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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臺臺中中中南南南屯屯屯



市 長 的 話市 長 的 話市 長 的 話

        臺中市是一座美好且宜居的城市，我們擁有山、海、屯區等豐沛資

源及一群知性善良的市民，這一年來我與市府團隊秉持「市民的市長、

行動的市府」的理念施政，努力回應市民朋友對於改變臺中的高度期盼

，上任後致力推動健康、教育、藝文、就業、交通、生活等領域的全方

位服務，期望創造臺中市民更美好的生活體驗，為臺中這座城市建設注

入無限的創意與活力！

    這一年來市府推動了「老人假牙補助」、規劃建置「8年1萬戶社會住

宅」，並率全國之先成立「愛鄰守護隊」，整合民政、社政、衛政體系

，以區里鄰等基層行政系統主動出擊，即時關懷獨居老人與弱勢家庭。

為了讓年輕人無後顧之憂，推動「托育一條龍」計畫，提供完善照顧及

幼托體系，並針對銀髮族規劃一系列專屬服務，讓長輩享受樂齡健康、

退而不休的生活。對於南屯區居民的需求，上任後立即解決南屯區環中

路與五權西路口的交通壅塞問題，對於已延宕二年的臺中市南屯區國民

運動中心興建工程，亦順利於今(104)年6月發包決標與動工，預計106

年底完工；現正規劃並將於106年底啟用南屯區李科永紀念圖書館，將

結合附近的筏子溪水景與周邊綠帶，希望為南屯區居民打造一個舒適的

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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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原本就是為了「人」而存在，南屯區過去以農肇基，是台中盆

地開墾的起源，迄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經過多年來的建設，已逐步發

展為現今產經重鎮，傳統與現代並俱的區域，而南屯區仍然擁有許多古

蹟與歷史建築，也保存許多民俗節慶文化活動，是一個非常適合定居生

活的地方。今年市府文化局亦針對南屯區流傳百年之久的「五月五犁頭

店穿木屐躦鯪鯉」節慶文化，特別申請穿木屐踩街挑戰金氏世界紀錄活

動，就是希望成為行銷台中重要文化活動的推手，並逐步打造台中成為

文化城。 

        臺中擁有和煦的陽光、怡人的氣候、便捷的生活機能，造就了深具

包容力的城市特性，更蘊藏著成為一座「創意城市」的豐富潛能，市府

團隊將持續以行動讓生活在台中的每一個人，都能享有一定水平的富足

、便捷的大眾運輸、令人安心的居住環境、涵泳於豐富的文化與自然生

態、擁有實現創意的無限可能，讓台中成為全台第一的創意城市、生活

首都，讓市民朋友感受到臺中正在「加速蛻變」，並且已身為台中人為

榮。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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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長 序區 長 序區 長 序

歡迎光臨鯪鯉的故鄉-南屯

         臺中市南屯區是台中盆地開墾的起源，三百餘年來保留了許多珍貴

人文歷史、信仰節慶與常民生活文化等。過去南屯以農肇基，之後由於

黎明新村、中山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台74線中彰快速道路快官至中清

路段、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等重大公共建設陸續發展，配合文心森林

公園、豐樂公園等大型綠地公園的興建及大墩國中、惠文國小及惠文中

學等學校的建立，讓南屯區發展為一個傳統與現代並俱，非常適合居住

的地方。

        南屯區吸引人的地方很多，走在南屯老街上，你會看到蜿蜒古道與

成排紅磚街屋，訴說著「臺中第一街」的歷史與風華。這裡還保留了許

多的農田景觀與傳統三合院，與莊稼人質樸的人情味，非常適合以漫遊

方式來這裡走走逛逛。臺中市萬和宮已有331年歷史，是南屯區居民重

要的信仰中心，台中市文昌公廟為臺中地區教育之發祥地，彩虹藝術公

園的五彩繽紛色彩恍如進入異想世界中，望高寮是台中市民觀賞夜景的

好所在，而楓樹社區誠實商店、中和里柑仔店等社區營造成果，亦是吸

引許多人前往探訪。另外，每年農曆三月開演的「字姓戲」與端午節「

犁頭店穿木屐躦鯪鯉」民俗節慶活動，都是南屯居民兒時共同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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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老店如打鐵、種苗、米麩等也未被時代的浪潮淹沒；隱藏於市場

巷弄內的小吃或在地美食，不論是麻芛湯、糕餅、麻糬、肉圓等更是伴

隨在地人成長的好滋味。

        雖然南屯區的建設愈來愈多，但是我們以文化涵養了這一座城市的

深度，歷史的更迭，讓南屯區淬鍊

出更精彩的人文篇章，歡迎大家有

空前來南屯，體驗城市中難得的祕

境與悠閒。

臺中市南屯區公所  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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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乾隆年間為因應墾殖所需，打鐵店鋪、商

店、販仔間林立，其㆗又以犁頭最為出㈴，於是

㈲了「犁頭店」舊㆞㈴的稱㈺，也是台㆗盆㆞開

墾的起源。

臺中起源犁頭店  臺中起源犁頭店  臺中起源犁頭店  臺中起源犁頭店  臺中起源犁頭店  臺中起源犁頭店  



         南屯舊稱犁頭店，是臺中市最早開發的地區，南屯區原本是巴布薩   ( Bab

 uza )平埔族人生活的區域，清康熙 49年（西元1710年）北路營參將張國至彰

化討伐大肚山番亂，看上南屯一帶的肥沃平野，遂以代繳賦稅為條件，向居民

取得土地開墾權，招徠部將劉源沂、黃鵬爵等人來此招佃拓墾，開墾包括南屯

街區一帶的荒野，是今南屯街區墾闢的開始，其後並由台灣總兵藍廷珍續墾，

南屯街區逐漸繁榮。為因應墾殖所需，打鐵店鋪、商店、販仔間林立，其中又

以犁頭最為出名，於是有了「犁頭店」舊地名的稱呼。

        犁頭店街是連接彰化縣城（半線街）至葫蘆墩街（今豐原）的中途站，清

雍正年間此地已相當繁盛，雍正 1 0 年（西元1732年）在犁頭店街設立貓霧捒

巡檢署〈等同現今警察局〉；雍正11年設貓霧梀汛（設弁帶兵之處），至此犁

頭店成為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的中心。乾隆51年(西元1786年)林爽文發動

武力抗清時，此地遭受兵燹焚毀。乾隆53年(西元1788年)重建市街，但已不及

大墩街（今台中市中區）繁榮，犁頭店街因而邁入式微。

        隨著犁頭店街的發展，以大肚臺地及筏仔溪為範疇，漢人的入墾發展出筏

仔溪東西兩岸之農村聚落文化，其聚落沿革如下：

為現在的南屯里，於清朝雍正、乾隆年間，因拓荒風氣鼎盛，移     1.犁頭店：

                              民湧集，農具製造與販售應運而生，打製犁頭等農具的店舖聚集

                              ，形成農民生產用具的交易中心，故稱作「犁頭店」。

為現在的春社、春安二里，以前曾是平埔族的聚落，因此得名。     2.番社腳：

為現在春社里之一部分。因為初期開墾的人是來自福建泉州府同     3.同安厝：

                              安縣，所以聚落取名為同安厝。

為現在寶山里與文山里一部分，是以前由海線進入台中必經之地     4.知高庄：

                              ，又稱「豬哥庄」。地名之由來，相傳清雍正年間，曾有以牽雄

                              豬為業者居住，故以名；也有一說「知高」為一山坑，往昔有野

                              豬常來山坑飲泉水而得名。

     5.山仔腳：為現在的文山里南邊一部份，因位於大肚台地山麓地帶而得名。

     6.三塊厝：為現在的三厝里、三和里、三義里與黎明里，因初期開墾者興建

                              了三棟房屋而得名。

南屯區歷史沿革  南屯區歷史沿革  南屯區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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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田心仔庄：為現在的田心里、向心里、同心里、文心里、大同里、大興里

                               、大誠里，因初期建莊於田園中心，故以名。聚落分布於向上

                               路，南屯路的兩側，尚包括牛墟（昔日為販賣牛隻市場）、尾

                               厝、江厝等聚落。

為現在的永定里，此一帶昔日為閩西汀州府永定縣移民來此開8.  永  定  厝：

                                墾建村，村民為追念故鄉之意。

9.  溝  仔  墘：為現在的溝墘里、惠中里與大業里，因為昔日境內有一條大溝

                                ，上游叫做溝仔墘溝，下游為南屯溪(犁頭溪)，而田地就位在

                                大溝的兩岸，故名「溝仔墘」。

為現在的新生里，傳說是新建的村莊，故稱為新莊仔，也稱「10. 新 庄 仔：

                               劉厝莊」或叫「針角仔」，此一說法是因聚落建於二條圳道尖

                               角處而得名，另居民多以劉姓為主，故舊稱「劉厝」。

  為現在的豐樂里，地名的由來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這個地11. 麻 埔：糍

                               方是來往於彰化縣城、犁頭店、葫蘆墩(豐原)的必經之地，曾

                               經有人在此販售麻糬，因此得名。另一種說法是：初墾時期，

                               在現今文心南五路與永春東二路交叉口一帶，昔日是一個「大

                               魚池埔」，潭邊的稻田因為過於潮濕，無法用牛犁田，而農夫

                               下田耕作時 ，雙腳踩踏的田土直陷到膝蓋，所以墾殖的庄民，

                               將泥土像麻糬一樣軟Q的大魚池埔地帶，叫做「麻糍埔」。

為現在的鎮平里之一部分。昔日居民就有借用水力發展農務，12.  水    碓 ：

                               當時引用旱溪支流後壁溪北岸間設置一具「水碓」（舂米的石

                               臼工具），因此得名。

為現在鎮平里，為清代廣東嘉應州鎮平縣移民入墾建村之地，13.  鎮    平 ：

                             故得名。

                               為現在的楓樹里，地名起源是當時旳墾拓民眾建村於楓樹附近

                               ，又同時因大雅鄉亦有上楓村名，為與之區別，故稱為下楓樹

                              腳。

                              為現在的中和里，地名由來為此一地帶尚未開墾前是一大塊荒

                              草叢生之地，故附近放牛者常在此放牛，因此得名。

         台灣日治時期 ( 西元1920年 )行政區劃改制，改為南屯庄，轄屬台中州大屯

郡；至民國34年（西元1945年）中華民國接收日本台灣總督府所轄之區域，將

此區改為台中縣南屯鄉，民國36年( 西元1947年 )併入台中市改稱南屯區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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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區行政概況南屯區行政概況南屯區行政概況
        南屯區的地形東西寬廣而南北狹長，東至麻園頭溪與南區、西區為界，西

至大肚台地與大肚區為鄰，南接烏日區，北端與西屯區接壤。區內東半部為台

中盆地，西半部則為大肚山台地的斜坡面，整體地勢北高南低、西高東低，區

內則有土庫溪、筏子溪、麻園頭溪等溪流由北往南的方向穿梭其間。望高寮為

南屯區的地理高點，海拔約270公尺，面積約30.82平方公里。

        本區現編為25里，568鄰，戶數為5萬9,654戶，人口數為16萬4,290人(10

4年11月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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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區公所簡介南屯區公所簡介南屯區公所簡介
        本區原屬農業型態地區，居民生活純樸，近年來因受七、八期市地重劃，

住宅區擴增，及工業區之開發，致目前高樓大廈林立，外來人口驟增，工商業

蓬勃發展，隨即又因高速公路、東西向快速道路及南屯交流道、高鐵烏日站開

闢完工，帶動南屯區整體交通動脈，在社會日趨多元快速變遷之下，大眾對於

建設之關注及重視將與日俱增，對於政府之要求亦勝於以往。

        區公所是現行政府行政體系中最基層的機關，所有主管業務均與區民權益

息息相關，本所賡續落實便民政策，實踐行政作業之簡化手續、縮短作業流程

，設置各業務單位單一窗口、志工服務台、里幹事綜合服務台，採「一處收件

，全程服務」、「證件不齊，一次告知」等措施，以有效處理民眾申請（陳情

）案件，達到簡政便民的目地；同時，善用各項社會資源，成立具服務熱忱之

社會人士擔任本所志工隊，提供諮詢、引導等服務，期望以良好的辦公環境，

提供最佳的服務品質，並本「便民、效率、績效」之宗旨，締造嶄新的服務風

貌，提高行政效率，加強為民服務。

上午(AM)：08:00-12:00

下午(PM)：13:00-17:00

中午不打烊櫃檯
(Non-stop Service through the Lunch Hour Counter)

：PM12:00-13:00

為民服務單一櫃檯
Easy-go/One-stop Service Counter

健保業務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兵役業務 
Military Service 

調解服務時間：
每周三、四下午(PM)14:00-15:00

免費法律扶助時間：
每周二、四、五下午(PM)14:00-17:00

服務電話(總機)：04-2475-2799(代表線)

免付費申訴專線：0800-200025

網址：http://www.nantun.taichung.gov.tw

星期六、星期日及國定假日休息
Closed on Saturday,Sunday and National Holidays

辦公時間 Office hour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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