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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今追昔(中區)話統計 

壹、前言 

明年(106 年)中區即將舉行意義重大的百年七媽會、第二市場建立百年、臺中火車

站第二代站體(國定二級古蹟)竣工百年慶。不論哪個年代，都需要為政策執行留下紀

錄，在尋找舊城百年風華之際，拜網路無遠弗屆之便，我們也來找尋看看百年前的統

計樣貌。百年前的行政劃分與現在不同，也沒有小區域統計之統計資訊(如各區)。但

當百年前臺中州統計摘要再度重現眼前時，興奮之情不可言喻。 

貳、追昔中區(舊城區) 

臺中市中區舊名稱「大墩街」，係因該地有一土墩而得名，是臺中市最早發展的

街區，範圍包括今光復路、民權路、三民路二段、平等街二側一帶皆為其街區。 

昔稱大墩街的所在地，便是現在的臺中市的中區，位於柳川，綠川之間，偏東處

有一小孤丘，同一時期西大屯(今西屯)亦已興起，為了在地名稱呼上有所區隔，大墩

街遂改名為東大墩。萬春宮的發展雖屬文化層面之民間信仰，但卻也和大墩街的發展

息息相關(如表一)。 

全臺灣第一個都市計畫（市區計畫）是 1900 年 1 月公布的「臺中市區設計圖制

定」，將臺中市規劃為「棋盤狀」都市，其範圍主要是現在中區範圍。臺中市的都市

發展歷程，自明治 33 年（1900）至昭和 18 年（1943），臺中市計公布實施 13 次市區

改正、市區計畫與都市計劃。市區改正階段以臺中州廳、鐵路幹線與臺中公園圍起來

的區塊為主，將原有的街道截彎取直，建立棋盤式街道，並整治下水道系統。 

 (表一) 

 大墩街的發展 萬春宮 臺中火車站 第二市場 

雍正初年 大墩街聚街聚落的形成，福建、

廣東客籍民，在柳川和東大墩孤

丘之間聚集而居。 

湄洲媽祖到臺中，

祀奉於藍氏宅第 
  

乾隆年間 大墩街成為米穀、土產及大陸進

口物資的交易市場和農產品加工

中心。 

並且有都司、駐兵營、佛寺等，

已逐漸形成政治、宗教、工商之

中心城市。 

有三百年歷史的萬

春宮，乾隆年間，

由私家廟藍興宮轉

變為公廟萬春宮 

  

同治元年(1962

年) 
發生代潮春事件，大墩市街又遭

兵戎，而使得大墩街荒廢。 
   

同治十二年

(1873 年) 
大墩街市範圍迅速擴大，主要街

道分為頂、中街、下街。街道沿

著「邱厝溪」(及今之柳川之)發

展。 

頂街舊址在現在的光復國小，當

時是馬舍公廟，祭祀的是輔順將

軍，這座廟後來遷至中山路和中

華路交界之處。 

市街中最熱鬧的地

方是萬春宮，供奉

福建水師提督藍廷

珍所帶來的「藍興

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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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街(三民路與成功路交叉口)為

米店和雜貨店集中的地方，也是

商業最鼎盛的市中心區。 

下街（今第二市場）有轎店、蔬

菜、鮮魚的露天市場和墓地等。

在這三條主要街道的西側有舊街

和窄巷，形成交錯的巷道網。 

同一時期西大屯(今西屯)亦已興

起，為了在地名稱呼上有所區

隔，大墩街遂改名為東大墩。 

光緒十三年

(1887 年) 
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確定選擇橋

仔頭作為省會，亦為臺灣府府治

所在，周圍改為臺灣縣。省城的

範圍在頂橋仔頭到東大墩一帶，

包含了三分之一的東大墩街。 

省城光緒十七年（1891 年）二月

停工，而接任劉銘傳的邵友濂更

是在光緒二十年（1894 年）二月

將省會移到臺北府，之後因經費

不足，直到乙未年割臺時城池仍

處於未完工狀態 

   

 1895 年(明治

28 年)/  
日治時期    

1896年(明治 29

年) 
「臺中市街區畫設計報告書」及

「臺中市區新設」，為臺中市最

早之都市計畫 

日人鳩佔宮廟 

改為中尊寺 
  

1900年(明治 33

年) 
第 1次市區改正，全臺灣第一個

都市計畫（市區計畫）是 1900

年 1月公布的「臺中市區設計圖

制定」，將臺中市規劃為「棋盤

狀」都市 

改為公學校女子

部，中尊寺撤離萬

春宮，遷往新町(即

今日中區區公所處) 

  

 1903 年(明治

36 年) 
再實施市區改進計劃，增闢繼光

街、自由路、市府路一帶等街

道。 

   

 1908 年(明治

41 年) 
  縱貫鐵路全線通

車，通車典禮在

臺中公園湖心亭

舉辦 

 

1911年(明治 43

年) 
    

1913年  萬春宮百年廟亭被

拆 
  

1917年(大正 6

年) 

 臺中區長林耀亭舉

辦以萬春宮為主的

「五媽會」(亦稱七

媽會) 

第二市場設立

(臺中州廳政府

於新富町建立

第二代臺

中火車站

主體建築

竣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AD%E5%B7%9E%E5%B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AF%8C%E7%94%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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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富町市

場」) 

 

 

 

為了刺激臺中市況景氣，七媽會之活動之發起人為當時臺中區長林耀亭，力邀中

部具有代表性媽祖至臺中駐留四十天。為了慶祝這次盛會，苗栗到二水的車資打九折，

並在上下午各加開一班來回車。另在臺中火車站多設了 2 剪票口，以方便來參香的民

眾。臺中郵局也在廟旁設了臨時郵局，臺中萬春宮為了七媽會申請紀念郵戳(大正六年

六月七日至七月十六日間使用之特殊郵戳樣式)，並於臺中萬春宮申請設置自動公用電

話(大正六年六月四日至七月三十一日間)  

    臺中區長林耀亭以行政長官角色，透過民間對媽祖信仰力量，達到興經濟的目的。

且當時鐵公路、郵局、電信參與活動不亞於現在，已可顯見當時之盛況。 

 
 
 

 

 

 

 

 

 

 

 

 

 

 

申請紀念郵戳 申請自動公用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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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百年前統計樣貌 

     

一、臺中廳統計摘要 (大正四年/1915年) 

  

1915 年臺中廳的統計摘要，「凡例」頁面一如現行統計年報說明統計範圍及四捨

五入之表達方式等。「正誤」表如同現今之勘誤表，但現行印刷及電腦技術發達，尚

無需勘誤。版權頁顯示於 1917 年 3 月 29 日印刷，3 月 31 日發行，相較於現在統計年

報發行的時間，隔年即已發行，其完成時間較久。 

二、1915年及 2015 年統計之比較(表二):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search?q=ati=%22%E8%87%BA%E4%B8%AD%E5%BB%B3%E7%B5%B1%E8%A8%88%E6%91%98%E8%A6%81%E3%80%80%28%E5%A4%A7%E6%AD%A3%E5%9B%9B%E5%B9%B4%2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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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行政區域劃分及與中央單位權管之差異，1915年統計資料有氣象、民事調

停、藩地、電氣、各種團體等類別。公共建設(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核發建築執照、污

水下水道工程、自來水)、環境保護、家庭生活等類別則為現代所重視。 

時空背景之迴異，某些項目真的具有時代意義，如:本島人斷髮者、本島人解纒足

者、隘勇線內收容蕃人戶口、自殺者及變死者、本島人外國渡歸航者、民事爭訟調停

執行事務、蕃地警備機關、臺中物產陳列舘ノ一(品種類)、私設鐵道(如:帝國製糖株

式會社)、私設軌道、麻剌利亞防遏施行成績ノ二 (服藥者)、娼妓檢診、毒蛇被害、

阿片煙膏吸食特許者及異動、內地人、外國人家稅賦課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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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915與 2015 之統計摘要之比較 

大正四年/1915年 民國 104 年/2015年 

封面   封面   

正誤表       

凡例   凡例   

目次   目次   

第一、沿革 p.1 沿革  提要分析   

共二十二大類 共十七大類 

第二、土地及行

政區劃 p.4 

廳ノ位置面積及極所 

 有租地  

 無租地  

 官租地  

 荒地免租年期地 

 開墾免租年期地 

 埤圳灌漑面積 

 行政區劃ノ沿革 

 行政區劃 

 廳直轄、支廳及區ノ管轄區域  

廳、支廳所在地及距離 

一、土地  

九、政府服務 

土地面積 

登記土地面積 

公告土地現值 

市行政組織 

第三、氣象 

p.23 

測候所  

 平均氣溫/平均氣壓/平均濕度  

 雨ノ總量/天氣日數/地震囘數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87%95%5DDU%96D%84%A0%9E&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87%95%5DDU%96D%84%A0%9E&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87%90T%5Db%9FO%9B%8F%99&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94%92FOL%91%5D%8D%89%87&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94%92FOL%91%5D%8D%89%87&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98%9BIPI%92X%90%84%92&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T%5DGOW_b%9FO%9B%8F%99&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T%5EJRZb_%A0J%9E%9A%94&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T%5EJRZb_%A0J%9E%9A%94&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T_MU%5DEX%95I%A1%95%A3&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T_MU%5DEX%95I%A1%95%A3&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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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戶口  

現住戶數  

 現住人口  

 本島籍及支那籍者種族別戶口  

 區別現住戶口  

 內地人配偶者  

 本籍別內地人生產及不生產者  

 本籍及職業別內地人  

 本島人斷髮者  

 本島人解纒足者  

 臺中街戶口(累年)   

 廳及支廳所在地戶口  

 人口ノ疎密  

 蕃社戶口  

 隘勇線內收容蕃人戶口  

 現住戶口ノ比較  

 出生  

 死亡  

 體性及月別出生、死亡  

 結婚及離婚  

 月別結婚及離婚  

 自殺者及變死者  

 本島人外國渡歸航者  

二、人口 

三、婚育概況 

四、勞動就業 

人口成長概況 

人口分布與密度 

人口結構分析 

婚姻狀況 

生育情形 

勞動力人口 

就業人口 

第五、敎育  

小學校ノ一 (現况)   

 小學校ノ二 (累年比較)   

 小學校ノ三 (異動)   

 小學校兒童年齡  

 小學校兒童卒業後ノ狀况 (大正四

年三月卒業)   

 小學校兒童年齡別身體檢查ノ一 

(身長、體重、胸圍)   

 小學校兒童年齡別身體檢查ノ二 

(背柱、體格、眼疾、耳疾、齲齒、疾

病等ノ實數)   

 小學校兒童年齡別身體檢查ノ三 

(背柱、體格、眼疾、耳疾、齲齒、疾

病等ノ百分比例)   

 小學校兒童身體檢查ノ四累年比較 

(身長、體重、胸圍平均)   

 內地人學齡兒童  

 小學校授業科  

 小學校經費  

 公立臺中中學校職員  

 公立臺中中學校敎員及生徒  

 公立臺中中學校經費  

 公學校ノ一 (現况)   

 公學校ノ二 (累年比較)   

 公學校ノ三 (兒童異動)   

 公學校兒童年齡  

 公學校兒童年齡別身體檢查ノ一 

(身長、體重、胸圍)   

 公學校兒童年齡別身體檢查ノ二 

(背柱、體格、眼疾、耳疾、齲齒、疾

病等ノ實數)   

五、教育文化 

學校概況 

教師人數 

學生人數 

圖書館 

藝文活動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T%60PX%60HU%96D%84%A0%9E&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TaS%5BcKV%9Bc%87%A3%9D&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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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學校兒童年齡別身體檢查ノ三 

(背柱、體格、眼疾、耳疾、齲齒、疾

病等ノ百分比例)   

 公學校兒童ノ四累年比較 (身長、

體重、胸圍平均)   

 公學校兒童卒業後ノ狀况 (大正四

年三月卒業)   

 私學校ノ一 (敎員及生徒)   

 私學校ノ二 (生徒異動)   

 私學校ノ三 (經費)   

 書房  

 國語研究會  

 本島人學齡兒童  

 公學校授業科  

 公學校經費ノ一 (收入)   

 公學校經費ノ二 (支出)   

 公學校經費ノ三 (資產)   

 新聞紙  

第六、兵事  

徵兵身體檢査成績  

 在鄉軍人ノ一 (兵科別)   

 在鄉軍人ノ二 (職業別)  

    

第七、宗敎 
本島ノ舊慣ニ依ル寺廟  

 說敎所及信徒  
    

第八、民事調停 
民事爭訟調停件數  

 民事爭訟調停執行事務  
    

第九、警察 

警察官署  

 警察官吏  

 保甲及壯丁團  

 保甲ノ經費  

 保甲過怠處分  

 盜難及詐欺取財、橫領罪  

 火災  

 警察上救護種類  

 犯罪卽決受理及處理件數  

 犯罪卽決人數  

 笞刑處分人員  

 警察上死傷人員ノ一 (人員)   

 警察上死傷人員ノ二 (種類別)   

 民有銃砲  

 營業銃砲及火藥 

十三、社會治安 

十四、公共安全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TbV%5EFNS%8C%5E%8A%9E%88&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TcYaIQL%91%5D%8D%89%87&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TT%5CDLTI%92X%90%84%92&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TU_GOWJ%87W%93%87%91&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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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蕃地 

蕃地警備機關  

 蕃地警備警察職員  

 隘勇線延長  

 蕃地假住者  

 蕃地ニ於ケル患者  

 蕃人撫育費  

 蕃人敎育  

 蕃人交換費  

 蕃產物交換ノ一 (蕃人ノ搬出品)  

 蕃產物交換ノ二 (蕃人へ供給品)  

    

第十一、農業 

農業者  

 田畑面積  

 農產物ノ一 (作付)   

 農產物ノ二 (收穫)  

 農產物ノ三 (一甲平均收穫累年比

較)  

 稻作ノ一 (作付)  

 稻作ノ二 (收穫)  

 稻作ノ三 (累年一甲平均收穫)  

 甘蔗ノ收穫  

 甘蔗栽培者平均一戶收穫面積及平

均一甲收穫高  

 甘蔗作付及見込收穫  

 甘蔗栽培者平均一戶作付面積及平

均一甲見込高  

 綠肥作物ノ一 (田)  

 綠肥作物ノ二 (畑)  

 果實ノ一 (栽培樹數)  

 果實ノ二 (收穫高)  

 葉煙草收納  

 茶畑、桑畑及木藍畑  

 養蠶  

七、農林漁牧 

農業耕地面積 

農業戶口 

畜牧 

家禽 

第十二、畜產 

家畜ノ一 (牛頭數)  

 家畜ノ二 (豚其他)  

 家畜槪價ノ一 (牛)  

 家畜槪價ノ二 (豚其ノ他)  

 家畜ノ生產  

 家畜ノ死亡  

 乳牛  

 牛畜市場  

 屠畜ノ一 (頭數)  

 屠畜ノ二 (價額)  

 獸疫  

 家禽 (羽數)  

七、農林漁牧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_GOW_b%9FO%9B%8F%99&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5EJRZb_%A0J%9E%9A%94&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5DMU%5DEX%95I%A1%95%A3&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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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林野 

保安林 

 官有森林原野貸渡及豫約賣渡  

 造林  

 苗園  

 森林收入  

 官有林野主產物及副產物拂下價額 

 銃獵免狀下付人員  

七、農林漁牧   

第十四、水產 

水產業者  

 漁船及漁具  

 水產漁獲物ノ一 (數量)  

 水產漁獲物ノ二 (價額)  

 養殖場  

 養殖場漁獲物ノ一 (數量)  

 養殖場漁獲物ノ二 (價額)  

 水產製造物  

 製鹽  

七、農林漁牧   

第十五、商業及

工業 

會社  

 組合  

 市場  

 輸出入品價額累年比較  

 輸出入品價額 (港別)  

 輸出入品數量及價額ノ一 (輸出)  

 輸出入品數量及價額ノ二 (輸入)  

 貿易船舶  

 本島產重要卸賣相場 (臺中)  

 內地產重要卸賣相場 (臺中)  

 外國產重要卸賣相場 (臺中)  

 米價ノ一 (本島產玄米卸相場)  

 米價ノ二 (本島產白米小賣相場)  

 果實移出高  

 食鹽賣下數量及價額  

 食鹽販賣業者  

 煙草賣下價額  

 煙草販賣業者  

 警察取締ニ屬スル特種營業  

 米穀檢査高ノ一 (成績)  

 米穀檢査高ノ二 (仕向地)  

 帽子檢査高ノ一 (成績)  

 帽子檢査高ノ二 (仕向地)  

 重ナル工廠 (資本金兩萬圓以上ノ

モノ)  

 工廠ノ一 (種類別場數)  

 工廠ノ二 (資本金及人員)  

 製糖廠 (支廳別)  

 製糖高ノ一 (檢査高)  

 製糖高ノ二 (成績)  

 樟腦及樟腦油產額  

 製酒  

 粗製茶  

 再製茶  

 麵類  

 製油  

六、工商經濟 

工廠登記 

公司登記 

商業登記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5CPX%60HU%96D%84%A0%9E&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cS%5BcKV%9Bc%87%A3%9D&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bV%5EFNS%8C%5E%8A%9E%88&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bV%5EFNS%8C%5E%8A%9E%88&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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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磚瓦類及陶器  

 醬油及味噌  

 籾摺及精米  

 鐵工及竹細工  

 澱粉及蜜餞  

 染色及金銀紙  

 製靴及家具  

 鳳梨罐詰及線香  

 帽子  

 七島藺席  

 林投帽原料  

 石灰及泥藍  

 麻織物  

 鳳梨纖維織物  

 脚白及帶仔  

 石炭及骸炭消費高  

 賃銀 (臺中、彰化)   

 度量衡器販賣  

 度量衡器修覆  

 臺中物產陳列舘ノ一(品種類)   

 臺中物產陳列舘ノ二(縱覽人員)  

第十六、金融及

貯金 

銀行總况  

 銀行預金  

 銀行貸出金  

 銀行為替受入高  

 銀行為替拂出高  

 銀行金利ノ一 (預金)   

 銀行金利ノ二 (貸出金)   

 市場金利 (貸出金)   

 金融會社  

 金融組合  

 勸業資金貸付 (臺灣銀行臺中支

店)   

 重要物產ニ對スル銀行放資額  

 質屋  

 郵便為替  

 郵便貯金  

 郵便貯金預拂  

 郵便振替貯金  

八、財政金融 
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存款餘額 

第十七、電氣 

電燈  

 電扇  

 電力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aYaIQL%91%5D%8D%89%87&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aYaIQL%91%5D%8D%89%87&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60%5CDLTI%92X%90%84%92&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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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交通 

道路及橋梁  

 道路修築  

 官設鐵道  

 官設鐵道乘客及貨物數量  

 官設鐵道乘客及貨物賃金  

 發著貨物類別數量  

 私設鐵道  

 私設鐵道乘客及貨物數量  

 私設鐵道乘客及貨物賃金  

 私設軌道  

 私設軌道乘客、貨物數量及賃金  

 船舶  

 車及轎  

 郵便局所  

 內外國通常郵便物 (總數)   

 內外國小包郵便物 (總數)   

 內地臺灣間小包郵便物  

 電報通數  

 電話ノ一 (一區域內)   

 電話ノ二 (二區域間)   

 自働電話  

十一、交通運輸 

車輛登記 

大眾運輸 

觀光 

第十九、衛生及

阿片 

衞生機關  

 廳職員患者及死亡者  

 臺中醫院治療患者  

 臺中醫院治療病類別患者  

 公醫治療患者  

 公醫治療病類別患者  

 八種傳染病患者  

 種痘人員  

 麻剌利亞防遏施行成績ノ一 (檢血

人員)   

 麻剌利亞防遏施行成績ノ二 (服藥

者)  

 娼妓檢診  

 毒蛇被害  

 阿片ニ關スル營業特許者  

 阿片煙膏吸食特許者及異動  

 阿片煙膏販賣高  

 水道  

 公共衞生費  

十二、社會福利 

十五、醫療保健 

醫事人員醫療機構及病床數 

藥商家數 

預防接種 

主要十大死亡原因 

第二十、財政 

臺灣總督府歳入 (臺中廳所管)   

 臺灣總督府歳出 (臺中廳所管)   

 臺灣地方稅收入 (臺中廳所管)   

 臺灣地方稅支出 (臺中廳所管)   

 區吏員及交付金  

 所得稅  

 內地人、外國人家稅賦課額  

 本島人家稅賦課額  

八、財政金融 

總預算歲入 

總預算歲出 

總決算 

附屬單位預決算 

地方稅徵收 

國稅徵收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W_GOWJ%87W%93%87%91&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VbJRZG%88R%96%92%8C&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UVbJRZG%88R%96%92%8C&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VbJRZb_%A0J%9E%9A%94&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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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 職員

及文書 

高等官及判仕官  

 判仕官待遇者  

 囑託及雇  

 文書取扱件數  

九、政府服務 
公教職員數 

民意代表 

第二十二、慈惠

及救恤、旌表 

罹災救助費支出  

 紳章付與者  

  褒賞  

 行旅病人及行旅死亡人  

 窮民救助  

 彰化慈惠院ノ一 (救養者)   

 彰化慈惠院ノ二 (收入)   

 彰化慈惠院ノ三 (支出)   

 彰化慈惠院ノ四 (資產)  

十二、社會福利 

人民團體 

合作事業 

社區發展 

社會救助 

兒童及少年福利 

婦女福利 

老人福利 

身心障礙者福利 

第二十三、各種

團體 

公共埤圳聯合會役員及職員  

 公共埤圳聯合會經費ノ一 (收入)   

 公共埤圳聯合會經費ノ二 (支出)   

 公共埤圳經費ノ一 (收入)   

 公共埤圳經費ノ二 (支出)   

 臺中廳農會役員及職員 p.340 

 臺中廳農會經費ノ一 (收入)   

 臺中廳農會經費ノ二 (支出)   

 臺中廳畜牛保健組合役員及職員  

 臺中廳畜牛保健組合經費ノ一 (收

入)   

 臺中廳畜牛保健組合經費ノ二 (支

出)   

 臺中廳土地整理組合役員及職員  

 臺中廳土地整理組合經費ノ一 (收

入)   

 臺中廳土地整理組合經費ノ二 (支

出)   

 日本赤十字社員  

 愛國婦人會員  

  

    十、公共建設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核發建築執照 

污水下水道工程 

自來水 

    十六、環境保護 

空氣汙染防制 

垃圾處理 

環境衛生管理 

    十七、家庭生活 

所得總額(經常性收入) 

經常性支出 

家庭設備 

版權頁  版權頁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VcMU%5DEX%95I%A1%95%A3&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VcMU%5DEX%95I%A1%95%A3&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V%60PX%60HU%96D%84%A0%9E&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V%60PX%60HU%96D%84%A0%9E&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VaS%5BcKV%9Bc%87%A3%9D&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http://hyerm.ntl.edu.tw:2135/cgi-bin/gs32/gsweb.cgi/ccd=o.bjP2/brwfull?filename=EFR%5BbJMRIF%5EU%60%96%A2%9E%9F%5BGNX%5D%95%9EK%9E%86%92uW%60aLgIZm%5ESLWPVaS%5BcKV%9Bc%87%A3%9D&dbid=%88%98%84%85M%5DDRK%8F%90Q%90%8C%88%7FMZOFqWLwTY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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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前統計圖樣式 

1915 年之臺中廳統計摘要並未有任何統計圖之製作，但在 1924 年(大正 13

年)3 月 31 日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出版之臺灣人口動態統計書中，已可見到臺北、

臺中、臺南市之人口動態統計圖。 

統計圖: 都(三市).鄙別人口動態、都(三市).鄙別主ナル死因 

 

1924 年(大正 13 年)之臺中州統計摘要，各項統計資料為與先前比較之便，調

查資料盡量記載大正 9 年之後的統計資料。文首有臺中州轄區內之人口趨勢、耕

地面積趨勢、主要生產價額、市街庄經濟等 4 幅統計圖。本文均為統計表形式，

http://tped.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3r8Zt/search?q=ad1=%221924-03-31%22.&searchmode=basic
http://tped.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3r8Zt/search?q=ad1=%221924-03-31%22.&searchmode=basic
http://tped.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3r8Zt/search?q=cau=%22%E8%87%BA%E7%81%A3%E7%B8%BD%E7%9D%A3%E5%AE%98%E6%88%BF%E8%AA%BF%E6%9F%A5%E8%AA%B2%22.&searchmode=basic
http://tped.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3r8Zt/search?q=cu=%22%E8%87%BA%E7%81%A3%E4%BA%BA%E5%8F%A3%E5%8B%95%E6%85%8B%E7%B5%B1%E8%A8%8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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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區分以都市別為主，必要時以街庄別；書中統計事項包括：土地、氣象、

戶口、市街庄、教育、神社及宗教、社會事業、民事、警察、理蕃、農業、商業、

林野及狩獵、水產、水產、工業、電氣、商業及金融、交通、衛生、財務、職員

及俸給、團體(如水利組合、農會等)等 22項科，總計 295幅統計表。 

統計圖: 人口趨勢、耕地面積趨勢、主要生產價額、市街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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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張統計圖雖只有紅黑黃顏色，但其表現方式，夾雜著半圓、三角及類似量

角器圖樣，顯示簡單易讀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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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與中區相關之預算 

中區為本市及中部地區南北東西幹道據點，公民營鐵、公路車站均設於此，交通

發達，商業鼎盛。但因近年商業經營型態改變，都市計畫為日治時代所規劃，道路狹

窄，加以建物老舊，停車不易、公共設施缺乏，致使商業競爭力不如新開發的重劃區。 

中區為舊城區的一環，其發展要重現七、八零年代的繁榮，已不能從工、商業面

來滿足。舊城必須由其歷史文化及現有環境資源來推動觀光資源，例如:古蹟、歷史建

物的保存活化與推展(萬春宮、臺中火車站、第二市場)，綠川及柳川親水空間的再造。 

    為推動舊市區再生，市政府提出以中區為核心並聯結前後站發展之「臺中市城中

城再生綱要計畫」，以「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及舊城鐵道活化與再生計畫」與「新盛綠

川水岸廊道計畫」為兩大主軸，藉由污水截流、旱溪引流、現地處理及環境營造四個

方向重新打造綠川沿線環境，對於提振中區經濟具決定性影響力。另利用鐵路高架化

後的空間串聯各文化景點，並為綠川營造更多親近水岸環境，再造文化地景、提升觀

光效益、復甦中區經濟。 

        中區行政區域位於柳川與綠川之間，市府對柳川的汙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程已將

於105年底完工。污水全數先行截流及設置礫間水質淨化場，處理後的水會在中正柳橋

附近放流回柳川，另部分汙水會透過下水道系統送至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中正

柳橋到民權柳橋中間300公尺的河道，水利局開闢了示範河道，成為全國第一座採低衝

擊開發工法設計的景觀河岸。搭配著參與式預算提案規畫的中區中山路257巷柳川古道

整修，及鄰近第二市場、萬春宮等，中區未來將成為有故事、有歷史紋理的區域。 

    林佳龍市長於104年正式宣布將第一廣場規劃發展成為東協廣場，並於105年7月啟

用。東協廣場位居中區樞紐，因交通便利且毗鄰綠川，近年已成為外籍移工重要聚會

場所；規劃東協廣場勞動法令諮詢服務及生活照顧，推廣外籍勞工正當休閒活動，各

局處積極辦理國際勞工友善交流活動等，以營造本市為宜居之國際城市。  

從預算編列面，可以體現中區即將再生，自 104年至 106年度與中區相關指標性預

算逐年遞增，綜整如下表: 

主管機關 106年預算 105年預算 104年追加預算 

經發局 

中區第二公有零售市場硬

體修繕及舊市區市場整修

工程 

23,000,000 

第二市場百年慶典硬體修

繕及第三、第五等舊市區

市場整修工程。 

   15,000,000  

中區第二公有零售市

場百年慶典整修工程

專案管理及設計監造

費 

 10,000,000  

經發局 

辦理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臺中市中區東南亞國協新

故鄉新地產發展計畫 

3,000,000 

辦理臺中市中區第二公有

零售市場百年慶典活動經

費。 

    5,000,000      

經發局 

臺中市青創夢想家計畫業

務經費。 

(中區產業推動計畫協助

青年創業，藉由創業家導

入、甄選育成分流、創業

資源媒合及對外行銷曝

光，以培力 10組青年創

業家進駐中區，以打造臺

中成為青年創業的國際友

善城市) 

6,500,000 
臺中市青創夢想家計畫業

務經費。(青創世代) 
 12,000,000    

水利局 
臺中市綠川水質及環境改

善工程。 
62,500,000 

綠川環境營造計畫。(市

庫 146,000,000元，中央

補助款 20,680,000元) 

  166,680,000  
臺中市綠川水質及環 

境改善規劃設計計畫  
8,945,000 

  
綠川環境營造計畫(第二

期)。(市庫配合款) 
39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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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及環

境改善 工程(崇德柳橋-

中正柳橋)。(市庫 3,776

千元，中央補助款 4,615

千 元) 

8,391,000 
柳川整治工程及水質改善

維護計畫 
    5,000,000  

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 

及環境改善工程  
131,828,000 

  

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及環

境改善工程(中正柳橋-南

屯柳橋)。(市庫 983千

元，中央補助款 1,202千

元) 

2,185,000 

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及環

境改善工程（中正柳橋~

南屯柳橋） 

   22,500,000  

觀光旅遊局 
臺中城中城觀光行銷推廣

計畫相關業務經費。 
1,200,000 

臺中城中城觀光行銷推廣

計 

畫。 

    2,000,000      

觀光旅遊局 
 辦理臺中市城中城人文

自行車道建置工程 
2,000,000         

觀光旅遊局 
辦理東亞流行音樂節相關

經費 
5,000,000         

交通局 

停車場 

管理基金 

新建工程-臺中市中區興

中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

(總經費 574,205千元，

106年編列 15,000千元、

107年編列 190,000千

元、108年編列 250,000

千元、109年編列

119,205千元)。 

15,000,000         

都發局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工程

案。(總經費 120,000千

元，分年編列：106年

60,000千元，107年

60,000千元) 

60,000,000 

辦理「文化城中城－綠空

鐵道高架沿線發展計

畫」，研議鐵路高架捷運

化後，臺中火車站周邊

（中、西、東、南區）環

境之空間整體規劃 

    8,000,000      

都發局 

都市更新 

及都市發展 

建設基金 

配合舊市區再生意象先期

規劃 2,800,000元。  
2,800,000         

都發局 

都市更新 

及都市發展 

建設基金 

臺中市舊市區都市更新整

建維護補助計畫

8,000,000元。 

8,000,000 
臺中市舊市區都市更新整

建維護補助計畫 
2,000,000     

勞工局 

東協廣場國際移工互動及

溝通平臺、生活照顧服務

及各項活動 580 萬元  

5,800,000 

族群多元共存的理念，並

配合中區再生計畫，規劃

東協廣場勞動法令諮詢服

務及生活照顧，推廣外籍

勞工正當休閒活動，協調

外籍勞工勞資爭議以促進

勞資關係和諧，加強辦理

雇主與外籍勞工之聘僱法

令宣導座談會、輔導與訪

視工作，辦理國際勞工友

善交流活動，營造本市為

宜居之國際城市，並保障

外籍勞工相關權益。 

      

  
東協廣場好聲音才藝競賽

活動計畫相關費用 
250,000       

  
東協移工網站維護營運計

畫相關費用 
200,000       

  
東協廣場移工生活照顧服

務中心計畫相關費用。 
1,400,000       

  

辦理建置東協廣場「國際

移工溝通互動平臺計畫」

相關費用。 

251,000       

  

補助暨南大學辦理建置東

協廣場「國際移工溝通互

動平臺計畫」經費。 

2,112,000       

  

辦理建置東協廣場「國際

移工溝通互動平臺計畫」

各項事務零星設備。 

237,000       

  
補助 106年工會東協國際

交流及合作平臺計畫經費 
800,000       

文化局     
城中城-2016臺中光影藝

術節 10,000 千元。 
   10,000,000      

總計    606,626,000   236,180,000   150,7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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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雖然現今電腦技術成熟，可以藉由編輯軟體、資料庫等製作出精美又有趣之圖表，

甚至預算資料也發展出視覺化系統，使人覺得統計資料不是這麼生硬難懂。主計機關

發表之重要統計參考指標(每月)、統計月報、統計年報、性別統計指標、性別圖像、

不定期之市政統計檢析、統計綜合分析、以及 104 年度新創之數字臺中，在在顯示資

訊之重要性。 

乘著時光機，我們看到了百年前的統計樣貌，也思考著，因應不同環境及人文背

景，必須隨時調整所發布之統計內容。尤其在大數據及電腦時代，是否與時俱進及時

提供主政者政策擬定前之參考資訊，以及紀錄政策落實之成果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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