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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的大臺中願景，除了要完成大臺中
123建設，還要從觀光文化、產業發展、社會
福利等面向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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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自行車計畫(ibike) 

提高自來水普及率 

     首創中水道系統再生水使用 

    引領產業投資創新 

              三好一公道社會住宅  

      食品安全 
     營養午餐增5元補助 

托育一條龍 

 老人假牙補助 

   托老一條龍 

新五農政策 

  青年政策 

文化與藝術 

花都藝術節 

               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 
建立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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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自行車計畫 

打造300座ibike租賃站、600公里自行車道路、9,000
輛公共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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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來水普及率 

 截至105年6月底止普及率為95.42％，尚有
126,191人無自來水可喝(約占4.5%) 。 

 未達9成者，多位居本市偏鄉地區。 

普及率未達9成行政區 

未達90%：東勢區、大甲區、外埔區、霧峰區 

未達80%：清水區、新社區 

未達70%：石岡區(62％)、大安區(53％)、和平區

(10％) 

規劃目標：預計每年投入2億7500萬元，普及率每
年提高0.8％，至107年將可達到96.7%普及率目標，
可增加約72,000人有自來水喝。 

 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臺中市供水普及率統計表  

 統計至105年6月30日  

 台中市  
行政區域人口數 供水人口數 供水普及率 

(人)A (人)B  C=B/A(％) 

  中  區   18,912 18,879 99.83 

  東  區   75,209 74,705 99.33 

  南  區   122,541 122,518 99.98 

  西  區   115,727 115,658 99.94 

  北  區   147,577 147,489 99.94 

西屯區 222,946 221,899 99.53 

南屯區 165,510 165,460 99.97 

北屯區 267,487 267,406 99.97 

豐原區 166,737 164,887 98.89 

東勢區 51,152 41,323 80.78 

大甲區 77,729 68,717 88.41 

清水區 86,216 63,945 74.17 

沙鹿區 90,432 88,777 98.17 

梧棲區 57,361 56,507 98.51 

后里區 54,238 54,176 99.89 

神岡區 65,264 64,654 99.07 

潭子區 106,859 105,475 98.70 

大雅區 93,929 91,391 97.30 

新社區 24,999 18,333 73.33 

石岡區 15,252 9,517 62.40 

外埔區 31,891 28,499 89.36 

大安區 19,496 10,449 53.60 

烏日區 73,066 68,982 94.41 

大肚區 56,937 55,738 97.89 

龍井區 76,741 75,206 98.00 

霧峰區 64,739 52,355 80.87 

太平區 185,188 176,678 95.40 

大里區 209,311 197,269 94.25 

和平區 10,745 1,108 10.31 

 合計  2,754,191 2,628,000 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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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中水道系統再生水使用 

再生水技術 
 水湳水資中心(106年3月啟用) 
 設計處理量18,000CMD-全國最大生活污水

MBR系統 
 14,400噸再生水(80%)-全國最高回收率 

水湳園區中水道系統 
 八大公有建築物水資源再利用 
 使用量約2,400CMD及剩餘再生水量約

12,000CMD 

未來規劃構思 
 可提供中科園區工業使用或區內機關學校大型建

築物或大型住宅公寓使用。 
 以降低缺水風險，提供抗旱能力，並符合低碳要

求及水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 

 於水湳建置地下室水資源回收中心，預定105年
11月完工，106年3月驗收完成並啟用 

 採用排水循環再利用之方式，有計畫將使用過廢
水加以引導、儲存再利用(非供飲水) 

 提供沖洗廁所、汽車或室外灑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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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產業投資創新 

市港合作 
•追加2,500萬元預算，投資港務公司 

•104.6.12簽訂「臺中市港合作意向書」取得發言權和影響力 
 

 

 

 

 

雙會展中心 

•烏日高鐵特定區-B2B臺中國際產業展覽中心 

•水湳經貿園區-B2C水湳國際會展中心 

台灣光谷計畫 
•臺中光學產業產值占全國80% 

•建立中部地區光電產業交流平台，105年1月正式成立「臺灣光谷促進會」 



市府與工研院、臺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公會、臺灣智
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及中部27所大學院校成立「
中臺灣產業4.0產官學研聯盟」 

與逢甲大學簽署製造服務設計在臺中：「創新平台
方案」科技合作計畫意向書 

於104年舉辦多場產業4.0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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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產業投資創新 

產業4.0推動策略 

精密機械與製
造業生產重鎮 

學研 
能量豐富 

1+2+3產業 
全面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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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產業投資創新 

中部產業聚落享有影響全世界60公
里美譽 

從神岡、大甲、豐原、太平到大里，
沿著大肚山台地，裏頭藏著1,000多
家精密機械、上萬家的下游供應商，
就業人口超過30萬人，年產值9,000
億，是臺灣的精密機械黃金縱谷 

這條縱谷讓臺灣成為世界第三大工
具機出口國 

黃金6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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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產業投資創新 

臺中大甲幼獅工業區－

腳踏車生產之重鎮 

加工出口區臺中及中港分

處(潭子加工出口區)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

園區(一、二期) 

 「打造臺中自行車旗艦園區」，市府將爭取與
捷安特和美利達等自行車領導品牌及高科技精
密機械業合作 

 全球性品牌價值的維格工業、鈺捷工業等自行
車零組件工廠群聚     

 百德機械是臺灣機械中的勞斯萊斯，賣的是最
值錢的機器 

 產業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機械設備、光學類
為最多 

 總外銷金額累計達約美金290億元，占全國加
工出口區輸出總額15.67% 

 保勝光學為全球投影機鏡頭的主要供應商 
 臺灣佳能製造全球兩成多數位單眼相機 

 以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為
主 

 大立光為全球最大手機塑膠光學鏡頭廠，
全球市佔率兩成 

 上銀集團供應國際知名大廠設備，為全
球前三大精密設備傳動系統大廠 



引領產業投資創新 

臺中、大里及豐洲

科技(一期)工業區 

中科臺中及后里

園區 

 以機械設備製造、金屬製品製造業
為主 

 臺中工業區內的森合精機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精密快切削與鑽孔設備，
並為Apple代工廠，將iPhone外框
鑽孔組裝 

 三鋒機器為臺灣巨型CNC車床的卓
越領導品牌 
 

 以精密機械、光電產業及生物
技術為主 

 臺中精機承包各式精密鑄件及
一般鑄造鞏固機械業龍頭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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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一公道社會住宅 

擴大社會住宅供給，推動
區位好、建物好、機能好、
租金公道之優良好宅，訂
定8年興辦10,000戶，4年
興辦5,000戶之目標。 

地點 戶數 預計完工 

豐原區安康段 600 107.2 

大里區光正段 600 107.8 

太平區育賢段一期 300 108.6 

西屯區惠來厝段 300 評估中 

北屯區太原段 220 評估中 

東區練武段 270 評估中 

規劃19案、7257戶， 目前6案執行中 

社會住宅 短期方案 

5,000戶 

長期方案 

10,000戶 



重視「食品安全」 

居家服務 
居家復健 

居家護理 
居家安寧 

13 

未來新政 
「食安五環」 

V.S. 
本  市 

「食安139」 

打造正港健康、實在、吃
得安心的「臺灣味」。 

目標 
   打造1個「食安美食模範城市」，透過
政府、業者及民眾3方合作，進行9項食
安行動。 

管理體系
增預警 

運銷資訊
易掌握 

 

製造品質
求保證 

源頭管理
控風險 

 
遏止不法 

 

 

新創「毒物管理機構」 

重建生產履歷 

十倍市場查驗 

修改食安法 

提高全民 
監督效能 

成立「柯南非常規檢驗室」、 
新增非常規檢驗發現不法添加物 

非登不可、非追不可、非驗不可 

市長政見：4年增加食安稽查人力至100名 

制定臺中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修訂臺中市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檢舉獎金獎勵辦法 
提高獎金為實收罰鍰金額之70%，獎金無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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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午餐增5元補助 

營養午餐品質提升 
•每餐每生補助5元 

•訂定午餐契約範本 

•食育教育扎根校園 

•提高在地及非基改食材比例 

•學校及園小附幼全面啟用午餐登
錄系統 

•推動食在安全模範學校選拔及誰
來午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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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一條龍 

0-1歲 1-2歲 2-3歲 3-4歲 4-5歲 5-6歲 

協力 
托嬰中心  

中央：3-5千元/月 
本市：2-3千元/月 

本市2-3千元/月 

幼兒園 3萬元/年 

居家式 
(保母) 

中央：3-5千元/月 
本市：2-3千元/月 

本市2-3千元/月 

弱勢家庭育兒
津貼 

中央：2.5-5千元/月 
(一方未就業家庭，所得稅率未達

20%家庭) 
本市：3-5千元/月 

4萬名幼兒及家庭受惠 



老人假牙補助 

 本市65歲以上銀髮族有28萬8,000人，需要裝置假
牙約5萬6,700人,截至105年4月底止，已核定補助
超過21,000名長輩。 

 估計5年內可裝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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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老一條龍 

中央長期照顧政策著重事後補助，無法滿足老人需求人口，「托老一條龍」
依據老人健康狀況，從預防照護準備期(健康)起四階段，分別規劃對應政策，
全面滿足老人需求。 

提出「721政策」，透過良好的制度，讓7成老人都能健康樂活、預防成為
被照顧者，另外2成亞健康老人提升復原力、強化生活自理能力，1成失能老
人也能獲得完善照顧。 

居家服務 
居家復健 

居家護理 
居家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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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以社會投資理論推動 
社區式預防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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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農政策 

青年加農獎勵補助 

• 從農青年每月3萬元生活津貼 

青年農民營運企劃補助  

• 補助農業相關設施及生產資材合

計最高80萬元 

建立農業賢拜傳承輔導團隊 

• 每月補助輔導津貼5,000元 

落實農民、農業、農村、農產品
及農產加工品「新五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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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政策 
青年穩定就業 

首創青年穩定就業獎勵金，每人最高2.2萬元 

摘星青年、築夢臺中 
提供3處創業基地108個創業單元，補助青年每月

33K獎勵金(最長2年) 

青創貸款專案 

增加青年創業貸款補助(300萬元)，貸款利息調

降三碼(0.075%)，放貸期限最長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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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藝術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城市的靈魂! 

 從面到線到點重新定位舊城區，以中區做為文化起點,讓城中城各景
點文化如珍珠般串成項鍊 

文創商店 

文創旅店 

臺中州廳 

市役所 
演武場 

湖心亭 

放送局 



21 

花都藝術節 

為迎接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自104
年起每年推動臺中花都藝術節，104年10
月23日至11月1日分別於山、海、屯及城
區共26處場地、202場次表演，規劃花車
遊行踩街、國內外優質展演、團隊徵選競
技、街頭藝人匯演等各項活動，並結合爵
士音樂節及光影藝術節，成為臺中市重要
的文化活動慶典。 



22 

花都藝術節 

馬友友演奏會 

雲門舞集 花現藝術踩街遊行 光影藝術節 

臺中爵士音樂節 傳藝民戲展風華 

影片/使用/第二段(演武場).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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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峰山公園 港都藝術中心 

高美濕地 

歌劇院 

鐵砧山 

國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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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 

有鑑於104年6月新北市發生八仙樂園塵爆事件，本
府已募款2,159萬元籌設「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
心」，服務區域為中部五縣市。 

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 

諮詢服務 

生活重建服務 

連結醫療
重建服務 

家庭及生
活服務 

工作能力
強化服務 

心理暨社會 
重建服務 

104年11月成立 

協助燒燙傷患者復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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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 

每3個月召開1次 
目前已召開平台會議7次 
已達成106項合作案 

實現三跨(跨縣市、跨議題、
跨黨派)的「中部崛起、領航
臺灣」的合作願景。 

 
 

合作案分類：向中央申請 
4縣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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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一條山手線，兩個國際港，三大副都心，
交通、產業全盤升級，這是市長的「大臺
中123」，打造希望的新臺中。 

 

串聯台鐵的山線和海線，連結后里到大甲，
形成環狀山手線，讓山、海、屯可以自由
流動，解決交通和產業發展問題。 

 

將臺中港和清泉崗機場打造成國際級的海
空雙港，成為通往世界的門戶，讓世界看
見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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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豐原山城、海線雙港、烏日高鐵三大副都心，
以豐原作為臺中的行政副都心，讓海線的沙鹿、
清水、和梧棲，成為雙港發展重鎮，用烏日高
鐵副都心，串連彰化跟南投，建設成臺灣的區
域物流中樞。 

水岸花都計畫的推動，將都市藍帶、綠廊串成
好水生活，實現中區再生、打造豐原、烏日副
都心，更為2018世界花博以最佳水岸門面迎賓。 

積極推動「區域聯合治理」，強化區域合作，
透過資源整合互補，帶動中部區域發展，實現
「中部崛起、領航臺灣」之合作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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