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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302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7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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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市長 陵三代(林市長 佳龍 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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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指（裁）示事項： 

一、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早上市長參加「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

2017第 24屆第三次年會開幕式及專題演講，今日市政會議由我主

持。在此簡單分享近期市政重要建設： 

(一)臺中要更好 臺商不能少：「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已連續 2

年在本市舉辦年會，今年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從 7月 16

日至 18日在臺中舉行，來自亞洲 13個國家地區的臺商領袖近

850人齊聚「林酒店」，創歷年與會人數新高，我們特別邀請蔡

總統蒞臨開幕典禮，表達我國對於臺商在海內外投資的支持。

政府是臺商打拼最大的後盾，本人代表市府感謝臺商們的支持

與投資，也希望明（2018）年會繼續在本市舉辦，並歡迎臺商

加碼投資花博，也請局處首長積極向臺商報告花博籌備情形，

提高臺商踴躍回臺參與花博盛會之意願，藉由大型活動建設大

臺中，也建構更美好的投資環境。(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二)國發會視察捷運綠線 肯定臺中軌道規劃：上週（7月 13日）

國家發展委員會龔副主委明鑫視察捷運綠線整體施工進度，由

我率領市府團隊與施工單位（北市捷運工程局）負責接待。龔

副主委聽取簡報與實地視察後，十分肯定本市所提軌道計畫，

並認為將中部都會區以軌道串聯的想法極具前瞻性，將為臺中

奠定快速發展的基礎。本市所提「大臺中山手線」、「捷運藍

線」、「捷運綠線延伸彰化」等軌道建設，全數獲得行政院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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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本府將繼續積極爭取國發會與交通部支持

「大臺中山手線」各分項計畫預算一次核定、分年編列，也會

再與交通部協調經費與時程。(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三)百年媽祖會 眾神護臺中：「百年媽祖會 眾神護臺中」系列活

動自 7月 13日至 7月 16日舉行，邀請到臺中萬春宮、臺中樂

成宮、北港朝天宮、梧棲朝元宮、新港奉天宮、彰化南瑤宮等

宮廟媽祖，駐駕於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操館前行宮。活動內容

有二大系列： 

1、首先是「媽祖遶境祈安盛會」 (7月 13日至 7月 16日)，

7 月 13日上午舉辦媽祖神尊安座大典後，下午以新港奉天

宮帶領的 280 名佾生、禮生、樂生及唱生遵循古禮，進行

全國唯一隆重盛大的「六佾舞」祝壽大典，慶祝百年媽祖

會盛況重現，由市長與立法院蔡副院長其昌等人擔任主祭

官，依古禮進行儀式，場面肅穆、隆重。(辦理單位：本府

各機關) 

2、接著是「媽祖文化嘉年華系列活動」(7 月 14 日至 7 月 16

日)於臺中公園和中區光復國小外操場舉行，包含大甲鎮瀾

宮、大庄浩天宮、大里杙福興宮、大肚萬興宮、臺中萬春

宮、臺中樂成宮、北港朝天宮、社口萬興宮、南屯萬和宮、

梧棲朝元宮、新社九庄媽、新港奉天宮及彰化南瑤宮等 13

座百年媽祖廟參與，活動內容有「媽祖創意特色展」、「街

藝陣頭匯演」、「媽祖戲劇之夜」及「百年市集」等，讓民

眾一覽各宮廟文化特色並體會地方風俗及社會變遷。百年

前七媽會是區域聯合治理的開始，如今市府積極推動中部

區域聯合治理，期待中臺灣能攜手合作，共同發展，一起

進步，迎接下一個百年。(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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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長城市治理 國內外肯定： 

1、市長以「遠見、宜居城市」、「人本、生活首都」以及「生

態、永續家園」等三大作品，獲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推

薦參與甄選，並經評審團一致肯定功績卓著，7月 12日獲

頒「國土建設特別貢獻獎」。本獎項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

會舉辦，是國內唯一與國際接軌的建築業界最高榮譽獎

項。市長獲獎後表示：「得獎，只是開始。尤其今年，臺中

可望超越高雄成為第二大都市，城市改造，需要永續經營

與持續躍升的動力。明年起，臺中將藉由舉行 2018世界花

博、2019東亞青奧運，2020 世界蘭花會議等世界級活動，

打造宜居家園，並期於 2022 年成為世界設計之都。」，市

長也請建築業者一起打造宜居家園、生活首都，期待臺中

成為結合生產、生態、生活在一個－「三生有幸」的好居

所。(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2、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定：「亞洲不動產學會暨世界華人不

動產學會聯合年會」7 月 11日於本市舉辦，市長應邀就「全

球化浪潮下臺中城市經濟發展戰略」專題演講，市長指出，

臺中正面臨「市區空洞化、原縣區邊緣化」的危機。以臺

中火車站為例，周邊夜晚黯淡，像落寞的城區；原縣區則

是農田間工廠林立。面對上述問題，市長採取「再平衡」

策略，將 32個都市計畫整合為 10個，並以「大臺中 123」

政策為骨架，分市區、山、海、屯區，加上公共運輸導向

型開發 TOD 策略，讓臺中多都心發展，他也期望內政部能

支持臺中的區域計畫，因此請都發局加速進行干城營區都

市計畫、經發局加強管理附近攤販，讓臺中成為城鄉均衡

發展之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勃席勒（ 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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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ller）表示，臺中是臺灣科技產業重鎮，科技與產業的

發展是留住人才的重要因素，他曾住在美國底特律，底特

律因工業沒落而人口外移，因此，他肯定臺中積極創造就

業機會並培育人才，臺中正往正確的方向前進。而且他對

臺中的城市印象很好，景觀很美，更可見到清晰的天際線，

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是宜居且好生活的城市。市長的城市

治理理念獲得國內外重要獎項及重量級人物雙重肯定，本

人深深期許臺中成為既美麗、有希望的城市，透過 1 條山

手線、2大海空港、3大副都心為骨幹，將臺中打造為最宜

居的生活首都。(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都市發展局) 

(五)2017 大安沙雕音樂季自 7 月 1 日起至 8 月 6 日結束，今年的

沙雕許多意涵相當特殊，尤其入口處「聆聽花開的聲音」巨型

沙雕，展現長髮飄逸的少女在花香及海風吹拂下，感受花瓣飄

過、專注聆聽花開的聲音與情境，相當值得大家前去欣賞。市

府同仁在繁忙公務之餘，可把握時間利用下班後、落日前，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至大安觀賞，對此，請交通局、觀旅局與人事

處研議如何鼓勵市府同仁利用大眾運具前往參觀。(辦理單

位：交通局、觀光旅遊局、人事處) 

二、目前正值暑假期間，是全家旅遊的旺季，其中適合全家旅遊的活動

有健行及騎自行車等。在步道方面，大坑風景區為臺中市民心靈沉

澱的重要休閒場所，也是登山客踏青健身之地，在平常或例假日處

處可見同好攜伴、闔家同遊景象，成為臺中市民共同擁有的後花

園。自行車道方面，「臺中市環市休閒自行車道」的單車路線遍佈

全市，讓前來臺中市休閒的單車族可以充分感受到市容美景及四季

自然動態變化。本市的觀光資源極為豐富，未來將持續結合鳥類、

特殊花草及濕地螃蟹等自然生態，包裝成富涵教育意義的旅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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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交通運輸措施方面，市府也將持續爭取捷運綠線延伸至大坑，

建立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以因應龐大的觀光遊客需求。(辦理單

位：本府各機關) 

三、市府長期以來投注相當多的資源與心力在推動「公共自行車

(iBike)369 計畫」與「百里登山步道計畫」這兩項政策，加上適

逢暑假期間，可讓學子有更充裕的時間去探索臺中之美，因此，今

日由觀旅局針對本市登山步道與自行車道進行介紹；此外，9月份

環法單站業餘挑戰賽即將於本市舉辦，這也是首度在臺舉辦的賽

事，也歡迎市民朋友共襄盛舉。針對今日觀旅局專案報告「健行騎

車 FUN 暑假 臺中市優質步道與自行車道」及近期賽事綜合裁示如

下： 

(一)臺中的景點，不是只有歌劇院、草悟道、科博館，以今日的報

告為例，本市的步道串連了許多名勝古蹟或賞鳥等景點，因

此，請觀旅局加強宣導本市景點，並簡化現有自行車道路網

圖，請新聞局協助宣傳；也請經發局加入在地特色商業資訊，

帶動區域產業與觀光發展。(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觀光旅

遊局、新聞局) 

(二)臺中的旅程推薦應有所串聯，才能帶動區域觀光效益，請觀旅

局整合可串連的自行車道與登山步道，並透過在地農特產與文

化故事加值的方式，提出旅程方案，以整體帶動本市觀光。(辦

理單位：觀光旅遊局)  

(三)請教育局從學校教育推廣自行車教育與生態教育，從小學生的

觀念養成開始，建立交通安全與環保觀念，同時建立運動習

慣，培養健康臺中、低碳城市的種子。(辦理單位：教育局) 

(四)本市幅員廣闊，登山步道遍布各區，其養護需要民間力量參

與，因此請觀旅局加強推動企業認養制度，以提供市民安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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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環境。(辦理單位：觀光旅遊局) 

(五)請觀旅局持續佈建自行車路網系統建置計畫（大臺中遊城四環

線），沿著河道、鐵道繼續打造自行車道，讓「三道合一」成

為臺中的城市自行車道品牌。(辦理單位：觀光旅遊局) 

(六)今年 9 月，國際上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環法自行車賽」，首

度在臺灣舉辦「單站業餘挑戰賽」，並且從臺中出發，為期賽

事順利舉行，請交通局提出完善交維計畫；比賽沿途也需有啦

啦隊共同參與，請民政局、教育局共同努力、鼓勵志工、學生

參與，沿途為選手加油，讓選手們與市民共同體驗此一難得之

賽事。(辦理單位：民政局、教育局、交通局) 

(七)環法自行車賽事舉辦前一晚之大型晚會，將於臺灣大道市政中

心一樓廣場舉辦，請運動局與主辦單位妥為規劃，並請秘書處

積極協助必要事項，其他活動需要配合之處，也請觀旅局、新

聞局、經發局協助，以藉此提升臺中之國際知名度。(辦理單

位：秘書處、經濟發展局、新聞局、觀光旅遊局、運動局) 

(八)這次環法自行車比賽「單站業餘挑戰賽」的路線，除了臺中，

也串聯南投，請運動局統籌、召開協調會，設法擴大觀光經濟

與行銷效益，凝聚中部縣市參與意識。(辦理單位：運動局) 

四、有關今日專案報告，黃秘書長對此提示，過去臺灣的自行車道多參

考韓國、日本模式，以紅色、綠色瀝青等作車道鋪設，惟後續維修

不易，因此建議未來以一般 AC 柏油路面鋪設即可。此外，觀旅局

架設之觀光旅遊網網站已詳細介紹本市各大景點，如城中城小旅

行、草悟道、張廖家廟等，但為更便利外縣市遊客使用，請研議設

計一日遊、二日遊景點介紹，並請交通局給予交通路線規劃等必要

協助，讓網頁的使用更便民、人性化。(辦理單位：交通局、觀光

旅遊局) 



 7 

陸、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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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02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6年 7月 17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1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社區及偏鄉資源發展量能提升方案-小

規模多機能服務」、「社區及偏鄉資源發展量

能提升整合型方案(小規模多機能、失智症老

人團體家屋)」、「臺中市失能老人機構安置

費」等3案經費共計新臺幣2,512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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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106年

度補助本局、本市石岡區公所及東勢區公所

辦理「105年馬鞍水庫清淤土石販售案」，其

中本局243萬9,576元整、石岡區公所195萬

1,661元整、東勢區公所243萬9,576元整，經

費共計683萬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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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106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

推升計畫」第1波申請計畫(第4次)補助本市

辦理「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及服務評鑑」之

經費12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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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106年度補助本

市石岡區公所及東勢區公所辦理「106年度中

區水資源作業基金石岡壩清淤公益支出申請

補助執行計畫」，經費計1,50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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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府文化局所屬臺中

市文化資產處辦理106年度A類「2017全國古

蹟日-生態、科技、永續˙守護文化大臺中｣

之經費8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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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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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6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6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2017中臺灣農業博覽會計畫」經費250

萬元整，本府106年度已編列配合款250萬元

整，合計500萬元整，以上補助款250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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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