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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 IN麥鄉 麥向更繁榮



大雅IN麥鄉麥向更繁榮

新好大雅 展望未來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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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4-107年 108年-111年

活動中心增建及修繕經費百倍增(註1) 41萬 4,298萬

道路前瞻建設數倍增 無前瞻經費 1億9,528萬

公園綠地面積成長2成 5萬3,564m2 6萬3,956m2

iBike站數3倍增 5站 18站

公托倍增 0 1家/40人

公幼倍增 6家/390人 9家/648人(註2)

準公幼數倍增 0 11家/1,220人

註1：統計政府採購網10萬元以上案件 註2：含預計年底完工的大雅國小公共化幼兒園

大雅IN麥鄉麥向更繁榮



1.公共建設

 109年3月11日揭牌成立，轄管大雅區及潭子區，分擔豐原分局工作，讓大雅、
潭子居民獲得更充裕、即時的警政資源，提升為民服務效能

 大雅區設有大雅及馬岡派出所，並將增設六寶派出所

大雅分局揭牌成立

總經費2.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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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里



大雅體育園區二期啟用

 109年8月啟用，占地2.5公頃，除籃球場、網球場及環區步道，另有大片
草地，打造大雅運動風氣，推展臺中酷運動酷城市 5

上楓里
大楓里

總經費5,000萬元

1.公共建設



三和公園-臺中首座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

 111年1月完工，發電量約33萬度，約93家戶年用電量，預計年減碳1,713公噸
 解決天熱易中暑、球場積水問題，提供居民全天候不受影響的優質運動空間
 運動、發電、減碳、抗空污、抗天候一次滿足 6

民間投資2,700萬元

1.公共建設

三和里



燙平專案 │ 大雅區道路燙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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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路交通

路段 長度(M) 經費
雅潭路三段412巷 403 109萬3,400 

中清路三段758巷 195 46萬5,700 

平和二路(平和路至平和二路350號) 211 43萬7,100 

德勝路511巷 389 111萬3,150 

雅環路二段113巷 225 77萬5,800 

龍善一街(信和路至港尾路) 437 73萬50 

楓林街313巷 153 62萬400 

雅環路一段106巷 85 30萬4,500 

雅潭路四段370巷73號 120 35萬3,820 

秀山路 914 329萬1,480 

清陽二路 470 112萬8,000 

昌平路四段282巷 762 178萬4,292 

中和六路(羅馬五期後方)等區內道路 1,786 698萬3,040 

忠義里月祥路

二和里
雅潭路四段42巷

橫山里振興路

三和里
建興路45巷

總經費2億6,294萬元

建設局執行燙平專案22案(含前瞻計畫5案)

本所執行燙平專案成果

本所及市府燙平專案



雙十公車10公里免費│最多收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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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里程 全票 市民優惠

中央公園 6.2公里 20 免費

一中商圈 12.4公里 29 3元

審計新村 13.4公里 40 免費(2段)

谷關 56公里 175 10元

梨山 160公里 283 10元

到谷關泡溫泉只要10元

到梨山也10元

到中央公園運動免費

從大雅
坐公車

2.道路交通



上楓陸橋

燈飾意象工程│豐富城市景觀

 110年6月完工，營造白天及夜晚多元豐富的
城市景觀，美化在地景觀及行銷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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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楓里

總經費約500萬元

2.道路交通

中清陸橋

員林里



3.公園景觀 美樂地計畫 │ 二和公園~臺中特色遊戲場

 工程經費1,744萬元，108年6月完工、
9月啟用，臺中首座「蜂巢」為意象
設計的攀爬式設施

 以「有趣」、「共融」、「童樂」
為主題，設計12感官式遊具，打造
市民充滿歡笑的友善公園空間 。

二和里

總經費4.4億元

 108年10月重新翻修完工，現為原住
民族生態公園

 檢討步道系統、透水鋪面、排水系
統、LED景觀高燈、景觀座椅、小山
豬裝置藝術、植栽配置，讓「社區
公園」踏實且舒適地回歸生活

忠義里
汝鎏公園-找回原民記憶總經費1,7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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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樂地計畫│十四張圳水岸公園（一期）3.公園景觀 四德里
三和里

109年11月完工，人行步道全長近600公尺

總經費約2,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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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張圳周邊閒置空間活化二期改善工程 四德里
三和里

3.公園景觀

已於111年9月完工，人行空間延伸至800公尺總經費2,8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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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十三寮區排支線，已於111年09月完工，融合社區、自然水域及休閒樂活，活絡
村鄰氣氛，提供居民優質生活環境及舒適休憩空間

十三寮排水周邊環境設施強化改善工程

總經費2,4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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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園景觀 橫山里



4.藝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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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藝文宣傳活動│促進地方發展

 2020明華園歌仔戲  2021紙風車劇團

二和里

 2022潭雅神綠園道單車戲水樂悠遊

橫山里
忠義里
秀山里

 2022小麥麵食文化節–麥鄉開麥啦三和里
 2020小麥麵食文化節–麥鄉有禮樂三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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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藝文教育 各式藝文宣傳活動│促進地方發展

 2022逍遙音樂町-大雅麥鄉.香頌café
四德里

 2021逍遙音樂町-民風再起.音現大雅
三和里

 2022雅藝生活節-上楓國小、文雅國小
上楓里
文雅里

 2021雅藝生活節-大明國小、三和國小
員林里
三和里



國中小校舍整建│提供優質校園環境

大雅國小和平樓開工典禮

模擬圖

4.藝文教育

大雅里 二和里

大雅國中-平和樓重建，109年12月啟用  大雅國小-和平樓重建，預計111
年底完工，112年2月底前啟用

總經費7,128萬元

總經費9,02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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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齡化綠建築圖書館│上楓圖書館開館4.藝文教育

總經費1億5,860萬元

上楓里

 111年7月5日開館，獲「建築園冶獎」、108年「國家卓
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類「卓越獎」

 購書預算從原本5,000萬元，倍增投入1億元 17



關懷表揚志工

里鄰交流
座談溝通

市政宣導 推動宜居

5.鄰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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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創新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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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佈署│疫苗快打站│民警衛全面訪查

資料統計至111年9月27日

自109年6月中旬起，本區設置2站點
開設70日；167場次；

服務18歲以上計5萬4,187人次
到宅服務共計17場次；服務9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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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創新防疫 超前佈署│嬰幼兒(6M-6歲)疫苗快打站

6個月至6歲，服務計9場次、1,083人次

資料統計至111年9月27日



7.社會福利

臺中市生育津貼111

年起１萬變２萬，
可跨區申請，津貼
加倍，幸福加倍！

大雅區1-9月新生兒
共506位

共計發放1,012萬元

生育津貼加碼 1萬變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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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托公幼倍增1/嬰.幼雙館~幸福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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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館服務累計286,456人次

 托嬰中心共計服務67位嬰幼兒
(截至9月)

 大雅區首座 嬰.幼合一中心

 舒適親子教養學習互動空間

 溫馨平價優質托育服務

*大雅親子館暨托嬰中心啟用 *

* 110年4月開幕~額滿預約中 *

7.社會福利 大雅里

總經費2,527萬元



公托公幼倍增2/幸福大雅 ~育兒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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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8月招生啟用，招
收106人

 預計興建地上3層樓園舍

 預計111年12月完工，112年2月
啟用，招收122名幼生。

大雅國小新建 公共化幼兒園園舍大雅國中新建 非營利幼兒園

總經費5,591萬元總經費3,456萬元

7.社會福利



 長青學苑共36班/受惠長輩學員1885 人次

 上雅社區--榮獲110年度績優環保志工隊特優獎

 關懷獨老/ 公所和在地護老協會協力合作

 社區關懷據點15處；服務7125人次

 共餐送餐3601人次、健康促進3555人次

樂齡長青/社區發展(110)

 重陽禮金LINE線上申請

 創新.便民/ 防疫尖兵

 申辦率高達7成，受惠 8412人

 社政業務巡迴輔導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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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會福利



休閒農業推廣 │ 農會小麥產業文化節

大雅農會理事長常務監事及
理事監事當選證書頒發典禮

8.農業經濟

大雅區農會小麥節於寶興宮前
舉辦，結合各區農特產品展售，
推廣休閒農業

辦理績優農民表揚活動，向勞
苦功高的農民表達最高的敬意
與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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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里



潭雅神唯一商圈 │ 大雅學府商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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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9月成立，由在地
民代、大雅里辦公處、
經濟發展局及本所共同
努力促成

 位於學府路上，商圈有
助提升店家效益、帶動
地方就業機會、觀光及
旅遊發展

 有服飾業、服飾品零售
業、餐飲業及美容美髮
服飾業等30餘家

小盒子蛋包飯

昇隆服飾店

8.農業經濟 大雅里



潭雅神唯一商圈 │ 大雅學府商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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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成立行銷暨中秋博餅

聖誕市集觀光行銷

虎年到大雅慶元宵觀光活動中秋博狀元餅觀光行銷

聖誕市集活動 麥向大雅 親子走秀市集

2020 2021 2022

8.農業經濟



新好大雅

展望未來



前瞻計畫 │中清東路燙平專案

燙平前 模擬圖

新好大雅展望未來

1.循環經濟材料

˙再生瀝青運用

˙使用轉爐石提升道路強度

2.引進新技術

˙熱再生修補車

˙重複啟閉人手孔蓋

3.標線及孔蓋防滑

˙道路標線抗滑提升至65BPN

˙陶瓷標線防滑試驗

4.老舊管線汰換
˙統一挖補

˙「汰管．人本步道．踏平」三合一工程

˙利用3D管線圖資系統，推動智慧城市

燙平專案 預計111年底完工，全長1.1公里

施作項目：1.電桿下地 2.孔蓋調
整 3.路面燙平

總經費3,300萬元

大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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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計畫 │雅潭路二、三段改善工程新好大雅展望未來

總經費1億1,295萬元

 預計112年1月底前完工
 雅潭路二、三段（自昌平路四段至崇德路五段）燙平，總長度約2,120公尺
 道路燙平、人行道拓寬、改善路障及路樹浮根、打造無障礙空間、纜線地下化

西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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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區雅潭路景觀燈改善工程

大雅國中
人行道

三和國小
綜合球場

新好大雅展望未來

建設局補助經費近600萬

既有景觀燈老舊，且亮度不足

進場施作中，預計111年10月完工，
照亮用路人回家的路。
結合麥穗意象、「麥仔-達達」、
「麵仔-雅雅」景觀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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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里
二和里
三和里



造福1,200學童

總經費1,840萬元

大雅國中人行環境改善工程新好大雅展望未來

32預計112年底完工 模擬圖

大雅里



新好大雅展望未來

總經費3,399萬元，預計112年完工

上楓大楓活動中心增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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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照模擬圖

上楓里
大楓里



新好大雅展望未來 雅楓(停四)停車場增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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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照

總經費3,653萬元 預計113年完工

雅楓里



• 大雅人口數達9萬5千多人，有中科園區設立及清泉崗
中部國際機場，更為臺中市的衛星市鎮之重要區域，同
時也是國內小麥主要產地，有「臺灣小麥之鄉」美譽。

• 近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公所團隊積極防疫外，
也不忘繼續推行各項藝文活動、推展交通觀光及公共工
程建設等各方面，均獲得相當豐碩的成效。

• 大雅區公所感謝市長、立委、議員、里長及市府團隊的
努力，將秉持市府『陽光、空氣、水』之施政理念，引
領全體同仁繼續朝『富市臺中，新好生活』的目標邁進，
全力讓『大雅蛻變、臺中幸福宜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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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簡報結束
恭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