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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創葫蘆墩的夢—葫蘆墩圳第二期掀蓋 圳流共學培力計畫          ※   豐原太平洋百貨 30 週年

※  豐原公老坪登山景點 百年步道蛻變新生                                        ※  從郵品故紙透視日本時代豐原人文歷史底蘊

未來的視野
30 年來用雙腳自水邊走至山巔
眺望此刻的家鄉

能為這裡再做點什麼吧 ?

打開無字的批紙
寫下現在的歷史給下一個 30 年後的我們



葫蘆墩圳第二期掀蓋 圳流共學培力計畫
圖 / 文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再創葫蘆墩的夢

　　葫蘆墩圳是豐原地區古老的灌溉水圳，長期配合地方發展推動環境營造計畫，為掌握地方民意，且避

免工程規劃執行過程中溝通與說明不足，導致民眾不了解政策內容及推動緣由，因此在相關水利工程建設

規劃執行前先行導入公民參與元素，納入地方民眾意見與專業建議，以利後續環境營造推動，做出最符合

地方民意與需求之規劃與決策。

葫蘆墩圳環境營造工程 ( 第一期 )

　　豐原區三豐路一段至三民路約 300 公尺的

距離，為葫蘆墩圳第一期掀蓋工程，此處正好

位於百年國小 - 豐原國小校門口前，配合校園景

觀進行整體環境營造規劃，運用相同設計構想，

讓葫蘆墩圳環境營造工程 ( 第一期 ) 達到水岸景

觀營造的一致性；同時讓近水步道從廣場及橋

梁下方穿越，保障行人與學生上下學的通行安

全。

　　葫蘆墩圳景觀以保留現地喬木，並新植臺

灣原生青楓，運用夏日遮蔭、秋日楓紅、冬日

暖陽的景觀變化，作為隨著時令變化的特色景

觀，另外也種植多種開花灌木，打造鳥語花香

的空間感受，而大面積的綠地草坡，塑造出僻

靜安寧的休憩區，讓停留休憩的民眾可以感受

綠木質樸寧靜的氛圍。



　　為讓在地民眾、遊客有休憩娛樂、停留駐

足的空間，也設置了廣場空間、公共藝術裝置，

配合不同活動形式多元化使用，提升民眾對於

城市水文化的鏈結；環境景觀營造也運用燈光

照明，在考量植栽生長以及生態穩定的前提下，

橋梁與水景落瀑以投射燈及照明燈妝點出充滿

川流美感的氛圍，入口意象、鋪面設計也配合

燈光的高低設置。

　　葫蘆墩圳環境營造工程 ( 第一期 ) 原設計以

抽取地下水作為葫蘆墩圳停灌時的補充水源，

目前水利局考量水資源保育，停止抽用地下水

補注河道，僅供植栽澆灌低量使用；而葫蘆墩

圳停灌期間造成第一期範圍渠道沒水的問題，

水利局透過調整渠道內礫石地排列，使停灌時

仍可維持渠道美觀，並加強向地方說明，讓民

眾瞭解葫蘆墩圳屬灌溉溝，需配合大自然降雨

情形及灌溉需求而調配水量，偶有渠道沒水屬

正常現象，無需以珍貴的地下水資源維持渠道

水量。

以共學為起點 開創地方水文化新契機

「圳流共學」培力計畫

　　培力計畫的主軸精神為「圳流共學」，將

人與城市、圳流與城市、圳流與人文間的關係，

　　培力計畫將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資

料收集與調查，準確掌握地方民意及輿情，也

建立公部門與民眾之間良好的雙向溝通管道；

第二階段則為學習與討論，透過培力學堂、工

作坊的辦理，讓民眾了解葫蘆墩圳以及相關水

環境工程規劃，透過討論、腦力激盪等交流方

式，精進完善政策方向與規劃；最後則為成果

展示，展現培力計畫成果，在資訊公開透明的

原則下，展示推動過程中的民眾意見以及民意

調查結果，落實並強化民眾參與的效益。

融合在一起，透過培力學堂的辦理，願景工作

坊的學習，以「圳流共學」的精神，用一條圳

流拉近人與人的距離。



以三民路至中正路區間，約 400 公尺為調

查範圍，主要了解停車機制規劃以及輪灌

機制對於民眾生活的影響，透過訪談或是

隨機問卷調查，凝聽在地民眾聲音，讓水

利工程設施、景觀設計、政策推動方向可

符合民眾需求，建立雙向溝通管道，凝聚

公私部門共識；同時辦理葫蘆墩圳的水質

採樣調查，以作為後續葫蘆墩圳環境營造

規劃之參考。

一、 資料收集與調查

為讓民眾了解水資源保育、水圳與城市空

間開發、在地水歷史文化以及掀蓋的優劣

等，預計辦理 4 場專題演講，邀請專家學

者以水文水理、水環境營造、水圳文化、

水文化與城市及志工培力等面相，探討葫

蘆墩圳之歷史文化、水資源與生活、產業

發展的關係以及城市空間規劃設計等主題，

二、 培力學堂與工作坊



帶領民眾接近葫蘆墩圳，共築美好水城市。

延續培力學堂的主題，規劃辦理 4 場願景

工作坊，以工作坊形式，邀請在地意見領

袖、民眾齊聚一堂，與公部門單位、專家

學者共同討論，包括：停車規劃、環境營

造規劃及後續水環境維運管理等，針對某

一問題或議題找出可行方案，達到共識，

讓民意落實於政策，期盼透過民眾參與交

流機制，讓水利工程景觀契合民眾生活需

求，共創雙贏目標。

培力成果展展現葫蘆墩環境營造工程民眾

參與成果，透過培力課程跨領域、多元的

學習與討論，讓民眾參與機制能夠落實，

融入在地民眾意見，以民意為基礎，作為

水利工程政策推動參考方向，達到政府資

訊公開透明、民眾參與的目標。

三、 培力成果展



閃耀 30，感謝有您
豐原太平洋貨 

圖 / 文 豐原太平洋百貨

　　您是否也曾駐足在美人魚鐘下，為的就是等待整點鐘聲敲響迎接美人魚與海底世界樂聲響起的時刻？
豐原太平洋百貨陪伴在地居民第三十個年頭，是與在地共同成長、無法替代的珍貴回憶。

豐原太平洋百貨與美人魚鐘 - 在地人的寶藏

　　飽含著一份回饋家鄉的心意，1991 年 11

月一個幸福賣場誕生，太平洋百貨在矚目之下

點亮了豐原街頭，創立至今 30 年間，持續帶給

大眾更多感動。

　　提到豐原太平洋百貨就一定會想到「美人

魚鐘」，結合海洋裡最美麗的傳說—美人魚，

打造整點報時的美人魚和她的朋友們，隨著輕

快的節奏搖擺起舞，是百貨最特別的迎賓曲， 美人魚報時鐘



回饋在地，共存共榮

三十年前開幕立即造成轟動，至今魅力不減，

每到整點仍有無數的孩子們在鐘下等待，綻放

快樂的笑容。

　　鄰近廟東商圈，除了地理上與地方商圈相

鄰的連結，一直以來百貨更抱持著「結合商圈、

回饋在地」的理念，與在地共榮。

　　於豐原運營 30 年間，百貨不斷積極與地方

商圈互動。民國 103 年 23 週年慶結合豐原廟

東復興商圈舉辦「牽手探險趣 ‧ 公益路跑」，以

2.3 公里的短距離健走 / 路跑做公益，現場不分

長幼老少，大朋友小朋友齊聚在一起手牽著手

環繞百貨與商圈周邊一同探險趣，希望將這份

愛心化為實際行動，透過雙腳與彼此互助的力

量跑出愛的足跡，一起來做公益。這次的路跑

活動除了傳達健康運動做愛心的理念外，更是

讓參與民眾了解廟東復興商圈的文化與特色，

也打響商圈知名度，促進周邊觀光人潮。

　　除了結合公益性質的活動外，也致力於推

廣地方產業，大多數人可能不知道，豐原是個

孕育許多世界名家的好地方，眾多的「隱藏冠

軍」就在葫蘆墩，為了讓大眾更了解這些隱藏

的在地之光，108 年與臺中市后豐社區大學共

同舉辦「發現葫蘆墩隱藏冠軍—后豐社大與在

地產業共創展」，此次的展覽參展的單位大有

來頭，為享有國際盛名的葫蘆墩、大甲溪流域

及大雪山山脈的地方產業，希望將這些不為人

知的地方產業奮鬥的歷程，技術工藝推廣給更

多人認識，這次展覽也同時有專業導覽與眾多

趣味的 DIY 活動，期望讓各個年齡層的人都能

更簡單的了解地方多樣的物產與豐富的人文活

動，還有隱藏冠軍的熱情與精神。

　　每到週末的百貨廣場，總是能看見街頭藝

人在舞台上展現熱忱的表演，抑或是豐原在地

團體活力滿滿的演出，假日的廣場充滿著表演

者努力揮灑的汗水與觀眾熱情的掌聲，身為臺

中市藝術亮點的一員，百貨同時也盡心於藝文

路跑結合公益，幫助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

展場最吸睛的拍照點【福蝶臺灣】

葫蘆墩隱藏冠軍開幕式

牽手探險趣 公益路跑



活動的發展，一樓的美人魚鐘廣場也免費提供

給在地藝文工作者展覽與表演的空間，除了給

藝術工作者一個展現成果的舞台，也同時讓藝

文更生活化。109 年度臺中市舉辦「藝術亮點

串聯活動」，豐原在地 3 個知名藝術亮點：太

平洋百貨、台灣味噌釀造文化館、豐原漆藝館

共同舉辦《藝遊山城 亮點巡禮》活動，舉辦味

噌及漆藝 DIY 與講座活動，除了有許多在地區

民共襄盛舉外，也帶來了許多外地民眾一起參

與，藉由串聯不同特點的亮點夥伴，拉近居民

與在地產業的連結。

追求成長，與時俱進

　　對一個企業而言，持續運營 30 年是多麼不

容易的事，不只是代表顧客對百貨的信任，也

象徵一路走來歷經風雨，面對大環境的衝擊，

都能適時地去調整因應策略。以去年度爆發的

新冠肺炎疫情為例，在疫情高峰期間推出「你

CALL IN，我配送」的貼心到府結帳服務，只要

顧客透過私訊 FACEBOOK 粉絲專頁或撥打百貨

專線就可以直接訂購商品，並且幫忙配送至家

中，另外，在百貨官方 APP 內也設置各個專櫃

的導覽影片，經由影片中民眾可以直接看到專

櫃的商品，讓顧客不需入店，在家防疫也能身

歷其境逛百貨享受購物樂趣！

在電商興盛的時代，網購需求不斷增加，百貨

業面臨產業結構的改變，因應這項轉變，於

109 年 9 月推出百貨線上購物平台「太百購物

網」。進入太百購物網，會發現與其他百貨不

同地方是除了豐富多元的專櫃商品外，更邀集

OTOP（One Town One Product：一鄉鎮一特

產）特色商家，囊括北中南 10 大 OTOP 優質商

家的在地特色商品，絕對是全台百貨線上購物

獨一無二販售的！另外也獨家取得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授權 OTOP 商標使用，將地方特色產業

與百貨業結合，期望以線上購物平台為媒介帶

動城鄉發展與地方產業知名度。

左：【藝遊山城 亮點巡禮】講座、DIY 活動　 右 :【藝遊山城 亮點巡禮】講座、DIY 活動 1

太百購物網開台記者會



流行時尚與溫暖的新指標

太百 30，閃耀再 30

　　有別於臺中市區的百貨公司或是近年興起

的綜合型觀光遊憩 OUTLET，豐原太平洋百貨

小而精緻應有盡有，面對同業的競爭，百貨在

各方面也不斷推陳出新、改裝調整，期望在豐

原市中心打造一個溫暖時尚的新地標，並運用

區域型百貨的優勢，連結在地商圈與團體，希

望與在地一同打造出一個魅力的城市、感動的

角落。期望無論年幼老少，只要一想到美人魚

鐘，就會立刻聯想到豐原太平洋百貨，它敲響

的不僅是永續綻放的笑顏，更是一份幸福的傳

承！

　　在地耕耘第 30 年，為紀念這個特別的時

刻，百貨從去年度就開始計畫推出一連串的驚

喜帶給一直以來支持愛護太平洋百貨的顧客。

一樓美人魚鐘廣場的舞台也是因應 30 週年而進

行全新改裝，除了帶來嶄新繽紛的風貌外，透

過更完善的舞台也能帶給展演工作者更好的演

出空間，也給在地居民一個更棒的生活舞台。

另外，大門口的主題布置更是時尚吸睛，例如

去年度的耶誕節有別於以往展示出的耶誕樹，

以炫麗的燈為主體，打造出七彩浪漫的巨大耶

誕樹，華麗而夢幻，不少民眾慕名而來為的就

是在這個如同城市裡的一座遊樂園中的美麗景

點拍照打卡，留下美好的回憶。

　　此外，以今年母親節為首波驚喜，推出 30

週年限定紀念贈品，以最符合百貨氣質的「太

平洋藍」作為底色搭配時尚大方的風格所獨家

設計的贈品，包含口罩、馬克杯與保溫袋，絕

對是在地人與顧客必收集的紀念品。另外也推

出 30 週年老朋友回娘家的回館優惠，希望帶給

老朋友更多的回饋，讓消費留在豐原。

　　即使面對外在環境的轉變與競爭而面臨許

多困難，百貨一直以來堅定帶給顧客最好的商

品、價格、服務與環境，對許多顧客來說，這

裡就像是他親切的老鄰居，就算沒事也會想要

過來逛逛，跟朋友般的服務人員聊聊天，與顧

客有更多溫馨的情感交流，不再只是個冷冰冰

的購物場所。這裡除了是在地的一個感動角落

外，同時也不忘回饋社會、做公益落實社會企

業責任並結合地方商圈共存共榮，因此在地運

營 30 年仍屹立不搖並享有好名聲，未來也將繼

續成長展現更多元的樣貌，邁向下一個三十年！

假日廣場表演活動



       「豐原公老坪觀景平台」近期由臺中市府團

隊完善景觀平台周邊設施，建置公老坪觀景平

台串聯棧道，棧道總長 75m，由木作材料打造，

起點自丘逢甲紀念公園起沿著路邊串聯豐原公

老坪二處觀景平台，末端串接至豐原公老坪登

山步道起點。串聯棧道的下方設有間接照明，

沿著串聯棧道經過公老坪二座觀景平台可俯瞰

豐原及后里台地等，坐擁一片美不勝收的大地

景觀，無論是飽覽璀璨的夕陽落日或絢麗夜景，

都別有一番悠適，俯瞰臺中美麗風景。

豐原公老坪登山景點

　　此外，

臺 中 市 政

府 觀 旅 局

「 豐 原 公

老 坪 登 山

步道整建工程」投入約新臺幣 1,379 萬元，以

昔日居民上學、運送物資通行的蜈蚣崎古道為

基礎，改善再造為供全民健走、賞景的親子級

登山步道，全長 690 公尺，沿途保留部分古道

遺跡，得以遙想當年先民翻山越嶺的生活樣貌，

觀景平台俯瞰臺中風景

百年步道蛻變新生
圖 / 文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豐原最美的後花園～公老坪，近期臺中市政府觀旅局投入約新
臺幣 1,379 萬元，為豐原公老坪登山步道做整建工程，步道沿途多
處設有座椅供山友賞景休憩，附近還有很多景點值得探訪。



別具意義。為體貼登山遊客，步道沿途多處設

有座椅供山友賞景休憩，停車空間部分除了鄰

近步道起點的豐原公老坪運動公園停車場，臺

中市府團隊於步道終點處另規劃建置停車場，

方便遊客使用。

　　被譽為豐原最美後花園的公老坪不僅擁有

百萬級夕陽夜景，還坐擁好山好水孕育四季甜

美水果，以觀光果園聞名全國，此次步道的蛻

變深具歷史意義與價值，不僅將在地動人的記

憶保存下來，成為下一代回憶裡的動人故事，

更串連周邊的觀光資源，擴大觀光範圍與深度，

讓當地觀光再升級！ 

　　公老坪附近還有很多景點值得探訪，喜歡

大自然的遊客可前往旱溪源頭自然生態區；攝

影愛好者，可沿著起點旁的公老坪觀景平台串

聯棧道，前往豐原公老坪兩處觀景平台及丘逢

甲紀念公園，完整紀錄北臺中遼闊壯麗的景緻；

依山而建的景觀餐廳也是熱門的打卡景點，恬

靜浪漫的氛圍相當適合情侶及享受慢活的旅人。

「公老坪」為中部最具規模的觀光果園秋冬盛

產柿子、柑橘，春夏則有桃子、李子、荔枝，

其中又以柑橘最為出名，每年年底都會舉辦「柑

橘節」野餐派對，可前往體驗採果樂趣，悠閒

坐在草地上野餐，暢享冬日柑橘季的美好時光！

四季活動　暢享美好時光

好山好水　百萬級夜景



從郵品故紙透視日本時代

豐原人文歷史底蘊之例證
圖 / 文 游振傑

　　從郵品來研究郵學，不外乎是推敲信函上

的郵票、郵資和郵戳上的相關資訊等，但亦可

從郵件上寄信者或寄出單位機關，看到寄出信

函上透露所屬地其背後的人文歷史，進而完備

這件郵品的價值和重要性。

　　這不僅是需要郵識，更要通曉該地的人文

歷史背景。經過時代的洗鍊和沉澱，之前的演

進，重大影響後來的地方發展，這種內含地方

文化的底蘊，可說是呈現地方文化的特色。

　　今從豐原寄出的信函來探究日治時期豐原

之人文歷史，若不是豐原在地人，或不明豐原

地方事務者，實看不出其畫龍點睛之處，和隱

藏「眉角」的關鍵所在，就是該郵函的價值所

在。

　　地方文化的特色可由郵品顯示出來，本文將日治時期以豐原的地方產業和名人雅士兩個面向與豐原相

關的郵品，透視豐原地方人文歷史，盼引起地方文史工作者和集郵大眾的興趣。

地方產業－布袋會社

　　圖 1 為昭和 15 年（1940 年）4 月 23 日，

從豐原寄到嘉義的「書留」( 掛號 ) 信，乃在豐

原臺灣製麻會社上班的兄長給在嘉義農林學校

的弟弟的信函。

　　光是一詞「製麻會社」，就值得特書一番，

( 在此，郵票、郵資、郵戳和戳記等不在討論範

圍 )。因其代表著豐原特殊的地位和在地人文特

色，而且貫穿日治時期到戰後光復的階段，從　　　　　

興盛到衰微的地方產業，一如豐原的被邊緣化，

同樣的宿命令人不勝噓嘆。

　　今天，豐原地區居民對「製麻會社」不識

已久矣。四五年級之輩鄉親已少有印象，何況

是新生代的年輕人。

       倘若不關心自己腳踏的土地與人文歷史的鄉

親，說不出自己家鄉的特色和在地文化，如何

有未來的願景？

圖 1：昭和 15 年（1940 年）4 月 23 日的掛號信



自己的地方文化和創意產業被外地竊用和被取

而代之，能不興嘆？臺中南屯的「麻芛文化館」

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豐原的「臺灣製麻株式會社」製麻紡織，

是全臺第一家製麻業工場，在日本時代為最具

規模的企業體，其代表著地方產業也是豐原人

曾經有的共同記憶。

　　黃麻是豐原地區很重要的經濟作物，日本

時代臺灣的稻米和蔗糖都外銷，需要大量的麻

布袋，因為黃麻莖部的皮下纖維可被用來做麻

布袋與麻繩。在布袋需求下，豐原種植最多，

後來潭子、石岡和臺中南屯亦漸漸大量種植，

是當地居民賴以維生的家計來源。

　　另外，黃麻嫩葉則被拿去煮成湯，也就是

麻薏湯，又稱麻芛湯。外地沒賣這樣小吃，只

有豐原人和臺中人才吃，是很特殊的豐原常民

民俗飲食文化。惜 2004 年，臺中南屯創立「麻

芛文化館」，是臺中市第一座民間地方文化館，

將幾乎流逝的黃麻文化保留下來，成為別具一

格的麻芛文化。豐原喪失了以麻芛作為葫蘆墩

( 豐原 ) 在地文化的引路者，自己的文化資產沒

有保存下來。

　　黃麻產業在臺灣歷史上扮演著極重要的地

位，明治 38 年（1905 年）9 月，在當時豐原

舊名「葫蘆墩」成立「黃麻紡績工場」，大量

的黃麻最後都匯集在這裡紡紗、編織。後改稱

為「臺灣製麻會社」，見圖 2，為明治 45 年

(1912 年 ) 元旦之賀年明信片，乃臺灣製麻會社

本田先生寄給阿罩霧庄的林獻堂。

　　1912 年 ( 時大正元年）11 月 8 日重組「臺

灣製麻株式會社」，慣稱「葫蘆墩製麻會社」

（The Hemp Manufactory at Horoton），見

圖 3 明信片圖案。

　　豐原在地人則俗稱為「布袋會社」，當時

社址在「葫蘆墩 29 番地」，位置在現今的隆豐

社區一帶，周遭至今仍有許多布袋會社的老員

工和其眷屬。

　　民國七十一年（1982 年），世界裝包糖及

米袋，改為塑膠尼龍袋，黃麻布袋逐漸從人們

的記憶中消失，黃麻產業也就消逝矣。

　　在豐原地區唯一還存有印象的僅剩「布袋

會社」四字，茲將其沿革演變整理成簡表如下：

＜布袋會社之沿革＞

圖 3：葫蘆墩製麻會社圖案的明信片

圖 2：明治 45 年（1912 年）元旦，由臺灣製麻會

社寄出的賀年明信片。( 摘自 2015.12.31 六大郵拍 )



名人雅士－陳水潭先生

　　圖 4 所示為一枚奇遇的明信片。看盡千帆，

得到此枚片，乍見之下，頗為尋常，除較引人

注意的「料金收納」和「檢閱濟」方章。雖然

郵戳上的年份不清，但憑「料金收納」即可得

知乃戰事末期，昭和 20 年（1945 年）4 月 1

日郵資漲價後，3 錢明信片以 5 錢面值售出，

當可明瞭確定為昭和 20 年份之郵戳，州廳戳是

也。豐原郵便局之「料金收納」圓型章，上下

半月欄上的直線為 10 條，異於東勢和臺中兩

者。

　　令個人眼睛一亮的是正面上「陳水潭」三

字。直覺告訴我，這一枚是豐原「名人書簡」片，

難得的奇遇。外地人可能不清楚他是何許人也，

但對上了年紀的豐原人來說，可是如雷貫耳，

響叮噹的人物－「水潭仙」也。

　　陳水潭先生，1897 年出生於日治時期南投

郡名間庄。大正 14 年（1925 年 ) 畢業於日本

醫學專門學校。返臺後，於臺中州豐原街開設

「穎川醫院」執業凡 30 餘年，醫術精湛，備受

鄉里愛戴，享有「水潭仙」的美譽。

　　日本時代臺灣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創造出一

群新興的社會領導階層，醫師便是其中特別重

要的一分子。陳水潭先生在當時的地方自治制

度下，及擔任豐原街的協議員，並曾加入臺灣

自治聯盟；太平洋戰事期間又任皇民奉公會臺

中州支部奉公委員。此種政治參與的熱情一直

圖 4：昭和 20 年 (1945 年 )8 月 6 日陳水
潭先生寄給其子的明信片

游振傑 : 郵品故紙透視日本時代豐原人文歷史底蘊之例證



延續到臺灣光復後，1945 至 1951 年期間，獲

派擔任豐原鎮長，後又歷任臺中縣參議員、臺

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議員等職，又曾任豐原

鎮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1954 年，當選第二屆

臺中縣長，1956 年在任內因病過世。

　　陳水潭先生為臺中縣地方派系黑派的創始

者。1951 年第一屆臺中縣長選舉拉開了臺中縣

地方派系鬥爭的序幕。當時，與紅派的林鶴年

於縣長選舉上競爭激烈，這期間暗中角力的乃

是兩派人馬背後支持的親族勢力，黑派的陳水

潭與霧峰林獻堂因為兒女親家，故得其支持；

紅派的林鶴年則是霧峰林家頂厝林紀堂四子，

亦即為林獻堂的子姪。然而，在早期縣府選務

經驗不足，第一次投票結果，陳水潭得票最多，

比第二位的林鶴年多出 2 萬多票，但沒有人超

過規定總投票數的半數。第二次投票時，林鶴

年在國民黨的支援下，擊敗實力最強的陳水潭

當選第一屆臺中縣長。臺中縣從此形成政治上

對立的兩大地方派系，影響至今。

　　在臺中縣地方自治政治發展史上，政壇權

力長期由黑派與紅派長期壟斷，第三勢力幾乎

無法生存。

　　黑派其實就是陳派，因黑派的開創者為陳

水潭，在競選第一屆臺中縣縣長時，宣傳用的

海報或名片一律為以黑色為標誌，而稱陳派為

「黑仔」，後改為「黑派」。

　　紅派的掌門人林鶴年，就是林派的開山鼻

祖，在此次選舉中的宣傳品與名片以紅色為標

誌。故稱林派為「紅仔」，後來改稱「紅派」。

　　另有一種說法的版本，陳派人物多畢業於

臺中一中，不少人學醫，多著黑色禮服，而稱

為「黑派」；林派主要人物多畢業於臺中師範，

以紅色作為熱情及善的象徵，而稱為「紅派」。

　　其實，所謂臺中縣黑紅派系之爭，並不是

幫派！而是政黨派系之爭，爭的就是一種權力

的平衡和政治分贓，因為兩派都共屬同一政黨

的國民黨。

　　臺中縣一直是臺灣地方派系研究注意的焦

點，一部地方自治史可說是一頁地方派系發展

史。說到黑派的地方派系在臺灣中部的地方自

治史上，陳水潭先生著實佔有不可抹滅的地位。

圖 5 所示為陳水潭先生擔任豐原信用合作社理

事主席的股票，其上的簽名之章與明信片上所

書寫的字跡完全類似。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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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8 年臺中縣豐原市隆豐社區總體營造活動專
     刊》2010 年隆豐社區管委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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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館藏檔案與舊籍》P.69-P72。

4. 網路搜尋及＜維基百科＞

圖 5：陳水潭先生擔任理事主席時之股票。(1952
年 7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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