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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301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7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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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對臺中而言很特別，正好是臺中車站、第二市場以及一百年

前七媽會的百週年慶。為迎接這個重要時刻，市府規劃一系列活

動，希望重現舊城百年風華，帶來本市的文藝復興。其中，臺中車

站與第二市場的慶祝活動，都已在上半年熱鬧舉行，而「百年媽祖

會－眾神護臺中」活動，也將在本週登場，今年除了鹿港天后宮因

故無法赴約外，其他六位媽祖神尊，都將於 7月 13日至 16日，駐

駕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的行宮，供眾人參拜。本市興盛的媽祖文化，

已藉由一連串宗教活動，將臺中打造成為盛會城市，我也期許本週

的活動，能讓參與的市民一同見證臺中的歷史發展，並留下難忘的

印象。(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二、除了透過舉辦活動形塑「盛會城市」拉抬本市觀光發展，我們也響

應中央新南向政策，積極佈局東協國家，繼今年 1 月 15 日臺中直

飛越南胡志明市之後，7月 1日開始，臺中也能直飛泰國曼谷！中

臺灣擁有豐富的觀光資源，未來，我們將持續推動「中進中出」，

並透過區域聯盟合作、城市交流、姐妹市締結等多元策略，循序漸

進，擴大臺中與國際城市之間的對飛直航。(辦理單位：本府各機

關) 

三、近來的幾則重要市政，分享如下： 

(一)臺中的好山好水，不但宜人居住，也孕育出豐富農產。上週我

帶著臺中特色農產走出臺中，專程北上至立法院召開水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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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梨及高山茶的三支形象影片發布記者會，並邀請農糧署陳署

長及多位立法委員站臺，一同化身本市農特產品代言人，齊力

行銷，希望讓更多人嚐到高品質的臺中優質水果。(辦理單位：

本府各機關) 

(二)中清交流道附近上下班時刻交通流量龐大，過去國道 1號東側

廣興巷未連通中清路，居民須繞道而行。為此，市府建設局闢

建自國道一號及中清路交叉口至中科廣福陸橋下，全長 545公

尺的道路，這條道路已經完工並開放通行，居民不須再費時繞

道，地方交通也更加順暢。此外，市府再接再厲，於此條國道

1 號東側的替代道路打通後，也編列經費，規劃打通西側 220

公尺道路，讓地方居民與上下交流道的車潮得以分流。未來，

為了讓城市交通更加便捷，我們規劃興建 3條連結高速公路及

臺 74 線快速道路的道路與橋梁，分別是國道 4 號豐潭段、國

道 1 號跨越環中路銜接臺 74 線道路的空中匝道，以及中科進

入水湳的橋梁，完工後將可打通進出臺中的大動脈，加上地方

替代道路的闢建，相信在 3年內，便可從根本改善大臺中的交

通。(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三)臺中有宜人的氣候及完整的自行車產業鏈，因此我們積極推動

「自行車 369 計畫」。其中，由觀旅局提出的 600 公里自行車

道目標，已經在今年 4月達標，而為了解本市自行車道興闢狀

況，上週我親自前往「大里區草湖溪畔自行車道」視察，這是

市府最新完工的自行車道，第一期工程全長 1.44 公里，已於

今年 3月底完工，此條自行車道在設計上，特別採取人車分道

的方式，不但方便自行車騎士騎乘，也提供民眾休閒散步的運

動空間。另外，為了讓臺中市民擁有兼具河道與鐵道風光的自

行車道，我也期許觀旅局加速辦理先前提出的四個環線路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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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創造本市優質自行車騎乘環境。(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觀光旅遊局) 

(四)一座城市的發展，必然與產業有關。臺中是臺灣發展智慧機械

及航太產業的核心要角，我們也配合中央的 5+2 創新產業政

策，加速本市產業連結國際，因此這 2年多來，積極出訪招商。

上個月，我親自率團參加「巴黎航空展」，展現臺中實力，並

拓展更多國際商機，而法國電力集團大中華區能源事業部總經

理羅蘭，也在上週（7月 5日）率團回訪，與我們暢談臺中水

湳智慧城能源運用及規劃發展。除此之外，亞洲臺商年會也將

在下週登場，並且是連續第 2年在臺中舉辦。這些與國際的友

好交流及互動，不僅是我們獲取產業新知進而打入國際供應鏈

的重要手段，也能藉此推介臺中優質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外

資來臺中投資。(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五)上週市府接獲通報，在大安區一處家禽場有雞隻異常死亡的情

形。市府在 4 日確診為 H5 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後，立即啟動

標準作業程序，並澈底消毒禽場。請農業局持續監控疫情，在

此也肯定農業局同仁的辛勞與付出。(辦理單位：農業局) 

四、打造臺中成為「盛會城市」，是我們長久以來之願景，因此臺中積

極爭取舉辦各項大型活動，並同步建構城市硬基礎與軟實力。過去

地方政府角色多為處理日常例行性工作，但我們翻轉這種刻板印

象，積極與國際接軌，透過招商與觀光，讓臺中就如城市國家般進

行國際交流。一座具有潛力的城市，招商投資與國際觀光須能並

重，擁有好的投資條件與觀光資源，才能確保城市的未來，除此之

外，提升生活機能的便利性，更是身為移居城市的臺中必須面對的

課題。現今全球化競爭時代來臨，屬於臺中的特色更要發展出來，

我們透過積極出訪，至日本、荷蘭、德國、法國及新加坡等東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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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招商，增進城市外交，建立全方位的國際連結；以今年為例，至

法國以航太為主，去年至德國則對準智慧製造，並學習先進國家智

慧城市治理的經驗，同時也拓展東南亞國家市場，透過台商作為市

府新南向政策的觸角及灘頭堡，帶回更多資訊與商機。(辦理單位：

本府各機關) 

五、每次的出訪，臺中與其他縣市不同處，在於都是產、官、學、研人

才共同與會，透過出訪的機會，積極培育具研發與創新之人才，畢

竟城市的發展能否與時俱進，靠的是不斷成長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而非代工產業。臺中的產業聚落更是我們的寶藏，未來

我們將持續對內全力培育人才，整合政府與民間、產、官、學、研

等資源，對外積極加強與歐、美、日先進工業國家的交流合作，幫

助有競爭力的產業走出去，並透過城市交流創造平台，以臺中為核

心與國際鏈結，讓臺中有更多的發展可能。(辦理單位：本府各機

關) 

六、針對今日經發局專案報告「連結國際，展現招商效能」裁示如下： 

(一)請經發局將今日專案報告內容整理為一完整專題，作成影音報

導或採發行刊物之方式，將市府作為及成果與市民共同分享。

(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 

(二)「投資臺中」入口網站內容應能簡明、迅速且有效地傳遞「臺

中為最理想投資夥伴」的訊息，並跳脫官本位及語言本位，因

此請經發局全面檢討改善包括文字內容、敘述模式、版面呈現

等。另外，網站僅以繁體中文為主要語言，明顯不符外資需求，

請至少新增英文語別，以利介紹本市投資環境。(辦理單位：

經濟發展局) 

(三)在投資獎勵與補助部分，租稅獎勵、研發輔導、優惠融資等措

施，能引進更多國內外大宗投資，因此請經發局重新整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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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府提供之輔導協助措施，尤其是中央所提供的投資獎勵措

施，應先篩選出適用於臺中之方案並加以整合，以吸引更多資

源投資臺中。(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 

(四)短期內，請將本市投資入口網與中央相關既有平臺連結，如經

濟部投資臺灣入口網、全球臺商服務網，以及外交部友邦經貿

投資商機官網專區等，未來則可進一步研議擴充至民間工商組

織或外僑商會等平臺。(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 

(五)請經發局統籌研擬本市策略性招商文件，包括文件形式與內

容。文件形式可依不同需求，設計適當呈現方式；內容則需能

凸顯商機，可盤點本市投資機會與產業動態，列出重點產業，

並彰顯成功案例，以吸引更多投資者。(辦理單位：經濟發展

局) 

(六)請經發局統籌，針對本府重大投資招商會議列管重大招商案

件，區分潛力投資者類別（如國內大型企業、僑外、臺商以及

一般外資）並個別整理配套措施、公共設施與支援服務方案，

擇期於重大投資招商會議中進行報告。(辦理單位：經濟發展

局) 

(七)請經發局強化與中央、其他縣市政府、會計師事務所、商會等

之交流，俾利迅速掌握產業資訊與商機；另外，由於招商業務

涉及法規、稅務、勞工等業務，也請經發局評估，若必要亦可

架構專案型組織，作為本府招商投資業務(重大招商案件會議)

幕僚單位，以強化對外連繫功能。(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 

(八)下週亞洲臺商年會安排的中、彰、投、苗四縣市聯合招商說明

會，可視為中部區域對國際聯合招商的開端，也是臺中走出國

際的契機，因此請新聞局、秘書處、觀旅局積極配合活動的舉

辦提供必要協助。另外，由於此次是第 2年在臺中舉辦，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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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局積極爭取亞洲臺商會於明年第 3年於本市續辦，彰顯本

市優質投資環境。(辦理單位：秘書處、經濟發展局、觀光旅

遊局、新聞局) 

(九)行動應有具體結果產出方有效，除中央統一辦理之招商績效評

比外，本府應主動進行績效檢視，因此針對已結束之國際招商

行動，請經發局持續追蹤，促使實質資源流入，讓大型投資帶

動臺中產業轉型與升級。(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 

(十)亞太網路資訊中心 APNIC 年會每年在亞太地區不同城市舉

行，而今年 APNIC 第 44 次年會將於 9 月在本市舉行，屆時匯

集國際社會上網路資訊領域各界專家於此，除可讓臺灣科技獲

得推廣國際市場的機會，對臺中來說，更是一個好的招商契

機，請經發局與資訊中心把握機會，擴大物聯網相關國際大廠

的參與，藉機推展本市水湳創研全球招商計畫。(辦理單位：

經濟發展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十一) 要打造數位城市，分析並運用各種影音、圖文、數據等能力

相當重要，也惟有將各種資訊加以連結並運用於城市治理，

才可稱為智慧城市，因此，成立「數位治理局」可說是打造

智慧城市之首要條件，請資訊中心持續與議會溝通，以利「數

位治理局」之籌設。(辦理單位：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七、今日研考會工作報告「交通號誌燈問題陳情大數據分析」裁示如下： 

(一)請交通局定期巡檢老舊交通號誌燈號，尤其是天災過後應加強

巡檢，並於接獲故障通報時立即報修。(辦理單位：交通局) 

(二)針對易壅塞路段，請交通局檢視是否由於號誌燈秒差，造成不

連貫問題，並請適時調整。另交通尖峰期間，亦請警察局協助

機動調整。(辦理單位：交通局、警察局) 

(三)對於市民反映交通號誌燈需增設問題，請交通局加以重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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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評估研議辦理。(辦理單位：交通局) 

(四)為解決交通號誌燈被遮蔽問題，請建設局定期修剪路樹、請都

發局及環保局加強查察，是否有廣告物隨意張貼或遮蔽之虞。

(辦理單位：建設局、都市發展局、環境保護局) 

(五)前年發生號誌桿底座螺帽過長，造成男童死亡之意外事件，本

市已正面改善，惟是否仍有因設計不良致有公安疑慮之號誌或

相關交通設施，仍請交通局及建設局加強巡檢。(辦理單位：

建設局、交通局) 

陸、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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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01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6年 7月 10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1 
客家事務 

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106 年度補助本市東勢區公所辦

理「2017 臺中東勢鯉魚伯公文化祭」經費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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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106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中市

106年度鼓勵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計畫」，經

費新臺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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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本

局辦理「106 年度強化植物有害生物防範措

施計畫」經費新台幣179 萬6000 元整，本府

106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160 萬元整，合計新

台幣339 萬6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179 萬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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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106 年度補助本會辦理「105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評鑑獎勵金計畫」經

費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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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6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小地主大專業農政策地區性推廣與宣

導計畫」經費新臺幣17 萬元整，本府106 年

度已編列配合款3 萬元整，合計20 萬元整，

以上補助款計17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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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106年度建構爬梯機服務輸送體系計畫」經

費計40 萬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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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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