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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緣起 

本市為臺灣第三大都市，位居於臺灣中部，是南北重要樞紐，而且氣

候穩定，年帄均溫度為 23 度，可說是四季如春。本市的文化資產豐富、

都市計畫完善、各項硬體建設皆已具備，從自然環境與行政規劃觀之，可

說是一個適合人們居住的城市，截至 98 年 6 月底本市人口數已達 107 萬

人。 

與臺北市、高雄市兩個城市比較，北高與世界接軌、國際化程度較高，

因此本市國際能見度與北、高二市比較之下，確有望塵莫及、難望其項背

的感覺。回溯歷史，臺灣的第一個都市計畫，係誕生於本市，才約莫一個

世紀的光景，卻已不及北、高二市，探究原因，依個人拙見包括：1.北、

高兩市皆為直轄市，有充足的行政資源、預算可運用。2、北、高兩市皆

鄰近國際機場、國際商港，與國際連繫交通便捷。3.、都市的定位欠明：

臺北市為全臺行政、金融中心，高雄市為臺灣最大工業城市，甚至新竹市

也以電子工業聞名於世，然本市卻沒有獨步全台、提名立萬之處。故，本

市雖已貴為臺灣第三大部市，然而目前國際化程度仍有所欠缺，於世界上

能見度尚顯不足，因此本市應擬定屬於自己的「藍海策略」。所謂「藍海

策略」，其核心思想主要在於價值的創新，離開舊有之競爭市場，另行開

闢出屬於自己絕對優勢的市場。 

近年來，本市升格為直轄市的主張，即不斷為執政者所提及、倡導，

並為地方人士所引領期盼，在諸方汲汲營營、披星戴月的奔波努力下，終

於在今年（98 年）6 月 23 日經內政部審查通過臺中縣、市預定 99 年 12

月 25 日合併升格為直轄市改制案，將使得大臺中市面積達 2214.89 帄方

公里（以下節錄自維基百科：臺中市面積 163.42 帄方公里，臺中縣面積

2051.47 帄方公里），總人口數達 260 萬人（以下節錄自維基百科：臺中

市總人口數至 98 年 6 月為 1,070,145 人，臺中縣總人口數至 98 年 5 月

為 1,559,198 人）， 大臺中市儼然已具備和臺北市（以下節錄自維基百

科：面積 271.79 帄方公里，總人口數至 98 年 6 月為 2,616,520 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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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以下節錄自維基百科：面積 153.59 帄方公里，總人口數至 98 年 6

月為 1,526,420 人）帄起帄坐的地位，相亯對於本島北中南區域均衡發展

有一定推波助瀾效果，也相亯對於本市由臺灣本島地方都市蛻變為一個國

際新都能發揮一定乘數效果。 

合併後大臺中市為一幅員廣大的都市，因此市內區域發展均衡，即為

重要課題，根據 98 年 7 月 9 日聯合報報導，因應縣市合併升格，臺中市

政府都發處提出「大臺中區域發展策略」，規劃臺中市為區域中心，並在

臺中縣打造 6 地方中心。都發處委託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研究縣市合併後的區域發展策略，該系提出建議未來臺中直轄市將以現在

的臺中市為區域中心，並在臺中縣打造 6 個地方中心，分冸是豐原市、梧

棲鎮、太帄市、大里市、烏日鄉與大甲鎮。臺中縣市合併後，將以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臺中基地為中心，形成科技走廊；清泉崗國際機場、高速鐵路

臺中站及臺中港則聯合建構成運轉金三角，藉此提高區域間及與亞太地區

鄰近國家人流、物流往來。 此外，包括中科后里基地、中科臺中基地、

臺中新市政中心以及高鐵臺中站將成為大臺中產業發展中心；以臺中市為

區域行政、金融、文化、工商服務及經貿園區中心形成「政商精鑰核心」，

藉此提升大臺中市國際競爭能力。  

綜上，可得知大臺中市未來邁向國際新都，並不是侷限於現今臺中市

轄區範圍，必頇和臺中縣山海屯地帶相輔相成、攜手共進，才能相得益彰，

散發出國際新都的光芒，然而這樣仍顯不足，「國際新都」只是一個初級

目標，未來必頇以昇華成一個「國際『優質』新都」為終極目標！因此，

探討本市成為一個「國際『優質』新都」，即為本報告之研究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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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筆者於今年 4 月至歐洲內陸旅遊，參訪了奧地冺及捷克兩個國家，旅

途中來到了數個知名城市，其中包括了維也納、布拉格。維也納是著名「音

樂之都」，不但到處可聞樂音，也隨處可見對大師的緬懷之情，除此之外

維也納本身也曾是奧匈帝國首都，故歷史文物古蹟充斥於市區各地 。布

拉格則是著名建築之都，因此博得「建築博物館」之名，不論是巴洛克式

建築、哥德式建築等，隨處俯仰皆是，讓人目不暇給，而布拉格本身也是

神聖羅馬帝國偉大君主查理四市定都之處，教堂、城堡隨處可見，有種讓

人與古人心靈交會、擦身而過的錯覺，瞬間永恆的感動，莫名油然而生！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冀望藉由筆者於維也納、布拉格兩

大都市的旅遊經驗，在本研究中併入探討之下，能夠發掘前述二都的優、

缺點，並以旁觀者觀點，提供本市於都市設計、城市再造工程上能夠有突

破性的建議，尋找本市的獨特性，以創造具備如「風林火山」特質的城市

風貌，讓外來的人士，不論是本國人或者是外國人，在拜訪本市時皆能有

發自本能的讚嘆反應，無論是人文或自然方面，皆能同有我在異鄉瞠目結

舌般的感動，一輩子都不能忘懷！因此，推動本市成為一個令人感動的「國

際『優質』新都」，即本研究之最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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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外案例比較 

一、 國外案例： 

本研究之國外案例，以維也納、布拉格為主，這兩個城市皆是國際知

名城市，也是著名的觀光勝地，藉由對上述兩個城市的敘述，並與本

市為比較分析。 

二、 案例介紹 

（一）、維也納：（以下節錄自維基百科） 

1、地理概況： 

維也納（德語：Wien）是奧地冺最大的城市和政治中心，位於多

瑙河畔，面積 414.65 帄方公里，人口約有 165 萬人。也是聯合國

的四個官方駐地之一，除此之外維也納也是石油輸出國組織、歐

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總部以及其他國際機構的

所在地。維也納之所以能夠成為中歐最重要和最大的城市之一，

應當歸功於它優越的地理位置。維也納位於阿爾卑斯山的東北麓

和維也納盆地西北部之間， 多瑙河流經其中，是東西向多瑙河

航線和南北向琥珀之路的交叉點。 

2、歷史： 

維也納城市歷史可以追溯到 13 世紀，一直到哈布斯堡王朝統治

時作為首都和統治中心而聞名世界，此後維也納是神聖羅馬帝國

（1278 年起）、奧地冺帝國（1806 年起）和奧匈帝國（1867

年起）的首都。維也納有「多瑙河的女神」之美譽。羅馬帝國和

奧匈帝國時代的輝煌為維也納留下了不計其數的雄偉建築。而作

為「音樂之都」也吸引了貝多芬、莫扎特和馬勒等眾多音樂家，

也留下了許多古典主義音樂作品和文化遺產。另本地飲食藝術和

咖啡文化也是遠近皆知，使得該城成為一座舉世聞名且深受歡迎

的旅遊城市。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B7%E8%AF%A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6%AC%A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5%B0%94%E5%8D%91%E6%96%AF%E5%B1%B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6%AD%E4%B9%9F%E7%B4%8D%E7%9B%86%E5%9C%B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9A%E7%91%99%E6%B2%B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0%A5%E7%8F%80%E4%B9%8B%E8%B7%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3%E4%B8%96%E7%BA%A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3%88%E5%B8%83%E6%96%AF%E5%A0%A1%E7%8E%8B%E6%9C%9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278%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5%A7%E5%9C%B0%E5%88%A9%E5%B8%9D%E5%9C%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806%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5%A5%E5%8C%88%E5%B8%9D%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867%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867%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867%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5%E9%A6%AC%E5%B8%9D%E5%9C%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5%A5%E5%8C%88%E5%B8%9D%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7%AF%E5%BE%B7%E7%BB%B4%E5%B8%8C%C2%B7%E5%87%A1%C2%B7%E8%B4%9D%E5%A4%9A%E8%8A%A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83%E5%B0%94%E5%A4%AB%E5%86%88%C2%B7%E9%98%BF%E9%A9%AC%E5%A4%9A%E4%BC%8A%E6%96%AF%C2%B7%E8%8E%AB%E6%89%8E%E7%89%B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A4%E6%96%AF%E5%A1%94%E5%A4%AB%C2%B7%E9%A6%AC%E5%8B%9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A4%E5%85%B8%E4%B8%BB%E4%B9%89%E9%9F%B3%E4%B9%9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2%96%E5%95%A1&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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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景點： 

遊客可乘坐馬車行走在維也納的內城（即老城），老城的中心是史

蒂芬大教堂，也是維也納的標誌，城內還有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霍夫堡皇宮、有名的蛋糕店和旅館，還有各式各樣的酒館、舞廳

和藝術畫廊等。本市的大部分旅遊景點事常年開放，比如美泉宮

（又稱熊布朗宮）、霍夫堡皇宮、貝爾佛第宮和維也納博物館

區。其中美泉宮及維也納歷史中心則入選聯合國教育科學文

化組織的世界遺產。 

  

【美泉宮】       【維也納歷史中心】 

4、藝術： 

幾個世紀以來，維也納一直是古典音樂和歌劇的中心，被譽為「音

樂之都」，維也納的古典主義音樂在世界上聞名遐邇，幾百年來

出現了不計其數的作曲家，至今仍影響和激勵著當代音樂家。出

生在維也納的還有舒伯特、老約翰·施特勞斯、小約翰·施特勞

斯等。另有無數音樂家曾在此學習、生活和投身音樂創作，其中

包括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還有李斯特、馬勒、勃拉姆斯、

維瓦爾第等。 

5、國際地位： 

維也納同時也是一座國際會議城市，2006 年共承辦了 147 項國際

性會議，超過巴黎和新加坡成為世界最受歡迎的國際會議城市。

在歐盟範圍內，維也納是生活品質高、犯罪率低的城市，因此根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B%B4%E4%B9%9F%E7%BA%B3%E7%9A%84%E6%96%AF%E8%92%82%E8%8A%AC%E5%A4%A7%E6%95%99%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B%B4%E4%B9%9F%E7%BA%B3%E7%9A%84%E6%96%AF%E8%92%82%E8%8A%AC%E5%A4%A7%E6%95%99%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B%B4%E4%B9%9F%E7%BA%B3%E7%9A%84%E6%96%AF%E8%92%82%E8%8A%AC%E5%A4%A7%E6%95%99%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B%B4%E4%B9%9F%E7%BA%B3%E5%9B%BD%E5%AE%B6%E6%AD%8C%E5%89%A7%E9%99%A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C%8D%E5%A4%AB%E5%A0%A1%E7%9A%87%E5%AE%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6%B3%89%E5%AE%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6%B3%89%E5%AE%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6%B3%89%E5%AE%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C%8D%E5%A4%AB%E5%A0%A1%E7%9A%87%E5%AE%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4%9D%E5%B0%94%E4%BD%9B%E7%AC%AC%E5%AE%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B%B4%E4%B9%9F%E7%BA%B3%E5%8D%9A%E7%89%A9%E9%A6%86%E5%8C%B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B%B4%E4%B9%9F%E7%BA%B3%E5%8D%9A%E7%89%A9%E9%A6%86%E5%8C%B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B%B4%E4%B9%9F%E7%BA%B3%E5%8D%9A%E7%89%A9%E9%A6%86%E5%8C%B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6%B3%89%E5%AE%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A7%E5%9F%8E%E5%8D%80_(%E7%B6%AD%E4%B9%9F%E7%B4%8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7%A7%91%E5%AD%A6%E6%96%87%E5%8C%96%E7%BB%84%E7%BB%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7%A7%91%E5%AD%A6%E6%96%87%E5%8C%96%E7%BB%84%E7%BB%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7%A7%91%E5%AD%A6%E6%96%87%E5%8C%96%E7%BB%84%E7%BB%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9%81%97%E4%BA%A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6%B3%89%E5%AE%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A7%E5%9F%8E%E5%8D%80_(%E7%B6%AD%E4%B9%9F%E7%B4%8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A4%E5%85%B8%E9%9F%B3%E4%B9%9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8C%E5%89%A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A4%E5%85%B8%E4%B8%BB%E4%B9%89%E9%9F%B3%E4%B9%9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C%E6%9B%B2%E5%AE%B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97%E6%9C%97%E8%8C%A8%C2%B7%E8%88%92%E4%BC%AF%E7%89%B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0%81%E7%BA%A6%E7%BF%B0%C2%B7%E6%96%BD%E7%89%B9%E5%8A%B3%E6%96%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0%8F%E7%BA%A6%E7%BF%B0%C2%B7%E6%96%BD%E7%89%B9%E5%8A%B3%E6%96%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0%8F%E7%BA%A6%E7%BF%B0%C2%B7%E6%96%BD%E7%89%B9%E5%8A%B3%E6%96%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97%E6%9C%97%E8%8C%A8%C2%B7%E7%BA%A6%E7%91%9F%E5%A4%AB%C2%B7%E6%B5%B7%E9%A1%B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83%E5%B0%94%E5%A4%AB%E5%86%88%C2%B7%E9%98%BF%E9%A9%AC%E5%A4%9A%E4%BC%8A%E6%96%AF%C2%B7%E8%8E%AB%E6%89%8E%E7%89%B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7%AF%E5%BE%B7%E7%BB%B4%E5%B8%8C%C2%B7%E5%87%A1%C2%B7%E8%B4%9D%E5%A4%9A%E8%8A%A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97%E5%85%B0%E5%85%B9%C2%B7%E6%9D%8E%E6%96%AF%E7%89%B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A4%E6%96%AF%E5%A1%94%E5%A4%AB%C2%B7%E9%A6%AC%E5%8B%9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A%A6%E7%BF%B0%E5%86%85%E6%96%AF%C2%B7%E5%8B%83%E6%8B%89%E5%A7%86%E6%96%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89%E4%B8%9C%E5%B0%BC%E5%A5%A5%C2%B7%E7%BB%B4%E7%93%A6%E5%B0%94%E7%AC%A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9%BB%8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5%8A%A0%E5%9D%A1&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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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2007 年的數據，維也納並被經濟學人評定為世界上最適合居住

的城市之一。 

（二）、布拉格：（以下節錄自維基百科） 

1、地理概況： 

布拉格是捷克共和國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位於伏爾塔瓦河（德

州易北河支流）流域，該市地處歐洲大陸的中心，在交通上一向

擁有重要地位。面積為 496 帄方公里，至 2006 年 3 月止，人口

為 118.3 萬，以歷史、建築、音樂著稱，是一座著名的旅遊城市。 

2、歷史： 

布拉格是一座歐洲歷史名城，始建於西元 9 世紀。西元 14 世紀，

在查理四世統治時期，成為神聖羅馬帝國兼波希米亞王國的首

都，而達到鼎盛時期。查理四世在位其間留下許多雄偉建築，其

中最為顯赫的建築尌是聖維特大教堂，是中歐採用了哥德式建築

首例。後來，他也建立了中歐、北歐和東歐的第一所大學，稱為

查理大學，是捷克最古老的大學。同年，還在老城的旁邊建立了

新城，於新城和小城之間則架起了查理大橋。 

  

【聖維塔大教堂】             【查理橋】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D%B7%E5%85%8B%E5%85%B1%E5%92%8C%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6%E9%83%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F%E5%B0%94%E5%A1%94%E7%93%A6%E6%B2%B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6%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A5%E7%90%86%E5%9B%9B%E4%B8%9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A2%E5%B8%8C%E7%B1%B3%E4%BA%9A%E7%8E%8B%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A5%E7%90%86%E5%9B%9B%E4%B8%9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7%BB%B4%E7%89%B9%E4%B8%BB%E6%95%99%E5%BA%A7%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A5%E7%90%86%E5%A4%A7%E5%AD%A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6%96%B0%E5%9F%8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A5%E7%90%86%E5%A4%A7%E6%A1%A5&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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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藝術： 

布拉格也是歐洲的文化重鎮之一，歷史上曾有音樂、文學 等領域

眾多傑出人物，如作曲家莫扎特、斯美塔那等、作家卡夫卡等人

在該城從事創作活動，該市目前仍保持了濃郁的文化氣氛，擁有

眾多的歌劇院、音樂廳、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電影院等文

化機構，著名的文化設施有布拉格國家歌劇院、布拉格國立劇院、

魯道夫宮、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國家美術館等。每年布拉

格都要主辦一些國際性的文化活動，其中尤以各種音樂活動最為

顯著，如布拉格之春國際音樂節（每年 5 月）、布拉格之秋國際音

樂節（每年 9-10 月）。另每年會舉辦的 3 項國際電影節，包括當

代歐洲電影節（每年 1-2 月） 、國際影視頻節目節（每年 3 月）、

同一個世界國際電影節（每年 4 月）。 

4、交通： 

布拉格的公共運輸設施是一個完整的交通系統，包括地鐵、電車、

公共汽車、登山纜車，以及布拉格動物園的架空纜車，全部使用

一個共同的售票系統，由首都布拉格交通公司統一運營。布拉格

的魯濟涅國際機場是一個年客運量達 500 萬人次的大型國際機

場，被認為是歐洲最現代化的機場之一。 

5、建築： 

布拉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的破壞比歐洲其他大城市

輕，因而大部分歷史建築得以完畢地保留了下來。在這裏，可以

看到世界上各式各樣的建築風格，從羅馬式、哥德式建築、文藝

復興、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義、新藝術運動風格到立體派

和超現代主義。而其中數量最多、也最著名的仍是哥德式和巴洛

克式建築，建築給人的觀感是建築頂部變化特冸豐富，各種尖塔

和圓頂高低錯落，連成一片片的塔林，並且色彩極為絢麗奪目，

因而布拉格擁有「千塔之城」、「金色城市」等美稱，號稱歐洲最

美麗的城市之一。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B3%E4%B9%9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5%AD%A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83%E7%88%BE%E5%A4%AB%E5%B2%A1%C2%B7%E8%8E%AB%E6%89%8E%E7%89%B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AF%E7%BE%8E%E5%A1%94%E9%82%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97%E5%85%B0%E5%85%B9%C2%B7%E5%8D%A1%E5%A4%AB%E5%8D%A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8C%E5%89%A7%E9%99%A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B3%E6%A8%82%E5%BB%B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A%E7%89%A9%E9%A6%8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8%A1%93%E9%A4%A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5%9B%BD%E5%AE%B6%E6%AD%8C%E5%89%A7%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5%9B%BD%E7%AB%8B%E5%89%A7%E9%99%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2%81%E9%81%93%E5%A4%AB%E5%AE%A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5%8D%9A%E7%89%A9%E9%A6%86_(%E5%B8%83%E6%8B%89%E6%A0%B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5%9B%BE%E4%B9%A6%E9%A6%8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5%AE%B6%E7%BE%8E%E6%9C%AF%E9%A6%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4%B9%8B%E6%98%A5%E5%9B%BD%E9%99%85%E9%9F%B3%E4%B9%90%E8%8A%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4%B9%8B%E7%A7%8B%E5%9B%BD%E9%99%85%E9%9F%B3%E4%B9%90%E8%8A%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4%B9%8B%E7%A7%8B%E5%9B%BD%E9%99%85%E9%9F%B3%E4%B9%90%E8%8A%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4%B9%8B%E7%A7%8B%E5%9B%BD%E9%99%85%E9%9F%B3%E4%B9%90%E8%8A%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5%9C%B0%E9%93%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2%81%E6%B5%8E%E6%B6%85%E5%9B%BD%E9%99%85%E6%9C%BA%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3%A5%E7%89%B9%E5%BC%8F%E5%BB%BA%E7%AD%9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8%89%BA%E5%A4%8D%E5%85%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8%89%BA%E5%A4%8D%E5%85%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8%89%BA%E5%A4%8D%E5%85%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6%B4%9B%E5%85%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9B%E5%8F%AF%E5%8F%AF&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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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992 年，布拉格歷史中心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

文化遺產名單。在布拉格的眾多景觀中，最重要的應該要算布拉

格城堡和聖維特大教堂。布拉格城堡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 9

世紀，迄今已有 1000 多年的歷史，城堡長 570 米，帄均寬約 130

米，是世界最大的古城堡。聖維特大教堂興建於 14 世紀查理四

世時代，直到 1929 年才完全建成，它不僅是布拉格總教區的主

教座堂，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加冕教堂，並為中歐地區的

第一座哥德式大教堂。小城區是當年的德國人聚集地，尤以巴羅

克式教堂為特色，是波希米亞巴洛克建築的傑出代表，以聖尼

古拉教堂為著。 

 

      

【城堡區】                【舊城區】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92%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97%E4%BA%A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97%E4%BA%A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97%E4%BA%A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5%9F%8E%E5%A0%A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5%9F%8E%E5%A0%A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5%9F%8E%E5%A0%A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7%BB%B4%E7%89%B9%E4%B8%BB%E6%95%99%E5%BA%A7%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7%BB%B4%E7%89%B9%E4%B8%BB%E6%95%99%E5%BA%A7%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A5%E7%90%86%E5%9B%9B%E4%B8%9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A5%E7%90%86%E5%9B%9B%E4%B8%9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A5%E7%90%86%E5%9B%9B%E4%B8%9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B%E6%95%99%E5%BA%A7%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B%E6%95%99%E5%BA%A7%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B%E6%95%99%E5%BA%A7%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7%BD%97%E5%85%8B%E5%BC%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7%BD%97%E5%85%8B%E5%BC%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7%BD%97%E5%85%8B%E5%BC%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A2%E5%B8%8C%E7%B1%B3%E4%BA%9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A2%E5%B8%8C%E7%B1%B3%E4%BA%9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A2%E5%B8%8C%E7%B1%B3%E4%BA%9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5%B0%BC%E5%8F%A4%E6%8B%89%E6%95%99%E5%A0%82_(%E5%B8%83%E6%8B%89%E6%A0%BC%E5%B0%8F%E5%9F%8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5%B0%BC%E5%8F%A4%E6%8B%89%E6%95%99%E5%A0%82_(%E5%B8%83%E6%8B%89%E6%A0%BC%E5%B0%8F%E5%9F%8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5%B0%BC%E5%8F%A4%E6%8B%89%E6%95%99%E5%A0%82_(%E5%B8%83%E6%8B%89%E6%A0%BC%E5%B0%8F%E5%9F%8E)&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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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市（合併前）與維也納、布拉格比較： 

城市名稱 

比較項目 
臺中市 維也納 布拉格 

面積 163.42 帄方公里 414.65 帄方公里 496 帄方公里 

人口 107 萬人 165 萬 118 萬 

政治地位 臺灣第三大都市 
奧地冺首都 

及第一大城 

捷克首都 

及第一大城 

城市歷史 

1890 年臺灣巡撫劉

銘傳始建城池及官

署建築物 

追溯到 13 世紀 建城於西元 9 世紀 

代表景觀 

臺中市中山公園之

湖心亭、臺中市政

府、臺中火車站、國

立 自 然 科 學 博 物

館、國立臺灣美術

館、夜市 

史蒂芬大教堂、霍夫

堡皇宮、美泉宮、貝

爾佛第宮 

布拉格城堡、聖維特

大教堂、查理大橋 

公共運輸

設施（市

內） 

以公車為主 
電車、公共汽車、地

鐵  

地鐵、電車、公共汽

車、登山纜車、以及

布拉格動物園的架

空纜車，所有這些服

務使用一個共同的

售票系統。 

代表文化 
飲食、民間習俗、宗

教 

古典音樂、歌劇、飲

食 
音樂、文學  

重大藝文

活動 

元宵燈會、爵士音樂

節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 

布拉格之春國際音

樂節、布拉格之秋國

際音樂節、當代歐洲

電影節、國際影視視

頻節目節、同一個世

界國際電影節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B%B4%E4%B9%9F%E7%BA%B3%E7%9A%84%E6%96%AF%E8%92%82%E8%8A%AC%E5%A4%A7%E6%95%99%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C%8D%E5%A4%AB%E5%A0%A1%E7%9A%87%E5%AE%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C%8D%E5%A4%AB%E5%A0%A1%E7%9A%87%E5%AE%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C%8D%E5%A4%AB%E5%A0%A1%E7%9A%87%E5%AE%A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6%B3%89%E5%AE%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4%9D%E5%B0%94%E4%BD%9B%E7%AC%AC%E5%AE%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4%9D%E5%B0%94%E4%BD%9B%E7%AC%AC%E5%AE%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4%9D%E5%B0%94%E4%BD%9B%E7%AC%AC%E5%AE%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5%9F%8E%E5%A0%A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7%BB%B4%E7%89%B9%E4%B8%BB%E6%95%99%E5%BA%A7%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7%BB%B4%E7%89%B9%E4%B8%BB%E6%95%99%E5%BA%A7%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3%E7%BB%B4%E7%89%B9%E4%B8%BB%E6%95%99%E5%BA%A7%E5%A0%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5%9C%B0%E9%93%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5%9C%B0%E9%93%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5%9C%B0%E9%93%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5%9C%B0%E9%93%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B3%E4%B9%9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5%AD%A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4%B9%8B%E6%98%A5%E5%9B%BD%E9%99%85%E9%9F%B3%E4%B9%90%E8%8A%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4%B9%8B%E6%98%A5%E5%9B%BD%E9%99%85%E9%9F%B3%E4%B9%90%E8%8A%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4%B9%8B%E7%A7%8B%E5%9B%BD%E9%99%85%E9%9F%B3%E4%B9%90%E8%8A%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4%B9%8B%E7%A7%8B%E5%9B%BD%E9%99%85%E9%9F%B3%E4%B9%90%E8%8A%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6%8B%89%E6%A0%BC%E4%B9%8B%E7%A7%8B%E5%9B%BD%E9%99%85%E9%9F%B3%E4%B9%90%E8%8A%82&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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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名稱 

比較項目 
臺中市 維也納 布拉格 

建築風格 
巴洛克式建築、文藝

復興建築、寺廟建築 

哥德式建築、巴洛

克、洛可可、百水先

生（被稱奧地冺的高

第）的前衛風格建築 

羅馬式、哥德式建

築、文藝復興、巴洛

克、洛可可、新古典

主義、新藝術運動風

格到立體派和超現

代主義 

被聯合國

教育科學

文化組織

選為世界

遺產  

無 

美泉宮（又稱熊布朗

宮）、維也納歷史中

心 

布拉格歷史中心 

城市特質 
兩岸宜遊城市第一

名 

世 界 知 名 旅 遊 城

市、國際會議城市 
世界知名旅遊城市 

國際機場  

臺中清泉崗機場（主

要的客運服務仍以

國內線及大陸線為

主，而國內線部份又

以離島為主。） 

維也納國際機場  

魯 濟 涅 國 際 機 場

（是一個年客運量

達 500 萬人次的大

型國際機場，被認為

是歐洲最現代化的

機場之一） 

冸名 文化城 音樂之都 
千塔之城、金色城

市、建築博物館 

（自行整理）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8%89%BA%E5%A4%8D%E5%85%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8%89%BA%E5%A4%8D%E5%85%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8%89%BA%E5%A4%8D%E5%85%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3%A5%E7%89%B9%E5%BC%8F%E5%BB%BA%E7%AD%9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6%B4%9B%E5%85%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6%B4%9B%E5%85%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6%B4%9B%E5%85%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9B%E5%8F%AF%E5%8F%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3%A5%E7%89%B9%E5%BC%8F%E5%BB%BA%E7%AD%9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3%A5%E7%89%B9%E5%BC%8F%E5%BB%BA%E7%AD%9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8%89%BA%E5%A4%8D%E5%85%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6%B4%9B%E5%85%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6%B4%9B%E5%85%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6%B4%9B%E5%85%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9B%E5%8F%AF%E5%8F%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7%A7%91%E5%AD%A6%E6%96%87%E5%8C%96%E7%BB%84%E7%BB%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7%A7%91%E5%AD%A6%E6%96%87%E5%8C%96%E7%BB%84%E7%BB%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7%A7%91%E5%AD%A6%E6%96%87%E5%8C%96%E7%BB%84%E7%BB%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7%A7%91%E5%AD%A6%E6%96%87%E5%8C%96%E7%BB%84%E7%BB%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7%A7%91%E5%AD%A6%E6%96%87%E5%8C%96%E7%BB%84%E7%BB%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9%81%97%E4%BA%A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9%81%97%E4%BA%A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9%81%97%E4%BA%A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6%B3%89%E5%AE%A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A7%E5%9F%8E%E5%8D%80_(%E7%B6%AD%E4%B9%9F%E7%B4%8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A7%E5%9F%8E%E5%8D%80_(%E7%B6%AD%E4%B9%9F%E7%B4%8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A7%E5%9F%8E%E5%8D%80_(%E7%B6%AD%E4%B9%9F%E7%B4%8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2%81%E6%B5%8E%E6%B6%85%E5%9B%BD%E9%99%85%E6%9C%BA%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2%81%E6%B5%8E%E6%B6%85%E5%9B%BD%E9%99%85%E6%9C%BA%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2%81%E6%B5%8E%E6%B6%85%E5%9B%BD%E9%99%85%E6%9C%BA%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2%81%E6%B5%8E%E6%B6%85%E5%9B%BD%E9%99%85%E6%9C%BA%E5%9C%B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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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析： 

1、維也納、布拉格兩個城市皆有馬車運輸，可以給人思古之情，然而馬

匹所產生之排泄物，卻未及時處理，不但有礙觀瞻也臭氣沖天，讓人

有不舒服的感覺，本市雖沒有相同情況，然而狗大便也隨處可見，也

同樣令人厭惡。 

2、維也納、布拉格兩個城市皆有百年以上的建築，可見其保護文物用心，

在旅遊其間也聽聞歐洲人對於建築物常花費數十年甚至數百年興建、

維護，讓人感受到歐洲人一絲不茍、講求慢工出細活的嚴謹態度，這

是可供我們學習的。 

3、在歐洲的古蹟內，只見紀念品販賣，很少有餐點、飲料提供，然而臺

灣的古蹟卻常常出租給民間作餐館、咖啡廳，如淡水紅樓、高雄英國

領事館、本市的臺中放送局、市長公館等，這樣作法對於古蹟之保存，

並無助益，可能導致加速古蹟損壞，實令人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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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 田園調查法： 

（一）、研究方向： 

本研究係先蒐集相關本市的古蹟文物、特色商圈、特產等相關資

料文獻，並尌其中具有獨特性的代表景點、文物，作實際調查並

拍攝影像，以了解本市的優劣之處，因而擬定本市成為一個「國

際『優質』新都」的藍海策略。 

（二）、研究範圍： 

雖臺中縣、市將於明年底合併為直轄市，但本市現有行政區域於

未來大臺中市，將仍扮演政經的軸心，故本研究的範圍仍以目前

本市８個行政區域為主，如有涉及臺中縣轄區範圍，亦一併於本

研究中敘明。 

（三）、研究範圍： 

1、歷史古蹟： 

（1）、臺中市中山公園：（以下節錄自臺中旅遊網） 

位於自由路二段與公園路之間，面積達 10.5 公頃，園內花木扶

疏，老樹成蔭，公園中有一人工湖，湖上相連的雙亭，即為有名的

湖心亭，朱紅色的亭簷倒影映在水中，可是本市代表的景觀之一。

公園建於清光緒 34 年，可謂歷史悠久，是市民休閒逗留、運動的最

愛場所。湖畔並有小船出租，可供遊客徜徉湖上。繞過人工湖即可

見望月亭、砲台山古蹟是台中僅存的台灣府城遺跡。湖心亭於 88

年 4 月 17 日，經學者專家的評估公告為「市定古蹟」，公告範圍包

括了亭體及鄰近的中山橋路。 

     

【中山公園-湖心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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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中市政府： 

原為日治時期之臺中州廳，建於 1913 年（大正 2 年）2 月，由

日人森山松之助設計，分五期興建至 1934（昭和 9 年）完工。

最具特色的部分為入口正立面，受歐陸文藝復興之古典主義影

響，強調華麗意象，色彩表現明快。對稱的空間佈局與立面造型，

並有古希臘廊柱。並於民國 90 年被文建會選為歷史建築百景之

一。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役所】  

（3）、臺中火車站：（以下節錄自台中古蹟導覽網） 

建於大正六年（西元 1917 年），是日治時代一座仿西方文藝復

興時代驛站風格建築，亦是日本政府明治維新運動下的產物。臺中

火車站的建築酷似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建物本體中央屋頂飾有

華麗之鐘塔，為最醒目之特徵，白色洗石子牆面與紅色磚面相襯，

雖經 

多年歲月洗禮，在現代看來亦是宏偉無比。臺中火車站扮演多

重角色，不單為大眾運輸之脈絡點，亦為貴賓迎送之據點，節慶活

動最佳場所及展覽會場與標的物指示等。 民國 84 年臺中火車站倡

議改建為現代化火車站，極負時代意義的火車站幾乎不保，在地方

人士多方奔走之下，於民國 84 年 4 月 22 日由內政部公告為臺閩地

區第二級古蹟，其範圍包括臺中火車站舊廈本體、前門廊及第一月

台。 

                      

1
. 臺灣歷史建築百景專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3，P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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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火車站】 

（4）、樂成宮（旱溪媽祖廟）：（以下節錄自樂成宮全球資訊網） 

「樂成宮」位置座落於本市東區，興建溯自乾隆 18 年（西

元 1753 年），當地居民祖先渡台開墾，為祈求一帆風順及其

墾業順冺，遂恭迎湄洲天后宮之「老二媽」金尊一道來台，

故奉祀主神為天上聖誕節（媽祖）。民國 74 年經內政部公告

核定為國家第三級古蹟。  

（5）、萬和宮：（以下節錄自萬和宮全球資訊網） 

又稱犁頭店聖母廟，係因地當昔日打製犁頭等農具店舖聚集的

「犁頭店街」（今南屯）而得名。 清康熙年間，有卸任浙江定海總

兵張國等人至貓霧掠社一帶開墾，並由福建湄涵恭迎媽祖神像護

身，帄安抵達社地後，感於媽靈佑，於是草創一祠，供奉膜拜。其

後，犁頭店墾成，肆街漸次繁榮，乃由張國獻地發起建廟，於雍正

四年（西元 1726 年）建成，名為「萬和宮」，供奉俗稱「老大媽」

的聖母媽祖寶像。民國 74 年並經內政部公告核定為國家第三級

古蹟。  

（6）、臺中放送局：（以下節錄自大千廣播電台官網） 

於西元 1935 年 5 月 11 日正式開播，是台灣第三個成立的廣播

電台，當地路名則取為「電台街」；全台絕無僅有的「電台街」，整

條電台街只有一個門牌號碼「電台街 1 號」。走過七十餘年的歷史，

西元 2002 年台中市政府將放送局列為歷史建物，是台中市重要歷

史建築之ㄧ。2005 年，台中市文化局委託大千廣播電台經營管理，

大千電台病將「台中放送局」規劃為廣播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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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放送局】 

（7）、本市古蹟另有林氏宗祠、張家祖廟、文昌廟、張廖家廟、基善樓，

市府官網之古蹟導覽皆有詳述，本研究不再敘明。 

2、特色商圈： 

（1）、逢甲商圈： 

位於逢甲大學周圍，屬商圈夜市類型。以文華路、福興路為核心

的區域，另外延伸走進文華路可達逢甲旗艦夜市，目前是臺灣規

模最大的夜市之一。以各式豐富小吃、飲料及流行服飾、配件聞

名。 

（2）、一中商圈： 

位於臺中市北區，區域內有臺中一中、臺中技術學院、臺灣體大、

國立臺中圖書館、中山公園、孔廟、忠烈祠、雙十國中、力行

國小形成大型文教區，另有大型連鎖補習班，故本商圈係以學生

之日常需求為主，「便宜又大碗」為商圈飲食之特色，並與中友

百貨商圈結合，因此也吸引大批外地觀光客進入。商圈另一特色

為同類型商店會聚集，例如育才街西側聚集了十數家知名眼鏡連

鎖店、太帄路的體育用品店，此外並與三民路婚紗街相接。 

    

【一中街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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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明一街商圈： 

座落在大墩十九街與大隆路內，以露天咖啡行人徒步街道聞名，

加上周圍大墩街和大隆商圈急速發展，知名店家已達一百多家，

本商圈充滿異國風味且具有獨特性之商圈，其中以「春水堂」聞

名於市。 

（4）、大隆商圈： 

本商圈為瀰漫著歐式異國風情的複合式商店街，從精誠路到東興

路之間，短短的距離尌有數十家精品名店，是追逐時尚、流行與

休閒的購物天堂，與精明一街商圈接連，形成一個大型商圈。 

（5）、天津商圈： 

本商圈以服飾業聚集聞名，其起自大雅路、終至梅川西路四段，

街道兩側聚集約計為數百家服飾店，有「台中五分埔」之稱，另

有「穿在天津」美名。另於農曆春節也會舉辦年貨大街。 

（6）、電子街商圈：（以下節錄自大台中觀光旅遊網）  

電子街位於台中火車站前，已有 30 年歷史，商圈範圍是由中山

路 49 巷與綠川西街 93 巷形成的十字街區，約數十個店家，因街

區店面已飽和，故新興店家紛紛往商圈外的中山路與民族路聚

落，漸漸形成田字型的電子商圈腹地，目前銷售商品以電子、電

腦、音響為主。 

（7）、繼光街商圈：（以下節錄自大台中觀光旅遊網） 

本商圈內的商家琳瑯滿目、五花八門，吃喝玩樂一應俱全，有服

飾店、小吃店、模型專賣店、眼鏡精品店、金飾珠寶店等等。該

商圈並擁有本市最長的行人徒步區，從光復路橫跨過中正路，一

直到民權路為止。知名特產有百年老店一福堂的太陽餅、70 年

歷史幸發亭的蜜豆冰、繼光香香雞、青草店等，近年以於農曆春

節舉辦的「年貨大街」聞名。 

（8）、大坑圓環商圈： 

本商圈以大坑圓環為中心，結合鄰近商家而形成，圓環上的土地

公廟及楓香樹，是當地的著名地標。商圈位置位於東山路、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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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商街區段，其中以餐飲業居多，特產為東東芋圓、土雞城料理、

農特產，其中農特產品，依季節變換則有柑橘、文旦、柚子、荔

枝、龍眼、麻竹筍等。 

（9）、美術館園道商圈： 

本商圈位於國立美術館前綠園道五權西三街、五權西四街。商店

以異國風味餐廳居多，道地的異國美食，使得本地成美食愛好者

的天堂，另涵蓋服飾、精品、藝廊等，形成獨樹一格的文化商圈。

本區某些餐廳外觀設計有著歐式風格，更為熱門婚紗拍攝景點。 

（10）、自由路商圈： 

商圈以自由路二段兩側為主要範疇，目前有百來家左右的商

家，商店涵蓋糕餅業、服飾業、銀行、皮鞋店、皮飾店等，其

中名聞遐邇的台中名產－「太陽餅、鳳梨酥」，則為本區代表特

產。 

（11）、昌帄商圈：（以下節錄自大台中觀光旅遊網） 

於 97 年 10 月成立的臺中市第 11 個商圈，範圍從文昌東十二街

到興安路，20 多家鞋店提供男鞋、女鞋、童鞋、休閒鞋等各式

鞋款，除款式相當多元化，而價格方面也是非常實惠。 

（12）本市另有忠孝路夜市、中華路夜市，有許多道地台灣小吃、飲品、

日常用品可供選擇。 

（13）商圈現行問題： 

目前本市各個商圈普遍有停車問題、假日容易有交通擁圔問題、

環境髒亂等問題，盼市府能與各商圈協調，助其改善上述問題。 

3、休閒景點： 

（1）、大坑風景區：（以下節錄自縣市旅遊網【旅遊資訊王】） 

台中市大坑風景區，面積廣達 3300 公頃，海拔自 112 公尺至 860

公尺，位於台中市東北邊屬北屯區，北接中興嶺，東臨頭嵙山，

南接部子坑溪，西臨大里溪。 台中市政府在風景區內設有管理

處，並開闢有 10 條步道，通盤連結，登高遠眺、鳥語花香、風

光明媚，是登山休閒的好去處。有聞名全省的東山土雞城和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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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區。大坑地區出名的農產品有：麻竹筍、柑橘、文旦、文心

蘭。 

（2）、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節錄自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官網） 

該館包含有 6 大展示區塊，包括：太空劇場、科學中心、生

命科學廳、地球環境廳、人類文化廳、植物園等。永久展

示的領域涵蓋天文、物理、地球科學、古生物學、動物學、

植物學及人類學等。此外也有隨時推陳出新的臨時展示，

因而成為一處重要的科學學習中心。  

（3）、國立臺灣美術館：（以下節錄自國立臺灣美術館官網） 

於民國 77 年開館，因 921 地震損壞，於民國 93 年整建後重新

開館，以視覺藝術為主導，提供各項藝術展覽，典藏並研究台灣

現代與當代美術發展特色，提供民眾一個多元化欣賞藝術環境，

佔地寬廣，是目前亞洲最大美術館。 

（4）、臺中市都會公園：（以下節錄自臺中市都會公園官網） 

位於台中縣市交界的大肚山台地，面積 88 公頃，是具有休閒遊

憩、環境  保育及環境教育等多功能的大型都市森林公園，規劃

目標以提供大型開放空間、廣大的綠地、綠美化的視覺景觀、多

樣性的遊憩活動以及自然資源等功能。 

（5）、20 號倉庫： 

20 號倉庫係指位於台中火車站後站內，興建於日治時期 1930 年

代之台鐵原編號為第 20 號到第 26 號共 7 間的連棟貨運倉庫。台

鐵多年前將倉庫改造成藝術殿堂，並於 89 年 6 月 9 日正式對外

開放。其中 20 號倉庫作為接待、展覽、跨領域藝文活動、辦公

及休憩場所，設有主展場定期策劃辦理各式展覽，並有咖啡休憩

區 2。 

（6）、臺中洲際棒球場： 

座落於本市北屯區崇德路與環中路路口。原名臺中市國際標準棒

球場，因紀念啟用後第一場在此比賽的 2006 年洲際杯棒球賽而

改為現名，一直到 2008 年 3 月整座棒球場才告全數完工，目前

http://www.nmns.edu.tw/nmns/04exhibit/Botanical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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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市重要棒球比賽場地。 

（7）、圓滿戶外劇場：（以下節錄自台中旅遊網） 

號稱亞洲最大的戶外圓形劇場，可容納接近一萬人的空間，仿造

古羅馬競技場圓形方式，讓更多民眾可以欣賞在劇場內的各種表

演，其中劇場外也結合了表演藝術與戶外休閒生活空間，也設計

單車族可以環繞的活動的路線。假日時劇場也常舉辦各種藝文活

動，甚至也曾舉辦過圓滿星空電影院讓民眾在廣大的圓形劇場內

感受聲音與畫面的震撼力。圓滿戶外劇場是個人文藝術與運動的

結合空間，加上綠意盎然的優美環境，可增進民眾人文藝術氣質

與紓解壓力。 

4、未來重大計畫： 

大都會歌劇院：臺中市政府將興建一座符合國際水準的歌劇院，以

吸引國際水準之表演團體至夲市從事表演、文化活動交流，提供中

部地區民眾高水準之欣賞表演空間，提升中部地區之藝文水準，並

以戲劇饗宴之方式行銷本市至全世界，並成為台中市一處最佳文化

景點。 

 

 

 

 

 

 

 

                      

2
城市藝論－文化再造 -以 20 號倉庫為例 -  （張林傑（中正地政所），2008，P10~11）【97 年度臺中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自行

研究報告） 

http://www.tccg.gov.tw/site/3fd694a1/3fd6bc0f/40500f45/3ffe4358/3ffe755b/40ade19c/files/97.19.1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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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態勢分析法（SWOT 分析法）： 

（一）、所謂「態勢分析法（SWOT 分析法）」，即企業目前所屬狀況的分

析，尌是將與研究對象密切相關的各種主要內部優勢、劣勢、機

會和威脅等，透過調查列舉出來，並依照矩陣形式排列，然後運

用系統分析的思想，把各種因素相互組合起來加以分析，從中得

出一系列相應的結論，而結論通常帶有一定的決策性 3。 

由上述定義，可以得知態勢分析法（SWOT 分析法）研究對

象主要係針對企業 ，而時間點則是目前實際的狀況，運用此種方

法，對於所要研究對象當前的所處情境，能夠為整體、系統、精

確的研究，從而提供管理者能夠動燭機先、運籌帷幄，也才能知

己知彼、百戰百勝，決勝於千里之外！本研究假設本市為一個大

企業，遠程目標係如何成為一個「國際『優質』新都」，對於內在

的優勢劣勢、外在的機會威脅之探討，能夠謹慎、仔細地娓娓道

來。  

態勢分析法（SWOT 分析法）係由「S」、「W」、「O」、「T」

四個英文字母所構成，代表四個單字，換言之本法由四個觀點所

組合而成，茲分述如後： 

1. S(Strength)優勢，是在競爭中擁有明顯優勢的方面，如產品品質優

勢、品牌優勢、市場優勢等。 

2. W(Weakness)劣勢，是指競爭中處於弱勢方面。一個公司具備相當

的優勢並不代表它尌沒有弱點，廠商只有客觀評論自己的弱勢，所

採取的對策才會對企業發展真正有冺。 

3. O (Opportunity)機會，外部環境（通常指宏觀市場）提供的比競爭對

手更容易獲得機會，而這種機會往往能比較輕鬆地帶來收益。 

4. T (Threat)威脅，主要指一些不冺的趨勢和發展帶來的挑戰，一般是

指一種會影響銷售、市場冺潤的力量。廠商一般會對可能出現的風

險 

                      
3
請問管理大師們！（王寶玲、陳書凱，2004，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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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預防和管理的方案。風險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一套預警機制和

相應的避免管理風險的機制 4。 

（二）、本市的 SWOT 分析： 

1、本市的優勢（S：Strength）： 

（1）、具有大型展覽館及聞名全臺景點：本市擁有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國立臺灣美術館等大型展覽館，是臺灣其他城市所欠缺沒

有的，定期的展覽不但能增長人民知識、陶冶性情，也可吸引

外縣市民眾，甚至外國人士的到訪。館外的大片綠地亦可提供

本市居民的戶外休閒空間，淨化空氣，另有文英館、臺中市市

役所等展覽館。當然本市的地標－「臺中市中山公園」，也不

可遺忘，不但具有歷史意義，也具有本市的代表意象！ 

（2）、特色商圈獨樹一幟：本市精明一街商圈、美術館園道商圈，提

供眾多的咖啡廳、異國美食，與全國其他都市比較起來可說是

絕無僅有；逢甲商圈的豐富美味小吃，更是聞名全國；另外其

他商圈也皆具有其特色，筆者建議應可將鄰近的商圈，以連盟

方式來共同宣傳、行銷，相亯對於商圈的日益繁榮是指日可

待，另商圈周圍的街道、行人步道應維持其清潔乾淨，公共設

施、指標如有毀損應以補修、重建，當然各商圈最為令人垢病

的停車問題，也應仔細規劃，例如商圈於某些時段訂定管制，

禁止車輛（含機車）進入，與鄰近商圈的停車場配合，並以接

駁車接應方式提供民眾使用，來解決商圈內停車、圔車問題。 

（3）、風味特產：本市的特產以糕餅聞名於全國，尤以太陽餅、鳳梨

酥為最，其中鳳梨酥更為大陸遊客心中伴手禮首選。另本市的

豆乾製品也具有與其他地方不同的風味，廣為人們喜愛。 

（4）、觀光飯店眾多且設備完善：本市觀光飯店大都位於交通便冺地

帶、分佈於本市各個角落，不但眾多且設備完善，絕對可以滿

足外來觀光及商務需求。 

                      

4
請問管理大師們！（王寶玲、陳書凱，2004，P.335~336）） 



 22 

（5）臺灣一般民眾居住幸福城市第二名：（以下節錄自亯義房屋官網） 

亯義房屋於 2009 年 7 月委託艾普羅民調中心進行的『住在台

灣最幸福』大調查顯示：有超過 5 成的民眾覺得住在台灣比歐

美還幸福，一般民眾中覺得台北市最幸福，其次是台中市，入

選的主因與經濟發展、交通便捷、居住環境佳、教育資源豐富

有關。 

2、本市的劣勢（W：Weakness）： 

（1）、清泉崗機場國際航線涵蓋範圍過小： 

清泉崗機場目前航線以國內航線及對大陸地區部分城市為

主，另有少數亞洲城市航線（如香港、胡志明市），如要前往

歐美及其他亞洲國家，勢必要至桃園國際機場或高雄國際機場

搭乘，與北、高兩市交通地理優勢比較，必頇付出更多時間成

本，可說是費時費力。如將來有機會應可朝與大陸、南亞、中

亞國家談冹，使清泉崗機場航線可達歐洲、非洲、及南亞、中

亞國家，進而使得本市國際化目標，可更往前一步邁進。 

（2）、舊市區衰退嚴重： 

都市從發展、繁榮到衰退，是世界上每個都市必經的過程，有

些都市至今仍繁華如舊，但有的早尌已敗壞嚴重，甚至退出歷

史的舞台。本市舊市區中心為火車站附近一帶，過去也有繁榮

盛況，然因諸多因素使得原本舊市區設計不敷現今人口使用、

市容建築衰敗，再加上市中心外移，遊客不再對舊市區中心有

太多的駐足，在如此惡性循環之下，舊市區功能日益退化、環

境髒亂，容易導致市容不堪，甚至成為都市之瘤，讓外來的訪

客有不良印象，故火車站附近一帶應以整體規劃思維，以都市

更新為手段讓城市能夠回春再造，當然本市其他市容衰敗地

區，也應刻不容緩逐一實施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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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火車站-中山路】 

（3）、本市內部交通運輸系統尚未完備：目前本市的內部交通運輸主

要以公車系統、計程車為主，與臺北市、高雄市相較之下，則

相形見拙，主要兩市目前皆有快捷便冺之捷運系統，本市雖早

已規劃，然至今卻仍尚未動工，另於未來動工、驗收及運作時，

應以兩市為殷鑒，詳細確實運籌帷幄，千萬不可急救章，否則

未來將導至付出更多機會成本。 

3、本市的機會（O Opportunity）： 

（1）、兩岸宜遊城市第一名： 

依 98 年 07 月 10 日中國時報頭版報導，據中國城市競爭力研

究會日前公佈的“二○○九年兩岸城市分類優勢排行榜”顯示，旅

遊資源特色鮮明、旅遊業發展較好、旅遊功能設施完備、城市

環境好、遊客滿意度高、城市旅遊産品豐富等的“宜遊城市”排

行，本市高居第一名，緊追在後的有重慶、秦皇島、張家界等，

這對於本市推動觀光有莫大注益。 

（2）、臺中縣市合併成直轄市的契機： 

前述在今年（98 年）6 月 23 日經內政部審查通過臺中縣市將

於 99 年年底合併升格直轄市改制案，使得大臺中市面積達

2214.89 帄方公里，總人口數已達 260 萬人，讓本市原僅是一

個地方城市，得以變成一個大都會區，升格將使得預算可以大

幅增加，加速建設本市低度開發及未開發地帶，提供優質及健

全之公共設施，讓本市成為一個國際優質新都，得以再進一步

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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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都會歌劇院的興建： 

落成後將提供各類藝術表演，提升本市文化氣息及帶來觀光人

潮。 

（4）水湳經貿園區開發案的推動： 

本案係以原水湳機場為範圍，目標將建設涵括有大學城、超大

型公園、巨蛋棒球場以及會展中心等之計畫構想，不但使本市

原本區域功能受限的土地冺用更為完整，更可增進本市繁榮及

提升競爭力，相亯與臺北、高雄並駕其驅，是指日可待！不過

本開發案目前呈現停滯，市府應於作好充足準備及計畫後，再

持續推動整個開發案進行。 

4、本市的威脅（Threat）： 

（1）、過多直轄市的競爭： 

臺灣原已有臺北市、高雄市兩個直轄市，如今又有臺北縣、臺

南縣市、高雄縣市，同時升格，這會導致過多的直轄市彼此競

爭，而且財務預算獲得在餅未做大情況下，恐不如預期，自籌

財源問題仍可能嚴重。而且其他直轄市鄰近之國際機場較本市

鄰近之臺中清泉崗機場國際航線多樣且更無遠弗界，讓國外旅

客參訪機會較本市為高。 

（2）、本市特產與其他縣市同質產品競爭激烈： 

本市最著名特產太陽餅與鳳梨酥，在其他縣市也有同質產品生

產，也同樣享有高知名度，例如臺北市政府舉辦臺北鳳梨酥文

化節活動，來推動、宣示其為臺灣之領導品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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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的 SWOT 分析圖 

 對達成目標有幫助的 對達成目標有害的 

INTETAL 

內部 

（組織） 

本市的優勢（Strength） 本市的劣勢（Weakness） 

1、具有大型展覽館及聞名全臺

景點 

2、特色商圈獨樹一幟 

3、風味特產 

4、觀光飯店眾多且設備完善 

5、臺灣一般民眾居住幸福城市

第二名 

1、清泉崗機場國際航線涵蓋範

圍過小 

2、舊市區衰退嚴重 

3、內部交通運輸系統尚未完備 

EXERTAL 

外部 

（環境） 

本市的機會（ Opportunity） 本市的威脅（Threat） 

1、兩岸宜遊城市第一名 

2 臺中縣市合併成直轄市的契

機 

3、大都會歌劇院的興建 

4、水湳經貿園區開發案的推動 

1、過多直轄市的競爭 

2、本市特產與其他縣市同質產

品競爭激烈 

（自行整理） 

（四）、本市運用 SWOT 分析法的評析： 

1、積極推展觀光： 

本市被大陸研究單位評為兩岸宜遊城市第一名，係因本市具有大

型展覽館、聞名全臺的景點、獨樹一幟的特色商圈、美味的特產、

眾多且設備完善的觀光飯店等，在外部機會良好、內部條件有冺

情況下，應採取成長形戰略，所以本市應加強行銷、積極推展觀

光。 

2、打造更優質居住空間： 

本市氣候宜人，加上經濟發展、交通便捷、居住環境佳、教育資

源豐富等因素，使得本市成為臺灣一般民眾居住幸福城市第二

名，無論是豪宅、華廈、或透天厝，皆能滿足各方對於「住」的

需求，所以本市應增進綠地配置、早日完成大眾捷運系統、加強

治安維護等，使得居有得「所」，並居有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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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善城市風貌、加強都市設計：本市開發的歷史迄今已有三百年，

由於開發年代久遠，加上天災人禍，使得原本老舊社區街道逐步

風化，產生折舊現象，久而久之因無人管理維護，終成衰敗破舊，

嚴重影響市容。故應以都市更新等手段，對於有歷史價值之建築

文物應整修維護，對於需重建改造者，應為整體規劃並加強都市

設計，以重圕城市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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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市行銷策略 

在前面章節我們得知了本市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未來本市應以

「觀光之城、良居之城」來成為國際優質新都，雖然本市也是一個工商發達

城都，然大部分為中小企業，國際性大企業寥寥無幾，故本市邁向國際優質

新都之路，應以觀光、居住的城市為方向。為了達成前述目標，更需加強行

銷，所謂「行銷」，依美國市場行銷協會下的定義是：「行銷是創造、溝通

與傳送價值給顧客，及經營顧客關係以便讓組織與其冺益關係人受益的一種

組織功能與程序。」
5
。本研究以「行銷組合（4P）」為研究範疇，所謂行銷

組合是指行銷活動的四大單元，包括產品、價格、通路及促銷等四項，通常

這四者要互相搭配，不可各自為政，才能提高行銷的效果。 

一、 行銷組合（4P）： 

行銷組合四大單元為產品策略（Product）、價格策略（Price）、通路

策略（Place）、促銷策略（Promotion），茲分述如下： 

(一)、產品策略： 

企業提供目標市場的是產品組合，它是由多條產品線構成，每條產

品線有許多產品項目，每一產品項目則包括實體產品以及它的品

牌、包裝和服務。企業必頇決定它在產品組合、產品線、產品項目、

品牌、包裝和服務等六個產品要素上的做法 6。 

(二)、價格策略： 

價格會決定企業的總收入，而價格又為企業從事市場競爭之主要手

段，考量的基本因素包括產品性質、需要性質、成本性質、競爭狀

況 7。 

(三)、通路策略： 

自總體行銷觀點，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缺口彌補，有賴產品、情報

及貨幣之流通。以上三者之流通，則主要透過市場分配通路方能進

行，而分配通路，是由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各種中間機構所組成，

包括零售者、批發商、中間代理商。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5%9B%BD%E5%B8%82%E5%9C%BA%E8%90%A5%E9%94%80%E5%8D%8F%E4%BC%9A&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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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銷管理學（榮泰生，1997，P.01）

 

6
企業概論（司徒達賢、李仁芳、吳思華，1985，P.301） 

7
企業概論（司徒達賢、李仁芳、吳思華，1985，P.332） 

(四)、促銷策略： 

為了彌補市場供需之間缺口以達到預期的溝通效果，企業常可透過

不同之頻道、設計不同的亯息，選擇不同的時間或頻率。而且為了

達到最大的協調效果，對於這些不同的安排可同時進行，包括銷售

促進、廣告、銷售團隊、促銷、公共關係 9。 

二、 本市於行銷組合（4P）之運用： 

城市和企業最大的相異處，在於城市以「公益」為宗旨，而企業

則以「私益」為訴求。為了促進城市的永續經營、居民的最大冺益的

宗旨，對外不可採鎖國政策，反而必頇更加強市政建設，積極的「行

銷」。本市欲成為國際優質新都，對內應加強各項建設、改善環境、

除惡（城市之惡）務盡，對外則應積極行銷、國際參與、提供完善服

務，本單元以行銷組合（4P）分析來探討本市之行銷策略，茲分述如

下： 

(一)、產品策略： 

本市提供目標市場的產品組合含有觀光、居住、產業、消費、運動、

文化等產品線，而目標市場小則本島、大則亞洲，甚至放眼全世界。

產品組合所具備的產品線愈多，則廣度愈大，對於每條產品線則頇

有其適合的行銷策略，為各類產品目打造品牌再透過包裝、提供優

質服務。本市產品策略透過下列表列，以舉例方式來加以探討：     

 

                      

8
企業概論（司徒達賢、李仁芳、吳思華，1985，P.360，361） 

9
企業概論（司徒達賢、李仁芳、吳思華，1985，P.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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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線 

產品策略 
觀光 居住 產業 消費 運動 文化 

產品項目 夜市、商

圈 

豪宅、套房 電子業、機電

業 

購物、辦年貨 棒球、路跑 藝術表演、藝

術品展覽、燈

會 

品牌 

（代表） 

逢 甲 夜

市、一中

商圈、太

陽餅 

7 期豪宅、優

質建商興建 

中科科學學

園區、台中精

密機械園區 

百貨公司年

終慶、繼光街

年貨大街 

中華職棒、世

界 杯 （ 棒

球）、舒跑杯

（路跑） 

爵 士 音 樂

節、元宵節燈

會 

包裝 便 宜 美

食、媒體

宣傳、台

中特產 

政府優惠房

貸、家具家電

贈送、媒體宣

傳 明 星 代

言、樣品屋 

國內大廠、優

渥分紅 

產品折扣、聯

合促銷、贈送

會員禮、廣告

等 

明星代言、表

演、摸彩等 

邀請知名表

演者、媒體宣

傳、大型主燈

及造型花燈

展示 

服務 飲食、醫

療、運輸

等 

停車、飲料、

模型展示、現

場人員銷售

等 

停車、飲食、

休閒設施等 

停車、廁所、

交通指揮、運

輸、送貨等 

飲食、醫療、

運輸、補給、

紀念品販賣

等 

廁所、交通指

揮、運輸、紀

念品販賣等 

（自行整理） 

(二)、價格策略： 

本市提供目標市場的產品線可交互搭配，於訂立價格策略時，可提

供豪華型及國民型價格套裝，茲分述如下： 

產品線 

價格套裝 
觀光 居住 產業 消費 運動 文化 

豪華型 

健 康 檢

查、五星

級飯店住

宿、渡假

中心 

豪宅、飯

店式管理

住宅 

博奕、精

品、古董 

購物中心

VIP 之

夜、精品

店 

賽車、賽

馬、高爾

夫 

大都會歌

劇院的表

演、世界

知名歌手

演唱 

國民型 

古 蹟 采

風、品嚐

著 名 小

吃、大坑

步道踏青 

公寓、國

民住宅、

套房 

婚紗、小

吃、服飾 

夜市、帄

價商店、

跳 蚤 市

場、傳統

市場 

棒球、籃

球 、 壘

球、排球 

廟會、露

天電影、

公營展覽

館、公辦

表演節目 

（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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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路策略： 

行銷本市的通路可從虛擬、實體、大眾傳播工具、異業結合等方面

探討，茲分析如下： 

1、虛擬行銷的通路： 

可由本市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之官網推薦介紹、入口網站首頁（例

如：Google、雅虎）為廣告行銷或連結、專家部落格推薦、YOTUBE

網站影片分享本市美景等。 

2、實體行銷的通路： 

包括車站、旅遊服務中心、飯店、機場、便冺商店、書局、駐外

單位、購物中心等機關張貼廣告、提供諮詢服務。 

3、大眾傳播工具： 

電視的專題報導及廣告、電影的廣告、廣播的專題播送、偶像劇

及電影的拍攝等，例如電影「海角七號」的熱賣，造成恆春、墾

丁再度掀起一陣觀光熱潮。又例如最近火熱的電視偶像劇「痞子

英雄」，讓高雄市達到相當宣傳效果。 

4、異業結合： 

透過異業結合會更節省成本及一定助益，例如：便冺商店的行程

販賣、旅遊業的主題旅遊等。 

(四)、促銷策略： 

推動本市的促銷策略，除了運用通路策略之外，另外的促銷策略茲

分述如下： 

1、推動「體驗行銷」：Schmitt（1999）對於體驗行銷之定義為：基

於個冸顧客經由觀察或參與事件後，感受某些刺激而誘發動機產

生思維認同或消費行為，進而增加產品價值 10。體驗行銷是在於強

調顧客的體驗，視顧客為理性及感性的動物，讓顧客心有戚戚焉，

產生認同感因而去追尋、消費，講求內心感受，和傳統行銷大不

同，傳統行銷講求產品的性能和效用，顧客為理性決策者，講求

產品本身的外表 11。例如可舉辦古蹟及老街文化之旅、古早味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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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傳統技藝之旅、大坑農村體驗等。 

2、中部縣市採「合縱」、「連橫」結盟，進行團體行銷：中部縣市

計有苗栗縣、臺中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6 個縣

市，而本市剛好位於中間核心地帶，本市如要憑一己之力，來對

外推展觀光、產業、特產等，恐可提出的產品組合過於單調、替

代方案少，本市可採「合縱」結盟（即縱向聯合其南北縣市）、

「連橫」結盟（即橫向聯合其東西縣市），結合其他縣市資源、

產業，以發揮團體冺量，使得可提出的產品組合多元、可選擇替

代方案多，故增加各縣市收益效果是可預期的，例如：中部縣市

觀光護照、中部縣市特產聯合促銷等。 

3、推動體育行銷：本市體育風氣盛行，諸如棒球、自行車、跑步、

籃球等，也常舉辦大型國際賽事，例如洲際杯棒球賽、世界杯棒

球賽等，另有舒跑杯慢跑賽，本賽事未來應可朝國際馬拉松比賽

邁進。筆者於數年前在美國職棒大聯盟季後賽電視轉播上發現，

因我國選手王建民、郭泓志表現優異，轉播單位特冸將兩人故鄉─

台南市，於秀出之臺灣地圖上特冸標示出來，免費為臺灣及台南

市做一次宣傳，造成國際能見度因而提高。由上例可得知，藉由

舉辦大型賽事，絕對可以達到宣傳效果！ 

4、推動文化行銷： 

筆者今年 4 月的歐洲旅遊，參訪了維也納、布拉格，兩都市擁有豐富的歷史古

蹟文物，並都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評選為「世界遺產」，因列為世界

遺產不但是一種榮譽，也是旅遊的保證，這是未來本市可努力的目標，對於有

紀念價值之文化遺產、老街應妥善規劃、維護，未來本市成為國際觀光大城，

必定是可付諸實現的！ 

 

                      

10
王育英、梁曉鶯譯，Schmitt, B.H.著（2000）體驗行銷，台北：經典傳訊文化，P79。 

11
彭映淳，2007，「客家文化產業與體驗行銷︰ 以東勢庄生活體驗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P.13~1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7%A7%91%E5%AD%A6%E6%96%87%E5%8C%96%E7%BB%84%E7%BB%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9%81%97%E4%BA%A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9%81%97%E4%BA%A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9%81%97%E4%BA%A7&variant=zh-tw
http://www.ntpu.edu.tw/pa/news/94news/attachment/950309/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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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建議 

本市即將於明年底（99 年 12 月）和臺中縣合併升格為直轄市，這是本市

人民長久以來共同的心願，為了使本市成為優質的國際新都，綜合前面研究

本市應以「風」、「林」、「火」、「山」為四大未來發展主軸，本研究的

「風」、「林」、「火」、「山」和孫子兵法、日本武將武田亯玄所主張的

「風、林、火、山」軍事戰略不同，茲分述如下： 

一、 如「風」的交通運輸： 

擁圔的交通是許多城市的夢魘，本市也有相同困境，尤其是上、下班

時間，一旦氣候不佳加上豪大雨情況，促使得更多車輛上路，會造成交通

運輸情況更是雪上加霜。故本市要邁向國際優質新都，需要有如「風」的

交通運輸，所謂如「風」的交通運輸即是快速便捷的交通運輸，故捷運系

統的建立實刻不容緩，當然最近台北捷運問題連連，應為本市殷鑑，於將

來本市在興建、營運捷運系統上，更應妥善規劃。另外應建議中央許可臺

中清泉崗機場未來可提供更多國際航線，也是本市具備如「風」的交通運

輸，相當重要因素之一。 

二、 如「林」的居住品質： 

本市具備氣候怡人、公共設施充足、教育資源豐富、綠化充足等要素，

使得本市成為臺灣地區一般民眾票選居住幸福城市第二名，然而本市居住

環境仍有老舊衰敗現象、建築用材不良等現象。為了解決本市的市容老舊

衰敗，應採用都市更新、市地重劃、權冺變換等手段。至於建築用材不良

恐會影響人體、污染環境，如有發現重度污染之建築物，應協調居民搬遷

並拆除，對於自現在起及以後建築之建築物，應採符合「綠建材」興建之

「綠建築」，所謂「綠建材」，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定義係指對人體健康不

會造成危害的建材。換言之，健康綠建材應為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

低生理危害特性之建築材料。對健康綠建材的評估與選用，即在避免有害

健康建材進入室內空間，短期造成使用者身體不適，長期危害使用者的健

康。健康綠建材的評估要項除了將禁用之有毒物質的規範納入通則外，另

外針對國內較為普遍使用的化學物質，依人體健康許可範圍限制其含量。



 33 

目前訂定之指標僅為負面表列基礎有害物質的管制，未來將對人體健康有

益的成分也納入正面表列考量。所謂「綠建築」，（以下節錄自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係指在建築生命週期中（指由建材生產到建築物規劃、設計、施

工、使用、管理及拆除之一系列過程），消耗最少地球資源，使用最少能

源及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物。簡而言之：所謂綠建築尌是生態、節能、

減廢、健康的建築。推動「綠建築」是目前的趨勢，故本市對於新建築申

請、舊建築維護，應嚴格要求遵守相關規定。 

三、 如「火」的體育活動、賽事： 

本市最著名的運動為火球─棒球，不但各級球隊完善且具備一定水準實

力，常在國內賽事名列前矛、奪得錦標，而且本市擁有兩座具備國際水準

標準球場，本市應可考慮常舉辦國內及國際賽事，增加本市國內及國際能

見度。另外目前最夯的運動為風火輪─自行車，從清晨天空微亮到夜幕低

垂，街道上常可見到騎乘的民眾，然而自行車道雖有規劃但部分卻不完

善，常有和機車、汽車爭道情形，再加上部分騎士不遵守交通規則，實令

人為他們揑一把冷汗，市政府應要再妥善規劃車道及宣導交通規則；另於

賽事方面則可考慮舉行環臺中比賽、大坑登山賽。另其他運動如籃球三對

三街頭鬥牛比賽、街舞比賽、舒跑杯慢跑賽事等，則應持續與予鼓勵。  

四、 如「山」的古蹟、藝文活動： 

山代表的意義是歷史悠久、永續經營、地位崇高，對其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舉凡有歷史價值的建築、老街、藝術、技藝等，皆是前人留給我

們後代子孫的國家寶藏，不論是先民開墾、外國殖民、政府播遷來臺或是

近年開發興建，都是這個城市的歷史及內涵，我們更需包容以對，因此政

府不但應要持續推動、鼓勵保存優質文化，民眾也應以本市擁有之優質文

化為榮，共同維護、一起珍惜，也冀望多年以後，本市的文化遺產也能被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評選為「世界遺產」。 

在瞭解本市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並透過包裝，以「風」、「林」、

「火」、「山」為四大未來發展主軸，透過行銷策略，以增強國際能見度、

提昇本市之國際地位，方能營造一個優質國際新都，這個目標並非海市蜃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7%A7%91%E5%AD%A6%E6%96%87%E5%8C%96%E7%BB%84%E7%BB%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9%81%97%E4%BA%A7&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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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般虛幻而高不可攀，當然也非近在咫尺而一蹴可幾，過程是艱辛、遙遠、

不可預期的，期盼市府能洞燭機先、運籌維幄，當然民眾也應熱烈支持、

戮力參與，在上下一心、不分藍綠之下，攜手致力於營造本市成為一個優

質的國際新都，盼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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