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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49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7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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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件提案及 8件墊付案照案通過，其中 1件送請法制局發

布施行，其餘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詳如附件）      記錄：陳姿伶 

伍、指（裁）示事項： 

一、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星期五我前往梨山主持和平專案的座談

會，尤其要感謝林陵三副市長，他更是多次前來和平視察相關建

設，相當辛苦!市府三年來秉持縮短城鄉差距之理念，積極建設偏

遠地區，因為唯有讓每一個地區均衡發展，臺中才能永續發展，特

別是大臺中 123之實踐，已縮短了城鄉、貧富與世代之間的差距。

或許有人質疑，為何將資源投入偏鄉地區，但我認為，以長遠眼光

來看，將資源投入偏鄉，可以帶動地區規模經濟、更凝聚當地居民

對臺中的認同與城市光榮感，畢竟臺中幅員廣大，倘若每一區各自

發展，將無法促進城市發展的流動。過去政府無法替偏鄉居民解決

的問題，我們做到了，也正因為我們對偏鄉地區的努力與投入，中

央已感受到我們與當地居民站在一起的決心，因此加速評估中橫便

道行駛乙類大客車的可行性，預計不久的將來就可開放中巴上梨

山，對於振興和平農業與觀光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此外，和平

專案實施以來，市府在和平區辦理了 35 場訪視座談會，鄉親提出

的建議多達 348項，截至目前總計完成了 234項建議案，以 266路

公車開進松鶴部落為例，對當地人來說是了不起的創舉，我到該區

視察時，看見居民開心的笑容，覺得很感動，這就是市府一直以來

的堅持-作對的事，更是我們努力縮短城鄉差距的寫照。除此之外，

商人的反應最真實，自去年 9月間環山部落開了第一間「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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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今年 6月底國內二大超商「全家」及「7-ELEVEN」又不約而同

陸續進駐梨山，代表他們看見梨山未來的商機，也代表市府澈底建

設臺中的每個地區，我們已讓臺中更好，臺中的改變正在實現中。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本週市政成果與大家分享如下： 

(一)花博倒數 100 天音樂會，花博大使青峰獻唱：昨天（7 月 22

日）是花博正式倒數 100天，我們特別以音樂會的方式呼應花

博主題「聆聽花開的聲音」，讓市民廣場熱鬧滾滾，透過美麗

清澈的歌聲來為花博暖身，昨天我們的花博大使青峰也演唱了

為花博量身打造的主題曲《請聽》，旋律優美，跟花博精神「生

產、生態、生活」的三生元素相當契合，可說是最好的絕配。

我們希望透過花博，喚起市民對城市的覺醒，相信每位臺中市

民對臺中一定有獨特的經驗與想法，也許有的是在成功嶺當

兵、有的在臺中公園約會、有的在中區有美好回憶等，透過大

家獨一無二的臺中經驗結合花博，成就花博不只是臺中市政府

辦的活動，而是臺中人辦的世界博覽會，當花博成為城市運動

並產生市民光榮感時，「嫌花博就是在嫌臺中人」!市府也應提

早讓花博的美好及早傳播出去，讓更多人發現美好的事情正悄

悄地發生中。此外，花博展覽內容是否有特色、志工的素質與

態度是花博成功與否的最重要關鍵，目前由於花博各場館及設

備仍有許多不同介面未整合，因此如何整合為一營運單位，中

間的磨合過程對市府而言是相當大的挑戰，因此我希望各機關

把握花博正式開幕前之時程，使各項軟、硬體設施到位，讓花

博盛會成為臺中踏上世界舞臺之最佳契機。(辦理機關：本府

各機關) 

(二)強化石虎保育，中彰投苗與興大簽合作備忘錄：談到花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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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7 月 18 日）中、彰、投、苗四縣市也在中興大學舉辦

「中部地區石虎保育論壇」，透過專家學者的集思廣益，探討

減少石虎生存威脅的方法，中、彰、投、苗四縣市與中興大學

也簽署合作備忘錄，將共同建立石虎保育研究交流與推廣機

制，保護石虎族群。此外，也請農業局全力溝通爭取議會審查

通過修正「臺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讓石虎保育得以儘速

於花博正式開幕前法制化。(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臺中國際動漫博覽會，盛大展開中：今年臺中國際動漫博覽會

在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盛大展開，內容結合漫畫、動漫、遊

戲、音樂等跨界元素，在暑假期間吸引許多大、小朋友一同體

驗動漫魅力。臺中是個很適合發展 ACG（動畫 Anime、漫畫

Comics、遊戲 Games）產業的城市，除了有製造業的基礎，還

有中部二十多所大學資源，在軟、硬體發展上都有很好的條

件。今年我們也順利爭取到與文化部共同合作，在水湳中臺灣

電影中心合建「國家漫畫博物館」，共同落實輔導在地漫畫產

業及人才培育，水湳智慧城也興建綠美圖，更規劃 3公頃產創

園區打造 ACG專區，並在智慧營運中心內規劃 2萬坪的數位文

化中心呈現國家級的數位典藏、學習、運用等資源。電競推動

方面，今年 8月即將舉辦的首屆臺中「城市盃」電競賽將是促

進中部電競人才交流的重要場合，也進而促使臺中成為引領全

臺灣電競發展的重要基地，這些都是臺中未來發展的強項。(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中臺灣會展產業聯盟成立：落實臺中做為盛會城市(Event 

city)，當然也要推動會展產業發展。上星期五（7月 20日）

中臺灣縣市與產官學各界代表宣布成立「中臺灣會展產業聯

盟」，期望未來能更有效整合資源並串聯會展產業供應鏈，避



 4 

免過去各自為政而在協調上產生困難。臺中擁有很好的條件，

位於臺灣的中心點，陸、海、空運交通發達，三級產業豐富且

文化也相當多元，非常有吸引力，因此，會展產業是作為實現

臺中成為盛會城市的關鍵策略，透過會議、展覽、表演、競賽

活動等，甚至是每年舉辦的大型國際活動帶來人潮，帶動臺中

百業的發展，讓整個世界都能看見臺中。會展產業也是「火車

頭」產業，特別是臺中城市國際化靠的是招商與觀光，透過這

兩項可以帶來龐大的產業關聯性及就業機會，目前我們也已和

中央合作，在水湳智慧城興建水湳國際會展中心，加上高鐵烏

日站的會展中心也積極興建中，未來將可以發揮會展產業「火

車頭」效應，創造高產值，帶動百業發展。此外，為讓臺中市

更美、更宜居，我們積極申辦 2022 年「世界設計之都」並將

2018 年訂為設計元年，把設計導入市政策略，讓設計思考落

實於城市各角落，帶動臺中整體發展，使臺中成為一個讓人感

到舒適的城市。(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亞洲臺商年會圓滿落幕：臺中近幾來的產業與經濟發展是有目

共睹，也因此亞洲臺灣商會連續三年選擇在此召開年會，上星

期一（7月 16日）第 25屆亞洲臺商年會正式在臺中召開，參

與人數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共有 16國家地區、近 950人與會，

創下歷年最高，成果也相當豐碩。從臺灣商業聯合總會與臺中

的緊密關係看見臺商對臺中的信心，臺中目前已經是全臺第二

大城，更積極「築巢引鳳」，除在中央與地方合作共同推動智

慧機械之都外，也打造水湳智慧城、會展中心等多項作為，吸

引國際大廠到臺中投資，也期許各位同仁繼續努力，打造臺中

更優質的投資環境，讓大家在投資臺灣之際，首選就是臺中。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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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去的臺灣由於中央集權、強幹弱枝，地方發展有限，然而隨著六

都時代興起，地方的行政、財政、人事等權也逐漸擴大，我認為未

來應該呈現財政聯邦主義，也就是哪裡賺來的錢財就由哪個地區使

用，這樣一來，經費的使用才得以最佳、最大化。臺中與北二都及

南二都不同之處，在於北二都是直接升格、南二都與臺中雖然都是

合併後升格，然而臺中升格後率先順利通過區域計畫，讓我們的發

展得以領先南二都。有了完善的區域計畫，工業區的土地可以作最

佳利用、農業區的土地也可以農地農用，讓市民對市府的政策有

感。土地有限，因此我認為地盡其利是正確的觀念，農地應總量管

制，讓土地面積及管理都能清楚且確實，此外，市府也不能無限制

開發工業區，而是應該先釐清哪些土地是政策所需要的，因為土地

是要利用才會有價值，而非做為投資標的。在現代化科技與時空環

境變化下，土地政策要能對應城市經濟產業發展，也因此我們需與

中央產業政策對接，過去的概念是工業區不能有其他功能，但今非

昔比，工業區應能與周邊環境需求結合，以豐富專案為例，它與新

農業、康健產業結合進行整體招商，如此一來產業才有群聚效應，

讓工業園區有設備、服務、研發人才等，才是對土地最好的利用。

由市府對臺中土地的開發與利用可看到進步的臺中與認真的團

隊，臺中經濟要發展，百業才會發展，藉由產業園區開發築巢引鳳

並提升土地、交通、水電、生活機能等各種條件，才能吸引大家到

臺中投資。此外，由於土地利用需立體化，因此針對工廠比鄰的非

都土地，可優先幫助這些企業擴張，同時嚴格拆除農業區違章工

廠，讓農地農用，畢竟維護國土完整應是沒有妥協空間的。 (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今日經發局專案報告「臺中產業園區開發成果報告」裁示如下： 

(一)公私合力，加強盤點本市產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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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合區域計畫，滿足產業園區用地需求：請經發局掌握各

開發中產業園區之開發進度，提供合法產業用地之外，亦

請經發局與中央加強合作，共同盤點本市中央及地方權管

之產業園區閒置用地，透過加強廠商媒合，提高園區土地

使用效率。(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2、 跨局處協力，加速園區開發進度：開發產業園區涉及開發

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排水計畫、可行性規劃報告等相

關書件審查時，請各局處配合相關審查作業，以利加速推

動。(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3、 加強公私合力，檢視目前工業區的土地利用成效：針對已

規劃為工業區但一直沒有妥善發展的土地也應進一步活化

利用。例如臺中港關連工業區共有三期，面積多達 300、

400公頃，臺銀的用地就有 50公頃，請經發局加強與臺銀

協商活化土地，並將本案納入都發局辦理之「臺中港特定

計畫市鎮中心南側地區土地開發規劃案」，亦請建設局加速

闢建關連 2、3 期道路開闢，帶動地方發展。(辦理機關：

經濟發展局、建設局) 

(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 

1、 儘速提出本市「未登記工廠輔導策略」：未登記工廠輔導期

間即將在 109 年 6 月 2 日屆滿，除請經發局提醒業者及早

因應外，並請關注中央「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發展，適

時將本市或中、彰、投、苗共同意見提供中央參考。此外，

為減少未登記工廠侵擾農地現象，請經發局及都發局研提

「未登記工廠輔導策略」，配合產業 4.0發展結合中央劃定

本市 52個特定地區政策，儘速辦理都市計畫相關程序，以

解決產業用地需求。(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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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納管本市未登記工廠：本府訂有「臺中市未登記工廠

輔導及清理程序」（民國 106 年訂定），請經發局強化跨機

關聯合矯正小組稽查能量，亦請農業局及環保局協助農業

用地違規查處及污染通報，以兼顧環境保護與產業發展。

(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農業局、環境保護局) 

(三)爭取中央協助： 

1、 積極爭取核定「中臺灣農創園區」：去年本府爭取前瞻計畫

「城鄉建設－城鄉特色園區」納入「中臺灣農創園區」，惟

由於土地問題、補助金額等不符相關補助要點而未獲納

入。經本府透過包括今年 2 月賴院長來訪等機會不斷爭

取，近來終於獲得經濟部認同，請農業局儘速依補助要點

修正計畫書後由經發局依第 2 階段開放提報時程（7 月 31

日前）將計畫提送經濟部審議，以利加速中臺灣農創產業

的發展。(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農業局) 

2、 請掌握前瞻計畫執行率：本市計有 13案獲中央前瞻核定，

包括園區改善及周邊道路開發等重要計畫，除請經發局與

經濟部保持密切聯繫以利掌握提報重點之外，也請經發局

及建設局配合編列相關預算，確實掌握執行進度，避免影

響接續計畫之爭取。(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建設局) 

3、 建請中央就「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研擬更

周延之管理規範：為提供產業發展空間，中央提出「都市

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惟本案後續在管理面有執

行上之難度，為期有一致性規範減少審查爭議，除請經發

局透過管道建請中央研擬更周延之管理規範，以利各縣市

政府遵循之外，今日「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

送議會審議後，必要時亦請都發局向議會說明，以期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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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順利上路，達到加速投資之政策目標。(辦理機關：經

濟發展局、都市發展局) 

(四)有關山坡地劃定認定問題，包括外埔、大甲、沙鹿、烏日地區

許多未達山坡地定義的土地，在過去沒有經過明確調查下隨意

劃定，為促進土地獲得合理利用並推動轉型正義，市府重新加

以檢討，透過法令鬆綁，將這些長年問題加以解決，讓位於山

坡地的產業園區廠商在未來擴廠或增建時能降低投入成本，以

提高投資意願，這是市府相當大之政績，對此請各區長多方宣

傳我們在此方面之努力與用心。(辦理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五)針對今日專案報告，張光瑤副市長也提示，今日會議區長親自

參與是相當有意義的，因區長有許多面對民眾直接需求之場

合，也因此倘有市民對於輔導工業區、用地變更、開發產業園

區等問題時，應加以宣導並解釋清楚，讓市民了解市府與中央

所作的努力。(辦理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六)黃景茂秘書長針對專案報告提示如下： 

1、 日前中央通過的臺中市區域計畫除了對全市發展有益外，

也節省市府約 2 年的時間成本，因為免除了徵詢區域計畫

委員會以及政策環評的時間，讓我們得以加速對臺中市進

行完善的土地利用與規劃。其中，區域計畫已劃定保留優

良農業區 4.8 萬公頃，目前我也規劃經發局與都發局啟動

大里夏田園區之都市計畫變更，目前預定 110 年區段徵收

工程動工，其他如神岡地區、大里塗城、烏日溪南等地，

經發局也陸續啟動工程，並由都發局都市計畫變更及經發

局可行性規劃為列管項目，後續還有報編程序如用水、排

水計畫等，幸賴本市區域計畫順利通過，否則要等待更久

之時間，也因此區域計畫對臺中的發展而言，佔有舉足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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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之地位。(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2、 另外，最近本市至中央說明有關住宅區、產業園區、副都

心等案子時，遭遇中央對本市土地開發的質疑，以日前中

央審查住宅區的開發(前竹、九德地區)為例，委員就提出

本市仍有 13 期、14 期等土地未開發完成等疑問；為能向

中央清楚說明本市對住宅區或工業園區確有需求，請經發

局針對各產業園區、工業園區之功能、特性、使用率、開

發率、有無潛在廠商，以及臺中市的需求為何等方面進行

數據統計與分析，並透過清楚定位本市的各產業園區、工

業園區，讓中央明白原本的區域不敷需求，因此須擴大（以

烏日高鐵門戶園區為例，要引入產業 4.0、長照 2.0等），

以利日後順利爭取中央審核同意。(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陸、散會(中午 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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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4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7月 23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地方稅務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使用牌照稅徵收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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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陳修正「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

第48 條之3 及第50 條草案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1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局辦理「2018 臺中國際

踩舞祭」經費320 萬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

編列地方配合款2,000 萬元整(佔86.21%)，

合計2,320 萬元，以上中央補助款320 萬元

整(佔13.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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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局 

行政院核配本局執行「106 年獎勵地方政府

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強化獎勵

方案評比第二階段獎勵金，全額補助計新臺

幣96 萬6,000 元整，為辦理「107 年臺中市

未登記工廠清理暨食品工廠專案輔導計

畫」，擬請同意以上新臺幣96 萬6,000 元整

先以墊付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3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7 年度中

彰投苗地區原住民族產業聯合推廣計畫」經

費共計225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100萬元

(44.4%），地方配合款125 萬元（55.5%），其

中100 萬元整，未及納入本會107 年度單位

預算及107 年度單位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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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區公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7 年度全額補助

本所辦理「107 年臺中地區離菸小農市集暨

菸產業展示計畫」之經費計80 萬元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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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門尚須追加38 萬元部分，擬請同意辦理

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 05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營建署107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辦理

「建築物結構快篩作業計畫」經費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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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強化社

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

自殺防治服務」經費合計1,040 萬745 元

整，中央補助208 萬149 元(20％，其中100 

萬元已納入預算)、本府尚須編列配合款832 

萬596 元(80％)，以上補助款940 萬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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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107 年度臺

中市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能力評估(詳評)計

畫」經費3,840 萬1,500 元整，中央補助 

款2,691 萬9,000 元(比例70%)、本府尚需編

列配合款1,148 萬2,500 元(比例30%)，合計

3,840 萬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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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 01 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本局辦理「107 

年臺中市購置及營運畜牧糞沼液沼渣集運車

輛計畫」經費350萬元整，其中環保署補助新

臺幣192 萬5,000 元(比例55%)，本府尚需編

列配合157 萬5,000 元(比例45%)，以上補助

款192 萬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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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