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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市臺中 活力北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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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介紹



●總面積為62.704平方公里，包括大坑地區、水
湳地區、四張犁地區、三十張犁、二分埔、三分埔
地區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
●本區因旱溪而分為「溪東」與「溪西」，溪東大
多為丘陵山區，早期居民以務農為主，溪西為工商
薈萃之處，辦公大樓林立。

北屯區

▌地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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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數：42個里
●鄰數：934個鄰
●戶數：106,778戶。
●人口數居全市之冠，已逾

28萬多人。

北屯區

▌人口概況

截至109年9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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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互助

社區發展協會

守望相助隊

環保志工

愛鄰守護志工

民政志工

青年志工

42個

36隊

1441位

744位

66位

2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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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資源

 國小
市立：17間；私立：2間

 高中：
市立：1間；私立：2間

 國中：
市立：5間 7

 其它：
私立多元學制：3間

市/私立文教資源統計:
 國小:19間
 國中:5間
 高中:3間



文心蘭

麻竹筍

柑橘

▌北屯大坑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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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季在每年3~10月間，是主要農作物之一，
其肉質細嫩鮮美、味道清甜。

盛產期約為每年10月至12月，外觀成熟時呈
現金黃色澤，果粒大、甜度高、香氣濃。

文心蘭花姿優美、分枝性高、花朵數多、
花色亮麗搶眼，又稱跳舞蘭，主要產期為
每年5~6月期間。



●臺中最美麗後花園的「大坑」，就
位在北屯區，有30多種的落葉樹，
在乾濕季節交替之際，每每造成金
黃落葉滿地、美不勝收的畫面。

●大坑風景區經臺中市政府開發成立，
海拔112公尺至859公尺。

●大坑風景區擁有自然生態、溫泉泡
湯與便捷的交通，曾獲選台中前十
大熱門旅遊景點。

大坑風景區 大坑登山步道

大坑景觀橋 大坑粉紅情人橋

▌觀光景點-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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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生態公園 臺灣民俗公園

八二三紀念公園 廍子公園

●北屯區內共有84座公園，其中有68座公
園為本所代管。其多座公園保有不同特
色之美。

●新都生態公園-臺中市第一個以生態工
法開闢的公園，佔地約2.5公頃。

● 臺灣民俗公園-佔地約1.6公頃，為全
國第一座民俗公園，園區建築以清末
民初的傳統閩南式建築為特色。

●八二三紀念公園-除設立八二三和平紀
念鐘象徵和平意涵，亦展示許多陸海
空軍用以保衛台海的武器。

●廍子公園-台中最美黃金公園，亦為北
屯區占地最大的公園，每年三月盛開
金黃色的風鈴木。

▌觀光景點-特色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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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際棒球文創園區-串聯了洲際棒球場，結合宴展中心咖啡餐
飲與假日市集等多元設施。

●一德洋樓-保留了日治時期特有的建築風格，是臺中最新的複
合藝文空間。

●心之芳庭-為台灣第一座結合婚禮與觀光旅遊的園區，也是偶
像劇熱門取景的地點。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前身原為「北屯新村」，為臺中首座以眷
村文化資產保存為主的地方館舍。

一德洋樓

臺中市眷村文物館

洲際棒球文創園區 心之芳庭

▌觀光景點-熱門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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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巡禮

●北屯區依法登記之寺廟共計58座。

●已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之教堂教會共計13家。

●北屯區有數座成立百年之宗廟，如松竹寺、南興宮、四張犁文昌廟與聖壽宮等寺廟，亦為北屯區
歷史上重要古蹟，更是熱門參拜地點。

松竹寺
主祀:觀世音菩薩

南興宮
主祀:天上聖母

四張犁文昌廟
主祀:文昌帝君

聖壽宮
主祀:關聖帝君



▌亮點建設
13



▌捷運烏日文心北屯

●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路線全長約16.71公里，東起北屯區松竹路二號橋附近，南至高鐵臺中站區，沿線共計18站。
●連接高鐵臺中站至臺中市副都心之運輸系統，透過便捷的交通路網，提供民眾高可及性之運具使用。
●預計109年全線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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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第14期市地重劃區「文中小6」預定地，
投入總經費65億元興建可容納1萬5,500以上觀
眾席以上、全台最多席位的巨蛋場館，預計111
年5月動土、115年完工。

●舉辦各式球類及國際級賽事，
更能作為大型表演場地及藝文
娛樂活動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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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大巨蛋



文教7用地，北屯區公所及第五分局正對面

●預計110年開工，113年完工，
●讓北屯區的親子、老少都有嶄新的運動空間。 16

▌ 北屯國民運動中心



▌ 中央公園
●2018年12月完工。
●面積67公頃，有「臺中綠肺」

美稱。
●全區有1.2萬株原生樹種與各季

植栽、5座滯洪池，並設有12感
官全齡體驗設施。

●「低碳」、「智慧」、「創新」
三大願景設計，落實再生能源
使用與節能減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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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ive picture and 
creative 

slogan here

# Slide

▌國道1號銜接
台74號系統交流道

●預計於112年完工，總經費約46.09億元。

●完工後將對整體交通環境有極大助益，
並能有效解決交通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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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17日率先啟
用，打造全長21.7公里的
自行車道並設計街角廣場、
運動設施等。

●除打造台中新好休閒場
域，美化都市景觀也帶動
地方發展。

▌綠空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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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路二段(豐樂路至四平路)。

●將原本長約161公尺、寬8公尺道路，拓寬為12公尺。

●已於108年10月1日完工通車。

●通車後將銜接11期及14期重劃區內道路建造整體交通

路網打造舒適便利的交通空間。

▌昌平路道路拓寬

實現「富市臺中建設、

創造新好生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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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全市累計已
燙平476條主
要道路，改善
超過216公里。

▌北屯道路燙平計畫

●松竹路(旱溪西路至北屯路)。

●文心路(北屯路至臺灣大道)。

●北屯路(松竹路-潭子區界)。

●同榮路(新興路9巷至更生巷)。

●崇德六路151巷。

●和順路(軍福十五路至軍福十六路)。

●一新二街(全段)。

●軍和街至41巷16弄。

●環太東路(新桃花源橋至坪林橋)。

●進化北路(柳陽東街至國校巷)等路段。

●中清路二段(文心路至黎明路)。

同榮路

和順路

一新二街

軍和街
21

北屯路



●同時建置雨水下水道及寬頻管

道，可改善道路排水問題及減

少後續道路重複開挖。

●提前於109年7月通車啟用!

▌太原路地下道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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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07年11月16日於北屯舉辦廍子國小

新建校舍動土典禮預定109學年度招生

廍子國小新建校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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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址：景賢路與環中東路口。
●面積：約19,525平方公尺。
●107年動工興建，109學年度招生。
●共招生1年級7個班級，計175位學生。



●位址：東山高中

●長50公尺、10水道深2公尺

的泳池設計，並規劃地下一

樓，地上四樓建築。

●提供多樣化訓練效能的運動

場域，預計110年完工啟用。

▌臺中市游泳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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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期市地重劃
第六工區公園景觀美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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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四平路及馬禮遜學
校。南至近大連路一段
東至梅川東路五段、西
界則約位於山西路二段
以西。

●打造綠帶公園、景觀滯
洪、地方特色造景等設
施。

●已於108年底完工。



●主要之行政里:同榮里、
仁美里、松強里、后庄
里、仁和里、大德里、
水湳里、松竹里、平陽
里等行政里。

●鄰近之四張犁及水湳地
區舊聚落住商機能發達，
聯外交通動線十分良好，
加上周邊重大建設提升
了生活機能，塑造北屯
地區高品質之住宅優質
環境。

▌第14期市地重劃

●14期第一工區

●14期第三工區●14期第四工區

●14期第五工區

※完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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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北屯區東光路(松竹路一段
至東光路892巷) 計畫道路開闢
工程，計劃長度約1,535公尺，
計畫寬度30公尺。

●第一階段為東光路(軍福十九
路口)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已
於109年7月6日開工，預計
109年11月完工。

●未來開闢完成後，可疏解區域
性交通車流，並串連松竹車站
前後站，提供車站週邊交通便
利性。

▌東光路開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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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面積：11,179平方公尺。
●棟數及樓層數：6棟／地上12層、地下3層。
●住宅單元總戶數：560戶。
●於107年11月開工，預計111年完工。

▌同榮段社會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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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段社會住宅

●計畫面積：4,455平方公尺。
●樓層數：地上11層、地下3層。
●住宅單元總戶數：220戶。
●於107年11月開工，預計110年10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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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TEMPLATE
Click here to add  you to the Center of the  narrative 
Thought Click here to add  you to the Center of the 
narrative thought

舊社公園 江興停車場

●工程經費共2.13億元。
●可提供250席汽車、115席機車停車位，

預計110年底完工。

●設有84席汽車停車格
於109年7月完工。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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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樂地計畫

●108年完成43座
共融公園改善、6座
新闢公園及14處公
廁改善工作。

●109年度持續辦理
53座共融公園改善、
7座新闢公園及21處
公廁改善，北屯區包
含5座公園及8處公廁。

北屯區首推動松勇、旅順、
景賢、三分埔及豐田等公園
設施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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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小肺 ●保留大片綠地，做為生態教育場所；並建置步道，同時開闢通道，
串聯北屯兒童公園，提供自然地果樹森林野餐場所。

●預計110年9月完工。

▌荔枝老樹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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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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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托公幼倍增計畫

●公托：原僅5所，現在已倍增至14所(北屯區規劃110年度
新增2所)，111年底前目標再新增公托50所。

●公幼：108-109學年度已增設131班(北屯區增設21班），
朝向180班的目標邁進。

●另廍子非營利幼兒園於今(109)年度8月31日啟用，共可招
收272名幼生，現為北屯區規模最大的非營利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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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愛心卡補助

●補助對象：設籍本市之六十五歲以上老人(或年滿55歲以上原住民)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補助金額：每月1,000元點數(原住民每月1,500元點數)。

●補助範圍：
◎交通補助：市區公車、國道客運、本市計程車費(110年單趟補助提高至85元)。
◎醫療補助：折抵就醫門診基本部分負擔費用
◎運動補助：折抵本市國民運動中心使用運動設施費用(各類球場租借、游泳池及健身房單

次門票) 

點數不減少

福利變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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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津貼補助

●育兒津貼擴大實施後，再搭配臺中市府「平價托育補助」與「準公共化」補助，台中市逾9成的
育兒家庭都能獲得政府的支持。

●臺中家長托育費用支出佔家庭可支配所得為六都中
比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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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老人健保補助

●108年7月起提前恢復老人健保補助。

●補助對象：
◎年滿65歲以上老人或年滿55歲以上原住民，

且設籍本市滿一年以上。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
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為百
分之5以下者。

●補助額度：以第六類保險對象應自付保險費為
上限，每人每月最高補助749元。

●計29萬長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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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懷據點擴增

●服務對象:年滿65歲以上健康老人。

●透過社區據點辦理，建立社區自主運作模式，
促進長者社會參與，營造永續成長、健康的
社區環境。

●108年僅356個點，109年已擴增至411個點。



▌長青學苑

●為倡導「終生學習」精神，鼓勵本市老人「活到老
、學到老」，增進自我成長，實現老人達到「學無
止境」之理想，109年度特開辦各項語文、才藝、
休閒、健身、育樂課程共計45班。

●提供老人再進修及社會參與機會，藉以拓展老人學
識領域、充實生活內容，提昇老人福利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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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編列經費補助北屯區守望相助隊添購置新巡邏車4
臺，分別為水湳里隊(108.10.21)、大德里隊、陳平里
忠平里聯防里隊(108.09.16)及平安里隊(109.02.06)，
對於地方治安貢獻良多。

▌補助添購巡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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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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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音樂饗宴

4-5月份:
閃亮北屯社區展寶放開懷 7-8月份:

逍遙音樂町

10-11月份:
大坑椪柑音樂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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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亮北屯

●為鼓勵民眾走出戶外接觸大自然，
增加彼此互動及提供舞臺供各社區
團體展現才藝，本所每年皆會辦理
「閃亮北屯-社區展寶FUN開懷暨社
福業務性別平等宣導」活動。

性別平等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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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市民積極參與社區藝文活動，發揮本區之生活空間特色與文化休閒內涵。

●另藉由當地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暨藝文關懷協會等專業之協力，結合在地
表演藝術資源，規劃辦理優質之音樂活動，共同協力營造北屯區在地特色文化。

▌逍遙音樂町

四民社區太鼓隊 平福社區黑妞舞采 幻羽藝術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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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樂地計畫▌大坑椪柑音樂季

●椪柑為本區大坑重要農特產之一，
盛產期10-12月。

●本所為行銷推廣農產並結合人文
藝術特辦理音樂季，本活動已邁
入第5年頭，反應熱烈，今年將
於11月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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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政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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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政創新

●本所於本年度首次推動(中)低收入戶總清查作業系統，
以密集且積極之宣導方式，短期預計將網路收件率提升
至30%(約1,070件)，三年內將網路收件率提升至60%
(約2,100件)。

●節省舟車勞頓及現場等候的時間，以及印製大量紙本
文件之費用，為民眾提供更友善、便利的送件選擇。

(中)低收入戶
總清查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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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政創新

●北屯區為全市第一個推動里活動中心租借費用線上繳費
之地區。

●使民眾之租借申請繳款、場地管理、時段管理、收支統
計等業務流程輕省與自動化，減少錯誤與提升行政效率，
達成政府所推動的便民服務及行政作業簡化目標。

※操作介面示意圖※

里活動中心
租借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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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