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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289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3月 27日（星期一）上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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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繼上週榮獲「105年度保護婦幼安全工作評核」六都第 1後，

這週在內政部警政署「105 年 9 至 12 月打擊電信網路詐欺犯罪工

作」評核中，也榮獲六都第 1。連續獲得佳績非常不容易，代表臺

中已成為安居樂業之宜居城市，未來可以想見會有更多的企業投資

與人才移入，臺中將可成為名符其實之生活首都。(辦理單位：本

府各機關) 

二、臺中縣市合併升格後的各項重大建設已步入軌道，上週行政院公布

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包括綠能、數位、水環境、軌道及城鄉等五

大類，本市多項建設囊括其中，能夠獲得中央政府支持，除感謝中

央的支持，也代表市府同仁預先做好準備的功夫發揮效益，正所謂

「自助而後人助」，與大家共勉並分享如下： 

(一)軌道建設： 

1.大臺中山手線：成功至追分段雙軌化工程(下環微笑線)已於

去年獲行政院核定，由中央全額負擔經費，而本次前瞻計畫

進一步核定「追分到大甲的海線鐵路雙軌化」、「大慶到烏日

的山線鐵路高架化」及彩虹線系統型式選擇評估。未來山手

線環狀路網完工後，搭配都市更新計畫，包括烏日高鐵站、

烏日舊火車站及原市區重劃區，將可帶動大臺中多核心都市

發展、縫合鐵路兩側都市土地，建構本市副都心。另外，我

也建議中央應納入建議中央應納入苗栗海線鐵路規劃，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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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鐵路從竹南至大甲仍是單軌，長期而言應讓鐵路山線、

海線雙軌化，讓海線鐵路承接山線原來的運量，對苗栗也將

形成環狀鐵道運輸，總體運量可大幅增加，造福更多市民。

(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2.捷運藍線：捷運不僅是連結市區之重要工具，未來也要延伸

到山海屯，甚至得以擴及中彰投，這是我們對於城市願景與

藍圖的擘劃，也是未來的必然發展，對於城市的發展非常重

要。然而，要發展四通八達的交通路網，至少應該由兩條捷

運十字交叉而成；目前捷運藍線(臺灣大道沿線連接火車站)

已獲中央核定，亟需進行下一階段，亦即捷運藍線延伸段規

劃，在何欣純立委協助推動下，交通部已核定 1,000萬元補

助經費，請交通局儘速辦理「捷運藍線延伸至屯區」可行性

評估，以捷運、或者輕軌的方式完成路網規劃，將屯區的市

民納入捷運共同生活圈。此外，新市政大樓坐落於捷運藍線

與捷運綠線之交叉點，未來將成為新的轉運中心，請都發

局、交通局、建設局及相關單位，因應捷運藍線獲得中央補

助的新發展、盤點都市計畫進行新規劃。「捷運藍線」可視

為以交通為導向的都市開發計畫(TOD)，透過跨區的都市重

劃，將臺灣大道周遭可開發區域，納入捷運藍線周邊場站開

發，以提高財務計畫可行性；並請林陵三副市長偕本市立委

就捷運藍線高架化工程、地下化工程等路段爭取中央重新評

估補助經費，希望提高本市財務計畫可行性後，爭取中央提

高補助款額度。 (辦理單位：建設局、交通局、都市發展局) 

3.捷運綠線：捷運綠線延伸到彰化，是中臺灣區域聯合治理的

重大突破，為強化運輸效益，我也與彰化縣魏縣長一同向蔡

總統建議，將綠線繼續延伸至鹿港、和美，勢必可吸引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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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中至鹿港觀光旅遊，帶動北彰化發展，實現區域聯合治

理目標，此項計畫並已獲得蔡總統的支持，對中部發展極具

助益。(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二)綠能建設：除了陸運，海運也相當重要，臺中港的開發一定要

市港合作，港口營運雖具高度專業性，但周邊土地開發、招商、

交通、產業、文化等發展，由地方政府主導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此外，本市港口與其他縣市最大不同處在於其腹地廣大，我已

請研考會彙整「臺中港 2.0計畫」向中央爭取支持，請各相關

局處全力帶動臺中港的發展。另外，因中彰外海擁有世界優良

的海上風場，未來臺灣勢必以臺中港作為離岸發力發電的基

地，除了可吸引近兆元的投資，連帶也帶動地方產業發展，因

此，請經發局以綠能產業中的風電產業為發展重點，搭配臺中

港 2.0進行完善規劃，未來，結合興建中的海洋生態館，及爭

取設置電力博物館，相信定能發揮群聚效應，串聯打造海線的

觀光旅遊廊帶，帶動地方整體發展。(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

本府各機關) 

(三)數位建設：我們積極爭取近 4億元的預算，在精密機械園區設

置智慧機械示範產線，並打造創新研發專區。此外，數位建設

與智慧城市息息相關，未來的水湳將是全國智慧城，水湳園區

中的多項建設計畫請相關局處搭配數位建設積極爭取中央補

助。(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 

(四)水環境建設：臺中的柳川整治已成為全臺成功典範，中央對此

相當肯定，因此，我們特別提報葫蘆墩圳、柳川延伸段、綠川、

筏子溪、潮洋溪、麻園頭溪、旱溪、梅川等水環境改善計畫，

進行本市全流域治理；其他包括「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

改善計畫」、「再生水工程」、「加強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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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亦持續向中央爭取，加速推動水環境改善，提供市民親水環

境。(辦理單位：水利局、本府各機關) 

(五)城鄉建設：中央預計於 4年內投入 1,372億元特別預算，推動

十大工程計畫，包括改善停車問題、提升道路品質、城鎮之心

工程（改善中型城鎮都心機能，帶動舊市區更新）、開發在地

型產業園區、文化生活圈建設、校園社區化改造、公共服務據

點整備、營造休閒運動環境、客家浪漫臺三線、原民部落營造

等，有許多計畫源自於旗艦計畫，請研考會主動、儘速了解各

部會相關計畫，由相關機關研擬具體計畫提出申請，為期爭取

更多經費補助，並請積極與本地立委聯繫合作，也請臺北聯絡

處全力協助，為城市發展創造全新契機。(辦理單位：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本府各機關) 

三、除了以上建設，蔡總統日前也宣布，中央和地方將共推水湳國際會

展中心，其佔地約 10.9公頃，分為東、西展覽館，由市府出資 58

億元、中央補助 42 億元興建。完工後可容納近 5,000 個攤位，兼

具展覽及會議多功能，預估可帶動周邊約 700億元商機。尤其對本

市重點發展的智慧機械產業，將帶來可觀的加乘效益。(辦理單位：

本府各機關) 

四、市政建設運作： 

(一)空氣污染防制是全臺共同關切的問題，本市在空污防治上可說

是思考最完整、做得最澈底的地方政府，我們除了率先制定「臺

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並訂定「臺

中市政府推動企業加熱設備改用天然氣補助要點」，補助企業

將燃煤、燃油鍋爐改為燃天然氣鍋爐，減低污染物排放。去年

已有 17 家企業完成鍋爐改裝，今年市府擴大補助對象，補助

金額上限也從 30 萬元提高至 50 萬元，期望 2 年內可新增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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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業改用天然氣。另外，也請相關局處與臺電積極溝通，以

林口電廠為標準，改善臺中火力發電廠的燃煤效益，積極改善

本市空污問題。(辦理單位：環境保護局)  

(二)除了改善固定汙染源，移動式汙染源的管制工作也是重點，因

此市府規劃「小黃公車」，透過計程車的機動性代替公車服務，

服務年老長者、行動不便或是攜帶大型行李的民眾，也可降低

市民使用自用汽機車之頻率，將能逐步改善空汙問題。(辦理

單位：本府各機關) 

(三)3 月 29 日市府將與中科院、工研院及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等

四方代表，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除了強化國內航太加工供應

鏈，可帶動航太與智慧機械結合更大的群聚效應外，亦可打造

臺中成為智慧機械之都及國機國造基地。(辦理單位：本府各

機關) 

(四)俗話說「三月瘋媽祖」，今年大甲媽祖已起駕遶境，可說是全

世界的宗教盛事，市府也積極推動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

此外，今年適逢「七媽會」滿百週年，為讓全臺灣更了解此盛

事，從而帶動本市宗教文化觀光，請民政局、文化局積極協調、

妥為規劃，使活動順利進行。(辦理單位：民政局、文化局) 

五、產業升級轉型，是當前臺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課題。目前臺灣的發

展已由臺北、新竹、擴及到臺中甚至彰化，大臺中的大肚山 60公里

黃金縱谷產業聚落便是我們的寶藏，不僅交通便利，腹地也相當廣

大，我們全力發展機械產業、加強技職再造，藉由中科與竹科串聯

起臺灣高薪產業廊帶，加強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交流合作，讓臺中

有更多發展可能。製造業的競爭力，其基礎為機械製造，本市是精

密機械與工具機零組件之城，由於中國投資情況惡化，目前已吸引

許多企業回流台灣，加上現有技術人才越來越少，北臺灣又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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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南臺灣則以國營事業、重工業為主，中臺灣擁有許多技職人才

培育學校，在在突顯中臺灣在智慧製造產業上之重要性。另外，蔡

總統推動的五大創新研發計畫 5+2 產業，與臺中有密切關連，智慧

機械、國防航太以臺中為翹楚；未來亞洲矽谷計畫產業也可望進駐

臺中；綠能建設之離岸風電，臺中極具發展優勢；生技健康產業也

日漸成長，各項跨產業合作都在臺中匯集，我們致力讓產業競爭力

與製造業服務化能力升級，提升本市整體競爭力。今年 6 月我預計

率團參訪法國巴黎航太展，與當地航太公司簽約，針對航太加工技

術領域合作，後續也將配合新南向政策，與菲律賓、新加坡等國擴

大經貿交流，讓中部產業生產力持續提高。(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六、針對經發局「打造智慧機械之都及投資招商成果報告」，裁示如下： 

(一)新南向政策是臺灣各縣市對東南亞和南亞城市外交的重點，我們今

年再度成功爭取亞洲臺商會年會（7月）在臺中舉行，經發局已規

劃臺商會期間舉行「中彰投苗四縣市聯合招商說明會」，可望建立

臺中與東協十國的緊密關係。因此，請張副市長督導經發局儘早統

籌，務必與彰、投、苗三縣市充分溝通，以達共識。(辦理單位：

經濟發展局) 

(二)水湳經貿園區是本市鑽石寶地，如果分開標售，難以彰顯整體價

值，除了應以研發、創新做為發展方式，並請研議儘量以設定地上

權或出租方式進行土地利用，以利築巢引鳳，吸引企業總部進駐水

湳經貿園區，共同打造智慧城市。(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地政

局) 

(三)發展產業需要人才支撐，我們要攬才、育才、甚至留才，因此請研

議透過人才交流、學位認證、國際學舍提供等資源，使來臺留學、

就業之東協成員、新臺灣之子等提高留在本市之意願。此外，請研

議與產業界合作，進行人才培育，使人才群聚在臺中，讓臺中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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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未來發展之可能性。(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教育局) 

(四)市府已將豐富專案再定位為生技產業園區，請進一步研議擴大園

區，並儘早規劃第二期計畫，全力塑造豐原副都心。(辦理單位：

經濟發展局) 

七、有關今天提案 1，本府擬出具南屯區永新段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提

供保證責任臺灣區花卉運銷合作社申請花市主體建物之建築執照使

用乙案，由於該地位處市中心，加上明年花博於本市舉辦，請張副

市長召集相關局處、該地花農及經銷商等，除了思考以假日花市，

提升市場土地利用價值，並請進一步研議，邀請共同參與花博盛會，

增進民眾之參與。(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農業局、臺中世界花卉

博覽會辦公室) 

陸、散會(上午 1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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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8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6年 3月 27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經濟發展局 

本府擬出具本市南屯區永新段 83-1 地號等

一筆面積 10,000 ㎡市有土地之土地使用權

同意書，提供保證責任台灣區花卉運銷合作社

申請花市主體建物之建築執照使用，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2 衛生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

例」部分條文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1 勞工局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

罪協商金 106 年度補助本府勞工局辦理 106 

年度臺中市政府更生人自助人助實施計畫」經

費 66 萬 270 元整，本府 106 年度已編列配

合款 16 萬 6,671 元整，合計 82 萬 6,941 元

整，以上補助款 66 萬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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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局辦理「106 年度文化部推

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評估與

規劃設計案」經費計新臺幣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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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