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8  臺中公園 北區

日治時期，櫟社曾多次在此舉辦詩會，並留下多首〈春日遊
臺中公園〉的詩作。陳千武則曾租賃公園一處小樓，在此靜
心念書，白萩則在就讀臺中商職期間，常與文友趙天儀到此
聚會談詩。

作家身影│日治文人、陳千武、白萩

051  臺中一中 北區育才街 2 號

1915 年由文化協會、櫟社等團體共同集資創立。從日治時
期的巫永福、陳千武，到戰後的趙天儀、劉克襄、路寒袖、
楊渡皆在此度過高中時光，並與文學結下深切緣分；其中
路寒袖及楊渡更同為「謬思社」的文友。齊邦媛、楊念慈
則分別在此教授國文及英文，春風化雨。

作家身影│巫永福、陳千武、楊念慈、齊邦媛、趙天儀、
劉克襄、路寒袖、楊渡

064  臺中榮民總醫院
眷舍

西屯區玉門路

江自得任職於臺中榮總時，
大多時間便是在此創作，並
寫下多篇詩作，收錄於《那
天，我輕輕觸著了你的傷
口》。

作家身影│江自得

063  智光巷

西屯區智光路

為楊逵生前最後的住所，也
是么女楊碧的住所。父女倆
在此栽花種草，為楊逵晚年
生活添了一絲恬靜。

作家身影│楊逵

臺 中 文 學 地 圖
中區 東區 南區 西區 北區 北屯區 西屯區

029  居仁國中

西區自由路一段 97 號

居仁國中是臺中第一所國
民中學，因交通便捷，也吸
引大批學子就讀。洪醒夫初
中就讀的「臺中市立一中」
便是它的原身。

作家身影│洪醒夫

027  居仁國中外操場

西區自由路一段 97 號

居仁國中是臺中少數擁有外
操場的學校，劉克襄小時候
居住在附近，經常到此和朋
友打棒球，並將此段經歷寫
於《少年綠皮書》中。

作家身影│劉克襄

060  文心路 西屯區文心路

文心路是臺中相當重要的路段，長度更近乎可將臺中切對
半，沿途的景致日漸變遷，周芬伶曾以此為題材寫下〈家
具街〉一文，訴說它的繁華與改變。

作家身影│周芬伶

065  東海大學 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創立於 1955 年，是臺灣最早設立的私立大學，楊牧在創
校不久後的 1959 年入學就讀外文系，並活躍於東風社活
動。蘇紹連曾在 1970 年參加東海大學的詩學活動，曾和
楊牧有一面之緣。

作家身影│楊牧、蘇紹連

002  綠川與鈴蘭街道

中山路、綠川、自由路街景

此處曾因慶賀鐵路開通在街
道裝裝飾燈，而有鈴蘭街道
的美名。文人雅士更喜聚集
於此，以綠川作詩。當代詩
人江自得曾以〈鈴蘭街道〉
一詩緬懷過往風情。

作家身影│日治文人、江自
得

003  龍心百貨

臺灣大道與繼光街口附近

為早期知名百貨公司，利
格拉樂 ‧ 阿 小時候經常
與家人到此購物，也最期待
在頂樓遊樂場的遊玩時光。
1998年被併購後結束營業。

作家身影│利格拉樂 ‧ 阿

005  一福堂麵包店

中區中山路 67 號

1928 年成立的麵包店，最
早開設於大墩梅枝町，在日
治時期便是當地知名餅店。
廖輝英兒時經常光顧此處，
也是她對家鄉的回憶。

作家身影│廖輝英

008  彰化銀行總行 中區自由路二段 38 號

創建於 1938 年，為臺中的市定古蹟，董事長為知名仕紳林
獻堂。葉榮鐘在此任職逾 18 年，並在期間編纂出版《林獻
堂先生紀念集》。

作家身影│葉榮鐘

010  臺中市民館

中區民族路 62、64 號

1930 年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發起人林獻堂、蔡培火等
人，曾在此進行政治活動。
巫永福完成學業後，便在此
面試他的第一份工作。

作家身影│巫永福

014  中聲廣播電臺

中區光復路 136 號

創於 1953 年，是當時唯一
的民營電臺，經常播出歌仔
戲節目。洪醒夫就讀初中時
即在此租屋，日後更以戲劇
為題材創作〈散戲〉一文。

作家身影│洪醒夫

006  濟生藥房

中區成功路 84 號

由趙天儀祖父趙作霖在日治
時期開設的藥房，為當時少
數具有正統執照的漢醫師
（中醫）藥館，現由徒弟接
手經營中。

作家身影│趙天儀

007  第一市場／第一
影城

中區綠川西街 135 號

臺中大型商場，最早開設
於 1908 年。廖輝英年幼時
經常到此處的書報攤，享受
閱讀的快樂。廖玉蕙則是在
高中常至四樓的第一影城觀
影，為創作增添想像力。

作家身影│廖輝英、廖玉蕙

015  中華路商圈

中區中華路

臺中發展甚早的商圈，日治
時期白萩的父親曾在此開設
糕餅店。洪醒夫及王定國在
求學期間常於此處的舊書攤
購買書籍；利格拉樂 ‧ 阿

則是會在過節時與家人到
此購置新衣和吃飯，度過快
樂的假期。

作家身影│白萩、洪醒夫、
王定國、利格拉樂 ‧ 阿

012  第二市場

中區三民路二段

前身為新富町市場，後經整
修改為第二市場，內有許多
特色小吃，利格拉樂 ‧ 阿

的母親十分喜歡這裡販售
的米粉湯，一家人亦經常到
此光顧。

作家身影│利格拉樂 ‧ 阿

009  臺中州立圖書館

中區自由路二段 2 號

1920 年創辦，1946 年改為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1972
年遷址。現為合作金庫銀
行。葉榮鐘早年曾在此任
職，擔任編譯組長。陳千武
及白萩則在求學時期經常到
此看書、增進知識。

作家身影│葉榮鐘、陳千
武、白萩

017  瑾園

東區大智路 104 號

由林獻堂姪子林子瑾所建，
為早年文人雅士聚集交流場
所，也是櫟社社員聚會所在
地。瑾園所處的「大智路」，
亦是由林子瑾字號而來。現
為私人住宅。

作家身影│日治文人

020  臺中國小 東區臺中路 153 號

創辦於 1923 年，是臺中歷史悠久的小學。齊邦媛的三個兒
子皆就讀於此，在《巨流河》中亦曾提及關於此處的種種
回憶。

作家身影│齊邦媛

019  鐵路局宿舍

東區復興路 25 號

位於臺中火車站後站的鐵路
局宿舍，齊邦媛與丈夫在此
生兒育女，度過了十七個年
頭，現宿舍已荒廢、陸續遭
到拆除。

作家身影│齊邦媛

024  下橋仔 南區信義國小一帶

江自得的外祖父家坐落於此，兒時江自得便經常在四合院
的老家內遊耍，可惜現已拆除改建，僅留記憶中的風景供
詩人緬懷。

作家身影│江自得

022  明德高中

南區明德街 84 號

創校於 1953 年，校內環境
優美，渡也曾以此寫下〈飄
香比賽〉一詩，並被刻為詩
牆至於校園中，成為獨特的
地景。

作家身影│渡也

037  民權路舊宅

西區民權路 233 巷

葉榮鐘於退休後所購置的日
式住宅，並將書房取名為
「半壁書齋」，晚年便在此
悠然寫作。

作家身影│葉榮鐘

038  國家文化總會中
部辦公室

西 區 臺 灣 大 道 二 段 103 號
10 樓

2000 年路寒袖受命為國家
文化總會副祕書長，即建議
應到各區設置辦公室實質推
動在地文化，此一建議立即
獲得總統（兼會長）支持，
路寒袖乃在此處成立該會中
部辦公室，並辦了一系列深
耕文化的活動，如：「走揣
臺中城」文史培訓與導覽、
「飛揚臺灣」系列講座等。

作家身影│路寒袖

032  第五市場

西區樂群街

劉克襄稱它和附近的第二市
場為「舊城的心肺」，並在
近 年 撰 文 推 廣 此 處。2015
年春天，市場旁的臺中文學
館館區啟用後，更為第五市
場增添新風貌。

作家身影｜劉克襄

031  臺中醫院

西區三民路一段 199 號

創設於 1895 年，原為臺灣
總督府臺中病院。多年前，
劉克襄的父親生病時便在此
處療養，劉克襄在照顧家人
的期間創作詩集《巡山》。

作家身影│劉克襄

028  臺中女中

西區自由路一段 95 號

創立於 1919 年，與臺中一
中並列中部高等學校第一志
願。廖玉蕙在此度過她的高
中時光，此時除了教科書的
生硬課程，她也開始品嘗到
文學的溫暖。

作家身影│廖玉蕙

034  國立臺灣美術館　西區五權西路一段 2 號

臺灣唯一一座國家級美術館，創立於 1988 年。藝術之美深
深影響了作家的文字，江自得、廖玉蕙及渡也都時常到此
處參觀，並寫下心中想望的美學。

作家身影│江自得、廖玉蕙、渡也

030  臺中州廳（舊臺中市政府）西區民權路 99 號

建於 1913 年，日治及戰後作為臺中市政府之用，2010 年
市政府遷移，現為臺中市市定古蹟。巫永福及陳千武曾分
別於 1950 年及 1973 年擔任市長機要人員。

作家身影│巫永福、陳千武

036  草悟道

西區

為一條南北向綠色走廊，名
稱取自「行草悟道」的概
念。江自得搬至草悟道附近
後，便開始書寫情詩，並將
草悟道想像成森林，成為創
作元素。

作家身影│江自得

033  臺中室內設計裝
修商業同業公會

西區五權路 1 之 67 號

創於 1974 年，第一及第二
屆會長為詩人白萩。此處為
最初設立時，借臺中市商業
會會所一處為辦公室，後移
至現址。

作家身影│白萩

044  大同路 35 號

北區三民路三段 134 巷 5 弄

1949 年，楊逵原欲在此購
地經營農場，卻因白色恐怖
事件被捕入獄，留下妻兒在
此 用 心 操 持。1956 年， 臺
電索回土地權，在此建造宿
舍，現已陸續拆除。

作家身影│楊逵

053  梅川

北區

為日治時期開鑿的人工河。
江自得的住所便坐落在梅川
河畔，每每散步路經，總是
予他新的創作靈感。

作家身影│江自得

046  一陽農園

北區育才街與尊賢街交叉口

1940 年，楊逵將農園遷至
現臺中一中對面，並於存義
巷租屋。當時更發刊《一陽
周報》，傳遞臺中在地豐沛
力量，許多文人雅士亦經常
至此交流。

作家身影│楊逵

047  臺中美國新聞處

北區雙十路一段 123 號

尚未與美國斷交時，北中南
及高雄皆設有美國新聞處，
齊邦媛在此時期經常到此蒐
集外文資料，作為教材之
用。與美國斷交後，現為維
他露基金會的新會館。

作家身影│齊邦媛

052  柳川 

北區

為日治時期開鑿的人工河。
楊念慈經常漫步於此，更曾
在報章開設「柳川小品」專
欄。劉克襄在年幼時常在柳
川裡網魚遊憩，伴他度過快
樂的童年。

作家身影│楊念慈、劉克襄

043  省立臺中商職

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創設於 1948 年，即今日臺
中科技大學附設高商。白萩
當年因家境清寒，捨棄臺中
一中改就學於此，也在此時
期受古典詩薰陶，開始創作
散文及新詩。

作家身影│白萩

041  曉明女中

北區中清路一段 606 號

楊念慈在臺中一中任教時，
乃至退休之後，也都在此
教學，並培育諸多年輕學
子，汪詠黛便以〈楷樹下的
想念〉感念楊念慈的教導之
恩。

作家身影│楊念慈

049  臺灣省立臺中圖
書館

北區精武路 291 之 3 號

即現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精武公館。路寒袖讀台中一
中時，第一次到圖書館借書
就是到此；由此開展，路寒
袖大量的閱讀中西方現代文
學作品，當時慣稱的「省圖」
成了他練文學之功的寶庫。

作家身影│路寒袖

055  北屯國校巷故居

北屯區國校巷

位於北屯國小旁的巷子內，
古樸的建築和茂盛的大樹，
是楊念慈生活二十餘年的所
在，他亦在這裡創作了不少
作品。

作家身影│楊念慈

059  僑光科技大學

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1970 年，王定國入學就讀，
主編《僑光青年》，並用心
創作小說，刊登於各大報
上，期間更以〈生命之歌〉
獲全國大專文藝創作比賽第
一名。

作家身影│王定國

056  北新國中

北屯區柳陽東街 180 號

創 立 於 1965 年， 利 格 拉
樂 ‧ 阿 在此度過國中青
澀時光，並幸運遇到欣賞他
的國文老師，開始以家族為
題材進行創作，如敘事詩
〈思念故土的遊子〉等。

作家身影│利格拉樂 ‧ 阿

062  七期重劃區

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早年多為農園、畸零地，
之後經過土地與道路規劃
後，現今高樓林立，是中
臺灣最為繁華的地帶。王
定國作為文人建商，以其
敏銳的文筆，為金錢遊戲
留下小說見證。

作家身影│王定國

004  繼光街

中區繼光街

為臺中著名鬧區之一，姜貴
過去在此租屋。趙天儀則出
生於此，家中開設音響器材
及唱片公司，戰後改為經營
電器行。

作家身影│姜貴、趙天儀

013  初音町「樂舞臺」

柳川與臺灣大道交接處

日治時期為初音町的樂舞
臺，當時「臺灣農民組合」
曾在此舉行第一次全島代表
大會，楊逵即為成員之一。

作家身影│楊逵

001  臺中火車站　中區

楊牧、林廣年少時皆是經火車來臺中就學；其中楊渡是道
地臺中人，火車站於他是充滿鄉愁的地方。

作家身影│日治文人、楊牧、林廣、楊渡

018  陽光小集書坊

東區信義街

為陽光小集詩社於 1983 年
開設的書店，王定國經常到
此購書交流，在書坊結束營
業時更幫忙買下所有存書。

作家身影│王定國

021  臺中蓮社

南區民生路 23 巷 14 號

成立於 1951 年，由李雪廬
教授創辦的文化慈善事業，
長期宣揚佛法及中華文化。
這裡是林廣的精神歸宿，他
亦長期在此擔任國學啟蒙班
老師。

作家身影│林廣

016  天外天劇場

東區復興路四段 138 巷內

1936 年創辦的歐式劇場，
由當地仕紳吳子瑜出資興
建。戲院輪流演出戲劇與電
影，並設有咖啡廳、舞廳、
茶店。戰後多次易主，目前
為私人土地。

作家身影│日治文人

023  中興大學 南區國光路 250 號

臺中知名大學。楊念慈於中文系教授小說寫作，齊邦媛任第
一任外文系系主任，渡也早年亦在此兼課，寫下多篇以中興
大學為題材的詩。

作家身影│楊念慈、齊邦媛、渡也

011  中央書局 中區臺灣大道一段 235 號

臺中極具指標性意義的老書店，創辦於 1927 年，葉榮鐘與
創辦人莊垂勝為好友，經常至此購書。巫永福與呂赫若，
亦時常到此與文友相聚，交流文學與時事。蘇紹連、林廣
及廖玉蕙，在求學時都經常到此購買、閱讀書刊。

作家身影│蘇紹連、廖玉蕙、林廣、葉榮鐘、巫永福、呂赫若

026  臺中地檢署

西區自由路一段 91 號

全名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
察署，王定國早年曾在此擔
任三個月的書記官，期間經
驗也成為日後創作小說的題
材，如短篇小說〈鱒魚〉便
是以法庭為故事背景。

作家身影│王定國

025  臺中刑務所演武場 西區林森路 33 號

演武場在日治時期為臺中刑務所鍛鍊武術的地方。劉克襄
就讀小學時，返家便會經過此處，並常在附近玩耍。

作家身影│日治文人、劉克襄

035  臺中師範學校 西區民生路 140 號

原為臺中師範學校，創辦於 1923 年，1960 年改為臺中師
範專科學校，培育無數人才。呂赫若、蘇紹連以及洪醒夫
皆在此與文學結下深深的緣分。尤其蘇紹連與洪醒夫更同
組「後浪詩社」，為交情甚篤的文友。

作家身影│呂赫若、蘇紹連、洪醒夫

045  一中街 

北區一中街

一中街是臺中最有名的夜市
之一，周遭文教機構林立，
大批學子在此度過他們青春
歲月，周芬伶亦是如此，並
在 2006 年有感寫下〈青春
一條街〉一文。

作家身影│周芬伶

054  錦村東二巷宿舍

北區錦村東二巷

楊念慈任教於臺中一中時，
居住在學校蓋的教室宿舍四、
五年，直到購買北屯國校巷
宅邸才搬離。宿舍現今已拆
除，留下一片空地及高聳的
民房，待哲人追遠。

作家身影│楊念慈

057  衛道中學

北屯區四平路 161 號

創建於 1954 年，是全臺第
一所在教育廳立案的私立中
學。林廣在此任教逾二十
年，培育諸多優秀子弟，並
曾以校園草木創作〈桃花心
木〉等詩篇。

作家身影│林廣

039  臺中師範學校附
屬國民學校

北區民權路 220 號

趙天儀及白萩就讀於此，二
戰結束後，學校從教授日文
改為教授漢文，不久又改為
教授國語，兩人在此番語言
轉換學習下，對語言及文學
有更深一層體悟。

作家身影│趙天儀、白萩

040  臺中二中

北區英士路 109 號

創立於 1922 年，最初為招
收日籍學生的學校，因當時
已有臺中第一中學校，故稱
為第二中學校。林廣在此時
期愛上文學，參加文藝營，
寫下人生第一首詩〈茶〉。

作家身影│林廣

042  首陽農園

北區湖北街東興市場 A 區
62 號

楊逵在 1936 年間開設的農
場，位於現今東興市場，此
處日治時期該處為火葬場，
也是「首陽農園」的最初地
點，於 1940 年遷址。

作家身影│楊逵

050  大墩文化中心文
英館

北區雙十路一段 10 之 5 號

文英館是全國第一座文化中
心，1976 年啟用。時任行政
院長的蔣經國將它列為十二
項建設之一，通令全國各縣
市都需設文化中心。第一任
主任即是陳千武，精心規劃
藝文活動。

作家身影│陳千武

058  台灣日報

西屯區文心路三段 361 號

1964 年創刊，早年姜貴與
副刊主編交好，並將小說投
稿至副刊連載。路寒袖則曾
任藝文中心主任，於副刊上
每日刊登新詩，十年間總共
刊登逾四千首新作。

作家身影│姜貴、路寒袖

061  上石碑

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上石里的舊名，即現今上石
里、逢甲里、鵬程里等，是
臺中開發甚早的區域。周芬
伶有感於流經城市的水圳，
及日漸改變的環境，寫下了
〈大肚王國〉的作品。

作家身影│周芬伶

南屯區 太平區 大里區 霧峰區 烏日區 豐原區 新社區 和平區 潭子區 神岡區 沙鹿區 龍井區 梧棲區 大甲區

077  無為草堂 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106 號

為臺中知名人文茶館。1992 年，渡也與諸多文友相約於此
舉行臺灣詩學季刊社創社會議，便被此處清幽氣息吸引，
此後更常常至此品茶冥思，寫下多首與無為草堂相關之作。

作家身影│渡也

080  萬和宮

南屯區萬和路一段 51 號

創建於 1726 年，主祀天上
聖母，為國定第三級古蹟。
楊渡年幼時，每逢廟會都會
返回位於此處的外公家，探
望身為乩童的外公，以及與
表兄弟們同樂。

作家身影│楊渡

081  知高

南屯區文山里

舊地名為豬哥庄、知高庄，
是過去由海線前往臺中市區
必經之地。甘耀明目前定居
於此，並曾以此地作為小說
創作背景。

作家身影│甘耀明

079  黎明新村

南屯區黎明路二段附近

於 1974 年興建的社區，因
鄰近甘耀明開設的作文班，
成為他每日必經之處，清雅
的景致與環境，也給予他在
創作上有更多的想像。

作家身影│甘耀明

078  千樹成林創意作
文班

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443 號

由甘耀明與李崇建等文友共
同開設的作文班，開設位置
鄰近學校，以提升學生閱讀
興趣、語文創意為目標，是
臺中獨特的語文教習機構。

作家身影│甘耀明

082  吳家墓園

太平區東方街 14 之 1 號

為一座西式墳墓建築，由當
地仕紳吳子瑜出資興建，早
期稱吳家花園，許多文人雅
士皆會在此聚會。目前花園
已被併購改建，僅存墓園和
拱橋供後人瞻仰。

作家身影│日治文人

084  大里杙老街

大里區福興街福興宮附近

為清代時臺中相當繁榮之
地，也是渡也落腳大里後心
繫之處，雖然遭逢九二一地
震後幾乎夷為平地，所幸在
規劃重建後又逐漸恢復往日
風貌。

作家身影│渡也

090  霧峰北溝故宮文物陳列室 霧峰區吉峰里

早年北京故宮文物來臺，文物皆存放於此，並設有文物陳
列室，現已拆除。齊邦媛在 1959 年起擔任北溝故宮的英文
祕書，為外賓擔任導覽翻譯工作，此段經歷也被寫入《巨
流河》中。

作家身影│齊邦媛

093  烏日國小 烏日區中山路二段 196 號

廖輝英曾在此度過兩年小學時光，每日都會從家附近的田
埂小徑前往上學，並曾與弟弟一起在校園的池塘中抓魚。

作家身影│廖輝英

108  福壽山農場 和平區福壽路 29 號

位於合歡山與雪山之間的農場。路寒袖曾以此地的山林風
景，為潘麗麗《畫眉》專輯作詞，將人情寫入風景，更獲
得金曲獎、金鼎獎雙項殊榮。

作家身影│路寒袖

107  大安溪 和平區

瓦歷斯 ‧ 諾幹曾說，自己的童年世界就是由大安溪和山
脈構築而成。他也曾寫下〈女人河〉一詩，讚頌這條泰雅
神話中的生命之河。

作家身影│瓦歷斯 ‧ 諾幹

083  蝙蝠洞

太平區頭汴溪附近

為早期臺中知名觀光景點，
年少時的林廣曾造訪此地，
可惜近年蝙蝠不再現蹤，他
深有所感，更提筆寫下〈蝙
蝠洞〉一詩，以蝙蝠角度訴
說孤寂心情。

作家身影│林廣

085  草湖國小

大里區西湖路 32 號

楊念慈早年遷居中臺中時，
因妻子在草湖國小任教，最
先落腳的地方便選在草湖。
夫妻倆於此期間遭逢八七水
災，也讓他們看見鄰里守望
相助的人間溫暖。

作家身影│楊念慈

089  霧峰萊園

霧峰區萊園路 91 號明臺高
中內

日治時期，霧峰萊園是櫟
社、臺灣文化協會的活動據
點。葉榮鐘在加盟櫟社後，
長期在萊園流連。

作家身影│日治文人、葉榮
鐘

088  萬佛寺

霧峰區仁德巷 7 號

姜貴從臺北移居臺中後，首
先便落腳於此，在清幽的佛
寺中休養生息，之後更順利
重拾紙本創作。

作家身影│姜貴

086  霧峰吳厝庄

霧峰區四德村、五福村

趙天儀年幼時，每逢農曆初
二都會隨母親到吳厝庄的娘
家，與舅舅一家相聚。此段
經歷也曾在〈小時候〉一詩
中呈現，同時緬懷母親與童
年印象。

作家身影│趙天儀

087  護國寺

霧峰區柳豐路 298 巷 59 號

姜貴晚年相當屬意的寶地，
因坐落在稻田間，環境清
雅，在臺中的生活也大多
在此度過，並創作了諸多作
品、獲得吳三連文藝獎。

作家身影│姜貴

097  成功嶺

烏日區

位於大肚臺地上的軍營，戰
後曾作為大專集訓之用。楊
牧在大一升大二的暑假便在
此度過，他更是首批前往受
訓的學生。

作家身影│楊牧

091  烏日五光村

烏日區五光村

位在烏日與大里的邊界，五
張犁為此地的舊地名。趙天
儀年幼時為躲避戰事，曾在
此生活一段時間，此段經歷
日後書寫為〈五張犁的一幕
記憶〉一詩。

作家身影│趙天儀

094  光日路舊居

烏日區光日路 4 號

廖輝英小時候居住的地方，
鄰近烏日國小，當時的農村
景色於今已轉變為城市樣
貌，舊宅雖已被拆除，但當
地濃厚的人情味依然。

作家身影│廖輝英

095  烏溪朝天宮

烏日區湖日村公園路 401 號

是當地百姓的信仰中心，在
此土生土長的楊渡亦是虔誠
信徒。楊渡父親更曾任朝天
宮廟主委，主持廟宇重建。

作家身影│楊渡

098  豐原火車站

豐原區

舊名葫蘆墩驛，是山線重要
車站。呂赫若經常在此乘車
前往臺中、臺北。在現今僅
存的手稿日記中，可多次看
到他在此搭火車的體驗與經
歷。
作家身影│呂赫若

101  大南國小

新社區興中街 47 號

創立於 1919 年，原先是提
供日本學童就讀的學校。
洪醒夫自臺中師專畢業後，
便來到此處任教，並在閒
暇時間看書寫稿，過著愜
意的日子。

作家身影│洪醒夫

092  九張犁

高鐵臺中站、筏仔溪附近

劉克襄在此出生，並在此度
過快樂的童年時光。早年九
張犁仍是一片麥田、稻田景
色，祖母時常帶他到田裡工
作，稻田就是他的遊戲場，
他也曾到筏仔溪抓魚戲耍。

作家身影｜劉克襄

099  豐原慈濟宮

豐原區中正路 179 號

在地人通稱為媽祖間。陳千
武在二戰結束後返臺，便與
父母一同住在慈濟宮附近的
宿舍，更在此時結識一生摯
愛、步入婚姻。

作家身影│陳千武

100  八仙山林場管理
處

豐原區南陽路逸仙莊 1 號

陳千武年輕時曾在此擔任人
事員工作，並在林場宿舍居
住逾二十五年。此時期的他
面臨語言轉換的困境，歷經
將近十二個年頭才重新執筆
寫詩。

作家身影│陳千武

096  中和紡織廠

烏日區中山路二段 86 號

前身為臺灣紡織株式會社，
現由新光集團經營。早年楊
渡家的鐵工廠開在紡織廠附
近，楊渡的姑姑、阿姨曾在
此工作。

作家身影│楊渡

106  觀音山

和平區

前往雙崎部落的路上便可
看到高聳的觀音山，瓦歷
斯 ‧ 諾幹曾在多本作品中
提及這座泰雅族賦予傳神
的大山，也曾引領民眾實
地參訪。

作家身影│瓦歷斯 ‧ 諾幹

105  觀音溪

和平區

是大安溪的支流烏石坑溪的
支流，九二一重建後流水變
得涓細，也是瓦歷斯 ‧ 諾
幹出入雙崎部落時，必定會
經過的小河。

作家身影│瓦歷斯 ‧ 諾幹

102  魔鬼的路

和平區

穿過東勢大橋、沿著產業道
路要前往雙崎部落時，必定
會經過的道路。日治時期為
阻隔原住民的防衛線，也是
瓦歷斯 ‧ 諾幹自小看到大
的家鄉風景。

作家身影│瓦歷斯 ‧ 諾幹

103  雙崎部落

和平區自由里

瓦歷斯 ‧ 諾幹在此出生、
成長。利格拉樂 ‧ 阿 則
是在此與前夫瓦歷斯 ‧ 諾
幹生養三個孩子，一起作部
落田野。

作家身影│瓦歷斯 ‧ 諾幹、
利格拉樂 ‧ 阿

104  自由國小

和平區自由里東崎路二段 49
號

雙崎部落中的小學，是瓦歷
斯 ‧ 諾幹的母校，也是他
擔任國小老師的最後一所學
校。他在任教期間積極推廣
寫詩、寫家園，同時投入原
住民文化運動。

作家身影│瓦歷斯 ‧ 諾幹

113  社口國小

神岡區社南街 136 號

洪醒夫結婚後，從大南國小
調至此任教，因為交通便
利，也因此可以與文友們頻
繁聯繫，更在此時期完成諸
多作品、獲得文學獎殊榮。

作家身影│洪醒夫

115  竹林南溪

沙鹿區

竹林南溪伴蘇紹連度過快樂
的童年，年幼的他時常在此
抓魚戲水，可惜近年都鋪上
水泥蓋，變成排水溝。

作家身影│蘇紹連

110  潭子國小

潭子區中山路二段 435 號

呂赫若年幼時就讀於此，在
臺中師範學校完成學業後回
到母校任職，之後又為了到
日本學習音樂而辭去工作。
這裡是他學習的起源，以及
執教的終點。

作家身影│呂赫若

109  縱貫路舊宅

潭子區中山路二段 546 號

廖玉蕙小學時，一家人搬
到位於縱貫公路和縱貫鐵
路的新家，當時附近交通
事故頻繁，也是廖玉蕙對
舊家的印象之一。現已易
主，並開設餐廳。

作家身影│廖玉蕙

112  東寶村

潭子區雅潭路二段 399 巷

廖玉蕙出生之地，現已改
建為一個新的透天厝聚落。
廖玉蕙兒時印象最深刻的
莫過於三歲一場大病，母
親帶著她四處奔波，所幸
最後平安痊癒。

作家身影│廖玉蕙

114  中山路租賃處

神岡區中山路 516 號

洪醒夫在神岡國小擔任老師
時的租屋處，位於神岡派出
所後方，在發生意外去世
前，洪醒夫與家人都居住在
此。

作家身影│洪醒夫

119  大肚山 沙鹿區

大肚山是蘇紹連在年輕時與壯年時皆曾書寫的臺中地景，
最初描寫大肚山的高低景致，而後又書寫在東海的回憶與
其他層面的地誌詩，足見詩人對山的喜愛。

作家身影│蘇紹連

117  沙鹿國小

沙鹿區中正街 3 號

在沙鹿土生土長的蘇紹連，
曾在此就讀小學，自臺中師
專畢業後，亦回到母校任
教，直到退休，在此期間也
書寫了許多以小孩為主題的
作品。

作家身影│蘇紹連

111  潭子老租書店

潭子區潭子街三段公廳巷 3 號

這裡是廖玉蕙的文學啟蒙
地，也充滿了廖玉蕙與母親
之間的親密回憶。早年母親
經常差遣她到此租書，她便
藉此汲取課外書的養分，也
養成了愛看書的習慣。

作家身影│廖玉蕙

118  南勢溪

沙鹿區

蘇紹連年幼時喜歡至此戲
水，近年則時常騎著自行車
在南勢溪自行車道散心，
也因此發現此地風情依舊純
樸，仍可見婦女坐在河畔洗
衣、話家常。

作家身影│蘇紹連

116  靜宜大學

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 200 號

位於大肚山山麓的天主教大
學，趙天儀自國立編譯館
退休後，在此擔任文學院
院長，積極推動兒童文學研
究。甘耀明則在近年曾受聘
擔任駐校作家。

作家身影│趙天儀、甘耀明

120  福建宮前的水塘

龍井區中沙路南寮巷 89 號

福建宮前的大型水塘，是早
年孕育當地百姓的水塘。甘
耀明在大學時期，曾想以釣
魚為書寫題材，特別到離住
家三公里的水塘垂釣，希望
可以釣出特別的靈感。

作家身影│甘耀明

121  烏溪溪口

龍井區

俗名為大肚溪，是臺中與彰
化的界河。劉克襄對烏溪
的印象是帶有鄉愁的母親
老家，也因烏溪溪口而愛上
賞鳥。楊渡自幼生活在烏溪
畔，烏溪是他生命中的母
河。

作家身影│劉克襄、楊渡

122  梧棲街

梧棲區梧棲街

廖輝英小時候曾住在位於梧
棲街的外婆家，宅院是典
型的四合院，院內有許多
空房，更有外公開設的「拯
蒼診所」，許多病患前來看
診。

作家身影│廖輝英

126  孔雀路舊宅

大甲區孔雀路

路寒袖的老家，他在此居住
到高中，也是在這段這裡接
觸到古典文學的曼妙，執筆
創作進而投稿，邁向文學之
路。

作家身影│路寒袖

123  梧棲海邊

梧棲區

梧棲海邊的景象，對蘇紹連
來說是早年最閃亮的記憶，
國小、國中、師專畢業後，
他都曾偕伴至此戲水或觀
海。建港之後，那道風景便
僅存於年少時光。

作家身影│蘇紹連

125  鎮瀾宮

大甲區順天路 158 號

臺灣最具知名度的廟宇之
一，路寒袖小時候時常跟隨
祖母，每逢初一十五便來此
拜拜祈福，也同時受廟口布
袋戲影響，讓本土文學的根
深植於心。

作家身影│路寒袖

124  大甲高中

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720 號

利格拉樂 ‧ 阿 自北新國
中畢業後，進入大甲高中就
讀，在此期間除了積極參與
校刊社活動，更開始書寫有
關父親與安徽老家之作品。

作家身影│利格拉樂 ‧ 阿

068  東海大學龍貓公車站 東海大學校內

位於東海湖、東海牧場附近，為遊客散步踏青的好去處，
附近更有一座逾五十年歷史的公車站。周芬伶曾在〈有放
光的種子嗎〉一文書及此地景。

作家身影│周芬伶

069  東海大學美術系 東海大學校內

舊系館位於行政大樓後棟，蔣勳當年的辦公室即在二樓，從窗
口便可將學生動態一覽無疑。蔣勳在此期間完成了《大度 ‧
山》散文集。

作家身影│蔣勳

070  東海大學力行路 東海大學校內

蔣勳每日往返美術系及住所的必經路段，原先僅為小徑，
並沒有路名，直到1990年才透過全校票選，命名為力行路。

作家身影│蔣勳

072  東海大學歸國學
人宿舍

西屯區東海路 13 巷 16 號

為東海大學專為歸國學人準
備的住所，蔣勳任教於東海
時居住於此，在庭院裡種植
許多花草。課餘時間，更常
與學生們一起在家中用餐。

作家身影│蔣勳

074  東海大學文學院 東海大學校內

楊牧原先就讀歷史系，後來改讀外文系，更修習中文系課
程，都在此處上課。周芬伶攻讀中文研究所後任教至今。
甘耀明則在就讀中文系時與好友李崇建、妻子林美蘭相識。

作家身影│楊牧、周芬伶、甘耀明

071  東海大學文理大道 東海大學校內

坐落於文學院旁，是早年東海學生上課必經之路。楊牧在
東海的大學生活中，時常穿梭於這條大道，離校後更相當
懷念文理大道兩側的古樹林蔭。

作家身影│楊牧

076  東海別墅

西屯區東園巷、新興路

即東海商圈／東海夜市，為
臺中著名商販鬧區。周芬伶
在千禧年前曾居住於此處的
宿舍，並遭逢九二一地震，
所幸有驚無險地度過。

作家身影│周芬伶

075  東海花園

西屯區福順路 1177 號

位於大肚山上，楊逵在此經
營、開闢的農場近二十年，
也是臺中文人早年聚集談文
藝的地方，路寒袖高中畢業
後，因緣際會與前輩楊逵結
識，並在此居住四個月。現
今被劃為殯葬用地。

作家身影│楊逵、路寒袖

073  東海大學圖書館

東海大學校內

東海大學圖書館舊館為現今
的行政大樓，也是文理大道
的起點。楊牧就讀外文系
時，經常到圖書館翻閱古今
中外詩人的著作，並深受薰
陶。

作家身影│楊牧

066  東海大學約農路

東海大學校內

連接東海校門與教學區的路
段，為紀念首任校長曾約農
而依此命名。蔣勳擔任東海
美術系系主任期間，經常安
排學生至此寫生。

作家身影│蔣勳

067  路思義教堂

東海大學校內

東海大學知名地標景點。甘
耀明讀書時，在此參加過跨
系合唱比賽，在莊嚴的教堂
內唱著怪調歌曲的歡樂情
景，至今仍讓他印象深刻。

作家身影│甘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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