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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自然與人文環境 

一、地形 

本計畫區位於臺中市中區、西區、南區、北區、東區、北屯區、西屯區與南屯

區內，上述行政區橫跨三個不同地形區：東為頭嵙山地，山容奇突，形成東邊屏蔽﹔

中為臺中盆地由北而南緩斜﹔西為大肚臺地，從市區向西緩緩上升。全市最高點在

東方之頭嵙山脈主峰 859 公尺，最低點在南屯區中和里南端筏仔溪岸，海拔約 30

公尺。本計畫區位於三個地形區中的臺中盆地中，臺中盆地北起大甲溪，南至濁水

溪，東以臺地為界，西為山地丘陵，為一南北狹長之沖積沉積盆地，盆地之缺口（即

烏溪流經之地）地勢最低，海拔約 25 公尺，盆地東北角（豐原子林附近），海拔 260

公尺，南端之名間附近海拔 160 公尺，形成南北高而中央低之傾斜面。 

二、地質與土壤 

（一）地質 

臺中市位在臺灣西部地質構造區中的外緣褶皺衝斷帶，外緣褶皺衝斷的主

要構造，是覆瓦狀逆斷層和不對稱褶皺。和臺中市地層演育以及地形發育有關

者，自西向東依次為彰化斷層、大肚溪斷層、大肚山背斜、車籠埔斷層及頭嵙

山向斜。 

（二）土壤 

臺中市中區、西區、南區、北區、東區、北屯區、西屯區與南屯區內的土

壤蓋可分為 6 類，即洪積母質紅壤、砂頁岩新沖積土、砂頁岩老沖積土、砂頁

岩淡色崩積土、洪積母岩黃壤和裸岩等，本計畫區則包含砂頁岩新沖積土、砂

頁岩老沖積土以及雜地。（圖 3-1） 

1.砂頁岩新沖積土 

砂頁岩新沖積土的成土母質來自西部麓山地質區，大致是上新世至漸新

世的砂岩層或頁岩層風化物，經沖積而堆積成的土壤。因成土年代較近，土

齡尚新，受氣候及其他環境因素影響的時間猶短，以致大多尚未化育出定形

的土壤剖面，仍保留相當濃厚的母質性質。臺中市此類土壤，主要分布在西

屯區和北屯區中部，即大致在中山高速公路兩側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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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砂頁岩舊沖積土 

砂頁岩老沖積土的成土母質和砂頁岩新沖積土相似，但成土年代較為久

遠，土齡較老，受氣候及其他環境因素、人為因素影響較深。臺中市這類土

廍壤的分布最廣，大致西起黎明路以東，東至 子路以西，整個臺中市的中部

核心區，都是砂頁岩老沖積土的分布區。 

 
圖 3-1  臺中市土壤分類及分布圖 

資料來源：臺中市志（地理志），臺中市政府，97 年 12 月。 

三、氣候 

依中央氣象局臺中測站資料研析，臺中市屬於亞熱帶氣候，氣溫及濕度均高，

夏季多雨、冬季乾旱。年平均氣溫為 23.3℃，平均最高氣溫約為 28.0℃，平均最低

氣溫約為 19.4℃，氣溫舒適宜人。 

雨量集中在每年的 5 月至 8 月間，年平均雨量 1,641.9 毫米，年降雨日數達 115.7

日。相對濕度介於 74.0％至 79.3％間，年相對濕度為 77.1％，變化不大。 

年日照數約為 2084.8 小時，雲量十分量年平均值約為 6.2／10，各月雲量的長

期觀察值均小於 7.2／10。風向則主要受季風影響，因受大肚山臺地之屏障，年平

均風速在 1.6 公尺／秒左右，風災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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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央氣象局臺中測站氣候資料統計表 

項目 
氣溫 

（℃） 

最高氣溫

（℃） 

最低氣溫

（℃） 

降雨量 

（毫米）

降雨日數 

（天） 

相對濕度

（%） 

一月 16.2 22.0 12.4 36.3 7.4 76.1 

二月 16.8 22.0 13.3 87.8 9.9 77.6 

三月 19.4 24.6 15.6 94.0 11.5 77.9 

四月 23.0 27.8 19.4 134.5 11.1 78.2 

五月 25.7 30.0 22.3 225.3 12.7 79.5 

六月 27.5 31.8 24.2 342.5 14.9 79.5 

七月 28.5 33.0 24.9 245.8 12.7 76.8 

八月 28.0 32.4 24.7 317.1 15.1 79.3 

九月 27.2 31.9 23.7 98.1 8.2 76.8 

十月 24.9 30.1 21.4 16.2 3.5 74.8 

十一月 21.4 26.9 17.6 18.6 3.8 74.1 

十二月 17.8 23.6 13.8 25.7 4.9 74.0 

年均值 23.3 28.0 19.4 1641.9 115.7 77.1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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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藍綠帶系統 

本計畫區乃由豐富的河川水文與園道系統所交織而構成，河川水文依地形地勢

的走向由東北流向西南，而園道系統串接多處大型開放空間形成重要的空間結構，

如圖 3-2。 

 

圖 3-2  計畫區藍綠帶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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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都市河川水系 

1.計畫區內河川概要 

計畫區主要有五條河川經過，由東至西分別為綠川、柳川、梅川、麻園

頭溪以及南屯溪。受天然地勢的影響，臺中盆地河川的流向均由東北向西南

匯流而注入烏溪，但都市的活動卻是由東南向西北逐漸發展，河川走向恰與

都市發展脈絡呈現正交，因此，臺中市的發展與河川水系的關係一直相當密

切。計畫區內河川均屬水利署公告之區域排水，除梅川為市管排水外，其他

均為中央管排水，均應依排水管理辦法管制，請詳表 3-2。 

表 3-2  計畫區內河川排水機能一覽表 

慣用名稱 經濟部正式公告名稱 依集水區域劃分 
南屯溪 南屯溪排水 中央管區域排水 
麻園頭溪 土庫溪排水 中央管區域排水 
梅川 梅川排水 市管區域排水 
柳川 柳川排水 中央管區域排水 
綠川 綠川排水 中央管區域排水 

資料來源：1.臺中市水系景觀環境營造綱要計畫，臺中市政府，96 年 12 月。 

          2.本計畫彙整。 

2.計畫區內河川屬性分類 

根據「臺中市水系景觀環境營造綱要計畫」對於河道分類之類型上，綜

合環境區位與環境屬性兩項特性作為河道分類之依據，計畫區內河川屬性分

類空間分布及段面情形請詳圖 3-3。 

 



3-6 

 

圖 3-3  河道屬性分類及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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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道系統 

計畫區內主要園道依其鄰近之路段或設施給予命名，計有太原、興進、梅

川、育德、經國、美術、五權、崇倫及興大等 9 處園道系統。其分布情形，若

與計畫區外的忠明與東光園道銜接，恰可串連成一環形綠軸，綠軸之間的每隔

約 1.5 公里，搭配大型公園或文教設施，猶如都市中閃閃發亮的翡翠項鍊。 

其中太原路園道與梅川園道原先並不屬於都市計畫園道發展構想的一部

份，但因配合排水整治加蓋後，亦興建成園道型態使用。其中，太原路園道分

布於翡翠綠環北側，而梅川園道則由北而南銜接了太原、育德與美術園道，為

原本有秩序的還狀系統提供了一條捷徑。 

表 3-3  計畫區內園道系統發展現況一覽表 

名稱 起迄點 都市計畫分區 周邊重要設施 空間機能 服務層級 
太原路園

道 
柳川-麻園

頭溪 
排水道用地 柳川、賴厝國小 生態、休

閒、社交 
鄰里型 

興進園道 三民路-南
京東路 

園道用地 孔廟、育仁國小 休閒、社

交、運動 
鄰里型 

梅川園道 太原路-柳
川 

排水道用地 篤行國小、五權

國中、臺中二中

休閒、社

交、運動 
鄰里型 

育德園道 中正公園-
科博館 

園道用地 植物園、中正公

園、中國醫藥大

學 

休閒、社

交、運動 
鄰里型 

經國園道 科博館-國
美館 

園道用地 科博館、市民廣

場、文化中心 
觀光、藝文 區域型 

美術園道 國美館-柳
川 

園道用地 國美館、美術園

道商圈 
觀光、藝

文、消費 
區域型 

五權園道 五權路-五
權西四街 

園道用地 美術園道商圈 休閒、社交 鄰里型 

崇倫園道 崇倫公園-
忠明南路 

園道用地 崇倫公園、崇倫

國中 
休閒、社

交、運動 
鄰里型 

興大園道 忠明南路-
東峰公園 

園道用地 中興大學、東峰

公園、健康公園

生態、遊

憩、運動 
區域型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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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歷史發展脈絡 

臺中市迄今已有 300 餘年之發展歷史，可分為明清時期、日據時期、光復時期

三個階段。臺中市主要的空間結構主要乃受日據時期都市改正的影響，加上 1980

年間的市地重劃，形成今日的都市空間結構與格局。 

（一）明清時期（1895 年前） 

遠在 400 年前，本市已有原住民沿河散居，直至明末清初漢人始漸移入與

原住民雜居墾殖。乾隆末年漢人移民大增，原住民被迫東移。漢人移居本市後，

以農為業，人口亦漸成聚落，其中較具規模者有犁頭店（今南屯附近），大墩

（今三民路二段一帶），新莊仔（今東區火車站一帶）及橋仔頭（今南區）等

地。 

上列聚落之中，最先形成市街且設有設官管制者為「犁頭店」。此地位於

臺中盆地西側，在縱貫鐵路未開築之前，為彰化與臺中交通要道。其次為大墩

（即本市之前身），此地位於柳川與綠川之間，地勢微高，既可免水災，又易

取得飲水，適宜墾殖、居住，因而人口漸增，在此形成聚落。雍正 10 年曾派

駐巡撫於此，並擇其高處建築砲墩（今中山公園內之土山），因稱「大墩」。「大

墩」之名由此而來，（約在今中山路、平等街、光復路及柳川之間）。 

（二）日據時期（1895～1943 年） 

西元 1896 年（光緒 22 年）日本將本市易名為「臺中街」，1900 年 1 月 6

日臺中縣告示第 5 號公布「臺中市區計畫圖」（同日臺中縣報第 198 號），臺中

市成為臺灣中部政治中心。因之人口劇增，工商大為發達，大墩街、新莊仔、

橋仔頭三大聚落彼此遂相連接，合成一大都市。西元 1911 年 8、9 月兩次大暴

風雨侵襲，此地損失慘重。嗣後逐漸改建，翌年興工建成棋盤式之市街，店屋

整齊，道路寬廣，臺中街一變而為現代化之都市。民國 9 年（西元 1920 年）

廢廳置州，改臺中街為臺中市，屬臺中州管轄。民國 21 年（西元 1932 年）將

邱厝子，賴厝等村併入本市區域內，市區又進一步擴展。 

（三）光復後時期 

民國 34 年本市改為省轄市，民國 35 年 1 月，本市分為東、西、南、北、

中區，復因轄地過小，未能具備都市條件，乃於民國 36 年 2 月 5 日呈准將臺

中縣屬之南屯、西屯、北屯三鄉併入本市，改為區之行政單位，至此臺中市始

今日之規模，全市共分八區，總面積 16,342.5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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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8、39 年間，國民政府轉進臺灣，本市人口驟增，都市建設配合不

上人口增加，致造成沿綠川、柳川、干城營區周圍地帶違章建築漫延，阻礙本

市正常發展，乃於民國 42 年完成臺中市都市計畫，公告實施，並擬定土地分

區使用計畫。民國 45 年省府遷移中興新村，本市遂成為省府出入必經之地，

亦使得本市在臺灣中部地區之社會、經濟、政治、教育、文化方面之地位更趨

重要。 

綜合以上所述，三百年來，臺中市由最初之農村聚落，逐漸演變至今日之

都市規模，一方面由於臺灣地區社會經濟情形之變遷，同時更由於臺中市位於

臺中盆地之中央，四周丘陵，臺地及平原一帶之交通河川及社會經濟活動，均

匯集於此，成為臺中區域之中心。 

六、都市紋理 

計畫區內的都市之紋理主要係由道路、鐵路、土地細分情形及地面水系所構

成，其中地面水文係依天然地形地勢而發展，後經人為整治與改道所形成；而道路、

鐵路及土地細分是隨著都市發展不同階段，因土地使用型態的改變而產生不同的空

間尺度與紋理，以下針對計畫區的空間紋理分布概要說明如下： 

（一）街廓尺度 

計畫區的都市發展，是以火車站為中心向外圍地區逐漸發展，因此街廓尺

度的空間分布，亦隨著不同時期的都市計畫發布，由內而外逐漸擴大。 

而以公園路、五權路、民權路與綠川圍成的舊市區中心，其街廓尺度更有

其獨特的韻律與規則，根據張樞1的分析，臺中市的老市區全是規律的直角格

子，每 9 個格子組成一組，外圍繞以較寬的街道，每組中則有 4 條窄街形成井

字形，這種 9 個方塊一組的格子重複數次，組成更大的格子。 

計畫區內尺度較小的街廓，除了黎明社區一帶，均分布於民國 63 至 65 年

間發布實施的「舊有市區部分」以及「後車站地區部分」兩處細部計畫區範圍

內，而尺度較大的街廓，則多分布於民國 69 至 73 年間發布實施的「後庄里地

區部分」、「北屯東山重劃區附近地區部分」、「西屯中正重劃區附近地區部分」

及「西南屯地區部分」等細部計畫區範圍內，這兩個不同時期的計畫，大略可

以用忠明路、忠明南路及進化路外圍街廓一帶作為分界。計畫區內不同街廓尺

度之空間分布。 

                                                 

 
1 張樞，河川綠帶 大街小巷 臺中市的街道與都市空間架構，建築與環境，79 期，民國 97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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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街廓尺度示意圖 臺中市舊市區街道角度 

資料來源：張樞，河川綠帶 大街小巷 臺中市的街道與都市空間架構，建築與環境，79 期，97.12。 

（二）街廓角度 

市中心的街道角度是獨特的 45 度角與 135 度角的規劃，對於舊市區中心

而言，沿街面並沒有正東西向及南北向的建築，因此每一棟建築物均能同等享

有接受日照的機會；而舊市區中心外緣的街道系統，則多規劃為正東西向及正

南北向，因此在不同角度之街道系統交會處將產生帶狀的道路轉折，舊市區的

方向感與秩序無法延續，如環狀的道路系統（五權路、忠明路、文心路及環中

路）每隔一個路段便轉向 10 幾度，常令使用者產生方向感的混淆，而原本在

舊市區相近的兩條道路，愈向外圍行走，距離便越分越遠，造成了舊市區與重

劃區之間道路秩序的錯亂。 

（三）土地細分情形 

計畫區內土地細分情形，除已辦

理市地重劃地區（包括第一期（大

智）、第二期（麻園頭）、第三期（忠

明）、第四期（中正、東山）及第五期

（大墩），詳右圖），其餘均為早期發

展形成之既有社區。 

市地重劃地區土地坵塊方整，土

地權屬單純，且因採整體開發，道路

筆直寬敞，建物排列整齊有序。而未

經重劃地區，土地坵塊較為零碎，土

地權屬複雜、土地分割情形能呈現土

地使用發展脈絡，因此建築物及土地

的利用也多承襲長期發展的地權關係

發展，或沿既有地形及既成道路興建使用，於計畫街廓內往往仍呈現有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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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古蹟與歷史建築 

計畫區目前共有 1 處國定古蹟、5 處市定古蹟及 21 處歷史建築。緊鄰本計畫區

之臺中體育場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範圍內，另有 1 處古蹟與 7 處歷史建築，詳見表 3-4

中*號部份。 

計畫區內歷史古蹟部分，除林氏宗祠及萬和宮係劃設為保存區外，其餘古蹟及

歷史建築均座落於其他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多數古蹟及歷史建築現況仍

維持良好使用，其使用型態以機關、教育設施、藝文設施居多，但於保存維護之計

畫管理上並無特殊指導規定。 

表 3-4  古蹟與歷史建築使用現況表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調查日期：102 年 4 月。 

等級 編號 名稱 使用分區 使用現況 

國定古蹟 1 臺中火車站 鐵路用地 車站 

市定古蹟 

2 臺中州廳 機關用地（機 51） 機關 

3 林氏宗祠 保存區（存 2） 宗祠 

4 臺中公園湖心亭 公園用地（公 29）* 休憩設施 

5 臺灣府儒考棚 第二種住宅區 閒置 

6 積善樓 
兒童遊樂場用地（細兒

200） 

 

7 萬和宮 保存區（存 9） 宗教設施 

歷史建築 

8 臺中州廳附屬建築群 機關用地（機 51） 閒置 

9 大屯郡役所 機關用地（機 51） 閒置 

10 臺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 機關用地（機 76） 機關 

11 臺中市後火車站 鐵路兼社教機構用地 車站 

12 林之助畫室 文大用地（文大 2） 閒置 

13 臺中教育大學前棟大樓 文大用地（文大 2） 教育設施 

14 
臺中市大同國小前棟大樓與

兩座大門 

文小用地（文小 35） 教育設施 

15 臺中一中校史室 文高用地（文高 5） 教育設施 

16 臺中高農前棟大樓 文高用地（文高 7） 教育設施 

17 臺中教師會館 文高用地（文高 7） 教育設施 

18 孫立人將軍故居 社教用地（社教 7） 社教設施 

19 臺中原刑務所演武場 社教用地（細社教 1） 閒置 

20 一德洋樓 社教機構用地（細社教 2） 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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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古蹟與歷史建築使用現況表（續）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調查日期：102 年 4 月。 

 

等級 編號 名稱 使用分區 使用現況 

歷史建築 

21 合作金庫銀行臺中分行 第一種、第二種商業區 銀行 

22 柳原教會 第一種商業區 宗教設施 

23 
農委會農糧署中區分署臺中

辦事處 

第二種住宅區 機關 

24 日治時期警察宿舍 第二種住宅區 閒置 

25 臺中市役所 第二種商業區 機關 

26 臺中市市長公館 第三種住宅區 藝文設施 

27 公賣局第五酒廠 創意文化專用區 機關、藝文設施

28 中山綠橋 道路用地 橋樑 

29 水源地第二集水井 自來水事業用地（自 2）* 機關 

30 水源地上水塔 自來水事業用地（自 2）* 機關 

31 放送電臺擴音臺 公園用地（公 29）* 文化史蹟 

32 臺灣省城大北門 公園用地（公 29）* 文化史蹟 

33 砲臺山 公園用地（公 29）* 文化史蹟 

34 臺中放送局 體育場用地（體 2）* 藝文設施 

35 文英館 體育場用地（體 2）* 藝文設施 

36 
南屯文昌公廟 兒童遊樂場用地（細兒

124） 

祠廟 

37 南屯三角街 第一種商業區 商業 

38 林森路 75 號 第二種住宅區 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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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古蹟與歷史建築分布示意圖 

八、都市災害 

（一）火災 

火災是最常見的都市災害，臺中市舊有市區因建築年代久遠，當時消防設

施不足，火災之發生多有耳聞。民國 66 年臺中市自由路遠東百貨因隔鄰失火

而遭焚燬，都市防災課題引起深思。民國 84 年「衛爾康大火」事件是都市公

共安全受重視的轉捩點，促使「消防法修訂案」迅速立法通過，並成立「消防

署」。民國 94 年「金沙百貨大火」事件，突顯高樓防災及救災能力的必要性，

也是「安全都市」必須面對的關鍵課題，表 3-5 為臺中市重大火災事件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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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臺中市重大火災事件資料表 

事件 時間 說明 
遠東百

貨大火 
•66 年 09 月 
•79 年 01 月 14

日 

•66 年 09 月遠東百貨因隔鄰失火而遭焚燬。 
•79 年 01 月 14 日遠東百貨受隔鄰綜合大樓火災波及，

停止營業，損失慘重。 
衛爾康

大火 
84 年 2 月 15 日 •當日（星期三）晚間 7 時，臺中市臺中港路一段 52、

54、56 號上的「衛爾康」西餐廳（位於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中港院區對面）因瓦斯外洩，大火瞬間引燃

周圍可燃材料，擴大延燒釀災。 
•衛爾康西餐廳只有一處出入口，逃生通道分別被磚牆

及金屬浪板封死，造成逃生無門。 
•為臺灣歷來死傷最嚴重的單一火災事件，案發後，被

害人家屬籌組「衛爾康火災自救會」，訴請國家賠償。

•造成 64 人死亡，11 人受傷。 
民聲大

樓火災 
85 年 2 月 27 日 •臺中市民族路 51 號民聲大樓於 85 年 2 月 27 日清晨 4

時 21 分發生大火，火災發生於地下一樓平臺，可能係

遭人縱火，火煙由樓梯直上頂樓。 
•臺中市消防隊出動 38 輛各式消防車及消防人員三百餘

人前往搶救。由於火勢猛烈搶救困難，又因鐵門雜物

影響逃生，不幸造成 13 人死亡，20 人受傷的慘劇。 
金沙百

貨大火 
94 年 2 月 27 日 •臺中火車站前金沙百貨大樓發生大火，火舌從 18 樓往

上竄燒，經市府消防局陸空總動員，緊急調派空警隊

兩架直昇機，配合從地面逐層搜救的上百位消防人

員，在一個半小時內將火勢控制住。 
•造成 4 人罹難，3 人受傷。 

阿拉夜

店大火 
100 年 3 月 6 日 •100 年 3 月 6 日凌晨 1 點，現場樂隊結束表演並中場

休息，臨時代班的猛男在舞台上表演火舞秀，但由自

己改造加裝煙火的 LED 棒，卻不慎引燃鋪設在天花板

上的隔音泡綿，火勢迅速延燒。在場的客人以為是節

目的特效，因而錯失逃生的最佳時間；然而該夜店 5
年 21 次安檢均合格，還有三次屬於聯合稽查。此事件

使得中華民國內政部研議修法禁止室內明火表演，如

有需求，應先向消防機關申請核准，並動員各署對全

臺各縣市夜店展開清查。 
•因樓梯狹小，出口處堵塞，造成 9 人死亡 12 人受傷。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註：表內年度均為民國年。 

（二）水災 

都市因人口聚集，營造許多人工設施，建物密佈形成龐大的環境負載。臺

中市經歷 90 年桃芝颱風、納莉颱風的災害，以及 97 年卡玫基颱風、辛樂克颱

風之侵襲，造成許多生命財產之損失。都市的發展促使不透水層增加，增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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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逕流，且地上人工設施又構成排水障礙，致使水災的危害影響更為巨大。未

來臺中市應全面檢討排水系統、開發基地透水率、滯洪設施等減災對策，以因

應水災。 

表 3-6  臺中市重大水災事件資料表 

事件 時間 說明 
桃芝颱風 90 年 7 月 30 日 •桃芝颱風在全臺造成災害性降雨，約有 35 萬戶曾遭停

電，鐵、公路多處損毀交通中斷，多處地區發生土石

流。全臺共計 111 人死亡，103 人失蹤，農林漁牧損失

逾 77 億元。 
•臺中市在 90 年 7 月 30 日 11 時至 14 時期間共降下豪

雨 154.5 毫米，對排水系統造成嚴重負荷，市區多處

積水、道路不通，東門橋橋面斷裂。筏子溪水量大，

洪水不及宣洩，導致氾濫成災，尤以西屯區光明路一

帶、港尾仔溪週邊地區最為嚴重。臺中市災情計死亡

5 人，失蹤 2 人。 
納莉颱風 90 年 9 月 19 日 •納莉颱風路徑特殊，在臺灣陸地上滯留的時間超過 36

個小時，降下豐沛雨量，造成北臺灣嚴重水患，多處

地方單日降雨量皆刷新歷史紀錄。臺北市捷運及臺鐵

臺北車站淹水，部分山線、海線及花東線中斷；多處

地區引發土石流災害；近 165 萬戶停電；逾 175 萬戶

停水。共有 94 人死亡，10 人失蹤。全臺有 408 所學

校遭到重創，損失近 8 億元；工商部分損失超過 40 億

元；農林漁牧損失約 42 億元。 
•臺中市區多處低窪地區因納莉「怪颱」而大雨成災，

對外交通中斷。臺中市西區大忠街六之三號，麻園頭

溪人行道被溪水掏空，道路封閉。臺中市南屯區黎明

路一段六七六號附近出現短暫龍捲風，短短十幾秒時

間，掃斷四根高壓電桿，並造成路樹倒塌及十二戶民

宅受損。 
敏督利颱

風及「七

二水災」 

93 年 7 月 1 日 •臺灣地區受颱風外圍環流及 7 月 2 日至 4 日颱風北上

期間引進的強烈西南氣流影響，東部、中南部地區連

日豪雨造成嚴重災情，多處道路坍方，並引發中部山

區嚴重土石流。此次颱風及七二水災共計造成 33 人死

亡、12 人失蹤，僅農林漁牧損失就高達 89 億元以上。

•臺中市在 8 小時之內累積 259 毫米的雨量，造成部分

地區淹水，如西屯區港尾里一帶、環中路西側有淹水

災情，南屯區中和里一帶則淹水較嚴重。 
•另外，臺中市大坑地區發生產業道路坍方，142 具交

通號誌故障。 
「六八」

大豪雨 
96 年 6 月 8 日 •96 年 6 月 8 日臺中市有效累計降雨量約 305 毫米，屬

大豪雨等級，降雨規模尚超過 90 年之桃芝颱風 
•易淹水地區包括西屯區林厝、福安、南屯區南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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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時間 說明 
心等里以及西區梅川、文化中心、英才路一帶、東光

路、天祥街地下道、崇德路豐樂路口等處，幸而災情

不大 
卡玫基颱

風 
97 年 7 月 17 日 •臺灣地區受颱風外圍環流伴隨西南氣流影響，連日豪

雨造成中南部嚴重水患。計有 20 人死亡，6 人失蹤，

農損逾 12 億元。 
•大坑地區最大時雨量為 149 毫米，24 小時累積雨量 605

毫米，與歷年颱風期間降雨（桃芝颱風 229.5 毫米）

超出甚多，造成臺中大淹水！中港路、五權南路、環

中路均因積水全線封閉，麻園頭溪溪水暴漲，大忠南

街口的堤防被洪水沖毀。 
•臺中市政府在 7 月 17 日 7 點 12 分緊急宣布停止上班

上課。共計 835 處災情，其中，淹水災情 570 件（建

築物地下室淹水計有 140 件，需協助抽水計 67 處）。

辛樂克颱

風 
97 年 9 月 14 日 •辛樂克颱風帶來豪雨重創中部地區，尤以南投最為嚴

重，造成后豐斷橋、豐丘山崩及廬山溫泉區飯店倒塌

等災情。全臺計有 14 人死亡，7 人失蹤，農損約 9 億

元。 
•臺中市災害通報有 178 件，大部份為廣告物掉落、路

樹傾倒、圍籬倒塌。重要災情部份有三件，即平等市

場的塌陷、精誠 30 街有路樹倒塌壓毀路旁停放車輛、

廍子坑溪下游龍城橋下約 1.5 公里堤防毀損。淹水地

區主要有自由路地下道、東光路 724 巷尾一帶、五權

西路南屯交流道等地。 
莫拉克颱

風 
98 年 8 月 8 日 ．受颱風及西南氣流影響，中南部、東部多處地區降下

刷新歷史紀錄的雨量，引發嚴重水患，造成臺南、高

雄、屏東及臺東等縣重大災情，鐵、公路多處路基流

失造成交通中斷，多處地區發生嚴重土石流災害。計

有 673 人死亡，26 人失蹤，農損逾 195 億元。 
．原臺中縣和平鄉雪山坑溪暴漲，對雪山坑溪橋下游兩

側堤岸造成沖刷，其所夾帶土石造成大安溪匯流處大

量淤積。 
梅姬颱風 99 年 10 月 22

日 
．受東北季風及颱風影響，北臺灣降下豪雨，造成宜蘭

地區淹水、土石流及蘇花公路多處坍方等嚴重災情。

計有 38 人死亡，農損逾 13 億元。 
蘇拉颱風 101 年 8 月 2 日 ．最大陣風達九級以上，臺中市部分地區時雨量都逾 50

毫米大雨標準，三小時降下的雨量超過 130 毫米豪雨

標準；大雅區橫山到 8 月 3 日晚上 7 時，共降下逾 610.5
毫米，雨量最多；而位於北區的臺中氣象站，觀測到

同日下午 2 時許累積雨量，已逾 350 毫米超大豪雨標

準，晚間 7 時累積降雨量 387.5 毫米，南屯區也在當

日上午六小時內，降下 230 毫米雨量。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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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震災 

地震，是對都市具有毀滅性的災害。88 年 9 月 21 日 1 時 47 分，臺灣中部

地區發生強烈地震：「九二一大地震」，震度達芮氏規模 7.3，造成全臺 2,455 人

死亡，11,305 人受傷，38,935 戶全倒，45,320 戶半倒。總統於 88 年 9 月 25 日

以華總一義字第 8800228440 號令發布緊急命令，及於 89 年 2 月 3 日以華總一

義字第 8900029730 號令制定公布「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施行期間自生

效日起算五年，以有效、迅速推動震災災後重建工作，重建城鄉、復興產業、

恢復家園。 

臺中市於「九二一震災」中受損嚴重，計有 114 人死亡，48 人重傷，16

人輕傷，房屋全倒 5934 戶、548 棟，房屋半倒 3894 戶、374 棟。在臺中市各

區災情統計中，以北屯區死亡 97 人最為嚴重，房屋全倒戶數以南區 3759 戶最

多，房屋全倒棟數以北屯區 482 棟最多。 

表 3-7  九二一震災臺中市災情概況統計表 

類型 中 區 東 區 西 區 南 區 北 區 西屯區 南屯區 北屯區 合 計 備 考 

死亡 1 人 9 人 1 人 5 人 0 人 1 人 0 人 97 人 114 人 含外縣市 8

人 

重傷 0 人 10 人 1 人 2 人 0 人 0 人 0 人 35 人 48 人  

輕傷 0 人 0 人 5 人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11 人 16 人  

房屋 

全倒 

1 戶 

2 棟 

160 戶

16 棟 

16 戶 

4 棟 

3759 戶

22 棟

1516

戶 

19 棟

0 0 482 戶 

482 棟 

5934 戶 

548 棟 

 

房屋 

半倒 

25 戶 

25 棟 

77 戶 

75 棟 

0 1708 戶

11 棟

1883

戶 

62 棟

0 1 戶 

1 棟 

200 戶 

200 棟 

3894 戶 

374 棟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造冊時間：90 年 0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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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口與產業經濟  

一、人口成長 

（一）人口數及成長情形 

1.計畫區人口數 

臺中縣市已於 99 年底 12 月 25 日完成合併升格為直轄市，總人口接近

265 萬人；同年底，計畫區人口數 61 萬 7 千人，約佔原臺中市總人口數 23.30

％。 

2.人口成長情形 

民國 91 年至民國 101 年之間，臺中市人口年平均成長率為 0.64％，計畫

區內則為 0.36％，人口成長幅度略高於臺中市，可推斷計畫區因發展成熟，

土地利用趨近飽和，人口呈微幅穩定成長。若以各計畫區內各行政區人口成

長率觀之，民國 91 年至民國 101 年之間，中區及東區人口成長呈現衰退，西

區、南區、北區人口呈現小幅成長，成長率約在 0.25%以下，西屯區成長率

0.44%，南屯區、北屯區呈現高度成長，成長率高於原臺中市。計畫區內各行

政區歷年人口數及成長率請詳表 3-8。    

表 3-8  民國 91 年至 101 年人口數分析表                           單位：人,（％） 

年度 臺中市 
計  畫  區 

中區 東區 西區 南區 北區 西屯區 南屯區 北屯區 合計 

91 年 2,508,495 23,536 28,099 114,883 58,635 141,294 50,490 60,100 111,528 588,565

92 年 2,529,763 23,535 27,998 115,561 58,788 140,998 51,155 61,742 112,623 592,401

93 年 2,548,332 24,210 27,674 116,401 58,830 140,444 51,817 63,099 113,630 596,106

94 年 2,566,220 24,062 28,588 116,676 58,647 140,171 51,975 64,250 114,810 599,180

95 年 2,587,828 23,527 28,033 116,156 59,307 140,069 52,424 65,918 115,854 601,288

96 年 2,606,794 24,010 27,515 116,812 59,433 140,926 52,515 66,839 116,494 604,545

97 年 2,624,072 23,603 27,305 117,325 59,675 141,304 52,752 67,720 116,739 606,423

98 年 2,635,761 23,228 34,378 117,390 66,312 139,044 53,221 68,548 113,093 615,213

99 年 2,648,419 22,472 34,567 117,365 67,008 138,993 52,384 70,044 114,225 617,057

100 年 2,664,394 21,610 26,398 117,210 59,887 142,642 52,438 71,348 114,355 605,888

101 年 2,684,893 20,647 26,199 116,784 60,159 142,823 52,911 72,301 119,745 611,568

平均 

成長

率 

0.64 -1.12 -0.61 0.15 0.24 0.10 0.44 1.85 0.67 0.36

資料來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本計畫彙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