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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計畫緣起 

 綠、柳川位處台中火車站前，是臺中市重要區域排水，

流經人口密集精華地區，沿岸已高度都市化，因長期受沿

岸居民經濟活動所排放污水影響，致河川水體水質惡化，

另由於沿岸硬式河堤護岸，亦使都市藍帶無法與居民互動

(圖 1、2所示)。 

 為改善綠、柳川水質污染及三面光的水道環境，市府

以水質改善為優先，在確保防洪排水之機能目標下，積極

對水路空間多元化利用，提高都市在地文化與生活價值。

藉此有效提升綠、柳川沿岸之水體狀況及沿岸生活環境，

重新賦予都市排水新的活力，使臺中舊市區風華再現，期

望使民眾更親近自然環境，並達到提昇城市視覺意象之雙

重目標。  

 

圖 1  柳川整治前河道景況 

 

圖 2  綠川整治前河道景色 



2 

二、 計畫目標 

 綠、柳川水質不佳的主因皆為上游來水問題及兩岸民

生污水直接排入，整治工程第一步即優先截流兩岸晴天污

水以削減污染源，並設置地下礫間接觸曝氣水質淨化系統，

將截流之污水於現地處理後放流，做為 LID 示範段水源，

同時一併加強渠道防洪能力、建立防洪預警機制，提高民

眾遊憩安全性，並搭配景觀營造改善整體環境，復原生物

棲息環境，營造河川自然生態，再結合周邊豐富人文歷史，

讓日與夜各有不同的風貌，藉以翻轉周遭人文與商業空間，

帶動中區再現繁華榮耀(圖 3、4所示)。  

 

圖 3  柳川整治工程範圍圖 



3 

 

圖 4  新盛綠川水岸廊道計畫範圍圖 

貳、中區綠柳川整治成果 

綠、柳川整治以「水潔淨」、「水安全」及「水

空間」等三個面向作為核心概念，為的是提供市民

一個安全、潔淨的水域環境，以下將藉由三項核心

概念說明各工程項目及成果(圖 5 所示)：  

 

圖 5  綠柳川整治核心概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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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潔淨 

    排水整治之首要課題即是水質改善，柳川兩岸

晴天污水截流範圍自崇德柳橋至南屯柳橋，總計完

成 72處污水截流，預估每天可截流 5.7萬餘噸污水。

各幹線截流處透過引流管將部份污水送至中華停車

場地下化礫間接處曝氣處理設施作現地處理後，再

將乾淨之水源自中正柳橋出口端放流回柳川，補注

乾淨水源，淨化水質；部分污水則引入周圍鄰近污

水管線中，納入福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圖 6 所示)。  

依柳川改善工程所設置之地下礫間水質淨化處理設施

處理後水質分析結果顯示(105 年 1 月至 107 年 3 月)，柳

川整治河段的河川污染(RPI)指數由 7.25 改善至 3.5，由

「嚴重污染」改善為「輕-中度污染」；而本府環保局監測(三

民柳橋測站)柳川水質結果顯示，在民國 103 年至 107 年 3

月間，柳川下游約2.2公里處的RPI指數由8改善至3.75，

由「嚴重污染」改善為「中度污染」，顯見柳川整治工程已

成功實質改善水質。  

 

圖 6  柳川水質淨化處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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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綠川亦以截流設施收集周邊 3.75 平方公里範圍內

商圈、餐飲及住家相關廢污水，每天約可收集 24,000 噸晴

天污水送到干城及建國現地處理設施，經過礫間淨化方式

處理後再送到綠川渠道，另外精武路以南污水，則藉由設

置截流井或截流溝的方式，將每日約 8,000 噸晴天污水，

截流至污水下水道(污水收集路線:綠川西街-建國北路-五

權南路-南平路-文心南路)，再送至福田水資源回收中心處

理(圖 7、8所示)。  

依最新環保局檢測綠川水質檢測資料顯示，民權路以北

的綠川整治河段的河川污染(RPI)指數由 10 改善至 1.5，

由「嚴重污染」改善為「未(稍)受污染」，水質清澈見底，

相較於整治前獲得極大幅度的改變，顯示市府改善綠川水

質的策略成效良好。  

 

圖 7  綠川水源處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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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水質改善礫間處理工程範圍及概念圖 

二、 水安全 

臺中市區內的綠、柳川流經人口密集的精華河

段，每當豪雨發生時，即肩擔數以萬計的人民生命

安全，所以渠道的防洪安全是十分重要的。  

柳川排水呈上游較窄、下游較寬，以中正柳橋

為分界點，上下游渠寬度約相差 10 公尺，為了增進

柳川的防洪能力，市府辦理都市計畫變更，還地於

河，將中正柳橋至民權柳橋河道往兩側各拓寬 8 公

尺，渠道寬度大幅增加，由原本的 25 公尺變為 41

公尺，並增設防洪箱涵於河道兩側下方，自 106 年

起已經歷多次豪大雨考驗，證實防洪安全無虞(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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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豪大雨前中後柳川景象  

而綠川在防洪安全上的考驗，相較於柳川更是

嚴苛，不僅渠道範圍狹小，兩側的車道空間也無法

再限縮，更有百年歷史建築-「中山綠橋」橫跨其中，

要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內做好歷史保存又能兼顧防洪

標準，是綠川整治的最大難題(圖 10、11 所示)。  

在經過土木、水利、結構、大地等專業技師多

次會議討論、研究後，大家一致決定採用台中特有

的人工擋土柱工法(夫妻樁)，於中山綠橋下方新設

分洪箱涵，如此一來，除了可解決中山綠橋的通洪

瓶頸，增加中山綠橋近 1 倍的通洪斷面，讓綠川得

以滿足防洪標準，更加固了中山綠橋那經歷百年、

薄弱的橋梁基礎，並讓它免受洪水沖擊，在未來可

以更加安全及優雅的立足於綠川之上，邁向下一個

百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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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綠川防洪整治遭遇問題  

 

 

圖 11  綠川防洪工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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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空間 

河道整治除了水質、防洪改善外，環境整治也

是一項重要的課題，柳川整治前，河道為傳統混凝

土三面光形式，原不透水面積為 12,300 平方公尺，

河岸透水率幾乎為 0％。為此，市府於中正柳橋至民

權柳橋河段導入低衝擊開發工法(LID)，將河道改為

綠化緩坡型式，透過透水性舖面、入滲溝、雨花園、

入滲乾井、植生溝及植生過濾帶等，予以植栽綠美

化，經由土壤之過濾、吸附及微生物分解達成水質

淨化之功效，削減非點源污染排放量，同時保留原

有老樹，改造柳川水岸環境，減輕降雨逕流對環境

水體之衝擊，透水面積增加共計 6,258 平方公尺，

透水面積達到 50%以上(圖 12 所示)。  

 

圖 12  低衝擊開發工法施作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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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自然流暢的曲線河岸亦為本河段創新設計

的一大特色，搭配整體環境綠美化及中正柳橋、中山柳橋、

民族柳橋、民權柳橋等 4 座橋樑橋面裝修與燈光營造，讓

柳川再次繽紛亮麗，創造出日夜不同之風貌，更因此榮獲

公共工程金質獎及國家卓越建設獎的肯定(圖 13、14 所

示)。  

 

圖 13  柳川日夜風華 

 

圖 14  柳川榮獲金質獎及國家卓越建設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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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綠川同樣導入低衝擊開發工法，運用海綿城市概念

將河岸空間採多元化利用，不僅加入如仿水田式自然渠道、

大面積河岸綠帶、雨水撲滿、透水鋪面等工法，在人行空

間上，也以透水鋪面增加入滲面積，整治河段透水面積由

原本的 500 平方公尺增加至 5,000 平方公尺，將近 10 倍。

同時，為了恢復以往綠川綠意盎然的印象，除了原有的喬

木保留以外，市府更新植百餘株的樹木以及超過 4 萬株的

灌木、草花，綠化面積相較整治前增加了 5 倍以上(如圖

15、16 所示)。  

 

圖 15  綠川整治前後對照圖 

 

圖 16  整治後的綠川水岸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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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綠川整治開蓋時，意外發現台灣大道下方櫻橋

殘存的橋身，市府也將其完整保留，除了將橋下空間打通，

並將其立面復刻於外，讓綠川美景與歷史古蹟相互映照，

增添更多人文色彩(圖 17、18 所示)。  

 

圖 17  櫻橋復刻 

 

圖 18  夜晚的人文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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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值得一提的是，市府特別為綠川設計專屬綠川識別

形象 LOGO，形塑綠川水岸品牌並註冊商標(如圖 19、20 所

示)，是台灣第一個水岸品牌，配合識別系統設計統一風格

相關指示標誌，讓綠川周圍軟、硬體風格完善統調，結合

水岸整治成果連結觀光氛圍，藉綠川整治帶動周圍整體效

益，讓綠川的水空間營造效益放大到整個中區，透過這樣

的品牌載體，讓中區的人、事、物都能夠持續累積、前進。  

 

圖 19  綠川品牌 

 

圖 20  綠川品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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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綠柳川整治完成帶動中區的新契機 

臺中市中區是都市早期發展主要區域，惟經都市擴張、

經濟軌跡移轉而趨於衰退。自林市長上任以來，推動柳川、

綠川的河川整治、閒置大樓的再生、觀光計畫的推行、青

年創業的輔導等措施，已經給予中區不同新面貌。經過 3

年來的努力，舊城新生成果一一萌芽，綠川、柳川從原本

的幽暗河道，改造成清淨宜人的親水空間，文創旅店和青

創基地陸續進駐，讓原本沒落老舊的商業大樓及店面，也

準備重新出發，自 104 年迄今，中區新設立公司及行號約

550 家，已帶動舊城區(含中區及東區)超過 145 億元的民

間投資(包括設立、遷入、增資登記資本額及集團投資)，

包括國際級之「李方酒店管理集團」投資 80 億元在原金沙

百貨設立「臺中李方艾美酒店」，顯見中區未來的前景指

日可待。 

一、中區商業街廓推動作為及成果 

(一) 提升中區 3商圈商業活絡  

隨著社會生活水準的提升、消費意識之增長，

民眾對於消費環境品質的要求日趨提高，與民眾實

際生活緊密連結之街邊中小零售店舖，其街道式的

店面因群聚而自然形成獨具商業特色，正是提供休

閒、購物、飲食、娛樂等所有消費機能以滿足各種

客層之商圈，商圈已儼然是本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指

標，本府依「臺中商圈輔導獎勵補助計畫」鼓勵在

地商圈自主提案辦理特色活動，讓美麗的舊城區吸

引觀光人潮，帶動中區再生，目前中區有 3 個經本

府核准立案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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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由路商圈： 

(1) 自由路商圈內的商品雲集，有皮件精品、皮

鞋、服飾、髮飾等，但數十年來人氣不墜的

商品首推太陽餅，因為自由路是太陽餅的發

源地與集散地，區內老店雲集，成了自由路

商圈的要角。 

(2) 商圈內知名店家如陳允寶泉、九個太陽、太

陽餅博物館等有名餅店，還有沁園春餐廳、

小惡魔雪莉貝爾 DIY 冰棒蛋糕、小巷莫兒、

丸文食品等兼具創新與美味，帶給消費者體

驗新奇有趣的消費感受。 

(3) 自由路商圈近幾年開始於特定節日辦理行銷

活動，如「新年新希望購物到自由」、「母愛

自由，金句精選」、「餅傳承，愛永恆」、「溫

馨聖誕公益寫生」等，透過系列活動行銷商

圈，也讓商圈店家業績提升、創造商機。 

圖 21  自由路商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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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街商圈： 

(1) 電子街早期為販售音響電子商品的商店街，

如今則成為販賣電腦及週邊商品為主的電子

街，商店多達數十間，電子產品應有盡有，

來這裡可依個人需求選擇商品，並藉由電子

商店的集中，提供給消費者議價選擇的空間，

依自己的需求及預算，選擇物美價廉的商

品。 

(2) 商圈也在轉型，有新的生力軍進入，如新進

駐的綠柳町文旅，是間深具在地特色與文化

味道的旅店，讓來訪的旅人與旅店在住宿中

產生親切的互動。 

(3) 去(106)年電子街商圈辦理「街區彩繪活動」，

彩繪主題以電子街意象結合 2018 台中世界花

卉博覽會之創意發想概念為主軸，特色的街

區彩繪讓消費者走入商圈有煥然一新的視覺

感受。 

圖 22  電子街商圈彩繪燈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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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繼光街商圈 

(1) 繼光街是早期最繁華的商圈，以布店、飲食

店、錶店及雜貨店等民生商業為主，也是老

一代臺中人的回憶；隨著時代的斗轉星移，

演變成多元化經營，展現商圈旺盛生命力。 

(2) 近年來，東南亞美食已成為商圈新特色，許

多移工朋友都會利用假日前來遊逛。 

(3) 繼光街商圈近年都會辦理街舞及歌唱比賽，

去(106)年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及國際友

善城市，特別增加東協組，型塑商圈休閒娛

樂產業特色，該活動已成為繼光街商圈每年

主要特色活動，藉此開發潛在客群，重新再

打亮繼光街商圈的招牌。 

      圖 23  繼光街商圈活動 

 

 

 

 



18 

(二) 活絡中區空屋 

1.背景說明 

中區房屋大都為老舊建築，屋主寧願讓其閒

置也不願去處理，如何說服屋主將部分老舊建築

協調其更新改變使用，同時協助青創業者尋找、

分析中區合適的地點駐點開業，為達成實質媒合

的重要因素。 

2.空屋媒合 

為活絡中區產業發展，經發局去(106)年開始

推動臺中市中區空屋媒合，請專業仲介媒合創業

家或空間需求者與閒置建物或空地之所有權人達

成租賃共識，增加創業家及有意願來中區進駐之

業者尋找空間的機會，振興中區產業經濟。               

中區空屋媒合之推廣，是讓空間需求者有個

平台表現創業理念，促使閒置建物之屋主因瞭解

需求者背景，而有較高意願釋放空間加入待媒合

案件，每一案的媒合都是客製化的服務，瞭解空

間需求者預計投入的行業別，找到適合的物件，

也讓屋主信任、瞭解空屋媒合目的、支持中區活

化再造及認同年輕人創業理念，而願意委託才有

媒合成功的機會，如與在地有深厚連結的進駐店

家-位在自由路的香草先生為例，郭老闆說自己記

憶很深刻，小時候父親常帶他在中區遊逛，來中

區創業也是他懷念父親的一種方式，其創業理念

是分享＆樂活，在這裡有熟悉的老人家，少了些

高級奢侈的行頭，多了文化和人本的溫情，除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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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食材更提供鄰里與遊客健康的飲食經驗， ＂

溫度＂與＂情感＂的繫絆，是中區特殊的風味。 

3.老屋活化 

市府為了讓中區恢復昔日的繁榮，積極推動

中區再生，讓許多老建築經過修復和活化，找到

新的利用價值，甚而成為熱門的觀光景點，近年

來出現數個老屋活化再利用成功案例，除了吸引

眾多遊客慕名而來的宮原眼料、臺中市第四信用

合作社外，近期興起的黝脈咖啡，前身是百年建

築「何藥局」，老闆保留大部份的原貌，再放入

自己收藏的古董，店內並無菜單，只收入場費 200

元，讓消費者除了品嘗咖啡外，也可參觀店內收

藏、瞭解老屋歷史；另中區繼光街的「繼光工務

所」，建築物一樓早期提供工廠使用、二樓為住

家，透過建築師團隊進行老屋翻修後，景象全新，

目前提供講習場地，並將規劃 1 樓空間供民眾租

借作為會議室、辦公室等使用，重新賦予新生命，

也讓舊城再生增添更多動能。 

本府都發局今年 1月底公告實施「107 年度

台中市中區老舊街區活化整修補助計畫」，優先

提供位於中區成功路(建國路至三民路段)及綠川

東街(雙十路至成功路段)兩街廓的合法建築物，

老屋拉皮及外部環境改善、室內裝修及專業服務

費用補助，最高 100 萬元整修補助費用，藉此鼓

勵展店、老店新妝及改善商圈環境，促進街區產

業經濟活化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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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區再生成效 

中區空屋多已閒置久遠，過去市府為推動都

市再生、活化中區閒置空間，投入相當資源，空

屋媒合能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這些屋主非常支持

市府計畫、認同本府政策，讓空屋率持續下降，

至今，大家看好中區的發展，過去 3 年的時間，

進駐中區的公司行號約有 550 家，綠川開蓋後，

預計店家將還會陸續進駐，集市效果將帶動整個

中區的發展。近 3 年中區房地產成交案件總計約

達 58 筆，104 年成交案例中土地單價最高之地段

座落於臺灣大道 1 段上(近中華路一段)，每坪約

46 萬元，總價 1,200 萬元；105 年成交案例中土

地單價最高之地段座落於中山路上(近三民路)，

每坪約 70 萬元，總價 580 萬元；106 年成交案例

中土地單價最高之地段座落於臺灣大道 1 段上

(近臺中火車站)，每坪約 132 萬元，總價 5,946

萬元。而今(107)年1月，內政部實價網最新資訊，

揭露一筆本市中區中山路透天店面交易資訊，總

價 9,500 萬元，地坪約 58.99 坪、建物坪數約

147.43 坪，每坪實價約 64.44 萬元，對照地籍資

料，該筆交易案門牌為中山路 29 號，就在「宮原

眼科」正對面。近年成交案例之土地面積有趨增

情況，總價亦明顯提高，由此可以觀察到投資者

看好中區未來發展，中區再生已現曙光。惟會持

續密切關注該區不動產行情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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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年進駐中區知名特色店家 

店家名稱 店家性質 特色店家簡介 

丸龜製麵 餐飲 全球最大、首屈一指的日本烏龍麵連鎖店-丸亀

製麵，堅持以現點現做的做法及讚岐式點餐提

供最新鮮最道地的烏龍麵。 

塔吉特蛋糕 餐飲 塔吉特千層蛋糕層次分明且帶著冰淇淋的口

感，入口綿密滑順!層層的繁複手工，造就另類

絕妙的口感! 

綠蓋茶館 餐飲 清新明亮的裝潢，舒適自在的空間，提供免費

無線上網及各式創意飲品和輕食招牌的綠蓋茶

更是風迷全台的人氣飲品，獲得各大報章雜誌

報導。 

盛橋刈包 餐飲 盛橋刈包把台灣小吃加入靈魂跟氣質，走出小

吃新的體制，賣的是傳統的刈包，但在口味和

口感上卻是和傳統大大不同，讓刈包有了創新

的吃法。 

川子麵線 餐飲 川子麵線要表達的意識為，赤子之心，不管世

界如何變化，別忘記最純真的自己，期盼給予

台灣麵線新的氣質跟靈魂。 

薩克森比利

時餐酒館 

餐飲 提供多樣的各國啤酒及各式美味餐點，店家整

棟的外觀看起來走簡約工業風，紅色木製大門

氣派大方，宛如要走進一座酒莊城堡的感覺。 

東東芋園 餐飲 頗具地方小吃特色的東東芋圓，強調 Q 度口

感，冬季以熱湯為主，加入紅豆湯、桂圓湯、

薑汁或是燒仙草，別具一番風味，在寒冷的冬

天裡來上一碗，可趨寒並提振精神。 



22 

店家名稱 店家性質 特色店家簡介 

生活起物

Googoods 

生活用品 生活起物在創造與尋找生活中的美麗事物。希

望能將商品背後的概念故事傳達給消費者，我

們希望賣的是故事、是感動。 

法爵麵包 餐飲 法爵堅持品質，當天新鮮製作，選用台灣在地

新鮮水果製作，天然健康雪酪冰淇淋!!裝潢貴

氣華麗，旁邊還有歐式烘焙，多款歐式麵包任

你挑。 

昭和寶町小

賣所 

餐飲 寶町小賣所是台中州昭和寶町案內所系列，位

在成功路馬祖廟附近。濃濃日本風，適合拍照

打卡，更是吃飯喝酒喝茶好地方。 

別茶人 飲食 別茶人飲品多為新鮮水果現榨，並採用傳統熬

煮二砂蔗糖，並利用在地台灣茶葉沖泡出每一

杯茶飲。 

宜舍單人旅

店 

住宿 宜舍單人旅店是一家讓旅人們放心歇息，安心

放鬆的旅行空間，貼心打造隱私的單人空間，

提供各地旅人們有個溫暖、輕鬆的休憩氛圍。 

星河商旅 住宿 星河商旅以星光銀河為館內空間設計主軸，簡

約俐落的動線規劃、流線型的家具佈置、搭配

藍色光線與宇宙太空的壁飾圖案，讓客房與公

共空間呈現如置身星空、太空艙的科技感。 

星動銀河旅

站 

住宿 於台中市市區中心點的星動銀河旅站是一間機

器人主題旅館，融入了星際旅人的設計項目，

銀河的浩瀚無涯，刻劃出過旅商客們的美好回

憶。 

藍天飯店 住宿 在台中市舊城區特有的城市脈絡裡，1969 在浪

漫懷舊的氛圍中，建立一種摩登又細緻的雅痞

工業風格。「歷史文化、經典情調、工業風格的

適居性」，正是 1969 BlueSky 的原生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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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名稱 店家性質 特色店家簡介 

新盛橋行旅 住宿 日式窗花設計新盛橋行旅，佇立於台中車站旁

最老字號的橋旁，緊臨宮原眼科、台中火車站、

台中公園，交通非常便利的精緻旅店。 

伴畔旅店 住宿 Hotel Half 伴畔旅店鄰近台中火車站，位於東

協廣場四樓，身處在新舊文化積極發展的中區。 

味無味 飲食購物 《味無味 unflavored》，將華人飲食智慧重新

找回來，結合現代營養新知和生活美學，推廣

順時令、用在地、無添加的自然養生飲食。 

瓦庫燒肉 餐飲 位在台中中區的瓦庫燒肉，打的是一種高品質

的燒肉料理，但價格卻走的是親民的平價路

線，但這裡同時也是一間 90 年的老屋，是燒肉

也是文創，更是一種文青感的潮式烤肉。 

黝脈咖啡 餐飲  黝脈咖啡的前身是藥房，在建築外牆那斑駁的

字跡，還有中西合璧的雕花雕樑，在當時應該

是富貴人家，黝脈咖啡的消費方式也很特別，

200 元喝到飽，老闆沖什麼咖啡就喝什麼。 

 

               圖 24  中區特色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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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作為及成果 

(一)推動綠川品牌商標 

綠川啟用開放後隨即造成風潮，具有懷古風貌、

獨特的綠川水岸品牌，更在周邊商家獲得廣大迴響，

本府為推廣本市綠川排水環境營造工程整治成果，期

藉由綠川水岸品牌活絡地方創意，帶動產業發展，以

呼應在地居民對於生活品質之重視，藉由將綠川水岸

品牌圖像及商標無償及非專屬授權予需用商家之方

式，鼓勵綠川周圍之商家導入「綠川品牌」，讓中區

店家與守護城市之河的綠川，成為城市的意象品牌，

共創地方經濟效益，帶動地方商機。  

(二)打造青創產業 

        1.培育青年創業 

本府 104 年開始積極培育青年創業，鎖定「文

化加值」與「社會創新」創業領域，甄選創新創

業團隊，三個月培育過程，提供在地資源、顧問

導師、通路媒合及空間媒合四大資源，協助團隊

於中區落腳深耕、創業啟航。105 年評選出創業團

隊並進行培育，提供初階、進階輔導，初階提供

主題課程、導師陪伴、在地導覽、社群交流、共

同工作、媒體曝光及實作金等育成資源，從提升

根本能力來克服創業過程的挑戰，打造具備文化

加值及社會創新理念的營運模式，協助創業家在

創業前期有更完備的創業規劃。進階提供專業顧

問一對一輔導、在地導覽、社群交流、企業店家

媒合、空間媒合等，調整品牌執行策略，協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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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對目標客群的行銷方針，在創業者面臨瞬息萬

變的市場競爭中提供即時性專業顧問諮詢，促使

社群橫向串連發揮專業協力，媒合企業店家通路、

專案合作的契機。 

                  圖 25  培育青年創業課程 

2.培育青創跨域合作 

透過創業者之間的專業連結，迅速打造創業

生態圈，產生加乘效應，奠定品牌特色及實力，

在中區展露頭角。 

表 2  青創團隊跨域合作 

青創團隊 跨域合作對象 執行項目 

TC Time Walk 藍天飯店 推展導覽舊城路線體驗 

1095 文史工作室 東南亞美食店家 推出東協廣場美食地圖 

大墩城聲 自由路商圈業者 推出太陽的繼承者們，呈現臺

中太陽餅由來的專訪節目。 

執作設計 老雪花齋 創作臺中下午茶立體書 

緩緩農作 想想人文空間合

作展售 

推出農夫講堂，並開設大同國

小農園體驗課程。 

代代器改所 好事發生 串連講座活動 

梨理人農村工作室 新盛橋文旅 結合通路販售梨煙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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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提供市場驗證平臺 

為將本市打造成為青年創業的國際友善城市，

市府推動青創城市「佈群聚」政見目標及中區再

生政策，活化中區閒置空間及強化創新企業，促

進中區商圈產業活化升級，振興中區產業經濟為

使命。 

         4.川川市集品牌建立 

本府經發局於去(106)年 8 月 26 日、11 月 25

日在柳川藍帶水岸舉辦川川市集，邀請審計新村

小蝸牛市集團隊共同參與，讓臺中在地職人、青

年創業家及商圈店家一同匯聚柳川河畔，展售創

新創意產品，促成新世代的創意社群匯聚於中區。

因市集活動受到廣大迴響，今年規劃再辦理 3 場

「川川市集」，以常態性市集強化與在地商圈連結，

提升青年進入中區創業助力，目前場地預定在柳

川及綠川水岸。小蝸牛團隊也以常態性的在臺灣

大道 141 巷辦理小蝸牛市集，市府與民間大家齊

心努力，打造舊城區的新面貌。 

   圖 26  川川市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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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主題街區導覽體驗遊程 

今(107)年將規劃主題街區導覽體驗及 DIY

遊程，注入不同元素與創意，讓更多年輕人走入

中區，將人才、老屋、街區、老城區串聯起來，

搭配新創團隊店家與產品，交錯安排成為具中區

人文、生活與美學等不同主題遊程，吸引更多遊

逛人潮，冀推動中區發展特色有全新風貌。 

中區有許多特色店家，透過部落客進行遊程

體驗，並在網路發布影片與文章宣傳中區的地方

特色與遊程趣味性，進而提升粉絲造訪本市中區

之熱度，引領群眾進入中區，一同參與遊程體驗，

建立口碑達到擴散效益。 

  圖 27  部落客遊程體驗 

(三) 行銷美食文化-第二市場 

今(107)年 3 月 25 日柯文哲市長走訪臺中第二

市場體驗百年好味活動，以美食體驗方式及柯文哲

市長的高知名度行銷第二市場美食名攤，並藉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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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活動各大媒體露出，成功行銷第二市場「百年美

食品牌市集」新定位，自該活動後至第二市場參訪

團體確有顯著增加(約 20%)，近期參訪團體：3月 31

日臺北市市場處、4 月 11 日中國海南島旅行團、4

月 17 日 TC Time Walk 城市漫遊團體、5 月 18 日無

印良品城市旅遊團體預約參訪，除提振第二市場銷

售額外(特別為飲食攤)，因團體參訪亦會安排中區

如綠柳川、臺中州廳、臺中火車站舊站、臺中市役

所等周邊景點，可有效帶動中區整體商業成長。 

 圖 28  第二市場 

(四) 打造異國特色-東協廣場 

1.爭取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地方產業發展基金補助 

本府經發局 106 年爭取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地

方產業發展基金補助「臺中市中區東南亞國協新

故鄉新地產發展計畫」，針對「輔導升級品質提升」、

「場域活化媒合育成」及「亮點塑造品牌行銷」

三大面向，期改善移工、新住民更友善的空間，

以促進市場融合，甚至不同族群間可以互相結合，

共同凸顯異國特色，打造魅力東協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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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107)年 4 月，於東協廣場藉由搭配不

同東南亞節慶，共辦理 6 場市集及 1 場生活節活

動。活動以印尼、越南、菲律賓及泰國為主題輪

流辦理，以符合東南亞豐富之表演活動及節慶習

俗為主題，並邀集 20 攤以上之攤商設攤(含東南

亞攤商、本國攤商及有意前往東南亞銷售之台灣

商家…等)，期透過國際知名節慶的搭配，吸引更

多國籍及本地人士前來參加、帶動東協廣場及中

區之發展。另因每場活動皆於假日辦理，每一市

集場次至少吸引 5,000 人以上的人潮，經估算，

活動當日成功促進東協廣場及周邊營業額至少增

加 25 萬元。本計畫未來續於中區辦理 6場市集及

3 場生活節，期成功打造中區東南亞國協新故鄉

之意象。 

      圖 29  東協廣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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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一市場 

臺中市第一廣場大樓 1 至 3 樓為本市第一市

場，過去因中區商業沒落，導致第一市場攤商流

失，故本府經發局於 99 年將第一市場 2樓改以標

租方式，引進民間廠商自行規劃經營，期望改善

市場營運狀況。隨著第一市場消費結構變化，外

籍移工成為第一市場的消費主力，市府遂於 105

年將第一廣場更名為東協廣場，希望藉此帶動中

區發展。第一市場 2樓標租契約於今（107）年 6

月 10 日屆期，規劃改以委託經營方式，將民間廠

商的經營創意也列為評分標，引進更具發展潛力

的廠商經營，期望廠商能配合中區消費族群與發

展特色，發展市場並為中區帶來商機。 

      圖 30  第一市場 

 3.進駐業者多元 

因應中區遊客趨增，近年有多家旅店進駐，

包括 4 樓的伴畔旅店、10 樓的宜舍旅店、9 樓的

星河旅店、11 樓的金采商旅，另為活化該區域發

展，民間業者也共同努力爭取中央補助計畫將 13

至 15 樓規劃為創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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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東協廣場進駐多元 

(五) 提升文化亮點-文學館 

臺中文學館原為日治時期的警察宿舍，1932 年

落成。本府文化局於 2009 年將其登錄為歷史建築，

以「臺中文學館」為定位，2010 年 4 月進行修復與

活化再利用工程，2016年8月26日各館舍全面開放。

各館舍以展覽、研習、推廣為主要用途，透過多元

活潑的展示手法及互動體驗，達到文學教育與文化

休閒之目的。作為一個推動文化及文學能量重要的

核心角色，文學展演與推廣教育相輔相成，自開館

至今(107)年 3 月已超過 70 萬人次參訪，並已積極

推出百場以上的講座、音樂會、展覽、文學市集等，

短期內即打開知名度，獲得作家、讀者高度喜愛，

成為全臺最紅火的地方文學館。  

(六) 帶動中區旅店商機 

中區目前合法登記旅店有 66 家，近兩年因中區

再生住房率提升，中區文創旅店住房率幾乎在 8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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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金沙大樓開幕後，會有 300 個國際房間，因

綠、柳川的整治、中區整體的再生、迎接未來 2018

台灣設計展及花博，預期將會吸引更多旅客。 

三、再造文化城中城 

(一) 本市城中城再生綱要計畫主要包含五大策略短中長

期計畫，分別如下： 

1.交通路網建置 

由本府建設局、交通局推動人本低碳漫遊城

市，創造中區慢活，打造公共空間環境；都發局

推動綠空鐵道軸線計畫，研擬舊鐵道設施及氛圍

保存與再利用方式，以綠色廊道規劃方式，串聯

北側帝國糖廠與南側演武場及日式宿舍群，做為

城中城地區再生之觸媒，提供散步、自行車等步

行空間。 

         2.經濟廊帶復甦 

本府經發局推動建構微型創業機制、臺中市

商圈創意(新)產業發展計畫，減低青年進入中區

創業的困難，並加速青年創業行動；都發局推動

中區青創銀行-空間活化資源盤點、中區千越綠川

等閒置大樓再利用，帶動整體空間活化再利用。 

3.觀光效益提升 

本府觀光局編製城中城旅遊地圖、「城中城

輕旅行」導覽，找回中區的意象及感動。 

4.水綠景觀串連 

本府水利局推動柳川整治及改善工程，將完

成崇德柳橋至中正柳橋之兩側污水總計 30 處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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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11 處澗水工設置、中華水質淨化場等，並設

有觀察廊道，可作為中小學生之生態教學教室，

以瞭解水質淨化過程，兼具教育功能，並創造都

會親水環境。 

         5.文化地景再造 

本府文化局推動多樣型活動，如光影藝術節、

臺中市逍遙音樂町、兒童藝術節、臺中花都藝術

節、歷史建築大同國小修繕、市定古蹟臺中刑務

所典獄官舍及浴場修復再利用、湖心亭假日舞台

活動、臺中神社遺構歷史調查、市定古蹟「臺灣

府儒考棚」修復再利用、創意街區推廣、雙十流

域文化生活圈、歷史建築帝國製糖廠修復再利用、

臺中文學館園區、歷史建築市役所第二期修復再

利用，並結合都發局建築風貌及環境景觀改造補

助，尋回本市歷史發展特色與文化光榮。 

(二)爭取中央資源投入城中城 

本府近年積極爭取中央資源投注於中區，如中

央前瞻計畫，本府已爭取「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推

動城鄉特色產業園區發展計畫-「新南向跨境體驗、

科技加值創新場域計畫」總投入經費計新臺幣 1 億

元，本計畫著眼於中區的沒落，加上交通便利、移

工的興起，東協廣場轉而為移工的新天地，然而因

文化多元與差異，加上老舊的外觀，讓整個區域反

而與在地人有所隔離，將優先改善東協廣場的外觀，

包含清潔、設計等，先讓拉近在地人與廣場距離。

接著與在地商圈結合，舉辦在地特色活動，如糕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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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自由路商圈)、maker 競賽(電子街)等，藉此活絡

商圈人氣，也期望以新南向市場為主要目標；另本

市積極爭取經費進行社區改造，改善城鄉新風貌，

已爭取內政部營造有善城鄉環境計畫(拔尖級)經費

總投入 3,000 多萬元，可改善中區、東協廣場等區

域環境，可有效提升觀光遊憩及民眾生活品質，再

造城市新景點。 

肆、中區未來願景與延續性計畫 

一、綠、柳川願景及延續 

柳川整治完成後已成功帶動周邊商業及觀光效益，本

工程自 105 年完工啟用至今，成功點亮臺中，讓柳川成為

現今熱門打卡的景點，也使得人潮回籠，讓民眾願意再親

近這優質水岸，經由內政部不動產交易實價查詢服務，可

明確得知位於柳川鄰近的房價成長了 25％，周邊商家也自

柳川開放以來，生意成長了 50％，以上皆顯示臺中市都會

型河川(柳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成功達到水質改善效

益，同時也帶動周邊商業及觀光的成長(圖 32 所示)。  

後續市府已爭取到前瞻計畫補助 12.5 億，將持續推動

柳川整治工程，向上游延伸晴天污水截流範為至舊社公園，

並預計於中正公園增設現地處理設施以進一步提升柳川水

體水質，同時將 LID 設施向下游(民權柳橋至林森柳橋)延

伸，屆時北屯區及北區 5.58 公里的河段將脫離嚴重污染

(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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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柳川耶誕節人潮盛況  

 

圖 33  柳川流域整治水質改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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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綠川整治部分，透過水綠景觀及綠川品牌結合，

自 107 年 2 月 10 日開放起，不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已經成為

了臺中最夯的打卡景點，截至目前為止更是已經吸引數十

萬人前來，為沉寂已久的中區，帶來了不同以往的活力，

周邊商家生意更是成長超過 50%，中央各部會及縣市政府

也都特別來到綠川進行視察觀摩(圖 34、35 所示)。  

 

圖 34  綠川夜間人潮盛況

 

圖 35  行政院長至綠川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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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市府盼推動綠川全流域治理一氣呵成，日前已

爭取到前瞻水環境計畫經費約 13 億元，將分 3年計畫推動

七大分項計劃(圖 36 所示)。延續目前整治成果，自民權路

到大明路針對綠川其餘河段水質、環境景觀進行治理。其

中復興路至愛國街段工程於 107 年 3 月正式開工，其餘河

段也會陸續進行治理工作，預計於 109 年底完成綠川全流

域治理目標。  

 

圖 36  綠川全流域整治 

二、翻轉中區綠柳川周邊街廓商機再現 

對於發展臺中水岸城市，林市長有著深深的期許與實

際的行動，認為臺中市需要一條屬於市民的美麗河川，而

走過百年歷史的柳川、綠川，就是見證本市發展、守護市

民的城市之河。美麗的柳川藍帶水岸、新盛綠川水岸廊道

成為新的熱門打卡景點，帶動中區的復甦，不論中區或周

邊的旅店、特色景點及店家，如第二市場、東協廣場、中

華夜市、文學館、萬春宮、宮原眼科、丸龜製麵、塔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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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綠蓋茶館、盛橋刈包、川子麵線、沁園春餐廳、金

之園小吃店、東東芋圓等，皆有愈來愈多的遊客造訪，已

成功帶動中區整體商機。 

此外，配合中央「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所秉持「長

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核心理念，從「經貿合作」、

「人才交流」、「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

本府以臺中東協廣場為前進新南向之產業前哨站，搭建「新

南向跨境體驗、科技加值創新場域」，近年並積極輔導本市

伴手禮、住宿飯店、餐廳等產業進行清真認證申請，期望

透過此創新場域的平台，整合臺中市在地特色產業價值鏈，

針對當地產業能量與需求，強化轄內特色產業競爭力，進

而將綠川柳川周邊街廓，推動成為國際旅客喜愛遊逛的新

天地，同時帶進更龐大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