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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研究領域

為臺灣區域史、產業文化史等。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博士

陳靜寬

演講影音講 者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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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一座城市的形成：探討臺中市的歷史發展

關鍵詞：省城、都市發展、都市規劃

2017 年以後臺中市人口數超過高雄市，躍升為臺灣第二大

城市。臺中市區雖有許多史前人類活動的遺跡，但奠定臺中市

都市發展的基礎，卻是從清末臺灣建省開始，啟動成為現代都

市的契機。

1896 年 3 月，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重新調整行政區劃，分

全臺為臺北、臺中、臺南三縣及澎湖廳，「臺中」之名由此而來。

城市的形成有自然與人文等各種因素，本文從清末臺灣省城

的建設開始，並討論臺中市城市發展的契機與日治時期都市建

設的過程，讓民眾了解臺中市成為中部政治經濟重心的歷史緣

由，並期盼能建構臺中人的文化意識，產生自我認同的在地精

神。    

壹、豐厚人文歷史

臺中市的市中心區域，現在所稱的舊城區，為一個由東向西

傾斜的地形，東西兩側分別為頭嵙山地；西為大肚臺地，中北

部則為臺中盆地，臺中市都市的精華區則分佈在臺中盆地區域，

因沒有地形的阻礙，氣候宜人，致使早期漢人移居於此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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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建立漢人社會。而漢人入墾之前，本區已有許多平埔族

群散居於期間。

最早漢人開墾的紀錄可以從 1710 年張國報墾貓霧拺社土地

為開始，當初開墾之地，名為張鎮莊。1721 年藍廷珍奏請開墾

本區，而為藍張興莊。另有客籍人士張達京所組成的六館業戶，

自大甲溪而南下。除了漢人的村落外，1737 年《臺灣府志》中

紀錄本區有犁頭店街 ( 今南屯街 )。另有雍正年間形成的大墩街，

卻因 1786 年林爽文事件，部將佔據大墩街而被攻陷破壞。又於

1862 年戴潮春事件中被毀，一直到 1868 年才逐漸恢復。1873 年

恢復後的大墩街分成頂、中、下街三部分，而改稱為東大墩街，

一直至日治時期。

貳、省城建設的契機

1.省城的建設

1884 年因為中法戰爭法軍砲轟基隆，使清朝政府對臺灣重

視，第 2年清廷宣佈原隸屬福建省的臺灣獨立建省。

臺灣建省後，劉銘傳被任命為首任臺灣巡撫，當時劉銘傳認

為臺灣各縣地域太過廣闊，亟需設官分治，於 1887 年奉請將臺

灣劃分臺北、臺灣、臺南三府，以臺灣府為首府，並選擇彰化

橋孜圖（即今臺中市東區、南區等地）為省城位置，作為統治

臺灣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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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年劉銘傳勘查中部時則主張：「彰化橋孜圖……地勢

寬平。氣局開展，襟山帶海，控制全臺，實勘建立省會。惟地近

內山，不通水道，不獨建築衙署、廟宇，運料艱難，恐建城之後，

商賈寂寥，雖有省垣，居民稀落。若修車路，貨物立見殷凡，建

造各工，更多節省」1 此次的勘察劉銘傳也認為彰化橋孜圖是建

立省會的最佳位置，然因接近山區，缺乏水路運輸，在交通運輸

上必須仰賴陸路，並體會臺中地理位置的侷限。他在奏請「臺灣

郡縣添改撤裁摺」時，提出在臺灣中部設立省會之議。當省會決

定在橋孜圖之後，隨即他也奏請修建鐵路，以利省會的發展，俟

萬事皆備以後，省城的建設旋即展開。2

2. 省城的規模

1889 年劉銘傳著手規劃興建臺灣府城，省城的面積約 375

甲，起自頂橋仔頭至東大墩街一帶，其周圍是由頂橋仔頭、東勢

仔、北屯、邱厝仔、賴厝、公館包圍，城內涵蓋有東大墩街的三

分之一，新莊仔街的全部，派由臺灣知縣黃承乙監造，仕紳吳鑾

旂為總理，中部棟軍統帥林朝棟督勇修築城垣，周圍共 650丈。3

建造初期先建八門四樓以及衙署廟宇，總共花費 21 萬 5 千

1. 劉銘傳，〈臺灣郡縣添改撤裁摺〉，《劉壯肅公奏議》，臺北市：臺灣銀
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27 種，1958 年，頁 285。

2. 劉銘傳，〈擬修鐵路創辦商務摺〉，《劉壯肅公奏議》，頁 269。

3. 賴志彰，〈1945 年以前臺中地域空間形式之轉化：一個政治生態群的分
析〉，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6 月，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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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銀，由彰化、苗栗、雲林、臺灣四縣按比例徵收，同時官府

也向地方仕紳募捐 4，且從上海召募 50個匠師（泥水工）至臺修

建，其工事自 1890年一直到 1891 年 12 月，大抵完成。

至 1891 年止，整個臺灣省城只完成八個門、四個樓，而周

圍 650 丈的城垣，僅完成北門經小北門至西門一帶的工程，其

餘僅完成一公尺至一公尺半的城基。5 由於建城材料均須從中國

採買輸入，中部的船運不濟，磚牆的建造費用所費不貲，加上

經費短缺，無法建造磚石城牆，最後只能就地搬運卵石掘地充

填為基石。土城，城樓、礮臺等建物則先用磚料建造。6 迨城門

及門樓建造完成後，又建造了四城門附近的社稷壇、風雲雷雨

山川壇、先農壇、厲壇、文廟、考棚等，並在大墩街上建天后宮，

新莊仔建城隍廟、文武巡捕廳、武營等衙署。7 至此臺灣省城的

建設已具規模，在原東大墩街上擴展出來新的城市規模。臺灣

省城的建設是採取避開原來的居民屋舍，在尚未形成街市之區

新設衙署、倉庫、祠廟等，如此可方便規劃城內市街。

因臺灣財政匱乏，劉銘傳策劃的鐵路只能修築到新竹，卻也

影響了臺灣省城的築城工事，另因劉銘傳於 1891 年 3 月去職，

4.關口隆正，《臺中沿革誌》，臺北市：成文出版公司影本，1985年，頁 9。

5. 洪敏麟，〈從東大墩街到臺中市的都市發展過程〉，《臺灣文獻》，26：
2（1975 年 6 月），頁 126。　

6. 劉銘傳，〈新設郡縣新造城署工程立案摺〉，《劉壯肅公奏議》，頁 291-
292。

7. 魏蓉華，〈日據時代臺中市都市發展之研究〉，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6 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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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湖南巡撫邵友濂繼任，1894年 1月邵友濂指出省城位在中部，

久而不見居民聚集，且橋孜圖並無交通之利，內部也無通路，

公文的路程耗時，氣象荒僻，原先劉銘傳規劃於此設立省會其

基礎是需要鐵路的支持，如此才能收控制南北之效，但是鐵路

並未築到中部，以至於後天的條件消失，省城的交通問題並未

解決，又加上築城的經費告罄。最後，邵友濂奏請朝廷而將省

會移至臺北城。

此短短幾年的建設，使臺中市成為全臺政治中心，而衙署、

文廟、城隍廟設立，象徵政治權威的建立，後來因為地方經濟

發展的懸殊，交通系統未能配合，建設經費難以籌措，加上邵

友濂消極態度，奏請省城遷移，致使臺中失去躍昇為全臺政治

中心的機會；但以此為省城的行動，已賦予臺中成為中部區域

中心的意義。

省城的規劃給予臺中成為中部聚落與市集的交通樞紐，居於

臺灣中部的東大墩街正好是南來北往的中間站，對其中部其他

區域而言，正處於交通的要道，並且牽引著整個地域的經濟動

脈。東大墩街的繁盛，成為附近農產品的集散地，省城正也提

供附近農產品的聚集之處。到了 1895 年臺灣割讓日本後，日本

當局便以省城的城廓為基礎建設成為一個功能完備的現代都市，

因此省城的建設，對臺中市的發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契機。8

8. 陳靜寬，《從省城到臺中市：一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臺南：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2012 年 12 月，頁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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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都市計畫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之後，基於衛生環境因素及統治的理

由，隨即針對臺灣傳統中國式都市結構進行改造，並引進歐洲

近代都市計畫制度，進行城市空間的改造。

1895 年 12 月臺灣民政支部從彰化移至東大墩街，第 2 年將

東大墩街改名為「臺中街」，此時東大墩街區的人口有 1,450 人

左右，當時仍遍地荒蕪。根據氏平要在《臺中市史》所描述的

東大墩街，街道上有茅草屋、道路凹陷不平、難以行進。同時

街道狹隘潮濕，溝渠不全、污水四溢，路面都是小石子，寸步

難行，小巷道綜橫穿貫，影響市容。
9

1896年英國技師巴爾頓（W.K Burton）與濱野彌四郎技師到

臺中進行衛生工程調查，針對臺中市街提出具關鍵性的規劃報

告，指出臺中位置的重要性，以及未來發展計畫。在此構想與

擘劃下，1900 年 1 月 6 日臺中縣知事木下周一發佈第一個市區

的計畫，臺中市街將規劃為偏移 45 度的格子狀市街，街道呈現

東北西南向與西北東南向的 90 度直交，如此街屋可早晚向陽，

藉助日光殺菌，創造優良環境規。
10
（如圖一）

9. 氏平要，《臺中市史》，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 年，頁 66、253。

10.〈臺中縣城內市區計畫設計バルトン顧問及濱野（彌四郎）技師報告〉，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1 冊，第 42件，明治 29年 12月 24 日。〈臺
中市區設計圖制定ノ件〉，《臺中縣報》第198號，明治33年1月6日，頁4。
〈三十三年告示第五號臺中市區計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494冊，
4-2號，明治33年 2月 5日。〈臺中市區改正區域及附屬地區域劃定〉，《臺
中縣報》，明治 34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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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歷經 1901 年及 1903 年市區改正計畫陸續完成臺中州廳

東側的新街區，且將遍設水碓，河岸曲折，易遭洪氾的綠川，

河道截彎取直，拆除水車，使沿岸精米廠失去了營業動力。

1905 年因縱貫鐵路已經修築到豐原，為因應火車站的興建，開

發了「五六橋」（即新盛橋，

今彰化銀行一帶）空地 11
，除

了市區道路外，並修築對外

的聯絡道路，陸續完成臺中、

烏日、塗葛堀的街道，以及

牛罵頭、沙轆、梧棲間的道

路。

1908 年臺灣縱貫鐵路全

線通車，在臺中公園舉行全

線通車大典，正給予市區改

正的大好機會，從臺中火車

站前經新盛橋至公園一帶，

重修宅舖建築，改築綠川兩岸

的各橋樑也改築竣工，市容煥

然一新。縱貫鐵路全線通車之

後，不僅往來旅客、貨物流通

更為便利，市街也更加繁榮。

11. 氏平要，《臺中市史》，頁 282、285。

圖一 . 明治三十三年 (1900) 臺中市

區計畫圖

資料來源：〈三十三年告示第五號臺

中市區計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第 494 冊，第 4-2 號，明治 33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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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臺中廳再次公告市區改正計畫，確定了以鐵路核心區的

都市圖樣，市區保留綠川、柳川河道，其餘河床、窪地填土整平，

並規定道路寬度。鐵路將臺中市街分為南北二區，重要公共設

施設置於鐵路以北，公園設於市區東北角，與監獄、法院分置

於東西兩端。至 1914 年臺中市街上已經看不到清代的建築物，

街道完全改觀，成為井然的街衢。
12

臺中市區街區的風貌，從明治時期市區改正開始，至大正時

期街區的輪廓已趨於完備，進入昭和時代之後，市區內社會、

文化、教育等

公共設施更加

完善，原本低

漥潮濕，衛生

條件不佳的區

域，蛻變為整

齊街廓，且配

置現代設施的

現代化都市，

而吸引大量的

移民至此。

12.〈臺中街ノ市區計畫地域制定 (一七八 )〉，《臺中廳報》第 1253 號，
明治 44 年 8 月 17 日，頁 238。氏平要，《臺中市史》，頁 287-290、296。

圖二 . 日治時期臺中市街鳥瞰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品2001.008.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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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交通設施

清末劉銘傳的省城建設計畫中，臺中市街發展的侷限是因

未處內山，沒有港口水運要道，僅能依賴陸路運輸，但因劉銘

傳的鐵路建設未達臺中，而使省城計畫終止。日治時期臺灣縱

貫鐵路興建的完成，於臺中設站，解決了臺中市的對外聯絡，

而成為交通運輸便利之地，並成為中部地區重要的產物集散地

和運輸中心。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以清末修築的鐵路為基礎，加以改建

或新修，鐵路向南延伸到高雄，該路線自竹南以南，越苗栗山

區後，經臺中的泰安、后里、豐原、潭子、烏日、王田等站，

是 為「 山

線 」。1908

年 4 月 20

日，臺灣鐵

路縱貫線自

新竹至高雄

全線通車，

連同清代所

修築基隆至

新竹路段，

成為臺灣西

部縱貫線。

圖三 .日治時期臺中市新盛街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品 2001.008.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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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線通車後，對臺灣中部地區的客貨運輸助益甚大。在臺中市

區的鐵路通過市街中心，設有臺中驛（臺中火車站）。

鐵道、軌道的鋪設，以及後來自動車道的開築，將島內空間

交織成一幅縝密的交通網絡。日治時期最新盛時臺中市區有五

條的手押臺車路線，從臺中到周圍的頭汴坑、西屯、大里、大

坑等。

帝國製糖株式會社為了原料的運輸，在此鋪設了兩條私設的

鐵道，一為中南線，負責臺中至南投的製糖原料運輸，有 18.6

哩，一日發有八趟車，可載貨物為 196 噸；另一條為聚興線。

這兩條路線雖為糖業專用，但部分運輸條件較優之路線，仍對

外開辦客貨運。在公路不發達時期，對於便利地方交通與繁榮

農村經濟，貢獻極大。

縱貫道路自臺北南下經過中部的豐原、潭子後，由大屯郡的

北屯庄進入臺中市街，沿線經過臺中公園、臺中醫院、臺中公

學校等地，向南通往烏日往彰化市，其中臺中至烏日的路段鋪

設瀝青路面，為當時道路品質較佳的路段。臺中市境內除了縱

貫道路外，尚修築有臺中南屯道、臺中沙鹿道、臺中公館道、

臺中南投道等道路。這些聯絡區域內各個重要市街的道路，皆

由臺中市中心向外擴散出去，呈現輻射狀分佈。

隨著島內公路體系的完善，臺灣各地出現自動車。1912 年

臺北市的一位日本人引進一輛接送旅客用的計程車，這是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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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自動車之始。1914 年臺中州引進第一輛自動車，自動車的

成長速度較為緩慢，直至大正末年才漸興盛。根據《臺中州統計

書》統計資料顯示，臺中市的自動車自大正 14 年至昭和 10 年自

動車數量的成長，由 31 輛增加至 161 輛。

臺中市是一個以官方力量推動所形成的交通網路，以縱貫鐵

路為主幹，連接私設鐵道、輕便車軌道和公路，形成一個聯絡網

路，彌補鐵路不及的侷限。日治時期臺灣西部縱貫鐵道的開設，

背後隱含著資源開發、移民誘招、國防強化、文化向上等目的，

而清末劉銘傳想要利用縱貫鐵道的修築串連起西部臺灣空間的構

想，到日治時期乃得以實現。

日本人在臺灣空間規劃上，利用縱貫鐵路消弭了臺灣西部自

然的空間阻隔，再加上以高雄港與基隆港南北兩大港口，作為全

島物資輸出、入的集散中心，將原先利用河港、海港獨立對外輸

出的貿易的方式，轉為鐵道運輸集中於南北兩個港口，改變清代

以來的貿易方式。而在區域之內更是利用手押臺車、自動車道與

私設的鐵道，作為縱貫鐵道橫向的溝通。臺灣中部的農產品芭

蕉、柑橘等果物，利用自動車、臺車送往臺中火車站後，再以縱

貫鐵道運輸至南北兩大港口輸出，再由兩大港口輸入肥料，利用

鐵道運至臺中，再由臺中火車站轉運至中部各個農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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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都市生活的形成

臺中市區經過市街改正與規劃，改變了傳統的生活空間，成

為現代化的街廓與設施，也帶來了新的生活模式。

首先，休閒與娛樂生活的改變，為了緩和都市裡過於機械化

的生活，提供休閒與娛樂的公共空間，如公園、電影院、游泳

池等，臺中市街在規劃之初，便將市街地公園納入重要設施，

在公園裡除了花木扶疏、池亭映水外，尚有博物館、圖書館、

音樂廳等，提供市民精神生活的慰藉，或還有歷史古蹟的保存

及銅像的豎立。1903 年臺中公園正式落成，將劉銘傳時期所建

造的北門城樓遷入公園內，還分別豎立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

圖四 .臺中公園湖心亭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品 2001.008.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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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雕像 13
；同時為接待來臺主持縱貫

鐵路全線通車大典的載仁親王，於 1908 年築造池亭作為休憩之

所。
14 此後乃成為臺中市最重要的旅遊景點，也是臺中市的重要

意象。1932 年在臺中公園的東北方向的水源地，開闢佔地 495

平方公尺的水源地公園。
15 公園提供了都市民眾休閒活動空間，

公園散步成為都市生活的一種休閒活動。

當日本的戲劇及電影進入臺灣之後，臺中市在 1902 年有了

第一座戲院「臺中座」，當時臺中市的戲院除了臺中座之外，

還有大正館、樂舞臺、公會堂及天外天，看電影成為當時仕紳

階級流行的娛樂文化。林獻堂也是電影的愛好者，常至臺中樂

舞臺、臺中座、大正館、娛樂館等戲院看電影，所看的影片包

括中、日、西片，他並將看過的片名一一記於日記中，可見其

熱愛的程度。

除此之外，臺中大肚山高爾夫球場位於今臺中縣市交界處的

遊園南路監理站旁，1926 年啟用，是臺灣第二座高爾夫球場。

臺中高爾夫俱樂部於 1928 年成立，此後歷任總督、民政長官等

總督府高層官員，以及州廳地方官員皆加入為會員。1931 年 5

月 1 日，林獻堂第一次與其子猶龍與雲龍至大肚山球場打高爾

13. 在《臺灣日日新報》中報導兒玉源太郎總督的雕像設置在臺中公園的舊
砲臺上。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0 年 5 月 3 日，第 2版。

14. 韓興興等撰，《市定古蹟臺中公園湖心亭百週年紀念專輯》（臺灣省臺
中市：臺中市文化局，民國 97 年 10 月），頁 23。

15.〈臺中市區計劃區域中別圖ノ一部變更〉，《臺中州報》，第 844 號，
昭和 7年 3月 15 日，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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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由於是初次嘗試，故擊多不中，由第一洞至第五洞約費一

小時之久。當時的高爾夫與現在相同，是官紳重要的交際活動。

其次，消費生活的改變，臺中市由於臺灣鐵路的興建，吸引

人口大量聚集，加速都市規模的更新與擴張，1934 年在榮町有

吉本百貨店與另一家百貨店的開辦。吉本百貨店的店主是王吉，

原為彰化人，到臺中經營零售販賣，開辦吉本商店，本店為吉

本百貨店，支店則作為日用食料品的販售部門。吉本百貨店是

單棟一層樓建築，位於錦町與榮町交會口，屬人潮往來的地點；

吉本百貨店的貨品新潮別緻，每當遇到特別的日子或過節，家

圖五 .日治時期臺中市綠川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品 2002.007.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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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就會帶著小孩來採買新衣。臺中市雖無如臺北、臺南和高雄一

樣的大型百貨店，但是吉本百貨店販售的商品，也為當地人民帶

來不同於傳統的商業行為。
16

日治時期官方為了安全傳統市集交易買賣及公共衛生之故，

1901 年採取申請許可方式，加以監督，並採徵收公共衛生費方

式來管理市場。1908 年臺中廳於臺中街榮町設置第一個消費市

場，1917 年新富町增設第二消費市場，內部的六角樓建築是目

前臺中市碩果僅存的市場建物。消費市場提供一般市民日常飲食

生活消費，以 5.6 町的距離為範圍，設置市場，便利居民採買。

隨著市區發展，陸續增設第三消費市場、干城町消費市場及旭町

消費市場。集中市場的目的是為了改善環境衛生，管理攤販等，

卻改變了居民日常買賣的習慣。

為推展社會教化事業，官方籌設市民館、公會堂、行啟紀念

館等，作為民眾社會教育場所，雖然這些建築物現在幾乎都已不

存在。臺中公會堂位於大正町，於 1923 年完工，是一棟二層文

藝復興式的磚造建築。臺中市民館興建於 1927 年，前身為臺中

俱樂部，原為縣廳官吏的娛樂休閒空間，後遷至寶町，改為一般

民眾的娛樂聚會場所。臺中廳曾於 1898年籌建臺中物產陳列館，

後因火車站興建，1902 年遷至臺中公園。1923 年為紀念太子至

臺視察而建造行啟紀念館，位於大正町內，館內設有臺中州立教

育博物館，1926 年臺中物產陳列館也遷移至館內。顯而易見的

16. 陳靜寬，《從省城到臺中市：一個城市的興起與發展》，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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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殖民政府為了推展教化，設置這些公共空間，有別於傳

統農村的廟宇的公共空間，移居而至的居民透過這些社會教化

的空間，凝聚市民意識。

圖書館是社會教化的一部分，1920 年臺中州知事加福豐次

倡議圖書館設立的必要性，由當時彰化銀行董事坂本素魯哉捐 3

千萬作為購書費，先以州知事舊官舍為臨時館址，幾經波折後，

1923 年 5 月 15 日才定名為「臺中州立圖書館」，1929 年新館成

立，遷移至現址，建物一直被其他機關延用至今。

   陸、結論

臺中市經過日本的建設後，成為中部重要的政治、行政、經

濟、文化教育中心，西式生活文化隨著硬體的建設而引進，逐

漸成為大眾的生活模式。臺中市做為一個新興的都市，不僅是

現代的日本都市的複製版，在這空間中創造出新的文化價值。

臺中市是日治時期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重要舞臺，如同化會、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地

方自治聯盟、臺灣農民組合等，臺中市均是重要的活動地點。

從臺灣同化會、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

誌（三）》中統計 15 次臺灣議會請願運動中，各州廳連署的人

數，臺中皆居最多。其中主要領導人如林獻堂、楊肇嘉、蔡惠

如等均為臺中地方人士，而臺中市這個新興都市正好提供了社

會運動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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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縣市合併後，臺中市成為全臺第二大城市，省城的

建設奠下了基礎，藉由鐵路、捷運、環線等交通聯絡了大臺中

的山線、海線、屯區等區域。因此當我們回顧臺中市的過去時，

必須要了解臺中市文化價值之所在。臺中不只是一個新興的城

市，更是臺灣民族運動的重要場域，我們探尋其中歷史演變的

原委，了解臺中市的發展脈絡，藉以凝聚臺中人的情感，共創

光榮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