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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323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1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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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姿伶 

伍、指（裁）示事項： 

一、大家早，新的一年代表新的希望，今年跨年除了市府舉辦之活動

外，各地區公所也共襄盛舉於多處舉辦跨年活動，除了谷關，東勢

河濱公園、雙崎、環山部落等地也都有活動，因此今年的跨年期間

山城相當熱鬧。此外，今年跨年活動臺中依然維持雙主場模式-臺

體大與后里麗寶樂園，當天早上還有花毯節活動，一天至少疏運

50 萬人次，有賴交通局、警察局、交通大隊、環保局等機關進行

交通維持與清潔工作，讓活動順利、平安，在此表達感謝。元旦當

天的升旗典禮，民政局等市府機關以及許多社團的參與相當踴躍；

此外，今年也首次由市府、國家歌劇院與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合作舉

辦新年音樂會，讓人感到相當驚艷，未來也希望能持續辦理，讓大

家在元旦這天，除了透過跨年、升旗活動來迎接新年之外，也能想

到在歌劇院有一個高品質的藝文表演，讓新年音樂會成為臺中新的

傳統，建立屬於臺中城市特色。(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文化局) 

二、正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始在於晨，新的氣象也代表著新的

希望，我在今年元旦升旗典禮許下三個新年願望，也在這裡和各位

同仁分享：  

(一)首先，今年就是花博年，希望花博能夠成功舉辦，讓整個世界

都能看到臺中的美麗。(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另外，希望捷運綠線如期完工，在今年順利進行通車試運轉，

讓臺中正式邁入捷運時代。此外，從空中看臺中是何景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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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市民一定非常期待，因此捷運站的規劃、設計也相當重要，

要能讓市民進出捷運的每一站都能感受多元的臺中地貌地

景，期許大家一同努力，讓捷運綠線成為臺灣第一條結合城市

意象與互動式城市活動的大眾運輸軌道。(辦理機關：本府各

機關) 

(三)第三，大家一直都很關注的空污議題，期望在市府團隊的持續

努力下，能夠讓臺中的空氣品質越來越好。本市 PM2.5年均濃度

逐年下降，106年已降至 20.2微克/立方米，成效全國第一；

此外，環保署去年底公布的 105年秋、冬空品不良季節協調公

私場所降載結果，本市削減率達 8.7%，成效為六都第一，獲

頒 1,000萬元獎金，這顯示本市空污管制策略已見成效，也會

持續努力，希望在 2020年之前能成功下降至 15 微克。此外，

我上任之初即成立跨局處空污減量工作小組，規劃包括生煤管

制自治條例、補助燃油或燃煤加熱設施改用天然氣等 86 項減

量行動方案，高達 19 項措施為全國首創或領先，以具體行動

展現對抗空汙的決心；外埔的綠能生態園區是全臺首創以循環

經濟模式將廚餘及稻桿循環再利用發電方式之示範區域，不僅

可消化四成稻桿，更可提供接近 1萬戶家庭的一年用電量；電

動車數量方面，臺中的電動公車數量目前是全臺第一，預計到

今年底將有 150輛，而除了電動公車外，電動汽機車、二行程

機車退場、柴油車加嚴等措施，市府也正積極執行中。防制空

污是全民運動，但難免因為選舉而政治化，但我也歡迎因選舉

而開始關心空污的政治人物，一起加入空污防制行列。另外，

中火室內煤倉工程不僅預算要過，還有招標等行政程序，我也

認為需要給台電一些時間，如時間到期沒做到，市府自然會依

法處罰。空污非一朝一夕造成，市府對空污所作的努力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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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請環保局、新聞局持續對社會大眾說明，讓市民朋友瞭

解市府的積極作為。(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環境保護局、

新聞局) 

三、去年，本市的發展有三個重要的里程碑，也一併與大家分享如下： 

(一)臺中已成為全臺第二大城市：人口增加除了代表城市發展之正

向指標，也帶來包括空污、交通、環保問題等問題，因此我們

要做出更好的治理，打造臺中成為名符其實的宜居城市。(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內政部正式通過「臺中市區域計畫」：中央去年已通過本市區

域計畫，讓臺中所有的發展計畫都能在明確上位計畫之下逐步

實現。(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前瞻計畫軌道建設「全壘打」：前瞻基礎建設中核定之計畫將

為本市未來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過去我曾說過無法救中區就

無資格做臺中市長，如今除了大臺中山手線已被中央核定通過

外，各項計畫也將在可預期情形下實現，特別是中區各項再生

計畫，除已成功整治柳川，綠川整治工程也預計將於農曆年前

完工，成為另一條重獲新生的河川，中區已然成功翻轉。(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新年新氣象，三個二級機關揭牌：臺中正在「轉大人」，各項建設

正如火如荼進展，因此我們在今年正式成立「新建工程處」及「養

護工程處」，將更能有效推動重大建設工程，同時滿足民生建設需

求。另外，為落實本市成為宜居城市，把關市民「食」的安全，我

們也成立「食品藥物安全處」，進一步強化食品安全網，讓臺中的

市民都能吃得安心。(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即便新的機關成立了，在 107年總預算還沒通過下，很多重要市政

便無法推動，也對許多社福、教育及交通等政策進程產生影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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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設不能停，尤其是涉及許多弱勢族群的政策，請各機關務必加

強與市議會之溝通，全力達成共識，降低預算停審對於市民造成的

傷害。(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六、臺中是因鐵路南北串聯而誕生的城市，過去鐵道阻隔車站前、後發

展，現在市府透過鐵路高架化，進一步擴大推動「臺中大車站計

畫」，這將是臺灣規模最大的 TOD發展策略，可將新站連結到舊站，

並整合附近的國有地與一部分民地，打造結合鐵道、捷運、公車與

自行車的複合式交通轉運中心，產生共站分流效應，相信在中央的

政策與預算支持之下，將會為臺中奠定下一個百年的交通運輸基

礎。歷史文化脈絡是很重要的，串聯過去與未來是市府的責任，三

代車站可以讓我們與過去的百年及未來的百年串聯，是一種對居住

城市的想像，更是一種全新的視野來看待臺中。文化是城市的靈

魂，是以人民的生活為主體，臺中的城市定位很清楚，就是臺中連

結共好(here to connect ；connect everthing)，未來的大車站

將有空間軸與時間軸交錯，成為意象與想像的串聯。我們留給下一

代的資產，首先是舊城新生-文化城中城；接著是大臺中山手線串

聯出來的城鄉均衡發展；最後則是結合生產、生態、生活的共生、

共榮、共好城市-水湳低碳創新智慧示範區，水湳智慧城已有很大

的進展，與過去大家的既定印象大不相同，也請擇適當時間對市民

進行報告。相信藉由這些有形與無形資產，能成功奠定未來百年大

臺中發展之基礎。(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都市發展局) 

七、今日都發局專案報告「臺中大車站計畫」裁示如下： 

(一)整體規劃方面： 

1、 持續與中央合作：「大車站計畫」已獲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現正進行都更及細部計畫作業，上（12）月

交通部賀陳旦部長南下視察，允諾將與相關部會共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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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如期如質實踐這項建設。請都發局、交通局加強合作，

並與交通部等保持密切聯繫，共同推動建構未來百年車站

格局。(辦理機關：交通局、都市發展局) 

2、 加速站前廣場、武德街拓寬工程及大智路貫通：除了請建

設局、地政局、交通局及都發局等權責機關密切合作之外，

「打通大智路是市府的政策目標」，請建設局以估價結果最

優方案與私地主協商，以利加快腳步，打造臺中市區的「東

門町」，讓後火車站再現風華。(辦理機關：建設局、交通

局、都市發展局、地政局) 

3、 確保周邊重要工程之進度：如由水利局辦理的「綠川整治」

工程將在農曆年前完工、都發局的「綠空鐵道軸線計畫」、

文化局的歷史建築「帝國糖廠臺中營業所」及「帝國糖廠

景觀公園」等工程都將在本年陸續完成。另外，建設局也

與臺鐵局共同合作，針對「南京路宿舍群」進行綠美化，

請上述各機關務必抓緊期程，如期如質完工，讓民眾感受

到市府推動中區再生的決心及成效。(辦理機關：建設局、

都市發展局、水利局、文化局) 

(二)轉運中心規劃方面： 

1、 協調客運業者進駐轉運站：有關轉運站的建置，請交通局

依推動時程循序漸進、協調客運業者進駐，以利民眾搭乘

及轉乘。(辦理機關：交通局) 

2、車站新建工程加強與都委會溝通：「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

運化臺中車站新建工程案」與本計畫交通動線規劃息息相

關，請交通局持續協助都發局向都審委員說明整體規劃構

想，以利後續工程推動。(辦理機關：交通局、都市發展局) 

(三)周邊經濟發展與鐵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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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中車站的東出口之發展規劃：該區亟待建立新的發展規

劃，請相關主管機關列入重點區域，由硬體與軟體著手研

議東區再生方案，打造東區整體都市發展意象。（辦理機

關：經濟發展局、交通局、都發局、文化局、觀光旅遊局） 

2、打造臺中鐵道文化園區：有關臺鐵局進行舊車站站體、月

臺、軌道的活化運用，規劃打造成為「臺中鐵道文化園區」

的構想，目前仍無細部規劃，因此請交通局積極敦請立委，

共同促請交通部加速規劃，並同步清查車站附屬相關設

施，以臺中城市為規劃主體，透過鐵道文化的描述讓人們

感受城市的誕生與發展。(辦理機關：交通局) 

(四)積極爭取中央支持： 

1、立體停車場暨轉運中心：停車場已獲交通部賀陳部長原則

支持，除請交通局編列地方自籌經費，並請儘速依交通部

修正意見進行計畫修正，以利交通部公路總局進行審查。

未來也請交通局以無障礙及性別友善化、智慧建築綠能

化、停車管理設備智慧化等方向進行規劃，同時搭配智慧

管理措施，如電子票證多卡通進出及「臺中交通網」App

運用，有效提升區域交通服務品質。(辦理機關：交通局) 

2、 綠空鐵道軸線：日前（1 月 2 日）黃秘書長與內政部營建

署開會研商，請都發局及建設局依據是日決議將「綠空鐵

道軸線計畫－北段」及「臺中市中區臺中公園周邊路平、

共管、共桿建置及人行道改善工程」二案進行整併為亮點

計畫後，儘速送請中央審查，以利爭取內政部前瞻基礎建

設經費挹注。(辦理機關：建設局、都市發展局) 

3、 臺中新創國際基地及流行設計中心：此案經費需求高達 46

億元，將打造青年流行文化、創業團隊、文創業者、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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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青年旅店等與大車站計畫結合共同發展的場域，是

大車站計畫的重點核心內涵，也影響大車站的未來發展。

此外，也請都發局與文化局研議以干城作為未來之「流行

設計中心」，讓此區成為創新、創業基地，擁有設計實質產

業並引進人才，請都發局將此二案共同規劃，強化政策論

述，積極爭取中央相關預算補助，打造成為中臺灣創新創

業場域示範點。(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文化局) 

(五)請將今日簡報之影片多方宣傳，以大車站計畫為核心介紹中區

再生與文化城中城；此外，並請擬訂一套整體與社會大眾宣

傳、溝通之計畫，對象可包括建築業者、大學教授、在地居民

等，播放影片之同時再輔以重點說明，讓聽眾能更加了解。(辦

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六)另外，以今日專案報告為例，許多大型市政建設推動有賴中央

資源挹注才能事半功倍，而為能持續成功爭取中央資源，也在

此期勉各機關，未來於爭取計畫經費之時，需先行論述整體計

畫構想，以利中央整體了解規劃藍圖，有助提高中央資源挹注

之可能性。(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陸、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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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23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1月 8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民政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殯葬設施使

用管理辦法」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2 都市發展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政府住宅審議會設置辦法」

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墊 01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水利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自來

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經費975 萬元

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525 萬元

整，合計1,500 萬元整，以上補助款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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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同意補助「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

計畫第1 期，核定警察機關辦公廳舍耐震力

結構補強修繕工程 7 案補助經費新臺幣

2,135 萬3,000 元，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915 

萬1,000 元，合計3,050 萬4,000 元，以上

107 年度所需墊付款為3,050 萬4,000 元

(中央補助款為2,135 萬3,000 元;地方配合

款為915 萬1,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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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106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生

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工

程經費2 億4,865 萬8 千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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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6 年度補

助本局辦理「臺中市中科放流管沿線自來水

專案補助計畫用戶接管(第三批)」經費計460 

萬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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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6 年度補助本府

農業局辦理「106 年度採購椪柑加工計畫」

經費174 萬元整，本府106 年度已編列配合

款174 萬元整，合計348 萬元整，以上補助

款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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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