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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303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7月 24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 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陳姿伶 

伍、指（裁）示事項： 

一、臺中市是公認的宜居城市，不只環境好、氣候佳、位置適中，更重

要的是這座城市的基礎建設完善。然而幾年前升格為直轄市後的臺

中，面臨原市區空洞化、原縣區空洞化的危機，加上城鄉失衡的發

展，有鑑於此，市府提出區域計畫，期許打造臺中成為「以人為本」

的「宜居城市、生活首都」。歷經 5 年多的公開討論，與 8 場內政

部區委會專案小組審議，臺中市的區域計畫，終於在上週四通過內

政部區委會審查，「大臺中 123」將有上位指導基礎，並得以解決

縣市合併後，因廣域治理導致的各項問題，讓土地地盡其利，士農

工商各安其位。此外，透過都市計畫的落實，部分優良農地可以回

歸農用，對於遭污染而無法回歸農業的土地也能地盡其利，同時減

少農地上的未登記工廠。中央通過區域計畫案，除了是給予市府施

政上的肯定，也讓本市區域計畫在確保資源永續下，建立「山．海．

屯．都」城鄉發展模式，逐步實踐「國土計畫保育」、「健全農業發

展」、「維護海洋資源」及「城鄉永續發展」4大核心價值。最重要

的是，我們將加速實踐「大臺中 123」政策，期盼從交通、產業居

住等面向多管齊下，帶動區域發展、平衡城鄉差距。此外，由於中

央規劃將以「國土計畫法」取代區域計畫法，屆時區域計畫就無法

再提出，中間有 6年過渡期，考量臺中市的發展不能再等 6年，因

此，這套區域計畫像是一件衣服，非常適合臺中市的身材，也將是

臺中市「囝仔登大人」的契機。(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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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人口在上個月已超過 277萬人，依照近幾年臺中的人口成長速

度，近期將超越高雄，成為全臺第二大都市。正因為邁向第二大都

市，各方面建設勢必要積極啟動，提升基礎建設與生活品質。日前

中央提出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如同即時雨，讓我們種下的建設種子

得以茁壯、開花結果，尤其是通過交通、水環境、產業與城鄉發展

等預算，更讓此時最需養分的臺中，得到資源挹注，加速發展。除

了大臺中 123 的政策，這 2 年多來持續進行的 2025 臺中好生活旗

艦計畫，也依照預定期程積極推動中，請各機關檢視可以申請中央

補助計畫的項目，並請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共同督導，積極

向中央爭取資源挹注，以完善本市之建設。(辦理單位：本府各機

關) 

三、在此簡單分享近期市政重要建設： 

(一)上週國道 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舉辦開工典禮，這是打造本

市環城公路最重要，也是最後的拼圖。通車後，將與國道 1號、

國道 3號、臺 74線、臺 61線串連構成本市四通八達的公路運

輸系統，可以有效紓解國道 1號豐原大雅段及國道 3號快官霧

峰段長期交通壅塞之情形。(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二)以高架橋跨越台 74 線，串聯中科工業園區與水湳經貿園區的

道路銜接工程於上週正式開工，值得一提的是，這座高架橋採

斜張橋設計，主塔為 A字型，橋索面則為豎琴式與輻射式混合

體，如此「宛如少女祈禱的雙手」的設計，將為城市景觀創造

絕佳的視覺美感，十分令人期待。尤其這座橋梁剛好位在臺中

市的中心點，完工後將會是雙港捷運進入城區的主要動線，甚

至可媲美舊金山的金門大橋，因此我希望讓全民參與這座橋的

命名，請建設局對此進行研議，讓市民一同為城市建設盡一分

心力。(辦理單位：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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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捷運綠線 G8 共構大樓於上週開工，該處將興建地下 6 層、地

上 28層的住商大樓，未來開發效益可達 28億元，此即大眾運

輸導向的都市發展模式(TOD)。透過此模式，可將土地開發與

捷運站緊密結合，大幅提升土地使用強度並兼顧交通需求，打

造交通便利的開發基地。我們也期待未來能同步帶動周邊整體

發展，創造人潮與商機，共創都市發展與捷運雙贏的成果；也

期待該案可作為後續捷運綠線其他場站、甚至未來捷運藍線及

雙港輕軌的土地開發招商典範，帶給臺中市民更美好的生活願

景。另外，未來的捷運藍線與綠線運量將是相乘的效應，但若

沒有市府將原有之 BRT改為優化專用公車道，臺中也無法爭取

到捷運藍線的興建，也因此，應使更多市民了解 BRT的改善與

捷運藍線的爭取過程，讓市民理解我們的用心與努力。(辦理

單位：本府各機關、交通局、新聞局) 

(四)亞洲臺商年會已連續 2 年在本市舉辦、2019 東亞青奧理事會

也將於本週召開，亞太網路資訊年會(APNIC)也即將在本市舉

行，各項盛大的活動，都在臺中舉辦，讓會展產業變身為引導

本市產業發展之火車頭，也成功帶動臺中整體的發展與進步。

(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五)一直以來，我們致力打造棒球城市，除了積極推廣棒球運動，

各項運動硬體設施也陸續興建中。位在臺中洲際棒球場旁的迷

你蛋，在新團隊「好運來」進駐，斥資 3億元連同周邊重新整

頓建設後，已經成功蛻變為「多功能運動中心」，並於昨天正

式開幕營運。它也可以是展演空間，用以舉辦音樂會、演唱會

等藝文表演，甚至是國際大型會議，成功串連周邊洲際棒球

場、臺中棒球故事館、棒球專賣店以及假日市集。此外，搭配

後續規劃興建的棒球練習場和立體停車場，整個洲際棒球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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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將不只是棒球場，而是以「洲際棒球文創園區」之姿，形成

全臺首個棒球聚落。我們也期待透過比賽、展覽與休閒的結

合，讓這座棒球運動休閒園區，不只是本市休閒的新地標，更

進一步帶動地方運動產業的發展。(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六)今年臺北將舉辦世大運，昨天(7 月 23 日)世大運聖火傳遞到

臺中，我也親自來接聖火。這次臺北為臺灣舉辦世大運，沒有

人是局外人，所以請運動局務必觀摩學習，以作好萬全準備迎

接 2019東亞青奧。(辦理單位：運動局) 

(七)近期有不少運動賽事在臺中舉辦，今年臺中市金龍盃全國青少

棒及青棒菁英賽，也在上周熱烈展開。目前本市共有 23 所國

小有少棒隊，這次賽事中，地主隊多達 13 支，顯示臺中作為

「世界棒球之都」的雄厚實力，也期待地主隊能發揮實力，將

冠軍獎盃留在臺中。(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八)運動場上選手們生龍活虎，呈現最佳狀態爭取最好表現，但往

往下場後可能因運動傷害而無法再次躍上舞臺。因此，本府為

提供本市運動選手一系列健康照護工作目前順利與 9 所區域

醫療院簽訂「運動傷害特約醫療院所」合作契約，將強化學生

傷後復健與合作醫院的後送機制，並搭配運動科學計畫，提升

選手的生理素質及條件，完善運動選手健康照護工作。(辦理

單位：本府各機關) 

四、上週逢甲商圈（西屯區西安街）發生了氣爆意外，造成 1 死 15 傷，

當天第一時間消防局蕭局長即前往現場指揮救災，各局處也積極

提供必要協助。在經過檢察官同意後，我們已清理西安街道路與

公共區域，並拆除可能掉落傷害民眾的廣告與瓷磚。至於意外原

因，初步調查是瓦斯行新進員工作業時，不慎踢落 2 支鋼瓶至地

下室，導致瓦斯外洩，經聯繫瓦斯行老闆前來處理，欲以電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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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散瓦斯，於插電時引發爆炸。所以我也再次提醒市民，一旦聞

到瓦斯氣味，應遵照「禁火、關氣、推窗、Call out」4 步驟，

千萬不能開啟電器、火源。此外，也請消防局加強對業者的宣導

與訓練，請林陵三副市長督導，杜絕類似事件的發生。另外，本

次事件中不幸罹難者承租的是出租套房，雖然本次事故地點不是

出租套房，但逢甲、一中等商圈等日租套房常潛藏公安危機，也

請觀旅局進行專案列管並加強稽查，並於治安與公安會議報中進

行完整報告。(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觀光旅遊局、消防局) 

五、公部門的能力有限，善用廣大的民間力量來建構服務機制，是治理

上必要的途徑，不僅是在臺中，更是國際各大先進城市的做法。對

市府而言，民間社團及個別的市民志工，將是重要的協力夥伴。而

志工是一項龐大的人力資源運用工作，透過人才的有效運用，培

養、發展在地的力量，也將成為臺中前進的動力。我們也期許將志

工精神發揮於市政各方面，以花博為例，透過花博，將能使城市提

升到新的境界，而辦完花博留下的資產，也將對臺中產生深遠的影

響。針對今日社會局專案報告「志工首都 花現臺中」裁示如下： 

(一)花博最美麗的風景是志工，臺中的志工人數與 2014 年底相

比，增幅高達 32%（截至今年 6月 30日，共 100,034人），顯

示本市志工首都的基礎已經逐漸穩固，請社會局與經發局研議

設法擴大參與本市志工的合作夥伴，引進民力協助花博活動。

(辦理單位：社會局、經發局) 

(二)請積極鼓勵地方的守望相助隊，特別是展區附近的隊伍踴躍參

與花博志工，既可省去舟車勞頓之苦，也可凝聚市民對城市的

向心力。(辦理單位：民政局)  

(三)目前本市義交已達 1,300位，可研議再增加義交數量，讓花博

期間能有一支具有充足經驗的隊伍，並研議由展區附近的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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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認養此期間隊伍之支出，讓政府與民間共同培養珍貴的人力

資源。(辦理單位：交通局) 

(四)有關花博志工經費部分，所需經費約需 1.6億元，惟目前僅核

定 1億元，請積極以各種管道爭取資源，甚至也可導入企業參

與，讓企業出錢、出人，培養企業善盡社會責任。(辦理單位：

社會局) 

(五)花博志工要搭配三步驟政策作結合，初期為整修臺中圖書館精

武分館打造「非營利組織（NPO）培力實驗專區」；並改建聯勤

招待所為非營利組織與志工發展中心；最後則將以光復新村為

基地，建設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中心，以此三步驟打造國

際志工首都，盼全面整合志工人力資源，提供培力訓練課程與

諮詢，讓臺中引領臺灣與國際連結。(辦理單位：社會局) 

六、今日專案報告，張副市長對此提示，花博營運總部組織分工中，營

運管理組有 1個總營管與 4個小營管，總營管由都發局負責，小營

管則由農業局、地政局、觀旅局與都發局負責，請各營管單位協助

社會局積極就志工分配業務等作協調溝通。此外，因應即將舉行之

花博說明會，除了今日播放的短片外，也請各局處倘有準備市政重

大建設之圖片或短片，務必積極提供於各場次中播放，也請區長大

力宣傳，讓市民看見市府之用心。(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本市

各區公所、社會局、都市發展局、觀光旅遊局、農業局、地政局) 

七、林依瑩副市長也針對今日專案報告提示，截至目前為止，交通組別

的志工最為缺乏，也期盼大家能多幫忙。另外，許多民間團體也相

當期待明年的花博盛會，因此請社會局定期提供各局處、公所與外

界志工招募的整體情形，讓志工的招募更為順利。此外，因應臺中

是一國際城的定位，偏鄉社區辦理 camp 最容易吸引國際青年志工

的到訪，因此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局處提出 camp 方案，讓臺中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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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符其實之國際志工城市。(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社會局) 

八、針對墊付案第 3案，市府已將大里兒童藝術館轉型為「纖維工藝博

物館」，並獲中央文化部補助一半經費。因其坐落於大里，鄰近霧

峰的中臺灣影視基地，因此未來博物館將與影視產業結合，將傳統

的纖維工藝轉為高附加價值的時尚產業，可協助拍片劇組治裝，影

片殺青後將服裝與道具留下作為收藏，讓傳統的纖維工藝，轉型為

高附加價值的流行時尚，未來博物館還可以舉辦服裝設計展、買賣

文創商品。另外，也可進一步與草屯的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結為姊妹館，以中央、地方合作模式相互拉抬，且因工藝研究中心

與法國有長年合作關係，可於明年開幕展時就與法方合作，在花博

開幕之前，為屯區增添觀光文化新亮點。未來博物館鄰近市區，勢

必可吸引許多觀展民眾，且因鄰近大里聯合行政中心、運動公園等

核心發展區，發展可期，也將能與當地居民的生活機能相互融合。

(辦理單位：文化局) 

陸、散會(上午 1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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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03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6年 7月 24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06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106年度入侵植物防治計畫」經費85萬

元整，本府106年度已編列配合款80萬元整，

合計165萬元整，以上補助款85萬元整，擬請

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2 建設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106年度補助本局辦理「生活

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工程

經費1億5,634萬2千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

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3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局辦理106年度「纖維．時

尚．綠工藝－國際交流合作計畫」經常門提

案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臺幣134萬元整，擬

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