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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有話說

今年夏天全球各

地普遍出現異常高

溫，氣候變遷的威

脅就在你我身旁，

節能減碳的行動絕對刻不容緩！

台中市政府減緩氣候變遷，除了

去年簽署「氣候緊急宣言」，確認

減碳的責任，更以實際行動體現

節能減碳的決心，包括執行「藍天

白雲行動計畫」，以及今年8月市政

會議通過「台中市重大空氣污染

管制自治條例」草案，力圖提升

空品、達到淨零排放目標。市府

也以獎勵宜居建築、推動校園種

電等措施，達到減碳目的，使台

中市成為幸福宜居的綠色城市！ 

市長有話說

為落實2050淨零排放，台中市政府

啟動「台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

例」修法，從零碳產業、零碳環境、

零碳交通、零碳生活及教育、調適專

章等多面向著手，打造淨零城市。近

期，因應空污防制，8月2日市政會議

通過「台中市重大空氣污染管制自治

條例」草案，已送市議會審議，規範

業者使用生煤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提出碳捕集或減碳、固碳措施，並祭

出罰則。

市府環保局表示，台中市需要比中

央法規更嚴格的空品管制需求，因此

制定這項條例，送市議會審議中。

環保局指出，整治空污是台中主要

政策之一，以環保署數據來看，台中今

年1到6月份的PM2.5平均濃度是14.1微克

／立方公尺，低於國家空品標準的15微

克／立方公尺，創16年以來歷史新低；

截至8月底PM2.5濃度更降低到12.6微

克，期望議會通過草案，加強改善台

中空品問題。

環保局長陳宏益強調，基於台中市

淨零排放目標，空污自治條例導入生

質能源替代化石燃料、納入低碳、

減碳、固碳的概念，引導企業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共同守護台中市民

健康。

自治條例重點，將原來生煤管制，

進一步規範碳排量，包括規範既存重

大固定污染源，加強污染控制、生煤

堆置場粒狀污染物控制效率、燃煤工

業鍋爐或燃煤汽電共生鍋爐應優先使

用的燃料類別、指定公私場所應設置

監視器及簡易式空氣污染物監測或監

控操作資訊連線設備。

自治條例並祭出罰則，如違反規

定，公私場所處2萬元罰鍰；如違反

者是工廠業者，最高可處10萬元罰

鍰，若未在通知後限期改善，最重得

令其停工或停業，展現台中市政府邁

向低碳城市的決心。

⬆台中市從零碳產業、零碳環境、零碳交通、零碳生活及教育、調適專章等多面向著手，打造淨零城市。圖為台中
中央公園之太陽能光電板發電系統。

台中打造淨零城市
盧市長：「台中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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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政府訂定「台中市鼓勵宜居

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辦法」，自2019

年實施以來，宜居綠化設施植樹量約

創造1.5座文心森林公園。

都發局長黃文彬表示，市府訂定

「台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

饋辦法」，將綠化深入居家陽台，讓

建築不只是建築，而是成為一座森

林，綠化設施共增植3,443棵喬木，

植樹量創造約1.5座文心森林公園，

造就「一建案一公園」成果豐碩。

黃局長說明，台中市「宜居建築」

透過回饋金繳納模式，將其中6成回

饋金用於後續設施維護使用，社區

每兩年領回15%保證金，確保設施的

維護管理；另4成回饋金，則用於宜

居建築的研究發展、特色景觀綠能

發展補助、都市發展及行政管理費

用。

另市府也推動「美樂地計畫」，著

重建構「共融公園」、打造「陽光

公廁」及「人本無障礙環境」三大改

善設施建設，自2019年至今，已打造

131座共融公園、54處陽光公廁，使

台中市人均綠地比例，提升至9.5平

方公尺，位居六都第二。

盧市長表示，根據各項民調，台中

市的宜居程度在全國名列前茅，城市

的宜居是綜合面向，包含生活環境、

交通、教育文化、經濟就業等，市府

也推動「交通任意門」等政策，使台

中更宜居。 

為加強推動節能減碳，台中市校園

至今年6月底，共268校已標租或已

設置太陽光電，八成以上的學校屋頂

「種電」，種電總容量約75百萬瓦，

居全國第二。

教育局長楊振昇指出，教育局積極

推動校園種電，目前已有八成以上學

校透過標租，找廠商在校舍屋頂設置

太陽光電，學校減碳發電還可領回饋

金用在校務發展上。

楊局長說，目前中市校園太陽光電總

設置容量約75百萬瓦，居全國第二，每

年可發電約9,500萬度，廠商賣電給台

電後的收益，平均回饋給學校10%，

每年可回饋學校共約3,800萬元。

楊局長強調，校園種電有收益之

外，更重要的是降溫和節能，太陽能

發電相對減少用煤發電造成的二氧化

碳；台中市目前校園種電每年可減少

4萬8,000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教育局也積極推動光電球場建置，

由廠商出資於既有戶外籃球場加蓋

太陽能板，提供學生夏天遮陽、雨天

遮雨的戶外活動場

所。目前台中市施

作光電球場的學校

共有豐田國小等31

校，總設置容量約

9.5百萬瓦；豐原區

豐田國小等8校已完

成併聯發電，另23

校預計2023年底前

可建置完成。

此外，台中市政

府 與 中 央 推 動 之

「 班 班 有 冷 氣 計

畫」，為全市319

所公立高中以下學

校，補助電力改善及冷氣裝設，全市

完成裝設2萬870台冷氣，讓21萬2千

多名公立國中小學生可免費吹冷氣學

習。

台中市政府改善空品不遺餘力，

在市府及各界共同努力下，台中今年

上半年PM2.5平均濃度已降到每立方

米14.1微克，低於同期全國平均14.7

微克。台中市長盧秀燕表示，空品國

家標準為15微克，台中自2006年以

來，今年上半年平均首次低於15微

克，創下中南部地區第一個符合空

品標準的縣市。

盧市長說，今年在大家努力下，

台中今年上半年PM2.5平均濃度已降

到每立方米14.1微克，是自2006年

來首次低於國家標準的15微克；在

空氣品質不良(AQI>100)天數方面，

雖受疫情影響，但台中市近年經濟

持續穩定成長，多項經濟指標多次

蟬聯全國第一。市府經發局統計，

近4年台中市累積投資金額已超過2兆

元，經濟成果亮眼，上半年失業率

3.6%也創六都最低，市府將持續提升

市民平均薪資所得，打造幸福城市。

經濟發展局長張峯源指出，中央公布

的多項統計數據，台中累計10項指標

奪冠，其中商業登記家數、實收資本

額成長數2項指標更蟬聯9季全國第

一。

他說，相較去年同期，今年第2季

商業登記資本額成長11.4億元、商業

登記家數成長數5,064家、公司登記

家數成長率4.16%、公司登記家數成

長數4,485家。

張局長說，製造業保持旺盛動能，

2019年至今年6月，台中市新登記工

廠家數成長數達3,775家；特定工廠

登記自2020年第2季截至今年7月15日

止，累計受理案件約1萬170件，登記

及納管核准件數5,058件。此外，加

計台積電中科兆元投資計畫，台中總

投資金額截至今年7月已達2兆524億

元，其中佔2,895億元的經濟部投資

台灣三大方案，投資家數248家也均

穩坐全國第一。

另外，經濟部最新公布的「109年

工廠校正及營運報告」也顯示，工廠

中市校園 「種電」全國第二

台中經濟指標10項奪冠 投資逾2兆

位處西屯區的市政路，貫穿七期市

政中心，沿途商辦大樓林立，也行經

台74線匝道，車流量大，為台中市區

重要東西向道路；中市府計畫延伸至

台中工業區，第1標已於8月底完成發

包決標，由工業區一路至安和路，成

為台灣大道另一條替代道路，將於9

月開工，2024年完工。

市政路自文心路通行至環中路，為

台中市要道之一，市府規劃延伸至工

業區一路，東起環中路三段，向西跨

越筏子溪至工業區一路，全長1,950

公尺，路寬60公尺。

建設局著手完成第1標發包，局長

陳大田表示，盧秀燕市長要求「開

不了工的要開工，完不了工的要完

工」，工程跨越筏子溪及穿越國道1

號與高鐵，規模龐大複雜。

第1標工程由工業區一路至安和

路，全長約780公尺，斥資約22億7千

萬元，已完成用地取得及設計，8月

順利完成工程發包，預計9月開工，

2024年完工。

建設局說明，第1標工程開通後，

可將分散至安和路、往南屯交流道車

流，紓解台灣大道、朝馬路等，達到

分流的效益。

第2標工程將由安和路至環中路，

市政路延伸至工業區 第1標9月開工

➡台中市推動宜居建築，透過建築
物附設垂直綠化設施、複層式露臺等
宜居設施為生活增添綠意。�

宜居建築植樹約創造1.5座文心森林公園

建築、公園綠化 打造宜居台中

今上半年PM2.5低於同期全國平均 台中空品變好了
去年上半年累積天數為17天，今年

上半年已降至6天。

盧市長說，市府積極推動節能減

碳，致力發展無污染運具推出包含

iBike三倍增計畫，目前站點已達

1,107站進度超前，預計今年可提

前達標1,329站；台中電動公車達

200多輛，為全國數量最多；另台

中捷運綠線開通至今，累積搭乘人

次於9月份上旬達成1千萬人次。

環保局強調，市府持續執行並強

化「藍天白雲行動計畫」，除加

速依環保署新頒布的應變辦法研

修「台中市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

施」，要求大型固定污染源配合減

污減排，及要求台中電廠空污季

落實減煤減排、智慧監控污染排放

等。

全長1.2公里，目前用地取得面積也

已達85%，用地全數取得後，將接續

第2標工程招標，目前同步設計細部

規劃。

扌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延伸工程路線，預計9月開工，2024年完工。圖為市
政路。�

扌台中市近年經濟持續穩定成長，上半年失業率3.6%也創六都最低。

扌豐田國小光電球場。

在疫情最嚴峻的2020年仍看好台中前

景，投資在設備、廠房等固定資產

投資額高達2,847億元。這些企業的

穩定投資，持續提供台中豐沛就業機

會，失業率不斷下降，2022年上半年

一舉拿下3.6%六都最低的好成績。

張局長說，企業看好台中前景加碼

投資，企業營收及家戶個人的收入也

穩定成長。根據財政部資料，代表

「企業有賺錢」的營利事業銷售額

從2018年底的4兆2,596億元，成長至

2021年度的5兆671億元，盧市長任內

推升逾8千億元。

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也顯

示，台中每戶可支配所得自2010年12

月25日縣市合併後，10年來從91.5萬

元成長至108.2萬元，成長約16.7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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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長照即時通APP」升級

2.0版！新增「長照接送」功能，

動動手指就能透過APP預約長照交

通車，APP也會簡訊提醒交通車抵

達時間、下一次搭乘時間，家屬還

能填寫請求司機協助開門、提醒拿

藥等事項，成了另類長照小幫手。

台中市政府衛生局表示，台中市

長照服務據點數為全國第一，台中

市2020年領先全國推出的台中長照

APP，可清楚知道申請長照服務進

度、補助額度及剩餘額度，有效運

用長照服務的「四包錢」，包括照

顧及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

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

務、喘息服務等四項補助。

衛生局指出，台中長照APP累計下

載逾2萬6,000人，操作介面簡單，

近期升級2.0版，新增「長照接

送」功能，讓預約長照交通車方式

更多元，也感謝衛福部支持，讓台

中成為長者樂活的幸福城市。

衛福部長期照顧司長祝健芳說，

在台中市府團隊努力下，台中的長

照服務涵蓋率逾70%，超越全國長

照服務涵蓋率平均值67%，非常難

得。今年衛福部補助相關服務超

過65億元，盼透過長照即時通APP 

2.0版促進長輩健康，減輕照顧者

負擔。

衛生局表示，凡居住於台中市失

能長者、50歲以上失智症者、領有

身心障礙證明者，而且經台中市長

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長照等級2級

(含)以上者，都可以透過下載台中

市長照APP預約特約長照交通車，

即享有e指化便利的長照交通接送

服務。

騎乘公共自行車代步、接駁是很多

人的生活日常，目前台中市YouBike 

2.0建置最高站點在和平區，市府交

通局已擴大到谷關也能輕鬆騎公共自

行車，全市公共自行車設站總數到8月

底已達1,171站，其中租借人次最高的站

在「秋紅谷」，7月租借總人次達8,040人

次，居全市之冠。

交通局表示，台中市從2014年建置

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方便市民、遊

客快速到達目的地，市長盧秀燕上任後

推出「iBike倍增計畫」，廣設YouBike 

2.0站點，今年已提前完成增設千站

的目標，近來還導入YouBike 2.0E電

輔車，為六都第一個導入電輔車的城

台中長照APP2.0 可預約接送

最高Youbike 2.0在谷關
台中公共自行車8月底達1,171站

561處公園遊戲場 預計10月全數改善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推動「台中美

樂地計畫」，3年多來翻新公園遊戲

場；內政部營建署9月公布公園綠

地兒童遊戲場調查結果，目前全市

完成541處遊戲場改善，並取得檢

驗合格，備查數居全國之冠，高達

96.4%，躍升六都第二，遠高於各縣

市平均備查率64.9%。

建設局長陳大田說，台中市除備查

率高，預定今年10月底561處公園遊

戲場，可全數完成備查，比中央規定

明年1月24日期限提早約3個月，積極

為兒童遊戲安全把關。

陳大田表示，市府團隊努力推動，

3年來已經有541處遊戲場改善完成，

並且取得檢驗合格報告，備查率提升

至96.4%，與台北、新北並列為超過9

成的都市。

建設局打造特色兒童遊戲場，最新

的太平區馬卡龍公園占地3.15公頃，

斥資9,200萬元，目前即將完工。該

公園原址為垃圾掩埋場，經整治後翻

轉為遊戲場，全公園設施為馬卡龍色

系，其中有全國戶外最高溜滑梯，高

度達11公尺。

市府表示，馬卡龍公園還有以砂岩

推疊高約4公尺的攀岩場，坡度斜率

約60度，讓12歲以上兒童或大人挑戰

身體能力；公園內亦規劃毛小孩專

屬的寵物活動區，占地1,500平方公

尺，還有大、小型犬專屬空間。
扌建設局打造特色兒童遊戲場，最新的太平區馬卡龍公園占地3.15公頃。

➡YouBike� 2.0
最高站點「谷關
立 體 停 車 場 」
站。

市，許多民眾在租賃站看見電輔車，

有如遇到彩蛋一樣驚喜。

交通局指出，台中市公共自行車

中，租借一般車輛前30分鐘免費，比

其他縣市優惠，YouBike 2.0E電輔車

前30分鐘也只要10元，交通局設置公

共自行車租賃站點，評估以軌道運

輸、大專院校高中職、公車熱點、商

圈等為熱門站位，很多民眾都希望持

續建置站點。

交通局長葉昭甫表示，公共自行車

成為城市環保交通工具，目前台中建置

YouBike 2.0最高的站點位在谷關立體停

車場，很多上山到梨山、谷關遊玩的民

眾，騎乘YouBike 2.0欣賞美景後，再去

享受泡湯，健康運動又達到休閒效果。

交通局葉局長強調，台中市打造綠

色交通、宜居城市，落實交通任意

門，民眾可下載「台中交通網」APP

或「YouBike2.0」APP，即時掌握鄰

近租賃站點位置。

台中長照APP

台中交通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