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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19  第373次行動市政會議
大里區地方建議案分類(計31項提案)

環保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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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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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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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區 第373次行動市政會議建議案
31項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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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

				地方建議案		百分比

		交通		4		12.90%

		建設		14		45.16%

		活動中心		6		19.35%

		觀光		3		9.68%

		環保		4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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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號公車脫班

交通局利用公車動態資訊系統針對市區公車發車狀況實施全面自動稽查，
查7路公車近期(109年10月1日至25日)發車狀況已有明顯改善，將持續觀察
以保障民眾乘車權益。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大里運動公園週邊整修

該公園里活動中心前婚紗大道顏料塗佈業於108年7月16日完成改善，運動
公園週邊景觀整修相關工程亦於109年4月16日保固完竣，未來運動局將持
續研議改善項目，以符地方民意需求。
【另本次市政會議魏益川里長再次提案擬重新施作婚紗大道，後續由運動局視情況納入整體
考量評估。】

交通局主辦
鄭伯其里長提案

運動局主辦
魏益川里長提案



長榮里活動中心

民政局：
在不影響體育會使用前提下，移撥原第一公有市場3樓部份空間供長榮里作活動中心
使用，另補助大里公所173萬9,000元辦理室內裝修及設備充實，已完工並開放使用。

社會局：
大里公所已協調長榮里德芳路一段229號(德芳圖書樓下)3樓作為長榮里活動中心，並
於109年4月開放里民運用。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民政局、社會局主辦
洪資源里長提案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立仁橋與立善橋的堤項自行車道清潔

觀旅局已加強巡查清潔，且公所已提報明(110)年度委辦經費向觀旅局申請辦理

觀旅局主辦
陳宗興里長提案

改善新仁里社區活動中心

大里區公所已協助改善地板龜裂情形，另設置活動式遮雨棚，業於108年5月28
日完竣。

社會局主辦
陳正恭里長提案



立德里立元路路樹多、停放多
輛廢棄車長期髒亂無人維護

建設局(路樹部份)：
1.108年3月14日大里公所邀集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等相關單位會勘，由大里公
所向建設局提出導路綠帶維養計畫並申請相關經驗進行改善，完成後移請里辦公室
維管。
2.109年5月大里公所另公開口契約施作(種植600公尺灌木)，6月驗收後交里辦公處
維管。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建設局、環保局主辦
江和樹里長提案

環保局(廢棄車輛)：
環保局於每週一、二、四、五六上午皆有派員進行道路清掃工作，倘有發現無牌廢棄車
輛，即通報檢查人員張貼限期移置公告，以維護當地環境衛生。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規劃草湖溪畔為「劍橋」

水利局說明：草湖溪係屬中央管區域排水，此河段河性與旱溪排水差異甚大，目前
經濟部水利局第三河川局已整治完成，現無後續整治規劃。

水利局主辦
黃仁耀里長提案

第三公墓仁化墓區已綠化為公
園，但尚未變更地目

1.大里區第三公墓業於104年6月9日由民政局報請內政部廢墓備查在案。
2.有關大里區仁美段118、1439及1439-2地號等3筆土地辦理變更編定一案，業經臺中
市大里地政事務所於108年7月19日辦理變更編定為「一般農業區、遊憩用地及國土保安
用地」登記完竣。

民政局、建設局主辦
陳宗興里長提案



建議公車12號、901號發車地改在纖維工
藝博物館並轉入益民路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交通局主辦
陳進生里長提案

本市自108年10月1日起調整131路公車行駛動線至益民路，行駛動線為
中興路/益民路二段/大明路/中興路，沿途增加「益民國小」、「益民德芳
路口」、「興大附中(益民路)」及「崇光國小」等站。

建議紅綠燈反光鏡申請不侷
限一定要取得里民同意書
依交通部頒定之法規評估設置交通工程設施，如交通工程設施設置
位置、方向、角度及用地取得有疑義，才會透過里長協調取得共識達
到敦親睦鄰之效果。

交通局主辦
林清池里長提案



長榮里綠園道裝設自來水管

已申裝自來水管線並於108年7月底施工完成。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建設局主辦
洪資源里長提案

大里橋至立善橋間河段營造花海景致

水利局說明：以往由水利局爭取水利署第三河川局經費補助公所辦理「大里溪高灘
地花海活動」，因經費來源不穩且逐年下降，且該河段由水利署第三河川局維護，
自107年起檢討效益不再補助辦理，未來酌情再行評估。

水利局主辦
陳宗興里長提案



興闢新仁里公園綠地

1.建設局評估新仁里內無都市計畫之公園、綠地及廣場用地，請里民可
多利用周邊公園休憩使用，如東北側900公尺太平永福公園、西北側
750公尺太平甲堤公園等，未來酌情再行評估。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建設局主辦
陳正恭里長提案

協助塗城里關懷據點遷址

社會局說明：考量該里年長者參與關懷據點可近性，仍維持於現址(
舊社區活動中心)辦理，後續再視資源配置情形評估。

社會局主辦
黃仁耀里長提案



打通、拓寬台中軟體園區周遭道 【主辦機關：建設局】 *提案人：賴樹清里長

本案工程業於109年7月6日發包決標(決標金額668萬2,564元)，刻正辦理用地取得及地
上物拆除作業，預計110年1月5日開工進場。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大元里醫療棄物焚化爐問題

環保局已將漢杞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列為「專案稽查」管制對象，對其採取更嚴格的管制
措施，不定時派員前往稽(巡)查，並於裝設24小時縮時攝影監控該公司煙道排放情形
，若有異常排放空污之情事，立即派員前往稽查，確認該公司污染防治設備是否正常
運作，倘查獲不法情事依規嚴懲。

【主辦機關：環保局】 *提案人：林瑞興里長



空污問題 【主辦機關：環保局】 *提案人：鄭伯其里長

1.環保局自今年起將9月訂為本市「守護空氣品質宣導月」，包括推廣大眾運輸及低污
染交通工具、不焚燒紙錢、稻草不露天燃燒、節能工作坊等項目，帶動全民關注空污
防治議題。
2.各項空品改善對策
許可證管理、空污費申報管理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推動鍋爐改燃氣或再生粒
料、成立專案小組稽查重點污染源，運用科學儀器輔助蒐證；定期檢驗通知、路邊不
定期攔檢、目測判煙通知到檢、烏賊車檢舉、補助老舊機車汰換、推動電動機車；管
制市府主辦公共工程，以及管制餐飲油煙、鼓勵環保祭祀。
3.成效
統計行政院環保署監測資料，109年1至11月PM2.5平均濃度15.6微克，較去年同期改
善2.2微克，為歷年最佳!而11月PM2.5平均濃度為16.8微克，較去年同期改善1.2微克
，空氣品質持續改善。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新建仁化里活動中心

拓寬整建南門橋

【主辦機關：民政局、社會局】 *提案人：陳宗興里長

大里區公所於109年6月8日完成「仁化里、仁德里聯合活動中心興建工程前期規劃技術
服務」委託技術服務簽約。另於109年7月17日召開「仁化里、仁德里聯合活動中心興建先
期規劃意見溝通協調會」，目前已完成「大里區仁化里、仁德里聯合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先期規劃期中報告」。

1.總經費為1億7,000萬元，已獲內政部營建署納入生活圈補助案件(中央補助工程費
70%，計1億1,900萬元)。
2.建設局業於109年6月完成工程發包作業，刻正辦理假設工程設施佈設及相關材料、
計畫送審，預計於109年12月29日開工、預計111年6月完工。

【主辦機關：建設局】 *提案人：黃春海里長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臺中菸葉廠活化

新建瑞城里活動中心

【主辦機關：文化局】 *提案人：顏子里長

1.臺中菸草廠所有權人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本府文化局代管契約僅得辦理環境維
護及綠美化工作，尚不得有產生收益之使用行為。如需合法對外使用，需檢討是否需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或辦理因應計畫。
2.文化局於108年完成修復及再利用計畫，109年完成考古出土遺物典存空間規劃設計
，並持續向文資局申請經費持續進行修復。

1.大里區公所於108年動支第二預備金2百萬辦理規劃興建瑞里活動中心之委託規劃設
計監造技術服務案，109年3月完成基本設計。
2.大里公所已提報110年預算編列興建工程相關經費，目前核列2,017萬7,000元，並由
瑞和宮捐購5百萬元。

【主辦機關：民政局】 *提案人：蔡昭奮里長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夏田產業園區計畫及水質問題 【主辦機關：經發局】 *提案人：胡金鋉里長

1.水質問題：經洽自來水公司，出水水質符合飲用水標準；若以地下水為水源，對地
下水質有疑慮得請環保局派員取樣檢測。
2.夏田產業園區用水計畫書於108年獲經濟部核准；排水規劃書108年獲水利局同意核
備；環評報告書(初稿)已於109年11月6日送經濟部審查；都市計畫主、細計畫由都發局
主辦，已召開9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拓寬金城里中興路一段
【主辦機關：建設局】 *提案人：潘國琦里長

經評估該拓寬工程範圍自大里區中興路一段，沿中興路一段272巷打通至金城街，長
約420公尺、寬12公尺，工程所需經費約計3億4,890萬元(含工程費2,520萬元，用地及
地上物補償費3億2,370萬元)，後續俟籌措經費有著後賡辦用地取得及工程施作。
【另本次市政會議潘國琦里長再次提案，後續由建設局視情況納入整體考量評估。】



新里里愛心二街打通案

康橋計畫延伸至六順路

【主辦機關：建設局】 *提案人：何世琦里長

建設局表示因地主對地上物拆遷補償費給付方式期望一次給付，全案所需工程經費約
約3,520萬元(工程費720萬、用地及地上物補償2,800萬元)，因所需經費龐大，建設局
先予錄案，將俟預算籌措有著後再行賡辦。
【另本次市政會議何世琦里長再次提案，後續由建設局視情況納入整體考量評估。】

旱溪排水整治係屬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權責，國光橋上游延伸至六順橋待整治河
段約2公里，用地經費需求估計約18億元，水利署將採分年分期方式辦理，其中國光
橋至鷺村橋段於109/5/29開工，預定109年底完工，鷺村橋至日新橋段已於109/8/23
完工，日新橋至六順橋段水利署將俟經費籌措有著後再行辦理用地取得。
【另本次市政會議顏子里長再次提案，後續由水利局進行整體評估。】

【主辦機關：水利局】 *提案人：顏子里長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整建大里公園及停車空間 【主辦機關：建設局、交通局】 *提案人：洪資源里長

建設局：
旨案原意以規劃地下停車場為主體，併同重新規劃整建公園，故建請本案比照北屯區
民俗公園地下停車場興建模式，請交通局評估規劃興建地下停車場並將公園納入重新
整體規劃及興建之可行性，再行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辦法提送多目
標申請至建設局辦理審查，建設局依計畫配合辦理。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交通局：
1.配合建設局辦理大里公園之整建期程，由建設局一併規劃闢建地下停車場。
2.交通局於鄰近辦理2處停車場興建計畫，以滿足周邊市場、社區停車需求：
(1)益民國小地下停車場興建計畫。
(2)東榮立體停車場興建計畫。



打通仁德里上興街二段及仁福街 【主辦機關：建設局】 *提案人：林志忠里長

經評估打通道路長約50公尺、寬10公尺，所需工程總經費約5,300萬元(含工程費250萬
元，用地及地上物補償費5,050萬元)，考量全案所需經費龐大，建設局先予錄案，並
視經費籌措有著賡續辦理工程施作。

上次地方建議事項目前執行成果



THANK 
YOU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