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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政績 內容概述 

1. 行政院工程會(100 萬

元以上標案)已完工

3,867 件、320 億元 

工程效益已與市民的生活緊緊結合。 

2. 34 項 建 設 (59 細

項)103年底完成21項

100年底向中央提出的34項重大建設計

畫(包含 59 個細項計畫)，在 103 年底會

完工的共計 21 個細項計畫，累計達成率

35.59%。 

3. 清泉崗機場二期擴建

完工 

102 年 4 月正式啟用，102 年該機場旅客

人數已經突破 180 萬人次，較 101 年成

長 13.51%。 

4. 五都負債最低 臺中市不僅總額五都最低，平均每人負

擔債務僅 1.8 萬元，也是五都最低。 

5. 失業率五都最低 自 100 年下半年以後，失業率都是五都

最低。 

6. GDP 成長五都第一 依據 100 年各縣市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

料，臺中市 GDP 五年來(95 至 100 年)成

長 45.77%，成長率五都第一。 

7. 全球智慧城市第一名 2013 年臺中市獲得智慧社群論壇(ICF)

頒發全球智慧城市第一名(Top 1)。 

8. 國際宜居城市第一名 2013國際宜居城市大賽，草悟道獲得「自

然類金質獎」第一，增加國際知名度。

除草悟道外，其他三項計畫包括大雅

區、大西川社區、廣福社區，在進入複

賽的 80 多項計畫中更擊出「全壘打」，

參賽計畫全數獲獎。 

9. 全國首創愛心食物銀

行 

全國首創以便利商店型態經營的實體食

物銀行，建立迅速、多元及在地化的服

務，也獲得「第五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服務規劃機關類」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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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國首創托育資源中

心 

全國首創 5 個托育資源中心，提供托育

資源諮詢、嬰幼兒活動、親子活動、親

職教育、圖書教具借閱、嬰幼兒發展篩

檢。 

11. 愛上巴士 八公里免費 102 年 12 月份單月公車搭乘人數突破 1

千萬人次，102 年全年累計搭乘人次突

破 1 億人次。去年交通部統計，大眾運

輸工具的滿意度，臺中市的滿意度達

91.5%，僅以 0.32%微幅落後資源大量投

入捷運的臺北市。 

12.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 全

國第一 

本市辦理有機畜產品及 CAS 優良農產品

稽查，以維護國人食品安全，工作表現

獲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評比全國第一名。

13. 流感預防、健康減重

全國第一 

本市「流感大流行兵棋推演」獲得衛生

署高度肯定，榮獲縣市政府組「第一名」

績優單位；肥胖預防本市連續二年榮獲

破百獎之全國第 1名。 

14. 29 區愛的書庫 全國

第一 

為有效提升本市學童閱讀競爭力，在本

市 29 區成立愛的書庫，每區都至少有一

座書庫，全國第一。 

15. 「少年 PI」在臺中 該片榮獲第 85 屆奥斯卡「最佳導演

獎」、「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配樂」、「最

佳視覺效果」等四大獎項，將臺中行銷

至全世界。 

16. 草悟道、秋紅谷遠近馳

名 

草悟道 2013 年獲得聯合國環境規劃署

國際宜居城市「自然類金質獎」第一；

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是亞洲地區的首座

城市內下凹綠地公園，同時兼具景觀、

生態、展演、滯洪、排水與調節空氣品

質等功能，更獲得「2013 國家卓越建設

獎」最佳規劃設計類-公共建設類卓越獎

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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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精密機械園區招商爆

滿 

全區 93 家廠商進駐，預估投資額約 352

億元，引進就業人數約 15,250 人，年營

業額約可達 490 億元。 

18. 25億元開闢公園44座 市府承諾自100年起分年編列近25億元

以辦理用地徵收及闢建工程，預計於103

年底前興闢 44 座公園、綠地，提升大臺

中市民生活環境品質。事實上，自 100

年起，市府辦理公園綠地的用地徵收及

闢建工程總計編列 30.08 億元，興闢 49

座公園、綠地(其中 20 座已完工、27 座

預定本年底前可完工、2座明年完工)，

如加計高美濕地遊客服務中心、體驗館

及停車場等景觀設施新建工程及各公園

追加的土地款，累計興闢 50 座公園，編

列總經費更達 34.68 億元。 

19. 北屯圳整治及烏日抽

水站 

北屯圳一、二、三期花費近 4 億 6 千萬，

整治後可提升排水功能，降低區域災害

風險，保障面積約 50 公頃居民免於淹水

災害；建置抽水站，改善低窪地區淹水

之情形，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20. 清水大排及梧棲大排

解決海線地區水患 

工程完工後可提升排洪能力，除可解決

海線地區淹水情形，更可創造水岸生態

適生環境，建設兼具防洪、生態及休憩

之水岸環境空間。 

21. 高美濕地遊客服務中

心暨體驗館完成招商 

市府預計斥資 3 億 6,000 萬元，興建地

上 2 層建築物，預計於 103 年底完成招

商，配合棧道及聯外道路開闢，除做為

生態環境教育教學場所外，也將結合當

地人文與生態資源，打造成中臺灣「國

際級環境教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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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社花海節 商機無限 每年新社花海皆引起廣泛回響，以 2013

新社花海為例，為期一個月的展期，吸

引 256 萬人次到新社賞花，更帶來約近

17 億元的經濟效益。 

23. 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 委託明華園戲劇總團全新製作大戲《媽

祖》有不同於以往傳統舞臺、電影和電

視的表現，以國際級歌劇的方式演出，

二場全球首演共吸引十萬人次以上的民

眾到場觀賞，震撼全國的民眾。 

24. 大都會歌劇院年底完

工 

採用世界首創的曲牆結構工法的臺中大

都會歌劇院，營運後可望成為臺灣表演

藝術中心三大中心之一，工程預定 103

年 11 月完工。 

25. 調解成功、減少訟源

全國第一 

本市合併以來，各區調解委員會受理調

解件數 100 年有 21,223 件，成立案件

18,757 件，成立比例為 88%，核定案件

18,644 件，核定率 99.4%；101 年受理

件數有 21,954 件，成立案件 19,557 件，

成立比例為 89%，核定案件 19,462，核

定率 99.5%；102 年度受理件數 21,759，

成立案件 19,589 件，成立比例為 90%，

核定案件 19,557，核定率 99.8%，調解

成立率在五都之中排名第一，成立案件

經法院核定比例更是全國第一。 

26. 每十萬人口全般刑案

件數五都最低 

臺中市合併 3 年(100 至 102 年)之每 10

萬人口全般刑案發生數，均為五都排名

第 1 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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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N加e跨縣市便民服務 102 年 1 月 23 日起開辦「N 加 e 跨機關

便民服務」，結合稅務、地政、監理、勞

保、健保、國稅、社福、台電、自來水

及天然氣等共 11 大類服務項目、71 個

機關（單位），作業流程首創全程 e 化，

充分發揮政府單一窗口服務之效益。今

年 2 月更與金門縣政府合作，推出跨縣

市便民服務辦理戶政、地政與稅務，未

來出生登記、土地測量鑑界、申請房屋

稅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業務，皆可跨

域辦理。 

28. 建國市場遷建 建國市場遷移至原台糖專用區「市 116」

市場用地，面積約 2.23 公頃，工程經費

約 9 億 2 仟萬元，整體完工後將成為臺

中市另一個新地標，勢必能大幅帶動當

地經濟潛能。 

29. 清水區鎮政路完工 20 餘年來鎮政路僅開闢比鄰區立圖書

館、清水區公所至港區藝術中心路段，

長約 800 公尺，有鑑於民眾至圖書館或

區公所及港區藝術中心旅遊，往返皆須

繞行臺 1線（中華路），倍感不便。經內

政部營建署及本府編列費用辦理開闢

後，全線已開放通車，解決當地民眾出

入不便情形。 

30. 改善國中小學廁所 102 年共計花費 2,741 萬餘元，改善 43

所國中小學廁所，澈底解決中小學生方

便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