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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一、 輔導產業升級，厚植企業實力，營造友善投資環境(策略績效目標一) 

(一) 積極協助廠商辦理工廠登記及污水納管等各項業務，營造友善投資

環境，俾使廠商儘速順利投入生產。並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及行政院

核定之「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輔導本市未登記工廠合法

登記，以有效管理未登記工廠並促進本市產業發展。 

(二) 臺中市康健體驗發展計畫規劃 3 年期程，協助自行車與運動器材二

大地方產業拓展國內外市場，預計 107 年將完成帶動 60 家以上企業

發展家數、150 人以上穩定就業人數、100 人以上新增就業人數及促

進 6,000 萬以上民間投資金額。 

(三) 臺中市豐原區漆藝木藝雙旗艦發展計畫規劃 3 年期程，協助豐原區

漆藝木藝產業進行文化技術傳承與產業升級轉型，預計 107 年將完

成帶動 20 家以上地方企業發展、開發新產品 12 件、設置示範展售

服務空間 2 處、60 人以上穩定就業、促進營業額增加 600 萬元、促

進民間投資金額 1,000 萬元以上。 

(四) 將結合本市年度太陽餅文化節及糕餅節等兩大行銷盛事並為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宣傳，規劃推出系列行銷推廣活動，強化全臺

消費者對本市糕餅形象及買氣，打響本市「糕餅之都」名號。 

二、 推動青創，營造適合創業的友善城市(策略績效目標二) 

(一) 舉辦創業聚會，邀請成功創業家透過經驗分享互動學習，促進臺中

市創業家與企業家們彼此認識交流連結機會。 

(二) 協助本市中小企業進行產業技術、產品及服務之創新研發、協助具

有能夠創造高附加價值產品，所需的核心技術能力，投入創新研發

工作，而開發出具有特色之產品或服務。 

(三) 幫助新創事業挹注資金，減輕創業者草創初期資金需求。 

三、 推動傳統市場及商圈活化再生，行銷臺中多元特色，促進在地消費

(策略績效目標三) 

(一) 辦理及協助輔導商圈辦理特色行銷活動，除異業結合競賽或民俗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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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活動為年度主題商圈活動以外，另外也針對各商圈鮮明風格安排

各類型商業特色活動，希望吸引民眾到商圈消費，如東海藝術街商

圈辦理「東海國際藝術節」、東勢形象商圈辦理美食節活動……等，

創設主題活動，讓民眾快樂購物之餘，亦能享受遊玩臺中樂趣。 

(二) 辦理臺中市名攤名產行銷活動，以行銷臺中市傳統市場名攤名產為

主軸，藉由設計操作各項主題行銷活動以宣傳傳統市場及形塑市場

形象，有效提升本市公有零售市場營運能量，發揚傳統市場核心價

值。 

(三) 配合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理之優良市集評核計畫，提升本市市場競

爭力、經營績效及效益。 

四、 兼顧民生需求與永續發展，打造安居、宜居城市(策略績效目標四) 

(一) 為健全自來水基礎建設，將積極配合經濟部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

計畫第三期(106至 109年)計畫，與自來水公司、經濟部水利署合作，

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推動自來水建設，滿足市民生活用水需求。

另為因應氣候變遷造成水資源供應趨於不穩定，及照顧偏遠弱勢地

區因人口密度低及地形因素，爭取經費補助相對較困難之地區，本

局特編列經費，與自來水公司建立合作委託代辦及土地取得協調機

制，將經費運用於供水效益高及緊急需要之案件，協助弱勢地區居

民也有自來水可用。 

(二) 為配合中央之「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本府於 102 年即訂定「臺中

市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將本市市管

公有廳舍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自 103 年起，共計約 143 棟

市管公有建物完成標租，總計裝置容量逾 1 萬 8 千瓩，未來每年發

電量可達 200 萬度，相當於可供應 6,500 戶家庭用電。為持續推廣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本市除持續檢視本市所轄公有廳舍，如符

合屋齡 30 年以內及日照條件充足，將要求加裝太陽能光電系統，另

將積極鼓勵民間設置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擴大太陽光電設備之使用

範圍，以達到本市低碳、綠能之城市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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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7 年 
年度目標值 

一 

輔導產業升級，厚

植企業實力，營造

友 善 投 資 環 境

(24%) 

一 
本局轄管工業園

區 廠 商 進 駐 率

(5%) 
1 

統計 
數據 

工廠進駐家數 /園區坵

塊數*100% 90% 

二 
輔導未登記工廠

取得臨時工廠登

記達成率(5%) 
1 

統計 
數據 

取得臨時工廠登記家數

/通過第一階家數*100% 100% 

三 
地方特色產業輔

導完成率(7%) 
1 

統計 
數據 

實際輔導案數 /計畫輔

導案數*100% 100% 

四 
糕餅節行銷活動

達成率(7%) 
1 

統計 
數據 

實際辦理場次 /計畫辦

理場次*100% 100% 

二 
推動青創，營造適

合創業的友善城市

(15%) 

一 

協助本市中小企

業 進 行 產 業 技

術、產品及服務

之創新研發、協

助研發計畫補助

經費家數達成率
(5%) 

1 
統計

數據 
實際補助家數 /計畫補

助家數*100% 100% 

二 
申請貸款件數成

長率(5%) 1 
統計

數據 

(今年貸款案數-去年貸

款案數)/去年貸款案數
*100% 

3% 

三 
研發法人輔導業

者 家 數 成 長 率
(5%) 

1 
統計

數據 

(今年輔導家數-去年輔

導家數)/去年輔導家數
*100% 

10% 

三 

推動傳統市場及商

圈活化再生，行銷

臺中多元特色，促

進在地消費(21%) 

一 
臺中商圈辦理特

色行銷活動比例
(7%) 

1 
統計

數據 
辦理特色行銷活動商圈

數/本市商圈數*100% 50% 

二 名攤名產行銷活

動達成率(7%) 1 
統計

數據 
實際辦理場次 /計畫辦

理場次*100% 100% 

三 
傳統市場輔導完

成率(7%) 1 
統計

數據 

年度輔導公有零售市場

數 /總公有零售市場數
*1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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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7 年 
年度目標值 

四 
兼顧民生需求與永

續發展，打造安

居、宜居城市(10%) 

一 
自 來 水 普 及 率
(5%) 1 

統計

數據 
當年度本市自來水供水

人數/本市人口數*100% 96.2% 

二 
公有廳舍屋頂太

陽光電系統標租

涵蓋率(5%) 
1 

統計

數據 

完成標租公有房舍數量

/ 本市公有房舍數量
*10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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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輔導產業升級，

厚 植 企 業 實

力，營造友善投

資環境 

1. 設置產業園區，輔導

產業進駐使用 
1. 興建精密機械科技園區標準廠房 

(1) 輔導未登記工廠及中小型企業進駐標準

廠房，減輕廠商購置廠房之財務壓力，

冀逐步解決建廠用地不足問題。 
(2) 興建立體式智慧綠建築標準廠房，為地

下一層至地上六層鋼筋混凝土構造，預

計提供 39 個標準廠房單元(每個彈性單

元約 182-714 坪)及 309 輛小客車停車

位。 
(3) 預計於 107 年底完工，後續採租售並行

6 成出售、4 成出租。 
2. 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 

預計於 107 年 4 月開發計畫審議通過、107
年 7 月完成可行性規劃報告案之審查、107
年 8 月設置公告完成、107 年 12 月辦理產業

用地出售作業，開發完成後預期可容納 100
家廠商進駐。 

3. 太平產業園區 
預計 107 年初即可交地給廠商建廠，108 年

園區工程全數完工，開發完成後預期可容納

52 家廠商。 
4.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預計 107 年 6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辦理公共

設施施工，開發完成後預期可容納 30 家廠商

進駐。 

5. 大里夏田產業園區設置 
預計 107 年 3 月提送可行性規劃報告(初稿)
及開發計畫或新訂都市計畫書圖(初稿)，107
年 6 月提送二階環境影響報告書(初稿)，預計

110 年 9 月取得經濟部核准設置，開發後可

提供約 100 公頃產業用地。 

2. 輔導未登記工廠取

得臨時工廠登記 
針對已通過補辦臨時工廠登記第一階段審查廠

商，追蹤其辦理消防、環保及水保許可之進度，

並給予所需之行政協助，以輔導廠商取得臨時工

廠登記。 

3. 輔導地方特色產業 透過各式輔導培育課程、產業推廣交流展售會、

搭配媒體廣宣，協助地方特色產業升級轉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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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展地方特色產業群聚。 

二、推動青創，營造

適合創業的友

善城市 

1. 辦理創業聚會 舉辦 10 場創業聚會，邀請成功創業家透過經驗分

享互動學習，促進臺中市創業家與企業家們彼此

認識交流連結機會，並提供產業趨勢、經營模式、

產品設計、品牌建立等培訓課程，推動跨領域合

作。 

2. 臺中市青年創業貸

款 
提供創業者最高 300 萬元的資金協助，以激發青

年的創業能量，幫助實踐創業夢想。 

3. 協助本市中小企業

進行產業技術、產品

及服務之創新研發 

協助提升轄內中小企業之競爭力，提供最高 100
萬元補助款，推動臺中市中小型企業透過技術研

發提升技術層次，運用政府研發資金挹注達成創

新、轉型與升級。 

三、推動傳統市場及

商 圈 活 化 再

生，行銷臺中多

元特色，促進在

地消費 

1. 臺中市商圈特色行

銷活動 
1. 以「臺中商圈嘉年華」為主題，媒合臺中商圈

與特色產業辦理 106 年度商圈嘉年華活動，結

合店家商品優惠促銷，藉此吸引民眾至商圈消

費創造經濟產值。 
2. 因應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辦理花博特

約商店行銷活動，整合媒體行銷手法，開發潛

在客群，推動臺中城市觀光。 
3. 由商圈自主提案方式，經由審查以提供資源協

助商圈永續經營，使計劃措施能有效落實並行

銷商圈特色。 

2. 臺中商圈輔導獎勵

補助計畫 

3. 辦理臺中市名攤名

產行銷活動 
以行銷臺中市傳統市場名攤名產為主軸，藉由設

計操作各項主題行銷活動以宣傳傳統市場及形塑

市場形象，有效提升本市公有零售市場營運能

量，發揚傳統市場核心價值。 

4. 輔導及改善本市傳

統市場 
1. 輔導本市市集提升環境品質及競爭力，打造

優質市場環境，並輔導爭取參加經濟部優良

市集及樂活名攤評核，提升本市市集知名度

及競爭力。 
2. 市場空氣清新計畫：為改善傳統市場內空氣

品質，透過輔導易產生油煙之攤商設置油煙

處理設備，創造市場空氣清新。 

四、兼顧民生需求與

永續發展，打造

安居、宜居城市 

1. 辦理本市無自來水

地區埋管及用戶接

用自來水 

編列路面修復費用，於自來水工程完工後辦理路

修工程以維護用路人安全，既為爭取經濟部水利

署經費創造優勢條件，並減輕住戶申裝自來水負

擔。 

2. 辦理臺中市簡易自檢視臺中市自來水尚未到達地區供水情形，例如

山城地區或偏遠地區，研議自來水延管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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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來水設備工程 若無法以自來水供水，則以興辦或修繕簡易自來

水設施改善供水。 

3. 公有廳舍屋頂太陽

光電系統標租 
107 年度將請本府各局處再次清查所有公有廳

舍，若符合條件，儘速辦理標租。另將針對民間

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進行補助，以提升本

市太陽光電設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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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上(106)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輔導產業升級，厚植

企業實力，營造友善

投資環境(24%) 

本局轄管工業園區

廠商進駐率(5%) 
85% 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統計，精密一

期進駐 97%(2 家未完成進駐)，精密

二期進駐率 43%(25 家未完成進駐)、
豐洲園區進駐率 94%(4 家未完成進

駐)，總計進駐率 85%。 

輔導未登記工廠取

得臨時工廠登記達

成率(5%) 

85% 截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本市通過補

辦臨時工廠登記第一階段審查計

2,145 家廠商，其中已取得臨時工廠

登記計 1,680 家廠商，達成率 78.32%。 

地方特色產業輔導

完成率(7%) 
100% 106 年地方特色產業輔導共申請 2

件，目前 2案刻正進行地方特色產業

輔導中。 

糕餅節行銷活動達

成率(7%) 
100% 2017臺中糕餅節行銷活動業於106年

4月 9日辦理 2017臺中糕餅節大甲場

展售會；106年 6月 4日辦理 2017臺

中糕餅節豐原場展售會，共 2 場。

(2/3*100%=66.66%) 

二 推動青創，營造適合

創 業 的 友 善 城 市

(15%) 

協助本市中小企業

進行產業技術、產

品及服務之創新研

發、協助研發計畫

補助經費家數達成

率(5%) 

100% 106年度地方型 SBIR 計畫，共申請收

件 128件，刻正進行技術審查委員會。 

申請貸款件數成長

率(5%) 
3% 106 年度臺中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

貸款共協助 13家業者取得資金。 

研發法人輔導業者

家數成長率(5%) 
10% 研發法人於 106年共關懷輔導臺中市

中小企業申請中央研發補助計 30

家，並輔導 5家臺中市中小企業申請

登錄創櫃板，共計輔導 35件。 

三 推動傳統市場及商

圈活化再生，行銷臺

中多元特色，促進在

地消費(21%) 

臺中商圈辦理特色

行銷活動比例(7%) 
50% 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已有 6 個

商圈辦理特色行銷活動，臺中商圈數

為 23，臺中商圈辦理特色行銷活動比

例(辦理特色行銷活動商圈數/本市商

圈數)*100%： 
(6/23)*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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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名攤名產行銷活動

達成率(7%) 
100% 106年6月11日配合菲律賓國慶日(每

年的 6 月 12 日)舉辦「臺中食尚‧好

樂市場─花開食讚‧面面俱到」行銷

活動。本次活動為歡慶菲律賓國慶

日，以菲律賓當地的知名節慶「面具

節」為主軸，並結合臺中花博意象，

邀請民眾現場彩繪面具，並手持面具

進行走秀，再由專業評審選出前三

名。除此之外，現場亦邀請民眾一起

上台跳尼克林舞蹈（竹竿舞），參加

民眾可以獲得活動紀念品。還有菲律

賓特色美食免費品嚐，像是芒果乾等

特色美味點心。另外，為推廣本市第

一公有零售市場，民眾只要至東協廣

場 1~3 樓配合活動攤商消費 100 元，

即可獲得摸彩券 1 張，預計於年底最

後活動場次抽出各獎項，獎項包括：

電動機車 3 台、平板電腦 2 台、

PS4+VR 1 組及保溫瓶 100 組。 

傳統市場輔導完成

率(7%) 
10% 本年度投入輔導市場計有大肚市

場、新建國市場、福安市場、太平市

場、后里第三市場、第五市場、豐原

市場、烏日市場等 8 處，目前皆在執

行中，預計年底均可完成。 

四 兼顧民生需求與永

續發展，打造安居、

宜居城市 

自來水普及率(5%) 96% 105年底自來水普及率為 95.63%，106
年上半年自來水普及率正由自來水

公司統計中。本局於 105 年 12 月爭

取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建設經費 1 億

2,148 萬元，106 年 4 月份再獲核定

6,380 萬。評估 106 年底可達預定目

標值 96%。 

公有廳舍屋頂太陽

光電系統標租涵蓋

率(5%) 

30% 106 年度上半年共計 5 棟公有房舍完

成標租，設置量為 1159.1 瓩，103 年

至 106 年上半年總計有 143 棟公有房

舍完成標租，總設置量為 18,653.18
瓩。本市公有房舍數量約有 392 棟。 
公有廳舍屋頂太陽光電系統標租涵

蓋率=143/392x 100%=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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