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
生活首都．盛會城市
◆文／林佳龍
台中市市長

台中市位處台灣中部節點，是台灣中部唯一

來人潮，如亞太網絡資訊中心年會（APNIC）不

的直轄市，具有山、海、屯三大地理環境特性，

動產學會、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台灣國

擁有獨特海空雙港（台中港及台中國際機場）、

際工具機展（TMTS）、台灣五金展（THS）等；

高速鐵路 1 小時內串聯台灣西部主要城市及精密

即將舉辦包括 2018 年台中世界花博、2020 年世

機械產業聚落等優勢，近 4 年設籍人口、公司、

界蘭花會議，並爭取主辦 2022 世界設計之都，

商業及工廠登記家數逐年成長，已於 2017 年 8

帶動城市國際化。

月躍為全台人口第二大城市，截至 2018 年 10
月逼近 280 萬人大關。

台中市發展「盛會城市」備受國際肯定，
依國際會議協會 ICCA 公布 2017 年全球會議指
標排名，台中市首次闖進亞洲前 30 大城市，

城市願景：生活首都．盛會城市
生活首都
城市是人聚合的地方，治理城市應該以人為
核心。台中市府團隊扣緊以人為本的中心思維，
逐步落實「生活首都」的城市願景，台中的改變
與成長已經逐漸展現成果，根據美國人力資源諮
詢公司美世（Mercer）今年 3 月公布 2018 年度
全球城市生活品質排名，台中與台北雙雙入榜，
成為全台唯二入選城市，勝過上海、北京等知名
城市，「台中好生活」已經成為全台灣、甚至國
際上對台中的肯定。
盛會城市
台中市以會展產業做為實現「盛會城市」的
關鍵策略，透過每年舉辦大型國際會議或展覽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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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排名第 157 名，並獲得國際節慶活動組織
（IFEA）舉辦的 2018「全球節慶活動城市獎」。
會展場館設施方面，結合中央、地方資源，
籌資百億元規劃興建的「水湳國際會展中心」，
將為中台灣提供充足、交通便利且具國際專業的
場地，使會展的產業鏈串聯得更加完整、服務更
加完善。

台中市整體規劃及發展方向
為實現「生活首都」的願景，達到縮短城鄉
差距、照顧社會弱勢、引領社會投資創新、革新
行政效能四大施政價值，透過「大台中 123」，
即一條山手線、二個海空港、三大副都心的大架
構，就交通、建設、都市計畫及智慧營運等層面，
規劃台中未來發展方向。

 台中市綠川。

 清泉崗機場升格國際機場。

推動軌道建設
規劃大台中整體的運輸網絡，構成以公共運
輸為導向的發展模式，鐵路系統包含大台中山手
線，捷運系統包含綠線、藍線以及延伸路網等，
均得到行政院全力支持，已納入台灣前瞻基礎建
設，期讓大台中軌道路網早日成形。
推動海空雙港計畫
規劃「台中港 2.0 計畫」，推動「市港合作
策略」、「中進中出」國際入境旅遊模式，創造
「貨從雙港出、客從雙港入」的國際門戶定位，
包括三井 Outlet 即將於 2018 年 12 月 12 日正式
開幕，台中國際機場 3 年來成功開拓東京、河內
等 18 處新航點，持續讓台中飛向世界，也讓中
部及國際旅客旅遊更加便利。
推動整體空間都市規劃

造，新社區九渠溝滯洪池工程也正式動工，預計
完成後將解決新社及山城淹水並改善大坑地區缺
水問題，沿岸還特別規劃親水設施。
均衡城鄉發展
提出和平專案（發展台中市和平區計畫），
包含偏鄉路平、農路點燈、調整公車路線駛入松
鶴部落，谷關消防分隊進駐整備、提升自來水接
管率，讓近郊及偏鄉與城市不再遙遠，大台中城
鄉發展更為平衡。
打造友善創業城市
台中市是一個年輕的城市，20 至 40 歲青年
人口占全市總人口比例 33.3%，台中市政府推出
托育一條龍等友善托育政策，另提供青年加農、
摘星計畫以及青創貸款等專案，讓青年人在台中
尋夢、築夢、圓夢。

促使內政部 2017 年 12 月 29 日核定「台中
市區域計畫」，為台中市奠立百年發展的基礎，

台中邁向全球智慧機械之都

四年後可順利銜接「台中市國土計畫」，共創中

為協助企業升級，台中市政府已經採取一連

部 500 萬人以上的大都會格局，平衡北、中、南

串措施，2016 年 7 月起與中央政府合作推動智慧

均衡發展。

機械發展計畫，成為中央「5+2」產業創新計畫率

推動河川治理
成功整治台中市綠川及柳川，台中市迎賓河
筏子溪完成高鐵到永春東路的河段整治及景觀營

先通過的首案，於 2017 年 2 月 7 日啟動「智慧機
械推動辦公室」，2018 年 9 月 7 日啟用「智慧製
造試營運場域」，並規劃成立「全球智慧機械發展
中心」，以打造台中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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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台中不光是高科技產業發展亮眼，工具機暨

團在台中港興建三井 Outlet Park、安川電機在台中

機械零組件、光電面板、自行車及零組件、木工

投資，也是台中市政府協助解決投資障礙的案例。

機械、航太等企業也紛紛落腳在台中，促使台中

降稅的邊際效應已經遞減，現在吸引國際廠

成為產業聚落重鎮，群聚效應讓市場產值逐步匯

商投資的關鍵，是解決五缺與行政效率問題。台

流到中南部，「如果列一張隱形冠軍的清單，中

中市政府現在做的都是「築巢引鳳」的工作，例

部應該占了三分之二以上。」這些企業不光在台

如自行車、航太、精密機械等產業，由市府團隊

灣擁有一定知名度，也直接與國際大廠做生意。

協助解決問題，「這樣才有肉粽頭，產業聚落才

台中市積極打造智慧機械之都，協助企業產業升

不會散掉。」

級，以服務化、客製化需求，來協助台灣企業繼

國際大廠進駐帶來大量的高薪工作機會，
也帶來人口和高消費能力。4 年來，台中投資增

續打東南亞盃、甚至國際盃。（如表 1）

加了新台幣 9,130 億元、市民的薪資所得提高

招商全國第一
一站式服務、國際大廠落腳

7.54%。

對於招商策略，台中市是以單一窗口提供一
站式的服務，例如台積電在中科設廠，市府協助

水湳智慧城 豐富園區招商
水湳智慧城招商計畫

台積電通過環評及其他配套方案；美光在台中擴

總開發面積 254 公頃，被視為台中最後一

廠，市府除了積極協助行政上的問題，還在后里

塊瑰寶，以「智慧、低碳、創新」為開發的願景

規劃新增了都市計畫的住商用地。此外，三井集

目標，整體空間規劃五大專用區，投入水湳轉運

表 1：台中市主要產業群聚
產業別

產業平台

工具機

我國為全球第七大生產國、第五大出
口國，產值1,332億元。

約40%群聚中部，台中市政府規劃成立「全球智慧機械發展中心」
，打造台中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

光電
面板

我國產業規模為全球第二大，產值1兆
7,181億元。

約70%群聚中部，台中市政府已成立「台灣光谷促進會」，定期舉
辦「台灣光谷國際論壇」、「台灣光谷座談會」。

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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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地位

我國產量佔全球1/4，產值佔全球1/2， 約60%群聚中部，台中市政府定期舉辦「台中自行車嘉年華」，拓
產值1,000億元。
展台中自行車城市品牌形象。

木工
機械

我國為全球第四大出口國，2016年出
口值211億元。

約90%群聚中部，台中市政府成立「W-I-N-G產官學研策略聯盟」
，並定期舉辦「魯班設計創意節暨WING產官學研策略論壇」。

手工具

我國為全球第二大出口國，2017年出
口值1,136億元。

約80%群聚中部，台中市政府每年輔導公會舉辦「台灣五金展」拓
展國際行銷商機。

航太

我國2017年航空產業總產值達新台幣
1,085億元。

中部地區為台灣軍用航空產業的製造中心，台中市政府建立
「A-I-M航太工具機產業技術大聯盟」產業平台，推出航太認證、
智慧機械與航太研發補助政策。

投資台灣

年 2 月，「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啟用。
 2017


中心、水湳國際會展中心、台中綠美圖、智慧營

歡迎台商投資台中

運中心、中台灣電影中心等五大亮點重大建設。

台中市為全國第二大城，氣候宜人、區位適

目前台中市政府推出第一種創新研發專用區招商

中、交通便利與生活機能優越，是近年來人口攀

計畫、第二種經貿專用區招商計畫，期盼國內外

升的主因。台中市近期不斷推出重大建設，為產

企業投資台中。（如表２）

業投資「築巢引鳳」，全力打造安居樂業環境，
強化各種基礎建設與社會福利，讓人才留下，進

豐富園區招商計畫
豐富園區位於豐原區豐原大道與中正路交會
處，範圍約 5.52 公頃，產業專用區占地 1.96 公
頃，規劃生物資訊、醫療管理、智慧醫療及生技
產業創研中心等機能，朝生技創研中心發展。

而引導出台中潛在的優質投資環境，開創無限商
機。我們歡迎台商朋友至台中投資，市府將建置
招商單一窗口，供各項服務、諮詢與輔導，協助
排除投資障礙，共創繁榮經濟。

表 2：水湳智慧城招商計畫
案名

內容

第一種創新研
發專用區招商
計畫

占地面積13.67公頃，規劃引進台中市主
要策略產業、中央政府5+N產業創新產
業等國內及國際大廠投資參與，帶動國
內企業總部進駐。

第二種經貿專
用區招商計畫

占地面積3.86公頃，規劃引進大型連鎖
飯店、購物中心，打造國際級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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