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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麥鄉正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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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區簡介

位置：位於臺中市中心，
東鄰潭子，西接沙鹿，
北毗神岡，南與西屯為
界。

面積：全區面積約
32.41平方公里

人口數：95,822人

行政區：15里，359鄰，
30,213戶



大雅區簡介
 大雅區位居臺中盆地之西北方，
道路系統大致呈輻射網狀系統
聯絡各聚落，交通非常便捷，
且本區有中科園區設立及清泉
崗機場興建中部國際機場，更
為臺中市的衛星市鎮之重要區
域。

 大雅區最大的特色，就是發展
高科技產業，中科園區將帶動
電子、電腦、生化業的成長。

 大雅也是臺灣聞名的小麥故鄉
同時也是臺中近郊的鐵馬觀光
勝地，擁有豐富的觀光旅遊資
源，四季暢遊皆宜。



農特產品

大雅區小麥栽培面積約
150公頃，是國內小麥主
要產地，有「臺灣小麥
之鄉」美譽。

每年3月為小麥成熟收割
期，呈現出一片金色麥
田的景象，黃金麥浪隨
風搖曳，令人不禁有一
種彷彿置身歐洲麥田的
情境。

目前本區以水稻、小麥
及薏仁為主要栽培作物。



農特產品

大雅區農會-小麥米、紅薏仁

大雅鬍鬚伯-紅薏仁

三風製麵-蕎麥麵、紅薏仁麵條



公共建設

 科雅路(中清路至科

雅五路前 )，長約

1,300公尺，寬約30

公尺，改善經費由

中央政府前瞻計畫

補助。

 工程總經費為6,731

萬9,908元，並已於

108年7月完工。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路路平及人行道改善工程，已於
108年7月完工



公共建設

 大雅區兒6公園規劃以兒

童遊戲場作為公園中心，

採用12感官式遊樂設施，

讓各年齡層孩童皆可使

用，讓孩子透過攀爬、

翻滾、奔跑及跳躍等運

動提升體力，誘發各種

感官體驗。

 總經費約4億4,500萬元

(包含用地及地上補償費

約4億2,900萬元、工程費

約1,600萬元) ，已於108

年6月完工。

臺中市大雅區兒六公園開闢工程，已於108年6月完工



公共建設

 十四張圳屬於大雅地方重

要的排水系統，工程以環

境生態景觀縫合的理念，

將水圳旁腹地規劃一處結

合生態、休閒及特色景觀

的休憩綠地，保留現況老

樹並用動線串聯形成廊道，

期能創造優質水岸環境，

打造水岸融合空間。

 市府建設局投入工程總經

費2,000萬元開闢預計108

年11月完工。

臺中市大雅區十四張圳水岸公園開闢計畫統包工程，
預計108年11月完工



公共建設

 原住民生態公園導入多樣化活

動的可能，將於原民中心主建

築物前留設大型廣場，提供居

民一個多功能的公共聚集空間。

 規劃各年齡兒童的多元遊戲空

間，包括土丘、原住民射日射

箭場、山林穿越體驗，以及營

造具有原住民特色之溜滑梯、

盪鞦韆、瞭望塔的遊戲空間。

 工程總經費為1,700萬元，預計

108年12月完工。

臺中市大雅區原住民生態公園再造統包工程，預計
108年12月完工



觀光文化

《麥田裡的絲柏樹》Wheat Field with Cypresses、《鳶尾花》Irises、

《瓶中鮮花》Bouquet of Flowers in a Vase、《星空下的絲柏路》 Road with 

Cypress and Star、《麥垛與收割者》Wheat Stacks with Reaper，還有荷蘭最
有名的《德哈爾古堡》( Kasteel De Haar)，是參觀梵谷博物館必經旅遊景點。

本區公所大樓門口3D彩繪牆
裡頭藏了5幅梵谷的名畫



觀光文化調解會3D彩繪牆(本所第二辦公大樓)

正義女神-
牆面浮現腳踏法典的
正義女神，一手持天
秤寓意公平，另手握
著麥穗象徵麥鄉

包公斷案-
調解會外牆面繪上包青
天辦案。象徵大雅區調
解會公正無私、為民奉
獻的精神，石獅子咬著
大雅小麥，也有為大雅
帶來福氣與祥瑞的意思。

喜洋洋灰太郎-
會議室外牆出現傷痕累
累的大野狼與小綿羊，
在貓頭鷹面前握手言和，
在貓頭鷹專業調解與暖
心幫助下，雙方不再針
鋒相對，平和共處。



觀光文化

 潭雅神自行車道

全長約11.8公里的潭雅神綠園道，起於潭子中山路，經神岡
而至本區中科園區為終點，是利用軍方舊鐵道興建而成的自
行車專用車道；其車道坡度平緩，非常適合單車運動與親子
同遊；沿途可見鄉間田野風光，行經清泉崗則有戰車公園、
充滿懷舊旅人與樂活低碳的生活趣味。



觀光文化

台中大雅中科公園

台中市大雅區月祥路
40號-潭雅神綠園道
13K接近終點處的大
雅中科公園，由台中
觀旅局打造了三條
22公尺長的磨石子
溜滑梯，台中第二長
的露天溜滑梯，上方
還有一座觀景台，可
以360度環視台中的
美景。



觀光文化
 大雅麥田(麥根小學堂)

麥根小學堂，前身是大明國小員林分班，民國87年廢班後閒
置多年，2018年修繕後活化再利用，讓民眾多一處休閒的空
間。外觀有小麥的3D彩繪牆，1樓有教室和琴鍵走廊，2樓做
為大雅區環保皂工作坊，草皮旁還有一座泰式彩繪大象溜滑
梯，像座小公園一樣，來散散步拍拍美照也不錯。



觀光文化
 橫山童玩文化館-童玩節
 大雅橫山童玩文化館為橫山社區收藏與體驗童玩之場所，裡面除展出
百張全國唯一的童玩故事畫，並收藏百種國內外各種手作童玩，遊客
只需以50元就可以體驗全館所有童玩，館內並設有古早味甘仔店及文
創商品，另提供玩具DIY，讓喜歡自己動手做的遊客體驗輕旅行的樂
趣。

 爭取經費擴大辦理，以橫山童玩文化館為主軸，周邊定期舉辦各式童
玩活動，營造中部童玩節慶嘉年華。



觀光文化

 伊莎貝爾-數位烘焙體驗館

 伊莎貝爾是知名的喜餅工廠也是知名的觀光工廠，臺中廠
每年過年都會有特賣會，滿額優惠超大方，現在成立數位
烘焙體驗館，一樣有鳳梨酥、喜餅、蛋糕、飲料、咖啡免
費試吃，加上免費費參觀免門票、附停車場，近國道大雅
交流道，臺中好玩的景點又多一個。



觀光文化
 九天民俗技藝團-九天盃太子極限環臺賽

 源起自臺中大肚山上九天玄女廟的民俗技藝團。九天原為
廟會陣頭表演團體，在許振榮團長的堅持與帶領之下，歷
經20年改革，致力將民間習俗技藝，提昇至劇場藝術文化
層次，電影「陣頭」就是以九天為背景在當地取景拍攝。

 透過九天盃太子極限環臺賽，讓選手扛著重達10公斤的三
太子徒步環島，歷經28天、走遍1035公里，鼓勵選手們自
我堅持並常懷感恩的心。



觀光文化
小麥文化節

大雅區農會已連續16年舉辦小麥
文化節，每年春天吸引數萬人追
麥賞浪，一同欣賞大雅小麥之美。
藉小麥飲食文化推廣，加深民眾
對小麥認知，並以慶典的方式推
廣大雅小麥文化，讓國人更加關
心了解小麥文化。



觀光文化
小麥麵食文化節

大雅區公所連續11年主
辦的「小麥麵食文化節」
充分展現農村之生產、
生活、生態之魅力，整
合在地文化、景觀、產
業資源、多元表演藝文
風貌，達到活絡在地觀
光據點、休閒發展，並
帶動大雅在地觀光產值，
提升在地農特產品之創
新及農村自主銷售能力，
成為中臺灣指標觀光休
閒城。



觀光文化
壩仔藝術節
透過「藝文與童玩結合」
模式，鼓勵各國中小師生、
在地產業及店家、文化團
體、 社區等共同協力營
造區域魅力，推廣本區在
地特色生活文化，達到文
化薪傳永續經營的目標。

活動安排DIY五感體驗，
讓參與民眾認識更深入、
更不一樣的壩仔特色且勾
起老一輩里民對童玩及古
早味的懷念滋味，激起年
輕一輩居民及學子對文化
活動的熱忱，並讓所有參
與活動的民眾對在地藝術、
文化產生認同感。



觀光文化

秘境忠義-多元文化創意市集宣導
活動

 為讓市民瞭解原住民族優質文化及傳
統，特舉辦本活動行銷原鄉特色美食
及文化創意產業，藉以促進不同族群
間文化之認同與尊重，並達到提升原
鄉產業及觀光，改善原住民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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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 文雅 上雅

上楓 大楓 雅楓

二和 三和 四德

秀山 横山 忠義

六寶 西寶 員林



關 懷 據 點八處



關懷據點
活動與供餐



關懷據點
烏日高鐡快閃活動



社 區 特 色

上雅環保志工107年榮獲
環境保護局「績優環保志
工評鑑特優奬」



社 區 特 色
 員林里麥之鄉產業發展協
會關懷據點榮獲社會局
「阿公阿嬤活力show大
賽」金獎



績優社區參訪



社區班隊歌唱比賽



迎春納喜春聯揮豪

年節及廟會活動



粽藝傳承愛心暖粽

宣導講座及健康促進



老人懷舊捏土



未來展望

 「國道1號新增系統交流道

銜接台74線」搭配「國道4

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

形成內環高快速公路網，

主線交通量可獲得轉移，

並同時改善大雅、台中等

交流道及地方聯絡道交通

壅塞問題。

 總經費46.09億元由中央國

道建設基金額支應。

國道1號臺中路段增設系統交流道銜接臺74線交通
改善工程，預計2023年通車



未來展望

 總面積為3.45公頃，第一

期經費800萬元棒球場(可

容納670人)工程已完工。

 第二期工程內容為籃球場

3座、網球場3座、槌球場

1座、公園1公頃，總工程

經費為5,000萬元，預計

109年3月完工，完工後

能提升周邊地區休憩及運

動空間。

臺中市大雅體育園區第二期工程，預計109年3月完工



未來展望

 上楓分館建築特色為整
合活動中心，可以提供
市民閱讀環境及社區休
閒活動使用，並將推廣
「環境教育」作為上楓
分館之服務特色(圖書館
樓地板面積661坪、活動
中心樓地板面積407坪)。

 工程總經費為1.35億元，
預計主體工程109年9月
完工。

大雅上楓圖書館興建主體工程，預計109年9月完工



 本園區緊鄰中科園區，配
合公墓公園化政策(目前
正辦理都市計畫變更階
段—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中)，完工後可提升周邊
地區休憩及開放空間，構
築健康安全宜居生活環境。

 工程總經費預估約8,980
萬元(工程經費約7,000萬、
遷葬費用約1,980萬)，面
積為3公頃，土地權屬為
臺中市。

變更中科特定區公園〈原第4公墓〉開闢工程

公墓公園化政策

未來展望



未來展望

 大雅都市計畫–永和路8-

10M(永和路222號至中清

路三段)拓寬工程，其道

路寬度為10M、長度約

為150M，工程用地已於

80年徵收完畢。

 工程開闢總經費約為850

萬元(工程經費約750萬、

救濟金約為100萬) 。

爭取大雅都市計畫–永和路8-10M拓寬工程



 運算思維暑期育樂營
(108/8/19~108/8/21)

 本所媒合大雅廚房器具有限公司與
中科實驗中學合辦運算思維暑期育
樂營，帶孩子認識四軸飛行器，讓
在地11所中小學莘莘學子從小培養
科技、工程、藝術及數學運算的思
維能力。

 爭取明年擴大舉辦大雅區智慧機器
人及四軸飛行器大賽暨成果發表。

藝術

數學

工程科技

教育

未來展望



未來展望

 社會局計畫於大雅區民

生路196號設置親子館，

提供市民托育服務。

 營運採公設民營方式委

託社福團體經營，可提

供托育服務、圖書與教

具借閱、親子休閒育樂

空間、諮詢服務、親子

活動及親職教育等。

大雅親子館
預計109年底完工

資料來源：google map

資料來源：大里親子館臉書



簡報結束

恭請指教

臺中市大雅區公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