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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區長林國聲
報告日期：109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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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人文地理
一、歷史沿革

本區舊稱「潭仔墘」
早期屬於平埔族岸裡
社、阿里史社(拍宰海

族)居住領域，清朝康

熙末年始有漢人入墾。
民國9年改稱台中州豐
原郡「潭子庄」，民
國39年改稱台中縣潭
子鄉，於民國99年12
月25日台中縣市合併，
改稱為臺中市潭子區。

此文化資產古物立於
潭陽里潭興路二段332
巷(石牌公園潭陽亭)內；
依原碑內容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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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子區位於大臺中地理位置中心

●地理面積：25.8497平方公里

●全市第10大人口區：10萬9,352人

●共16里 321鄰 3萬7,077戶

◆6歲以下設籍幼兒7,373人，占6.75%

◆高齡化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11.11%

(統計時間108.11.30止)

二、地理位置及人口概況



貳、產業發展
一、打造「後廠--聚興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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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積：14.76公頃

為臺中市政府第一個百分之百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
化的產業園區，將全數提供給未登記工廠進駐。

 108年11月25日動土，預計110年園區工程全數完工。

預估投資額可達40.5億元，可創造近千人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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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潭子加工出口區

1918年時稱為帝國製糖潭仔

墘工場。

1940年時改稱潭子製糖所，

戰後改稱潭子糖廠。

1969年8月政府將興建中的

「臺中潭子工業區」改建為

「臺中加工出口區」。

面積：26.1187公頃。

截至目前設廠：4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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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設立：1984年5月於大豐里

工廠啟用：1995年大豐廠落成啟用及

總公司遷入2000年潭秀里中山廠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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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吉輔企業有限公司

 (1979年成立)祥和廠位於栗林里

高階客製化刀庫占全球銷售第一

已開發超過400種以上機型，行銷世界30多個國家。

榮獲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及金手獎、台灣精品銀質獎、

國家品牌玉山獎、台灣精品獎、國家發明創作獎等認證。

董事長劉興榮
現任潭子區調解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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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設立：1965年成立，總

部於1991年搬遷至聚興里。

卓越成就：台灣最大疫苗公

司，流感疫苗市占率60.3%，

日本腦炎及破傷風疫苗市占

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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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唯二潭子觀光工廠~寶熊漁樂碼頭、喜晶A

全球三大釣具品牌「 Okuma寶熊漁具」，
1986年成立以來便以「創造釣魚休閒生活的
樂趣」為使命，成立亞洲第一家釣具觀光工廠。

喜晶A光學觀光工廠是臺中第一間以光學為主
題的親子觀光工廠。以AR、VR、3D科技互動
等光學體驗、遊樂等7個主題體感互動遊戲區。



參、農特產品

2020/1/7 11



一、竹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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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子綠竹筍及麻竹筍鮮甜美味，深受好評，潭子竹筍節
1,500人健行、挖筍、 摸彩、闖關、品嚐，好吃又好玩。



二、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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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子馬鈴薯年產量
約6,000公噸，栽種
面積250公頃居全
台第五大，品質居
中部之冠，口感水
嫩Q軟如梨。

潭子區農會特色產品
每年年初主辦搖滾馬鈴
薯節行銷，邀市民同歡。



三、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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椪柑

青皮椪柑 茂谷柑

桶柑



四、刀石坑筆干柿～潭子烏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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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里蕭班長宗仁(獲94年神農獎)研發四周柿真
空脫澀技術，以「刀石坑」品牌銷售的「筆干
柿」，飽和亮麗的色澤，不但Q勁十足，也因外
型類似烏魚子，因而有「潭子烏魚子」的雅號，
配合精緻包裝成為潭子特色伴手禮盒。

潭子烏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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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在地美食
一、百年老號~醉春園傳家風味

由廖蕃薯、廖樹金與廖子卿祖
孫三脈相承的「醉春園」，保
存台灣菜餚的古老烹調方式，
「番薯師」早年拜在唐山來的
福州料理名師門下，昭和12
年間，台中州舉辦名廚烹飪大
賽，以獨門的「干煎肉」奪魁，
成為他的傲世名菜；另外一道
招牌菜「川丸子湯」，是用肉
丸、冬粉、豆腐、高湯調製而
成，鮮中帶辣，讓人愛不釋手。
從此相傳四代，名聞遐邇。

川丸子湯

第二代黑胡椒豬排

第一代干煎肉



二、國賢鑽石雞、欣燦珍珠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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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子-田媽媽欣燦客家小館
國宴上搶盡鋒頭~來自獲得2001年

傑出婦女獎羅美蘭女士細心地研究出

用蓬萊米和西谷米結合的珍珠外皮，結

合潭子特產的麻竹筍做出吹彈可破的

「珍珠、抹茶、山藥、南瓜竹筍包」。
國賢鑽石雞咖啡休閒農莊

藏在潭子聚興里
山林中60年的夢
幻滋味──特選來
自法國品種飼養
到五個半月以上，
以玉米加上特別
秘密配方才能養
出的神祕品種。



三、日月軒、古早朝西華餅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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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臺中市好
禮金禮獎

2015年
台灣百大
伴手禮

2015年
臺中市商
業會十大
伴手禮

潭子區老街上，經營近百年被地

方上稱為「古老朝」餅店，因民前8年
出生的廖清朝，名字中有個「清朝」，

被大家暱稱是「古早人」，因此有了

「古早朝」的名號。
在祖傳的白皮綠豆椪外，第2代主

廖啟文研發了不加一滴水的老婆餅，

酥脆的外皮及口感令人驚艷，絕無添
加防腐劑和人工香料，讓顧客安心食

用。第3代的廖國凱接下餅店經營，希

望能用新生代的想法，傳承家族的手
工製餅事業，為老店走出新的生命。



四、餃先生風味麵館、潭子肉丸城、潘氏小籠包、潭子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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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柿香蕉
肉桂丸燒
（季節限定）

良水食作潭子茶屋

業主黃兆鵬青年返鄉，

將老屋改造，以推廣在

地文化及創造，新風貌

為目標。開發出屬於在

地特色茶飲文化，創造

新式精品茶飲文化。

潘氏小籠包
臭豆腐煎餃、紅麴富貴餃、五行開運水餃

餃先生風味麵館

創意水餃達人張舒睿從小吃攤做起，除了

特別發明臭豆腐煎餃外，「五行開運水餃」

之彩色水餃也是餐廳廣受各界媒體報導的

美食餐點。本店曾榮獲2009年台北餃子節

創意水餃大賽亞軍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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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星山莊又稱潭子林宅，

近3,000坪，由林其中將

軍於光緒5年(1879年)興

建完工，為閩南馬脊背式

兩進多護龍四合院建築，

享有「臺灣十大民宅之首」

及「無處不雕、無處不書、

無處不畫」之美譽。

伍、特色景點
一、摘星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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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潭水亭

潭水亭傳說在清朝乾隆

年間，有尊木根觀音，隨

水漂流至潭仔墘，居民如

獲至寶，尊稱祂為「水流

觀音」，嘉慶6年建廟奉

祀於潭邊，故稱之；建築

典雅仿古，經過多次翻修，

特色為「廟中廟」，香火

鼎盛，是潭子區信仰中心

及各式重要活動首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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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牌公園

石牌公園位潭陽里，佔地1.4公頃，立有文資古物「阿里史社碑」，
為潭子第2大且具歷史意義的公園。

歷經民國80年公墓遷移，內陳兩部軍用戰車；
中央園環旁數株高大的落羽松，狀似桂林的

鐘乳石群，猶如小和尚聽經的趣味景象；
外牆繪有寓教於樂的24孝動物彩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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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田登山步道

潭子有三寶––

1.潭雅神綠園道 2.旱溪自行車道 3.小百岳~聚興山

新田登山步道位於海拔500公尺的聚興山，充滿芬多精，不到2小時

就可走完2.5公里全程。還有一處可眺望豐原地區的賞鷹平台，

最高處可欣賞大臺中美景，是遊客健行休閒的最佳景點。

臺中市政府觀旅局108年進行潭

子區新田2、3號登山步道，進行

整建改善工程，竣工典禮在108

年11月30日結合健行淨山活動，

由前副市長楊瓊瓔率領市府團隊

和市民一同參加，讓大家以實際

行動維護環境，齊心為美麗的新

田登山步道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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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旱溪自行車道
旱溪自行車道潭子段左右

兩側總長約8.36km，由北而南

流經新田、聚興、嘉仁、潭陽、

福仁等5里，景色優美，是旱溪

整治計畫中最美的一段；成為

潭水亭觀音媽路跑及各馬拉松、

單車樂活等活動必經路線，更

是民眾日常散步、騎自行車，

休閒遊憩、吹風賞月的好地方。



2020/1/7 25

六、潭雅神綠園道

潭雅神綠園道是繼東豐自行車道後，第二條利用舊鐵道興建

而成的自行車專用道。路線東從潭子區中山路起，延豐原區交界
帶，通過大雅區、神岡區，全長共13公里，寬約8至10公尺的路面。

自108年10月進行橫跨台3線

中山路的自行車道斜張橋工

程，預計109年底完工，將

成為潭雅神綠園道入口重要

節點意象的新地標。

崇德路自行車專用路橋--為台灣首座
的自行車專用路橋，2005年10月25日
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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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
重
大
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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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中市潭子區頭家國小東北側動線改善工程

108年11月1日開工，預定109年5月
3日完工；以解決頭家國小兩千名學
生上下學，校門口打結、學生因為塞
車遲到，鄰近的住戶更曾有出不了門
的困窘，將校園後方的130米的龍形
溝加蓋，與14期重劃區道路串連，
藉此增加接送替代道路；是盧市長上
任第一份批核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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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通福貴路 紓解中山路車流

潭子區外環路(一號)一期道路工程就是福貴路打通至中山路工程，總長約60公尺、寬25公尺。自94年起逐年
徵收，第一階段工程已於103年年底完工，最後一哩路於108年9月10日舉行開工祈福典禮，預計於109年9月完工。
將分攤中山路及往東聯絡慈濟院區的車流量，讓潭子區交通網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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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巷道打通、增設停車場

潭子區福仁里環中東路
台74線快速道路下停車
場改善工程
108年7月1日正式啟用。

潭興路二段258巷
巷道打通工程
108年11月完工

興華一路324巷
開闢工程108年11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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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1年起歷經8年努
力爭取，終於在108年
10月21日落成啟用，
並於108年12月8日展
現百公尺亮點彩繪牆。

~樂活社區從「凝聚」開
始，彩繪好美！寧靜社區
增添活潑氣息~

四、潭陽里潭北里聯合里活動中心

彩繪2020台灣燈會

彩繪潭子花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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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潭子區祥和路延伸銜接至豐原區鐮村路道路開闢工程

108年11月15日通車，縮短潭子到豐原東西向道路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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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潭心計畫-「城鎮之心鐵道綠廊潭心計畫工程」（及第二標）

108年4月30
日開工
預計109年8
月31日完工

鐵道綠廊景觀工程

潭雅神綠園自行車道天橋規劃設計

潭心文化人行陸橋改(修)建計畫

公一等公園+部分機一建物更新設計工程
(舊公所及停車場、小公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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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06月17日開工，
預計109年12月16日完工。

提供民眾多項運動功能的室內設施，
豐富不同族群的運動生活 。

七、潭子國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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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潭子生命紀念館

106年04月08日開工，
108年12月31日納骨塔櫃位工程竣工，
預計109年2月15日啟用；
為RC三層建築物納骨塔，櫃位約25,0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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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潭興立體停車場

位於潭子火車站前，

潭興路三段上；為

地上3層、地下1層，

提供200格汽車格、

100格機車格，以紓

解停車壓力。

預計109年3月底開

工，111年2月28日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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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栗林、潭子、頭家厝車站

一區3站
火車捷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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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國4台中環線 豐原－潭子段
縱聯南北 打造大臺中1小時生活圈，全線預計110年完工通車。未來將與國道1號、國道3號、臺74線、臺61線串連
構成臺中都會區完整高快速公路網，全長約11公里，總經費約311.1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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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未來展望
建請儘速辦理潭子地區都市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以促進地方繁榮發展。

「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案」與「擬定臺中市潭子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分別已於108年

11月15日與108年11月16日發布實施，另有鑒於本區豐興路與潭興路周遭已有大明高中藝術校區、新興國小、

慈濟醫院、臺中市潭子區公所及臺中市警察總局等學校、醫院與機關進駐，又有聚興產業園區的開發案、潭子

生命紀念館的興建及未來大漢科技大學的遷建等，建請市府評估擴大潭子都市計畫的可行性，以促進潭子非都

市地區可更加繁榮。

興建綜合行政辦公暨商業大樓--本所搬遷後，因原舊廳舍位於本區繁華交通便利之處，建議拆除

後可利用舊廳舍及周遭空間興建新綜合行政商辦中心，以促進地方發展。

潭子火車站規劃商場--建議潭子火車站廣場及周邊地區可規劃商場，以促進地方繁榮。

都市計畫縫合--建議規劃「臺中市捷運文心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工程」區內計畫道路銜接本區之聯外

道路，達成都市計畫縫合，並促進地方發展。

拓寬旱溪西路--鑒於本區旱溪西路路面寬度狹窄，易發生車禍，建議市府評估辦理聚興橋至北屯區交界

處路段道路拓寬，以維上、下班車流之通暢及用路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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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新年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