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鹿區務簡報

報告人：區長 廖財崇

報告日期：111年04月19日

11



22

建設 在地

活動 人文

結語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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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 在地

總投入資源達32億1,310萬元



拓建中航路一段及劃設
捷運系統用地，劃設航
空專用區及相關產業專
區等，未來可供航廈、
機場或民航業等所需辦
公、商業服務設施、停
車場、交通運轉附屬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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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國際機場門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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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門面整治，邁向國際化~



★沙田路立體停車場興建-興仁里

原平面停車場僅提供47格汽車停車
格，無法滿足沙田路商圈停車需求
，因此興建地上7層地下1層之立體
停車場，已於109年11月動工，預計
111年8月竣工，112年初啟用，未來
可提供186格汽車位、92格機車停車
位，總經費2億3,000萬元。

~逛街停車沒煩惱~

55

日期：已於111年4月7日辦理上梁典禮
，預計112年2月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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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資1,424萬元，全棟以無
障礙空間設計，搭配自然
採光、自然通風等節能理
念興建，將作為長照服務
據點B級複合型服務中心。

★新建犁分社區活動中心-犁分里

6

~長照服務更升級~

日期：109年9月完工



★文光國小庠序樓重建
-斗抵里、福興里、興仁里、興安里

斥資3,729萬元，為莘莘學
子們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
，讓老師們發揮所長精進
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

日期：預計113年2月完工

~嶄新校舍，注入全新活力~

77



★北勢國小增校計畫
-北勢里、埔子里、三鹿里、南勢里、晉江里、六路里、福興里

將投入2億1,600萬元，解
決沙鹿區北勢國小等校額
滿問題，使學區內學童得
就近入學。

日期：預計113年底完工

~打造森林花園裡的小學~

88



★明秀公園多功能管理中心
-埔子里

~打造公園陽光公廁兼具社福空間~

日期：預計111年底完工

斥資7,445萬元打造全新明
秀公園多功能公園管理中
心，完工後提供當地里民
休閒活動空間。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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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率全台之先推動「兒童
版國民運動中心」，沙鹿區
投入280萬元設置兒童體適能
課程、兒童攀岩場、健身中
心、多功能教室等孩童運動
專屬空間及家長休息區，期
待營運後產生「集市效應」
，活化既有公設空間。

日期：111年4月8日開幕啟用

★兒童運動中心-鹿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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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沙鹿區親子館
-福興里

將原沙鹿的的台中市海線
托育資源中心，108年11月
轉型為沙鹿親子館，規劃
分齡教室與親子遊戲空間
，服務對象也從過去0-3歲
，擴大到0-6歲的孩子和家
長，提供給沙鹿區親子們
一個更完善的學習場域。

1111



斗抵社區活動中心屋
頂防水修繕工程

六路社區活動中心無
障礙設施改善工程

12

設施增建改善-斗抵里、六路里、居仁里

12

沙鹿陸橋下方體健設
施工程

108年1月完工

108年12月完工

111年2月完工



★新建南勢溪斗潭橋-斗抵里

~提供附近鄉親安全回家必經橋梁~

該路段改善前為行經河床
之過水路面，每逢大雨即
中斷，為當地長期之隱憂
，市政府傾聽地方需求後
即斥資1,098萬元辦理興建
橋樑工程。

1313

日期：110年6月啟用

<道路建設>



日期：預計111年3月底前完工

鎮南路二段於109年自來水幹
管汰換工程完畢後，市政府
即申請前瞻基礎建設，經費
3,000萬元，除改善路面品質
外並一併辦理中央分隔島改
善、孔蓋下地、路口無障礙
斜坡道、路口纜線下地及增
設行人號誌燈等。

1414

鎮南路二段燙平斥資3,000萬元

★路面燙平工程-在本區各里總投入經費達9,778萬元

~提升路面服務品質~

以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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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勢東路路面燙平工程
-六路里

總投入經費680萬元，當地
為學生食衣住行的重要道路
，完工後提升路面品質，學
生鄉親通行安全，市長用心
，居民安心。

111年2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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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6月完工

三民路燙平斥資1,100萬元

111年2月完工

英才路燙平
斥資1,06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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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路、光大路燙平

清泉路燙平

109年12月完工

109年6月完工

109年12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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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北街燙平

沙田路永和巷燙平

新平巷、美秀巷燙平

111年1月完工

111年1月完工

108年10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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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後加速地
方通行便利

★計畫道路開闢工程
-北勢里

~提升便捷交通網路及道路品質~

110年6月完工

提升交
通便捷

東晉11街經費2,500萬元(含
用地費)，110年6月完工。

東晉6街經費1,650萬元(含用
地費)，預定111年11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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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農一路及斗潭路195巷改善
-斗抵里(總投入經費355萬元)

南勢溪自行車道斗農一路路段改善
，健全整體網絡。

斗抵社區活動中心前方斗潭路195
巷完工後，保障鄉親用路安全。

111年2月完工 111年2月完工



★中清路451巷路面拓寬工程
-公明里

~提升學童安全及路面服務品質~

日期：預計111年5月底前完工

斥資2,063萬元，將道路
拓寬為15M，保障通學
安全。

2121

辦理開工祈福典禮



22

當地長期存在民眾占用人行道及排水
不順問題，感謝里長協調及建設局辛
勞，花費600萬元辦理本案人行道修
繕工程暨排水改善，讓學童安全回家
。

★臺灣大道中山路口人行道工程
-居仁里

~提升學童安全及整治市容~
保障當地農民及居民通行安全，
工期預定111年6月辦理。

★臺中國際機場對面各巷弄道路
修繕工程-西勢里

提升道路品質

110年6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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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鹿區永寧路道路開闢工程及排水改善工程(連通火車站西站)
-興安里

往返西站
真便利

工程經費 : 1,764萬元(含地上物補償費)，工期預計111年6月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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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截水溝沙鹿段範圍已於110年底
完工，投入經費24億元。

第3期因行經沙鹿區重要道路及人口
密集區，將原本明挖工法改以部分
潛盾方式進行，目前送中央審議中
，並積極爭取經費辦理。

★南山截水溝（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工程)
-南勢里、斗抵里

24

~逐步改善淹水困擾~

<水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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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自強路175巷未全面開闢完成
之排水阻塞情形。

★水溝改善工程-三鹿里

25

~便捷當地交通及健全排水系統~ 打通束縮段，
會車真便利

★南陽路三角巷道路拓寬及排水工程
-南勢里

109年4月完工

預計111年4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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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勢里南陽路、南斗宮附近

施工後

★改善排水系統-南勢里、犁分里、三鹿里(總投入經費4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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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區域淹水困擾~

犁分里七賢路及中山路排水系統

施
工
後

三鹿里保成路197號前

109年4月完工

108年6月完工

110年5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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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資400萬元，加強平等一街排水建設，本工程亦一併移除黑板樹，兼具
排水及交通安全效益。

施
工
前
後

27

~道路整修及下水道重建~

★改善排水系統-六路里

108年7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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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鎮南路二段（南陽路到平等路）因
地勢相對低漥，造成遇豪大雨瞬間宣洩不
及而淹水，施作道路側溝範圍約380m。

★側溝改善工程-南勢里、六路里、洛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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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區域淹水困擾~

普善寺前水溝修繕

109年10月完工

109年3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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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棲大排(沙鹿段)清淤改善工程-沙鹿里

施
工
前

施
工
後

110年9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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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預計111年6月完工

改善南陽路及鎮南路口雨水下水
道系統，以消化南陽路匯入之逕
流量，總經費920萬元。

★臺中市沙鹿區鎮南路雨水下水道工程-南勢里

~解除地區淹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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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預計111年11月完工

改善光華路與成功東路路口為沙鹿
區域地勢最低之位置，因排水不良
，而設置雨水下水道及相關設施，
以解決易淹水狀況，總經費1,598
萬元。

★臺中市沙鹿區光華路雨水下水道工程-鹿寮里

~解除地區淹水問題~



111/01/21 1

~共融公園改善~

32

晉宜公園109年12月完工
六福公園111年2月完工
南勢溪公園111年2月完工

晉宜公園主題【甜點風暴】

★美樂地計畫
-晉江里、六路里、南勢里、美仁里、興仁里、三鹿里
(總投入經費763萬元)



111/01/21 1

~陽光公廁~

33

★美樂地計畫

鎮立公園110年1月完工
南勢溪公園110年11月完工
明秀公園110年11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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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公園無障礙空間步道鋪設108年12月完工

~公共設施與公園綠地~

34

★美樂地計畫



為了讓來公園運動的區民免
於日曬，在各公園須遮陽地
點植樹。公所也設置苗圃園
區，向市府農業局、新竹縣
政府以及救國團申請，苗圃
內有肖楠、樟樹、桃花心木
等珍貴苗木。

35

★城市退燒計劃

35

區長視察公園植樹情形



公所廣場一角種植35棵珍貴肖楠
木。

公所廣場種植45棵樟樹、桃花心
木、龍柏…等。

3636



37

活動 人文



★沙鹿快打站

~優質便利的疫苗接種服務~

日期：110年6月迄今

快打站1.0分別於北勢國小及沙
鹿高工施打，快打站2.0及3.0於
沙鹿慈濟連絡處施打，公所結
合衛生所及慈濟民間團體等力
量，已累計開設89場次,
服務接種已超過3萬1,000人。

3838

市長關懷施打民眾



提供在地的國外人士疑問解說，
在新冠疫情下，語言溝通不分
國界都能得到有溫度的回應。

醫護人員及工作同仁，在為每
個施打疫苗的鄉親，了解施打
前的身體狀況及生活作息，一
絲不能怠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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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動不便鄉親指引，以順利完成疫
苗注射。

主動關心第一線的醫護人
員，在疫情的緊繃工作下，
也可感受一絲的笑容欣慰。

40



對報到填寫資料有疑問的民
眾，能夠即時為民解疑，讓
流程能順暢快速進行。

民眾注射完疫苗後引導留觀區休息，
同時也備有茶水及防疫宣導影片。

41



沙鹿區公所同仁們，在各視覺明顯處均有張貼防疫宣導
DM，給民眾溫馨提醒防疫注意事項。

42



疫情升溫之後，每週均
強化公園體健設施及遊
具消毒，減少病毒傳播
，讓鄉親安心使用。

43

★公園防疫措施

區長親自督導公園防疫措施

43



★一區一特色計畫

~沙鹿南勢溪文化流域尋旅~

日期：110年5月1日至11月21日

以沙鹿區南勢溪流域為範疇
，結合南勢溪周邊的人文、
生態、產業、特色資源，辦
理各項工作坊與製作地圖，
並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及推動
地方觀光。

4444



★社造中心

~展現社區活力，再造沙鹿文化風華~

公所自109年成立沙鹿社造中心
，攜手地方社區能量，營造美好
生活環境，共同再現沙鹿文化風
華，辦理「110年臺中市沙鹿區
社造中心及一區一特色成果展-
社造豐年季」，規劃動態表演及
靜態文化市集，展現年度豐碩成
果。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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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沙鹿區社造中心輔導7個社造
點通過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評選，成績
非常豐碩。

沙鹿區從社造點出發，擴大與內聚
的連結，呈現多元化的社區態樣並連
結社區營造的脈動。

★社造中心

4個扎根社造類計畫 鹿寮社區發展協會晉
江社區發展協會興安
社區發展協會沙轆社
文化促進會

2個議題社造類計畫 西勢寮社區發展協會
豐像文化協會

1個個人提案類計畫 陳憶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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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寮社區-大井湧泉、踏亮鹿寮 沙轆社區-發現拍瀑拉先民足跡

晉江社區-大肚紅土山外山 埔子社區-土地公上濟.五府王爺來相揣

★社造中心

西勢寮社區-遇見大肚山農村記憶 興安社區-社區一家讓幸福變大

~社造中心輔
導社造點計
畫~



透過社區據點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福利諮詢及轉介服務、
餐飲服務、健康促進課程等多元服務，例如福興社區據點舉辦
慶祝端午節，媽媽市長親自蒞臨與社區長輩包粽同樂，讓社區
長輩及志工幸福滿分！

4848

媽媽市長親臨
關懷據點與長
輩包粽同樂



★臺中29區唯一首創「新大人永保安康」

日期：110年12月統計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市長重視老人
福利，沙鹿區的社區關懷據點原14
處增至16處，為慰勞社區關懷據點
志工無私奉獻及平時的辛勞，偕同
社區舉辦歌唱或槌球比賽，志工及
長輩一同歡樂開唱、熱歌勁舞，歡
笑聲不斷。

4949

區長代表市
長致贈長輩

紅包



先行將示範公墓、第三、第九、
第十、第十一公墓進行除草，以
提供友善環境。

提供清明掃墓接駁專車，免費接
送掃墓民眾往返墓區。

50

★沙鹿納骨堂掃墓專車免費服務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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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黃公車

臺中市小黃公車提
升全市交通服務能
量黃15路沙鹿水裡
社線便利偏遠地區
民眾搭乘。



★即時關懷協助弱勢及災害受災戶

區內發生災害時，公所均即時代表
媽媽市長主動關心傾聽受災戶的需
求，除了主動緊急安置受災戶，免
於因災害而無所居住，並發起公所
同仁捐贈物資送至受災戶手上，讓
受災戶感受市府的關心及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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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鹿有愛，寒冬送暖

日期：110年~111年2月統計

結合在地味丹、福壽、成偉食品、
協羽機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
法人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玉皇大帝增福基金會等，
在地企業透過鄰里系統發送641份愛
心物資包，協助區內貧苦民眾安心
過好年，感受市府的溫暖，共同建
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5353



★長青學苑增班，
沙鹿區逐年從原23班逐年增班至35班

日期：110年12月統計

落實「活到老，學到老」精神，
媽媽市長期許長輩在地老化、健
康老化、延緩老化，以達長輩延
緩失智及預防失能，課程多元化
及豐富性深受沙鹿區長輩喜愛，
每學期開課報名皆「秒殺」速度
，學員人數也逐年增加，創造宜
居台中之友善高齡城市。

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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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健康操
上課情形

55

陶笛班上課
情形



★月滿沙鹿音樂晚會
暨節能宣導活動

每年所舉辦之音樂晚會，均吸
引逾2千人參加。公所用心規
劃精彩節目，帶來豐富音樂饗
宴，讓民眾落實防疫之餘，也
能放鬆享受藝文生活，更藉此
宣導節約能源之重要性及增進
區里情誼。

5656



★登山健行暨推廣節能活動

歷年辦理的健行活動提供精彩
表演及豐富摸彩獎品，提倡正
當休閒活動、帶動地方運動發
展，並宣導節約能源重要性，
並有近3,000名鄉親前來參加，
希望參加者能走出健康、快樂
和幸福，更認識沙鹿，進而愛
上沙鹿。

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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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沙鹿農特產品發展經濟

58

配合推廣「台中購物節」活動，公所自
109年起每年皆舉辦農特產品推廣活動
，邀請本地特色廠商設攤推廣，希望能
將沙鹿的優質農特產品行銷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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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展望



沙鹿區位於台中市西部海岸平原的中心位置，市中心與台中港
之間，位居大肚山麓下，靠近台灣海峽，為一交通要衝型的行政
區。截至111年2月底止，108年迄今沙鹿區人口成長量超過2,000
人，超過2%的人口成長，歸功於豐沛的就業機會、新開闢的交
通建設，目前光田醫院向上院路區興建中，各項優質條件提振了
人口遷入。以就業而言，沙鹿區有中科園區、精密園區、關連工
業區、台中工業區圍繞，超過10萬名工業就業人口齊聚，沙鹿生
活圈已然成型，也因此進駐更多的商圈及店家而活絡經濟。

市府3年來挹注各項資源，逐步解決淹水問題，規劃建構活動
中心、停車場、兒童運動中心以及校區增加等建設，推升區內學
子教育、老年照顧及交通、商業進展，創造市民幸福感、深化人
文發展，預期在機場門戶計畫完成後，提高沙鹿區成為海線發展
的樞紐，再現商業重鎮的風華。

~地理位置、基礎建設、就業市場三大吸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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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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