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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依著時代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機能開始追求品質及便利，相對應的交通建設也不斷

 的推陳更新，為的就是符合經濟不斷蛻變的現在。而在西元 2012 年的時候，大台中有著

 革新的壯舉就是將鐵路高架化，並於西元 2016 年正式啟用了台中新站。 

 

  新革命的巨大鋼鐵結構體以及廣闊的人行廣場，彷彿吶喊著新台中的開始；完善的

 擴道計畫，擺脫了以往交通塞塞塞的印象。本組研究團隊想要了解，擁著諾大車站主體

 的台中新站，對於中部地區的民眾而言，他們期待可以結合哪方面的生活機能，並且能

 夠藉此結合來提升車站主體的觀光商機；並了解有著豐富歷史的台中舊站，是否會因為

 新站的落成啟用，而被大家遺忘，以及關於車站主體的滿意度等，並依著研究結果提出

 相關建議。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火車站的定義及歷史沿革。 

 

   （二）了解功能型火車站的分類。 

 

   （三）了解台中車站的舊與新。 

 

   （四）分析中部地區民眾對於台中火車站新站與舊站的知覺及滿意度調查。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廣泛閱讀書本及數位資訊媒體資料，並作資料的整理及分類。 

 

   （二）問卷調查：編製核心題目，利用問卷調查，了解中部地區民眾對台中車站的想法。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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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火車站的定義及歷史沿革 

 

  台灣早期的火車站，目的為因應運送貨物而生的磚瓦小屋，而南北物資的流通也都主要     

 依賴著鐵路的通達。西元 1887 年起由台灣巡撫劉銘傳奏準興建台灣鐵路為起點，到了西元  

 1890 年及 1893 年鐵路分別由基隆修築至台北及新竹，使得台灣北部的鐵路慢慢能以成型， 

「百年前，火車出現在台灣時，凡其馳騁停靠之地，往往帶來鉅烈的生態環境破壞。」（劉克   

 襄，2009 年），雖然鐵路能運送貨物，但在當時的民眾認為火車就只是吐著一大堆的煙，不 

 僅傷害身體、影響土地的風水，也會危害許多生態，在種種的阻礙到了最後，清末就只能從 

 基隆通車到新竹站。之後台灣歷經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於西元 1895 年可說是台灣鐵路 

 發展最迅速的黃金時期。又，1971 年台灣經濟起飛，全線通車列為十大建設之一，於西元 

 1991 年台灣環島鐵路網終於完成。 

 

  二、火車站的類型 

 

  隨著時代的轉變，都市化的更新，車站也開始轉為許多不同的型式樣貌。而這些華麗的  

 變身，是為著車站帶來不一樣的功能及不一樣的期待。本組將全台具有顯著功能類型的車站  

 分類為裝置藝術型火車站、古蹟型火車站、複合式商場型火車站和景觀型車站，整理重點如 

 下： 

 

表一：大型裝置藝術型火車站列舉 

火車站 火車站歷史 火車站特色 火車站照片 

花 

蓮 

車 

站 

1、西元 1910 年 12 月 15 日

開通台東線到花蓮港至鯉

魚尾間。 

2、西元 2018 年 6 億九千萬

跨站式站體正式切換。 

3、西元 2019 年 16-20 家商

家陸續進駐。 

1、搭配山與樹的意象為主 

2、十座大型迎賓傘的造型

穹頂，以木頭為主建材。 

3、地坪有「洄瀾鯨奇」意

象的裝置藝術。 

4、綠建築為主概念，站體

通風。 

圖二：花蓮車站（圖二資

料來源：熱血玩台南 ） 

宜 

蘭 

車 

站 

1、西元 1919 年設宜蘭譯

站。 

2、宜蘭縣鐵路西元 1917 年

開始興建，西元 1919 年 3

月宜蘭至蘇澳開始通車。 

3、2013 年改造原鐵路舊宿

舍，將廢棄廣場結合幾米作

品形成幾米風格車站公園。 

1、結合「幾米」著名繪本

內的場景，一比一的等比例

建成幾米裝置藝術公園。 

2、宜蘭車站有著「全台第

一座幾米主題廣場」封號。 

3、因為特地前往車站觀光

的人氣熱絡，車站前再佈置

一個「丟丟銅森林」。 

圖三：宜蘭車站 

 （圖三資料來源：莊信

賢 ） 

           （表一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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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古蹟型火車站列舉 

火車站 火車站歷史 火車站特色 火車站照片 

台 

中 

車 

站 

舊 

站 

1、第一代最早於西元 1905 年

啟用，為日式木造建築。 

2、西元 1917 年第二代啟用，

車站主體為紅磚造，屋頂為洋

式木構造，月台則為鑄鐵構

造。 

3、西元 1995 年，內政部列為

國定古蹟。 

4、西元 2009 年鐵路高架化。 

5、西元 2016 年正式啟用台中

新站。 

1、屋頂為厚重、雙坡急

斜形式；為了突顯台中

地標，做成高聳式尖塔。 

2、壁體為英格蘭紅磚

風、巴洛克式建築風格。 

3、牆身表面有代表台灣

特色的裝飾環帶環繞。 圖四：台中車站舊站 

（圖四資料來源：陳虹

百） 

台 

南 

火 

車 

站 

1、創建於西元 1900 年（明治

三十三）。 

2、日治時期稱台南驛。 

3、原是大型的木造洋式建

築，在西元 1930 年改建為鋼

軌建築，並輔以簡單的收頭裝

飾。 

1、建築採凸字型平面、

左右對稱設計。 

2、門廊開圓拱門三個，

上面遮雨的。 

3、現在仍保留 2 樓早期

的鐵路飯店和餐廳風

貌。建築史上重要發

展，分間強、輕隔間。 

圖五：台南車站 

 （圖五資料來源：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 

                                                   （表二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三：複合式商場型火車站列舉 

火車站 火車站歷史 火車站特色 火車站照片 

台 

北 

車 

站 

1、台北車站於 1891 年

建立。 

2、在臺灣巡撫劉銘傳任

內，分別往新竹與基隆

的鐵路相繼通車而啟

用。 

3、第一代臺北車站其位

於現今北門捷運站位

置。 

1、台北車站建築為歐洲棚式車

站。 

2、本體從 B1 到 2 樓，就是

微風集團旗下的「微風台北車

站」、「京站時尚廣場」。 

3、一部分為台北轉運站，往下

可以通往台鐵、高鐵與捷運

站。 

4、整棟建築結合了威秀電影院

及轉運站。 

圖六：台北車站 

（圖六資料來源：貓大

爺粉絲團） 

                                                   （表三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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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景觀型火車站列舉 

火車站 火車站歷史 火車站特色 火車站照片 

集 

集 

車 

站 

1、集集站位於集集線鐵路中

心點，為地方行政中心。 

2、早期以載運貨品為主。 

3、早期的站體因 921 地震而

嚴重損毀，現為改建後的主

體。 

1、民國 22 年以純檜木

建造，具古樸風格。 

2、全台古老火車站之

一，也是台灣歷史建築

的百景之一。 

3、設有集集鐵路文物博

覽館。 

圖七：集集車站 

（圖七資料來源：高高的

花攝日記） 

太 

麻 

里 

車 

站 

1、西元 1988 年 1 月 1 日：

臺東站至太麻里站間開始營

運。 

2、西元 1992 年 12 月 16 日：

於枋寮站舉行南迴鐵路通車

典禮，開始正式營運。 

3、199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00

年 1 月 1 日：行駛「迎接千

禧年第一道曙光」專開列車。 

1、號稱台灣最早看見日

出的車站。 

2、面海背山，前面也有

筆直又寬敞的大馬路。 

3、有激似動漫的櫻木平

交道。    圖八：太麻里車站 

（圖八資料來源：黑綺時

代） 

       （表四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台中火車站 

 

   （一）台中火車站舊站的沿革 

 

  第一代台中火車站舊站建築建於西元 1905 年，從日治時期興建至今已有 110 年左右   

 的歷史。西元 1917 年，二級古蹟盛名的舊站同時是日治時代巴洛克式的建築，屬於「非

 古典系的 Free-Classic 風格，車站外部中央的山牆、精雕的柱頭、中央屋頂高聳的鐘塔，

 及內部挑高的候車空間皆具大戰應有的氣派」（吳柏青，2000 年）；雖然已經經歷過近百

 年的歲月，但現在看起來還是宏偉無比！台中火車站是全台唯一與百年車站共存的「三 

  代同堂車站」，十分珍貴，我們也應該要好好愛護愛惜它。 

 

   （二）台中火車站新站的沿革 

 

  因著時代的進步，人口大量的移入，台中於西元 2017年儼然已成為台灣的第二大城，

 而交通建設的改革顯得必要且即時。鐵路高架化及 2016 年新站的啟用，開始了大台中地

 區交通樞紐的新革命，巨大的弧形鋼鐵建築，展現出台中的寬容外，更特邀藝術家的作

 品來妝點台中火車站的空間，比如拖著行李象徵要去旅行的期待男孩，以及代表台灣精

 神的「水」（象徵美麗）「逗」「娘」（豆娘喜歡在水田棲息，而台中早期尚未開發前有大 

  面積大公頃的水田），和主體內部用壓克力色版拼成的台中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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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新站的擴建，同時代表的是週邊道路的整治及拓寬，讓原本眾多交通運輸齊一

 匯入的舊站，可以有多方調節的彈性。增拓行人步行空間，使來往車站間的移動可以瞬

 間降為慢步享受。 

 

   （三）台中火車站的 SWOT 分析比較 

 

  台中車站不應只是旅人或是通勤者的交通往返工具，也不應只是讓人們慌亂的踩著

 急促的腳步，就為了要趕車。它更應該可以藉由不一樣的附屬功能給予人們更多不一樣

 的期待。本組就台中新站的現行情況作 SWOT 分析圖。 

 

 

 

圖九：台中火車站 SWOT 分析 

 （圖九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四、分析中部地區民眾對於台中火車站新站與舊站的知覺、期待及滿意度調查 

 

 本組針對中部地區民眾，實地探訪台中火車站主站及周邊，發放問卷 200 份，無效問卷

3 份，有效問卷 197 份，有效率達 98.5％。 

1、性別                                   

 

圖十：性別 

依據圖十分析結果顯示，63 ％為男性，37

％為女性。 

•廣闊的行人廣場，易形
成人群群聚散坐的畫面。

•舊站沒有維護，容易有
遊民聚集。

•妥善規劃空間，發展多功
能的台中火車站。

•火車站周邊有許多優良景
點如綠川、宮原眼科及第
二市場，應善加連結推廣
深度懷舊之旅。

•台中舊站僅有外觀顯著，
沒有內部的維護及連結，
歷史易被遺忘。

•諾大的建築沒有發揮其他
功能，易被市民認為不夠
代表台中活力。

•台中人口多，亦發展
觀光大城。

•有著保留完整的三代
同堂火車主體，可以
好好發揮。

STRENGTH WEAKNESS

THREATS
OPPORTUNI

TY

63%

37%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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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                          

 

圖十一：年齡 

依據圖十一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分布上，

在火車站主體裡面的民眾以 19 歲以下居

多，佔 42％；其次為 20-29 歲的年齡層，

佔 32％；最少比例為 50 歲以上的族群，

佔 5％。由此可推估，火車主體的民眾多

以 30 歲以下的青少年朋友為主。 

 

3、前往火車站主體建設的主要目的 

 

圖十二：前往火車站主體建設的主要目的 

依據圖十二分析結果顯示，旅客前往火車

站主要目的，以搭車通勤比例居多，佔 60

％；其次為搭車旅遊，佔 31％；最後為車

站主體及週邊觀光 9％。由此數據可以推

估，旅客視車站主體本身主要為搭車通勤

場所媒介的概念。 

 

4、旅客對於台中火車站認知度分析 

 

圖十三：旅客對於台中火車站認知度分析 

依據圖十三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台中新站

給人的主意象以繁忙的交通樞紐觀感為主

要，佔 90％；讓人駐足觀光休憩的場所僅

佔 10％。此數據結果可以和前往主體建設

的主要目的數據相呼應。顯示台中新站交

通樞紐的形象為主要。 

 

5. 台中新站是否含有台中地方特色 

 

圖十四：台中新站是否含有台中地方特色 

依據圖十四研究顯示，75％的受訪者認為，

新站並沒有涵蓋台中特色。25％的認為有涵

蓋。推論新站對於受訪者而言，主要為一大

型的鋼鐵建築物。 

 

6. 會專程前往火車站主體及週邊觀光嗎？ 

 
圖十五：會專程前往火車站主體及週邊觀光嗎？ 

依據圖十五研究結果顯示，75％的民眾不

會專程前往火車站主體及週邊觀光；僅 25

％的民眾會。這樣的數據實則會讓人感到

可惜，因為車站屬城市大門之一，卻無從

讓民眾可以主動多駐足及休憩。 

 

42%

32%

13%

8% 5%

19歲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歲以上

60%
31%

9%

搭車通勤

搭車旅遊

火車站主體及週遭觀光

10%

90%

讓旅人駐足觀光休憩的

場所

繁忙的交通樞紐

25%

75% 是 否

25%

75%
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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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火車站結合什麼樣的功能，會提高您前往主體觀光的意願? 

 
圖十六：火車站結合什麼樣的功能，會提高您前

往主體觀光的意願? 

依據圖十六分析結果顯示，驅使前往車站

主體觀光的動力以複合式商場意願佔主要

半數；相對來說，推估著現代人的生活模

式，偏以多元化的購物型買賣為喜好。邊

逛邊看邊飲食，儼然是一種可發展的觀光

契機。 

 

8. 請問您認為台中新站發揮其他附屬功能的可能性為？ 

 

圖十七：請問您認為台中新站發揮其他附屬功能

的可能性為？ 

從圖十七數據結果可得知，66％的受訪者

認為台中新站發展可能性高。推估原因為

車站主體建設除了大之外，整體閒置空間

非常的廣闊。 

 

 

 

9. 請問您現在會前往台中火車站舊站參觀嗎？ 

 

圖十八：請問您現在會前往台中火車站舊站參觀

嗎？ 

在圖十八的數據中，68％的民眾不會踏入

舊站參觀，32％的民眾會。台中舊站歷史

超過百年，為二級古蹟的列管資產。建築

物本身代表著濃濃的異國文化歷史及台灣

的特色融合。如今新站啟用，舊火車站的

維護及如何讓人感到珍貴而珍惜更顯得相

對重要。 

 

10. 請問如果在新站周邊將舊站歷史文化結合知識觀光導覽路線，是否會提高您的前往意願? 

 
圖十九：將舊站歷史文化結合知識觀光導覽路

線，是否會提高前往意願？ 

此項圖十九的結果本組將它和圖十八作對

比。兩者數據相呼應下，其實不難猜測，民

眾對於台中舊站的歷史是期待的，或許是因

為現行舊站所呈現的歷史觀光尚未完善，仍

存有舊舊暗暗的形象，猜想如果以明亮的橘

黃燈光，以內站主體為基礎，展示著或販賣

著或裝飾著老台中的一切，純樸的內站發展

成回憶打卡牆，這樣會比閒置原樣來的好。 

 

51%

25%

19%

5%

複合式商場

綠色植被覆蓋

主題性裝置藝術

維持現況

66%

34%
發展可能性高

發展可能性低

32%

68% 會 不會

60%40%

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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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表五：針對台中新站之各項滿意度調查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尚 

可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舒緩通勤人潮的功能性 25％ 42％ 28％ 4％ 1％ 

交通要道改建擴增 26％ 37％ 29％ 6％ 2％ 

目前結合舊站的歷史觀光導覽及引導 8％ 16％ 23％ 41％ 12％ 

現行車站主體的觀光機能性 14％ 20％ 20％ 30％ 16％ 

車站未來轉為令人放鬆及期待的城市大門 30％ 55％ 15％ 0％ 0％ 

 (表五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表五為中部地區民眾對於台中火車站各項度的滿意度調查。由數據呈現的趨勢不難發現，

對於整體建設方面的全面革新，民眾持正向回饋的超過半數。以舒緩通勤人潮的功能及交通

要道的改建擴增，滿意程度以上皆分別占有 67％及 63％。不難推估是因為以往舊站的規格，

隨著時代改變及台中大城的交通繁忙及人口的擴增，難以負擔如此大的人潮。如今新站改建

及擴增交通要道，就像是原本擠的像沙丁魚的人群有了呼吸的空間那般讓人不至感到壓迫。 

 

 以觀光機能性來說，不論是我們具有豐富歷史典故的舊站或是現行新站主體的機能性，

不滿意以下的民眾（不滿意加上非常不滿意）亦占了各有 53％和 46％，約莫 1/2 人數的負評。

持中間無特別想法的亦占了 23％及 20％。滿意以上的比例相較前面兩個項次建設方面的功能

性滿意以上的比例來說明顯偏少。許是因為，有了台中新站之後，擴增了相當大的人行廣場，

廣場上有著代表特殊意涵的大型裝置藝術，比起以往真的改變不少，但是僅只於此，卻無法

讓旅客有著觀光的連結，對於舊站的發揮，更是趨於保守，連中部地區民眾也無法緊密的和

屬於我們過去的舊站有太多的互動，這樣的空間，這樣的舊站韻味，太可惜。 

 

 以最後一題來說，本組是想要了解中部地區民眾對於車站的意象。當車站不只是車站，

而是可以有另一種讓人駐足、停靠、休息、甚或是吸收知識及旅遊觀光的大門，期待的滿意

度探討。依數據結果顯示，高達 85％的民眾皆非常看好，而且，沒有民眾是填不滿意的。推

估是因為，車站承載著太多的緊湊，趕著通勤、上學、搭高鐵、以及帶有些許的短暫離別。

如果可以改造車站，令旅人及其親朋好友轉換不一樣的心情，想必能讓許多人都感到非常的

歡喜及期待。 

 

参、結論 

 

  本研究依據數據分析結果提出綜合結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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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站建設大擴增，人車分流好舒緩。 

 

        隨著時代的變遷，不論是什麼樣的人事物，總會經歷改變。而早期的舊站建築經城

 市的發展興盛，人口的移入及增加，承載容量已不堪負荷。舊站主門前的一條小路，同

 時匯集著機車及汽車及行人的湧入，旁邊的客運中心，更是和所有的行人和車子一同匯

 入中山路。小小的車站，外面包圍著無限的人潮及車潮。 

 

     於是乎，擴增的改變、客運轉運站的外移、車道的分流、及人行廣場的增設，再再

 地讓擁擠的台中核心，有了慢-呼-吸的意象。不再是緊湊的喇叭聲、倉促的腳步節奏、暗

 亂的搭車環境，取而代之的是和時代發展成正比的革新交通樞紐。 

 

 （二）歷史更迭被遺忘，百年風韻藏薄紗。 

 

  台中火車站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舊站的建築於西元 1905 年最早由日治時期的明治

 王朝所建立，為簡易的磚瓦廂房，之後西元 1917 年由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改建擴成具有

 後期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這時期的建築，紅色的磚瓦外牆不僅突顯了明亮及異國特色，

 主體本身的木造的迴廊、基座、柱頭、及橫樑接頭亦有裝飾，而裝飾物的主角正是能充

 分代表台灣的特產水果如蓮霧、石榴、香蕉、鳳梨等，充分反映出了台灣的地方特色。 

 

  如此別具韻味的懷舊歷史美，卻鮮少被後代所為人知，除非特別查閱資料，否則如

 此這般令人驕傲的台中歷史內涵，根本無法傳承。而依據研究結果也顯示，中部地區民

 眾對於台中舊站的歷史維護及知識的傳承是期待的，許是因為當前舊站空間的規劃尚未

 完善及明亮，部分遊民及外籍勞工人口密集，使人感到疑慮，讓具有百年風韻的舊站主

 體及其歷史故事仍藏於薄紗中，似懂非懂。 

 

 （三）車站僅只承載處，可惜無限觀光潮。 

 

  「美國人力資源諮詢公司美世公布 2018 生活品質調查結果，針對全球 231 個城市進

 行評比，台灣被列入調查的城市僅台中及台北，台中市以宜居生活獲青睞。」（中時報

 導，2018）。又，2017 年更首度名列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全球百大旅遊目的地城市，

 市府不斷推動各項有利生活的社福、青創、教育、交通等政策，讓台中生活品質變得越

 來越好，更使得台中人口成長持續向上提升，同年也晉升為台灣第二大城。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90％的民眾認為台中車站僅只於交通樞紐，亦呼應了 60％的民 

  眾主要用為通勤工具，31％的民眾主要用為旅遊的工具。推估是因為現行新站主體目前 

  並無任何的規劃，空曠的廣場亦不能讓人留步駐足。城市大門應該不僅只於此，應該賦 

  予旅人期待，應該賦予民眾歡樂，才能更襯宜居生活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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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建議如下： 

 

 （一）新舊結合跨時代，勿忘你我最初衷。 

 

  台中舊站的主體不僅刻印著日治時期的遺跡，外層的懷舊樸實更是老台中人所一同

 經歷的一切。令人值得向外宣揚的歷史文化及建築特色應該值得被放大且為人知，建議  

    台中市政府能夠賦予經費，將舊站內部以明亮的燈光點綴，簡易的主題木製，結合鐵軌       

    軌道景觀，週邊進行妥善整建，結合新站的廣場配置及週邊的懷舊景點如有小京都水岸 

    之稱的綠川、已近 89 年歷史的宮原眼科及第四信用合作社等再搭配著第二市場的古早味 

    美食，打造一個新舊傳承的意象懷舊迴廊。 

 

 （二）車站功能多樣化，伴隨而來觀光潮。 

 

  因著目前新站主體及周圍人行廣場空間廣闊，依據研究結果顯示，中部地區民眾樂

 見空間被妥善規劃成複合式商場，我們台中有著最好的生活機能，如果也能夠在城市大

 門多下功夫，讓車站不要只是讓人感到急湊的搭車節奏、不要只是讓人感到會輕嘆一聲

 的短暫離別，相信更能夠為台中帶來更多的觀光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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