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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人口竄升 晉升第2大城
台中人口躍升全台第二大城，依照今
年7月底統計，台中人口總數為2,778,182
人，高雄市為2,777,873人，人口總數超越
高雄。市長林佳龍表示，市府做好建設，
讓台中成為宜居城市，吸引人才移入。
台中人口總數持續成長，林市長分析，
近年平均每年成長2萬人，其中1萬人是自
然增長，1萬人是外部移入，主因是台中
推出重大建設「築巢引鳳」，加上托育、
托老一條龍、青年希望工程等公共政策獲
肯定，人口向上成長。
台中市政府表示，台中產業前景看好，
吸引中部周邊縣市與北部人口移入，也讓
過去到北部工作的在地年輕人，返回故鄉
就業；其次是托育、社福政策誘因，尤其
「托育一條龍」政策推出，讓市民敢生小
孩，也成為磁吸周邊人口的利器。
台中市政府經發局長呂曜志在美國研究
過區域經濟學，他分析當一座城市產業群
聚主體，加上更加健全的公共建設與服
務，訊息會往外擴散，區域外人們接收到
訊息後，就會做出決策遷入，台中有18萬
家中小企業，加上近年來有重大投資與台
商回流投資，都會吸引人入籍。
呂局長說，像是台積電在台中設廠，需
要5,000名工程師，其中一半從南科、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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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最前鋒
台中市人口超越高雄市，成為全台人口第二大城；市府分析產業前景看好，加上
托育、社福誘因多，吸引人口移入。
科調動，剩下的就得對外徵才，就會帶動
在外地的台中人回鄉工作。
市府強調，除做好基礎建設與社會福

利，為了讓台中各區有明確定位，市府推
動區域計畫，也獲得內政部通過，有了完
整的都市計畫，可擬定台中的發展藍圖。

前瞻計畫 台中4軌道案全納入

龍津國中改制為龍津高中
龍津國中自8月起改制為龍津高中，成
為台中市第10所市立完全中學；目前每年
級招收6班。為了方便學生上放學，市府
促成199公車路線延伸到龍津高中。

清水托嬰中心8/16正式收托
清水托嬰中心8月16日正式收托，可收
托0-2歲嬰幼兒28名，位於海線社區照顧
服務中心1樓，收托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上
午8點到下午6點，每月收費7千元。

掀開葫蘆墩圳 打造水岸花都
台中市打造專屬豐原人的水岸花都，台
中市政府水利局推動葫蘆墩圳掀蓋工程，
列為豐原副都心計畫的重大建設，掀蓋工
程總長度1.2公里，已在7月底動土。

視障按摩中心 照顧視障者

➡

台中4軌道案納入前瞻計畫，大台中軌道網路將成形。
➡ 行政院長林全（前排左二）日前在台中市長林佳龍（前排右二）等人陪同
下，視察台鐵成功追分段鐵路雙軌化新建工程。

行政院日前公布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
期特別預算細項，台中市政府以中部區域
治理為整體考量，提出中台灣整體軌道規
劃4案軌道建設全數納入，包括台中市捷
運藍線、捷運綠線延伸彰化、大台中山手
線、台鐵成追線雙軌化工程，107年度共
編列3億2,992萬元，較中央今年4月公布
的預算還多出2,192萬元。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長王義川說，前瞻條
例通過後，中央加碼軌道建設，讓台中加
速建設，也顯示市長林佳龍推動的用心已
獲中央肯定；市府將持續加速推動，讓大
台中軌道網路早日成形。

前瞻計畫107年度編列大台中山手線
（第一階段：大甲至后里彩虹線系統形式
評估、大甲至追分雙軌高架化、大慶至烏
日高架化延伸）規劃費500萬元；台中捷
運藍線規劃費1,692萬元；捷運綠線延伸
彰化規劃費800萬元；成功追分雙軌化工
程費3億元。根據市府規劃，大台中山手
線包含大甲到后里上環「彩虹線」、大甲
至追分海線雙軌高架化、大慶至烏日的下
環「微笑線」高架化延伸、成功追分雙軌
化，全線78.9公里。完工後如同東京山手線
形式，海線居民轉乘高鐵更便利，預估日
載運量11.7萬人次，經濟效益1,700億元。

捷運藍線西起沙鹿火車站，行經台灣大
道至東區樂業路，全長21.3公里，設15處
車站，旅行時間縮短為39分鐘，預估每日
載運量23.06萬人次，經濟效益1,186億元。
捷運綠線延伸至彰化，全長5.33公里，
從高鐵台中站到彰化市區只要9分鐘，服
務通勤觀光來往台中彰化的民眾，更可作
為後續延伸至和美、鹿港的基礎。
台中首件捷運場站共構開發案，綠線G8
站共構大樓於7月17日正式動土，將打造
地上28層、地下6層的指標性住商大樓，
後續綠線還有6站基地將陸續招商，讓軌
道運輸與都市發展緊密結合。

台中市政府今年編列2086萬元輔導，協
助成立12個按摩便利站與2家視障按摩中
心，提供64個就業機會；還有20家企業晉
用22名視障按摩師，15家企業認養按摩據
點，市府也輔導視障者取得證照。查閱按
摩地圖請上「台中市視障按摩服務網」，
網址:https://msg.taichung.gov.tw/。

城市行動派
台中躍升為全台第二大城，這是所有
台中人共同的榮耀，更要歸功於勤奮愛
鄉土的市民朋友們。不過，這不是要與
別人比較，而是代表台中是一座崛起的
城市，市府將會承擔更重要的角色，不
管是產業發展或社會福利，台中都要展
現更大的政績，不負世人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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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卓越建設獎 台中大豐收
2017國家卓越建設獎7月揭曉，台
中市長林佳龍獲得「國土建設特別貢
獻獎」，林市長從副總統陳建仁手中
接過獎座。
他強調，感謝市民支持與市府團隊
努力，讓台中成為「樹仔攏寶(樹木
都是寶)」的宜居城市。
不只市長獲獎，市府規劃的各項建
設也獲得9項獎座，包含2座特別獎、
5座金質獎與2座優質獎；台中市政府
擘劃公共工程的能力，備受國家肯
定。
林市長上任後，把台中市擘畫為宜
居、遠見城市，推動之區域計畫接軌
國土計畫，以中區都市再生城中城計
畫翻轉舊市區，推動社會住宅、路平
專案，還有8年種植100萬棵樹、管制
PM2.5與台中世界花博等，贏得國土
特別貢獻獎。
林市長致詞說，台中市在縣市合併
後，需要新的都市計畫，才能落實大
台中123的奠基工程，銜接台灣的國
土改造；台中也將舉行2018世界花

博、2019東亞青運，藉以打造花園城
市及運動城市。
評審團認為，林佳龍市長為解決縣
市合併後，原縣區邊緣化問題，以1
條山手線、2大海空港、3大副都心為
骨幹，使台中市區域計畫接軌國土計
畫，打造生活首都，革新台中市公共
設施，功績卓著。
台中市還獲得9項獎座肯定，特別
獎有交通局的台中市大肚地下停車
場、水利局的「柳川汙染整治」。前
者在停車場地面層挑高設置運動區，
停車空間明亮通風，後者改造柳川風
情，成為全國知名景點，並吸引各地
參觀效法。
獲得金質獎有「北區圖書館興建工
程」、「朝馬國民運動中心」、「中
正國民運動中心」、「鰲峰山公園整
體發展建設工程」」、「忠信國小美
學步道」；還有優質獎2座，包含建
設局的「海洋生態館新建工程」、
「水湳40M-11號道路與中科東向道路
銜接工程」。

亞洲台灣商業聯合總會年會今年在台中舉行，見證中台灣崛起。

亞洲台商總會 中部崛起 經濟繁榮
台中市長林佳龍(右二)獲得國家卓越建設獎國土特別貢獻獎，由副總統陳建仁(左二)親自頒獎。

中科路斜張橋

柳川汙染整治

國家卓越建設獎 台中市獲肯定
獎項

項目

特色

台中市大肚地下停車場

特別獎

最佳環境文化類

柳川汙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程
(中正柳橋～南屯柳橋)

低衝擊開發，全國觀摩
典範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北區圖書館興建工程

金質獎

最佳施工品質類

北區(中正)國民運動中心興建
工程

曲面造型，國際標準比
賽游泳池

金質獎

最佳施工品質類

(西屯區)朝馬國民運動中心興
建工程

銀級綠建築標章，有2
座足球場

金質獎

最佳環境文化類 鰲峰山公園整體發展建設工程

特色體能遊具，觀景台
可眺望大台中

金質獎

最佳環境文化類 西區忠信國小周邊景觀步道

融合東西方美學，提
高社區參與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白海豚海洋生態館新建工程

大甲溪石建築造型獨特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中科路斜張橋(水湳40M-11號道
路與中科東向道路銜接工程)

A字形塔柱優美，銜接
中科、水湳園區

燈籠造型夜間景色迷人

白海豚海洋生態館

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最佳規劃設計類

鰲峰山公園

中正國民運動中心

特別獎

地面層挑高運動區，
停車空間通風明亮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今年在台中
舉辦年會，7月16日起來自印尼、越
南等15國家地區、850人與會，創歷
年來與會新高。中彰投苗縣市政府一
起參與，深化新南向政策，帶動未來
中台灣經濟發展。
繼去年7月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在台中舉辦理監事聯席會議，台中市
長林佳龍去年回訪，親赴越南出席該
聯合總會理監事會議開幕典禮，力邀
今年再次來台中舉辦年會。
這次年會從7月16日起到18日，在
台中林酒店舉辦第24屆第3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會員來自印尼、越南、新
加坡、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寮
國、緬甸、汶萊、柬埔寨、日本、香
港、澳門、東帝汶、關島等15個國家
或地區人士參加，850人參加創歷年
來與會人數的新高。
台中市政府把握機會行銷城市及招
商，市長林佳龍以「台中好生活，經
濟好蓬勃」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介紹台中的人本、產業、永續和活力
的城市內涵。林佳龍市長在年會中演
講，讓亞洲各地台商了解台中宜居生
活、投資管道，透過台商強化我國與

東南亞的經濟鏈結，進一步深化新南
向政策，台中有許多重大投資標的，
明年更將舉辦台中世界花博，將是企
業品牌行銷的最佳舞台，「台中要更
好，台商不能少！」
林市長指出，台中成為台灣第二大
都市，積極推動「築巢引鳳」，在中
央與地方合作下，營造智慧機械之
都，打造水湳智慧城、會展中心，吸
引國際大廠到台中投資，經濟發展蓬
勃吸引更多人落腳台中。
台中是台灣製造業重鎮，產業聚
落、供應鏈也相當完整，製造業不但
沒外移，還以台中為基地擴展到全世
界，不少國際大廠仰賴台灣的精密機
械，工具機、光電面板、自行車、航
太機械、手工具及木工產業等。
中台灣透過區域整合崛起，台中更
是核心。林佳龍說，地方政府在區域
經濟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打造台中宜
居城市，成為適合投資的新興城市，
投資者兼顧生活品質。
明年台中市將舉辦世界花卉博覽
會，市府透過花博打造花園城市，花
博結束後，展覽場館將沿用保留，他
邀請企業共同加入花博行銷行列。

精彩速報

國道4號豐潭段 動工

太平產業園區 動土

國道4號豐原潭子段工程，是打通銜接國道和台74線的重要建
設，將自國道4號豐原端起往南延伸，透過高架化經台3線，再以
隧道穿過豐原東南側山區，於潭子地區銜接到台74線，全長約11公
里，設置3處交流道，預定110年完工，未來與國道1號、3號、台74
線及台61線串聯，完成大台中環狀路網 。
交通部次長祁文中表示，過去因為國道的通車，讓台中市偏西部
發展，導致舊市區受影響，國道4號豐原潭子段工程完工通車後，
將可形成包括內環、中環及外環的「日字形」路網，大台中的高、
快速公路網將會更完善。
台中市長林佳龍說，未來來往台中市區或山海屯區，均可利用高
速或快速道路直接串聯，無須進出城區的交流道通行，可有效紓解
目前車流在上下中山高速公路交流道時的塞車情形，進一步實現大

台中市長林佳龍上任後，推動的第1個能收納未登記工廠的太平
產業園區日前動土，預計提供52家低汙染、低耗能產業進駐，有7
成用地保留給原本未合法登記的工廠使用，希望逐步讓未登記工
廠合法化。園區預計明年中完工，由廠家同步建廠。
產業園區位在太平區光興路與德明路口附近，林佳龍親自參與
動土，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立法委員何欣純、台糖公司中彰區
處經理曾吉松、允久公司董事長曹文建和地方民代多人一起為工
程祈福。林佳龍在典禮中說，以往一直缺乏土地，導致許多未登
記工廠散佈在農地，上任後徹底調查需要多少產業用地，市府會
協助產業解決問題。
另也提出台中市區域計畫，規劃在大里夏田里、神岡及塗城等
3地，以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方式，在環保與產業發展中取得平

台中市長林佳龍參與國道4號台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工程開工動土
儀式。
台中「三環三連齊串聯」的公路藍圖。交通局長王義川指出，完工
後估可分別轉移台3線及中89線地方道路的交通量約12%及22%。

太平產業園區動土，預計明年中完工。

衡，築巢引鳳吸引產業進駐。林佳龍指出，太平產業園區由市府與
台糖公司合作開發，預計提供52家廠商進駐設廠。

總統蔡英文參加亞洲台商聯合總會年會，向台商推薦中台灣的特有產業
優勢，宣告中部正在崛起中。

總統也推薦投資中台灣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今年在台中
舉行年會，總統蔡英文致詞鼓勵台商
回國投資，前瞻計畫已為台商解決欠
缺土地等問題，她向台商們推薦中台
灣，請所有台商利用這次在台中開會
的機會，多觀察中部的發展。
蔡英文總統說，中台灣特別是在智
慧機械、綠能、航太、新農業等產
業，是中部獨有的優勢，她請台商可
利用年會期間多觀察，在中台灣找到
新的商機。
蔡總統要台商放心，「我會把台灣
顧好、把各位的家顧好，請大家繼續
走自己勇敢的路。」
蔡英文鼓勵台商回國投資，為故鄉
年輕人創造就業機會。以往台商投資
遇到最大問題是土地，蔡總統打包票

說，前瞻計畫的城鄉建設項目有「開
發在地型產業園區計畫」，將支持地
方政府完成已劃設工業區的開發，預
計可以增加300公頃左右的土地，可
支應產業長期發展。
她也說，亞總會員有最好的投資眼
光，亞總幫助台商融入各國的經貿環
境，在不同的投資面向都有很大的斬
獲。
她說，如能借助亞總及台商的經驗
和專業，台灣經濟轉型會走得更穩
健，相關政策配套和建設計畫已經陸
續就緒，就等台商回來投資。
蔡總統表示，目前推動的新南向政
策，執行一年多來，已經累積許多成
果，包括貿易額提高、投資合作的加
速、來台觀光人數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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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里接駁站動土 花博不塞車
因應2018年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市府
爭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土地，投入3,700
萬元經費，於后里火車站東側新建交通接
駁站，作為后里火車站、花馬道、天空步
道銜接花博園區的轉乘節點，預計明年5
月下旬完工。
台中市長林佳龍表示，市府興建后里車
站東側接駁站，未來大型車輛到此後，遊
客可徒步行走花馬道、天空步道，或者利
用自行車進入花博場館，讓花博成為綠
色、低碳生活的實踐，更期待藉由花博帶
動地方繁榮發展。
交通局長王義川說，市府規劃將后里車
站東側土地騰空之後，作為大眾運輸接駁
站，提供花博各展區間的接駁車停靠使
用。
接駁站面積約3公頃，主要配置有車輛
調度區、接駁車上下車處、無障礙停車
格，因位處山坡地，設有滯洪池2處，並
於台鐵后里東站與接駁站候車區之間，搭
設風雨走廊帳篷，提供友善的行人通行環
境。

后里接駁站

另外，結合2018台中花博，台中市政府
水利局整治的軟埤仔溪，除改善水質再利
用，也創造出花卉地景、香草迷宮及藤蔓

台中市政府於
后里火車站東
側新建交通接
駁站，作為
后里火車站、
花馬道、天空
步道銜接花博
園區的轉乘節
點，預計明
年5月下旬完
工。

隧道等地景藝術，打造「克拉級寶石」公
園。目前工程總進度達30%，持續超前，
預計於花博開展前完工。

台中媽祖會 再創百年文化盛事

創意城市雙向道

路邊停車費
繳費有撇步
Q：民眾收到路邊停車費補繳通知單如何繳
費？遺失停車繳費通知單，如何申請補發？
A：一、全國繳費網：連線至「全國繳費
網」(https://ebill.ba.org.tw)點選
「交通費」項下的「台中市停車費」，輸
入車牌號碼及車種，即時查詢繳費期限內
仍未繳納之停車費，並使用「晶片金融
卡」或「活期性存款帳戶」即時繳費，不
必出門也可進行台中市停車費即時查詢及
繳費服務。二、信用卡繳費：繳費期限
內，使用電腦連結本處網頁右邊相關連
結-信用卡繳費或使用台中e停車App-信用
卡繳費功能，輸入車牌號碼及車種，即時
查詢繳費期限內仍未繳納之停車費，輸入
信用卡相關資料即時繳費。三、行動支
付：Pi(行動錢包)、歐付寶、OnePaid(萬
付通)等，使用行動支付繳納停車費服
務，需先下載行動支付業者的App。四、
超商繳費：補繳期限內，請持補繳單至全
國統一、全家、來來、萊爾富、美廉社超
商或台灣大哥大門市店繳納。五、臨櫃繳
費：可向本市停車管理處，或陽明市政大
樓櫃檯、台灣大道市政大樓一樓聯合服務
中心之交通局服務檯繳費。

藝文看板
台中樂器節 8/18后里登場
2017台中樂器節8月18日至8月20日在后
里運動公園登場，活動以「花聲若響」為
主題，結合2018台中世界花博主題「聆聽
花開的聲音」，號召薩克斯風、爵士鼓、
長笛好手同台較勁，總獎金30萬元。還有
針對小朋友設計「兒童紙迷宮」。

台中國際動漫博覽會 8/11登場
➡

台中媽祖會「媽祖戲劇之夜」，紙風車劇團演出《順風耳的新香爐》。

➡ 台中旱溪樂成宮的千里眼、順風耳人偶引人注目。
媽祖是台灣重要的民間信仰，百年前台
中舉辦「七媽會」，中部七家媽祖宮廟齊
聚，今年七月台中重現百年風華，還舉
行媽祖聯合遶境，吸引6,000多名信徒隨
行，不僅復刻歷史，也傳承媽祖信仰。
台中市長林佳龍說，1917年慶祝台中火
車站落成，當年台中區區長林耀亭邀請中
部七間百年媽祖廟，駐駕台中40天，今年

重現宗教盛事，讓媽祖文化得以保留。
百年媽祖會包含北港朝天宮、台中萬春
宮、台中樂成宮、彰化南瑤宮、新港奉天
宮、梧棲朝元宮等媽祖神尊，齊聚台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操館的媽祖行宮，開幕由新
港奉天宮重現清代科儀，以六佾舞獻給各
宮媽祖。
台中媽祖會還舉行聯合遶境，由林市長

《大佛普拉斯》台中拍片
台北電影節7月揭曉，導演黃信堯執導
的《大佛普拉斯》獲「百萬首獎」、「最
佳劇情長片」、「最佳美術設計」、「最
佳配樂」、「最佳剪輯」等5項大獎殊
榮。台中是唯一補助《大佛普拉斯》的地
方政府，新聞局第一時間致電賀喜，市長
林佳龍也在臉書恭賀，與有榮焉。
《大佛普拉斯》描述遊走社會邊緣的中
年男子偷看工廠老闆的行車記錄器，卻引
發了一連串不可思議的連鎖反應，並以
「廣播劇」敘事手法、懸疑荒誕的情節鋪

舉行告神儀式後，點燃起馬炮，聲勢驚
人；六宮媽祖派出陣頭、信徒步行台中
舊市區，從台體大媽祖行宮走到旱溪樂
成宮，下午再原路返回，吸引6,000名信
徒，人龍綿延2公里。
林市長說，6家百年以上宮廟共同遶
境，可說是空前陣勢，媽祖宮廟在百年後
再相會，希望走出平安與健康。

獲台北電影獎大獎

陳，擄獲觀眾與評審的心。
新聞局指出，《大佛普拉斯》在台中月
眉糖廠、泰安火車站、沙鹿童綜合醫院、
大甲分局、大安海水浴場、南屯區、西屯
區、外埔區及后里區等地取景拍攝，在台
中拍攝比例占全片1/3以上，製片宋銘忠
為了感謝新聞局熱忱的協拍服務，特別請
導演在片尾字幕將新聞局同仁放入感謝名
單。
《大佛普拉斯》預計將於今年10月全台
上映。

《大佛普拉斯》左起演員張少懷、莊
益增、陳竹昇。

第1屆台中國際動漫博覽會8月11日起在
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登場，法國安古蘭
國際漫畫節好書競賽最有膽識新銳獎新
星－布雷希特．艾文仕（Brecht Evens）
將擔任主賓，並安排國際漫壇交流、國際
動畫電影放映秀及原創小誌市集展覽等豐
富活動，週末更有工作坊課程體驗。

2017創意台中 光復新村看設計
「2017創意台中」在有「花園城市」之
稱的霧峰光復新村，透過引入知名設計師
駐村，創作在地特色的作品，並媒合當地
業者開發活動限定的商品，9月1日到9月7
日在光復新村辦理整體成果展示。

藝文景點路線 i-Voting票選
台中市文化專車景點i-Voting 開放投
票，至8月18日止邀請市民票選出心目中
最優質的台中藝文景點，將作為明年文化
專車設計路線的參考藍圖。今年文化專車
i-Voting票選內容為具有台中市在地文化
特色的15處藝文景點，分別為：台中放送
局、台中市役所、台中文學館、台中刑務
所演武場、全安堂太陽餅博物館、彩虹眷
村、霧峰林家花園等。年滿10歲即可參
加投票，網路票選系統http://ivoting.
taichung.gov.t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