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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正在加速前進！台中市長林佳龍今年再度前往全市各區，進行

2016年市政說明會，一方面向市民朋友報告施政重點，讓市民更了解自

己應有的權利；更重要的是，現場傾聽人民的期待與心聲，直接面對人

民訴求，解決問題。為協助未能參與說明會之市民，發行本特刊，盼擴

大服務至每位市民家戶。「行動市府」需要市民來驗收；打造希望台

中，更期待市民共同參與。

全國教育力調查
台中首奪第一

《親子天下》雜誌2016年全國各縣市教

育力大調查，台中市以學生為本，落實多

元適性教育、改善老舊教室、推動實驗教

育、提升偏鄉教育品質，在閱讀力、教育

力、弱勢關懷等表現傑出，首次取得全國

第一名。

社福績效
十項特優全國第一

幸福指數六都第一

行政院全國各縣市104年度「社會福利

績效考核」，台中市全國唯一在十個考評

項目全數「特優」，榮登全國第一。《經

濟日報》2016縣市幸福指數調查，台中市

排名爬升7名，在六都名列第1；CNN最近

也專文盛讚台中是台灣最宜居城市。

環保評比
5A級肯定

台中市在取締汙染公害、綠色大眾運輸

交通、發展環境友善產品、資訊透明公民

參與及社區治理營造等五項環保評比均

獲A級，因推動「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

用石油焦自治條例」、協調台電降載、8

年種100萬棵樹、空地綠美化、購置移動

監測車、辦理民眾健康風險評估等落實改

善。此外，台中市連續5年獲環保署資源

回收工作績效考核第一名，並獲金質獎一

座。

治安指標
成效突出六都第一

105年上半年，每10萬人口犯罪指標發

生數，六都最低。打擊詐欺、掃蕩毒品、

檢肅非法槍械、查捕逃犯之成效，均列六

都第一名。

市民服務
績效評鑑全國第一

台中市1999話務中心連續2年榮獲遠見

雜誌服務業大調查「1999便民專線類」第

一名；連續兩年獲內政部公布戶政業務績

效評鑑第一，榮獲人口政策宣導績優機

關。

台中公車運量
六都成長第一

104年7月起推動公車刷卡10公里免費、

300至308路等9條台灣大道優化公車路

線，並推出跳蛙式579尖峰幹線公車，因

應民眾搭車需求。交通部統計，去年度台

中市運量成長率六都第一。

樂活台中
食安App全國第一

食安App以燈號顯示大型餐飲業衛生、

建管及消防等安全稽查結果、「烘焙網路

博物館」以導覽台中特色糕餅、介紹產品

追溯追蹤及提供活動訊息等與民眾交流互

動，在行政院食安試辦計畫競賽中榮獲雙

冠！另獲「校園食安管理業務組」第三

名、「農政環保業務組」第五名及基礎築

底計畫六都第一，共8,300萬元獎勵金，

全國第一。

中部區域聯合治理
合作第一

「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跨區域、局

處、部門、領域、議題，定期舉辦首長會

議，已達成106項合作提案，深獲總統肯

定，盼帶動中部區域觀光、經濟、交通、

國際能見度等各面向發展。

台中智慧機械
創新第一

行政院核定以台中為核心，串聯彰雲嘉

等中部縣市，發展智慧機械與國防航太工

業，提高投資、提升產值，打造「智慧機

械之都」，成為中央推動「五大產業創新

研發計畫」第一個通過的方案。

改善道路安全計畫
全國第一

交通局自105年6月啟動「鄰里交通改善

計畫」，設置標線型人行道，輔以建置斜

坡道、紅線改繪為黃線等配套作為，增加

臨停需求，獲交通部「道安創新貢獻獎-

交通工程組」第一名！

社區營造績效
全國第一

 

台中市104年執行社區總體營造，多數

公所投入「一區一特色」計畫，且市府對

於社區營造發展具有前瞻性規劃，故全國

績效評比獲得第一之榮譽；另本市爭取

105年度社區總體營造補助計畫亦獲得全

國最多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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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
配合中央政府「新南向政策」，全方面落實，包含：

進軍東協國家簽署合作備忘錄；打造東協廣場，創造新

住民友善環境；十大伴手禮更首度增設優質清真獎。

參與式預算
推動「參與式預算」，透過市民共同討論、提案及

票選，讓市民參與公共預算規劃，104年在中區試辦六

案，目前均已交由各相關局處執行中。105年加入豐

原、大里及清水3區辦理。

水湳經貿園區
為推動台中市為完整的智慧城市，以「創新、低碳、智慧」為開發願

景，包括三大基礎建設：中央公園、水湳經貿園區地下停車場、水湳水

資源回收中心及五大亮點：水湳國際會展中心、水湳轉運中心、台中綠

美圖(城市文化館)、中台灣電影中心、智慧營運中心8大主建設積極進行

中。市府將以水湳經貿園區作為示範區，再逐步擴展全台中。園區內的

水資源回收中心預計今年底就可完工，成為最早完工的設施。

摘星青年‧築夢台中
協助108位創業青年進駐審計新村、摘星山莊、光復新

村，打造文創基地，補助每人每月3.3萬元，提供輔導業

師，在台中創業、築夢。

台中國家歌劇院為台中巿政府與文化部共同出資，耗時約10年興

建，為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以人類原始的「洞窟」、「地

穴」為概念，設計成世界惟一的美聲涵洞曲牆建築，105年9月30日

正式開幕，包含大劇院、中劇院及小劇場可容納約3,000餘人。

托老一條龍
自104年開辦「托老一條龍」政策，提供諮詢服務、

社區關懷據點、長照中心、日照中心、居家護理等服

務，提供健康、衰弱、失能失智長輩多元的照顧服

務，並配合長照2.0計畫，將台中打造為「安心終老」

的生活首都。

托育一條龍
自104年7月推出「托育一條龍」政策，整

合0至6歲托育資源，不只單純補助，而以社

會投資為基礎，創造「受惠幼兒增多、托育

市場成長、家長負擔減輕」三贏。

大台中123
串聯山線與海線鐵路，打造一條山手線環狀路網；發

展台中港、清泉崗機場兩大海空港；推動烏日、豐原、

雙港三個副都心，均衡區域發展。

青年加農‧賢拜傳承
為提倡青年回鄉從農，市府提供每月3萬元的

生活津貼，媒合賢拜，讓農地不荒廢、技術有傳

承、農村有青年，提升農民栽培技術進而增加從

農收益。

登山自治條例
規定登山客進入特殊管制山區，應攜帶具定位

功能器材及可供緊急通訊設備，領隊或隊員之一

應具基本救護能力，另領隊應為自己及隊員投保

登山綜合保險，如有搜救費用時，可由保險支

付。

2019東亞青奧
2019年主辦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之「東亞青年

運動會」，是台灣首次主辦奧運體系的國際運動

賽事。

台中市政府全力推動舊城區再生，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

預計年底可完工開放。這是全台第一座採低衝擊開發(LID)的

景觀河岸，並獲得中央公共工程品質金質獎肯定，兼顧防洪功

能、水質改善、親水空間，讓市民有了新興的休閒好去處。

清泉崗機場升級
成功爭取清泉崗機場升級，從「航空站」更名為「國際機場」，將全力

推動機場內外實質升級，包含興建快速滑行道、擴大停機坪、增加起

降額度、擴建航廈等，以及雙港輕軌、機場巴士等交通運輸。

你可曾想過，花開，會有聲音？這次台中花博要向世界訴說一個新的觀點，將展覽主題定為

「花現GNP - Rediscover Green, Nature and People」，重新定義國民生產毛額（GNP），

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數字產值，而是喚起人類的反思，在追求生產的過程，應該要尊重並

珍惜土地及所有生物，重新詮釋出具有溫度的GNP，創造綠色生產（Green）、自然生態

（Nature）及人文生活（People）三者和諧發展的美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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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正在加速前進！台中市長林佳龍今年再度前往全市各區，進行

2016年市政說明會，一方面向市民朋友報告施政重點，讓市民更了解自

己應有的權利；更重要的是，現場傾聽人民的期待與心聲，直接面對人

民訴求，解決問題。為協助未能參與說明會之市民，發行本特刊，盼擴

大服務至每位市民家戶。「行動市府」需要市民來驗收；打造希望台

中，更期待市民共同參與。

全國教育力調查
台中首奪第一

《親子天下》雜誌2016年全國各縣市教

育力大調查，台中市以學生為本，落實多

元適性教育、改善老舊教室、推動實驗教

育、提升偏鄉教育品質，在閱讀力、教育

力、弱勢關懷等表現傑出，首次取得全國

第一名。

社福績效
十項特優全國第一

幸福指數六都第一

行政院全國各縣市104年度「社會福利

績效考核」，台中市全國唯一在十個考評

項目全數「特優」，榮登全國第一。《經

濟日報》2016縣市幸福指數調查，台中市

排名爬升7名，在六都名列第1；CNN最近

也專文盛讚台中是台灣最宜居城市。

環保評比
5A級肯定

台中市在取締汙染公害、綠色大眾運輸

交通、發展環境友善產品、資訊透明公民

參與及社區治理營造等五項環保評比均

獲A級，因推動「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

用石油焦自治條例」、協調台電降載、8

年種100萬棵樹、空地綠美化、購置移動

監測車、辦理民眾健康風險評估等落實改

善。此外，台中市連續5年獲環保署資源

回收工作績效考核第一名，並獲金質獎一

座。

治安指標
成效突出六都第一

105年上半年，每10萬人口犯罪指標發

生數，六都最低。打擊詐欺、掃蕩毒品、

檢肅非法槍械、查捕逃犯之成效，均列六

都第一名。

市民服務
績效評鑑全國第一

台中市1999話務中心連續2年榮獲遠見

雜誌服務業大調查「1999便民專線類」第

一名；連續兩年獲內政部公布戶政業務績

效評鑑第一，榮獲人口政策宣導績優機

關。

台中公車運量
六都成長第一

104年7月起推動公車刷卡10公里免費、

300至308路等9條台灣大道優化公車路

線，並推出跳蛙式579尖峰幹線公車，因

應民眾搭車需求。交通部統計，去年度台

中市運量成長率六都第一。

樂活台中
食安 全國第一

食安App以燈號顯示大型餐飲業衛生、

建管及消防等安全稽查結果、「烘焙網路

博物館」以導覽台中特色糕餅、介紹產品

追溯追蹤及提供活動訊息等與民眾交流互

動，在行政院食安試辦計畫競賽中榮獲雙

冠！另獲「校園食安管理業務組」第三

名、「農政環保業務組」第五名及基礎築

底計畫六都第一，共8,300萬元獎勵金，

全國第一。

中部區域聯合治理
合作第一

「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跨區域、局

處、部門、領域、議題，定期舉辦首長會

議，已達成106項合作提案，深獲總統肯

定，盼帶動中部區域觀光、經濟、交通、

國際能見度等各面向發展。

台中智慧機械
創新第一

行政院核定以台中為核心，串聯彰雲嘉

等中部縣市，發展智慧機械與國防航太工

業，提高投資、提升產值，打造「智慧機

械之都」，成為中央推動「五大產業創新

研發計畫」第一個通過的方案。

改善道路安全計畫
全國第一

交通局自105年6月啟動「鄰里交通改善

計畫」，設置標線型人行道，輔以建置斜

坡道、紅線改繪為黃線等配套作為，增加

臨停需求，獲交通部「道安創新貢獻獎-

交通工程組」第一名！

社區營造績效
全國第一

 

台中市104年執行社區總體營造，多數

公所投入「一區一特色」計畫，且市府對

於社區營造發展具有前瞻性規劃，故全國

績效評比獲得第一之榮譽；另本市爭取

105年度社區總體營造補助計畫亦獲得全

國最多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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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
配合中央政府「新南向政策」，全方面落實，包含：

進軍東協國家簽署合作備忘錄；打造東協廣場，創造新

住民友善環境；十大伴手禮更首度增設優質清真獎。

參與式預算
推動「參與式預算」，透過市民共同討論、提案及

票選，讓市民參與公共預算規劃，104年在中區試辦六

案，目前均已交由各相關局處執行中。105年加入豐

原、大里及清水3區辦理。

水湳經貿園區
為推動台中市為完整的智慧城市，以「創新、低碳、智慧」為開發願

景，包括三大基礎建設：中央公園、水湳經貿園區地下停車場、水湳水

資源回收中心及五大亮點：水湳國際會展中心、水湳轉運中心、台中綠

美圖(城市文化館)、中台灣電影中心、智慧營運中心8大主建設積極進行

中。市府將以水湳經貿園區作為示範區，再逐步擴展全台中。園區內的

水資源回收中心預計今年底就可完工，成為最早完工的設施。

摘星青年‧築夢台中
協助108位創業青年進駐審計新村、摘星山莊、光復新

村，打造文創基地，補助每人每月3.3萬元，提供輔導業

師，在台中創業、築夢。

台中國家歌劇院為台中巿政府與文化部共同出資，耗時約10年興

建，為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以人類原始的「洞窟」、「地

穴」為概念，設計成世界惟一的美聲涵洞曲牆建築，105年9月30日

正式開幕，包含大劇院、中劇院及小劇場可容納約3,000餘人。

托老一條龍
自104年開辦「托老一條龍」政策，提供諮詢服務、

社區關懷據點、長照中心、日照中心、居家護理等服

務，提供健康、衰弱、失能失智長輩多元的照顧服

務，並配合長照2.0計畫，將台中打造為「安心終老」

的生活首都。

托育一條龍
自104年7月推出「托育一條龍」政策，整

合0至6歲托育資源，不只單純補助，而以社

會投資為基礎，創造「受惠幼兒增多、托育

市場成長、家長負擔減輕」三贏。

大台中123
串聯山線與海線鐵路，打造一條山手線環狀路網；發

展台中港、清泉崗機場兩大海空港；推動烏日、豐原、

雙港三個副都心，均衡區域發展。

青年加農‧賢拜傳承
為提倡青年回鄉從農，市府提供每月3萬元的

生活津貼，媒合賢拜，讓農地不荒廢、技術有傳

承、農村有青年，提升農民栽培技術進而增加從

農收益。

登山自治條例
規定登山客進入特殊管制山區，應攜帶具定位

功能器材及可供緊急通訊設備，領隊或隊員之一

應具基本救護能力，另領隊應為自己及隊員投保

登山綜合保險，如有搜救費用時，可由保險支

付。

2019東亞青奧
2019年主辦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之「東亞青年

運動會」，是台灣首次主辦奧運體系的國際運動

賽事。

台中市政府全力推動舊城區再生，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

預計年底可完工開放。這是全台第一座採低衝擊開發(LID)的

景觀河岸，並獲得中央公共工程品質金質獎肯定，兼顧防洪功

能、水質改善、親水空間，讓市民有了新興的休閒好去處。

清泉崗機場升級
成功爭取清泉崗機場升級，從「航空站」更名為「國際機場」，將全力

推動機場內外實質升級，包含興建快速滑行道、擴大停機坪、增加起

降額度、擴建航廈等，以及雙港輕軌、機場巴士等交通運輸。

你可曾想過，花開，會有聲音？這次台中花博要向世界訴說一個新的觀點，將展覽主題定為

「花現GNP - Rediscover Green, Nature and People」，重新定義國民生產毛額（GNP），

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數字產值，而是喚起人類的反思，在追求生產的過程，應該要尊重並

珍惜土地及所有生物，重新詮釋出具有溫度的GNP，創造綠色生產（Green）、自然生態

（Nature）及人文生活（People）三者和諧發展的美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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