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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慶祝臺中躍升第二大城市活動」專案報告 

壹、 前言 

今年對台中市而言，是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一百年前(西元 1917 年)，台中火車站第二代站體「台中驛」

剛剛竣工，第二市場的前身「新富町市場」也正好開張，傳承了

台中人數代的味覺記憶，以及生活的軌跡。同一年，萬春宮發起

舉辦「七媽會」，當時信徒齊聚在台中，萬人空巷，繞行民眾接連

數里，藝閣、詩意、鼓樂燦行，帶動宗教經濟盛況。膠彩畫之父

林之助及台灣雕塑家陳夏雨也在這個年代出生，同年，台灣國寶

魚櫻花鉤吻鮭也被日本學者發現並正式紀載。(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2017) 

1917年，台中的政治、交通、商業、宗教、文化、生態等各

個領域，留下重要的發展印記。今年適逢「台中火車站」、「第二

市場」及「百年七媽會」百年慶，且本市人口數已超越高雄市，

成為全台第二大城市，爰規劃以「台中百年會」為主軸舉辦系列

活動，搭配相關宣傳活動，讓民眾共同見證台中邁向台灣第二大

城的歷史時刻，藉以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光榮感與認同感。同時

將台中百年來所累積之多元、深厚的文化底蘊呈現予民眾，盼保

存並發揚台中過往文化特色，呈現文化城中城再生主題、帶動台

中文藝復興，發揮城市行銷效益。 

 

 

 

 

 

圖 1 

畫作名稱：台中火車站  

作    者：簡嘉助  

年    份：1967 年  

原作材質：水彩  

原作尺寸：55x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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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大肚王國的範圍 
約在今天的中彰投一帶，而以大肚為中心，從清代地圖中

可看出拍瀑拉族群的原始分布。/圖為乾隆年間之台灣番社

地區局部 

貳、 今昔．珍惜 

一、 先天條件優良．宜居好所在 

台中，位在台灣中部，北與苗栗縣、新竹縣接壤，南與

彰化縣、南投縣為鄰，東隔中央山脈與花蓮縣相鄰，東北有

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之分水嶺毗鄰宜蘭縣，西望台灣海峽面

臨。西部海岸線濱台灣海峽，與盆地之間有臺地阻隔，且中

間亦有斷層線經過。此處地區以清水隆起海岸平原、大甲扇

狀平原等平地為主，因緊鄰大肚臺地，此區域內河川稀少，

僅有最南端之烏溪出海口、中間的大甲溪出海口、與最北側

之大安溪出海口，也因為此區有大肚臺地阻隔，早年來往台

中盆地的交通甚為不便，生活自成一格，與台中聯緊較不緊

密。(黃秀政，2001) 

17 世紀，道卡

斯族、巴布拉族、

巴則海族、洪雅族

等台灣平埔族和泰

雅族部落定居於此。

當時的巴布拉族與

貓霧捒族、巴則海

族、洪雅族、道卡

斯族已成立大肚王

國。(中央研究院民

族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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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地處於台灣中西部，受中央山脈群保護因而遭受

颱風的影響相對減低了許多。台中市三到五月間為春季，氣

溫約介於攝氏 18 至 26 度之間，盛行風向主要為東北季風，

三到五月間為春季，氣溫約介於攝氏 18 至 26 度之間，盛行

風向主要為東北季風，六到九月間為夏季，氣溫約介於攝氏

26 至 33 度之間，經常有旺盛的熱對流，形成對流雨（午後

雷陣雨），晴日亦多，為炎熱潮濕的季節；十到十一月為秋季，

氣溫約介於攝氏 22 至 30 度之間，為乾燥舒適的季節；十二

月到隔年二月為冬季，氣溫約介於攝氏 13至 21度之間。 (陳

國川，2007) 

 

 

 

 

 

 

 

 

 

 

 

 

 

圖 3  台中氣候宜人，適合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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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市計畫有遠見．風華萬千小京都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進行「台中市區計畫」，1899 年積

極實施市街改正計畫，整治河流與設計棋盤狀道路（現今中

區、東區），台中市自日治時期代起始發展成為一座新興的現

代城市。 

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有計劃的改造都市環境，建設了以

現代化為目標之城鎮數十個，台中因地理環境與日本京都相

似，因此日本人在市街改正時，以京都為藍圖進行都市規劃，

規劃了棋盤式街廓構成的中區，台中中區也因此有了「小京

都」的稱號！百年之後，從台中車站前棋盤狀的街道，仍不

難看出其具有遠見又縝密的城市規劃手法。 

從台中火車站起，演武場、台中市役所、台中州廳、合

作金庫、第二市場等建築，不僅流露日式素雅的模樣，還有

巴洛克式風格的裝飾，都有著專屬於台灣式的京都風味，為

台中留下珍貴的的文化資產，也創造台中的多元發展，留下

重要養分。 

 

 

 

 

 

 

 

 

圖 4 台中歷史古蹟-刑務所演武場 圖 5余如季鏡頭下的台中公園雙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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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明治 41(1908年)10月 24日台灣縱貫鐵路通車典禮會場全景 

三、 縱貫線開通典禮．中部第一大城誕生 

台中是總督府有意開發的近代化都會，日治時期，日本

殖民政府在台灣有計劃的改造都市環境，建設了以現代化為

目標之城鎮數十個。雖然台灣潮濕多雨、缺乏公共建設，但

日人卻早已開始了將台中建設為中部大城，使台中成為台灣

島內南北交通運輸樞紐的想像。 

台灣縱貫鐵路於 1908年 10月 24日舉行通車儀式，是日

治台灣五十年來最大的盛會之一，當時由明治天皇堂弟載仁

親王來台主持「台灣縱貫鐵道全通式」，典禮選在在台中公園

舉行，當年為迎接親王蒞臨，還特別在台中公園內興建「御

休憩所」，即現今台中市最著名的地標「湖心亭」。 

通車典禮之後，台中都市計畫如火如荼進展，改造後的

台中終成為中部第一大城。1917年依西洋建築理念與技術所

建的紅磚造台中驛竣工啟用， 也成為台中最顯著的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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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南來北往交通便利．物產豐饒生活富足 

日治時期台中以輕工業和農產品的加工製造為主，日本

殖民政府為了改善台中的環境，施行一連串的市區計畫。台

中位於中部地方的政治、經濟中心，也是物品重要集散中心，

如砂糖、米、芭蕉…等，使得台中城成為人口聚集、街道井

然的街區。 

另外，隨著鐵路的發展，也直接啟動了城市整體機能的

進化。由於台中火車站的建立，掌握、聯絡了南北、山海線

經濟動脈之要隘，同時更帶動中部地區多方發展，1912 年，

後車站帝國糖廠與中南線興建劃設，作為台中到內地南投的

人流與物產運輸管道，確立了台中商業、物產集散中心地位。 

1917 年台灣倉庫株式會社台中出張所(即現在的二十號

倉庫群)開張，與重點發展區域同時也是政商中心的前車站相

比，長期被視為資源分配不均的鐵道以東，也因為中南驛的

設置，開始活絡發展。 

 

 

 

 

 

 

 

 

 圖 7    日治時期日本帝國製糖廠株式會社之台中工場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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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幸福台中．宜居城市 

一、 城市品牌已獲國際肯定 

(一) 國際媒體 CNN推薦-「台灣最宜居城市」 

美國有線電視網 CNN於 2016年 4月在官網刊登一篇文章，

將台中市列為台灣最適合居住的城市，深入介紹台中的特色

景點與城市魅力，除氣候怡人、自然資源豐富外，藝文景點、

美食創意也令人印象深刻。 

2015年有750萬名遊客來台觀光，而國外旅客提到台灣，

會想到的城市可能都是台北，然而，在幾次調查與網路討論

中，多數台灣人卻認為台中才是最宜居的城市。文章進一步

介紹台中的城市特色與魅力，指台中年均溫約攝氏 23度，全

年氣候怡人，不但擁有高美溼地、谷關溫泉、大坑步道等豐

富的自然資源與山海風光，而且還有國立台灣美術館、彩虹

眷村等藝文景點，可深入體驗這個城市的文化生活魅力。 

 

 

 

 

 

 

 

 

 圖 8    CNN推薦：台中是「台灣最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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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級宜居城市，與英格蘭布里斯托、美國奧蘭多、紐西

蘭威靈頓並列 

【GaWC排名 台中首度入榜成國際級宜居城市】 

國際知名研究機構 GaWC今年公布 2016年世界城市排名，

台灣僅台北、台中、高雄入榜，台中躋身國際級宜居城市，

獲評等級與英格蘭布里斯托、美國奧蘭多、紐西蘭威靈頓等

世界級大城市並列！ 

GaWC（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組織）是歐美學者自發組

成的研究網絡，透過六大「高級生產者服務業機構」，包括銀

行、保險、法律、咨詢管理、廣告、會計業，在世界各大城

市中的分布作為指標，對世界城市進行分級，2 至 4 年不定

期公布，GaWC最新公布的世界級城市名冊顯示，全球共有 361

個城市入選，台灣有台北、台中、高雄入榜，台中則首度進

榜。 

2012年台灣僅有台北、高雄入榜，台北一樣是 Alpha-，

高雄則是 Sufficiency；今年公布的最新排名，台中首度入

榜即獲評為 Gamma-等級，全台排名第 2，僅次於台北 Alpha-

等級，優於高雄 High sufficiency級別，擠身「世界級城市」。 

 

 

 

 

 

 

圖 9  GaWC 公布 2016年世界城市排名，台中躋身國際級宜居城市。 

(圖片編輯取自 GaWC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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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百大旅遊目的地城市 

調查研究機構歐睿信息諮詢公司（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於 2017年 1月 28日公布的「全球百大旅遊

目的地城市」報告，以各城市 2015年造訪人次為基準列出排

名，台中首度進入百大，排名全球第 97，旅遊人次達 198萬

人次，較前一年上升 8%。 

為吸引更多人來台中旅遊，市府積極發展觀光，推動「中

進中出」觀光旅遊模式，除促成清泉崗機場升格為國際機場，

2015年也新增 9航點、2016年新增 2定期包機航點，並積極

宣傳高美濕地、谷關溫泉等知名景點，推動中區舊城新生計

畫、改造柳川、綠川等，要讓台中成為知名旅遊勝地。 

2016年在台中住宿的旅客約 685萬人次，較 2015年度

的 658萬人次成長約 27萬，成長率約 4%；其中，在台中住

宿的外籍旅客逾 225萬人次，較 2015年度成長約 10萬，成

長率約 4.6%，顯示台中推動觀光已有具體成效。 

對於台中首度進入全球百大旅遊目的地城市，台中市府

表示感謝，強調未來還有努力空間，將繼續努力，讓台中變

成更宜居、更友善的城市，也會繼續努力推動觀光發展，歡

迎更多國際友人造訪台中，感受台中美麗的人文風情。 

 

 

 

 

 

 
圖 10  全球百大旅遊目的地城市，台中排名全球第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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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中生活滿意度調查．印證宜居城市 

(一) 1111人力銀行民調：台中留鄉率 84.3％居全台之冠 

根據 1111人力銀行 2017年 8月 8日公布最新調查，全

台灣留在原鄉工作的上班族中，以台中市留鄉率最高，高達

84.3％；另外，台中民眾生活滿意度調查高達 70.3分。 

內政部公布7月底各縣市人口數，台中達277萬8182人，

比高雄多 309人，正式成為台灣第二大都市，為了解台中人

口數竄升的原因，1111人力銀行特別針對「台中移居意願暨

生活滿意度」進行網路問卷調查。 

民調顯示，民眾選擇在台中工作生活，前三大誘因依序

為：生活機能便利、居住環境佳、氣候宜人，其中超過 5成

民眾認為台中交通便利；台中民眾生活滿意度調查高達 70.3

分，政策滿意度依序為「捷運及路平」、「水利建設」、「觀光

及文化」、「社會福利及教育」、「公共建設」。 

調查也顯示，上班族有意在台中生活的原因，主要看好

台中「生活機能便利」(37.1%)、「居住環境佳」(31.5%)、「氣

候宜人」(30.9%)、「工作機會多」(24.1%)等四大原因。同時，

「打造便利交通」(52.7%)、「豐富休閒資源」(24.0%)、「深

化城市文化」(21.9%)、「提供幼托補助」(20.0%)等政策與規

劃，最吸引上班族落腳台中。 

根據人力銀行資料庫顯示，在台中工作的上班族平均月

薪約為 3萬 7,876元，而全台各縣市民眾留在原鄉工作比率，

台中市達 84.3%，居全台最高；另外，職缺年增率 3.1%是台

北、台中、高雄三大城市之冠。 

此份網路民調更加印證台中是宜居城市，台中移入人口

多年來持續增加，但近兩年成長率最高，市府未來會打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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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環境，提供更好的工作機會、提升更好生活機能且提

升社福與文化軟實力，盼吸引更多人移居。 

 

 

 

 

 

 

 

 

 

(二) 打造宜居城市，讓懂生活的人會愛上台中 

台中近年平均每年成長 2萬人，其中 1萬人是自然增長，

1萬人是外部移入，人口成長與台中市推出重大建設、「築巢

引鳳」有關，軟體方面推出托育、托老一條龍、青年希望工

程、10公里免費公車等各項公共政策，獲社會肯定，因此人

口向上成長。 

人口移入台中的誘因，民眾考慮是否居住在一個地方，

首要考量薪資與工作機會，因此市府推出青年希望工程，讓

年輕人出社會都有好工作，因此台中失業率低、薪資也在提

升當中；輔導創業部分，市府也著力許多。加上招商引資帶

動經濟發展，進而提供高薪資的就業環境，搭配托育、托老

政策，年輕人可以養兒育女、讓父母獲得妥善照顧，自然移

居台中。 

圖 11  林市長視察幼兒食農教育，肯定托育一條龍創幼兒、家長、幼托  

產業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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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加是台中市三大利多之一，鼓勵投資人一起投資

台中、投資未來。台中市已成為全台第二大城市，正是「轉

大人」階段，不但擁有人口利多，加上內政部通過台中市區

域計畫，以及前瞻基礎建設軌道運輸「全壘打」等三大利多。 

台中市除了托育一條龍等社福佳，讓父母無後顧之憂、

願意生之外，也創造移居台中誘因，人才願意來台中。像是

台積電就在台中投資約新台幣 7,500億元，創造 5,000個以

上的工作機會。另外，以精密園區一、二期的投資效益來看，

自 2015年起至 2017年 7月止，工廠登記增加 40家、就業人

數約增加 2,500人、投資額約增加 205億元。大立光於精密

園區亦投資多處廠房，投資金額近新臺幣 200億元，未來可

創造 2,000個以上就業機會，並貢獻生產總值約新臺幣 180

億元。 

 

  

圖 12  台中捷運綠線目標 109年全線通車，未來配合「台中市民卡」， 

讓市民享有在地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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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台中百年會暨邁向全台第二大城慶祝活動 

一、 台中百年會．再現歷史盛會 

1917 年是台中車站的第二代站體「台中驛」建造完成，

在縱貫線火車通車後，火車站前隨之繁榮，而「新富町市場」

即現在的第二市場也在這一年啟用，當時為慶祝台中城建立，

全國媽祖廟來台中會香駐駕 40天；適逢今年百年慶到來，藉

擴大舉辦百年媽祖會活動，除持續推動中區再生外，也盼凝

聚台灣人的向心力，發揚媽祖文化，也期待大台中進入下一

個百年鐵路高架化的時代，本府已做好準備。 

為了讓民眾更了解台中百年城發展軌跡，深化其歷史意

涵，本府舉辦「台中百年會」系列活動，呈現文化城中城再

生主題，盼帶動台中文藝復興，保存並發揚過往文化特色，

讓台中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城。  

 

 

 

 

 

 

 

 

 

 

圖 13  畫作名稱：台中公園  

作    者： 林之助 

年    份：1967 年  

原作材質：膠彩 

原作尺寸：41x5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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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台中車站百年慶系列活動海報 

圖 15 第二市場百年慶系列活動海報 

象徵世紀風華再現

的「台中車站百年慶」，

規劃綠空鐵道音樂祭、

鐵道文化講座及鐵道旅

行等一系列活動，包括

火車站百年記者會、鐵

道小旅行及文化講座、

不老青春同樂會、綠空

鐵道市集、親子活動及

綠空鐵道音樂祭等，不

但喚醒民眾對百年車站

的記憶與認同，更提升

了城市能見度及創造光

榮感。 

 

第二市場經過

本府規劃修繕工程，

陸續完成雨汙水分

流、地坪修繕、廁所

修繕、漏水改善、更

新市場招牌等，並且

更新飲食區的天花

板、改造攤商，讓飲

食更加衛生、明亮與

通風。在華麗變身後，

以懷舊、復古為主題

迎接百年慶，除設計

以紅燈籠妝點市場，



15 
 

圖 16  1950 年代市場年節採買場景/林權助作品，洪敬浤翻攝 

圖片來源 :聯合新聞網 

 

營造出張燈結綵的喜慶感覺外，六角樓等進出入口還架設復

古廣告看板，並展示林權助的攝影照片作品，展示台中百年

意象。 

 

 

 

 

 

 

 

 

萬春宮在 2015年佳期焚香擲筊向聖母請示，獲得媽祖慈

悲聖示，於今年舉辦「百年七媽會台中」百週年慶紀念活動，

規劃遶境、祈福、點掛平安燈籠、民俗陣頭饗神、公益慈善

活動及文化藝術展演等豐富內容，帶給民眾全新體驗及不同

感受。 

 

 

 

 

 

 

 
圖 17  台中媽祖會「媽祖戲劇之夜」  

圖片來源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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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邁向全台第二大城．市民同慶展望未來 

台中市人口數躍升為全國第二大城市，與台中市推出重

大建設、「築巢引鳳」有關，軟體方面推出托育、托老一條龍、

青年希望工程、10公里免費公車等各項公共政策，獲社會肯

定，因此人口向上成長；同時，也積極創造良好薪資與工作

機會，透過青年希望工程的推出，讓年輕人出社會都有好工

作，降低台中的失業率、提升薪資，並積極輔導創業、全力

招商引資帶動經濟發展，以創造高薪資的就業環境，搭配托

育、托老政策，年輕人可以養兒育女、讓父母獲得妥善照顧，

自然移居台中。由此充分印證，台中市在各項社會福利政策、

交通建設、招商就業環境等展現具體施政成果。 

為了歡迎新市民，本府特別邀請在今年 7月 31日最後登

記成為新市民的新生兒及新遷入市民代表，同時自本府各局

處和企業商家募集豐富的禮品，於 8月 25日由林副市長依瑩

頒贈給 6 位新市民代表及其家人，分享成為台中市民的幸福

和喜悅。 

 

 

 

 

 

 

 

 
圖 18 台中市在各項社會福利政策、交通建設、招商就業環境等 

展現具體施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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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底，台中市人口數達到 2,778,182 人，人口數

躍升正式成為全台第二大城市。為慶祝城市邁向新里程碑，

本府規劃於 10 月 7 日晚間於豐原體育場舉辦｢台中百年會暨

邁向全台第二大城慶祝活動｣，特別以台灣民間辦喜事的方式，

舉辦｢千人辦桌｣並結合｢演唱會｣形式，邀請市民共同見證並

感受作為台中人的幸福光榮。 

即將於 10 月 7 日舉辦的｢台中百年會暨邁向全台第二大

城慶祝活動｣，結合傳統年節喜慶辦桌、邀請與台中深具淵緣

的知名藝人站台演唱老歌新曲，並透過珍貴的台中歷史影像，

帶領民眾回顧台中市百年來的古典風華和創新風貌。 

在｢千人辦桌｣活動部分，特別邀請到名廚阿基師率領五

星級飯店的外燴團隊，以台中在地特色食材與花卉精心設計

菜色，包括「大甲芋」、「新社香菇」、「東勢水梨」及后里各

種新鮮蔬果、冬瓜、火龍果花、鮮蝦等在地農產，經過創意

料理和花卉主題造型擺盤，色香味俱全，呼應 2018台中世界

花博的到來。活動當晚，外燴團隊將端出｢花香開味迎賓集｣、

｢芙蓉睡蓮香菇鴨｣、｢花豔玉排扣白玉｣、｢霸王花果燉雞湯｣

等 10道佳餚，以｢食在地、食當季｣的概念融合｢2018台中花

博｣意象，讓現場民眾品嚐到獨一無二的｢台中味｣。 

除了以台灣民間最傳統的慶喜事方式辦理「辦桌」，讓民

眾品嚐在地台中佳餚，10 月 7 日晚間 6 點起在豐原體育場，

也將同步舉辦演唱會，邀請多位與台中頗具淵緣的藝人-玖壹

壹、李千娜、黃路梓茵(LULU)、沈文程、江惠儀、小鐘、林

喬安、大芭比等多位台中在地歌手輪番登台演唱，也安排歌

手演唱台中已故知名作曲家張邱東松、呂泉生的知名曲目，

展現台中文化的多元風貌，同時透過珍貴的台中歷史影像，

將帶領民眾回顧台中市百年來的古典風華及創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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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台中百年會暨邁向全台第二大城市慶祝活動海報 

其中，｢千人辦桌｣活動自 9 月 11 日上午 9 點起至 9 月

13日下午 5時開放民眾網路預約報名，獲得熱烈迴響，顯見

市民對於台中市晉升為全台第二大城，普遍具有高度的光榮

感和認同感，並且對台中的未來發展充滿樂觀的期待和盼望，

這樣將成為支持本府團隊最大的力量。誠摯邀請大家一同來

見證台中邁向全台第二大城的光榮時刻，並展望更美好的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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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台中市人口數已成為全台第二大城 

高達 96％市民認同台中是宜居城市，83％對台中成為全台第二大城感到光榮。 

伍、 結語 

 依據今年 7月底統計，台中人口總數為 2,778,182人，高雄

市為 2,777,873人，人口總數超越高雄，成為全台第二大城。 

依據本府研考會 8 月 29 日至 31 日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高

達 96％市民認同台中是宜居城市，83％對台中成為全台第二大城

感到光榮。調查中發現，近 7 成 3 民眾認為本府施政對促使台中

成為全台第二大城市有所貢獻，3 成認為「氣候宜人」是主因，

其次「交通便利」及「就業（創業）機會多」各佔 1成。 

隨著第二大城及百年慶各項活動的進行，不僅讓民眾共同見

證台中邁向台灣第二大城市之歷史時刻，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光

榮感與認同感，本府透過多元宣傳管道，將台中百年來所累積之

多元、深厚的文化底蘊呈現予民眾，盼保存並發揚台中過往文化

特色，呈現文化城中城再生主題、帶動台中文藝復興，發揮城市

行銷效益。 

台中．連結共好 

~Here to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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