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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使用火車旅遊持續快速增加，越來越多人選擇搭乘火車進行各式各樣的旅行與觀光。

鐵路或火車通常不只是一種「不同」的運輸工具，也是文化與休閒喜好的對象」(李宗義、許

雅淑，2014)(註一)臺中火車站從日治時期到文藝復興時期，又到臺灣光復時期，一直到現在

的仍然興盛，也是臺中古蹟之一，最可惜的是逐漸被遺忘的歷史背景，人類共同的語言。它

目睹著每一個時代的事過境遷，又在每個時代綻放且屹立不搖。每當時光的流逝，它依舊停

留而創新，且從未消逝。雖然過往無法參與，但能藉由歷史遺留下來的建築，讓過往歷歷在

目。透過此次探討，能更清楚臺中火車站舊站的歷史痕跡。有了屬於自己所探討出來的見解，

重新認識了臺中火車站舊站的歷史背景，也瞭解歷史與現代的結合是多麼難能可貴。此次探

討的結果能瞭解旅客對臺中火車站舊站的感受，也將問卷結果提供給臺中火車站新站在營運

初期增進站內規劃的依據。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臺灣鐵路。 

  (二)認識臺中火車站舊站的簡介與歷史。 

  (三)分析部分縣市的火車站比較。 

  (四)探討旅客對臺中火車站舊站的滿意度。 

  (五)探討旅客前往臺中火車站舊站的主要目的。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運用網路資訊及書籍資訊蒐集臺中火車站的相關資料，並且加以統整。 

  (二)問卷調查法 

實際前往臺中火車站發放問卷，採不記名方式，且當面回收問卷，並且加以分析。 

四、研究流程圖 

 

 

 

 

 

 

 

▲圖一 研究流程圖(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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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鐵路的起源 

「鐵路起源於 19 世紀初葉的英國,那是使用凸緣鐵輪,行駛在鐵軌上,以蒸汽為動力。」(UIC

國際鐵路聯盟，1992)(註二)「英國鐵路是把只有船和馬車的交通，變成了方便的火車，產業

和人們的生活也因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吳繼孝，1978)(註三)鐵路的發明使人類在交通上

更為便利，較長的路途也可以鐵路替代步行，節省了不少時間。 

二、臺灣鐵路歷史 

「清光緒十三年(1887 年)，臺灣巡府劉銘傳在臺灣成立「全台鐵路商務總局」，開始了臺

灣鐵路的興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6)(註四)臺灣鐵道因為劉銘傳先生而有了由

臺北至基隆的鐵路新建工程，而之後陸陸續續也有許多的工程慢慢的鋪設與搭建，讓臺灣的

交通從此有了不一樣的的一面，同時也設立了全臺鐵路商務總局，讓火車有了一套管理系統，

使在時間上、管理上有了統一的規則。 

三、臺中火車站簡介 

「目前台中火車站站房為 1916 年所改建，由鐵道部工務課營繕掛設計，1917 年 9 月落

成，呈現文藝復興風格。」(戴震宇，2010)(註五)「色彩濃厚白色洗石子環帶圍繞與紅色磚面

相襯，帶有濃厚的文藝復興巴洛克風格。」(建築人文特色，2016)(註六)臺中火車站建於日治

時代，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目睹著臺中的發展，經過三次的整修，才呈現現今的樣貌。「於

1995 年(民國 84 年)內政部將臺中站審定為臺閩地區第二級古蹟(文資法修正後為國定古蹟)，

保存此一深具歷史及建築意義的火車站。」(臺灣鐵路管理局，2016 年)(註七)除了深厚的歷史

文化，火車站與前方兩側的客運車站所形成便捷且快速的交通網，也為臺中市市民提供便捷

的交通。 

四、臺中火車站歷史 

「現存的老火車站中，臺中車站與高雄車站二站，並列為日據時期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兩

派車站建築。」(戴震宇，2015)(註八)臺中火車站當時為木造平房，屋頂鋪設日本黑瓦，形貌

像似和洋混合式小站站房，於 1971 年完工，完工後的臺中驛站為巴洛克式維多利亞風格的建

築，取用紅磚牆上加上數條白色洗石子水平橫帶加以裝飾，在外觀上形成強烈對比。臺中火

車站入口處高高聳立，最上方的三角形山頭與屋擠在同一直線上，山頭下有一扇牛眼窗，一

旁有花綵紋飾雕刻作為裝飾，更加顯現出臺中火車站的氣勢與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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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部分火車站之比較 

▼表一：臺灣部分火車站比較表(來源：研究者自製) 

比較項目 

名稱 
首建年代 基本構造 載客量 載貨量 知名度 周遭景點 

臺中火車站 
民前 7 年 

(西元 1905 年) 
紅磚造 

約 1881 萬

人次 

1010 公

噸 

由文化部於 1995 年

列為國定古蹟 (文化

部 文 化 資 產 局 ，

2016)(註九) 

1.20 號倉庫 

2.宮原眼科 

3.大魯閣新時代 

4.繼光街商圈 

臺北火車站 
民前 21 年 

(西元 1891 年) 

鋼骨鋼筋 

混凝土 

約 5053 萬

人次 
0 公噸 

全臺灣規模且運量最

大的火車站，亦是全

世界第二繁忙的火車

站 (BlairandKate’s 旅

遊與美食，2016)(註

十) 

1.新光三越 

2.國立臺灣博物 

館 

3.華山 1914 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 

4.西門町 

臺南火車站 
民前 12 年 

(西元 1900 年) 

鋼骨鋼筋 

混凝土 

約 1900 萬

人次 

3604 公

噸 

由文化部於 1998 年

列為國定古蹟 (文化

部 文 化 資 產 局 ，

2016)(註十一) 

1.臺南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 

2.遠東百貨 

3.赤崁樓 

4.林百貨 

高雄火車站 
民國 30 年 

(西元 1941 年) 

鋼骨鋼筋 

混凝土 

約 1514 萬

人次 

約 2 萬

公噸 

「和洋混合」式的設

計，被稱為「興亞帝

冠式」建築(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2016)(註

十二) 

1.駁二藝術特區 

2.國立科學工藝 

博物館南館 

3.高雄市立美術 

館 

4.愛河 

花蓮火車站 
民前 2 年 

(西元 1910 年) 

鋼骨鋼筋 

混凝土 

約 1104 萬

人次 

約 31

萬公噸 

營收排名名列臺鐵第

2 名（僅次於臺北火

車站） (樂多日誌，

2016)(註十三) 

1.花蓮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九號 

館 

2.太平洋公園 

3.花蓮鐵道文化 

園區 

4.延平王廟 

臺東火車站 
民國 71 年 

(西元 1982 年) 

鋼骨鋼筋 

混凝土 

約 363 萬人

次 

約 2 萬

公噸 

車站本身即位於文化

園區內，因此蘊藏了

豐富的卑南文化。(臺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

2016)(註十四) 

1.卑南文化公園 

2.臺東森林公園 

3.富岡漁港 

4.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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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問卷分析 

本研究於臺中火車站實地進行發放，共發放 150 份問卷，問卷回收數為 150 份，回收率

為 100%。為求謹慎，已先大概檢視每份問卷的填答情形，凡是填答不全之可能問卷，即視為

廢卷，共計得廢卷 10 份，本研究採用有效問卷共 140 份，其研究結果分析如下： 

  (一)旅客之基本資料統計結果 

▼表二：旅客基本資料統計結果表(來源：研究者自製) 

性別 年齡 

男 45% 20 歲以下 74% 

女 55% 21-30 歲 8% 

 31-40 歲 9% 

41-50 歲 4% 

51 歲以上 5% 

由表二顯示，「臺中火車站」旅客的性別，主要旅客為女性居多，佔總比率 55%。旅

客的年齡則是以 20 歲以下為居多，佔總比率 74%。由此結果可推斷女性旅客搭乘火車為

多，可能是因為發放問卷之時段女性較多，因此填表旅客女性略多於男性，而男女比例

也接近於 1：1。而年齡以 20 歲以下佔大部分，可能是因為 20 歲以下以學生族群為主，

大多可能未達考取駕照之年齡，因此選擇火車作為通行的交通工具，而壯年人士，則大

部分擁有自己的駕車，因此較少搭乘火車。 

  (二)臺中火車站旅客最常搭乘車種統計結果分布圖 

 

▲圖二 臺中火車站旅客最常搭乘車種統計結果分布圖 

由圖二顯示，「臺中火車站」旅客最常搭車之車種，主要旅客為搭乘區間車，佔總比

率 50%；其次為自強號，佔 27%；普悠瑪號，佔 11%；復興號、太魯閣號，佔 5%；莒光

號，佔 2%。由「最常搭乘之車種」之調查，區間車為最多，因為區間車為最平凡之車種，

較平民化且好等，莒光號為最少人搭乘因為它屬於大都市的車站才停靠，要看大多人需

求不同，所以莒光號的人為最少。 

50% 

27% 

0% 
2% 5% 5% 

11% 請問您最常搭乘之車種 區間車 
自強號 
復興號 
莒光號 
普悠瑪號 
太魯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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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臺中火車站」周遭交通順暢度統計結果分布圖 

 

▲圖三 「臺中火車站」周遭交通順暢度統計結果分布圖 

由圖三問卷統計結果可得知，「臺中火車站」周遭交通順暢度以普通為最多數，占總

樣本數的 37%；其次為不滿意，占 27%；滿意，占 20%；非常滿意及非常不滿意，都各

占 8%。由結果推測可得知，大部分民眾對於周遭交通較不滿意，可能是因為旅客搭乘火

車會有朋友或家人開車前往接送，以及周遭公車種類及數量非常多，還有附近有商圈，

逛街之人數也眾多，引此造成人、車眾多，交通也格外不順暢，而有 28%民眾偏向滿意，

可能是因為搭乘火車，周遭之交通並不會對民眾本身造成很直接的影響，因此不會感到

不滿意。 

  (四)「臺中火車站」列車準時性統計結果分布圖 

 

▲圖四 「臺中火車站」列車準時性統計結果分布圖 

由圖四問卷統計結果可得知，「臺中火車站」列車準時性以滿意及普通為最多數，分

別各占總樣本數的 38%；其次為不滿意，占 13%；非常滿意，占 7%；非常不滿意，占

4%。由結果推測可得知，民眾大部分滿意列車的準時性，可能是因為火車為非常多人在

搭乘的交通工具，民眾也多以時刻表告知之時間來作活動安排，因此鐵路管理局在列車

的準時性上非常要求，但也有少部分民眾不滿意列車的準時性，可能是因為列車有時遇

上突發事件會超時，而耽誤旅客的時間。 

  

8% 20% 

37% 

27% 

8% 
「臺中火車站」周遭交通順暢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7% 

38% 

38% 

13% 

4% 「臺中火車站」列車準時性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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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臺中火車站」車站內整體整潔度統計結果分布圖 

 

▲圖五 「臺中火車站」車站內整體整潔度統計結果分布圖 

由圖五顯示，「臺中火車站」車站內整體整潔度，主要旅客認為普通，佔總比率 47%；

其次為滿意，佔 30%；不滿意，佔 15%；非常滿意，佔 7%；非常不滿意，佔 1%。由「車

站內整體整潔度」可看出部分旅客認為車站內整體整潔度為普通，可能是因為旅客人數

多，會製造出大量垃圾，因此車站也有在環境上做要求，但也有少部分旅客不滿意站內

整體整潔度，可能是因為車站無法及時處裡大量垃圾，導致環境髒亂。 

  (六)「臺中火車站」車站內月臺位置安排便利性統計結果分布圖 

 

▲圖六 「臺中火車站」車站內月臺位置安排便利性統計結果分布圖 

由圖六顯示，「臺中火車站」車站內月臺位置安排便利性，主要旅客認為普通，佔總

比例 43%；其次為滿意，佔 33%；不滿意，佔 13%；非常滿意，佔 9%；非常不滿意，佔

2%。由「車站內月臺位置安排便利性」之調查顯示，大部分旅客認為車站內月臺位置安

排便利性為普通，可能是因為在位置編排上及動線行進上仍需要加強改善，不過對於搭

車不會造成太大影響，但仍有部分旅客不滿意，推斷可能是動線流暢性不佳，而導致月

臺位置安排及便利性之滿意度降低。 

  

7% 
30% 

47% 

15% 

1% 「臺中火車站」車站內整體整潔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9% 

33% 

43% 

13% 

2% 「臺中火車站」車站內月臺位置安排便利性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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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臺中火車站」站內垃圾桶之擺設數量統計結果分布圖 

 

▲圖七 「臺中火車站」站內垃圾桶擺設數量統計結果分布圖 

由圖七顯示，「臺中火車站」站內垃圾桶之擺設數量，主要旅客認為普通，佔總比率

45%；其次為滿意，佔 31%；不滿意，佔 17%；非常不滿意，佔 2%。由「臺中火車站站

內垃圾桶之擺設數量」之調查結果顯示，旅客對於站內垃圾桶之擺設數量主要感到普通，

且仍有少數之旅客認為不滿意。因為火車站人潮多，雖然有設置了垃圾桶，但有可能垃

圾量過大，目前垃圾桶之擺設數量不夠容納。 

  (八)「臺中火車站」火車上走道之安全度統計結果分布圖 

 

▲圖八 「臺中火車站」火車上走道安全度統計結果分布圖 

由圖八顯示，「臺中火車站」火車上走道之安全度，主要旅客認為普通，佔總比率42%；

其次為滿意，佔 27%；不滿意；佔 16%；非常滿意，佔 13%；非常不滿意，佔 2%。由「火

車上走道之安全度」之調查顯示，主要旅客對於火車上走道之安全度主要感到普通，可

能是因為站方對於安全問題很要求，因此有派工作人員前往督導，且多數民眾對於安全

問題都有基本常識，但仍有少數旅客認為不滿意，可能是因為有家長帶兒童，兒童頑皮

越過等候線，而導致隨時可能摔落月臺的景象。 

  

5% 
31% 

45% 

17% 

2% 「臺中火車站」站內垃圾桶之擺設數量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3% 

27% 

4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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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由此次「臺中火車站」顧客滿意度之研究，本組調查了整潔度、安全度、方便性等，發

現火車站還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例如：積極爭取政府之補助，或者極力推廣旅客針對火車

站使用之注意事項，像是宣導垃圾桶之擺設位置、公共區域整潔之維持亦或是有殘障人士使

用殘障步道時給予幫助、發揮愛心，一同為臺中火車站打造溫暖環境。 

一、研究結論 

(一) 旅客多半搭乘區間車，並以女性20歲以下居多 

20 歲以下之旅客為高中職學生居多，搭乘火車到各個縣市都很方便也很安全，所以

許多學生族群以搭乘火車為第一首選，但因多半數的男性學生在成年時考取汽車、機車

駕照，因此女性學生搭乘火車為交通工具的比例明顯較為男性學生搭乘機率高，又因區

間車為一般之普通車種、價格理想、班次多，因此火車之區間車為較多人搭乘。 

(二) 多數旅客臺中火車站之火車上走道之安全度與行進動線之安排感到普通 

建議旅客們走路時切記看路，隨時注意自己周遭是否有可疑份子或危險，有帶小孩

之家長，也請看好小孩，勿讓小孩因好奇而越過月臺之候車線，以免摔落月臺。火車站

內的行進之動線安排與車站內位置安排便利性，建議火車站方可於尖峰時段適當調度人

力指派工作人員前往人潮較容易壅塞之地方，加以協助動線之行進，也指望旅客們互相

禮讓，切勿推擠，一切聽從指揮人員之指揮方向前進，切勿只顧慮到時間緊迫，而不聽

從指揮人員之動線安排，以利月臺行進動線更為流暢。 

(三) 大部分旅客不滿意臺中火車站周遭之交通順暢度不過肯定列車的準時性 

臺中火車站周遭店家繁多，吸引大量人潮，再加上附近又有公車乘車點，是許多公

車路線必經之點，還有各大長途客運的所在地，最後還有前來臺中火車站的旅客，這些

因素造成了臺中火車站周遭的交通非常不順暢，因此在這臺中火車站區域應該妥善安排

行進動線，交通管制要再多投入一點心力，不過列車保有一定的準時性，能夠定時不誤

點的不斷紓解火車站內的眾多旅客量，這樣一來，在火車站內的人潮也能緩解一些。 

(四) 多數旅客對於臺中火車站站內整潔度與垃圾桶擺設數量感到普通 

從車站內整潔度與垃圾桶擺放數量之調查可推測，站內垃圾桶之擺設數量與整潔度

有一部分的關聯性，車站可舉行會議討論垃圾桶擺設點是否有必要增加，或者是是否增

加清潔巡查之次數，而旅客們也應注意自己的公德心，隨手將垃圾丟入垃圾桶，不可貪

圖方便，畢竟環境是共同維持，千萬不可將責任只推卸給火車站之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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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瞭解到，旅客對於火車上的安全度、動線安排、準時性、整潔度和垃圾桶

的安排都感到普通，在整體上旅客評價都還不錯，反之大部分的旅客對於火車站周遭之

交通順暢度感到不滿意，因此在這部分需加強管理，讓往搭乘的旅客不會感到不方便。 

二、研究建議 

(一) 給政府單位的建議 

環境議題是現在被越來越重視的，而政府也有宣導善用公共交通工具，其中火車更

是佔有一大位置，為使民眾更願意搭乘火車，政府單位可以針對不同的觀光路線設計套

票，加強民眾搭乘的吸引力，也提升觀光經濟發展。而火車站周遭由於車子來往頻繁，

人潮多，因此很容易就發展成商圈，而造成交通更不順暢，政府應該對此研究交通動線，

商討如何才能使交通更順暢，而不影響周圍之居民。 

(二) 給旅客的建議 

建議旅客給予服務人員包容心與尊重，除了服務人員的努力，也請旅客於尖峰時段

時，請耐心等待與排隊，使火車站之路線更為流暢。遇到需要幫助之人士，也請示出熱

情，打造溫暖的臺中火車站。互相留意周遭之環境，以利環境之安全維護。隨手將垃圾

丟入垃圾桶，發揮公德心，創造乾淨的環境。臺中火車站是公共區域，環境是大家的，

當然也得由旅客與站內工作人員工同努力。 

(三) 給臺中火車站及附近店家的建議 

臺中火車站周遭的交通順暢度非常不理想，在動線上應有更妥善之安排，在尖峰時

刻應大量調動人力支援，疏導臺中火車站周遭之交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糾紛與麻煩，

附近店家也該妥善安排旅客之汽車、機車之停車安排動線，避免阻礙交通，造成直行車

的不便，也該勸導禁止臨時停車或並排停車，以避免回堵交通，造成旅客趕不及搭乘該

次班車。 

臺中火車站位於臺中市的核心地帶，而相較於臺北火車站及高雄火車站，由於位處

西半部鐵道的中心點，可通往南北，因此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臺中火車站除了能夠

輸運交通，本身之建築也是非常具有特色，更被列為國定古蹟，在歷史朝代的交替下，

還能夠屹立不搖的存在，更展顯出其價值。在政府今日鼓吹多多乘坐大眾交通工具下，

火車勢必是重要的一環，而為位於交通樞紐的臺中火車站，帶來人潮及車潮，但勢必也

會帶來擁擠，更帶來髒亂，而這些的問題，並不是靠臺中火車站或是政府單位、單方面

的努力，而是由全民共同維護，讓臺中火車站的方便不被糟蹋，更讓臺中火車站的價值

永恆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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