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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15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7月 27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豐原陽明大樓 3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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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仁大家早，每次到陽明大樓開會都覺得精神特別愉悅，到原

縣區(沙鹿、清水等地)召開市政會議時，也特別安排與山海屯區域

相關的專案報告，之後會議也將移師其他區域召開，相當符合我們

帶動區域均衡發展的施政理念，也能更加了解當地周遭的建設。(辦

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二、 剛才特別頒獎表揚優良駕駛-連劍清先生，我是從網路上得知他的

善舉，亦即上週駕駛 301路線公車行經秋紅谷時，主動協助、引導

帶著三名幼兒的婦人搭車，受到媒體廣為報導。雖然之前曾發生

BRT夾傷人的事件，遭批評不夠人性化，但是本市也有非常多盡忠

職守的優良公車駕駛，據了解連先生的善舉並非偶然，已連續三年

蟬聯優良駕駛。另外，連先生一路上善用麥克風播報廣播站名、轉

乘資訊，並協助市府宣傳公車刷卡 10公里免費、幹線公車政策，

實在是市府新政上路的最佳行銷者，希望連劍清先生的善舉可以引

起更多駕駛員效法，以贏得社會尊重，增添社會的快樂與溫暖，連

先生的善舉也值得每個人在工作場合上學習效法。(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三、 回顧上週以來的市政推動，可以發現隨著市府推動的新政陸續上路，

社會大眾已逐步了解，市府不只是除弊、更要興利；當然，「改革

需要勇氣，成功需要堅持」許多事情無法一時半刻看出成效，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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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除弊興利已獲初步成果，有時改革會傷到既得利益者與舊有觀

念，因此市府必須用更高的標準自我要求，才能拿出更好的成績說

服市民，以下與各位分享有關舊市區再生與活化的作為： 

(一) 第二市場與臺中火車站同樣將於後年(2017年)滿興建百年，上

週我到中區參加百年慶典記者會，其中第二市場是臺中美食的

縮影，一桌的美食蘊含了百年的故事，包括：三代福州意麵、

顏記包子、老賴紅茶、麻芛等等各式特產，都是許多老臺中人

的記憶，我也期待能進一步帶動中區再生，因此我請都發局進

行專案報告，除了大規模的方案，如：綠空鐵道、綠川水岸等

計畫之外，由於多棟閒置舊大樓阻礙了中區再生的發展，包括

千越百貨、第一廣場等，希望逐棟活化標的大樓，以帶動中區

發展。(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二) 北區中央市場位處精華地段，在 20、30 年前相當熱鬧，然而

現在相當沒落，我認為中央市場的店家或住戶可以比照建國市

場的遷建模式，依法進行安置或補助，以進行都市更新，與原

住戶進行良好的溝通，也要維護攤商的利益，並研議朝 BOT的

方式進行開發，在確保原住戶、攤商的權益下，可規劃朝向興

建商場、社會住宅與地下停車場的方向邁進，以期創造多贏的

規劃！(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三) 東區臺糖生態園區，米與糖產業是日治時代臺灣經濟的基礎，

坐落於後火車站臺糖生態池附近的「歷史建築帝國製糖廠臺中

營業所」深具歷史意義，是臺中糖廠全區僅存的日治時期產業

建築，市府已針對「帝國製糖廠臺中營業所」進行整修、保存、

維護與再生利用，初步將之定位為臺中產業發展的主題館。糖

廠是臺中經濟發展的基礎，沿著鐵路，從中南區到大屯區到整

個大臺中地區，包括舊臺糖軌道運輸等製糖機械產業的特色發

展，串連綠空廊道、臺中文創園區等文化景點，帶動臺中新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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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整體發展。(辦理機關：文化局) 

四、 上週前往臺中精密機械園區視察汙水放流，中科園區花費 50億元

打造中科排放專用管道，控管汙水放流，也希望未來朝向零排放的

目標努力，讓放流水可以再生利用。此外，市府將 1.16公頃餘地

規劃為社會住宅建地，以及1.65公頃產業用地規劃興建標準廠房，

預計將精密機械園區打造為結合生產、生活、生態「三生共榮」的

優質示範產業園區，請相關局處進行妥善規劃。這樣的觀念與重新

定位中的水湳經貿園區、臺灣塔相關，上週經濟部長到訪臺中，我

們也向經濟部爭取將水湳經貿園區中 41公頃的土地打造為創新研

發專區，並研議將漢翔 30公頃的土地納入創研專區二期規劃。(辦

理機關：經濟發展局、都市發展局) 

五、 有關后里長期存在的汙染問題，造成居民很大的抱怨，環保局已秉

持依法行政的原則，針對空氣汙染及臭味進行裁罰，對於造成空氣

汙染主要來源的正隆紙廠裁罰之累計罰鍰已超過 3,300萬元，也促

使正隆紙廠投入人力、物力及經費進行改善，當地民意反映已顯著

改善，為確保改善是治標又治本，后里區公所將成立「環境治理諮

詢委員會」，把民意納入環境監督及未來的治理發展，邀請學者專

家、環保團體及社區居民與會，共同為環境與生態把關；此外，后

里是 2018臺中花博主展場之一，改善當地空氣品質將是影響花博

的成敗關鍵，我們對於改善措施絕不能有任何妥協。(辦理機關：

環境保護局、后里區公所) 

六、 上週我們邀請日本專家和田新也來臺協助進行 2018花博規劃，專

家建議結合水舞、綠色交通等元素，打造花博特色，會議中也達成

共識：打造臺中成為臺灣花都。為配合 2018辦理國際花博，市府

已開始規劃城市改造，包括景觀綠美化，結合花果的展館、設備，

以及花博展場周邊交通，進行都市計畫的調整。都發局的初步規劃

已結合本人重要的施政願景，如大臺中一二三交通規劃、打造新舊

雙都心等，今天的專案報告「花都藝術節」也是依此進行規劃，打



 4 

造臺灣最大的藝術節。在此也回應外界關心的議題：針對爵士音樂

節是否取消進行澄清，事實上，為均衡城鄉發展，我們已將原爵士

音樂節納入花都藝術節，辦理場地擴至山海屯都等地，整個藝術節

活動的質與量不減反增。市府決定辦理花都藝術節，一方面是為了

替2018國際花博暖身，另一方面是為了進行臺中的觀光發展策略，

此類國際性大型活動對於臺中的城市行銷推展是相當重要的，不僅

是全市府的事，更是全臺中市民的事!希望大家秉持年初同心協力

將 2015臺灣燈會辦好的精神，賡續推動 2018國際花博。(辦理機

關：農業局、文化局、都市發展局) 

七、 「2015臺中花都藝術節」是城市形象行銷的重大活動，目前活動

規劃節目類型繁多，舉凡地景藝術、遊行踩街，舞蹈、活動、展覽、

音樂、街頭藝人等種類也都含括在內，其中也納入已連續舉辦 13

年的國際爵士音樂節，並擴大到山海屯各區辦理，為 2018花博暖

身，特別舉辦「花現臺中－踩街大遊行」創意花車活動，希望建立

一個全臺灣最大的藝術節。我們希望將臺中定位為「花都」，並將

花都藝術節打造成為類似英國的愛丁堡藝穗節或法國的亞維儂藝

術節等，這些藝術節活動皆兼具國際化與在地性，而花都藝術節的

規劃也反映了在地藝文團體的參與，在此特別表示肯定。以下就文

化局「2015臺中花都藝術節」簡報做幾點裁示，請張副市長協助

督導相關局處積極辦理，以確保進度符合期程： 

(一) 本府將「2015 臺中花都藝術節」定位為 2015 年起創新推行的

重要文化政策，請各機關全力配合辦理，其中有關場地、交通、

公共安全及周邊環境維護等，皆為活動成敗關鍵，相關業務分

工也請依文化局專案報告內容及實際執行進行修改，期使花都

藝術節活動圓滿順利。(辦理機關：農業局、觀光旅遊局、經

濟發展局、新聞局、交通局、教育局、消防局、警察局、都市

發展局、環境保護局、衛生局、建設局) 

(二) 文化局在推動「2015臺中花都藝術節」的同時，除了在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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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在地藝文團體之外，並應積極培養在地人才，整合相關藝

文資源，並擬定詳細計畫，透過提供優秀藝術人才發揮創意與

藝術跨界合作等策略，將大臺中地區打造為文創重鎮。(辦理

機關：文化局) 

(三) 花都藝術節中，花車是核心，如何提升效益最大化，讓花車意

象與活動緊密結合相當重要。例如；以花作為傳遞人與人之間

善意交流的象徵，或者呼應城市的文化精神，請大家共同集思

廣益。另外，花都藝術節的主 logo 或 cis 設計可研議依「臺

中 go」再行設計，以發揮整體宣傳效果。另請積極邀請外國駐

臺代表處官員及姊妹市民眾到本市參與花都藝術節，提升國際

能見度。(辦理機關：文化局、新聞局、秘書處) 

(四) 本市的花卉產業是發展強項，因此可結合中彰投的資源，辦理

花都藝術節及 2018 國際花卉博覽會，包括農業生技及有關的

文化觀光活動。為了擴大舉辦花都藝術節效益，除了本市山海

屯區外，也請擴及中彰投區域，推動文化、藝術及觀光旅遊之

資源整合。另外，請觀光旅遊局配合 10天「花都藝術節」，設

計旅遊套裝行程，並利用「中臺灣觀光推動委員會」平臺加以

推動，共創區域治理的效益。(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 

(五) 花都藝術節應結合商圈，如原舊市區的各項特產及文化景點，

為擴大活動舉辦之經濟效益，也請經濟發展局整合各大商圈行

銷計畫，與花都藝術節搭配整體行銷，創造更大的城市行銷效

益。(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六) 考量政府是政策制定、協調及資源整合的平臺，如何用最少的

資源及預算辦好花都藝術節，值得大家集思廣益。其中像是納

入民間力量，包括公民營企業、宮廟、具設計觀光科系的大學

院校、工商團體等，用最有效率、最省錢的方式辦好花都藝術

節，將花都藝術節擴大成為全臺中市民共同參與的活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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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關：文化局、經濟發展局) 

(七) 請新聞局針對本市 10-12 月各類大活動(包括花都藝術節、國

家歌劇院展演、青棒 12強賽、白冷圳文化節等各類活動)及早

進行平面及網路整合行銷，以達良好宣傳效果。另請以影片方

式記錄活動實況，以供後續參考並持續宣傳效果。(辦理機關：

新聞局) 

(八) 請文化局於辦理「花都藝術節」的基礎上，研提臺中市文化發

展的策略。我常說「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城市的靈魂」，

擁有許多的基礎建設，更要發展文化素質，讓文化成為市民生

活的一部分，結合國際化與在地性，透過「藝術與文化」來行

銷城市，同時強化臺中人的城市認同與光榮感，回歸以人本為

主的文化生活精神呈現。(辦理機關：文化局) 

(九) 大型城市多半擁有屬於自己的交響樂團，尤其在國家歌劇院即

將落成啟用之際，請文化局研議成立推動本市市立交響樂團之

可行性。坐落於本市的文化資產包括：科博館、國美館、臺中

文創園區及國資圖等，國立臺灣交響樂團也是以臺中為主，短

期內國家歌劇院以協調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為主，長久而言，仍

希望以市府主導國家歌劇院的運用，也請文化局積極主動與國

立表演藝術廳及文化部協商，以帶動周邊環境的發展。(辦理

機關：文化局) 

(十) 幾年前阿拉夜店大火發生憾事，使得音樂展演空間受到嚴格取

締而減少，也讓許多樂團無處可去，顯示出扶植在地樂團是一

項重要工作；其實，另一方面，音樂代表不同意義，不完全是

表面的狂歡，更具療癒及提升心靈的功效，而且只要是認真創

作音樂或享受音樂都可以無所畏懼，這是音樂的魔力。因此本

市除了提供像歌劇院般古典音樂展演的空間，更應提供年輕人

發揮的空間。請文化局、都發局、經發局、教育局、新聞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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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議，提供本市更安全、友善的音樂表演空間，例如，在公

共安全的前提下，適度鬆綁對於「音樂展演空間」（Live House）

之管制等方式。(辦理機關：文化局、都市發展局、經濟發展

局、教育局、新聞局) 

八、 為因應部分局處辦理中央補助款預算轉正及墊付款等需求，市府刻

正進行 104年度第二次追加減作業，在此提醒各局處，如有需辦理

追減的項目，亦請配合一併辦理。(辦理機關：主計處) 

九、 昨天人事處舉辦的「市政顧問座談會」相當成功，之後亦將定期舉

辦，後續的座談會議請分為上下午各兩場次的方式辦理，對於市政

顧問提供市政許多寶貴的建議，請人事處記錄並彙整各相關局處確

定回應意見，以具體回覆市政顧問。此外，請各局處配合：(1)透

過 line等通訊軟體提供市政資訊給市政顧問。(2)請都發局就都市

計畫通盤檢討向市政顧問進行另案報告。(3)回覆市政顧問各項提

案時，請依「情、理、法」的原則進行取代「法理情」。另請人事

處、市長室為市政顧問規劃更為密切的活動，以強化市府與市政顧

問之互動。(辦理機關：人事處、都市發展局)  

陸、散 會（中午 12 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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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15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 7月 27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01 都市發展局 

為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104-105年度城鎮風

貌形塑整體計畫-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

經費新臺幣1,700萬元整，本府104年度已編列

配合款837萬元整，合計2,537萬元整，以上補

助款1,70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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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旅遊局 

教育部體育署104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自行車

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臺中市東西向大甲

至日南自行車道建置工程」經費180萬元整，

本府已編列配合款120萬元整，合計300萬元

整，以上補助款18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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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觀光旅遊局 

教育部體育署104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自行車

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臺中市甲后線自行

車道規劃設計」經費100萬元整，本府已編列

配合款70萬元整，合計170萬元整，以上補助

款10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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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經濟發展局 

行政院特核准104年度「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

款」補助本局辦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

畫」經費計1億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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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經濟發展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4年度補助

本市辦理「臺中市中科放流管沿線自來水專案

補助計畫用戶接管(第一批)」經費計2,413萬

7,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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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觀光旅遊局 

教育部體育署104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自行車

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東豐、后豐自行車

道串連環島示範計畫」經費150萬元整，本府

已編列配合款100萬元整，合計250萬元整，以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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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補助款150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墊07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本市后里區公

所辦理「104年度輸變電促協金（運轉中）」

之經費計新臺幣43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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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客家事務委

員會 

客家委員會104年度補助本市太平區公所辦理

「臺中市太平區客家文化生活環境資源調查

研究計畫」經費117萬元整，本府尚需編列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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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09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多元照顧中

心(小規模多機能)服務計畫」之經費新臺幣27 

萬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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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