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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60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10月 22（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太平區屯區藝文中心(3樓大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1件提案、12件墊付案照案通過，提案送請法制局發布施

行、墊付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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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及在場的各位議員、里長先進們大家早安！昨天傍晚發生

普悠瑪號在宜蘭出軌翻覆造成嚴重傷亡，是臺鐵 37 年來最嚴重的

事故，在這裡
佳龍

要先請大家共同為罹難者默哀 30秒，願亡者安息，

傷者平安，期盼搜救順利。(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今天，我們特別來到太平的屯區藝文中心召開市政會議，也很歡迎

太平、霧峰、大里這三區里長及議員們的參與，共同關心臺中的重

大市政。大臺中合併升格後的屯區發展已有良好規劃，今日的專案

報告同仁很用心準備示意圖，並結合重大建設供大家參考，今日報

告電子檔也可提供給議員、里長們運用、發送給市民。有人會問屯

區的發展為何？事實上自我我上任之後就力推「屯區市區化」，透

過縫合都市計畫將太平、大里、霧峰納入市中心核心區，也讓許多

基礎建設跟上腳步，讓屯區與原市區的發展融為一體。「屯區市區

化」有二大重點：第一，讓屯區公共建設與生活服務包括道路系統、

水利工程、資通訊建設等，具備與市中心相同的水準；第二，完善

交通運輸網絡，讓人流、物流的輸送暢行無阻。除了目前的 74 號

快速道路外，我們也規劃將捷運延伸到屯區，並健全屯區的公路系

統，包括在臺 74 線新設 3 個匝道─六順橋南入匝道、十九甲地區

北出匝道、大里溪南地區新增大里霧峰交流道，以及太平的市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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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等；當交通系統整合起來後，大平霧地區與市中心的連結及在地

生活圈發展就能強化。此外，「屯區市區化」並非口號，我們已將

其落實於都市計畫中，並搭配交通、水利、產業、文化發展加以整

合，包括公共設施、道路、公園、學校等都在進行檢討，目前大里、

太平、霧峰的都市計畫也已上網公告。(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都市發展局) 

三、搭配屯區市區化，我們也強化軟硬體建設，以下介紹屯區的重要市

政建設： 

(一)大里纖維工藝博物館開幕、擴大都市計畫與 15 期重劃：我們

在大里投入的資源及建設有很多，包括 15期重劃、臺 74線於

大里新增匝道、大里國民運動中心、大康橋計畫、光正段社會

住宅、甲興社福綜合大樓及夏田產業園區的發展等，相信很多

市民朋友們都逐漸感受到大里的轉變。上星期三（10月 17日）

大里纖維工藝博物館正式開幕，也是全國第一座以纖維為主題

的公立博物館。纖維工藝博物館是個很特別的博物館，推廣「纖

維、時尚、綠工藝」精神，揭幕後除有豐富的展覽外，未來還

會再開放多功能演藝廳、工坊教室等區域，成為集展示、教育、

觀光、休閒於一身的親子藝術、美學基地。這裡原來是兒童藝

術館，我上任後整修館舍並將之轉型，把蚊子館變成博物館。

此外，從城區到大里、霧峰等地可串聯成一條文化走廊，包括

纖維工藝博物館、中臺灣影視基地、國際 NGO 中心，甚至可

以連結到南投草屯的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這條新興的

文化走廊將成為中臺灣文化與觀光的新廊帶。未來，纖維工藝

博物館將連結 15 期重劃的周邊整體發展，包括新的聯合行政

中心、國民運動中心、運動公園等，將成為北大里的生活圈發

展核心。談到 15 期重劃，這也是市府努力讓改變成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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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15 期重劃是全臺灣首次用公共設施跨區市地重劃，我

們把公一變更為機關用地、商業區、廣場及公園，結合大里區

公所與公兒十四與公兒十五用地整體開發，一舉解決延宕多年

的問題。在大里，最近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發展，那就是「擴

大大里都市計畫」起死回生！這個開發案在我上任的時後已經

被中央撤銷，我北上與經濟部、內政部協調後，行政院才在今

年將「擴大大里都市計畫」列入國家重大建設，市府預計在今

年底舉辦地方座談會，傾聽居民意見，明年 2月則辦理都市計

畫草案公告公開展覽及舉辦說明會。(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霧峰 INGO、中臺灣影視基地完工與聯合行政中心：霧峰的建

設與資源投入也很多，例如我們將光復新村打造成為青年文創

基地，成為年輕人追夢、築夢、圓夢的理想環境。其中，光復

新村的一位摘星青年林郁青更獲亞洲手創展 Pop Up Asia 推

薦，成為首位前進東京開工作坊的摘星青年，將創業版圖擴大

到日本，是我們臺中的驕傲！國際 NGO中心也設在霧峰的光復

新村，光復新村過去是臺灣民主運動的發源地，包括日治時期

「臺灣議會之父」林獻堂所發動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到戰後

本土精英在這裡論政，以及省諮議會的設立等，有其特殊的歷

史背景，現在我們將國際 NGO中心設在光復新村，除表示我們

對非政府組織與國際連結的重視外，更象徵臺灣公民社會豐富

的力量，未來光復新村將不只是青創空間，更是舉辦國際會議

與活動的好所在。此外，「國際非政府組織（NGO）」中心則在

921 地震滿 19 週年時正式揭牌，今年市府也已編列預算整修

13 間房舍，並且有 7 單位組織進駐，明年起，市府將與文化

部共同推動 66 間房舍修繕，經費達 1 億元，讓更多國際組織

來駐點、交流。今年中臺灣影視基地也已順利完工，預計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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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交給營運團隊中影八德股份有限公司，為全臺灣的影視產業

和專業拍攝場域，奠定重要的里程碑。中臺灣影視基地完整保

留李安導演拍攝「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的人工造浪池、深水

池，並設有 2座全國最大室內收音攝影棚、1座中型攝影棚以

及工作坊和支援服務辦公室等空間，可說是亞洲最佳水景拍攝

基地；還可以結合鄰近的霧峰林家、省諮議會、光復新村等景

點，整座城市都是電影人的攝影棚。此外，我們已初步規劃將

原本霧峰區公所主建築區重建為一個結合區公所、戶政事務所

及派出所的聯合辦公行政園區，並串聯周邊人行動線及觀光景

點，未來將可提供更加便民的服務、更多的停車空間，以及更

良好的人車道路。(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太平聯合行政中心、坪林親子館暨托嬰中心開幕：太平是個快

速發展的行政區，根據內政部 2017 年統計，太平淨移入人口

數就有 2,210人，是臺中巿的第 2名。為了滿足太平日益漸增

的服務能量需求，我們規劃將區公所遷到文中三用地，鄰近臺

74 號快速道路，串聯附近戶政、地政事務所成立「太平區聯

合行政中心」。今年 10月太平坪林親子館暨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正式開幕，是臺中首座結合親子共玩與托育服務的場館，也是

臺中第 2座成立的親子館。太平的建設亮眼成果還有很多，包

括太平買菸場的開幕、太平產業園區發展的推動、新光水資中

心的啟用等，太平已真正往「屯區市區化」發展。(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四)花東、自強二新村聯合動土：我們也克服了霧峰區花東及太平

區自強二原住民新村在 921 地震後始終無法原地重建的困

難，在上星期五（10月 19日）正式啟動二個村子的重建工程。

這二個村子的重建案一路走來困難重重，特別是土地的取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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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非常棘手，非常感謝林陵三副市長、林依瑩副市長的全力

協助，經過市府多次與國有財產署研究協調，最終才取得土地

承租權。此外，由於興建住宅的經費龐大，我也特別拜託慈濟

基金會興建 95 戶地上房屋，並爭取到中央前瞻計畫補助，讓

重建案更完善，終於滿足族人的期待。我也想到剛上任市長

後，到二新村會勘時有原住民長輩跟我轉述他與孫子的對話，

孫子對他說：「您曾經跟我說，我們會有不用擔心颳風、下雨

的家園，但我都長大快要離開家鄉了，（家園）還是沒有蓋好。」

當時我聽了很心酸，如今終於實現承諾，除了高興，更是多了

一份感動。(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臺中是一座盛會城市（EVENT CITY），今年更抱回 2018全球節慶活

動城市獎。不說別的，上週舉辦的爵士音樂節已經是第 16 屆，爵

士音樂節已經建立了品牌，此外，上週五（10 月 19 日）「2018 臺

中光影藝術節」及「啟動•綠空 1908」一起開幕，我們利用臺中

舊車站與綠空鐵道舉辦活動與展覽，也讓車站的百年風華一覽無

遺。而且，距離世界花卉博覽會開幕已剩不到二週，我們呈現給世

界的不只是「花現 GNP」，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永續共存的價值觀，

更是臺灣的驕傲，這也是全臺中人都參與的盛事，也歡迎所有人來

參觀花博，分享我們共同努力的成果！(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市府配合「大臺中 123」奠基工程型塑「1 條山手線、2 大海空港、

3個副都心」的整體格局，將政見轉化為政策，以「屯區市區化」

為發展願景，打破行政界線，延伸擴大大臺中都市核心，將大里、

太平、霧峰納入市區發展進行整體規劃。另外，屯區公車系統則因

常有民代建議公車延駛，以致公車路線越拉越長，行車時間也增

加，對此交通局已推動行經學校的公車路線只停大站，未來也會在

屯區增加新的路線，並針對行駛里程較長的路線規劃區間車，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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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乘客的需求。除此之外，交通局也正進行大平霧捷運系統之規

劃，屆時將聆聽當地居民意見規劃適宜之路線，希冀透過交通網絡

系統型塑外環線連結各區，促進大平霧地區繁榮發展。(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六、今日會議感謝李天生議員、何明杰議員、張玉嬿議員及大里、太平

與霧峰區里長們的參與，其意見請相關局處納入研議： 

(一)何明杰議員對市府於屯區所作之建設給予肯定，也相信屯區未

來會更進步，惟太平區市民大道南段之前有過都市計畫，但內

政部要求辦理細部規劃，臺中並未補件，然而不做南段對運輸

將有很大影響，因此建請市府將市民大道南段研議納入。另

外，也建議市府將環太東路到大里甲堤路之路寬統一，如此一

來相信地方將會更繁榮，連帶霧峰也會跟著發展。(辦理機關：

都市發展局) 

(二)張玉嬿議員表示，太平區的道路有的設計不良，例如中山路之

後就變成新平路，因此建議市府研議統一規劃，相信可帶動太

平區未來的發展。(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三)李天生議員提到，大里區、太平區及霧峰區都市縫合計畫，市

府投入許多資源與心力規劃，應廣為宣傳，因此請都發局與區

公所共同舉辦說明會，將該計畫擴大宣傳，讓更多市民得以了

解。(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四)太平區新興里里長建議太平地區公車系統重新規劃，因為現行

路線為了行經人口稠密區，公車繞來繞去，從第一站搭到最後

一站甚至要花 1 個小時；有的則是離峰時間等待車次時間過

長，因此建議交通局重新規劃公車路線，讓市民得以感受臺中

便捷的公車運輸服務。(辦理機關：交通局) 

(五)東興里里長則表示希望地區的建設能得以持續興建，以繁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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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發展，以公車為例，建請交通局研議尖峰時間以大型公車行

駛、離峰時間改為以小型公車載客，並增加班次。(辦理機關：

交通局) 

七、今日都發局專案報告「大平霧整體規劃」裁示如下： 

(一)交通便捷化方面： 

1、 構築捷運交通路網：緊臨屯區的鐵路高架捷運化即將於 10

月底進行第 2 階段通車，為能構築屯區捷運路網以因應人

口快速成長的交通需求，除請交通局加速目前進行的大平

霧可行性評估之外，本市捷運藍線業已獲行政院核定，尤

其本市大里、霧峰到南投縣的捷運延伸的初步構想也得到

中央正面肯定，此請交通局結合大平霧捷運路線妥為研

擬，完善屯區捷運路網規劃。(辦理機關：交通局) 

2、 新增臺 74匝道，完善路網：臺 74線是屯區重要交通道路，

交通局目前規劃新增三處匝道（六順橋南入匝道、十九甲

地區北出匝道、大里溪南地區新增大里霧峰交流道），請以

110 年通車為目標促請中央加速審查，讓屯區生活圈道路

系統更加完善。(辦理機關：交通局) 

(二)產業創新化方面：為加速地方產業園區開發，請經濟發展局依

循本市總體工業發展政策，以本市精密機械產業為產業創新轉

化之骨幹加速地方產業園區開發（包括擴大大里夏田都市計畫

168.84公頃、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 35.81公頃、太平產業園

區 14.37公頃等）。此外，也請積極輔導境內未登記工廠遷廠，

達成農地保護、產業群聚與落實智慧機械之都之目標。(辦理

機關：經濟發展局) 

(三)生活優質化方面： 

1、 加速行政園區及周邊公設開闢：請民政局以行政機關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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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化為原則，加速推動大里、太平及霧峰聯合行政園區，

適時提供行政效能集中化、多元化之服務；此外，也請建

設局配合行政園區的設置，加速周邊公共設施開闢及大

里、太平國民運動中心的興建。(辦理機關：民政局、建設

局) 

2、 完善居住機能：除了已完工入住的本市首座豐原安康段社

會住宅，第二、三處動工的大里公正段及太平育賢段皆座

落於屯區，顯見本市對大平霧地區居住正義之重視，除請

都發局加速社會住宅興建之外，也請原民會加速推動太平

自強新村、霧峰花東新村的安置計畫，完善本區居住機能。

(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四)觀光產業化方面：打造屯區文化與影視產業廊帶，上週揭幕的

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是本市爭取 2022 世界設計之都的重要

指標，除請文化局以打造成為全國纖維工藝發展中心為目標努

力，並積極爭取世界設計之都主辦權之外，亦請加速推動大里

菸葉廠、太平買菸廠的文化資產轉型與活化，結合中臺灣影視

基地及光復新村 INGO 園區，串聯形成屯區文化與影視產業廊

帶，厚植本市文化產業軟實力。(辦理機關：文化局) 

陸、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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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60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10月 22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交通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

覽會門票收費標準第四條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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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全額補

助本市大安區公所「107年臺中市大安區聯合

里民活動中心改善工程補助計畫案」新臺幣

36萬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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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經濟發展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全額補

助本市大安區公所「107年臺中市大安區頂安

社區關懷據點廚房修繕工程計畫」新臺幣23

萬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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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108年度全額補助本局辦理「辦理經濟

部補助工業鍋爐改善作業計畫」經費計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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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政局 

內政部107年度全額補助本府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圖劃設」」經費450萬元整(補助期間至

108年底)，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5 環境保護局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補助本局辦理「108

年河川生態調查及宣導輔導計畫」經費77萬

2,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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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6 環境保護局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補助本局辦理「108年

度海洋保育業務-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

管理計畫」經費255萬5,000元整，海保署補

助140萬5,000元（55％）(其中130萬5,000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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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業務-水質及土壤保護業務-業務費

-委辦費；10萬元為-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

築-設備及投資-雜項設備費)，本府尚需編列

配合款115萬元（45％以上）以上配合款已列

入108年度預算，惟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補

助款共計140萬5,000元整，未及納入預算，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 07 環境保護局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補助補助108年度「協

助維護海洋環境品質」經費46萬2,000元整，

海保署補助30萬元（65％），本府尚需編列配

合款16萬2,000元（35％以上）。以上配合款

已列入108年度預算，惟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

署補助款共計30萬元整，未及納入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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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108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

作計畫-臺中市」經費為新臺幣(下同)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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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局辦理108年度「臺

中市水污費徵收查核與水污染源稽查計畫」

經費384萬元整，環保署補助新臺幣211萬

2,000元整(比例55%)，本府尚需編列配合172

萬8,000元整(比例45%)。以上補助款211萬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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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局辦理108年度「臺

中市畜牧糞尿沼渣沼液農地肥分使用輔導調

查暨推動計畫」經費432萬9,000元整，環保

署補助新臺幣238萬元整(比例55%)，本府尚

需編列配合194萬9,000元整(比例4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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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款238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敬請審議。  

墊 11 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局辦理108年度「臺

中市流域污染總量管制計畫」經費389萬

8,000元整，環保署補助新臺幣214萬3,000元

整(比例55%)，本府尚需編列配合175萬5,000

元整(比例45%)，以上補助款214萬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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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局辦理108年度「中

區水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民間機構協力處理計

畫」經費275萬元，環保署補助147萬5,000元

（54％），本府尚需編列配合127萬5,000元

（46％以上）。以上配合款已列入108年度預

算，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款共計147萬

5,000元整未及納入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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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