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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運動局執行前瞻基礎建設進度專案報告 

一、 107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18 件，執行完成 11 件，執

行中 6 件，待執行 1 件，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第 8 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

應依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原則上按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財力分級表，本市財力分級為第二級，由教育部體育署補

助本府總經費 60%，由本府自籌 40%，惟仍依各案性質予以適

度調整。107 年度總計核定金額新臺幣 10 億 7,680 萬 5,541

元（中央核定共計新臺幣 6 億 3,228 萬元;本府自籌款共計新

臺幣 4 億 4,452 萬 5,541 元；中央補助比例為 59%），各案辦

理情形臚列如下： 

(一) 臺中市大雅體育園區第二期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大雅體育園區第二期工程。 

(3) 核准日期及文號:107 年 5 月 1 日臺教體署設(一)字第

1070015044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500 萬元、本府自籌款

新臺幣 2,500 萬元、總計新臺幣 5,000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50%。 

2. 辦理情形： 

(1) 本案業於 108 年 4 月 18 日上網公告，於 108 年 5 月 27

日決標，於 108 年 6 月 18 日開工，108 年 7 月 4 日辦理

開工動土典禮；因應地方民意需求辦理變更設計作業。 

(2) 本案之變更設計計畫已於 108 年 9 月 6 日送體育署核

備；體育署於 108 年 9 月 19 日函復原核定設置原住民

傳統射箭場，係為保障原住民族平等運動權利並推廣傳

統原住民族體育活動，若經考量無此需求刪除是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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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原核定該工項補助經費將予以扣減；本局目前刻正辦

理重新修正對照表之增減項目，俟修正且核定後再續行

函報體育署同意變更。 

(二) 臺中市國際壘球運動園區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國際壘球運動園區。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107 年 8 月 14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28991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 億 2,000 萬元、本府自

籌款新臺幣 8,000 萬元、總計新臺幣 2 億元。 

(5) 中央補助比例:60%。 

2. 辦理情形： 

(1) 本案已完成土地撥用、水土保持計畫、興辦事業計畫書

等作業，於 108 年 7 月 8 日上網公告，已於 108 年 8 月

7 日開標，108 年 8 月 28 日公告決標。 

(2) 預計 108 年 9 月底前建築師提送基本設計書圖報建設局

審辦，經審查後續送體育署轉公共工程委員會審定。 

(三) 臺中市太平區槌球場第二期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太平區槌球場第二期工程。 

(3) 核准日期及文號:107 年 4 月 25 日臺教體署設(一)字第

1070011313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8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20 萬元、總計新臺幣 300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60%。 

2. 辦理情形：本案已於 108 年 4 月 25 日竣工，108 年 4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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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竣工確認，108 年 5 月 8 日完成驗收作業，於 108 年 9

月 11 日向體育署完成核結作業。 

(四) 臺中市太平區河堤網球場地坪及夜間照明改善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太平區河堤網球場地坪及夜

間照明改善計畫。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7 年 5 月 10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15118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75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265 萬元、總計新臺幣 440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40%。 

2. 辦理情形： 

(1) 本案於 108 年 1 月 18 日開工，於 108 年 4 月 9 日竣工，

108 年 4 月 25 日完成工程驗收，108 年 7 月 5 日簽奉核

可同意撥付工程尾款，並完成勞務驗收作業。 

(2) 本案刻正撥付勞務尾款，並預計 108 年 10 月底前向體育

署完成核結作業。 

(五) 臺中市沙鹿區網球場地坪及夜間照明改善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沙鹿區網球場地坪及夜間照

明改善計畫。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7 年 4月 25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11313A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5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01 萬元、總計新臺幣 251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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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情形：本案於 108 年 1 月 12 日開工，108 年 3 月 8 日

竣工，108 年 3 月 25 日完成工程驗收，108 年 4 月 10 日撥

付工程尾款，108 年 6 月 20 日完成勞務驗收，已於 8 月 14

日函文至體育署辦理核結作業。 

(六) 臺中市南區健康公園溜冰場照明設備新設及汰換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南區健康公園溜冰場照明設

備新設及汰換。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7 年 5月 16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17254A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48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238 萬 4,000 元、總計新臺幣 286 萬 4,000 元。 

(5) 中央補助比例:17%。 

2. 辦理情形：本案工程已於 108 年 5 月 3 日竣工，於 108 年

5 月 30 日完成工程驗收，預計 108 年 9 月 30 日啟動勞務

驗收，並預計 108 年 10 月底前向體育署完成核結作業。 

(七) 臺中市烏日區網球場地坪及夜間照明改善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烏日區網球場地坪及夜間照

明改善計畫。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107 年 5 月 16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17254B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92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62 萬元、總計新臺幣 154 萬元。 

(5) 補助比例:60%。 

2. 辦理情形：本案已於 108 年 6 月 1 日竣工，108 年 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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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辦理竣工確認，108 年 8 月 1 日辦理工程驗收作業，目

前刻正辦理勞務驗收作業，並預計 108 年 11 月中旬前向體

育署完成核結作業。 

(八) 臺中市梧棲區運動場跑道整修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梧棲區運動場跑道整修計畫。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7 年 4月 25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11313B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66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183 萬元、總計新臺幣 1,843 萬元。 

(5) 補助比例:36%。 

2. 辦理情形：本案於 108 年 2 月 15 日開工，於 108 年 4 月

25 日竣工，於 108 年 5 月 13 日辦理工程驗收完竣，108 年

6 月 27 日簽奉鈞長核可撥付工程尾款，108 年 7 月 30 日完

成勞務驗收作業，已於 108 年 9 月 23 日向體育署辦理核結

作業。 

(九) 臺中市清水區運動公園網球場地坪改善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清水區運動公園網球場地坪

改善工程。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7 年 5月 10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15118A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93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29 萬元、總計新臺幣 322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60%。 

2.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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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工程於 108 年 2 月 14 日申報開工，惟迄今已逾預定完

工日 100 日曆天以上，且依已核定之施工計畫書預定進

度表及設計監造單位數次來文通知本局現場進度嚴重落

後，並分別於 108 年 4 月 2 日、同年 5 月 2 日及同年 5

月 21 日召開趕工會議。另本局於施工期間經設計監造單

位多次至現場巡查及親自至現場督導結果，分別於 4 月

9 日、4 月 24 日、6 月 5 日函請施工單位限期改善進度

嚴重落後及現場缺失改善等事宜，惟經監造單位於 8 月

9 日來函說明尚有部分缺失未改善完全，且皆未見施工

單位有積極之作為。 

(2) 本局於 108 年 8 月 26 日召開本案工程契約終止或續行

會議，並於 108 年 9 月 23 日通知施工廠商本案契約終

止，後續將重新辦理工程上網招標。 

(十) 臺中市太平體育場看台空間及盥洗室改善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太平體育場看台空間及盥洗

室改善計畫。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7 年 4月 25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11313C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77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146 萬元、總計新臺幣 223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35%。 

2. 辦理情形：本案於 108 年 1 月 8 日開工，108 年 5 月 3 日

工程竣工，108 年 5 月 22 日辦理工程驗收，108 年 9 月 10

日完成勞務驗收，並預計 108 年 10 月底前向體育署完成核

結作業。 

(十一) 霧峰綜合運動場無障礙坡道設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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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霧峰綜合運動場無障礙坡道設施計

畫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7 年 5月 16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17254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83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57 萬元、總計新臺幣 140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60%。 

2. 辦理情形：本案於 107 年 5 月 23 日開工，107 年 8 月 17

日工程竣工，107 年 8 月 31 日完成工程驗收，107 年 9 月

21 日完成勞務驗收，並於 107 年 10 月 8 日向體育署完成

核結作業。 

(十二) 大里區草湖溪健民及美群段高灘地興設簡易棒球場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大里區草湖溪健民及美群段高灘地

興設簡易棒球場計畫。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7 年 5月 10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15118D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4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60 萬元、總計新臺幣 400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60% 

2. 辦理情形：本案於 107 年 12 月 7 日決標，於 108 年 1 月 4

日開工，108 年 5 月 20 日竣工，108 年 5 月 29 日竣工確

認，108 年 6 月 20 日工程驗收完竣，108 年 9 月 6 日完成

勞務驗收，並預計 108 年 10 月底前向體育署完成核結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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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臺中市清水區三民路橋下籃球場整建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清水區三民路橋下籃球場整

建工程。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7 年 4月 25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11313D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402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318 萬元、總計新臺幣 720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56%。 

2. 辦理情形：本案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開工，108 年 3 月 15

日工程竣工，108 年 4 月 15 日完成工程驗收，108 年 6 月

19 日完成勞務驗收，並於 108 年 7 月 15 日向體育署完成

核結作業。 

(十四) 臺中市清水區國道 4 號高架橋下休閒運動場地新建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清水區國道 4 號高架橋下休

閒運動場地新建工程。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7 年 4月 25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11313E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348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266 萬元、總計新臺幣 614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57%。 

2. 辦理情形：本案於 107 年 10 月 22 日開工，108 年 12 月 20

日工程竣工，108 年 1 月 8 日辦理工程驗收，108 年 3 月

11 日完成勞務驗收，並 108 年 5 月 8 日向體育署完成核結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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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臺中市足球運動休閒園區興建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足球運動休閒園區興建工程。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7 年 6月 13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20292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4 億 4,940 萬元、本府自

籌款新臺幣 3億 125 萬 4,000 元、總計新臺幣 7億 5,065

萬 4,000 元。 

(5) 中央補助比例:60%。 

2. 辦理情形：教育部於 109 年 7 月 23 日函文至本府，將逕行

註銷本案補助，並按「教育部體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興（整）建運動設施作業要點」第 11 點規定，得暫停

受理本府 109 年度運動設施興整建申請計畫。本府於 108

年 8 月 8 日函復教育部，以原案爭取補助。教育部體育署

於 108 年 8 月 15 日函復本案如有異地興建需求，仍請於確

認用地權屬無虞下，俟該署開放受理申請案件時再行提案，

並分別以府授運設字第 1080189252 號及府授運設字第

1080227869 號持續向中央積極爭取補助。 

(十六) 臺中市大甲區室外槌球場地新建工程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大甲區室外槌球場地新建工

程計畫。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107 年 12 月 7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42565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2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86 萬 4,000 元、總計新臺幣 206 萬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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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央補助比例:58%。 

2. 辦理情形：本案於 108 年 3 月 20 日辦理開標及評選，

108 年 3 月 28 日決標，108 年 4 月 10 日簽約，於 108 年 5

月 28 日核定預算書圖，108 年 6 月 5 日第一次上網招標，

於 108 年 6 月 19 流標(減價未低於底價)，於 108 年 7 月 2

日決標，於 108 年 7 月 19 日開工，108 年 9 月 26 日工程

竣工，預計 108 年 10 月中旬前竣工確認。 

(十七) 吉峰運動場設置多功能運動草皮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吉峰運動場設置多功能運動草皮工

程。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7 年 11 月 5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70038529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5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360 萬元、總計新臺幣 610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41%。 

2. 辦理情形： 

(1) 本案於 108 年 4 月 9 日委設決標；108 年 5 月 17 日核定

預算書圖，於 108 年 6 月 18 日工程上網，108 年 6 月 28

日開標，並於 108 年 7 月 4 日決標，108 年 7 月 25 日開

工。 

(2) 截至 108 年 09 月 26 日止，目前工程預定進度 32.88%，

實際進度 35.32%，預計 108 年 10 月 23 日工程竣工。 

(十八) 改善臺中市豐原區軟埤仔溪水域運動環境運動設施興建

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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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營造休閒運動環境。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107年 11月 13日臺教體署設(三)

字第 1070039785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66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445 萬 3,541 元、總計新臺幣 1仟 105 萬 3,541 元。 

(5) 中央補助比例:60%。 

2. 辦理情形： 

(1) 108 年 5 月 27 日辦理現場會勘。 

(2) 108 年 9 月 12 日採購簽呈奉准。 

(3) 108 年 9 月 19 日上網公告。 

(4) 預計開標日期:108 年 10 月 21 日。 

二、 108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3 件，均執行中，依據中央對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8 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應依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

原則上按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本市財力分級

為第二級，由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府總經費 60%，由本府自籌

40%，惟仍依各案性質予以適度調整。108 年度總計核定金額新

臺幣 8,440 萬元（中央核定共計新臺幣 4,968 萬元;本府自籌

款共計新臺幣 3,472 萬元；中央補助比例為 59%），辦理情形

臚列如下： 

(一) 臺中市大里區大仁段 542 地號足球場興建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大里區大仁段 542 地號足球

場興建工程。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8 年 4 月 1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80009823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66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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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 440 萬元、總計新臺幣 1,100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60%。 

2. 辦理情形：本案委託規劃設計已於 108 年 9 月 11 日公告決

標，目前刻正辦理簽約用印事宜，預計 109 年中旬前工程

竣工。 

(二) 臺中市自由車場賽道照明工程整修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臺中市自由車場賽道照明工程整修

計畫。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 108 年 5 月 8 日臺教體署設(一)

字第 1080013775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308 萬元、本府自籌款

新臺幣 1,032 萬元、總計新臺幣 2,340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56%。 

2. 辦理情形：本案刻正擬具勞務上網發包等相關文件。 

(三) 改善臺中市南區康橋水域運動環境設施興建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改善臺中市南區康橋水域運動環境

設施興建計畫。 

(3) 中央核准日期及文號:108 年 6 月 25 日臺教體署設(二)

字第 1080021894 號函。 

(4)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3,000 萬元、本府自籌款

新臺幣 2,000 萬元、總計新臺幣 5,000 萬元。 

(5) 中央補助比例:60%。 

2. 辦理情形：本案已於 108 年 9 月 18 日上網公告，預計 108

年 10 月 1 日開標；另本案刻正依預算墊付程序辦理並業已

提送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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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局執行前瞻基礎建設進度專案報告 

一、 107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23 件，執行完成 16 件，辦理

情形臚列如下： 

(一) 臺中市身心障礙綜合福利服務中心整備修繕工程(佈建長

照)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

點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58 萬 6,000 元、本府自

籌款新臺幣 39 萬 6,500 元、總計新臺幣 198 萬 2,500

元。 

2. 辦理情形： 

(1) 工程已於 108 年 9 月竣工結算。 

(2) 本案甄選由「財團法人大心福利服務共創協會」申請設

立長照據點，並已於 108 年 9 月 5 日成立「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設置 C 級巷弄長照站。 

(二) 臺中市 107 年度海線社區照顧服務中心修繕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

點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432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333 萬元、總計新臺幣 765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7 月竣工，結算作業中。 

(三) 大甲區孟春社區暨聯合服務中心增建工程(107-109 年)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14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

點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564 萬 3,000 元、本府

自籌款新臺幣 854 萬 4,300 元、總計新臺幣 2,418 萬

7,300 元。 

2. 辦理情形： 

(1) 本案由大甲區公所執行。 

(2) 已完成多目標審查、都市審議，目前依都市審議意見修

正圖說申請建照中，預計 108 年 10 月工程招標。 

(四) 大甲區日南社區暨長照服務活動中心新建案(107-108 年)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

點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000 萬元、本府自籌款

新臺幣 788 萬 2,600 元、總計新臺幣 2,788 萬 2,600元。 

2. 辦理情形： 

(1) 本案由大甲區公所執行。 

(2) 已於 108 年 3 月開工，目前施工中。 

(五) 大里區竹仔坑社區活動中心修繕案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

點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4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60 萬元、總計新臺幣 300 萬元。 

2. 辦理情形： 

(1) 本案由大里區公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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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結案，長照服務導入中。 

(六) 沙鹿區斗抵社區活動中心修繕案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

點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4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60 萬元、總計新臺幣 300 萬元。 

2. 辦理情形： 

(1) 本案由沙鹿區公所執行。 

(2) 已結案，長照服務導入中。 

(七) 沙鹿區犁分社區活動中心新建案（107-108 年）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

點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991 萬 8,000 元、本府自

籌款新臺幣 481萬 6,070 元、總計新臺幣 1,473萬 4,070

元。 

2. 辦理情形： 

(1) 本案由沙鹿區公所執行。 

(2) 變更設計中，預計 108 年 10 月 31 日開工。 

(八) 和平區雙崎社區活動中心修繕案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

點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321 萬 2,000 元、本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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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新臺幣 80萬 4,000元、總計新臺幣 401 萬 6000元。 

2. 辦理情形： 

(1) 本案由和平區公所執行。 

(2) 已於 108 年 5 月開工，目前施工中。 

(九) 東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修繕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85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30 萬元、總計新臺幣 315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3 月竣工並完成結算。 

(十) 大里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修繕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85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50 萬元、總計新臺幣 235 萬元。 

2. 辦理情形：本案已於 108 年 7 月開工，目前施工中。 

(十一) 北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修繕及充實設施設備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05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30 萬元、總計新臺幣 135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8 月結案。 



17 
 

(十二) 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修繕及充實設施設備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5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5 萬元、總計新臺幣 20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4 月結案。 

(十三) 南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修繕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45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15 萬元、總計新臺幣 60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8 月結案。 

(十四) 大甲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修繕及充實設施設備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0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342 萬元、總計新臺幣 442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7 月竣工，結算作業中。 

(十五) 東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電腦軟硬體採購）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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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5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5 萬 5,937 元、總計新臺幣 20 萬 5,937 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5 月驗收結算。 

(十六) 大里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電腦軟硬體採購）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5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5 萬 5,937 元、總計新臺幣 20 萬 5,937 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5 月驗收結算。 

(十七) 南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電腦軟硬體採購）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54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19 萬 8,323 元、總計新臺幣 73 萬 8,323 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5 月驗收結算。 

(十八) 大甲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電腦軟硬體採購）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54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19 萬 8,323 元、總計新臺幣 73 萬 8,323 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5 月驗收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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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東勢婦女館修繕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50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25 萬元、總計新臺幣 625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6 月結案。 

(二十) 東區社區公共托育家園（107-108 年）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315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75 萬元、總計新臺幣 490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竣工結算，並於 108 年 6 月 10 日家園開辦。 

(二十一) 北區社區公共托育家園（107-108 年）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315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75 萬元、總計新臺幣 490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竣工結算，並於 108 年 7 月 26 日家園開辦。 

(二十二) 梧棲社區公共托育家園（107-108 年）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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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4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46 萬元、總計新臺幣 386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竣工結算，並於 108 年 8 月 16 日家園開辦。 

(二十三) 石岡托育資源中心整修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5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69 萬元、總計新臺幣 319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7 月竣工，結算作業中。 

 

二、 108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19 件，執行完成 2 件，辦理

情形臚列如下： 

(一) 臺中市 108 年度海線社區照顧服務中心修繕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

點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964 萬 8,000 元、本府自

籌款新臺幣 241 萬 2,000 元、總計新臺幣 1,206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8 月委設決標，目前辦理規劃設計

作業，預計 108 年 11 月工程招標。 

(二)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興建多功能大樓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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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8,100 萬元、本府自籌款

新臺幣 3 億 7,910 萬 5,000 元、總計新臺幣 4 億 6,010

萬 5,000 元。 

2. 辦理情形： 

(1) 本案委託建設局代辦。 

(2) 本案已完成工程規劃報告及基本設計，並於 7 月 26 日及

8 月 26 日自辦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目前積極修正都審

報告書，俟修正完成接續辦理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備查作業，預計 109 年 3 月工程決標。 

(三) 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充實設施設備）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8 萬 8,000 元、本府自籌

款新臺幣 7 萬 2,000 元、總計新臺幣 36 萬元。 

2. 辦理情形：108 年 7 月 3 日議會同意辦理先行墊付，目前

積極辦理標案採購中。 

(四) 大雅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充實設施設備）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43 萬 2,000 元、本府自籌

款新臺幣 10 萬 8,000 元、總計新臺幣 54 萬元。 

2. 辦理情形：108 年 7 月 3 日議會同意辦理先行墊付，目前

積極辦理標案採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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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西屯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充實設施設備）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43 萬 2,000 元、本府自籌

款新臺幣 10 萬 8,000 元、總計新臺幣 54 萬元。 

2. 辦理情形：108 年 7 月 3 日議會同意辦理先行墊付，目前

積極辦理標案採購中。 

(六) 北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外展車）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8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20 萬元、總計新臺幣 100 萬元 

2. 辦理情形：本案於 108 年 8 月 6 日獲得中央核定補助，目

前辦理相關採購作業。 

(七) 東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無障礙整修工程及外展車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8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70 萬元、總計新臺幣 350 萬元 

2. 辦理情形：本案於 108 年 8 月 6 日獲得中央核定補助，因

經本局委託外部工程專業多面向進行評估，現場不適合裝

設外掛式電梯，已於 9 月 11 日向中央提送計畫變更，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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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電動輔具樓梯昇降椅，目前待中央核定中。 

(八) 烏日區綜合社會福利館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5,797 萬元、本府自籌款

新臺幣 4,203 萬元、總計新臺幣 1 億元。 

2. 辦理情形： 

(1) 本案委託水利局代辦。 

(2) 已於 108 年 9 月 25 日開工。 

(九) 臺中市太平托育資源中心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35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525 萬元、總計新臺幣 875 萬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9 月委設決標，目前辦理規劃設計

作業，預計 108 年 12 月工程決標。 

(十) 石岡托育資源中心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5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37 萬 5,000 元、總計新臺幣 187 萬 5,000 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8 月決標，目前辦理營運籌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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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採購，預計 108 年 12 月開幕。 

(十一) 東勢區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8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381 萬 3,400 元、總計新臺幣 561 萬 3,400 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7 月委設決標，目前辦理規劃設計

作業，預計 108 年 10 月工程招標。 

(十二) 西屯區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8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262 萬 7,804 元、總計新臺幣 442 萬 7,804 元。 

2. 辦理情形：108 年 8 月委設決標，目前辦理規劃設計作業，

預計 108 年 11 月工程招標。 

(十三) 清水區南社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能力評估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築補

強重建有關公有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3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9 萬元、總計新臺幣 39 萬元。 

2. 辦理情形：本案由清水區公所執行，已辦理完成。 

(十四) 東勢區慶福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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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築補

強重建有關公有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4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6 萬元、總計新臺幣 20 萬元。 

2. 辦理情形：本案由東勢區公所執行，已辦理完成。 

(十五) 大里區東興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築補

強重建有關公有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92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95 萬 6,179 元、總計新臺幣 287 萬 6,179 元。 

2. 辦理情形：本案由大里區公所執行，因本棟建築物與幼兒

園共用，俟教育局取得國教署補助後，併請公所盡速辦理

招標作業。 

(十六) 大里區樹王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築補

強重建有關公有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00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18 萬 4,026 元、總計新臺幣 318 萬 4,026 元。 

2. 辦理情形：本案由大里區公所執行，因本棟建築物與幼兒

園共用，俟教育局取得國教署補助後，併請公所盡速辦理

招標作業。 

(十七) 清水區槺榔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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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築補

強重建有關公有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6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臺

幣 11 萬 1,477 元、總計新臺幣 37 萬 1,477 元。 

2. 辦理情形：本案由清水區公所執行，目前辦理耐震評估作

業，預計 108 年 11 月完成。 

(十八) 臺中市外埔區老人文康中心耐震補強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社會福利機

構及老人活動中心耐震補強及整建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634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271 萬 8,000 元、總計新臺幣 905 萬 8,000 元。 

2. 辦理情形：本案由外埔區公所執行，工程於 108 年 7 月開

工，目前施工中。 

(十九) 大雅親子館及葫蘆墩親子館耐震補強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衛生福利部。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社會福利機

構及老人活動中心耐震補強及整建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969 萬 5,000 元、本府自

籌款新臺幣 416萬 6,522 元、總計新臺幣 1,386萬 1,522

元。 

2. 辦理情形：已於 108 年 8 月委設決標，目前辦理規劃設計

作業，預計 108 年 11 月工程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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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消防局執行前瞻基礎建設進度專案報告 

一、 107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3 件，均執行中，辦理情形臚

列如下： 

(一) 本府計畫名稱：前瞻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建(第七救災

救護大隊暨中港分隊廳舍耐震補強改善及翻修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內政部消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9,754,000 元、本府自籌

款新臺幣 23,000,000 元、總計新臺幣 32,754,000 元 

2. 辦理情形：本案工程施工中，截至 108 年 9 月 22 日止，預

定進度 92.28%，實際進度 93.66%，預定 108 年 11 月底前

竣工。 

(二) 本府計畫名稱：前瞻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建(第二救災

救護大隊梨山分隊遷建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內政部消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3) 經費： 

105 年度市庫 3,220,000 元 

106 年度市庫 20,000,000 元 

107 年度中央核定補助款 18,746,000 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26,780,000元，(105-107年總計新臺幣68,746,000

元) 

2. 辦理情形：目前工程施作中，截至 108 年 9 月 25 日止預定

進度 48.8%，實際進度 49.3%，預計 109 年 1 月完工。 

(三) 本府計畫名稱：前瞻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建(第三救災

救護大隊太平分隊廳舍拆除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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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內政部消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9,436,000 元、本府自籌

款新臺幣4,044,000元、107年度總計新臺幣13,480,000

元(107 及 109 計畫總經費 48,833,000 元) 

2. 辦理情形：工程招標文件製作中，預計 108 年 10 月上網公

告，110 年 5 月工程完工。 

 

二、 108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3 件，均執行中，辦理情形臚

列如下： 

(一) 本府計畫名稱：前瞻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建(神岡分隊

消防廳舍耐震補強改善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內政部消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700,000 元、本府自籌款

新臺幣 300,000 元、總計新臺幣 1,000,000 元 

2. 辦理情形：本案工程發包已於 108 年 9 月 25 日決標，預定

108 年 10 月中旬開工，109 年 3 月竣工。 

(二) 本府計畫名稱：前瞻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建(烏日分隊

消防廳舍耐震補強改善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內政部消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450,000 元、本府自籌

款新臺幣 1,050,000 元、總計新臺幣 3,500,000 元 

2. 辦理情形：本案工程發包已於 108 年 9 月 25 日決標，預定



29 
 

108 年 10 月中旬開工，109 年 3 月竣工。 

(三) 本府計畫名稱：前瞻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建(信義分隊

消防廳舍耐震補強改善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內政部消防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5,118,000 元、本府自籌

款新臺幣 2,194,000 元、總計新臺幣 7,312,000 元 

2. 辦理情形：本案工程發包已於 108 年 9 月 25 日決標，預定

108 年 10 月中旬開工，109 年 3 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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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水利局執行前瞻基礎建設進度專案報告 

【水環境建設－水與安全】 

一、 107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32 件，執行完成 13 件，辦理

情形臚列如下： 

(一) 臺中市防洪綜合治理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

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 億 5,676 萬 3,000 元、

本府自籌款新臺幣 510 萬元、總計新臺幣 2 億 6,186 萬

3,000 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6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本計畫共核定 6 件，分 4 條水系整治(山腳排水、旱溪上游

北坑、中興段排水及車籠埤排水等)，目前已完工 2 件，其

餘 4 件施工中。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實支率

(%) 

1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1K+700～

3K+700 治理工程 
7,900 36% 36% 11% 

2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3K+700～

5K+300 治理工程 
7,500 35% 35% 10% 

3 

霧峰區車籠埤排水 1K+700～

3K+700治理工程－2K+000四

德九鄰橋、3K+718 北阡二橋、

3K+837 無名橋改建工程 

1,700 100% 100% 100% 

4 大里區中興段排水治理工程 2,600 100% 100% 30% 

5 
臺中市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

0K+000~0K+741.4 治理工程 
1,086 100% 100% 

0% 

(廠商尚

未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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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龍井區山腳排水

(4K+225~4K+330)治理工程 
5,400 26% 26% 

0% 

(廠商尚

未請款 

(二) 臺中市雨水下水道及其他排水改善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

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4 億 8,082 萬元、本府自

籌款新臺幣 1 億 4,726 萬元、總計新臺幣 6 億 2,808 萬

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24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1) 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辦理清水區、龍井區、沙鹿

區及梧棲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共計 3 件，總經

費 3,600 萬元，預計 109 年底規劃完成。 

(2) 雨水下水道普查：辦理臺中市原八區及豐原、霧峰、太

平、大甲、東勢、臺中港特定區等地區雨水下水道普查

案，共計 3 件，總經費 9,208 萬元，其中 2 件已完成，

1 件普查中。 

(3) 雨水下水道工程：包含太平區鵬儀路雨水下水道延續工

程等共計 12 件，總經費 2 億元，其中 7 件完工，5 件施

工中。 

(4) 其他排水改善工程：包含大里區草湖公園、新社區協成

里九渠溝興中街分流工程等共計 6 件，總經費 3 億元，

其中 2 件完工，4 件施工中。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實支率

(%) 

1 臺中市東勢區石城街排水工程 1,200 100% 10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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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中市大里區大峰路防災公園(工程費) 14,000 9% 9% 6% 

3 臺中市清水區高美路排水工程 2,400 23% 23% 1% 

4 臺中市沙鹿區（M13）上游雨水下水道工程 554 100% 100% 75% 

5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路雨水下水道工程（第

五期） 
3,100 11% 11% 11% 

6 臺中市清水區公正路雨水下水道工程 5,400 72% 72% 72% 

7 臺中市太平區鵬儀路雨水下水道延續工程 940 75% 75% 2% 

8 臺中市太平區中和街雨水下水道工程 1,000 68% 68% 43% 

9 
臺中市沙鹿區過洋路與平等一街雨水下水

道工程 
450 100% 100% 80% 

10 西屯區黎明路雨水下水道整建工程 4,300 95% 97% 

0% 

(廠商尚

未請款) 

11 
臺中市新社區協成里九渠溝興中街分流工

程(第一標) 
1,700 100% 100% 53% 

12 
臺中市新社區協成里九渠溝興中街分流工

程(第二標) 
10,300 13% 13% 9% 

13 新社區東興里東興地區排水工程 2,000 43% 43% 20% 

14 新社區復盛里慈光新村滯洪池工程 1,400 57% 57% 29% 

15 大里區西湖路排水改善工程 760 100% 100% 53% 

16 霧峰區錦州路 395 巷排水改善工程 600 100% 100% 79% 

17 南屯區中和排水閘門整建工程 450 100% 1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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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臺中市沙鹿區及梧棲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

討規劃 
1,600 20% 20% 19% 

19 臺中市龍井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 1,040 20% 20% 19% 

20 臺中市清水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 960 20% 20% 19% 

21 
台中港特定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縱

走普查委託技術服務 
1,700 50% 50% 50% 

22 
臺中市豐原、霧峰、太平、大甲、東勢等

地區雨水下水道普查案 
2,835 20% 20% 14% 

23 
臺中市原八區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普查

案 
4,665 20% 20% 14% 

24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永安巷淹水改善工程 1,096 25% 25% 16% 

(三) 軟埤仔溪排水系統及七星排水治理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

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82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78 萬元、總計新臺幣 260 萬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2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本計畫共核定 2 件，辦理「軟埤仔溪排水、陽明山排水、

下溪洲支線、下溪洲分線等治理計畫」及「七星排水治理

計畫」等 2 案，以改善神岡區軟埤仔溪排水下游段及太平

區七星排水通洪能力不足問題，目前已完成期中報告階段，

預計108年 12月底前將工作成果送交經濟部水利署審議。 



34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實支率

(%) 

1 
臺中市管區域排水七星排水治

理計畫委託技術服務 
110 20% 20% 19% 

2 

臺中市管區域排水軟埤仔溪排

水、陽明山排水、下溪洲支線、

下溪洲分線等治理計畫委託技

術服務 

150 20% 20% 20% 

二、 108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10 件，執行完成 1 件，辦理

情形臚列如下： 

(一) 108 年度應急工程工作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

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330 萬元、本府自籌款

新臺幣 570 萬元、總計新臺幣 1,900 萬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2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本計畫共核定 2 件，分 2 條水系整治(十三寮排水、沙連溪

排水)，目前已完工 1 件，其餘 1 件施工中。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實支率

(%) 

1 

大雅區十三寮排水雅秀一

橋下游溝渠左岸土堤改建

應急工程 

1,000 70% 70% 

0% 

(廠商尚

未請款) 

2 
東勢區沙連溪新嵙橋下游

左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 
900 59% 59% 43% 

(二) 臺中市雨水下水道及其他排水改善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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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

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 億 7,182 萬元、本府自

籌款新臺幣 4,150 萬元、總計新臺幣 3 億 1,332 萬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6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1) 雨水下水道工程：包含梧棲區大智路二段雨水下水道改

善工程等共計 4 件，總經費 1 億 7,500 萬元，目前設計

中，預計 108 年底發包。 

(2) 其他排水改善工程：包含臺中市外埔區八支線大馬路排

水工程等共計 2 件，總經費 1 億 3,832 萬元，目前設計

中，預計 108 年底發包。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核定日期 

設計完成

日期 
上網日期 決標日期 備註 

1 

臺中市梧棲區大智路

二段雨水下水道改善

工程 

13,200 108/5/16 - - - 設計中 

2 
臺中市大甲區民權路

雨水下水道改善工程 
2,000 108/5/16 108/7/10 108/8/7 108/9/16   

3 
臺中市潭子區仁愛路

二段雨水下水道工程 
1,000 108/5/16 108/7/24 108/8/9 108/9/12   

4 
臺中市烏日區學田路

雨水下水道新建工程 
2,500 108/5/16 - - - 設計中 

5 
臺中市新社區永源里

東山街排水工程 
3,600 108/5/16 - - - 設計中 

6 
臺中市外埔區八支線

大馬路排水工程 
10,232 108/5/16 - - - 設計中 

(三) 南屯溪排水及光興隆排水治理規劃檢討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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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

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343 萬元、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47 萬元、總計新臺幣 490 萬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2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本計畫共核定 2 件，辦理「南屯溪排水治理規劃檢討」及

「光隆村興隆村共同排水系統規劃檢討」等 2 案，以改善

南屯溪及太平光興隆地區淹水問題，提升市管區域排水設

計保護標準，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目前辦理發包作業

中。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核定日期 上網日期 決標日期 備註 

1 
南屯溪排水治理規

劃檢討 
290 108/7/18 108/9/26 - 採購中 

2 
光隆村興隆村共同

排水系統規劃檢討 
200 108/7/18 108/8/30 - 採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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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 

一、 107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26 件，執行完成 7 件，辦理

情形臚列如下： 

(一) 柳川第二期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8 億 5,390 萬 9,000 元、

本府自籌款新臺幣 3 億 6,596 萬 1,000 元、總計新臺幣

12 億 1,987 萬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5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1) 計畫概述：主要內容包含柳川截流改善、防洪箱涵施作、

低衝擊開發措施、河道拓寬及打造兩岸綠帶緩坡增加綠

地空間，另辦理中華水淨場功能改善、中正水淨場興建、

北新國中通學平台及五權國中人行便橋等。 

(2) 計畫期程：共分 3 年執行(107～109 年)。 

(3) 執行情形：核定 5 件計畫，目前中華水淨場功能改善已

完工，其餘各計畫正常施工中。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實支率

(%) 

1 
柳川中華水質淨化場功能改善

計畫 
2,300 100% 100% 100% 

2 
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

(林森柳橋至民權柳橋) 
41,650 40% 44% 27% 

3 
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

(三民柳橋至林森柳橋) 
37,217 7% 14% 6% 

4 

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

(中正公園段至舊社公園截流工

程及中正水淨場) 

37,256 8%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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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程

(第二期)植栽移植開口契約 
3,564 26% 26% 26% 

(二)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9 億 7,507 萬 4,000 元、

本府自籌款新臺幣 3 億 9,803 萬 5,000 元、總計新臺幣

13 億 7,310 萬 9,000 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9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1) 計畫概述：本計畫主要內容為防洪安全、水質改善、設

備系統功能提升及景觀環境營造，範圍為綠川(民權路至

大明路河段，長度約 6 公里)及下游福田水資中心及周邊

系統。 

(2) 計畫期程：共分 3 年執行(107～109 年)。 

(3) 執行情形：核定 9 件計畫，目前復興路至愛國街河段工

程、福田水資中心功能提升已完工，其餘各計畫刻正施

工中。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實支率(%) 

1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污水截流

及環境營造(復興路至愛國街) 
4,721 100% 100% 100% 

2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民權路至

復興路) 
16,000 27% 32% 29% 

3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愛國街至

信義南街) 
9,000 0% 1% 

0% 

(未達請款條件) 

4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信義南街

至大明路周邊河岸綠帶節點串連) 
35,000 5%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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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興大園道

亮點河岸計畫) 
35,000 2% 2% 2% 

6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信義南街

至大明路)污水截流及環境復原計畫 
9,590 28% 30% 28% 

7 臺中市綠川水質現地處理設施 25,000 11% 7% 
0% 

(未達請款條件) 

8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福田特高壓) 1,700 100% 100% 86% 

9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管網系統功能提

升) 
1,300 46% 79% 4% 

(三) 惠來溪系統(惠來溪、潮洋溪及黎明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4 億 7,208 萬元、本府自

籌款新臺幣 2 億 232 萬元、總計新臺幣 6 億 7,440 萬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5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1) 計畫概述：本計畫共分「黎明溝水環境改善計畫」、「惠

來溪及潮洋溪現地處理及水環境改善工程」、「惠來溪及

潮洋溪引流、污水截流及水環境改善工程」、「黎明水資

源回收中心環境再造」、「水湳經貿園區中水道系統應用

及智慧管理操作維護」，主要內容針對惠來溪相關水系進

行污水截流、水質改善、設備功能提升及環境景觀營造，

範圍為惠來溪、潮洋溪、黎明溝及水湳經貿園區。 

(2) 計畫期程：共分 3 年執行(107～109 年)。 

(3) 執行情形：核定 5 件計畫，目前「黎明溝水環境改善計

畫」及「黎明水資源回收中心環境再造」已完工，其餘

3 件刻正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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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實支率(%) 

1 黎明溝水環境改善計畫 3,500 100% 100% 25% 

2 
惠來溪及潮洋溪現地處理及水

環境改善工程 
31,940 10% 12% 12% 

3 
惠來溪及潮洋溪引流、污水截流

及水環境改善工程 
27,100 9% 9% 9% 

4 
惠來溪水環境改善計畫-黎明水

資源回收中心環境再造 
800 100% 100% 72% 

5 

惠來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水湳經

貿園區中水道系統應用及智慧

管理操作維護 

4,100 80% 80% 48% 

 

(四) 旱溪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 億 6,466 萬元、本府自

籌款新臺幣 5,514 萬元，總計新臺幣 2 億 1,980 萬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4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1) 計畫概述：本計畫除部分為旱溪周邊重劃區污水下水道

功能提升，主要為南區康橋計畫上游及下游水環境營造

延伸，範圍工程利用國光橋下游右岸設置處理量

5000CMD 之礫間處理設施，改善旱溪排水水質，另下游水

利園區透過兩岸植栽重新整理及人行橋暨步道動線改善，

可落實旱溪排水全流域整治計畫。 

(2) 計畫期程：共分 3 年執行(107～109 年)。 

(3) 執行情形：核定 4 件計畫，目前執行中，預計 109 年 12

月前全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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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實支率

(%) 

1 
旱溪排水水環境及鄰近區域

設施改善工程-水利園區 
7,525 27% 30% 15% 

2 
旱溪排水水環境及鄰近區域

設施改善工程-現地處理 
8,455 20% 20% 8% 

3 

旱溪排水相關重劃區污水下

水道系統設施功能提升工程

-新光重劃區 

3,100 53% 80% 23% 

4 

旱溪排水相關重劃區污水下

水道系統設施功能提升工程

-十期重劃區 

2,900 43% 50% 35% 

(五)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9,724 萬元、地方自籌款

新臺幣 6,096 萬元(本府：5,346 萬元、水利會:750 萬

元)，總計新臺幣 1 億 5,820 萬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1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1) 計畫概述：為改善筏子溪水環境，由市府辦理改善工程，

透過筏子溪支流林厝排水高污染當量污水截流，往下游

輸送至林厝排水出口右岸礫間淨化場處理後放流回河道，

以改善周邊生態環境及河川水質。此外也一併整理筏子

溪車路巷橋至永安橋間之水防道路使成為複層植栽之生

態綠廊，可供民眾散步觀水，亦可供生物棲息。而原水

利會下埒圳 3m 高落差固床工往上游改建成 90 公分低落

差攔水堰並增加低水流路及魚道更大大提升本河段生態

連續性，相信經過本計畫生態復育之思維，不但可提供

大眾近水、親綠的友善環境；而礫間設施亦可作為中小

學環境教育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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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期程：共分 3 年執行(107~109 年)。 

(3) 執行情形：核定 1 件計畫，目前施工中，預計於 109 年

底前完工。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實支率

(%) 

1 

筏子溪景觀環境營造工程

(車路巷橋-永安橋及礫間淨

化) 

13,892 25% 21% 7% 

 

(六) 山腳大排(南勢溪、南勢坑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4,921 萬 3,000 元、本府

自籌款新臺幣 2,237 萬 7,000 元，總計新臺幣 7,459 萬

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2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1) 計畫概述：本計畫分為南勢溪及南勢坑溪，南勢溪於適

切點位設置簡易人工濕地設施，淨化污水，並導入生態

工法的概念，增加底棲動物之棲地空間，並且活化整體

環境，並滿足居民洗衣需求、設施及道路改善、兼顧水

質淨化及水域休憩景觀之多重目標。另南勢坑溪透過水

域環境的改善，將破除河道水泥化的三面工法，期能恢

復自然的河川，藉以運用珍貴的水資源，活化湧泉清澈

水質特色，並恢復適合生物棲息的友善環境，達到環境

教育之目的，營造出南勢坑溪水岸新風貌。 

(2) 計畫期程：分 1 年執行(107 年)。 

(3) 執行情形：核定 2 件計畫，皆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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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實支率(%) 

1 南勢溪環境營造 2,500 100% 100% 100% 

2 
南勢坑溪水道環境改

善 
4,959 100% 100% 

97% 

(因工程決算後小

於核定總經費) 

二、 108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3 件，執行完成 0 件，辦理情

形臚列如下： 

(一) 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境改善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 億 1,000 萬元、本府自

籌款新臺幣 9,000 萬元、總計新臺幣 3 億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1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1) 計畫概述：為改善東大溪水環境，以市府與東海大學攜

手合作方式，由市府辦理改善工程，所需用地則由東海

大學提供，透過建設水質現地礫間處理設施，進行全量

處理後放流回河道，以改善生態環境。並在確保防洪安

全前提下，營造水與綠的樂活空間，提供大眾親水、親

綠的友善環境；而礫間設施亦可作為中小學環境教育場

域。 

(2) 計畫期程：共分 2 年執行(108～109 年)。 

(3) 執行情形：核定 1 件計畫，目前刻正進行規劃設計作業，

預計於 108 年底辦理工程發包，109 年底完工。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核定日期 

設計完成

日期 
上網日期 決標日期 備註 

1 

東大溪水環境

及鄰近區域環

境改善計畫 

30,000 108/6/28 - 108/4/2 108/7/1 

設計中，原設

計費由本預算

支應，後獲中

央同意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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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旱溪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經濟部水利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 億 300 萬元、本府自籌

款新臺幣 4,414 萬 3,000 元，總計新臺幣 1 億 4,714 萬

3,000 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2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1) 計畫概述：延續上游 107 年核定案件，利用旱溪排水水

利園區之地下空間設置一座 12,000CMD 之現地處理設施，

淨化水質從嚴重污染改善至輕度污染，並於河道內設置

堰壩，有利於輕艇等水上活動，促進本區水上運動發展。 

(2) 計畫期程：共分 2 年執行(108～109 年)。 

(3) 執行情形：核定 2 件計畫，預計 109 年底完成。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核定日期 

設計完成

日期 
上網日期 決標日期 備註 

1 
旱溪排水水質

現地處理設施 
14,000 108/6/28 - 108/5/10 108/7/2 設計中 

2 

旱溪排水水利

園區堰壩及結

合周邊環境營

造 

714 108/6/28 - - - 採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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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建設－水與發展】 

一、107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5 件，執行完成 4 件，辦理情形

臚列如下： 

(一) 臺中市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5,200 萬元(代辦經費)。 

2. 辦理情形：(共計 4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本計畫共核定 4 件，辦理和平區天輪里雞谷溪野溪整治工

程(600 萬元)、石岡區龍興里食水嵙溪支流旁崩塌地改善

工程(500 萬元)、東勢區沙連溪古稀橋上游崩塌地護岸工

程(2,900 萬元)等 3 件工程於 107 年 12 月底前完工；另

外，和平區梨山里梨山段 68-2 地號旁野溪整治工程(1,200

萬元)於 108 年 5 月完工。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實支率

(%) 

1 
和平區天輪里雞谷溪野溪整

治工程(代辦案) 
600 100% 100% 71% 

2 
和平區梨山里梨山段 68-2 地

號旁野溪整治工程(代辦案) 
1,200 100% 100% 0% 

3 
石岡區龍興里食水嵙溪支流

旁崩塌地改善工程(代辦案) 
500 100% 100% 100% 

4 
東勢區沙連溪古稀橋上游崩

塌地護岸工程(代辦案) 
2,900 100% 100% 95% 

(二)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外)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再生水工程推動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6 億 8,000 萬元、本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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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新臺幣 9,270 萬元、總計新臺幣 7 億 7,270 萬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1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前瞻計畫(108 年 4月 10日修正版)原訂 108年底前完成招

商、110 年底完成興建開始供水，因再生水售水水價尚未能

與中科管理局及用水人達成共識，故未能進入招商階段。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核定日期 上網日期 決標日期 備註 

1 

水湳水資源回

收中心再生水

工程(園區外) 

77,273 106/7/10 - - 協商中 

二、108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1 件，執行中，辦理情形臚列如

下： 

(一) 臺中市智慧防汛網推廣建置計畫 

1. 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 中央主政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2) 中央補助計畫名稱：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

術計畫 

(3) 經費：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287 萬 5,000 元、本府

自籌款新臺幣 282 萬 5,000 元、總計新臺幣 1,570 萬元 

2. 辦理情形：(共計 1 件，執行情形如下表) 

本計畫預計於 109 年底完成建置本市智慧防汛網，引進智

慧物聯網新科技，例如智慧水尺以警戒值推播發布警訊，

透過大數據的搜集與分析，以多維度觀點防災減災預警，

打造都市智慧防災，以保障民眾的生命及財產安全，目前

辦理發包作業中。 

項次 名稱 
核定總經費

(萬元) 
核定日期 上網日期 決標日期 備註 

1 
臺中市智慧防汛網

推廣建置計畫 
1,570 108/4/8 108/8/23 - 採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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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觀光旅遊局執行前瞻基礎建設進度專案報告 

一、107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7 件，執行完成 5 件，辦理情

形臚列如下： 

(一)東后豐自行車道及周邊基礎建設改善計畫 

1.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營

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項下子計畫「營造友善自行車道」。 

(3)經費：107 年 1 月 29 日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3,600 萬

元，107 年 3 月 14 日臺中市議會同意墊付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2,400 萬元，總計新臺幣 6,000 萬元。 

(4)工程執行機關: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5)自行車道起訖點及長度:東后豐自行車道係由鐵道改建

的自行車專用道，起點為國道 4 號橋下，后豐鐵馬道終

點為后里馬場，東豐自行車綠廊終點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沿途風光明媚，景色宜人，車道兩旁更有種植綠美化，

沿線綠意昂然，更可體驗騎鐵馬過鐵橋、穿隧道的獨特

感受，全長 16.5 公里。 

2.辦理情形： 

(1)進度:本計畫因配合 2018 年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開幕期

程及工項性質，分為「東后豐自行車道及周邊基礎建設

改善工程-坡道及路面改善工程」及「東后豐自行車道及

周邊基礎建設改善工程-景觀及邊坡改善工程」兩案執行。 

①「東后豐自行車道及周邊基礎建設改善工程-坡道及路

面改善工程」於 107 年 08 月 02 日開工、107 年 12 月

22 日完工。 

②「東后豐自行車道及周邊基礎建設改善工程-景觀及邊

坡改善工程」於 107 年 9 月 6 日開工，目前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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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施工進度 88%，預計 108 年 10 月工程完工。 

(2)主要施工項目:①自行車道坡度線型調整改善工程。②自

行車道路面改善工程。③自行車道沿線欄杆修繕工程。

④無障礙設施及休憩空間修繕整建工程○5 導覽地圖及里

程牌更新工程○6 新設廁所工程等。 

 

 

 

 

 

 

 

 

 

 

 

 

 

 

自行車道路線圖 

 

 

 

 

 

 

 

 

 

 

 

 

 

 

 

自行車道路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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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梁鋼橋欄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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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甲鐵砧山挑戰型自行車道建置工程 

1.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營

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項下子計畫「營造友善自行車道」。 

(3)經費：107 年 3 月 28 日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720 萬

元，107 年 7 月 10 日臺中市議會同意墊付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480 萬元，總計新臺幣 1,200 萬元。 

(4)工程執行機關: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 

(5)自行車道起訖點及長度:起點自大甲區經國路與中山路

一段(環島一號線)路口，沿成功路至終點大甲鐵砧山國

軍紀念公園，總長約 3 公里。 

2.辦理情形： 

(1)進度:本工程 107 年 11 月 26 日開工、108 年 4 月 24 日

完工。 

(2)主要施工項目: ①自行車道劃設及標線標誌工程。②新

增自行車架。③新增廁所及既有廁所整修工程。④休憩

點整修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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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路線圖 

 

 

 

 

 

 

 

 

 

 

 

 

 

 

自行車道劃設及標線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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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劃設及標線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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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廁所及既有廁所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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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中市甲后線自行車道建置工程 

1.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營

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項下子計畫「營造友善自行車道」。 

(3)經費：107 年 4 月 16 日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040 萬

元，107 年 7 月 23 日臺中市議會同意本府自籌款新臺幣

1,360 萬元納入 107 年度第 1 次追加減預算，總計新臺

幣 3,400 萬元。 

(4)工程執行機關: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5)自行車道起訖點及長度:甲后線主線起點自后里泰安火

車站，終點至大甲火車站，六分支線起點自花博外埔園

區周邊，終點至外埔區公所，忘憂谷支線起點自月眉糖

廠周邊，終點至大甲中山公園，總長共約 35.2 公里。 

2.辦理情形： 

(1)進度:107 年 12 月 1 日開工、108 年 5 月 29 日完工。 

(2)主要施工項目: ①自行車道標線劃設工程。②自行車道

指引標誌設置。③堤頂道路鋪面工程。④安全護欄設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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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路線圖 

 

 

 

 

 

 

 

 

 

 

 

 

 

 

 

 

堤頂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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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潭雅神綠園道基礎設施改善暨環島支線建置計畫 

1.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營

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項下子計畫「營造友善自行車道」。 

(3)經費：107 年 6 月 13 日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100 萬

元，107 年 8 月 29 日臺中市議會同意墊付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400 萬元，總計新臺幣 3,500 萬元。 

(4)工程執行機關: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5)自行車道起訖點及長度:潭雅神綠園道係由軍用舊鐵道

神岡支線改建而成，為封閉型自行車專用道，沿線行經

潭子、神岡、大雅，可連接中部科學園區，全長 14 公里。 

2.辦理情形： 

(1)進度:108 年 1 月 25 日開工、108 年 9 月 4 日完工。 

(2)主要施工項目:①休憩節點改善工程。②老舊欄杆及設施

更換。③既有地坪及舖面修繕。④路口夜間警示設置○5

木作設施整修○6 新設廁所等。 

 

 

 

 

 

 

 

 

 

 

 

 

 

 

自行車道路線圖 



59 
 

 

 

 

 

 

 

 

 

 

 

 

 

 

 

老舊欄杆更換 

 

 

 

 

 

 

 

 

 

 

 

 

 

 

 

 

休憩節點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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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舖面修繕 

 

 

 

 

 

 

 

 

 

 

 

 

 

 

 

 

 

路口夜間警示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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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作設施整修 

 

 

 

 

 

 

 

 

 

 

 

 

 

 

 

 

 

新設廁所 

 

 

 

  



62 
 

(五)臺中市清水區臨港路、五福圳及清水自行車道整建計畫 

1.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營

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項下子計畫「營造友善自行車道」。 

(3)經費：107 年 6 月 13 日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200 萬

元，107 年 8 月 29 日臺中市議會同意墊付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800 萬元，總計新臺幣 2,000 萬元。 

(4)工程執行機關:臺中市清水區公所。 

(5)自行車道起訖點及長度: 五福圳自行車道起點自清水區

中山路與中清路口，終點至臺中港火車站，臨港路自行

車道起點自臺中港火車站，終點至臨港路與北堤路路口，

清水自行車道起點自臨港路與華江北街路口，終點至清

水區中山路與中清路口，總長約 17.9 公里。 

2.辦理情形： 

(1)進度:本工程 108 年 1 月 11 日開工、108 年 7 月 31 日完

工。 

(2)主要施工項目: ①自行車鋪面改善工程。②自行車道導

引及標誌標線改善工程。③既有設施改善工程。④安全

護欄設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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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路線圖 

 

 

 

 

 

 

 

 

 

 

 

 

 

 

 

 

 

既有花架設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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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中市大安區自行車道路網改善工程 

1.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

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項下子計畫「營造友善自行車

道」。 

(3)經費：107 年 6 月 25 日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2,880

萬元，107 年 8 月 29 日臺中市議會同意墊付本府自籌

款新臺幣 1,920 萬元，總計新臺幣 4,800 萬元。 

(4)工程執行機關:臺中市大安區公所。 

(5)自行車道起訖點及長度: 起點自大安區頂安海堤，至終

點南埔海堤，新建自行車道長約 2.7 公里。 

2.辦理情形： 

(1)進度:本工程 108 年 1 月 20 日開工、施工進度 99%、預

計 108 年 10 月 15 日完工。(新建自行車道長約 2.7 公

里已於 108 年 9 月 22 日完成) 

(2)主要施工項目: ①自行車鋪面改善工程。②自行車道導

引及標誌標線改善工程。③觀景平台及既有廁所設施改

善工程。④安全護欄設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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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路線圖 

 

 

 

 

 

 

 

 

 

 

鋪面改善及安全護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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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中市霧峰區乾溪自行車道(乾溪橋上游)工程 

1.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營

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項下子計畫「營造友善自行車道」。 

(3)經費：107 年 6 月 25 日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500 萬

元，107 年 8 月 29 日臺中市議會同意墊付本府自籌款新

臺幣 1,000 萬元，總計新臺幣 2,500 萬元。 

(4)工程執行機關: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5)自行車道起訖點及長度: 起點自霧峰區乾溪橋，至終點

921 地震園區，新建兩側堤防道路，左岸長 960 公尺、

右岸長 1200 公尺的自行車道。 

2.辦理情形： 

(1)進度:本工程 107 年 11 月 20 日開工、108 年 3 月 28 日

完工。 

(2)主要施工項目: ①自行車鋪面改善工程。②自行車道導

引及標誌標線改善工程。③景觀矮燈設施改善工程。④

安全欄杆及各銜接自行車牽引道及斜坡道設置…等。 

 

 

 

 

 

 

 

 

 

 

 

 

 

自行車道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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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溪堤頂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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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 年辦理情形：中央核定共計 1 件，執行中，辦理情形如下： 

(一)臺中市大里區草湖溪畔自行車道第三期建置計畫 

1.案件基本執行資料 

(1)中央主政機關：教育部體育署。 

(2)中央補助計畫名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

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項下子計畫「營造友善自行車

道」。 

(3)經費：108 年 5 月 24 日中央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020

萬元，108 年 8 月 22 日臺中市議會同意墊付本府自籌

款新臺幣 680 萬元，總計新臺幣 1,700 萬元 

(4)工程執行機關: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5)長度: 起點自大里區銀聯一橋，沿草湖溪北岸堤防，至

終點建東路與建民路路口，總長約 1.48 公里。 

2.辦理情形： 

(1)進度: 本工程教育部體育署108年5月24日核定經費，

108 年 8 月 22 日臺中市議會同意墊付，設計監造勞務

案 108 年 9 月 17 日決標，目前規劃設計中，工程預計

109 年 8 月完工。 

(2)主要施工項目: ①自行車道鋪面改善工程。②自行車道

導引及標誌標線改善工程。③休憩節點、座椅、自行車

架設置工程。④安全欄杆及燈具設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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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模擬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