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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55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9月 3（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臺中市地方稅務局 7樓大禮堂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4件提案、5件墊付案照案通過，其中 2件送請法制局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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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城鄉差距、區域均衡發展是我重要的政治核心理念，但不表示

我對市區就不重視，西屯區的發展就是最好的例子。近幾年西屯區

快速發展，也因此吸引許多人來此居住、工作，首先是大家期盼已

久的水湳智慧城已持續推動各項工程進度，即將試營運的中央公園

營造出優美的都會森林環境也是一座智慧公園，西屯區的重要市政

推動成果還有很多，包括水環境的整治，例如惠來溪、潮洋溪及黎

明溝的整治，未來將會呈現不同於以往的新風貌；此外，我們的捷

運路網-捷運藍線在近期由交通部正式報行政院核定，踏出最關鍵

的一步，捷運綠線部分，則於年底試運轉，也代表臺中將進入捷運

的時代，對城市而言是一重要的里程碑，我們對市區建設的用心相

信市民一定看得到，也請交通局邀請里長一起來試乘捷運綠線，讓

更多居民知道市府做了什麼努力；此外，也請交通局、水利局擇期

對惠來溪、潮洋溪、黎明溝沿線居民辦理水利與捷運建設簡報說明

會，讓市民了解市府的努力，進而讓市民支持市政發展，我們不會

放棄任何一條城市裡的河川，我也相信未來捷運通車後將能大幅帶

動當地發展、甚至對於整個大臺中的發展都將會有舉足輕重的影

響。(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交通局、水利局) 

二、花博相關亮點： 

(一)花博反恐維安演練：今年底的花博是臺灣難得一見的國際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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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們除了展現臺灣最好的花卉給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外，

也很重視整體園區環境的維安。為了進一步做好所有維安準備

工作，我們在上星期四（8月 30日）於花博外埔園區樂農館前

廣場舉行反恐維安演練，這次的演練模擬活動，是由中央與地

方共同合作，包括內政部警政署保一總隊維安特勤隊以及空勤

總隊出動直升機協助、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五大隊則出動防爆隊

配合市府消防局及衛生局等單位參演，期盼花博盛會可以圓滿

成功。(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第二波臺中花博卡特約優惠 9月 1日開跑：另一方面，我們的

花博卡第二波優惠也在 9月 1日正式開跑！其實我們的花博卡

優惠真的相當多，目前已有超過 2,800店家加入，且本市停車

場以花博卡進出費用可享五折優惠，涵蓋食、衣、住、行、育、

樂各領域，也歡迎更多臺中市民踴躍申辦花博卡，共同感受花

博的喜悅。(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本市雖有登革熱病例，然而目前在與中央政策配合、市民清理居住

環境-巡、倒、清、刷，疫情已獲控制；惟因學校已陸續開學，也

因此各級學校、公園等仍須注意環境衛生，全民動起來，以避免疫

情擴散。(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本市捷運工程的順利推動，也要感謝林陵三副市長的督導與協調。

林副市長曾擔任過交通部長、臺北捷運公司董事長等要職，可說全

臺捷運專業人才都是林副市長調教出來的，對本國交通建設可說貢

獻良多。以本市而言，本市捷運興建之初，曾被監察院審計報告指

出 2022 年捷運才能通車，然而在林副市長積極協調下，我們預估

可提早到 2020 年就能開通，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此外，捷運

場站的開發，也都是透過林副市長積極介入才得以順利推展，由於

林副市長的專業及先知先覺，連同車站旁也跟著同步開發；過去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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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場站無人聞問，現在有了捷運的加持，招商也相對容易。我們期

待透過捷運藍綠線未來的轉乘，讓周邊的效益跟著水漲船高，不僅

市民獲利，對外來觀光客而言也很方便。(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臺中的第一條捷運-綠線通車後，代表我們正式晉身成為捷運城

市，這對臺中的改變是巨大且深遠的；然而若有捷運而無路網將無

法發揮大眾運輸功能，因此我們以 Mr.B& B為手段來達成。臺中市

是因鐵路而生的城市，如今已進入新的時代-捷運城市，有效提升

臺中的交通與環境之餘，也型塑都市未來的開發模式。我們以大臺

中山手線建構的環狀及十字狀軌道為建設基礎，以串聯方式打造複

合式大眾運輸系統-MR.B&B，以 M(metro)及 R(rail)為構成骨幹，

B(Bus)為公車作轉乘連結，B 則是以 Bike 為最後一哩路，因為本

市的道路較為發散，要進入到巷弄就得藉由自行車方能到達，這就

是我們為臺中量身而做的複合式大眾運輸系統。捷運系統方面，在

我們的努力下，未來的捷運藍線將延伸到臺中港，搭配大平霧捷

運，藍、綠線將是市區的重要路線。大臺中 123則是臺中與周邊縣

市整合的架構基礎，今年 2月賴清德院長來臺中時對此提出「成真

123」，就是一次核定、打造二條捷運、串聯起三個城市(臺中、彰

化與南投)，山手線在大甲、后里地區串聯，苗栗的山、海線則串

成另一個環線，明年成追線完工後，一天就有 48 班次列車對開，

無論辦公、上課、消費等，都可以利用火車到達，也可轉乘捷運，

交通十分便利。未來捷運綠線與臺鐵在三個點有連結，分別為烏日

站、大慶站與松竹站，這 3個節點上、下車站都方便，也有四通八

達的公車可轉乘，有助於市民利用。此外，為何文心路路平如此重

要？就是因為我們要廣設停車空間，讓市民便於停放，有效提升市

民使用捷運大眾運輸系統之可能性。除了發達的大眾運輸系統，智

慧交通在未來也扮演重要角色，畢竟路是死的、人是活的，便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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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網讓市民可即時得知交通資訊，就能不必浪費等待車輛的

時間，我相信在捷運綠線與臺鐵高架化後，臺中將能脫胎換骨。目

前本市人口多達 280萬人，相信未來只會愈來愈多，在便捷的交通

運輸系統下，甚至從新竹到嘉義，人們的進出都將以臺中作為中

心，臺中崛起將帶動臺灣崛起。然而有的人現在還在質疑山手線在

哪?事實上我們早已經在施作，這些都是看得到的建設，且過去三

年全臺招商第一名就是在臺中，這代表臺中的發展已為人所看見，

我們不怕人多，人潮代表錢潮，我們的經濟好、福利好，特別是今

年推出的敬老愛心卡，在軟、硬體建設都已做好準備，臺中已然改

變。(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六、今日交通局專案報告「臺中捷運綠線專案報告」裁示如下： 

(一)掌握捷運綠線工程及周邊 MR.B&B路網建置： 

1、 掌握工期，確保捷運綠線 2020年全線通車：捷運綠線是市

民非常關心的建設之一，請交通局及捷運公司與北捷局協

調並配合推動各項工作，尤其針對營建物價波動或大樓共

構開發費用等問題務必加強掌握並協調解決，全力讓捷運

工程能如期如質在 2020年全線通車。(辦理機關：交通局) 

2、 強化施政品質及工程界面整合：隨著捷運工程推展，日前

交通局在工安無虞前提下，已將全線雙向近 30公里的施工

圍籬分段撤除，除了還路於民外，也由於視線開放，有助

減少交通事故，因此請交通局及建設局做好協調與界面整

合，以利建設局圍籬撤除後進場路平施工。此外，文心路

車流量大，必要時除請進行夜間路平施工，同時也視情況

協調警察局進行車道調撥，減少用路人交通衝擊。(辦理機

關：建設局、交通局、警察局) 

3、 捷運綠線的施工與規劃是許多第一線人員的心血，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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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多令人感動的故事，也請將這些故事做整理，讓市

民看見我們對市政建設所做的努力。(辦理機關：交通局) 

4、 盤點場站周邊環境，打造 Mr. B&B 大眾運輸網：為建立以

人為本、安全方便以及綠色環保兼顧的 Mr. B&B 複合式大

眾運輸網，請交通局、建設局盤點各場站周邊整體環境，

建構人行空間及充實 iBike 公共自行車租賃服務，以利人

車通行；南屯正心及北屯舊社平面停車場已獲中央納入前

瞻，肩負捷運沿線轉停車轉乘重要功能，亦請加速預算編

列及興建腳步，距離通車還有二年，務必全力做好各項周

邊運輸路網規劃。(辦理機關：建設局、交通局) 

(二)加速捷運車站土地開發與智慧綠建築： 

1、 循序推動捷運場站土地開發招商：捷運綠線土地開發及招

商部分，包含 G5、G6、G8、G8a、G9-1、G9-2、G11等 6站

7 處土地開發招商持續進行，打造臺中獨有的軌道經濟；

首批北屯 G5 及南屯 G11 站於今年 2 月 26 日正式啟動公告

招商，除請交通局掌握時程、評選出最優申請人成為市府

合作夥伴外，亦請循序推動其他場站開發進程，並請經發

局及都發局協助邀請優良廠商踴躍參與，共同創造營收挹

注後續軌道路網建設。(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交通局、

都市發展局) 

2、 推動捷運站智慧綠建築，傳遞城市永續精神：為落實城市

永續發展精神，我們將捷運綠線的 18個車站打造成結合生

態、節能、會呼吸的綠建築，並將北屯總站、松竹站及高

鐵臺中站建置成為太陽能板示範車站。請交通局持續加強

各車站智慧綠建築的應用與設計，使捷運車站不只是本市

重要交通節點，也成為本市傳遞綠能永續精神的重要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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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辦理機關：交通局) 

(三)地方與中央合作，加速城市發展： 

1、 啟動捷運藍線延伸臺中港：臺中捷運藍線在市府三年多來

全力爭取下，除了成功納入中央前瞻計畫外，捷運藍線延

伸臺中港也終於在 8 月 22日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核定。請

密切了解中央核定狀況並加強溝通，針對接下來要進行的

綜合規劃作業也請交通局預先規劃準備，以利順利推展。

(辦理機關：交通局) 

2、 建請港務公司預留港區土地：為配合捷運藍線延伸至臺中

港後之用地需求，請交通局協調港務公司持續與市府緊密

協商研議，預留港區土地作為捷運機廠使用，以利捷運藍

線計畫順利推動，有效促進臺中港 2.0 轉型發展。(辦理

機關：交通局) 

3、 爭取大平霧捷運納入前瞻建設：為照顧數十萬屯區市民捷

運需求，市府透過何欣純立委順利爭取 780 萬元補助經

費，已在今年進行大平霧捷運可行性研究，請交通局於今

年底前完成並提報交通部審議，積極爭取納入前瞻計畫的

後續核定。(辦理機關：交通局) 

4、 爭取臺中機場捷運：本府擘劃「臺中國際機場 2035年整體

發展計畫」6 月底獲行政院國發會審查通過，為加速臺中

機場整體發展，目前正進行臺中機場捷運可行性評估作

業，請交通局儘速完成計畫，並請求中央支持、納入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辦理。(辦理機關：交通局) 

(四)今日專案報告，黃景茂秘書長提示如下： 

1、 上星期市府人員與各界專家前往捷運綠線水安站及臺中市

政府站查核，均對綠線建設給予很高的評價，惟仍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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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臺北捷運局注意之處，例如場站之機電管線可能分佈

2、3層樓，相當密集，對此請務必做好維護、管理之 SOP，

北捷對此雖然相當有經驗，然而仍需加以注意。(辦理機

關：交通局) 

2、 建設局的文心路路平計畫即將於 9 月底前完工，目前廠商

都在建設局督導下全力施作，惟仍需注意工程完工後將其

列入本市人行道與騎樓安學維護路段，採用人性化管理，

未來騎樓下可以停放機車，車道旁也劃設停車格，捷運完

工後由車站走下來就是相當平坦無障礙的人行道，澈底落

實本市人本、安全、綠色交通目標。(辦理機關：建設局) 

陸、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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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55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9月 3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社會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管理

自治條例」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2 新聞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推廣硬地音樂活動補助辦

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3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組織規程」第

三條修正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4 民政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草案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1 經濟發展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7年度全

額補助本市西屯區公所辦理「107年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地方建設使用建設經費補助案(西

屯區)」經費225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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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107年「低收入戶家

庭生活、就學生活補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醫療補助暨低收入戶健保病患住院膳食

費及住院看護補助經費(第2期)」案，計新臺

幣2,984萬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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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事務 

委員會 

本會辦理「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周邊環境營造

提升計畫」，客家委員會107年度8月補助

3,000萬元(78%)、本市尚需編列配合款846萬

2,000元(22%)，計畫總經費計3,846萬2,000

元整，請惠予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4 環境保護局 

財政部107年度核定本局「擴大鼓勵地方政府

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經

費新臺幣180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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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敬請審議。 

墊 05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全額補助本府辦理「107

年度部落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調升文建站服

務級距」經費計新臺幣155萬4,875元整，擬

請准予辦理墊付1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