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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規劃會議及地方座談會成果 

 

第一節 相關活動辦理成果 

一、臺中菸葉廠老員工歷史座談會 

(一)活動說明 

於調查研究過程中，邀請老員工重回工作現場，透過座談方式，共同回憶廠

區發展的種種歷程、作業流程與廠區故事。 

(二)邀請對象 

邀請臺中葉菸草乾燥廠廠長、主管、老員工等參與，共同針對廠區歷史、生

產流程、廠區生活、廠區重要人事物等。 

(三)活動時間地點 

1.時間：107年 7月 22日(星期日)下午 1:00 ~ 6:00 

2.地點：臺中葉菸草乾燥廠大禮堂（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704號） 

(四)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單位/代表 

13:00-13:30 貴賓報到  

13:30-13:45 開場及貴賓致詞 主持人: 

 景雅琦建築師事務所 景雅琦  主持建築師 

致詞貴賓: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簡惠華  秘書 

 豐原捲菸製造研發工廠理切工場 鍾坤麟 主任 

 立法委員何欣純辦公室 賴美連 助理 

 臺中市大里區日新里 朱福田 里長 

13:45-14:30 工務課座談 臺中菸葉廠 工務課老員工 

14:30-15:15 農務課座談 臺中菸葉廠 農務課老員工 

15:15-16:00 物料課座談 臺中菸葉廠 物料課老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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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單位/代表 

16:0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30 廠區實地分享 臺中菸葉廠 老員工 

17:30-18:00 交流座談  

(五)活動文宣及記錄 

 
臺中菸葉廠老員工歷史座談會 活動海報 

   
活動場地佈置 老員工進場簽到 老員工就坐 

   
工務課陳文圖先生分享 生產流程導覽 生產流程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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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喂!鬥陣來拍片-微電影創作工作坊--一起用影像說產業文化資產 

(一)活動說明 

以歷史建築保存及再利用為主題，研擬臺中菸葉廠再利用現況課題與未來

再利用經營管理之研討議題，並以感官、行動、情感、關聯以及思考等五大創

意實踐作為工作坊之操作主軸，以具體落實創意實踐之可能性。將藉由專題演

講、實際操作及綜合座談方式進行，探討在「保存與維護」的同時，如何將場

域中的文化精神持續更新與積累，成為新思維和新價值產生的加速器，並整合

文化資產內涵，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轉化文化發展的養分，並進而形

塑在地文化特色產業與觀光，帶動地方的繁榮發展。 

(二)邀請對象 

1.地方居民及代表、在地產業代表、地方主管機關與承辦相關單位人員。 

2.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或對文資保存有興趣之青年。 

3.從事產業文化資產保存與文化資產行銷推廣、經營管理等相關工作者。 

(三)活動時間地點 

1.時間：107年 9月 15日 第一場 08:00~12:00 / 第二場 13:00~17:00 

2.地點：臺中支局葉煙草再乾燥場建築群(臺中菸葉廠)-大禮堂 

(四)活動流程 

第一場 08:00~12:00 / 第二場 13:00~17:00 

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第一場︰08:00~12:00 

08:00 - 08:20 報到 菸葉廠-大禮堂 

08:20 - 08:30 貴賓致詞 菸葉廠-大禮堂 

08:30 - 08:40 活動說明 (景雅琦建築師事務所 景雅琦 建築師) 菸葉廠-大禮堂 

08:40 - 09:20 
專題演講(一)  

產業文化資產痕跡與新生 (施忠賢結構技師) 
菸葉廠-大禮堂 

09:20 – 10:00 場域探勘 : 菸葉廠歷史談 (菸廠老員工講古) 菸葉廠 

10:00 - 10:10 休息  

10:10 - 11:00 
實務工作坊(一) 

影像講故事-淺談微電影 (講師：張建祺/野貓設計工作室總監) 
菸葉廠-大禮堂 

11:00 - 11:10 休息  

11:10 - 12:00 
實務工作坊(二) 

影像講故事-劇本與分鏡製作 (講師：張建祺/野貓設計工作室總監) 
菸葉廠-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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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12:00 - 13:00 午餐時間 

第二場︰13:00~17:00 

13:00 – 14:30 
實務工作坊(三) 

影像講故事-拍攝與運鏡 (講師：張建祺/野貓設計工作室總監) 菸葉廠-大禮堂/

廠區 
14:30 – 16:00 

實務工作坊(四) 

影像講故事-影片剪輯 (講師：張建祺/野貓設計工作室總監) 

16:00 - 16:05 休息 

16:05 - 16:30 工作坊成果發表 菸葉廠-大禮堂 

16:30 - 17:00 綜合座談會 (聆聽各界對本區發展的意見) 菸葉廠-大禮堂 

(五)活動文宣及紀錄 

 
臺中支局葉菸草再乾燥場建築群  喂!鬥陣來拍片-微電影創作工作坊 宣傳海報 

   
學員報到 各組影片實作 各組影片成果說明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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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中支局葉菸草再乾燥場建築群-參觀導覽活動 

(一)活動說明 

透過導覽方式，介紹廠區規劃、建築特色、生產流程及廠區故事的種種。並

共同分享對於廠區的想法。 

(二)導覽對象 

朝陽科大景觀與都市設計學系師生、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相關單

位人員 

(三)活動時間地點 

(1)時間：108年 04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1:30 ~ 5:00 

(2)地點：臺中葉菸草再乾燥場（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704號） 

(四)導覽解說員 

景雅琦建築師事務所 王宗鴻規劃師。 

(五)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單位/代表 

13:30-13:40 報到、簽到 朝陽科大景觀與都市設計學系師生、 

臺中市政府相關單位人員、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相關單位人員 

景雅琦建築師事務所 

13:40-13:50 集合 

13:50-14:50 廠區導覽 

14:50-15:00 休息  

15:00-17:00 自由參觀、綜合討論 朝陽科大景觀與都市設計學系師生、 

景雅琦建築師事務所 

17:00- 歸賦  

(六)活動紀錄 

   
報到、簽到、集合 廠區導覽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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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尋。菸廠！小怪物」_成果發表暨快閃成果展 

(一)活動說明 

臺中菸葉廠於民國 106(2017)年停產之際，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辦，臺中

市文化資產處委託民間團隊執行「臺中支局葉煙草再乾燥場建築群修復再利用

計畫」，針對臺中菸葉廠進行詳細的歷史研究、建築研究與資料建置，期望由臺

灣菸產業的脈絡，探詢臺中菸葉廠的定位與價值，並保存下菸產業中重要的產業

遺產。然而，本計畫不僅是文字、圖紙紀錄，更期待以互動的形式讓大眾可以親

臨菸葉廠。這一次本計畫最後一場的菸葉廠體驗活動「尋。菸廠！小怪物」將以

快閃成果發表暨成果展的方式進行，在探討「保存與再利用」的同時，期望將場

域中的文化精神持續更新與積累，並整合產業性文化資產內涵，再現土地、產業

與人民的歷史記憶，藉此轉化為再利用的養分。 

(二)邀請對象 

1.地方居民及代表、在地產業代表、地方主管機關與承辦相關單位人員。 

2.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或對文資保存有興趣之青年。 

3.從事產業文化資產保存與文化資產行銷推廣、經營管理等相關工作者。 

(三)活動時間地點 

1.時間：108年 6月 15日 成果發表 10:00~11:00 /快閃成果展 11:00~17:00 

2.地點：臺中菸葉廠-大禮堂辦公室(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704號) 

(四)活動流程 

成果發表 10:00~11:00  / 快閃成果展(闖關集點活動)11:00~17:00 

107 年 9 月 15 日 

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09:50 - 10:00 簽到 菸葉廠-大禮堂辦公室 

10:00 - 10:10 主持人開場 菸葉廠-大禮堂辦公室 

10:10 - 10:15 影片播放 菸葉廠-大禮堂辦公室 

10:15 - 10:30 長官致詞 菸葉廠-大禮堂辦公室 

10:30 - 10:40 開幕儀式 菸葉廠-大禮堂辦公室 

10:40 - 10:55 建築師簡報 菸葉廠-大禮堂辦公室 

10:55 - 11:00 大合照 菸葉廠-大禮堂辦公室 

11:00 - 17:00 茶會&闖關集點活動 廠區 

17:00 -  歸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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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文宣及紀錄 

 
歷史建築「臺中支局葉菸草再乾燥場建築群」修復及再利用計畫_成果發表暨成果展 宣傳海報 

   
報到 長官致詞 建築師簡報 

   
大合照 會後討論 闖關活動 

   
闖關活動 闖關活動 紀念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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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志工培訓課程 

(一)時間 

108年 9月 29日（星期日）下午 13:30-5:30 

(二)地點 

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求是書院會議室（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號） 

(三)邀請對象 

臺中市文資處志工隊 

(四)辦理單位 

1.主辦單位：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2.協辦單位：景雅琦建築師事務所 

(五)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課程內容 講師 

13:00-

13:30 
志工報到 

 

13:30-

15:30 

課程一 

臺中菸葉廠歷史概述 

臺灣煙產業與專賣制度－說明臺灣煙

產業的發展概況，加強說明專賣制度中

的煙專賣部份。 

臺中煙區與臺中葉煙草再乾燥場－說

明臺灣煙產業的發展區位，著重在臺中

煙區的發展因素與重點，最後說明臺中

葉煙草再乾燥場的選擇與周邊環境。 

臺中葉煙草再乾燥場變遷－詳細說明

整個廠區的變遷與重要事件。 

臺中葉煙草再乾燥場之意義與特色－

說明整個廠區的意義與特色。 

陳柏志 

15:30-

17:30 

課程二 

臺中菸葉廠建築特色 

臺中菸葉廠歷經不同時期，其建築特色

因應時代工法、廠區作業需求而有所不

同，並將依六棟歷史建築進行詳細解

說。 

康樂室（原辦公廳） 

大禮堂(原員工食堂) 

景雅琦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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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原氣罐室) 

鍋爐間及浴室 

複薰工場(原再乾燥場)  

桶菸倉庫 

17:30- 賦歸  
 

(六)活動照片記錄 

   

志工培訓講師 
課程一 

臺中菸葉廠歷史概述 

課程一 

臺中菸葉廠歷史概述 

   
課程二 

臺中菸葉廠建築特色 

課程二 

臺中菸葉廠建築特色 
志工參與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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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文宣品製作成果 

本案相關文宣品包含導覽手冊及導覽摺頁。 

一、導覽摺頁 

導覽摺頁的規格為 A4雙面設計。 

 
圖 7.2.1 導覽摺頁                                                  資料來源:本計畫設計 

 
圖 7.2.2 導覽摺頁                                                  資料來源:本計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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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覽手冊 

導覽手冊的規格為 B5對折、左翻，裝訂方式為騎馬釘，詳如附件九。 

 
圖 7.2.3 導覽手冊封面                                               資料來源:本計畫設計 

 
圖 7.2.4 導覽手冊目錄                                               資料來源:本計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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