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來規劃願景 

一、 建構優質市政建設，逐步實現「文化、經濟、國際城」之城市願景 

(一) 本市之新市政中心大樓結合市議會大樓興建工程及臺中大都會歌劇院

之興建，將臺中成為新世紀中臺區塊之新政經藝文特區暨國際新都。透過興

建新市政中心，形塑出本市都市空間新風貌，帶動整體商機、增進觀光潛力，

刺激本地的房地產並帶動經濟多元化發展，並促使政府、文化與企業更加緊

密的結合，共創新優質臺中都會生活，使臺中市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經濟國

際城。並以整體都市設計手法，以連續性之開放空間、廣場、綠地等，將公

共綠化開放空間完整的還諸所有市民活動使用，以使全體市民除了至此洽公

外，亦可享有此地區特有的都市開放空間廣場。 

(二) 賡續改善老舊學校教室設施、積極投資校園空間、並興建公共服務機

構，改善教育空間環境，建構優質市政硬體服務。 

(三) 延續本府公共建築工程品質受國家卓越建設獎肯定殊榮，在「文化、經

濟、國際城」的城市願景下，各項市政建設都在努力進步，藉由於不斷發揮

社會責任與創意，未來本市的景觀風貌及公共建築品質將能有更大的提昇。 

 

二、 建立大臺中生活圈更完整快速之交通系統，以縮減城鄉距離 

(一) 重大交通工程建設未來 4年內將陸續完工 

目前臺中市各項重大交通建設如「臺中生活圈 2號線東段、臺中生活圈 4號

線北段與平面延伸段及大里聯絡道工程」、「30米-37號道路工程」、「生活圈 2號

線平面段高架工程」、「大肚區華南路新闢工程」、「大甲日南黎明路跨越縱貫鐵路

路橋工程」等皆已開工，並將於未來 4年內陸續完工，各重大道路工程完成後，

除可聯通中山高、中二高、國道四號線、中彰快速道路、中投快速道路等外，大

臺中市內各區之交通亦可獲得大幅改善。 

為建立大臺中生活圈更完整快速之交通系統、縮減城鄉距離，本局將積極建設改

善城鄉間之聯絡道路，如「東山路縣道 129線（D標末至中興嶺段）拓寬工程」

之開闢，將可發揮臺中市區至大坑風景區、中興嶺段間之運輸、遊憩與觀光道路

功能；另本局未來 4年將就市長政見及各級民意代表、各區公所、民眾建議之道

路開闢工程，評估效益後編列闢建經費積極辦理，經費龐大者則將爭取納入

98-103生活圈系統中，或專案爭取中央補助辦理。 

(二) 辦理年度計畫道路及巷道開闢工程，提昇道路服務功能 

配合市區里道路及市區外各區計畫道路闢建，提昇道路服務功能，建構大臺

中各區域道路服務網路，促進各區人口、產業之引進與發展。 

 

三、 成就「以人為本、永續發展」之綠色運輸－100年度既有市區道路景觀

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 

本計畫係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各縣市政府之「既有市區道路景觀與人行環境改



善計畫」，並配合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6年 12月 13日總字第 0960005662號

函擬定之「人本交通整合推動方案」等指標計畫，採前瞻性、關鍵性等原則，全

面改善市區道路，以符合「人本交通」實踐原則、發揮重點實質效益，成就「以

人為本、永續發展」之市區道路人本環境願景。 

過量二氧化碳排放造成溫室效應，以及全球氣候變化加劇，世界各國對生態

環境之維護已成為共識。本計畫之目標在於全面推動改善或建設人行道及自行車

道，並配合「節能減碳措施」、促使民眾廣用步行或低污染的綠色運輸，以建立

永續發展之交通環境。 

以往一般道路建設均未有效考量「以人為本」之精神，導致目前各都市既有

市區道路與人行環境品質之「質」與「量」皆尚未達一定之水準，為縮小此一落

差，乃規劃增加人行活動空間及道路綠帶面積、重塑市區道路，以提升都市環境

品質、改善人行徒步空間、無障礙環境及連結建構市區之自行車道，並保有當地

景觀、地區文化特色。希冀藉由本計畫之推動，更進一步改變道路相關工程，讓

基礎建設環境變得更好，如同諺語所說「山不轉，路轉；路不轉，人轉」。 

本局對民眾、對生活環境週邊人行空間相當重視，過去已實質有效改善人行

空間環境，具體之成果也逐步展現。100年更提出多項改善計畫案，期使本市營

造出更合乎人性及美質之市區道路景觀，提升市區居民優質街道生活環境，並為

永續都市紮根。 

100年度本局計有 10案獲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助之計畫案，分別為： 

(一)「豐原區豐勢路人行道路及景觀綠美化工程(第二期)」。 

(二)「沙鹿區中棲路人行道改善及景觀綠美化工程(第二期)」。 

(三)「清水區清水火車站暨中正街既有市區道路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工程」。 

(四)「梧棲國小社區通學步道營造計畫」。 

(五)「龍井區三德橋至中厝橋道路景觀與人行環境改善工程」。 

(六)「東勢區學區周邊自行車道暨延伸道環境改善工程」。 

(七)「龍井區臨港東路人行道暨自行車道新建工程」。 

(八)「臺中市福科路週邊人行環境改善工程」。 

(九)「臺中市臺中公園精武路段週邊人行環境改善計畫」。(設計案) 

(十)「臺中市昌平古道區域串聯粧點計畫」。(設計案) 

總經費計約補助 9,640萬元，另地方配合款自籌約 4,131萬 4,000元。100

年度執行計畫約 1億 3,774萬 1仟元，預計 100年 12月底執行完畢，屆時將可

有效改善臺中市之既有市區道路景觀及人行環境；另將配合能源政策與減碳政

策，持續推動建構低碳運輸路網，建立以人本為導向、低碳減碳之都市環境。另

在運輸系統發展方面，亦將兼顧環境負荷與民眾安全，逐步建設人行道、自行車

道、都市綠帶之優質市區道路系統。 

在願景目標方面，將全面提升市區道路人行及自行車行車環境空間品質及安

全、成就友善之永續交通發展理念、增加人行與自行車騎乘誘因，逐漸減少原汽、

機車使用率，以達成「人本交通路、無礙慢步行、行騎健康樂、永續好生活」之



目標。 

 

四、 落實道路橋梁平時維護、損害即時修復之工作 

(一) 秉持各區公所在地服務精神，加速公共設施搶修效率 

原臺中縣市區道路及村里巷道道路主體及附屬設施由大里區公所等 21區公

所（不含原臺中市 8區公所）負責辦理維護及緊急事故處理或施作安全設施，及

負責違規事項之巡查、查報，相關道路管養業務所需經費已由市府核撥經費至

21區公所；而市政府所在地之西屯區等 8個行政區之道路、橋梁之維護及緊急

事故處理仍由本局道路養護科辦理；其中省道部分仍由公路總局負責管養維護，

而有關農路部分則由農業局主政辦理，期待經由提昇公共設施維護品質，以減少

城鄉生活品質差異。 

(二) 提昇道路養護整修品質，展現本市升格新氣象 

道路服務品質，歷年均為民眾對市政建設之重大期望，為求提昇道路養護整

修品質，本局將改變原有道路整修工程施作方式，即以「路修範圍全面管制封閉、

施工路面養護 6小時、交通標線繪設、開放通行無障礙」等要項，作為日後道路

全幅整修工程之目標，另藉由加強瀝青混凝土材料各項檢驗，道路平整度檢測，

以期提昇道路承載能力、服務壽命及行駛舒適性，展現本市升格為直轄市之全 新

氣象。 

 

五、 以「水質優化、樂活生活、永續生態」之目標作為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推展主軸 

由於污水下水道建設，除污染河川影響水資源利用外，更重要是維繫社區環

境衛生與國民生活品質之良窳。近年來，已被先進國家列為評定都市環境重要指

標之一，為現代化都市所必備的公共設施，本局為秉持落實建設精神迎接未來都

市發展趨勢、提昇生活品質、改善環境衛生、增加國家競爭力，乃全面推動污水

下水道建設工程，使臺中市跨入國際化都市之林。據此，本局提出以水質優化、

樂活生活與永續生態等三大願景為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推展主軸，創造大臺中永

續、清新、優質、活力、新意、幸福的美麗家園。 

發展策略包括： 

(一) 清靜溪河水源水質改善：建置豐原、潭子及大雅系統，改善流域上游水

源水質。 

(二) 提昇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率：100-103年預計將再投入約 100億元經

費，增加接管戶數 7萬戶，用戶接管率由 10.2%提昇至 20.9%。 

(三) 扭轉水資中心鄰避意象：結合社區營造，提供生態親水環境，增加居民

的使用率與參與度。 

 

六、 持續加強區域排水、雨水下水道及清疏工程，創造安居樂業新生活 

(一) 區域排水改善工程 



100年度預計辦理后里區旱溝仁里橋上游改善工程、后里區拔子湖旱溝段改

善等工程，合計金額 8,100萬元，上開工程已於 99年 12月 15日前全部完成設

計發包作業。另下林厝排水及普濟溪排水道整治及景觀改善工程，100年度亦編

列經費 5,000萬元，後續工程亦將儘速辦理發包作業。 

(二) 北屯圳整治工程 

配合中央水患治理計畫，持續推動北屯圳等區域排水及雨水下水道治理，北

屯圳整治 100年度預計辦理東光五街至東光一街全長約 250公尺區域排水整治，

所需費用約 3億元，其中工程費約 3,500萬元由中央全額負擔，土地款則由本府

負擔 50%，中央補助 50%，完工後當可解決當地水患問題。 

(三)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 

研提易淹水計畫第 3階段治理工程，預計提報后溪底及車龍埤排水擴充、樹

王埤及中興排水擴充、坪林排水、牛角坑溝排水、溫寮溪水系等排水治理工程，

合計總經費 20億元，治理工程獲中央核定後，將儘速辦理後續事宜。 

(四) 雨水下水道及清疏工程 

100年度預計新建雨水下水道主次幹管包含興進路雨水下水道 307m；中清路

43巷雨水下水道 86m；工學路、臺中路及建成路雨水下水道 486m；文華路雨水

下水道 166m；中港路（十二期重劃區附近）雨水下水道 788m；興進路雨水下水

道，長度為 1,833m，目前皆已施工中；另 100年度編列 1,920萬元進行市區雨

水道維修及疏浚，本工程分為虹吸管及一般雨水下水道，採單價發包，主要以各

區里辦公處提報之雨水下水道需清疏者辦理清疏及維護，另管涵、人孔蓋等一般

性維修工程，均採隨報隨修方式辦理，以維排水設施安全；另 100年向營建署爭

取 1億 6,338萬元建設雨水下水道，以解決附近淹水問題。 

 

七、 縣市合併後道路管線統一挖補模式，將視民意及各單位共識辦理 

縣市合併前市府已邀集臺中縣、市水管公會、電氣公會、氣體公會及管線事

業單位召開會議，依會議結論，縣市合併二年內，統一挖補模式於原臺中市轄區

辦理，原臺中縣轄區依原臺中縣模式辦理，達成共識。 

縣市合併後是否於原臺中縣轄區辦理統一挖補，需視民意之反映，水管公會、電

氣公會、氣體公會及管線事業單位之共識，區公所代辦意願之綜合意見辦理。 

 

八、 提供民眾優質價廉之網路服務，打造完善數位城市 

本局現已完成將近 1,200公里寬頻管道，由於行政轄區各自規劃，除臺中市

與龍井區、豐原區與潭子區寬頻管道相鄰外，本局規劃將現有寬頻管道予以串

接，提供臺中市政府與各所轄機關間「寬頻匯流網路」，而成為市政府內部通信

網路之骨幹，並結合無線寬頻之應用及推廣漫遊服務，提供民眾「優質廉價」的

網路服務、提供完善的數位城市環境，以提升城市競爭力。 

 

九、 未來路燈節能試辦重點－採用節能式功率轉換安定器 



利用創新的解決方案，使舊有鈉光路燈換裝節能式功率轉換安定器，利用先

進之技術，使路燈亮度由開始的 100%，逐漸減弱電力供給，到半夜 12點及凌晨

1、2點人車稀少時，降至 60%的亮度，並於天快亮時逐步再調回 100%，這樣不

僅能減少電能供給，對於民眾照明亦不受到影響，故本方案將成為本局目前路燈

節能試辦重點。另本局於今年度將先選擇西屯區一條道路做為路燈節能試辦道

路，期望能給予民眾節能減碳之最佳典範。 

 

十、 建構生態都市綠洲－水湳經貿園區中央公園 

(一) 設置目的及功能 

中央公園之功能將以「寧適」、「生態」、「景觀」、「減災」、「減碳」及「遊憩」

為主，並將整合巨蛋體育館(部分)、城市文化館（市立美術館、市立博物館、市

立圖書館）及台灣塔與城市願景館等文化設施於公園內，為市民及遊客提供獨特

的景觀與從事休閒、遊憩、運動、文化藝術活動之場地；另中央公園將引入創新

的永續營建科技，確保整體環境品質，更重要的是打破過去機場水泥硬鋪面且植

栽單一之地景意象，重新復育為具有多樣化地景、生物棲息地的都市綠洲。 

(二) 開發願景 

為建構更具前瞻性、國際性及創意性的都市環境，水湳經貿生態園區以「低

碳生活」、「智慧生活」及「環境共生」為開發願景，為落實開發願景，針對中央

公園開發相關之策略規劃如下： 

1、低碳生活策略：中央公園景觀設施維護管理 100%使用綠色能源為原則。 

2、智慧生活策略：智慧型公園管理系統包括公園維護管理、生態紀錄資料庫、

互動式環境教育功能等，與園區其他交通運輸、生活導覽、環境監測等納入

整合型服務平臺。 

3、環境共生策略： 

(1)降低不透水面積，道路用地透水面積不得低於 20%，公園用地透水面積不

得低於 75%。 

(2)合滯洪設施設置濕地公園，創造公園環境的生態多元性。 

(3)減少人為設施對公園環境的切割與干擾。 

(4)中央公園內 50%以上空間以生態環境塑造為主，其他 50%之空間將達基本

程度之生態指標。 

(三) 定位：主動的公園 

1、主動延伸「自然生態」： 

中央公園將在自然生態的營造上扮演更積極的角色，除了與都會周邊自然生

態強度較強、生物種類多樣性較為豐富的區域做明顯的串連，同時將生態環境盡

可能與周邊都會空間結合，吸引更多元物種進入成為基地都會生活的一部份。 

2、主動帶領「永續生活」： 

除了自然生態的意涵外，中央公園將更貼近都市生活的永續生活議題，回應

世界生活潮流的轉變，發揮帶動永續生活的先驅角色。 



3、主動形塑「生活風格」： 

主動式的公園另一種定義是和週遭鄰里社區在日常生活上的融合與生活風格

的塑造。無可避免的，任何一個都會型公園在形體上都存在一條清楚的邊界，甚

至利用邊界來強化該公園的自明性。不過對於主動式公園來說，和周邊的日常生

活關係應該是越模糊越好；也就是公園內的活動必須 和其對應的社區產生部分

延續性的連結，或滿足這些社區對於公共議題上的需求。 

4、主動保留「未來性」： 

中央公園的形塑必須超乎短期效益，將視野放大至長久的未來，因為一座「主

動式公園」是具備可塑性、未來性，在骨架建構之後，填補其中的內容並非在一

開始就被少數專家所決定的，而是隨時間發展逐步釐清各階段生態與都市活動的

需求，並靠自己的力量成長茁壯的。「主動式公園」在空間上必須保留某種程度

的彈性，包括空間與生態機制於設計或運作上的留白，讓公園隨時間而具備成

長、改變的能力。 

 

十一、 創造都市新花園綠地 

(一) 騰空眷村土地簡易綠美化工程新闢工程 

市區內的閒置空地常常是影響市容景觀與環境品質的不利因素，本局為改善

上述問題並符合更多市民對綠地公園之需求，將針對本市九處騰空眷地委外規劃

設計辦理簡易綠美化工程，讓原為眷村之公園預定地透過與居民溝通、共同參與

之方式，為城市創造出一塊塊綠意盎然、供居民休閒遊憩並充滿自然生態趣味的

新花園綠地。 

本案騰空眷村分為六個地點共有九處公園，有北屯區陸光八村(細兒 2-2、細

公 2-6)約 7,600㎡、陸光九村(細公 2-5、細廣兼停 1)11,100㎡、陸光十村(細

公 2-3、細公 2-4)約 6,790㎡、北屯東山路(北屯細兒 1)約 2,153㎡、貿易三村

(細公 65) 3,700㎡、西屯區大石里東西新村(細兒 1) 2,420㎡，總共面積合計

約為 4萬 4,170平方公尺。 

現在本局已向國防部取得土地撥用，並籌措總工程經費 5,000萬元，預計將

這些騰空眷地依照都市計劃編定辦理綠美化，其中有植樹、步道、圓燈、公園景

觀、種植草皮等，已於 99年 12月開工，施工期限半年完竣，完成後可使市容景

觀得到改善，居民有好的休閒去處。 

(二) 廣兼停 23等四座公園新闢工程 

為提升大臺中市居住環境，本局亦極力開闢公園用地，本計畫共有四座公園，

為南屯區兒 116 (萬和路二段與惠德街 38巷旁)1,576㎡、北屯區廣兼停 23（崇

德路與山西路口)6,334㎡、公兼兒 2(崇德五路與河北路口) 17,536㎡、兒 192 (東

山路一段與旱溪東路口) 2,394 ㎡，總面積約合計 2萬 7,840平方公尺，總工程

經費約計 2,900萬元。其中有規劃植樹、步道、園燈、公園景觀、種植草皮等，

已於 99年 12月開工，施工期限 5個月內完竣，完成後可改善市區髒亂空間，提

供居民優質休閒公園。 



 

十二、 成立樹木安養處所－臺中市樹木銀行 

本園區位於臺中市南屯區少年戒治所旁，緊鄰烏日區，週邊土地多為農業用

地、機關用地，基地面積約為 5公頃。 

本園區工程共分為一期及二期工程： 

(一) 一期工程已完成，其工作項目為水土保持工程及園區整地工程，工程經

費約為新臺幣 1,500萬元。 

(二) 二期工程現正辦理發包作業，其工作項目為建築工程。本工程之樓層共

三層，一樓為展示室，作為介紹本園區之用，俾利參訪遊客瞭解相關資訊；

二樓為活動中心，提供民眾自由活動使用；三樓為管理室，作為辦理行政作

業之用，工程經費約為新臺幣 1,800萬元。 

本計畫之目標在於透過樹木銀行之成立，提供因工程需要而移植之樹木有一

安養或臨時安身處所，並作為其他工程所需的現有材，省下購買樹木的經費，並

馬上達到綠化市容、遮陰等效用。園區內規劃樹木之永久移植區及假植區，透過

統一管控來確保樹木移植之存活率，未來亦可轉變成自然教育生態公園，讓民眾

在休閒之餘亦能認識樹木，達到生態與環境教育功能。 

 

十三、 打造新都會遊憩景點－望高寮夜景公園 

本規劃基地「望高寮」位於大肚山上，目前大肚山台地已於民國 95年 2月

22日通過都市計畫變更為公園用地（公 135），規劃範圍之總面積為 26萬 3,499

公頃。本規劃範圍內土地根據地籍調查，土地權屬主要為私有地以及零星分佈之

國有土地，包含國有財產局、台糖、陸軍總司令部等單位。 

望高寮夜景公園之整體規劃構想，為落實社區居民之意見與期待，以提供居

民一運動休憩場所及眺望大臺中夜景之悠閒環境，其規劃目的如下： 

(一) 景觀資源改善：保留原有台地景觀風貌，增加大自然生物的生存空間，

並改善望高寮周邊景觀、改善治安死角，以及提供市民綜觀大臺中夜景之環

境，以自然（生態）工法保留大肚山之原景觀生態風貌。 

(二) 歷史建物保存：軍事碉堡已列為文化資產受到保護，因此規劃目標以火

砲陣地及機槍堡為設計主軸連結成一景觀公園，並著重碉堡週遭燈光照明及

解說導覽，以達到歷史建築活化再利用的功能，保留其歷史價值並與週邊景

觀融合，提供民眾假日休閒新場所。 

(三) 發展主題公園：配合臺中市科技遊憩區之空間定位發展主題園區，強化

本區科技、休閒、生態、遊憩之功能，為本區注入新的活力。為突顯望高寮

景觀公園之夜景特色，乃利用基地之聯外道路串聯週邊資源，例如臺中工業

區、都會公園、嶺東技術學院、東海大學等鄰近景點，配合地景進行規劃設

計。 

(四) 提昇遊憩品質：現有環境髒亂、設施毀損且攤販任意私設，希藉由分區

規劃及經營管理計畫，提昇望高寮之遊憩品質，發展為臺中新都會景點。目



前本案規劃範圍國有地及市有地共計 3萬 170.06㎡，刻正辦理第三期階段工

作中，各期執行情形如下： 

1、第一期（民國 96年～97年）：第一期主要完成戶外觀星劇場區基礎工程、

進行整地工作，工作項目包括污排水設施、照明設備、舞台階梯、座椅、

人行道等部分，並進行環境綠美化，以便利未來各區之發展，經費預算約

1,000萬元。 

2、第二期（民國 97年～99年）：第二期主要以發展景觀區及戶外觀星劇場

兩區，針對劇場區進行景觀設施工程部分，景觀區之基礎工程及公共設施

部分，包含觀景台、人行步道興建、照明、電訊設備、解說牌、景觀綠美

化等，經費需求約 3,500萬元。 

3、第三期(民國 99~)：第三期辦理委託規劃設計監造，經費約 1,500萬元。 

 

十四、 配合民間組織推行節能減碳運動－臺中市環保節能減碳主題公園新建

工程 

(一) 計畫緣起 

「臺中市環保節能減碳主題公園新建工程」經費係為民間基金會捐贈，以配

合民間組織推動環保節能減碳為宗旨，來提昇市容綠美化品質。 

本案以本市西屯區環中路與福科路「公兼兒六」用地作為施作地點，合計面積約

為 2.6682公頃，因能提供綠色資源共享及教育功能，遂著手進行本案建置計畫。 

(二) 目前執行情形 

1、本案工程 98年度執行期間發現有豐富之出土文化古物，故依規定辦理遺

址緊急挖掘搶救計畫，並經臺中市文化局於 98年 12月 17日召開「98年

度第 3次遺址及古物審議委員會」審查會議指出，本工程預定地為牛罵頭

文化遺址，審議委員認為本案文物屬重要發現，本府基於文化大城保存文

化資產立場，故請業務單位前依上開決議事項暫停公園規劃設計事宜。後

於 99年 7月 1日召開「99年度第 3次遺址及古物審議委員會」遂決議本

案同意工程復工辦理。 

2、案經「99年度第 3次遺址及古物審議委員會」決議同意工程復工辦理，

本府後續於 99年 7月 14日完成本案節能減碳館之都市設計審議作業，並

修正審查委員意見後通過辦理，後續已完成建照取得作業。 

3、本局為積極趕辦發包流程，有關本公園招標作業已於 99年 10月 25日依

規辦理上網公開閱覽等招標作業， 於 99年 11月 15日辦理第一次開決標

作業，因投標廠商高於底價不願減價，故無法決標而流標。99年 11月 23

日辦理第二次招標作業，因無廠商投標而流標。 

4、本案發包工程預算為 6,890萬元，經費來源係民間基金會所捐贈，案經 2

次流標後，於 100年 1月 7日召開預算修正工項檢討會議，規劃設計單位

刪除「兒童遊憩區」、「長青體健區」、「不銹鋼欄杆」、「屋頂花園」等 4項

工程，上述工項因屬公園興建後續工程，故不影響主體工程之進行，建議



先行刪除。上開工項經費計約 323萬元，經調整合理單價後，已再行簽辦

發包作業。 

 

十五、 構築特色休閒空間－臺中市新市政中心公 1-3公園新闢工程 

本案初步規劃將以花毯之設計手法，結合建國百年之紀念意象，於基地內設

置 12處節點，每個節點由步道及水道相互串連，其中水流代表時間流動，步道

為時間軸，12個節點則述說建國百年各年代間之重要紀事，並將規劃一觀景台

供民眾瀏覽園區全貌，除能增加市民參與感，亦可提供民眾休閒及彈性活動空

間；另本計畫將減少具象設施擺置，期能予大眾多點空間體會，如於節點圓圈內

創造凝聚性空間並體會置身人行步道各處所代表之時間、年代等路徑紀事。其中

花毯區之植栽將以一年四季之故事代表呈現，並於園區內設置可親水性空間及水

道邊搭配卵石、種植水岸植物，可軟化空間、增加自然性。 

 

十六、 維護自然生態並兼顧地方觀光產業發展－高美濕地毗鄰公 68公園規劃

興建遊客服務中心及停車場案 

高美濕地為本市重要的自然生態資源，亦是臺灣最大的草澤海岸溼地。其除

係魚蝦貝類的主要繁殖場所，亦為重要的鳥類棲息地，而近來假日遊客量所形成

的觀光遊憩壓力極大，本區面臨生態保育與觀光遊憩之衝突，亟需實施整體規劃

開發與分區管制，以兼顧生態保育及地方觀光產業之發展，並符合地方需求。 

經統計本區 99年度觀光人潮估約達 40萬人次，為維護當地自然生態、避免

遊客破壞生態資源，並提供遊客停車及相關遊憩解說觀光等服務，需闢建多功能

遊客服務中心及周邊停車場設施，以服務大量遊客；另為落實環保節能減碳潮流

與政策，此遊客服務中心之設計與興建將融入當地自然生態特色，並取得通過綠

建築標章九大指標，以期作為本市綠建築重點示範案例。 

 

十七、 加強建設成果宣導，提高市政績效能見度 

(一) 辦理重大市政建設設計展覽活動 

為展現臺中市重大市政建設公共藝術、建築物設計潛藏理念，並提高臺中市

重大市政建設公共藝術、建築物於都市空間展現之能見度，將配合本市 2011年

設計節相關展覽作業，辦理重大市政建設(公共藝術等)設計展覽活動，藉由重大

市政建設公共藝術、建築規劃設計構想以及創意理念呈現都市景觀樣貌，並配合

文化創意，讓全國民眾瞭解本市重大市政建設中藝術及空間之演變。 

(二) 發行本局宣導刊物 

為讓民眾了解本局各項工程執行情形、政策宣導事項及施政成果，預計發行

建設宣導刊物，內容除依重大工程、市政工程及小型工程分別介紹外，亦將呈現

各項工程從無到有之歷程點滴，希冀更能讓民眾感動，並留下深刻印象，以提昇

本市市政績效滿意度。 

(三) 建置本局特色網站 



為加強本局與民眾互動機制，預計規劃建置本局特色網站，除登載最新活動

訊息、施政成果、宣導政策、重大工程介紹等事項外，亦設置局長信箱供民眾表

示意見，並將針對反應事項加強改善，以提昇本局為民服務品質。 

 

十八、 從制度面全面提昇公共工程品質 

(一) 逐年提昇查核件數以及不預先通知查核比例，以增加查核頻率方式，達

提昇公共工程品質目標。 

(二) 加強辦理講習及教育訓練，提昇府內查核委員查核作業品質及強化工程

主辦人員工程品質管理本質學能，以期藉由教育訓練方式從制度面有效提昇

公共工程品質。 

 

 

十九、 積極推展節能減碳工作，實現「低碳家園、花園城市」之目標 

本市為朝向低碳家園、花園城市目標發展，並競逐成為全國低碳示範城市之

一員，本局在各項設施興建及管理上，均積極推展各項節能減碳工作，其主要減

碳重點包括： 

(一) 汰換高耗能路燈為 LED燈 

市轄路燈至少有 18萬盞，而 LED路燈比傳統路燈約能省電 50%。藉由逐年

汰換轄內鈉光燈、水銀燈路燈為 LED燈，將可大幅降低使用電量。 

(二) 提高綠地面積與植樹量 

環保公園、中央公園及公有土地綠美化之興築，未來將朝向以多年生植栽、

誘蝶誘鳥植物為主，並一併考量抗污染性、減碳性之樹種，以增加週邊環境之節

能生態效益。 

(三) 增加再生建材使用比例 

八米以下道路路面翻新採再利用之瀝青混凝土進行路面封層，另新設人行道

採符合綠建材標章之高壓混凝土磚，以提高建築廢棄物再利用量。 

(四) 提升水再利用率 

提升水資源回收中心排放水再利用量，做為植栽澆灌、道路清洗、工業冷卻

用水或生態池水源等用途，以朝向多元化利用目標努力。 

(五) 公共建築低碳化 

興建之公有建築納入太陽能光電、雨水回收利用、節能燈具與空調、增加透

水面及牆面綠化、陽台綠化、屋頂綠化等設計，以減少建物啟用後之水、電及能

源消耗。 

節能減碳是日積月累的具體實踐，希冀藉由政策引導與示範之方式，逐步建

立市民節能減碳的信念、態度和價值觀，進而調整高耗能、耗用資源習慣與消費

方式，期待本府與全民共同努力，促使本市早日達成低碳城市的發展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