生的河川。若

經善加規劃，不但可以美化環境，更可成為民眾休閒、遊憩的新據點。 

7. 街區特色與藝文展演的結合：在每一個小區內，找出具有特色的歷史建物、

文化產業，讓性質相類似的街頭藝人散落其間，塑造各個不同、生動而可親

的文化『地圖』，進而推動『文化公車』的設立，以便於全民共享。  

8 . 尋找有號召力，且具國際化的藝術節慶：如電影節、音樂節、美食節等。期

使主體特色突顯。每年依季節規劃不同屬性的藝術展演。與商機、生活機制

的密切聯繫：藝文活動可邀請企業及商家共同參與，藉此開發出產業文化及

文化產業化的契機。如商品包裝袋、宣傳卡，能以更藝術化的手法來製作；

甚至鼓勵、獎勵畫家、書法家的作品直接轉換成商品行銷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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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展演團隊的扶持及傳承再生的計劃：透過積極而有效的獎勵機制，給予地方

藝文團體在展演空間、教育訓練及經營管理等方面適度的支持。  

10. 文化附屬單位轉向民營化：朝向半官方基金會方式運作，突破制度的僵化，

如此機構的活力才能迸放出來。美國是博物館最發達的國家，皆賴基金會制

及官方輔助而得以蓬勃發展。 

 

11. 推動設立文學館、建築館、民藝館、前衛藝術中心:讓小而美的公、私立文

化中心散布在台中市區內。東京市內小型博物館隨處可見，這是都市中最可

親的藝術饗宴，台中市也需要這樣的文化『空間』。 

   

12. 地標、城市雕塑、壁畫……等的設置：每一條新闢的道路、新建的橋，甚至

安全島，還有公園、圍牆、、都應以樹立藝術典範的態度去追求。 

   

13. 藝術村「駐村藝術家」計劃的推動：釋放空間給藝術家，讓建築、設計、文

學、舞蹈、戲劇、繪畫、音樂……等藝文人才流入台中。凡正式且具公信力

藝術競賽中的優勝者，皆歡迎來台中居住，市府可從優釋放眾多未能銷售的

國宅，讓藝術家能以較低廉的代價進駐創作，讓台中成為藝術家之鄉。 

   

14. 國際大賽的舉辦、宣傳：這是花小錢大宣傳，可吸引人潮、剌激消費，尤其

許多藝術大賽得獎作品多留在當地，這是留下經典作品最划算的做法。  

 

15. 建立市民認養文化活動的優良傳統：認養不一定是針對團隊，也可針對個人

或單一作品。例如一般市民都可掛名認養公共雕塑、補助某音樂家。市民集

眾人之力對公共藝術品的設置費給予投資，定期關懷甚至加入維護，亦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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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產業活動發
展之架構

政府動力

台中市政府
地方農會
社區居民代表

經濟動力

產業發展協會
觀光發展協會
餐飲聯盟

飯店聯盟

社群動力

社區發展協會
國小教師聯盟
社區團體

文化動力

文史工作室
藝文工作室
民俗文物協會
美術協會

專業動力

空間規劃
傳播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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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作品遭破壞的可能。  

  

由以上的各項重要文化政策，可以見到台中市政府對台中市的發展有很大的

企圖心。尤其在近年來，台中市以中台灣七縣市生活圈的核心自居，積極成為一

個國際性的都市。但如果台中的生活文化可以被其他地區看待為菁英文化，那

麼，台中文化必然是台灣文化的核心，也是世界的重點。  

  

 

  

 

地方文化產業之動力架構1 

 

 

地方文化產業活動發展的推動，需靠地方各級政府、機構、地方產業組織、

社區協會、藝文工作者、自願團體等共同以『地方聯盟』及『公司合作機制』來

                                                 
1
陳一夫，2002，博物館對地方文化產業之影響，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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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楊敏芝、辛晚教，2001）。換言之，地方文化產業活動是透過上列各項動

力與地方資源的互動及整合以達成目標，各動力間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結論 

台中市一直有『文化城』的美稱，但近年來文化建設的腳步，早已跟不上時

代的發展。最近在市政府的積極規劃下，將全市閒置公有建築或用地，規劃為藝

文公園、文化園區、藝文展演場地與藝文開放空間。並且未來若配合鐵路地下化，

將可串聯成為一個文化資源豐富，人文景觀別緻的文化園區。當然，文化園區成

立後，可望衍生相關的文化產業，帶動當地商機。 

因此，為促進台中地區觀光產業，台中市政府可以積極發展地方文化之特色

產業，例如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造街計劃，重塑山水景點，以及舉辦各項季節性

的慶典與藝術活動等。使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與觀光景點進一步精緻化，並適當

運用媒體宣傳，打響國際名聲、有利拓展觀光產業。 

在發展地方文化產業方面，也可以充分運用地方既有資源，由市政府和在地

民眾協調溝通，激發居民全力投入，將既有的地方產業，配合當地的文化、景觀、

歷史人文特色，積極、有效率的整合，使地方產展現充滿活力，以因應消費者的

需求，建立吸引消費者的地方產業，達到活化地方經濟，提升生活素質的目標。 

此外，可以配合社區總體營造或造街計劃，使產業與街景結合成為觀光區。

例如，有人文情懷和營造成功的社區，如理想國國際街，有具有特殊風情的造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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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如精明一街、也有自然形成具有地方色彩的街道，成為一個特殊的商圈；

如中華路附近發展較早，自古就成為一個類似夜市的市集，因此將其規劃為最有

特色的觀光夜市；三民路一帶，婚紗街同業鱗次櫛比相互較勁，讓三民路婚紗街

呈現多變的風貌。因此，可以將其打造成為具有特殊景緻的國際級婚紗街等。 

在農產品方面，中部氣候溫和，很適合發展精緻農業，未來政府可以輔導農

場轉型，並投注資源改善週邊景觀，使其發揮觀光效益，轉型為休閒觀光產業，

同時配合花果的產銷季節，舉辦季節性的活動，與地方特殊慶典，成為觀光產業

的一項賣點，增加其附加價值。市政府更可以在產季時，舉辦各項活動，例如，

竹子節、柑橘節等。若再經由改良產品及開發周邊商品，則可將產生的效益提高。 

過去，文化資產及古蹟，常被當地居民視為『負債』，不能隨意使用及改建，

只有讓人參觀的價值。因此，政府、學者雖然極力鼓吹保存各地文化資產，但成

果卻十分有限。所以，我們不能只是將文化資產凍結，更要賦予它新生命，以再

發展列為它的新目標。例如：台中市文化局舉辦了『三民路國際婚禮藝術季』，

及推動『三民路鄉土與地方文史調查計畫』。這兩項活動將可以喚起三民路一帶

的居民對當地歷史背景的深入瞭解，同時藉豐富的文化資產延續商圈的生命，達

成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的目標。 

 

    當然，在發展時必須要有特色、定位，有了特色就能吸引人潮，而文化正是

可以快速帶動經濟回春的良藥。大家提到『歌劇院』，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雪

梨』。因為它代表的不只是一個地標，更是文化的中心、集散地，所以深受國際

觀光客喜愛，每年吸引數以萬計來自各地的遊客。或許未來我們走在台中市的街

頭，可以發覺文化活動就在身邊進行著，也許是造形獨特的建築、商店、餐廳，

也可能是品味細膩的音樂咖啡，或是引人佇足的街頭藝人表演等。總之，台中不

再是單調無趣的風化城市，而是深具魅力的『文化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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