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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導讀」提供讀者一份新的閱讀體驗，傳統書籍也可以如此方便

地做到：既有深度、兼具廣度。其特色既保持書本平面閱讀時的舒適

感與質感，同步又能夠提供多面性的具象影音，使書的內容更充實、

更能散播美感與價值。

行動導讀　這樣做─

1. 手機下載「行動導讀」APP（iOS、Android 適用）或瀏覽網站

（http://www.dowdu.tw/）。

2. 輸入「書碼」：QR Code 或 201716。

3. 查看「易導碼」（例如「(25)」），即可體驗閱讀中所延伸的豐

富多媒體與影音內容。

書碼 201716

複合媒體影音書



近年來，作為宜居城市的臺中市，吸引了各地的民眾陸續

移入，人口大幅成長，躍居全臺第二大城，同時民眾對生活品

質的訴求相對提高，人文精神也隨之抬頭。政府應如何規劃城

市願景，以符合市民期待，這一步極為重要。

現今的臺中，能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過去打下的基

礎功不可沒。許多在地的民間團體在此基礎上，活絡熱切地

在臺中各地舉辨藝文活動，布置閱讀、品茗、及享用文創餐

飲的舒適生活空間，或透過舉辦讀書會、講座等不同方式推

展這座文化之城，使它的生活面貌、運轉軌跡可以清楚地被

自身與外界所認識。而市府的文化團隊也不落於人後，以出

版的力量凝聚這些人文精神，用以滿足這座對自身文化越來

越有自覺的城市。

為了與過去眾多學術性的調查研究報告做區別，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特別策畫出「臺中學」叢書，以故事傾訴當地，以圖

片還原環境，讓大眾透過這套書去發掘更多臺中的美好，進而

典藏臺中的歷史、文化與生活。去年付梓的臺中學專書裡，分

別暢談「臺中公園的今昔」、「領航者林獻堂」、「葫蘆墩圳

市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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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清水人文地誌學」、「世界珍奶與臺中茶飲」等五

大主題，都獲得廣泛的迴響。

今年，我們聘請宋德熹與朱書漢、游博清、方秋停、郭双

富與蘇全正、林景淵與曾得標等專家學者，撰寫第二輯的臺中

學，推出《驛動軌迹：臺中火車站的古往今來》、《市街之味：

臺中第二市場的百年風味》、《書店滄桑：中央書局的興衰與

風華》、《劇場演義：演藝娛樂現代化的天外天劇場》、《踢

躂膠彩：臺灣膠彩畫之父林之助》，希望大家透過這五部專著

看到臺中昔日的風華、現今正在進行的輪廓，與未來城市發展

的藍圖，了解這塊土地的身世背景，進一步與臺中產生深厚的

情感與歷史文化的連結。

得以在一座人文風氣濃厚的城市中生活，無疑是幸福的。

當然，臺中文化重鎮的地位之所以屹立不搖，靠的無非是一種

長時間文化的累積，我們現在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為將來進行儲

備，所以我們也會持續出版一系列與臺中學相關的書籍，透過

記錄不同階段、不同層面的人事物，增加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

厚度。

9儲備臺中的人文精神│市長序



臺灣遊客偏愛日本京都。因為，那是一座洋溢著人文、藝

術、歷史等氣息的棋盤式城市。然而如今卻極少人知道，昔日

的臺中市也因為曾以京都為城市規劃的藍本，而被賦予了「小

京都」的美稱。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百年之前的中區地貌―宏偉的臺中火車站、

臺中市役所、臺中州廳；許多香火鼎盛的寺廟；寧靜的各類日式傳統住宅；摩登

的巴洛克式洋房、現代的市場建築；以及嫵媚柔人的柳川與石橋―那份傳統與

現代、繁榮與靜謐並行的優雅，也曾經在臺中如此深刻地駐足過。

生活在「小京都」這座風情萬種的城市，我總想，要怎麼樣讓它的優雅再現，

或是更廣為年輕一輩所知；當然，臺中不只有優雅的小京都，還有更多精采繽紛

的山海景致與極富臺灣味的城貌，提供了許多足以形塑臺中的關鍵字庫。這些字

庫的單詞不應只是單薄的名詞，而是更能引發人們情感共鳴的聲音，於是，「臺

中學」系列在 2016 年誕生了。

第一輯「臺中學」付梓後，不僅受到海內外矚目，也獲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的出版獎勵，以及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的推介選書。市府與文化局團隊

感謝各界的肯定之餘，今年也再接再厲，繼續編纂「臺中學」第二輯，規劃「臺

中火車站」、「臺中第二市場」、「中央書局」、「天外天劇場」、「臺灣膠彩

之父林之助」等五大主題，重塑「小京都」的生活與人文風貌。而第二輯的籌畫

與撰寫，很榮幸邀請到中興大學及臺中在地的專家學者們，以他們豐厚的史學素

養及在臺中生活多年的實地經驗，為這五個臺中關鍵詞彙刻劃立體細緻的脈絡。

在臺中火車新站開通之際，對舊站的記憶與感情依舊鮮明地存在於每個臺中

局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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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中，《驛動軌迹：臺中火車站的古往今來》便是一個精準的彙整與見證；

本書由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宋德熹、長期以「寫作中區」為筆名記錄臺中的朱書

漢執筆操刀，不捨中卻又帶著期盼的心情，為這座老火車站的曾經與將來留下註

腳。第二市場已是「臺中美食」的另類代名詞，而美味根植於整個場域獨特的歷

史氛圍；透過《市街之味：臺中第二市場的百年風味》，擅長臺中發展史與文化

交流史的游博清讓我們聽到了日語、臺語、國語交雜出的市場語言，更在古色的

紅磚樓下聞到了青蔬、鮮魚的氣味，從不因百年過去而變質。

在電視、電腦等 3C 產品還未問世的年代，人們最大的娛樂便是閱讀與看電

影，中央書局與天外天劇場因此與許多人的青春歲月遇見相逢。散文家方秋停不

但以生動的說故事手法將中央書局在臺中建立文化碉堡的歷程娓娓道來，更訪問

了諸多文化界人士，讓中央書局透過他們的記憶逐步復甦；對於即將重獲新生的

中央書局而言，《書店滄桑：中央書局的興衰與風華》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指南。

而天外天劇場或許是第二輯系列中最不容易詮釋的主題，但長期關注此地的蘇全

正依舊透過中部首富吳鸞旂傳奇的一生，及其子吳子瑜對劇場的出資、投入，爬

梳出天外天劇場的輪廓，成就了《劇場演義：演藝娛樂現代化的天外天劇場》這

部作品，本書也幸得「臺中文史寶庫」郭 富的協助，收錄許多精采的圖片文獻。

如同第一輯的規劃，第二輯也選錄一位知名的臺中人物作為全輯亮點，出生

在大雅、壯年乃至老年皆活躍於臺中的一代膠彩畫大師林之助便以《踢躂膠彩：

臺灣膠彩畫之父林之助》一書登場。這部由林之助弟子曾得標及中興大學教授林

景淵執筆的作品，除了清晰地勾勒出大師幽默迷人的風采，更重現他在動亂的大

時代中，仍穩健地步向美之天地的堅定理念，是一部精采絕倫的人物觀察寫真。

巡禮了「臺中學」第二輯，我們會發現臺中何以在當年能坐擁「小京都」的

封號，而這次的選題除了著重地理、歷史的主軸，也將視野延伸至庶民生活、美

術藝文的層面，希望民眾不只能從文史的角度去認識臺中的曾經，更能感受與欣

賞它美麗的面貌與內涵。

11「百年城」的五道歷史光芒│局長序



前　言

跟著時光倒轉，步向舊城區的悠悠記憶。映入眼簾一幢灰了舊了的老建物，靜默

無語看盡世事滄桑，風雲變幻在它身上遺留歲月行經的痕跡，更含藏時代的迂迴

與曲折。曾經意氣風發、滿腔理想與熱血，振興一場場文化運動的它─中央書

局，行將捲土重來，蓄勢待發……

重返舊城區，穿進歷史走廊





2017 年 3 月 13 日天氣晴，臺中舊城區仍有熱鬧與沉寂。

從火車站往西行，大肚山位於地勢漸升的遠方。臺灣大道及中

山路為縱軸，與自由、三民路交錯成棋盤。繁榮似水隨著人潮

流動，市集、百貨，金飾店、鐘錶行……，歷史背景向後拉，

淙淙含融著車聲與人影。再往前，市府路轉角那幢老建築即將

整修，鄰近民眾紛相探問：「這樓真要翻修了，修好後要做什

麼？」

灰舊老屋默默存在，如被歲月洪流沖退岸邊的廢墟，和

附近房舍滄桑接連，訴說著無常的世事與人情。依稀記得這裡

以前是家便利商店、不―，它曾經賣過安全帽，記憶前後挪

中央書局整修動工前，

全體人員在店門口前進

行祈福儀式。前排中為

劉克襄董事長，左為上

善人文基金會張杏如女

士，右為蘇睿弼老師。

（中央書局／提供）

書店滄桑│中央書局的興衰與風華14



動，市公車走走停停，循著單行道路線左彎右轉，它曾經賣過

婚紗……，一張張不同影像被記憶沖洗出來。是啊，這樓曾數

易主人，而它沉重的靈魂始終無法開朗，落魄身形看在老臺中

人眼裡，總覺得不忍心。

「其實它更早之前是家書局！」

「書局？」

「是啊，是家書局，而且是間很重要的書局！」黃伯夾雜

在人群當中，眼盯那圓弧房樓，以沙啞嗓音緩緩說道。

一旁圍觀的路人，有的一臉茫然、有的表示認同，是的，

這裡原本是家書店，有人曾經聽說、有人以前來過……，它的

中央書局歇業之後，曾

歷經多次身世流轉。圖

為改裝為婚紗店的中央

書局。（林良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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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名就叫「中央書局」。

「中央書局？是政府開的嗎？為什麼叫中央？」

「不是，不是政府開的！」

「那是誰開的？」、「為什麼會關起來？」、「現在又要

開了嗎？」……

年輕一輩滿是疑問，黃伯陷入長考，一時間「中央書局」

像首用來測試年齡的老歌，六年級後的學子，即便聽過，也只

存留模糊印象。依稀記得那凌亂、昏暗場景，直覺中央書局是

在時代進步、資訊爆漲聲中，隨著舊城區沒落而被遺忘的一家

書店；四、五年級生，或更早前的知識分子，則因地域、閱讀

興趣，與中央書局有著或深或淺的緣分。或曾佇立層疊書架前，

文思智識獲得了啟發；或曾蹲坐清涼的磨石地板，尋著生命疑

惑的解答……

「這家書店到底有多重要呢？」

「現在新的書店這麼多，尤其大家又習慣在網路書店銷

費，這時候重開一家老書店不是很奇怪嗎？」

黃伯清了清喉嚨，正想該如何回答這一堆疑問。這時一對

青年男女拿著筆記簿和相機，走到黃伯面前恭敬說道：「老伯

伯，我們正要寫一篇和中央書局有關的報告，您可不可以和我

書店滄桑│中央書局的興衰與風華16



們談一談？」

「報告！」黃伯聽到「報告」便聯想到學術研究，感覺似

乎太正式了，本來自若的神情突然有些緊張。

「是啊，中央書局是臺灣文學史上一個很重要的題目，老

伯您可不可以把知道的告訴我們？」

「臺灣文學史？」黃伯沉默半晌，然後說：「不只臺灣文

學史，中央書局在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也有關鍵性地位。你

們千萬別以為它只是一般販賣書籍文具的商場，它曾經是日治

時期臺灣社會運動的第一現場。」

欣倫聽了很是興奮，連連點頭並翻出寫得密密麻麻的筆記

本。指出其中一段：

「是啊！文史學家巫永福的書有寫：當時的中央書局儼然

是『臺灣文學運動的中心』、而且還說它簡直是『臺灣文化上

的梁山泊』耶！」

「這是真的，像獻堂仙、莊遂性，也就是你們書裡所寫的

莊垂勝、張深切、賴和、楊逵……，這些名人都和中央書局有

關係！」

欣倫想到那一個個懷抱理想、充滿血性，遭遇挫折仍不屈

服的生命皆曾進出這樓，和我們踏踩同樣的街道，情緒不覺更

17重返舊城區，穿進歷史走廊│前言



愈激昂，心中好奇一一冒出：

「古瑞雲在《臺中的風雷》有提到，日治時的中國報刊和

一些左翼著作都被列為禁書，聽說這些平常不准看的書，都藏

在中央書局的天花板，是真的嗎？」

黃伯嘴角笑了一下，這些傳言確實是有的，二二八事變

後，臺中民情沸騰，情勢緊張，許多慷慨激昂的情節都環繞著

中央書局發生。當時「輿論調查所」便在中央書局樓上成立，

許多緊急會議都在這裡召開。之後「壓不扁的玫瑰」楊逵 (1) 遭

遇當局追殺，倉促逃亡時，隨身帶著的便是中央書局的油印

機……，一幕幕怵目驚心畫面皆和中央書局有關連。

黃伯越說，欣倫和小凱越亢奮。原來，我們離激烈風發的

史實這樣近。靠近中央書局，似可感受那怦然跳動的民族情緒。

工地大門前方桌上陳列著牲果，眾人燃起香炷，虔誠向神

靈昭告―這荒廢之地即將重生，再現往昔風采。

中央書局要回來了！

小凱拿起相機，對此歷史場景接連按下好幾張……

書店滄桑│中央書局的興衰與風華18



中央書局歇業後，二樓曾有舞蹈教室入駐。（林良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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