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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臺灣元宵燈會－辦理緣起 

「中臺灣元宵燈會」自 1999起舉辦，已建立本市具指標性之

節慶活動，厚植大臺中國際化之實力，強化城市行銷，每年吸引數

百萬遊客參觀，創造本市觀光意象。期藉由大型活動的舉辦，結合

在地觀光、文化、休閒產業，並均衡區域發展，有效促進本市觀光

產業永續發展。 

為均衡本市區域發展，自 105年起每年於本市城區及海線各設

置 1處燈區，打造雙主燈及雙燈區，成功創造臺中燈會之特色，帶

動區域觀光發展。 

二、前期籌備說明 

(一)燈區場地介紹: 

每年中臺灣燈會皆有數百萬民眾參觀，場地選擇須考量多項因素，

包含基礎設施完善、周邊交通便捷、地景地貌、場地開闊等等條

件，今年燈會場地特色說明如下: 

1. 城區-臺中公園：臺中公園的湖心亭為本市著名歷史建物代

表，且公園內日月湖、湖心亭、地景、大型喬木與歷史建

築物極具特色及歷史意義，搭配千變萬化五顏六色的璀璨

光環境，將打造屬於臺中之特色燈會，為這座百年公園注

入年輕的活力，且能帶動本市舊城區的繁榮與發展。 

2. 海線-清水港區藝術中心：港藝中心位處本市海線中心地帶，

園區高低起伏的人工矮丘與造型水池，建築仿閩南合院風

格設計，古樸典雅，加上佈置燈區呈現出濃郁中國傳統年

節氣氛，且近兩年在海線地區設置燈區，民眾更是反映熱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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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跨局處籌備小組: 為求燈會活動規劃完善周延，以利活動執行

順遂，本府成立籌備小組，由林副市長陵三擔任召集人，分工

事項如下: 

單位 辦理事項 

臺中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 

1. 主辦中臺灣元宵燈會活動，綜理元宵燈會活動的各項

行政作業與聯繫事宜、規劃籌組緊急應變小組等相關

事宜。 

2. 燈區佈置規劃與執行。 

3. 活動整體媒體行銷及燈區亮點宣傳事宜。 

4. 主政攤販稽查，與警察局、建設局及文化局成立流動

攤販取締小組，執行流動攤販之勸離與取締。 

臺中市政府 

民政局 

彙整本市各寺廟舉辦燈會活動資訊，送觀旅局協助行銷

宣傳。 

中區光復國

小 
同意免費借用牌樓及入口處設置入口意象及服務臺。 

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 

1. 協助借用臺中公園作為燈會場地使用。 

2. 協調燈會期間暫停二大燈區附近道路各項工程施工作

業。 

3. 協助借用本市雙十路與自由路口人行天橋進行燈會活

動燈飾佈置。 

4. 協助借用交通錐及連桿供活動使用。 

5. 活動期間配合觀旅局執行臺中公園流動攤販之勸離與

取締。 

臺中市政府 

交通局 

1. 協助燈會期間推廣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協調公車

及客運業者、火車於燈會期間加開班次，疏運賞燈人

潮。 

2. 協助指導交通維持計畫提報，辦理交通維持計畫審查。                

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 

1. 協助支援輪椅於活動現場供民眾借用。 

2. 開幕及元宵晚會支援手語志工協助翻譯。 

3. 協助復康巴士預約到燈會服務 

臺中市政府 

都發局 
協助活動整體無障礙場勘。 

臺中市政府 

衛生局 
協調護理師、救護技術員及救護車至現場救護站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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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 請協調各機動區隊優先支援元宵燈會活動期間，協助

配合於二大燈區設置大型垃圾子車、資源回收桶及廚

餘回收桶，並協助統計廚餘回收量。 

2. 請於燈會活動期間，調派 1-2輛垃圾車，協助當日垃

圾清運，加強活動現場周邊道路之清掃工作及廢棄物

清運工作，並於假日加派人力，以維護環境清潔。 

3. 協助辦理審查羅馬旗等申請宣傳旗幟之懸掛事宜。 

4. 協助審查環境清潔維護計畫。 

臺中市政府 

文化局 

1. 活動期間配合觀旅局執行港區藝術中心流動攤販之勸

離與取締。 

2. 協助於相關網站公告活動期間邀請街頭藝人表演訊

息。 

3. 協助借用清水港區藝術中心作為燈會場地使用。 

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 

1. 活動期間協助各燈區之交通管制及車輛疏導工作。 

2. 安排警網加強二大燈會現場巡邏與安全維護。 

3. 活動期間配合觀旅局執行兩燈區流動攤販之勸離與取

締。 

臺中市政府 

消防局 

1. 協助審核活動安全防護計畫書。 

2. 規劃執行消防搶救防護計畫。 

3. 活動期間協助調派消防人員和消防水車於隊上待命，

支援燈會期間緊急事故。 

4. 臺中公園支援乙臺救生艇及消防員，以因應日月湖突

發緊急事件應變及意外事件防災應變。 

臺中市政府 

新聞局 

協助於本市有線電視、廣播、雜誌刊物等通路宣傳燈會

活動。 

臺中市政府

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 

協助監督及管控燈會活動進度狀況。 

清水區公所 

協助本活動行銷及活動資訊宣傳，本局將提供本活動文

宣、DM及海報，請鼓勵民眾參與並協助發送活動文宣資

料至各里。 

北區區公所 

協助本活動行銷及活動資訊宣傳，本局將提供本活動文

宣、DM及海報，請鼓勵民眾參與並協助發送活動文宣資

料至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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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理念 

主燈為燈區最大之亮點，為呼應今年為『狗』年，主燈設

計以「公犬遠瞻」與「母犬守護」為主題，並使用 2015年獲國

際認證正名之「臺灣犬」造型設計，台灣犬擁有忠誠心、警覺性

強、大膽無畏懼個性的等特色，非常適合擔任本次主燈之主角，

祈願臺中能在守護固本、打造宜居心城市的同時，也能前瞻遠眺、

勇敢前行共創未來。 

四、「2018 中臺灣元宵燈會」活動概要 

(一)燈會主題：喜迎來富 

(二)燈會期間：107年 2月 24日（六）至 3月 11日（日） 

(三)燈區：臺中公園及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四)主燈秀：每晚 19:00-22:00整點 

(五)官方網站：www.2018taichunglanter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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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燈區規劃 

(一) 臺中公園:共規劃有 1座主燈、9座主題燈、3座互動科技花燈、

7座水上花燈及其他各式光環境布置。 

 

1. 主燈設計說明 

臺中公園主燈「福旺中臺」造型以「公犬」與「大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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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遠瞻國際，喜迎未來，背負城市進步與發展」意象，

五彩結構、昂首之姿，擁有登高遠眺的荒野豪情，也同時與

自然祥和共生共存。主燈底座以新鮮花卉及真實植栽打造植

生牆底座，並加入花香體驗，讓整座主燈充滿生命力。 

 

2. 主題燈設計 

2018年除了是生肖狗年，也是臺中花博年，因此今年主

題燈結合各種可愛的「狗」造型及花博吉祥物「石虎家族」

及臺中捷運、新社香菇、外埔火龍果等等「臺中市在地意象」

元素一起設計。 

  

臺中捷運通四方 花也搖擺跨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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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出旺外愛狗狗 花現宜居大臺中 

  

新社採菇趣 大吉大利火龍狗 

 
 

加官晉祿福祿狗 聆聽花開的聲音 

 
五福臨門慶元宵 

 

3. 水上花燈設計 

臺中公園的7座水上花燈是以植物的生命周期演變作為

設計主題，從植物生長、綻放，然後開花、結果等過程，花

燈於水中倒影如虛如幻，是傳統花燈外的另一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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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生長            綻放         果實 

  

生命的能量           從芯發光           花的狂響曲 

4. 互動花燈設計 

互動花燈特別邀請臺中科技大學、東海大學及亞洲大學

設計 3座與民眾互動之科技花燈，展現學生創意的一面。 

       

科技花(臺中科技大學)   朝氣(東海大學)  花之生命力(亞洲大學) 

5. 光廊設計 

臺中公園配合更樓古香古色特色建築外觀，融合新年喜

氣氛圍，打造更樓特色光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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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內結合既有樹木及地景，裝飾各式燈飾及燈組，營

造燈區內浪漫氛圍。 

 有頂特色光廊 

 中正橋燈飾布置 

 

日月湖環湖燈飾

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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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共規劃有 1座主燈、10座主題燈及其他各

式光環境布置。 

1. 主燈設計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主燈「祥旺花都」為「母犬」與「幼

犬」的造型，主體以粉色系結構呈現母儀天下的姿態，左右

兩隻幼犬與花朵圍繞，呈現溫柔慈祥、守護呵護的母愛意象。

主燈底座以幼犬圍繞母犬嬉戲的動態感呈現，花朵底座加入

花香體驗，呈現母犬溫柔及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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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燈設計 

2018年除了是生肖狗年，也是臺中花博年，因此今年主

題燈結合各種可愛的「狗」造型及花博吉祥物「石虎家族」

及高美濕地、東后豐自行車道等臺中特色景點一起設計。 

  

狗來旺 狗來福 

 
 

柴運亨通財犬來 暖心溫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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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原鄉慶豐年 自然共生遊高美 

 

 

同心協力低碳城 開花結狗花好年 

  

花現臺中卡麥拉 浪浪回家喜相逢 

3. 光廊設計 

港區藝術中心配合現有路樹、路燈及建物，打造愛心繽

紛廊道，讓民眾感受元宵熱鬧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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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頂特色光廊 

 拱橋裝飾造景 

 入口意象燈飾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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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晚會節目 

(一)開幕晚會：107年 2月 24日 

臺中公園邀請在地舞蹈及表演團體，另外配合日本青森

縣平川市睡魔花燈在臺中公園展出，青森縣也將帶來傳統的

睡魔祭典表演;港區藝術中心除了有來自日本長野縣駒根市

的太鼓表演團隊外，還邀請爵士樂團及藝人表演。 

(二)元宵晚會：107年 3月 2日 

臺中公園邀請在地葫蘆墩國小的糖葫蘆劇團演出，另外

日本鳥取縣也將帶來精彩的女子鏘鏘傘舞及其他藝人，為燈

會帶來不同的表演;港區藝術中心邀請在地爵士樂團及多組

藝人到現場，與民眾一同渡過精彩的元宵節。 

七、日本青森縣平川市睡魔花燈 

所謂的「睡魔祭典」，是在日本青森縣津輕地區舉辦的夏季傳

統祭典。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之間，於津輕地區各處舉行。 睡

魔祭典隨地區不同各有特色，比如有以為特徵的「人形睡魔」，或

高聳矗立的「立佞武多」，以及能展現各種圖案、展開如扇狀的「扇

形睡魔」等種類。 

日本青森縣與臺中市近年交流密切，自前年開始，即積極規劃

贈送扇型睡魔花燈參加臺中燈會展出，今年，睡魔花燈終於來到臺

中，青森縣平川市市長及本市林佳龍市長將在 24 日開幕當天，雙

方共同為睡魔花燈點燈，邀請大家到平川市看睡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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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兩大燈區與本市各宮廟共同熱鬧慶元宵 

除了臺中公園與清水港區藝術中心的中臺灣元宵燈會外，臺中

許多大小宮廟在元宵節前後也有許多精彩的節慶活動，例如梧棲朝

元宮於 2 月 25 日舉辦千人踩街及音樂晚會，大甲鎮瀾宮、清水紫

雲巖於 3月 2日舉辦元宵晚會還有猜燈謎、藝人表演活動在其中，

東區樂成宮於 2 月 15 日至 3 月 4 日舉辦弄獅活動，其他宮廟也還

有猜燈謎、搓湯圓、彩繪燈籠等等，整個大臺中處處充滿元宵節慶

氣氛。 

臺中公園位於臺中市區，交通方便，周邊有臺中文創園區、一

中商圈等等眾多知名景點；清水港區藝術中心旁有一處小花海，充

滿粉色波斯菊、鮮黃油菜花，以及向日葵，花期預計到元宵後，遊

客白天可以先到牛罵頭遺址文化園區、紫雲巖、朝元宮、高美濕地

觀生態、梧棲吃海鮮、小花海賞花，晚上再到燈會賞燈，規劃豐富

又有趣的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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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國曆) 

東勢區 

東勢文昌廟 點燈儀式與求文昌活動 3月 2日 

東聖宮 十犬十美平安納彩歡慶元宵 3月 2日 

米粉寮樂善祠 新丁粄比賽活動 3月 2日 

永安宮 新丁粄比賽活動 3月 2日 

北興里雙福祠 元宵節求子活動 3月 2日 

中區 
財團法人臺中市順天宮輔順

將軍廟 
元宵節燈會 3月 2日 

清水區 紫雲巖 107年紫雲巖元宵燈會 3月 2日 

東區 財團法人台中樂成宮 

「2018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

節-百年宮廟風華系列-廟埕藝

術文化季-弄獅」活動。 

2月 15日至 3

月 4日 

北區 臺中市元保宮 元宵活動 3月 2日 

大里區 
財團法人臺中市大里杙福興

宮 
燈籠展示活動 

2月 1日至元

宵後 

大安區 

鎮南宮 
元宵猜燈謎活動(猜燈謎、摸

彩、跳舞表演等。 
3月 2日 

福安宮 
元宵猜燈謎活動( 提燈籠、猜燈

謎、摸彩等。) 
2月 24日 

后里區 

鎮安宮 慶祝元宵節(晚會) 3月 2日 

天靈宮 
慶祝元宵節(晚會)搓湯圓比賽

優勝頒奬 
3月 2日 

大甲區 
財團法人臺中市 

大甲鎮瀾宮 

元宵節晚會(藝文、猜燈謎及藝

人表演活動) 
3月 2日 

神岡區 

神岡區瞻雲宮 提燈籠、猜燈謎、踩街及摸彩 3月 2日 

社口萬興宮 提燈籠、猜燈謎、踩街及摸彩 3月 2日 

順天宮 提燈籠、猜燈謎及摸彩 3月 4日 

北屯區 

財團法人臺中市四張犂三官

堂 
親子彩繪燈籠活動 2月 24日 

松竹寺 上元節平安法會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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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棲區 

浩天宮 

浩天宮元宵節踩街暨宗教場所

低碳節能宣導活動(發放燈籠、

踩街、摸彩等活動) 

3月 2日 

王天府 

戊戌年慶元宵系列活動—博茭

(博龜祈平安活動中進行博茭，

依聖茭多寡，獲得豐富獎品) 

3月 2日 

朝元宮 
千人踩街活動 

音樂晚會 
2月 25日 

順安宮 

朱府夫人媽聖誕千秋暨元宵節

摸彩活動(鄉親歡唱、摸彩等活

動) 

3月 2日 

南屯區 新庄子永和宮 慶元宵(跋米籮卦) 3月 2日 

霧峰區 法揚宮 元宵節聯歡祈福燈會 3月 2日 

 

九、觀光效益 

2017 年中臺灣元宵燈會共吸引 260 萬人次賞燈，為本市帶來

約 10億元以上總體經濟效益。2018年亦預估吸引超過 260萬人次

前來賞燈，期望透過本次活動帶動本市觀光產業發展，活絡商機。 

十、結論 

2018中臺灣元宵燈會今已邁入第 20年，臺中市政府每年均編

列預算並投入大量人力，已成為市民每年必訪活動，並成功塑造成

本市年度重大節慶活動。 

每年燈會經問卷調查，普遍民眾滿意度高，喜愛燈會原因包含

雙主燈及搭配舞者主燈秀、湖心亭水上花燈及近幾年於海線地區設

置燈區等等極具特色且充滿創意及吸引力，深受民眾喜愛，未來將

持續讓臺中燈會活動結合在地文化特色，打造屬於臺中的特色燈節，

也感謝議會及議員們多年的支持與指教，使燈會活動每年更具規模、

豐富及可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