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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路延伸新闢道路完工，貫通台中火車站前
後站，讓車流動線更順暢。

柔性傾聽 協議價購 拆除大智慧學苑

盧市長打通 大智路
懸宕13年的台中市「大智路貫通計
畫」，今年3月正式拆除大智慧學苑大
樓。市長盧秀燕上任不到1年即協商成
功，轉折關鍵是採用「協議價購」方式，
節省公帑又達成台中火車站前、後站貫通
的都市發展。
「臉是笑、心是哭，但盧秀燕市長願意
聽我們的聲音！」大智慧學苑主任委員張
雅音在這塊地土生土長，她說，從曾祖父
開始在這裡發展，蓋了有生以來第一棟房
子，雖不捨大樓拆除，但盧市府與民間
協調過程願意傾聽所有
權人聲音，大家都很滿

市長有話說

台中購物節今年活
動更甚以往，秀燕感謝大家踴躍參
與。2個月的活動期間，消費金額突破
84億，APP下載量超過33萬人次，憑證
登錄更衝破1 100萬張，各項成績表現
’
亮眼。
台 中 不 僅 好 買、好 玩 ， 還 很「 好
吃」！上個月，世界知名的《米其林指
南》公布必比登推介名單和星級餐廳，
台中多項美食登上國際舞台，涵蓋台
灣菜、中華料理等21家店家上榜，下
半年的台中將持續精采，歡迎大家相
揪來作客。

意，心甘
情願為地方建設共盡
一份努力。
大智慧學苑的所有權人說，大智路打通
是「非常特殊案件」，民國104年推動都
市計畫，大智慧學苑劃為道路用地面臨拆
除命運，但市府受經費限制，引起大樓所
有權人陳抗，開過多次公聽會、協議價購
都沒有結果。盧市長上任改為「協議價
購」追加預算到7.3億元，逐一溝通終獲
得24名所有權人同意。
大智慧學苑主任委員張雅音表示，盧市
長上任前僅1位所有權人同意，盧市長上
任後以「柔性傾聽」代替強制執行，每周
派員與大樓代表逐一面對面對談，「誠意
換來同意」，未滿1年取得全數24位所有
權人的同意書，未以土地徵收方式強制拆
遷，最後沒有抗爭，合理提供所有權人補
償是關鍵。
盧市長表示，「關鍵是公共利益，但也
要保障民眾權利」，「溝通」才能解決問
題，她指示建設局積極溝通所有權人，並
實際進入建物重新評估，讓估價成果更貼
近市場行情，提高住戶意願；經重新規
劃，台中市議會也同意市府追加3.3億元
預算調高徵收價格，讓大智慧學苑的難題
變成「公共工程史上的教科書範例」，創
下台灣大型公共工程建設用地取得典範，
也是民意溝通的成功案例。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說來簡單，但要
做到很難！」盧秀燕說，大智慧學苑24名
所有權人願意犧牲畢生心血拆除自己家
園，讓台中車站前、後站貫通「縫合」，

促進地方整體發展，她代
表台中281萬市民感謝所有權人。
在當地開40幾年汽車材料行的王先生
說，大智路打通後對附近發展影響很大，
過去因鐵路阻隔前後站，使後站逐漸沒
落，現在打通後就可讓地區重新發展，帶
動人流，可讓生意進來。
鐵路高架化就是要讓地方「縫合」，沒
有前站、後站區別，若道路沒打通，鐵路
高架化效益只發揮一半功能；台北車站過
去也是前、後站未連貫，台中大智路打通
將是地方發展史、交通史重要一頁，預計
8月底正式通車。
「大智慧學苑」拆除，打通台中車站前、
後站的大智路，可讓車流動線更順暢。
「大智慧學苑」拆除後，8月大智路延
伸新闢道路完工，貫通台中火車站前後
站，讓車流動線更順暢，解決交通壅塞問
題，帶動當地經濟。

台中市長盧秀燕（左）向「大智慧學苑」
大樓主任委員張雅音致意，感謝所有權人
願意犧牲畢生心血，拆除自己家園讓台中
車站前、後站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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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東區以往受鐵路阻隔，嚴重
影響發展，近年政府重大建設陸續到
位，延宕多年的台中車站前後站貫
通，還計畫開通大智路，有如打通東
區發展的「任督二脈」；市府全力拚
經濟，吸引企業投資三井LaLaport大
型購物商城，建商也嗅出商機，紛紛
推出建案。
大智路開通延宕13年，台中市長盧
秀燕上任未滿1年即成功取得「大智
慧學苑」大樓全數所有權人同意，今
年3月拆除「大智慧學苑」大樓，今
年8月底開通。
台中市議員李中表示，政府推出
「大車站計畫」，隨著鐵路高架化、
台糖湖濱生態園區、新建國市場搬遷
到東區等，已吸引逾10家建商獵地推
案，東區區段徵收配餘地台中糖廠泉
源段3560坪商用地還以35.2億元得
標，換算每坪98.88萬元，創下歷史
新高，當地建地每坪售價翻倍漲到20
多萬元，成為推案熱區，放眼望去都
在蓋大樓，人口增加，可望促進當地
發展。
豐邑機構在東區挹注近200億元，
分3期推案，其中去年底標下台中糖
廠泉源段商用地為第三期，規劃4棟
住宅大樓，及言棟商辦大樓，預估今
年第4季推案；新業建設在東區分2期
推出大樓建案。
陳姓傳統市場攤商說，過去東區因
鐵路阻隔，商圈逐漸沒落，生意也受
影響，近年因鐵路高架化等重大建設
到位帶來發展，到處都看得到大樓興
建，建國市場也搬到東區，感覺外地
人變多了，希望因此帶動人流與商
機，讓生意強強滾。

大智路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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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東區人流與商機

大智路
開通里程碑
104.11.03
召開第1次大智路學苑
拆除公聽會

104.12.29
召開第2次公聽會

105.03.29
召開第3次公聽會

落實安城專案 維護台中治安
台中市警局表示，中市各類刑案逐年
下降，市長盧秀燕上任後更要求「有案
必破、且快破」；據警政署資料，去年
台中市每10萬人口刑案發生數為6都最
低，也是台中市歷年來最低。
台中市警局指出，今年1至6月全般刑
案、詐欺、暴力犯罪及全般竊盜等項
發生數，都是六都最低，與去年同期相
比，也呈現發生數減少、破獲數增加的
治安改善狀況，對於「掃黑」、「緝
毒」、「打詐」及「肅槍」等治安重點
工作成績斐然，都居六都之冠。

106.08.03
召開第1次大智路學苑
協議價購會

107.10.11
召開第2次協議價購會

六都槍擊案件數
（2020年1月至6月）
新北市∕10件
台北市∕7件
桃園市∕7件

108.05.10
召開第3次協議價購會

108.07.29
台中市地價及標準地價
評議委員會108年第6次
會議通過

台中市∕6件
台南市∕13件
高雄市∕12件

資料提供∕警政署

107.12.26
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
107年第12次會議審查
通過

台中市警局今年7月15至17日還連續
3日進行「安城專案」，實施封閉式密
集性臨檢及掃蕩黑道幫派、槍、毒作
為，總計動員1831名人次警力，執行臨
檢處所437處、路檢處所348處，共查獲
非法槍械3支，含改造美式MK18突擊步
槍1支；另毒品案件63件85人；賭博案3
件20人、地下錢莊1件1人，及通緝犯15
人、公共危險案4件4人等案件。

台中市2020上半年
（1月至6月）暴力案件發生、
破獲數 有案必破
案類
殺人
強盜
搶奪
總計

發生
10件
9件
3件
22件

破獲
10件
9件
4件（含去年積案1件）
23件

資料來源∕台中市警局刑警大隊

108.09.19
上訴人撤回都市計畫事
件行政訴訟上訴

108.10.22
取得24位所有權人同意
書

台中市東區過去受鐵路阻隔影響發
展，近年來重大建設陸續到位，延宕
多年的大智路即將開通，有如打通東
區發展的「任督二脈」。

市府規劃「大車站計畫」，要翻轉東區。

大車站、綠空廊道 打造東區新明珠
台中市東區發展較早，生活機
能雖完善，但與中區一樣被視為
「老城」、「舊城」，一度沉
寂；台中市政府對東區整體規劃
有大車站、綠空廊道大建設，促
進民間參與招商則有日本三井
LaLaport丶帝國糖廠湖濱生態園
區，串聯舊城景點有如一串明
珠。
台中市政府啟動東區再造計
畫，區內交通、生活機能進一步
提升，不少開發商搶地推案，預
計2020年推出與完工的大樓新案
約15件，東區翻轉有如台北西門
町，指日可待。
市府表示，各大型公共建設與
民間投資就位，台中東區集結交
通、文化、觀光丶商城等優勢，
其中台糖湖濱生態園區總開發面
積有22.95公頃，可媲美紐約中
央公園丶大安森林公園，湖泊生
態更勝台中文心森林公園，園區
內還有座85年歷史的帝國糖廠，
規畫為見證台中百年產業發展的
「台中產業故事館。」
600億大車站計畫重新打造台中

108.10.23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
小組第191次會議決議
撤回

109.02.29
大智慧學苑熄燈

109.03.04
台中市長盧秀燕參加自
拆祈福儀式，正式推倒
第一面牆

109.03.31
大智慧學苑拆除正式開
工

109.06.15
建設局長陳大田視察12
層樓主體建築拆除完成
台中帝國糖廠湖濱生態園區開發，啟動東區大發展。
火車站，鐵路高架、新台中車站
已啟用，市府規劃帝國糖廠、舊
酒廠延伸到刑務所丶演武場的舊
鐵道，要打造成綠空鐵道，結合
觀光遊憩與自行車運動，為東區
展現全新樣貌。
另外，日本三井不動產繼成功
打造國內第一座臨海型購物中心
三井OUTLET台中港後，另選定東
區台糖湖濱生態園區，預計投資

百億興建LaLaport大型購物商
場，引進國際品牌、超人氣排隊
美食、生活消費丶大型娛樂設
施，預計2023年開幕。
還有南山人壽與秀泰影城集團
聯手打造的「秀泰廣場」，及台
中車站旁「大魯閣新時代」，迎
接大車站人潮，可望讓東區後來
居上，在大公園丶大車站丶大商
圈加持之下後勢看漲。

109.07.04
大智慧學苑地下室回填
完畢

109.07.06
大智路新闢道路工程啟
動

109.08.30
大智路正式打通

台中購物節 登錄金額破90億元
為期兩個月的「2020台中購物節」圓
滿落幕，市長盧秀燕公布成績單，向市
民報告統計數據，包含消費登錄累積金
額破90億元、購物節APP下載排行第一、
六都振興經濟網路討論聲量第一、市府
每投入一元創造223元消費，「成果斐
然！」
盧市長向市民報告第二屆台中購物節
統計出來的「有趣數字」，今年累積登
錄金額達90.34億元，將近去年25億元的
四倍；其中電商平台消費2.8億元，其
中85%由外縣市民眾貢獻，又以雙北最踴
躍，貢獻超過1億元。
盧市長分享，今年購物節APP積極改
進、改良，下載數超過34萬次，成為公
部門APP、旅遊類APP排行榜下載第一
名，估計52%使用者為設籍台中以外的民
眾。
「購物節籌辦效益驚人！」她指出，
儘管今年全球疫情影響民眾消費意願，
但第二屆購物節不受影響，反創下多項
紀錄，許多數據大勝去年成績，例如市
府每投入1元創造223元消費，勝過去年
的80元；每人平均消費登錄金額超過2.5
萬元，大勝去年的1.1萬元；電商瀏覽量
共計8億次，勝過去年的214萬次。
盧市長強調，市府連續兩年舉行台中
購物節，都送出一棟近千萬豪宅，獎項
全國最大、全國最多，感謝市民及市府
團隊參與及努力，今年最大獎千萬豪宅
於12日晚間7時於民政局的「民政耀眼、
綻放台中」演唱會抽出。
經發局說明，今年面臨疫情嚴峻挑
戰，市府透過活動串連、天天抽獎，持
續創造熱度與討論度，根據網路大數據
調查，六都振興經濟以台中市的網路討

億元
$35
$30

台中購物節

狂賀

8,753,308,260

APP實登87.53億+電商2.81億
合計衝破90.3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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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購物節 發票登錄張數
突破1,200萬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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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購物節 抽獎券張數
突破2,530萬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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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購物節 App下載量
衝破34萬人次大關！

344,387

20
15
10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 2 3 4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經發局)

論聲量最高達42.73%，遙遙領先第二名
的台北市的22.78%，顯示購物節行銷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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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綠線將履勘 通車近了
台中捷運綠線109年8月初完成初勘，
也向交通部報請履勘，預計最快在年底
通車。台中捷運綠線由北捷公司負責施
工，台中市長盧秀燕和台北市長柯文哲
共同為台中捷運的入口意象揭幕，也宣
布台中進入新捷運時代。中捷綠線日前
完成初勘並改善8項缺失後，已向交通部
申請通車前履勘，預計9月擇日舉辦履
勘，距離通車營運將越來越近。
台中市長盧秀燕和台北市長柯文哲揭
牌，一起走進台中捷運綠線高鐵台中
站，不但體驗刷卡進站，也到車廂試
乘。兩人同聲表示對台中捷運有信心。
台中捷運8月7日完成初勘，發現8項
需要履勘前完成改善，北捷公司與台

中市府團隊快速地在10天內改善所有項
目並報請交通部履勘，預計9月進行，
隨後針對履勘委員所提的意見改善，市
長盧秀燕也宣布，年底中捷第一條捷運
將通車，即將實現台中人的夢想，她表
示「綠線通車是台中市政府跟台北市
政府，送給大台中地區的民眾一個聖誕
節、新年禮物。」
台北市長柯文哲則說，報給交通部履
勘前再做最後的總檢查，接下來，北捷
要把這工程硬體建設 移交給台中市的捷
運公司來營運。
台中捷運綠線全長16.71公里，由北捷
公司設計施工，計畫花費593億元。台中
市交通局表示，已規劃搭配其他運具提
高運量，例如，搭配捷運的公車將滾動
檢討，將有新路線產生，針對公車重疊
路線會做部分裁切跟調整，有些既有路

線會適度性與捷運車站部分串聯，增加
服務的範疇，市民出門更方便。
台中市交通局指出，除了設法提高綠
線運量，場站的開發也在進行招商。而
根據交通局評估，目前規劃中的捷運藍
線，從動工到通車至少需要10年時間，
未來，市府努力培養成市民搭乘捷運的
習慣。
盧秀燕市長指出，捷運綠線對台中來
說，別具意義，是中台灣首條捷運線。
從她擔任立委時就全力爭取台中捷運，
經交通部、台中市與台北市三方聯手推
動，時任交通部長的毛治國、台中市前
市長胡志強市長及台北市前市長郝龍斌
共同簽署協議書，借重北捷局的豐富工
程經驗，為中部帶來一條高品質的捷運
系統。經歷三任市長，如今將在她擔任
市長任內通車，歡迎全台

民眾一同來台中遊玩，體驗最新系統的
捷運。
柯文哲市長表示，歷經10年的捷運大
工程終於完工、共構工程完工，中台灣
第一條捷運的完成將象徵台中邁入一個
新時代，非常感謝參與這條線建置的所
有員工與中市、北市所有同仁。
交通局指出，為加速捷運通車期程，8
月7日市府辦理初勘後，8月15日即依初
勘委員意見完成8項履勘前應改善事項，
包括管線固定、軌道區環境整理、機房
內防護措施、指標牌面準確度、電扶梯
運作順暢度、號誌系統接地線設置改
善、列車對講機通話穩定性、大慶站出
口前人行道平整度，並在8月24日提報交
通部申請履勘，完成捷運通車最後一哩
路，開創台中捷運新生活，帶動捷運周
邊經濟、商業發展。

⬅台中捷運綠線已
報請交通部履勘。➡台
中市長盧秀燕（右)與台
北市長柯文哲一起進入中
捷綠線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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