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市政推動暨和平區

里長建議案執行成果報告

報告人：吳主任委員 皇昇

日期：109年11月3日

臺中市政府第462次市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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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老人健保補助、打造宜居生活環境之外，開不了工的要讓它開工、完不了工的也要讓它完工～

全市性重要市政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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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公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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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縮短城鄉差距！

110年起，市民優先

110年元旦起，台中市民、新住民配
偶及台中就學的外縣市學生，持續享
有雙十公車優惠

109年12月起，市府主動巡迴各校提
供綁卡服務

109年1月25日正式上路，超過10公
里的車資，由原本最多收取60元，
大幅降為10元！

距離再遠，只收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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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年底通車

０２

開不了工的，要讓它開工！
完不了工的，要讓它完工！

開工11年的捷運綠線已於109年10
月25日完成交通部履勘，市府完成
改善事項後，預計109年底通車

捷運綠線年底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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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改善

０３

改善空汙、找回藍天！

空氣品質顯著改善

今年1至9月PM2.5平均濃度為每立
方公尺15.7微克，較108年同期17.0
微克改善1.3微克；空氣品質不良日
(AQI>100)累積26天，也較去年同
期減少5天，兩項指標皆為歷年最佳

「藍天白雲行動計畫」落實24項精
進對策

市民健康，不能妥協

針對中火違法啟用2號機，串聯中部
七縣市共同發聲，並祭出最高2,000
萬元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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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老人健保補助

０４

打造銀髮宜居城！

敬老愛心卡更好用

敬老愛心卡搭乘計程車單次抵扣金額
，起跳價將由50元調高至85元

108年7月恢復老人健保補助，全市
29萬名長者受益

恢復老人健保補助

重陽敬老金

每年編列８億元長輩重陽敬老金，全
市39萬名長輩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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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托公幼倍增

０５０

讓年輕人「願生樂養」！

公幼倍增

104-107年共增設90班公幼，市府訂
108~111年四年增設180班為目標，
截至109年10月，已完成132班公幼

107年底全市僅有5處公托，市府訂
108~111年四年建置50處公托為目標
，截至109年10月，已完成14處公托

公托倍增

親子館
加速親子館建設，由4座倍增至9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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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大幅調降

０６

苦民所苦!
輕稅簡政新氣象！

地價稅大幅調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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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未受惠民眾係由於過去重劃期間地價稅減免，並

於今年恢復課徵，故較無法感受地價稅調降之美意!



道路燙平專案

０７

燙平承諾不打折！

道路品質再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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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7年12月25日至今年10月下旬
，本市道路燙平總共完成479條，
長度216公里，面積約246萬平方公
尺



台中購物節

０８

城市拚經濟!
再創消費熱潮!

多項成績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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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中購物節衝破90億元消費登
錄金額(近去年25億元的四倍)，帶
動經濟效益超過360億元，今年首
次推出電商平台，創造7.4億次瀏覽
量，若再加上購物節官網6,534萬次
瀏覽量，線上總瀏覽量突破8億，締
造驚人佳績



和平區
未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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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建設

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

為爭取經濟部水利署核定110年度「無自來水地

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三期」-「簡易自來水工程」

經費，本府提報經濟部水利署和平區梨山里佳陽

部落、南勢里、自由里唐山寮及穿龍社區、達觀

里北高地地區5案「簡易自來水工程」及「原住

民族地區簡易自來水系統營運」，經費計4,891

萬1,000元，用以持續改善和平區用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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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之心工程計畫
109年度

臺中市和平區原民聚落環境整備計畫

配合本府「地方創生計畫」，109年度城鎮之心

工程計畫協同本市環境景觀總顧問積極輔導爭取

提案。所提項目包含植栽景觀改善、地坪改善、

設施修繕、特色地景遊憩設施等。業經營建署內

政部109年5月14日核定總經費400萬元，刻正積

極辦理，預計109年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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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臺中市和平區民生巷及介壽巷部落道路

改善工程

內政部營建署109年度核定工程，施作範圍為梨

山里民生巷及介壽巷，施作內容為道路刨鋪及道

安設施改善。

改善路段長約1,700公尺，平均寬４.2公尺，總經

費1,070萬元，勞務(設計)案刻正由和平區公所辦

理，預計年底完成設計案招標、110年6月完工。

和平區福壽路道路刨鋪
臺中市與南投縣縣界至縣界往福壽山農

場方向約1.4km處

本府持續向交通部公路總局爭取前瞻經費，和平

區福壽路(中131線)(臺中市與南投縣縣界至縣界

往福壽山農場方向約1.4km處)道路刨鋪改善工程

，長1,400公尺，平均寬9公尺，總經費約1,800

萬元，倘獲中央核定，將辦理後續工程設計事宜

，預計於110年5月進行道路刨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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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利建設

谷關污水下水道系統
興建工程

位於經濟部水利署公告之「石岡壩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範圍，收集一般住戶生活污水，完成

後能有效的減少大甲溪上游端等承受水體或地下

水的污染。

建設期程為108~113年(含3年試運轉)，總建設

經費約1.35億元，預計總處理量為310CMD(公

噸/每天)，用戶接管戶數146戶，目前辦理細部

設計中，預計110年6月前發包完成，111年底前

完工進入3年試運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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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區清泉橋附近邊坡

整治工程

為和平區平等里林道巷0K+600邊坡災後復建工

程二期工程，主要針對鄰上邊坡治理改善，工程

預算1,000萬，提報中央水保局補助核定在案，

預定於110年6月底前完工。

和平區和興產業道路上
邊坡治理工程

為和平區南勢里和興產業道路上邊坡治理工程，

工程預算500萬，提報中央水保局補助核定在案

，預定於110年6月底前完工。

因邊坡落石頻繁，改善後提供在地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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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建設

序號 計畫名稱 經費 辦理情形

1 和平國中

泰雅意象風雨球場球場 1,000萬元 申請水保作業審查中，預計111年3月完工啟用

校長宿舍耐震補強工程
179萬4240
元

提升校舍耐震能力維護師生生命及學校財產之安全，後續繼
續辦理耐震補強工程。

2 博屋瑪國小

操場工程 3,135萬元 規劃設計中，預計111年12月完工啟用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整體規
劃工程

1,584萬元
整建學校廚房、儲藏室新建及其他校舍改善工程，預計111
年2月完工啟用

3 博愛國小

谷關分校操場跑道 180萬元 工程決標並執行中，預計110年3月完工啟用

校園排水溝及周邊矮牆改
善工程

296萬元
校舍周邊環境衛生改善，並配合周邊矮牆改善為兒童休憩閱
讀空間

4 和平國小跑道修繕 450萬元
前瞻計畫-跑道修繕，已發包執行中，預計109年12月完工
啟用

5
108年自由國小烏石分校校舍耐震能力
詳細評估

47萬1120元 評估校舍耐震能力，後續繼續辦理校舍耐震補強設計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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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便民福利措施

110年和平區清潔隊
垃圾車汰舊換新計畫

預定於110年協助和平區公爭取環保署補助汰舊

換新垃圾車。

和平親子館(據點)

預定110年於和平區三叉坑社區發展協會之圓形辦公

室提供托育資源服務，辦理嬰幼兒課程、親子活動

、親職講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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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跨域視訊服務

地方稅務局於和平地區設置5個視訊服務站，提

供「稅務、監理、社福、民政、地政5合1」服務

，未來將逐步加入法制局、客家事務委員會及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朝擴大為8合1服務方

向進行，讓和平地區民眾免奔波，透過視訊即可

辦理跨機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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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造宜居樂活

環山部落登山步道

本案工程預計110年12月完成，步道長度預計約

2.4公里(四季蘭溪吊橋-平等國小)，經費1,100萬

元。本路線為泰雅族人的狩獵區，沿線經過獵人

學校、巨木林區、半穴居、環流丘等景點及獨特

地質環境，完工後可搭配部落推展觀光產業發展

。

意象圖

和平區觀光活動不間斷
好湯溫泉季 & 登山推廣活動

為打響本市溫泉知名度，創造溫泉等觀光相關產

業最大經濟效益，每年賡續舉辦「臺中好湯溫泉

季」，使國內外觀光客深入瞭解本市溫泉，行銷

本市溫泉觀光產業在地特色。

持續規劃理臺中市和平區登山推廣活動打響和平

區山岳旅遊知名度，提升運動觀光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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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5
和平區行動市政會議

里長建議案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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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5  第369次行動市政會議

和平區地方建議案分類(計8項提案)

社福類

列管原民會

建設類

列管建設局、原民會

交通類

列管交通局

觀光類

列管觀光局

和平專案

列管研考會

截至109年10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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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區 第369次行動市政會議建議案
8項提案

道路建設
38%

交通建設
25%

社福建設 12.5%

觀光建設
12.5%

和平專案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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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賡續推動和平專案，於108年2月13日函發「和平專案」修正後實施計畫及機關輪值
表。109年11月2日至11月3日辦理「和平專案」，由市長率隊前往和平梨山等地視察。

和平專案

26

燙平專案-平等里志良巷

本局依內政部營建署作業規定已於108年2月27日將平等里志良巷等路段提報前瞻基

礎建設提升道路品質計畫申請補助，經查營建署以108年5月2日台內營字第

1080807658號函核定補助和平區公所在案，並於109年7月22日完工。



南湖一號吊橋 【主辦機關：原民會、建設局】
提案人：詹森里長

南湖溪一號吊橋案，原民會於108年3月11日函請該公所持續辦理該吊橋後續執行事宜

。現由和平區公所辦理改建中，已於108年12月開工，將儘速依期程如期如質完成。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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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中橫便道管制通行時段

中橫便道管制通行時段，係屬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谷關工務段(以下簡稱谷

關工務段)管理養護，目前除特殊節日每日開放三時段(上午7時、12時及16時30分)，本市

議員於109年10月29日議會業務質詢時建議調整一天開放5個時段行駛，並開放一般市民

可適度通過管制路段，本府交通局已積極接洽並將轉請公路總局納入本路段後續管制及

復建工程規劃整體研議評估。

【主辦機關：交通局】
提案人：賴盛功里長



興建多功能聚會場所 【主辦機關：原民會】
提案人：羅清輝代表

已完成委託設計監造服務，經多次勘驗會議，目前執行情況，向經濟部水利署第三

河川局協調土地使用同意，及協調土方回填事宜。並預計年底前完成工程發包。

中47號道路東崎路(上半部道路)

1.經查中47號道路之東崎路雙崎部落往烏石坑方向下半部道路，已於107年1月工程完

工並開放通車。

2.上半部部分路段公所已建設完成，惟尚有部分路段未施作，建設局山線工程隊將另

案邀集和平區公所及羅清輝代表現場會勘，研議施作未完成路段。

【主辦機關：建設局】
提案人：羅清輝代表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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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龍谷瀑布 【主辦機關：觀旅局】
提案人：冉齡軒議員

1.觀旅局於107年評估依原路線復建較可行，經費約12億以上。

2.惟現行該區由龍谷飯店向原民會承租至今，後續由龍谷飯店實質評估自行出資修

復步道之可能性，並由該飯店自行提送步道修復計畫予林務局審核後施作。

【主辦機關：交通局】
提案人：吳天佑代表

整建520林道聯絡雙崎部落與大雪山及

南勢里聯絡台8線部分

事涉林班地開闢及規劃林道通行，係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權責，建議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可依森林法第8條提出申請。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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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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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市新臺中
和平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