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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13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年 7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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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瑋婷 

伍、 指（裁）示事項： 

一、  各位同仁及熱心公益的朋友們大家早，在此感謝國際獅子會

300-C1區會長聯誼會為響應籌設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捐贈

50萬元；我們於籌設之初設定以 2,000萬元為募款目標，陸續已

有企業界及民眾響應，目前累積金額已逾 1,000萬元，請新聞局加

強宣導，以挹注更多民間力量，促成中部燒燙傷重建中心的設立。

上週本府社會局、衛生局也已與照顧燒燙傷患者有極豐富經驗的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會商，研擬照護燒燙傷病患並照顧其家屬，

「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成立後可望造福許多患者及家屬，並

提供完善的後續復健醫療資源。此外，本人上週四前往榮總慰勞辛

苦的醫護人員，感謝他們不眠不休的照顧傷患，並送上本市的特產

-高接梨，藉以聊表心意，也請他們多照顧自己的身體。(辦理機關：

新聞局) 

二、  上週市府最重要的施政即是「優化公車專用道-臺灣大道幹線公車」

上路，上路初期難免有些磨合，感謝各界提供寶貴意見，市府也持

續改進及修正，經過第一個週末，整體車況已漸入佳境，也發揮正

面效益： 

(一)  將 BRT改成優化公車專用道，正是「穿著衣服改衣服」，有相

當限制及困難度，然而市府對於所遭遇的問題也一一解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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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火車站前停靠站原即為臨時停靠站，出現擁擠的情況，經

重新規劃動線，加派同仁與志工協助導引民眾搭車，已獲改善。

公車班次和前車保持距離等需磨合的部分，也已請交通局再度

召集所有公車業者進行協調。至於閘門與公車門難以對合，導

致不方便上下車的問題，交通局已在月臺上劃設行車停止線，

讓公車司機有停靠標準；未來月臺閘門驗收完成後將會移除，

就不會再有車門對不準出口的問題，而且月臺空間也會變大。

此外，站內的公車動態顯示系統還有待改善，包括提供正確的

資訊等，初步除了加強志工協助與宣導外，未來在行控中心完

成驗收後，可望透過系統進行調控。另外，有關民眾反映 APP

資訊未更新部分，經查該 APP為民間建置，請交通局協調民間

業者同步更新。 (辦理機關：交通局) 

(二)  上週五（7/10）我也親自召開跨局處會議進行檢討，各項數

據顯示：新措施實施後，慢車道行車較以往順暢；以往公車與

汽機車擦撞的情況也有所改善；公車專用道及快車道速率僅微

幅提升，請交通局再行研議改善；減少變換車道對於交通的調

節與安全有所助益；公車班次、座位變多；海線直達市區免轉

車，進一步縮短城鄉差距；而 10 公里免費也鼓勵更多人搭公

車。總而言之，新的措施經歷磨合與陣痛後已陸續出現正面效

益，這是一個對的政策，我有信心經過不斷的改善一定會更好。

優化公車專用道上路後，不僅慢車道機車族叫好、海線地區市

民也給予肯定，雖然對原本搭 BRT藍線的通勤族，可能稍受影

響，但只要總體效應是正面的，就是對的政策，就值得我們推

動及改變。事實上，原 BRT 免費的政策依規劃應於今年 7 月 1

日結束，而配合優化公車專用道上路，將雙節公車編為 300號

公車，適用 10 公里免費政策，對原本搭乘 BRT 的市區民眾，

也省下不少車資。請交通局多加宣導，讓更多民眾了解新制的

優點。(辦理機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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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建置大臺中的交通路網，須包括公路網及聯外道路等整體規劃，

上週交通部公路總局已同意支持將外埔、大里道路納入生活圈道路

交通建設計畫，其中外埔區「2018 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外埔園區

聯外道路」完工後將成為花博外埔園區對外主要道路，並可完善外

埔區、后里區花博周邊的交通動線。而「大里聯絡道高架橋下增設

平面道路新闢工程」，可改善臺 74線從大里區草堤路至霧峰區柳峰

路約 4.2公里的路段，解決了沿線與一般道路無法銜接，以及高架

橋下方左右兩側無側車道，無法服務大里區當地民眾交通需求之問

題。這兩項工程預計可於 2018 年底前完工，可帶動周邊的交通發

展。(辦理機關：建設局) 

四、  就長程的城市發展規劃，捷運仍是不可或缺的大眾運輸工具，在

臺灣大道已轉型為優化公車專用道後，我也請交通局檢討原來的捷

運政策，特別是捷運綠線將於 4年後試營運、6年後通車，需要與

捷運綠線搭配的捷運路線，我認為捷運藍線非做不可，以帶動中區

到全市區的沿線發展，請交通局積極規劃，向交通部爭取核定捷運

藍線計畫。另外對於二線交會，位於臺灣大道、文心路口的捷運綠

線 G9 站，請交通局、都發局等相關局處共同研議如何與周邊發展

連結，並增加投資誘因，吸引民間共同開發。(辦理機關：交通局、

都市發展局) 

五、  近期大肚山上的都會公園，傳出多起不肖人士以毒餌毒狗事件，

雖然都會公園屬內政部營建署管理，但毒餌毒殺流浪狗的事情已引

起人心惶惶，市府以流浪動物零安樂死為施政目標，我絕不能容忍

這樣的犯罪行為，因此請警察局積極偵辦，務必將歹徒繩之以法，

給所有愛護動物的人士一個交代。(辦理機關：警察局、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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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上週五我特地前往神岡浮圳視察道路拓寬工程，前市府辦理土地

徵收，欲拓寬馬路並拆除浮圳，引起民眾的抗爭。神岡浮圳是臺中

第一條水圳，也是全臺唯二的浮圳，更有將近 300年的歷史，文化

價值無可取代。我上任後請建設局、交通局等相關局處積極研議，

終於找到兩全其美的方案：圳前路將不拓寬，浮圳不會被拆；浮圳

南側已徵收的土地將施作行人與自行車道及綠廊，讓民眾騎自行車、

散步，欣賞浮圳之美；交通部分則拓建堤南路，以因應豐洲一期工

業區廠商及民眾所需，在此對相關局處的努力表示肯定。(辦理機

關：建設局、交通局、文化局) 

七、  上週我前往綠川視察，水利局「新盛綠川水岸廊道計畫」預計讓

綠川開蓋，前提是污水處理改善必須做好，透過旱溪引水以改善綠

川水質、環境景觀及週邊交通，並可進一步改善臺中公園、臺糖生

態園區等區域的水質： 

(一)  在此感謝水利局已向環保署爭取到 3 億 9 千萬元，進行水質

淨化。本府並於明年度編列 1億 6千萬元進行引流、截流等工

作，請財主單位支持。我們將「新盛綠川水岸廊道計畫」與今

日的專案報告「綠空鐵道軸線計畫」，作為中區再生的兩大主

軸策略。中區在三年後會完全不一樣。希望臺中能再現小京都

風情，讓臺中的綠川媲美京都的鴨川、首爾的清溪川，讓臺中

人的光榮感因為綠川的再生而實現。(辦理機關：水利局) 

(二)  文化城中城的策略計畫，綠川水岸廊道 1.6 公里加上綠空鐵

道 6.1 公里，恰巧共 7.7 公里，我將之稱為「綠綠臺中 77 計

畫」，當其將每個如珍珠般的景點串為項鍊時，整體價值就不

一樣。就「綠綠臺中 77 計畫」整合行銷部分，請研考會加強

內部(製作簡報資料)行銷、新聞局強化外部整合行銷(製作動

畫等宣傳方式)，以吸引民間力量共同加入投資。 (辦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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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新聞局) 

八、  臺中市是一個因鐵道而誕生的城市，也以臺中火車站為核心，臺

中成為臺灣第一個都市計畫的城市，臺中的發展在臺灣的歷史上有

著不可抹滅的重要性。回顧百年以來，臺中百年的歲月，成敗興衰，

而下一個一百年，掌握在我們的手中，因此我們要以存舊立新的概

念，推動臺中的發展。文化就像一個人的靈魂，每每能展現最核心

的價值，我們找到以文化作為臺中發展的主軸，每每想到我們在創

造新的歷史，就令人開心。以下針對「綠空鐵道軸線計畫」專案報

告作以下裁示： 

(一)  許多青年朋友及文史團體相當關注「綠空鐵道軸線計畫」的

推動與發展，感謝青年朋友組成「臺中文史復興組合」這些年

推動鐵道文化的保存與發展，舊建築的保存須加上新的創新，

才能讓文化資產保存有價值，也希望未來推動此計畫、包括招

商投資等，能結合更多的民間力量及文史工作者的參與。(辦

理機關：文化局、交通局) 

(二) 「綠空鐵道軸線計畫」是推動文化城中城的策略性計畫，不但

打通交通樞紐、提升觀光效益及復甦中區經濟，有其不可取代

的重要性，為各項推動策略中之火車頭計畫；且臺鐵在今年底

就會進行高架通車，請相關局處推動工作時須充分協調，並加

速推動時程。(辦理機關：交通局、觀光局) 

(三)  透過舊鐵道的立體駁坎的保存與再利用，打造綠色廊道串連

舊城區，並搭配綠川水岸計畫一併推動，結合自行車道及人本

步道，進而帶動城中城的發展。請都發局統籌相關局處具體擬

定及執行各項工作項目與期程，每月召開會議並定期管考，務

必於三年內展現具體成果。(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文化局、

建設局、水利局、觀光旅遊局、經濟發展局、研究發展考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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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 

(四)  為再現臺中市舊城區的榮景，落實舊市區文化資產保存、產

業經濟活絡，市府已擬定「城中城再生綱要計畫」作為執行中

區再生計畫的上位指導。請林副市長擔任總召集人，並請張副

市長共同主持，請都發局負責成立推動會報，每月召開協調各

機關的合作，並請研考會協助各項計畫期程控管。執行中若發

現有利於中區再生或民眾福祉的計畫或策略，也希望各機關可

隨時提出，請都發局主動配合檢討修正綱要計畫內容。(辦理

機關：都市發展局、文化局、建設局、水利局、觀光旅遊局、

經濟發展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五) 「臺中市城中城再生自治條例」及「臺中市城中城產業再生發

展中心組織自治條例」為關鍵法源依據，並與中區再生的成功

息息相關。請依程序加速立法進度，以利推動中區再生及文化

城中城發展的各項工作。(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六)  有關鐵道文化園區規劃要盡速進行，並請交通局加速建構火

車站附近的交通系統及動線的系統性規劃，並規劃未來搭配捷

運藍線的共站問題，預留交通發展需要的空間及動線。(辦理

機關：交通局、都市發展局) 

(七)  請林副市長協助督導水利局召開跨局處會議，研議本市清淤

疏濬所產生之土石方之運用，如筏子溪、大甲溪等，透過公開

透明、合法的程序辦理土石方標售作業，以挹注市庫收入。(辦

理機關：水利局、財政局、警察局) 

九、  有關舊市區(原大臺中州)及干城等區域仍有大量公有土地，屬中

央或原省政府用地，考量本府升格為直轄市後，應配合城市之整體

發展需要，善加利用及開發。在此請張副市長、林副市長及地政局

等相關機關研議辦理公有土地資產調查，並配合都市再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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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規劃再利用之可行方案，適時與中央部會進行協調。(辦

理機關：地政局、財政局) 

十、  有關教育局所提修正「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

使用管理辦法」，有鑑於之前新北市發生割喉案件，開放校園務必

以維護校園安全為優先，同時開放時間要保留彈性，並諮詢學校、

家長及社區等意見，在落實開放校園同時，亦要維護學童安全。(辦

理機關：教育局) 

陸、散 會（中午 11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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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13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 7月 13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教育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

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草案 1 份，敬

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

發布施行。 

墊01 
客家事務委

員會 

客家委員會 104 年度補助本市豐原區公

所辦理「2015 臺中市葫蘆墩三山國王民俗

文化節」經費 15 萬元整，本府 104 年度

已編列配合款 27 萬元整，合計 42 萬元

整，以上補助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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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事務委

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 104 年度補助本市石岡區

公所辦理「臺中市石岡區客家文化生活環

境資源調查研究計畫」117 萬元，本府須

編列配合款 33 萬元整，合計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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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