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9 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因應全球化浪潮及當前政經情勢，全球各主要經濟區域正進行著都市區域
的整合工作，受此影響，產業正面臨結構性的轉變與挑戰。面對國內外經濟情
勢的變動，未來如何引導各級產業因應，發展創新產業與創造就業機會，是本
市施政的重要課題。
臺中市地處臺灣西部交通樞紐，兼具海空優勢，擁有完整三級產業結構及
產業聚落，卻缺乏完善國際行銷管道，透過前店、後廠、自由港的「臺中富市
3」經濟策略，結合創新創意加值，積極發展臺中會展產業並豐富城市產業
鏈，扶植在地企業，搭配臺中優良產業根基，打造產業聚落，強化技術能力滿
輔導各式產業轉型與升級，並結合臺中獨有的海港、空港、高鐵三大優勢，讓
大臺中形成一個自由港門戶，透過法制調整鬆綁體制，帶動臺中往「美好臺
中、富強城市」目標前進。
在中程施政計畫基礎下，配合市長政見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
變化及本市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9 年度施政計畫。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前店、後廠、自由港，打造臺中富市 3
(一)以「前店、後廠、自由港」三大經濟政策，打造臺中成為富強城市，「前
店」是積極發展臺中會展產業，利用會展產業來推動「前店後廠」的經濟
模式，扶植在地企業並擴大招商引資，爭取外國訂單，讓臺中產品銷出
去。臺中大肚山脈下為我國傳統精密機械黃金縱谷，具有優良「後廠」根
基，未來將透過法制調整鬆綁體制，以整體大臺中門戶概念結合臺中國際
機場、臺中港及臺中高鐵站三大優勢，使臺中成為與全世界企業對接的國
際門戶，吸引優質廠商持續進駐。
(二)協助本市中小企業逐步導入工業 4.0，市府規劃辦理相關智慧機械發展計
畫，帶動後廠產業轉型和升級：
1、推動本市智慧機械產業升級計畫：補助本市機械及航太產業研發升級。
2、臺中市推動智能製造產業人才培育計畫：透過系統性課程授課方式，逐
步使企業經營者或企業二代提升基礎數位化及智能化知識，對未來帶領
企業朝工業 4.0 有清楚的方向。
3、臺中市機械產業智能升級計畫：透過企業診斷、媒合輔導、跨界交流及
國際媒合促使中小企業逐步朝工業 4.0 推動。
(三)為協助青年創新創業，本局舉辦各式交流媒合行銷，建置創業百強業師
團、亮點種子團隊孵化與創新作品競賽等，協助青創產品架接產業終端及
市場；同時攜手中央爭取補助，辦理「臺中市地方型產業創新研發補助計
畫(SBIR)」及技術指導申請相關中央計畫資源，鼓勵研發創新及技術提升
創造更高附加價值。109 年 1 月 1 日將成立青年事務股，落實青秀政策建立
一站式創新創業資源平臺，未來以成立青年事務專責局為方向，使青年各
項政策及議題，更有整體性、系統性，並提供青年有更好、更完善的服務
平臺。
二、產業園區開發
5-1

(一)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並配合中央產業政策，積極辦理太平產業園區、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大里夏田產業園區設置
案及擴大神岡都市計畫產業園區等 5 園區開發案，合計開發面積約 442.87
公頃。
(二)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產業型)規劃案及新訂烏日(溪南)產業型特定區計
畫規劃案，依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令等規定程序辦理，合計開發面積約
89.51 公頃，完成後提供本市產業進駐使用。
三、商圈輔導行銷
(一)輔導在地商圈
1、商圈輔導計畫：透過商圈評鑑、觀摩、街道創意表演、教育訓練、資源
調查規劃及輔導陪伴、社群媒體行銷及協助商圈行銷等相關輔導項目推
動，塑造商圈獨有特色，行銷商圈知名度，促使商圈自主提升商圈競爭
力，以帶動商圈發展，深植商圈品牌形象。
2、商圈輔導獎勵補助計畫：針對商圈提案計畫受理補助審查，對優秀提案
商圈酌予補助(各商圈每一次申請經費額度及每一年累積補助金額不得超
過 50 萬元)，以提高商圈自主性的營運方針，促進商圈激勵自我，建全
商圈組織運作。
(二)延續 108 年臺中購物節，建立臺中市指標型購物節活動傳統，並帶動臺中
產業發展，以「臺中購物節-全城折扣」為主題，媒合臺中商圈、名店、百
貨業者、賣場、美食餐廳、連鎖店、旅宿業、遊樂園、觀光景點……等臺
中業者與企業、資訊平臺業者、行動支付、智慧服務平臺或重大活動等相
關資源，結合店家優惠促銷，並創造消費議題，藉此吸引民眾至臺中消費
創造經濟產值，整合媒體行銷手法，開發潛在客群，推動臺中城市觀光。
四、推動傳統市場再生，促進公有市場現代化
(一)傳統市場暨名攤名產行銷活動
109 年度計畫以行銷傳統市場名攤名產、重塑傳統市場現代形象、發掘
傳統市場觀光潛力為目標，以市場特色、名攤名產為主要商品、以社區居
民、市民大眾為行銷對象，以在地的好鄰居、購物好去處為傳統市場品牌
定位，透過結合市府、自治會、攤商及社區參與的多元主題性市場行銷活
動及媒體行銷作為，活化市場、提升在地價值，讓更多民眾知悉傳統市場
新風貌，提升消費與認同。
(二)公有市場耐震能力補強計畫
109 年度計畫完成本市合作公有零售市場 A 棟、篤行公有零售市場 D
棟、小康公有零售市場、后里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A 棟及梧棲第二公有零售
市場之耐震能力補強工程，以提升攤商及消費者之生命財產安全。
五、推廣再生能源，完備自來水基礎建設
(一)109 年增加補助民眾設置太陽光電經費，以促進民眾參與。
(二)持續推動「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計畫」，提供機關、學校、服務業、住
宅汰換耗能相關產品，達到節電成效。
(三)109 年度編列無自來水地區延管預算 3,000 萬元及路面修復費用 6,000 萬
元，持續爭取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挹注辦理自來水延管，以擴大供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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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動本市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並將延管後路面恢復平整，保
障用路人安全。另已提送臺中市 109 年度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計畫經
費新臺幣 1,800 萬元，全力向經濟部水利署爭取經費。
(四)109 年編列預算新臺幣 800 萬元辦理簡易自來水修繕工程，並持續爭取經濟
部水利署前瞻基礎建設-簡水計畫。109 度編列預算補助和平區公所新臺幣
200 萬元以因應簡易自來水緊急搶修工程。
參、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前 店 、 後 廠 、 興建水湳國際會 一、打造臺中市發展成為國際會展城市，於水湳經貿園區興建國
自 由 港 ， 打 造 展中心
際級水湳國際會展中心，透過舉辦國際會議及展覽，並配合
臺中富市 3
水湳經貿園區智慧功能服務，強化中臺灣產業資訊與國際交
流的重要推廣平臺，讓前店、後場的展銷模式發揮最大效
益，帶動會展經濟。
二、水湳國際會展中心係由本府出資 58 億興建的水湳國際會展
中心東側展館，及向中央爭取 42 億興建的水湳國際會展中
心西側展館，合計投入共 100 億元，而東、西展館攤位數共
計可達 4,460 攤。
推動會展產業發 促進中臺灣會展業者異業合作之機會，活絡臺中會展產業商機，
展計畫
並規劃執行各式臺中會展形象廣宣活動，帶領本市優質廠商參加
海外展覽，拓展海外國際市場。
臺中市招商服務 強化招商單一服務窗口運作，拜訪潛在投資人以創造商機，舉辦
計畫
重要招商案件說明會或活動，維運投資臺中網站以提供投資人即
時招商訊息，促進招商引資完善投資環境。
臺中市產業平臺 定期分析臺中市產業結構及供應鏈缺口、建構各產業鏈平臺以促
建置暨維運計畫 進產業間合作交流、並研議各項提升產業競爭力政策，以提升各
產業內及產業間互動及合作。
臺中市中小型製 由產學研專家團隊為本市中小企業以精實化手法進行企業診斷輔
造業精實導入輔 導、培育精實管理人才，並引介中央或地方研發補助資源、協助
導計畫
業者與國內外業者交流提升技術，為朝工業 4.0 邁進奠定基礎。
臺中市青創夢想 一、臺中市青年創新創業行銷輔導計畫：規劃演講座談、商業媒
家計畫
合，以青年創業、科技新知等議題，發酵行銷新創團隊。
二、臺中市青年創新創業資源平臺整合計畫：盤點本府及中央青
年創業資源，依青年創業需求，提供一站式業師輔導/課
程、補助案諮詢服務。
三、臺中市青年創新創業媒合輔導計畫：經由全臺徵案篩選潛力
青、新創團隊/公司，鏈結「創業資源平臺」能量，對團隊
導入全方位的資源導入，以達成團隊實質成長為目標，營造
臺中新創生態圈。
成立青年事務專 一、109 年 1 月 1 日成立青年事務股。
責單位
二、未來將以成立青年事務科、局為方向，將分散式的青年政策
或計畫，集中於專責局辦理，使青年各項政策及議題，更有
整體性、系統性，並提供青年有更好、更完善的服務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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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產業園區開發 太平產業園區 109 年完成公共設施移交接管及開發成本結算作業。
潭子聚興產業園 109 年辦理產業用地交地及產權移轉。
區
豐洲科技工業園 一、完成土地取得作業。
區二期
二、辦理產業用地預登記作業。
大里夏田產業園 一、環境影響報告書(二階)核定。
區申請設置案 二、都市計畫書圖審定。
擴大神岡都市計 一、109 上半年完成初步規劃報告。
畫產業園區委託 二、用水、用電及排水計畫書審查。
申請設置案
新訂大里塗城都 一、期末報告核定。
市計畫(產業型) 二、用水計畫書、出流管制規劃書、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書審
規劃案
議。
新訂烏日(溪南) 一、期末報告核定。
產業型特定區計 二、用水計畫書、出流管制規劃書、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書審
畫規劃案
議。
商圈輔導行銷 商圈輔導獎勵補 針對商圈提案計畫受理補助審查，對優秀提案商圈酌予補助，以
助計畫
提高商圈自主性的營運方針，促進商圈激勵自我，建全商圈組織
運作。
臺中購物節活動 建立臺中市指標型購物節活動並帶動臺中產業發展，吸引民眾至
臺中消費創造經濟產值。
推 動 傳 統 市 場 傳統市場暨名攤 一、擇定或串連市場舉辦傳統市場行銷活動，透過多元活動類型
再 生 ， 促 進 公 名產行銷活動
設計吸引不同年齡、不同身份民眾走進市場，創造消費客群
有市場現代化
並提升市場經營效益。
二、透過多元媒體、廣宣作為，宣傳各項活動資訊、行銷特色傳
統市集及攤商，促進行銷活動曝光，提升傳統市場正面形
象。
三、過程著重夥伴關係建立，重視市場自治會及攤商參與，創造
公私協力環境，並連結市場及社區網絡，創造互惠多贏，營
造在地市場友善形象。
公有市場耐震能 針對尚未辦理耐震能力補強之市場，逐年編列預算辦理後續耐震
力詳細評估作業 能力補強工程相關作業，以維護攤商及消費者之生命財產安全。
推 廣 再 生 能 源 推動補助民眾設 研議 109 年補助對象及類別，鼓勵民眾參與，設置太陽光電。
完 備 自 來 水 基 置太陽光電計畫
礎建設
推動住宅家電補 1.住商節電補助：賡續辦理補助無風管冷氣、老舊辦公室照明、
助計畫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之汰換，以及能源管理系統建置之外，
將擴大補助機關、學校、服務業冰水主機、接風管冷氣機、
T5、筒燈、嵌燈、大型招牌燈以及服務業電冰箱等汰換補助
項目，總計補助經費逾 1 億 4 千萬元。
2.住宅家電補助：已爭取 8 千萬元經費，持續補助民眾汰換老舊
電冰箱、冷氣機，並規劃更便民之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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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理無自來水延 109 年度編列自來水地延管路面修復費用 6,000 萬元，以持續爭
管路面修復計畫 取水利署補助自來水延管經費，以擴大供水範圍，並將道路恢復
平整以保障用路人安全。
推動用戶外線補 本局 108 年度配合水利署「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計
助計畫
畫經費 2,200 萬元，刻正執行中，預計受惠戶數 1,400 戶以上。
109 年度已提報需求計畫計新臺幣 1,800 萬元，向經濟部水利署
爭取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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