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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巿政府環境保護局「期末報告」基本摘要撰寫規定 

一、基本摘要內容： 

計畫名稱：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執行單位：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鐘文舜             聯絡人：鍾宜珈 

聯絡電話：04-22289111          傳真號碼：04-23174442 

期    程：109 年 12 月 2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經   費：(全程)：3,826.500 仟元(年度)：3,826.500 仟元 

執行情形:半年報 

1.執行進度:預定(％)       實際(％)          比較(％) 

      年度     100            100               +0 

    總進度     100            100               +0 

2.經費支用:預定(千元)     實際(千元)       支用比率(％) 

 年度經費 3,826.500     1,611.080           42.1 

  總經費   3,826.500     1,611.080           42.1 

3.主要執行內容:計畫執行期程自簽約日109年 12月 21日起至110年

12 月 31 日止，目前工作量完成度達 100.0%，本階段完成目標為：
(1)蒐集彙整國際永續策略研析報告 1 份;(2)蒐集彙整國內直轄市

永續發展推動資料報告 1份;(3)永續發展指標比對及可行分析報告

1份;(4) 研擬本市永續發展計畫 1式；(5)辦理永續發展相關會議 5

場;(6) 專家諮詢會議 2 場;(7)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管

考成果統計 2次；(8)製作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成果報告 1式；(9) 

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影片及推播 1部；(10) 永續發展國際

組織之聯繫與資料準備 1 式；(11) 舉辦 VLR 成果發表活動 1 場；

(12)輔導各局處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 21場;(13)辦理永續

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 2 場;(14)國內機關團體永續發展參訪交流

活動 1場;(15)教育訓練 1場;(16)製作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及推

播 1部。 

4.計畫變更說明: 

刪減項目： 



(1) 工作項目第 11 項「永續發展全民植樹活動」原規劃 1 場，減

列 1場。 

(2) 工作項目第 12 項「VLR 成果發表會」原規劃 1 場，減列 1 場。 

增加項目： 

(1) 新增工作項目第 12-1 項「舉辦 VLR 成果發表活動」1場。 

(2) 新增工作項目第 21 項「製作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及推播」1

部。 

5.落後原因分析:無 

6.解決辦法:(若無法自行解決，請求協助事項) 

7.主管機關管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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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巿政府環境保護局計畫成果中英文摘要（簡要版） 
一、中文計畫名稱：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二、英文計畫名稱： 

The Project of Developing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or Taichung City in 2020. 

三、計畫編號： 
P1091021076-1 

四、執行單位： 
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五、計畫主持人（包括共同主持人）： 
鐘文舜 

六、執行開始時間： 
109/12/21 

七、執行結束時間： 
110/12/31 

八、報告完成日期： 
110/12/30 

九、報告總頁數： 
232 

十、使用語文： 
中文，英文 

十一、報告電子檔名稱： 
1101230001.DOC 

十二、報告電子檔格式： 
WORD 2019 

十三、中文摘要關鍵詞： 
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永續城市 

十四、英文摘要關鍵詞：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Voluntary local review, 
Sustainable city 

十五、中文摘要 
  計畫執行期程自簽約日 109 年 12 月 2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目前工作量完成度已達 100.0%。本階段完成之主要目標有：
(1)蒐集彙整國際永續策略研析報告 1 份;(2)蒐集彙整國內直轄市永
續發展推動資料報告 1 份;(3)永續發展指標比對及可行分析報告 1
份;(4) 研擬本市永續發展計畫 1 式；(5)辦理永續發展相關會議 5
場;(6) 專家諮詢會議 2 場;(7)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管
考成果統計 2 次；(8) 製作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成果報告 1 式；(9) 
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影片及推播 1 部；(10) 永續發展國際
組織之聯繫與資料準備 1 式；(11)舉辦 VLR 成果發表活動 1 場；(12)
輔導各局處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 21 場;(13) 辦理永續發展
(SDGs)推動工作坊 2 場;(14)國內機關團體永續發展參訪交流活動 1
場;(15)教育訓練 1 場;(16)製作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及推播 1 部。 

十六、英文摘要： 
    The execution period of the project is from December 21, 
2020 to December 31, 2021, and the current workload completion 
rate has reached 100.0%. The main objectives completed at this 
stage are as follows: (1) Collecting and researching a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rategies; (2) Collecting 
and researching a report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domestic municipalities; (3) Completing a comparison and 
feasibility repor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4) 
Researching a projec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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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5) Conducting five meeting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6) Conducting two meetings of expert 
consultation; (7) Completing two statistic and evaluation 
repor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indicators of 
Taichung City; (8) Producing a report of Taichung City 
Voluntary Local Review; (9) Making and promoting a video of 
Taichung City Voluntary Local Review; (10) Contacting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ata 
preparation; (11) Conducting an achievement exhibition of 
Taichung City Voluntary Local Review; (12) Counselling 
different bureaus with 21 sessio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communication meetings; (13) Conducting two 
workshop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4) Conduct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tivity of visiting domestic 
agencies and groups; (15) Conducting an educational training ; 
(16) Making and promoting an educational campus video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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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本工作報告大綱主要分為 4 個章節，章節名稱、內容與重點分述如下： 

第一章 前言 

本章內容主要針對本計畫推動目標、歷史背景資料作敘述，並針對所

提之計畫緣起、預期效益、工作項目等作一完整說明。 

第二章 背景資料概述 

針對臺中市與本計畫相關之背景現況作一解析，包含臺中市社會、經

濟與環境等現況、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等進

行完整說明。 

第三章 工作方法及執行成果 

針對本計畫工作項目進行成果說明，此階段主要完成之重點項目為：

蒐集彙整國際永續策略研析報告 1 份、蒐集彙整國內直轄市永續發展推動

資料報告 1 份、永續發展指標比對及可行分析報告 1 份、研擬本市永續發

展計畫 1 式、辦理永續發展相關會議 5 場、專家諮詢會議 2 場、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管考成果統計 2 次、製作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成果報告 1 式、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影片及推播 1 部、永續發展

國際組織之聯繫與資料準備 1 式、舉辦 VLR 成果發表活動 1 場、輔導各局

處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 21 場、辦理永續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

2 場、辦理國內機關團體永續發展參訪交流活動 1 場、教育訓練 1 場、製作

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及推播 1 部。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依據本計畫 109 年 12 月 2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工作提出執行成果、

結論與建議事項，並且依據本計畫執行成果進行未來建議之說明。 



期末報告執行成果摘要表 

成果摘要表-I 

期末報告執行成果摘要表 

項次 工作項目 
契約 

目標量 

現階段

執行量

達成率 

（%） 
備註 

1 蒐集彙整國際永續策略研析報告 1 份 1 份 100.0  

2 蒐集彙整國內直轄市永續發展推動資料報告 1 份 1 份 100.0  

3 永續發展指標比對及可行性分析報告 1 份 1 份 100.0  

4 研擬本市永續發展計畫 1 式 1 式 100.0  

5 辦理永續發展相關會議 5 場 5 場 100.0  

6 專家諮詢會議 2 場 2 場 100.0  

7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管考成果統計 2 次 2 次 100.0  

8 製作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報告 1 式 1 式 100.0  

9 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影片及推播 1 部 1 部 100.0  

10 永續發展國際組織之聯繫與資料準備 1 式 1 式 100.0  

12-1 舉辦 VLR 成果發表活動 1 場 1 場 100.0  

13 輔導各局處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 20 場 21 場 100.0  

14 辦理永續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 2 場 2 場 100.0  

15 辦理國內機關團體永續發展參訪交流活動 1 場 1 場 100.0  

16 期中報告、期末報告 2 份 2 份 100.0  

17 每月工作成果、進度追蹤及工作檢討會議 12 月 12 月 100.0  

18 教育訓練 1 場 1 場 100.0  

19 設備支援 1 式 1 式 100.0  

20 綠色採購及耗材 1 式 1 式 100.0  

21 製作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及推播 1 部 1 部 100.0  

計畫整體達成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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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服務建議書評選意見回覆辦理情形對照表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委員

1 

1.本計畫後續執行部分牽

涉到辦理活動，目前規

劃似乎未考慮因應疫

情之方案，建議應加以

考量。 

感謝委員建議與指導，本計畫未來在辦理大型

活動（如:植樹活動、VLR 成果發表會）之疫情

因應部分，會選擇開放性的場所舉行，植樹活

動預計以腹地較空曠的公園為主、成果發表會

則以市府一樓廣場為首要考量，在辦理活動

前，會事先提供相關防疫措施宣導，並於活動

入場時，要求與會者配戴口罩、進行體溫篩檢、

酒精消毒，以降低疫情衝擊。若遇嚴重疫情或

緊急突發狀況，本計畫團隊將事先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隨時與臺中市政府低碳辦公室商討突

發狀況，並採取其他可行性替代方案，如：縮

小活動規模、以預錄影片模式、線上直播、網

路視訊、活動調整或延期等因應措施作辦理。

2.本計畫之五個城市應如

何選擇。 

本計畫預計挑選五個指標城市（紐約市、布宜

諾斯艾利斯市、洛杉磯、布里斯托爾、富山市）

的 VLR 報告作為臺中市推動永續策略研析報

告之參考，挑選原因如下: 

1. 紐約市是第一個在聯合國總部發表 VLR

的城市，其 VLR 報告具參考價值，其 2018 版

的 VLR 報告針對 SDG6、7、11、12、15 項進行

發展，同時採納公民建議，並和利益相關者一

同規劃整體目標， 2019 年也更新 VLR 版本，

續加 SDG4、8、10、13、16 項目標。紐約市在

永續發展目標的推動上，採用分階段方式實

施，臺中市未來也預計採取分階段的推動方

式，因此臺中可與其學習，建立優先與延伸推

動目標，滾動式檢視及規劃。 

2. 布 宜 諾 斯 艾 利 斯 市 的 VLR 報 告 檢 視

SDG4、5、8、10、13、 16 等目標，其中，布

宜諾斯艾利斯在公民參與永續的部分值得借

鑒，其運用國際活動（青年奧林匹克、G20）來

提高全民參與永續議題，促進公民參與率。 

3. 洛杉磯的 VLR 報告檢視了 SDG 169 項子

目標，並發展 5 個評級制度，用以增修 SDG 指

標及進行指標在地化過程，此衡量評估制度值

得臺中市學習。 

4. 布里斯托爾城的 VLR 報告特色針對所有

SDG17 項目標進行發展，並進行全市民調。布

里斯托爾也是英國第一個宣布氣候緊急狀態

及提出 2030 邁向氣候中和目標的城市，其 V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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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報告的指標完整性及氣候治理為臺中市學習

之楷模。 

5. 富山市的城市規模與臺中市相似，其 VLR

報告針對 SDG6、7、9、11、12、15、17 項發

展，並以永續交通為主題，推動能源系統、再

生能源及 IOT 應用，臺中市可學習其成立專題

小組的方式，邀請公民、私營部門、企業、學

術機構等給予建議，並針對不同目標進行不同

之策略發展，以貼近民意，帶來不同於政府的

永續視角，創造市民的自我認同與意識。 

 

上述城市各有其優點，因此臺中市將參考各城

市推動 SDG 的經驗，研擬後續 SDG 推動方向。

3.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有

17 個項目，但此 17 個

項目應有順序，後續執

行有無排序？ 

感謝委員建議與指導，本計畫評估了市長施政

方向、計畫時程、經費與人力後，認為可以採

用分階段方式實施 SDG 目標，短期目標規劃

以 SDG3、7、11、12、13、15 為優先推動方向，

後續年度再延伸推動目標至 SDG2、6、8、9、

14、17，此部分目標之選擇與推動順序也會與

市府長官與各局處進行開會研擬及調整適切

之推動目標與時程。 

4.VLR 之設計應和臺灣其

他城市有所區隔？ 

感謝委員建議與指導，未來臺中市之 VLR 設

計，將會以臺中市的重點發展計畫與市長政策

為主，並會將臺中市民所關注之議題予以納

入，透過上下層級之雙向檢視的過程，產出與

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截然不同的 VLR 內

容與特色。 

5.SDGs 要凸顯的項目應

要和臺中市政府未來

施政藍圖與方向一致。

感謝委員建議與指導，考量到永續發展目標須

與臺中市政府未來施政藍圖與方向一致，因此

本計畫認為現階段之短期目標可規劃推動臺

中市的重點目標，即 SDG3、7、11、12、13、

15 作為優先發展項目，不但能夠符合目前市長

的施政方向（公托公幼倍增、即刻行動，先公

後私、親水承洪，韌性降溫、光電倍增，回饋

公益等），也能充分反應本市之低碳特色，呼應

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及臺中市溫室

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而永續發展目標的中、長

期目標則會滾動式檢視 SDG17 項目標，並逐步

完善之。 

委員

2 

1.VLR 影片拍攝，未載明

主題、架構、拍攝流程。

感謝委員指導，關於 VLR 影片拍攝及行銷部

分，首先：1.請各局處提供與 SDG 的關聯性高

之永續成果素材影片；2.挑選、討論及彙整適

宜之素材影片內容；3.除以臺中市之成果影片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服務建議書評選意見回覆辦理情形對照表 

服務建議書評選意見回覆-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為主軸外，也規劃邀請盧秀燕市長參與影片演

出或以配音形式，達到與市民同心共通推廣城

市永續經營。腳本重點以臺中市政府優先推動

永續發展目標為主，延續發展目標作為影片次

要重點，並且蒐集過去臺中市政府相關活動與

建設等永續成果影片，並邀請盧秀燕市長參與

影片演出或以配音形式，達到與市民同心共通

推廣城市之永續經營，根據影片風格及特色，

初步規劃不同的 SDG 影片主題，例如：拍攝捷

運、公車等綠色運輸以及搭配市長施政重點之

政見口號及宣傳等連結到永續發展目標之

SDG11：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

韌性及永續性。 

2.VLR 推 播 透 過

Youtuber ， 須 載 明

Youtuber 的選擇標準，

且須經過市府審核同

意。 

感謝委員指導，經過範疇界定會議與長官討論

後，決定不以 Youtuber 為影片主軸，改為請各

局處提供與 SDG 的關聯性較高之永續成果素

材影片，並經過挑選、討論及彙整後，整理出

適宜之永續成果影片內容，並規劃邀請盧秀燕

市長參與影片演出或以配音形式，達到推廣永

續城市影片之目的。 

3.輔導各局處的推動之工

作坊，目前規劃利用桌

遊方式，惟經費預算每

場 70,000，其成事效益

似乎不太搭配。建議可

考慮採用 world café，或

open space 的方式，將工

作坊推動作好。 

感謝委員建議，關於工作坊的推動形式，會依

據委員建議及考量長官需求，將桌遊形式改為

世界咖啡館及 Open Space 的作法，以符合經費

之效益，並將永續的相關知識與主題討論融入

於工作坊的課程設計之中，透過分組的圓桌研

討方式，根據不同主題進行小組討論，讓與會

者充分瞭解到 SDG 的起源、發展及應用。 

4.創新作法的永續 e 指

靈，提供市民的參與，

立意頗佳，但應考慮有

前導影片的提供，方能

提供市民完整的資訊，

以激發出更具影響力

的口號。 

感謝委員建議，在永續 e 指靈活動之前，會將

委員意見納入，在前期透過各局處永續成果影

片進行前導階段之宣傳，讓更多市民看到市府

對於城市永續經營的成果，喚起民眾對於永續

之意識，在後續永續 e 指靈的活動，也會透過

公民參與來進行臺中市永續發展口號的投票，

激發出具有影響力及能夠凝聚永續共識的口

號。 

委員

3 

1.研究團隊建議以對應低

碳為主軸之 SDGs 指標

為臺中市 VLR 優先推

動目標，但似乎主軸過

於狹窄，且目前提出

SDGs 優先目標也只有

5 項也嫌太少。 

有鑑於永續發展目標涵蓋 17 項之多，然而並

非每項目標皆適合進行在地化與符合臺中市

施政方向及特色，因此本計畫預計透過分階段

推動 SDG 目標的方式逐步檢視臺中市的永續

進展，原先報告之 SDG7、11、12、13、15 等五

項目標，經考量後研擬續加符合市長媽媽形象

之 SDG3，並推動臺中市成為健康城市及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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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公幼保障之城市，在後續年度也會續加延伸推

動目標至 SDG2、6、8、9、14、17，未來也會

持續與各局處長官進行討論，增修及調整 SDG

目標的數量，以完善永續發展目標之進展。 

2.臺中市未來推動 SDGs

基礎的工作，即是建

構推動之組織架構及

運作模式，研究團隊應

提出初步建議，如何從

既有低碳城市推動小

組（辦公室）提升層級

功能。 

感謝委員指導，臺中市未來推動 SDGs 之組織

架構及運作模式部分，會與市府低碳辦長官進

行研議，評估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改組或增設

永續發展相關單位或組織之可行性，並研討其

組織成員是否與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維持一

致及增加永續發展相關工項，使其涵蓋之工作

內容及權責更加廣泛與全面。 

3.研究團隊規劃之 VLR

成果發表會，目前內容

似乎較類似記者會，除

時間過程外，內容過於

靜態，固此經費需求 50

萬元似顯不符。 

VLR 成果發表會主要目的是讓各城市可看到

臺中市已發表地方自願檢視報告並持續推動

幸福永續城市的願景目標，因此規劃主軸確實

以記者發布會為主軸，但是在 VLR 成果發表

會當中，也會進行表演活動及策展活動，目前

規劃於市政大樓 1 樓中庭展示各局處永續發表

之成果展覽，其展覽呈現方式會依據委員建

議，設計成能夠與民眾進行互動的 SDG 內容，

讓更多民眾瞭解臺中市推動永續的相關成果

及符合經濟效益。 

4.研究團隊規劃局處教育

訓練皆以會議方式進

行，建議宜先準備相關

教材（例如 SDG 推動手

冊），另會議流程可採

分組焦點討論。 

感謝委員建議與指導，後續規劃之教育訓練，

會依據委員建議事先準備永續發展目標推動

手冊及相關資料提供給與會者。另外，教育訓

練之流程，也會採分組方式進行焦點團體討

論，待訓練結束後，會予以考試或繳交心得報

告，使各局處與會者充分瞭解到 SDG 的知識、

策略與相關應用。 

5.有關 P.6-4 貴公司履行

企業社會責任，似乎只

是滿足法規基本要求

而已，而非更真實之社

會責任，建議可參考環

保署之標準。 

感謝委員建議與指導，其實思維公司一直以來

均努力邁向 CSR：1.思維公司除了承接之計畫

皆與環保、永續議題相關，也實際透過每個工

項的實踐，落實節能減的環境目標。此外，公

司所使用之設備與耗材也均轉向綠色採購、公

司內部環境也種植許多綠色植栽，實踐綠化，

同時亦鼓勵員工使用環保餐具、落實垃圾分

類、減少浪費與節約能源，在特定節日也會前

往育幼院等進行送暖活動，以關懷弱勢團體；

2.在勞基法部分：全額投保員工之勞、健保，

並依法按月提撥 6%勞退，公司員工皆有投保

『團體傷害保險』、『雇主意外責任保險』、『雇

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並依據勞基法之規定

給予員工休假，同時也安排同仁參與專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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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訓練課程、鼓勵及全額支付同仁參加專業認證

考試、提供任職滿 1 年之員工生日快樂假及禮

金、每年發放三節獎金、禮品、提供員工婚喪

喜慶津貼、每年辦理尾牙同樂會及摸彩，並有

不定期餐敘、提供員工兩年一次免費健康檢

查，並有完整培訓制度及透明升遷管道，未來

也會持續參考環保署之標準，逐步精進思維公

司的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

4 

1.建議短、中、長程規劃

中，為何建議優先推動

7、11、12、13、15？臺

中市的經費足以支付

這麼多目標是令人質

疑的，紐約那麼有錢的

城市也沒有做得那麼

多項。 

感謝委員建議與指導。有鑑於永續發展目標之

實踐是一個持續檢視、持續修訂的在地化過

程，在考量經費與城市情況下，全球各城市大

多挑選幾項優先目標進行重點式發展，並於後

續階段再增加其他目標進行發展，如：紐約市

於 2018 年發表初版 VLR 後，於 2019 年也增加

其他推動目標以發表第二版 VLR。因此，臺中

市的 SDG 推動也預計以分階段的推動方式進

行規劃，短期以符合市長施政理念及臺中市重

點發展項目為主，因此以 SDG3、7、11、12、

13、15 為主，中期則以 SDG2、6、8、9、14、

17 為主進行推廣，長期則擴大永續城市的生活

圈，逐步拓展與推廣至中部鄰近縣市，建立共

同的永續生活圈，並持續與市府各局處討論，

檢視與增修 SDG 目標的發展方向。 

2.安全、包容的城市，你

們如何建議適合老人

的 城 市 居 住 規 劃 方

面？ 

感謝委員指導，關於老人規劃及安全、包容的

城市部份，可對應至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

SDG3：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SDG11：安全、

韌性及永續性的城市。其中，在老人健康與社

福政策部分，可加強推動與宣導高齡友善城

市，提倡老人健保、爺奶顧孫津貼、推動長照

及健康就診公車、增設與整建長青學苑，而在

安全、韌性及永續性的城市部分，會加強推動

與鼓勵民眾搭乘捷運、公車、智慧停車、自行

車等永續交通運具，並督促政府持續建設具韌

性的基礎建設與防災設施，同時也須提供優惠

的租屋、房貸及社會住宅，落實居住安全與包

容性。 

3.公民參與的方式有哪

些？如何提升參與率

並未說明。臺中市居民

280 萬人，參加 100 人

來植樹活動，這樣的參

與率完全不符合「提高

公民參與」的比例。 

感謝委員指導，提昇公民參與率前必須先提昇

公民對於永續發展氣候變遷的認知，所以本計

畫工作團隊將透過社會局與社區大學媒合，讓

公民瞭解永續發展議題與民眾自身是息息相

關，除此之外，另與教育局合作，把永續觀念

向下扎根，讓小朋友從小就有對環境保育的覺

知，進而提昇公民參與意願。另在植樹活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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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面，本計畫工作團隊乃配合環保局契約規範，

在合理經費下，以植樹示範區為主軸，喚起民

眾植樹意識為目的，讓民眾在自宅就可以參與

植樹活動，並非一定到現場才是公民參與的表

現，故透過活動的宣示並與企業媒合植樹達到

都市降溫全民參與，才是 終目標，當公民以

植樹為己任，就會把植樹融入生活當中，即可

真正提高公民參與。 

4.不遺漏任何人，怎麼作

到？目前的教育訓練

都政府人員，一般民眾

用 E 指靈夠嗎？還有沒

有更多創新做法，讓所

有人、任何人都可以參

與進來。 

感謝委員建議，基於不遺漏任何人的原則，我

們預計於第 2 場工作坊邀請公民團體的方式，

使參與民眾瞭解其知識，並請教育局持續宣導

永續相關之環境教育等，把永續觀念向下扎

根，讓小朋友從小就有對環境保育的意識，進

而提昇公民參與意願。而在永續 e 指靈活動之

前，會透過前導永續成果影片進行初步宣傳，

讓市民看到臺中市政府對於城市永續經營的

成果，喚起民眾對於永續之意識，在後續永續

e 指靈的活動中，也將透過公民參與投票臺中

市永續發展口號的方式，激發出具有影響力及

凝聚永續共識的口號。 

5.如何幫助，建議人民進

行永續消費 – 也是

公民參與的指標。 

在永續消費部分，可對應至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的 SDG12：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此部

分涵蓋了減少生產、供應鏈與消費上的糧食損

失、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以及透過預防、減

量、回收與再使用大幅減少廢棄物的產生等，

因此未來臺中市農業局也將持續增加友善耕

作面積、有機耕種面積與增加有機消費與銷售

據點，環保局也須持續推動減塑、加強資源回

收，並推動焚化底渣再利用等循環與永續生產

模式，並持續透過網路、社區大學課程或是實

體宣導，向民眾進行永續教育並鼓勵落實，使

永續理念深植人心。 

6.目標太多，Target 不明

確，可確實挑選臺中市

人文、地理、經濟、社

會、產業及現況，不要

為了比拚數量，沒有能

力達成就只是浪費人

力、財力與時間。 

感謝委員建議，永續發展目標涵蓋 17 個項目，

確實也須考量到適合臺中市人文、地理、經濟、

社會、產業及現況，因此考量到目前臺中市的

特色及重點發展方向後，本計畫希望透過分階

段推動 SDG 目標的方式逐步檢視臺中市的永

續進展，經考量後規劃以 SDG3、7、11、12、

13、15 等目標為短期優先推動項目，中期再延

伸推動目標至 SDG2、6、8、9、14、17，後續

將逐步完善 SDG 之進展，在各階段推動過程

中，亦會持續與市府長官及各局處進行討論及

修訂，以確立後續實際推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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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5 

1.本計畫未來由低碳辦公

室推動及執行，請教貴

團隊如何協助永續能

源及氣候變遷項目？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工作團隊及低碳辦公室

屬於管考單位，會召開跨局處研商會議，共同

研議臺中市永續能源發展方向，並協助各局處

研擬策略及方針，討論其可行性；另在氣候變

遷方面，本計畫工作團隊與國際知名綠色環保

組織-臺灣綠色低碳協會合作，該協會有多名研

究氣候變遷相關學者，且本計畫工作團隊已分

析臺中市氣候變遷風險項目，後續將與協會學

者共同研擬臺中市各局處氣候變遷行動方針，

共同減緩臺中市氣候變遷問題。 

2.SDGs 組織在臺中市可

否 由 低 碳 辦 公 室 取

代？ 

感謝委員指導，誠如前述相關問題之回應，臺

中市未來推動 SDGs 之組織架構及運作模式部

分，預計會與低碳辦長官進行商討後，評估將

既有之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進行

改組或增設永續發展相關單位，並評估其成員

是否與原先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成員一致，後

續也將規劃增加永續發展相關工項，以此進行

推動。 

3.參訪活動應可轉化為臺

中市可行之經驗。 

感謝委員指導，參訪活動的地點規劃以新北市

為主，有鑑於新北市是全臺灣第一個提出 VLR

的城市，其可作為臺中市發展永續之學習目

標，在參訪地點的選擇與參訪過程中，也會安

排導覽解說，以增加參訪活動與永續發展目標

之關聯性及內容豐富性，如: 1.雙連安養中心，

重視老年及幼童之照顧服務，並將網路、電腦

系統導入園區，讓科技成為生活便利的助力，

可落實「SDG1：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SDG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等目標。2.

水岸公園，以水安全、生態為主軸之公園，結

合環保及遊憩功能，設有生態溪流、曝氣槽觀

察走廊，供民眾體驗環保生態教育，能夠落實

「SDG6：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

續管理」、「SDG15：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

態系統的永續使用」等目標。3. 思納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推出能源雲，可節省耗電量，落實

「SDG7：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的起、可

靠的、永續的，以及現代的能源」等目標。4.新

北市立圖書館總館為 24 小時圖書館，可實踐

終身學習與永續教育，落實「SDG4：確保有教

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

習」等目標。5.藍海艦隊設有藍海資源回收站，

其邀請漁民共同進行資源回收，回收之物品可

集點並對換生活用品，此作為可落實「SDG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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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

發展」等目標。6.樹林興仁花園夜市，主打「不

塑夜市」，設有公共洗滌區供民眾清洗餐具，自

備環保餐具可提供折價優惠或加量福利，落實

「SDG12：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 

上述參訪地點皆與 SDG 目標有其關聯性，臺

中市可與其借鑒，學習其執行策略與推動經

驗，實際參訪地點依實際情況及低碳辦長官裁

示進行調整。 

委員

6 

1.配合 SDGs 的目標，此

17 項目標對應市政府

機關有哪些單位，事前

您們的想法？要如何

拉動這麼龐大組織？ 

感謝委員指導，有鑑於 SDG 目標涵蓋 17 項之

多，且 SDG 目標下之工項也涵蓋許多局處（如：

SDG1 可對應至經發局、都發局、社會局；SDG2

可對應至農業局、水利局、建設局、勞工局、

經發局；SDG3 可對應至社會局、教育局、都發

局、衛生局；SDG4 可對應至教育局、文化局、

勞工局；SDG5 可對應至社會局、教育局、文化

局；SDG6 可對應至水利局、環保局、衛生局、

都發局；SDG7 可對應至經發局、環保局、建設

局、都發局；SDG8 可對應至經發局、社會局、

教育局、勞工局；SDG9 可對應至交通局、環保

局、水利局、建設局；SDG10 可對應至經發局、

教育局、社會局；SDG11 可對應至交通局、環

保局、都發局、水利局、消防局；SDG12 可對

應至農業局、環保局；SDG13 可對應至環保局、

研考會、教育局；SDG14 可對應至農業局、環

保局；SDG15 可對應至建設局、農業局、都發

局；SDG16 可對應至警察局、社會局、教育局、

消防局；SDG17 可對應至研考會、環保局、秘

書處、社會局）。未來臺中市在推動 SDG 部分，

預計會與低碳辦長官研議後，評估將既有之臺

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之組織架構改

組為永續發展相關單位之可行性，並商討後續

永續推動項目及相關規劃。 

2.工作坊的規劃：對象是

誰？想要佈達什麼訊

息？請妥善規劃，重視

一下（各局處代表？回

去會轉達？） 

感謝委員指導，工作坊的對象除了針對臺中市

政府各局處的永續窗口同仁傳達永續知識及

地方自願檢視報告之工項推動，也預計邀請公

民團體與會，並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

也規劃透過互動式的 world café及 open space 的

討論方式，讓各局處及民眾深入淺出地瞭解永

續相關知識、策略及應用，並思考臺中市各局

處如何與民眾共同努力，實踐臺中市之永續發

展目標。 

3.再生能源（永續能源） 感謝委員指導，統計至 109 年 11 月，臺中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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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面向為重點，臺中 101

年 歷 年 來 就 是 第 一

名？原因？⇉因為臺中

有德基水庫，水力發電

大，未來如何在風

力、太陽能加強？ 

生能源裝置容量達 1,618.948MW，為全國第 1，

其中水力發電為 1,150.875MW，占 71.1%；太陽

光電為 335.928MW，占 20.7%；風力發電為

132.145MW，占 8.2%，未來在太陽光電推動方

面，臺中市推動光電三倍增計畫，以先公後私

為原則，於公有房舍先行建置太陽光電，在私

部門方面，依據低碳發展自治條例公告比中央

還嚴苛的 800kw 以上用電大戶至少使用 10%再

生能源，並在未來開發之工業區要求進駐業者

必須設置太陽光電，以提昇臺中市太陽光電裝

置容量；另在風力發電方面配合中央政策推動

離岸風力發電，以提昇其裝置容量。 

4.國外先進城市的資料蒐

集，研析報告希望每一

個城市都能完整研析

（一個城市一份），回饋

給臺中市參考及建議。 

感謝委員指導，關於國外先進城市之資料蒐

集，本團隊主要依據工作規範之工項 1：「蒐集

國際 5 個永續城市發展 SDGs 及 VLR 執行狀

況，作為臺中市永續發展之標竿學習，分析各

國城市組織運作及指標建立方式，提出研析報

告 1 份」執行，因此仍維持一份研析報告，但

五個城市的資料會盡可能地彙整完善與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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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 頁碼對照 

林委員

明瑞 

1. 計畫承辦單位都有按

照 工 作 項 目 逐 一 完

成，並且有掌握到臺中

市推動政策與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的大方

向，值得嘉許！ 

感謝委員肯定，未來會持續

完成各工項進度及精進本計

畫。 
─ 

2. 成果摘要部分寫得過

於簡略，宜再加強說

明。 

感謝委員指教，待後續期末

各工項完成後，會加強描述

及補充各項執行成果說明，

並納入期末報告中呈現。 

─ 

3. 2-7 頁 2.2 節臺中市推動

永續現況所撰寫的內

容過於簡略，宜再加強

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目前已加強

說明臺中市推動永續現況的

相關策略與成果，內容包括

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趨勢，

增列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

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的推動

機制，並針對永續教育、節

能減碳及綠能發展、環境生

態、綠色運輸、韌性城市、

永續社會及城鄉發展等面向

進行規劃；此外，為進一步

與國際社會接軌，也同步檢

視本市 12 大施政發展策略

與聯合國 SDGs 目標的密合

度，進而研擬永續發展的策

略及制定目標，作為臺中市

VLR 推動方向。 

P.2-8~2-9 

4. 2-19 頁第四、臺灣 VLR

推動現況，有就新北

市、臺北市、桃園市、

宜蘭縣等四大縣市針

對 SDGs 所推動的配套

政策及工作成效進行

感謝委員指教，目前已將四

大縣市的重點特色做成表

格，包括：新北市的國際化

特色、臺北市與時俱進的

COVID-19 因應作為、桃園市

的全面 SDGs 目標盤點、宜

P.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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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值得嘉許！建議

可以把這幾個縣市推

動的情形做成表格，並

了解優缺點，以利本市

推動之參考。 

蘭縣著重於環境面向發展

等，同時也將本市 VLR 特色

一併納入進行比較，以全面

瞭解各縣市的 VLR 推動情

形，作為本市推動依據。 

5. 3-57 頁表 3.1-7 推薦臺

中市永續發展目標之

核心指標，可以整理出

各局室的推動策略，值

得嘉許！但在彙整這

些策略指標時也應要

考慮：（1）原來聯合國

SDGs 各項目標的期待

是什麼？（2）臺中市

各局室相關政策配套

是否能夠達成原永續

發展目標期待，而且要

考 慮 這 些 政 策 執 行

後，是否可以完整涵蓋

所有的問題？是否有

漏網之魚？是否有社

會 邊 緣 人 仍 處 於 飢

餓、貧困沒辦法被救助

的狀態，或是仍有位於

偏鄉地區，在醫療及飲

水系統沒辦法完全覆

蓋到的地方，或是應該

是中央的問題，而地方

是沒辦法有效解決的

問題。（3）本市與其他

縣市相比是如何？ 

（1）感謝委員指教，聯合國

SDGs 各項目標的期待

主要是希望 17 項 SDGs

目標皆可落實社會進

步、經濟成長與環境保

護目標，並期望全體民

眾，無論其身分、背

景，都有權利和責任發

揮其生活潛力，在健康

的環境中過著有尊嚴

和優質的生活。 

（2）為使各局處之永續發展

及政策作能夠全面落

實 17 項 SDGs 與解決社

會、經濟、環境問題，

本市建立「友善宜居共

融社會、富強建設活水

經濟、能源轉型零碳環

境」之永續發展目標，

透過社福政策推動，提

供多元民族、弱勢群體

（包含貧困、偏鄉及老

弱婦孺）等友善環境、

資源、民生、醫療等照

護服務，以邁向平等、

包容的社會家園；另透

過經濟發展策略，吸引

企業投資臺中，帶動就

業與經濟成長，並逐步

完善重大建設，給市民

更好的生活；最後因應

P.3-88~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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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致力於發展

永續能源及促進資源

循環及轉型，以降低環

境污染及碳排放，朝向

淨零碳排目標邁進，透

過上述政策作為可全

面落實 17 項 SDGs 目標

與解決經濟、環境、社

會問題。 

（3）本市與其他縣市比較

後，較傑出的項目主要

有:長照、醫療與托育

服務、性平活動推廣、

緝毒成效、再生能源成

果、招商投資與商業登

記家數、水患自主防災

社區評鑑、電動汽、機

車推動以及人均綠地

等部分，詳細資料也將

納入期末報告的 VLR

內容中呈現。 

6. 3-57 頁表 3.1-7 取自各

局室的政策指標，很多

為負向指標，不利於本

市永續發展採用，應該

把這些負向指標適度

修正為正向指標，以利

於後續參考。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指標

經與各局處研擬後，依據可

行性評估後訂定之，關於部

分指標趨向負向部分，已逐

年設定遞減數值並增加定義

或計算方式以符合實際意涵

與成效。 

P.3-97~3-115

7. 3-87 頁表 3.3-1 臺中市

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列

表，有些指標比較不具

有政策功能，只是具有

數字 KPI 的功能，這部

分的數值也要考慮呈

現的方式，這些數字可

能對大部分的市民或

感謝委員指教，關於指標的

訂定，除需考量各局處可行

的實際量化數據進行規劃

外，也需考量數據呈現的形

式是否有呈現良好的績效與

永續導引作用，來進行適當

轉換，因此，本計畫經辦理

21 場各局處的輔導交流會

P.3-97~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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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來言是無感的，應

該已年增加率、覆蓋

率、成長率來呈現，較

為妥適。另外還有些指

標仍為負向指標是不

利於永續發展採用，應

該適度修正為正向、可

有效量化、具有永續導

引作用的指標。 

議，聘請專家學者針對指標

的正負向屬性與呈現形式進

行逐項討論及指導，經過反

覆討論與修正後，與各局處

首長取得共識，將適合轉換

的指標調整成年增加率、覆

蓋率或是成長率導向的指

標，另也考量指標的正負向

屬性進行適當的數值設定，

並設定能夠呈現績效的短、

中、長期目標值。 

8. P3-69 頁 有做出本計

畫 12 大項施政發展策

略和聯合國 SDGs 相連

結 ， 建 議 後 續 能 以

SDGs 為主軸對應本計

畫的 12 大施政發展策

略，以檢視是否有未覆

蓋到的部分。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已增

列 SDGs17 項目標與臺中市

12 大施政目標之勾稽表格，

並也進行社會、經濟與環境

領域對應，以全面盤點本市

施政方向與永續發展之聯

結。 

P.3-88~3-96 

9. 臺中市在永續發展過

程的優缺點及面臨的

威脅應如何因應。 

感謝委員指教，本市有許多

優勢，包括樞紐位置、氣候、

產業聚落、再生能源成果、

產業經濟發展及完善的社福

措施奠定宜居基礎。然而，

本市也存在著許多威脅，包

括：外縣市移入口增加、高

齡少子化趨勢、產業鏈缺乏

與行銷端結合、氣候變遷導

致高溫與乾旱，另本市也擁

有全臺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加上今年 COVID-19 疫情，

造成環境、經濟與人民生命

安全受到威脅。未來本市將

持續推動永續發展政策以作

因應，包括推動保障各年齡

及族群平等的社福措施、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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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服務及資源等，也進行產

業升級與轉型、研擬財政補

助、就業政策，建構職場安

全與促進經濟成長；此外，

也積極規劃將氣候變遷措施

納入政策規劃，發展氣候減

緩及調適策略強化因應氣候

風險的災後復原能力，並發

展可再生能源及持續督促中

火，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10. SDG12 建議納入綠色

採購的成效，SDG14 納

入沿海濕地。 

感謝委員指教，此部分會與

業務單位與相關局處進行討

論後，研議適切指標。 

─ 

張委員

瓊芬 

1. 所有英文縮寫名稱於

第一次提到的時候應

提出全名。報告章節內

容應重新編撰，應就計

畫目的與工作內容分

章節完整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關於英文縮

寫部分，已依據委員建議修

正於期中報告修正稿中。此

外，報告章節內容部分，待

後續進度更加完善後，會依

據計畫目的與工作內容重新

編撰與進行完整說明。 

─ 

2. 建議補充說明目前各

城市執行 VLR 後，對

於城市永續提升效益。

感謝委員指教，已依據委員

建議補充城市永續效益於期

中報告修正稿中，盤點各城

市執行 VLR 後，可達到以下

效益： 

（1）VLR 能夠使地方政府

將民眾需求反映到政

策制定中，可有效解決

社會問題。 

（2）VLR 可協助城市檢視

SDGs 核心目標及具體

目標的達成情況，並可

診斷城市目前的困難

與挑戰，突顯需要改進

的領域，並制定相關的

因應措施。 

P.2-1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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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LR 透過制定持續性

的數據目標、指標，可

支持政策制定者實踐

永續發展策略與落實

未來發展方向。 

（4）VLR 能使地方政府參

與永續發展的全球對

話，並帶來具有全球影

響力的行動。 

3. 國際與臺灣各城市之

比較，因每一個 SDG

下皆有 Targets，應就各

SDG 下 要 達 到 各

Targets 做法進行說明

比較，且每一項執行的

策略可同時對應到不

同 的 Goals 下 的

Targets，建議將各作法

詳細說明，以作為臺中

市發展 SDGs 的參考。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已將

臺中市 12 大施政策略與每

項核心目標（Goals）、具體

目標（Targets）進行勾稽與

說明，以作為臺中市發展

SDGs 之參考依據，而關於各

項計畫的詳細策略與說明也

將一併納入期末報告的 VLR

中呈現。 

P.3-86~3-115

4. 各比較表格僅就目標

對應，建議補充說明各

城市實際執行內容與

城市特色的相關性、

VLR 發展過程、主責單

位、公民參與等各議題

之實質進行方式。補充

說明 ISO37120 所選擇

的指標內涵與臺中市

SDGs 進行勾稽，瞭解

與臺中市未來發展的

相關性。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已補

充及彙整關於新北市、臺北

市、桃園市、宜蘭縣與臺中

市的 VLR 重點特色、執行內

容、願景方向、主責單位、

指標設定方法、利害關係人

（含公民參與）等資訊比較

表，以此進行比對與瞭解各

城市的實際執行情況。此

外，有鑑於本市今年處於研

擬永續指標階段，不似臺北

市與臺南市擁有完整指標系

統可註冊 WCCD 組織並申請

ISO37120 指標，因此針對

ISO37120 之指標項目，本市

僅作為指標研擬之參考依

P.2-19~2-27、

P.3-1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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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而經評估 ISO37120 指標

項目與意涵後，盤點出再生

能源利用比率、細懸浮微粒

PM2.5 濃度、污水處理比率

之指標與臺中市 SDGs 指標

發展的環境面向（SDG7、

SDG11、SDG6）較具關連

性，因此會將其納入指標考

量，另為全面盤點其他面向

之 SDGs 指標，也與各局處

進行輔導交流會議並參考具

有在地化特色之台經院、臺

北市、桃園市與新北市之指

標，作為各局處訂定未來可

行之永續指標依據。 

5. 請補充說明本計畫推

薦臺中市永續發展核

心指標中的亮點，與優

先執行的指標。 

感謝委員指教，本市經盤點

永續發展指標後，彙整出長

照、托育服務、再生能源成

果、招商投資、電動汽、機

車推廣等項目皆在六都排名

中名列前茅，可作為本市亮

點項目，未來可據此作為基

礎資料並與各局處召開共識

會議進行研討及增修內容，

並依長官裁示以決議是否須

盤點修正推動指標。 

─ 

6. 補充說明臺中市施政

發展策略及計畫推薦

臺中市永續發展核心

指 標 與 SDGs 下 各

Targets 之相關性。此

外，請補充計算值與臺

中市呈現 SDGs 成果的

相關性。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已將

SDGs 目標、指標、計畫與臺

中市 12 大施政策略進行聯

結，另也增列增列每項核心

目 標 （ Goals ）、 具 體 目 標

（Targets）以及指標的計算

方式與定義，以完整呈現策

略與 SDGs 成果之相關性。 

P.3-88~3-115

楊委員

豐碩 

1. 期中報告中並未提出

SDGs 目標，建議論述

感謝委員指教，已依據委員

建議增列 SDGs 目標表格於
P.3-88~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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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需更加嚴謹，宜再

加強說明。 

內文，未來也將於期末報告

之 VLR 內容呈現完整說明。 

2. 除了資料的比對，針對

臺中市對社會、經濟、

環境三大面向，哪些是

臺中的特色或優勢？

SDGs 目標設定時是否

符合臺中市的政策推

動？ 

感謝委員指教，經盤點社

會、經濟、環境面向後，本

計畫研提績效亮點項目如

下：長照、公托公幼等社福

措施、太陽能光電發展等再

生能源推動成果、招商投資

成果、電動汽、機車推廣等

部分，未來也將呈現詳細的

績效亮點成果於期末報告的

VLR 內容中。此外，SDGs

目標設定均依據本市 12 大

施政發展策略（新國際門

戶、交通任意門、幸福宜居

城、區塊均特色、健康運動

道、清淨新家園、創新創業

城、意象新美學、韌性水共

生、效能好政府、青秀樂臺

中及思用型教育）進行規

劃，符合臺中市的整體政策

推動方向，亦可接軌國際，

落實永續發展。 

─ 

3. 建議可將 P3-57 之表

3.1-7 與 P3-87 之表 3.3-1

兩表做整合，不要完全

以既有計畫做依據。 

感謝委員指教，有鑑於表

3.1-7 是推薦使用的指標列

表，而表 3.3-1 是各局處根據

表 3.1-7 再進行可行性與在

地化評估後所研擬的指標列

表，兩者屬性不同，因此會

分開呈現，以凸顯不同的重

點面向，以示區隔。 

P.3-58~3-64、

P.3-88~3-115

4. P3-57 有 機 不 等 於 永

續，應考量臺中市對於

糧食之充分、品質、均

衡等面向進行多方面

評估。 

感謝委員指教，有機在 SDGs

的對應上，屬於 SDG12 永續

生產與消費範疇，較不屬於

消除飢餓範疇，因此在指標

的屬性上已調整為 SDG12。 

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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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3-59 SDG4 中，以學生

體適能作為指標評估

之推薦略為偏頗，應多

方面評估並考量與教

育相關之應用。 

感謝委員指教，經與教育

局、文化局等相關局處進行

可行性評估後，規劃於 SDG4

中增加公托公幼、國際教

育、終身學習、圖書借閱、

科技教育及教師精進等指標

並於期末報告的 VLR 內容

中呈現完整計畫內容與說

明。 

─ 

6. P3-59 SDG5 中，以「婦

女參與活動人次成長

率」作為指標評估之推

薦略為狹隘，建議可改

成婦女勞動參與或婦

女所得之相關方面作

為評估之考量。 

感謝委員指教，經與社會局

進行可行性評估後，規劃於

SDG5 中增加性別友善措施

數指標，另也呈現性平主題

活動、開業女性公司負責人

比例等亮點績效，詳細內容

規劃於期末報告的 VLR 內

容中呈現。 

─ 

7. P3-60 SDG6 中，可參考

之指標應該不只有雨

水管理設施，建議加強

補充。 

感謝委員指教，經與水利局

進行可行性評估後，規劃於

SDG6 增 加 飲 用 水 不 合 格

率、污水處理率及河川未受

污染比例等指標，並於期末

報告的 VLR 中呈現詳細計

畫說明與內容。 

─ 

8. P3-60 SDG7 中，服務業

戶均年用電量之意義

為何？建議可改為用

電普及率作為評估。 

感謝委員指教，此部分經與

建設局、經發局等相關局處

進行可行性評估後，規劃

SDG7 之指標訂定將以推動

永續能源的角度進行，並以

再生能源使用率、太陽能發

電累計設置容量、再生能源

發電累計度數、資源循環發

電量、LED 智能路燈換盞比

例等指標為主，詳細資訊也

將呈現於期末報告的 VLR

內文中。 

─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10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 頁碼對照 

方委員

國權 

1. 貴公司在評選意見回

覆中，提及將與教育局

合作，讓小朋友從小就

有 對 環 境 保 育 的 覺

知，進而提升公民參與

意願，這部分的成效如

何？是否可輔之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目前本計畫

在契約工項外，另有針對星

光國小、國中的學生進行

SDGs 的永續教育宣導，並呼

籲環境教育與實際進行節能

減碳的重要性，該校也將

SDGs 納入學生的教學課綱

與學習評估項目，鼓勵學生

實踐永續作為於日常生活

中；另本計畫也研擬針對青

少年及學生族群之 SDGs 教

育宣導影片，以期將永續意

識推廣至學生族群，深化永

續教育。 

─ 

2. P3-94 之後期效益提及

需要提升市民對於城

市 之 歸 屬 感 與 認 同

感，這部分的績效如何

評估？ 

感謝委員指教，未來在 VLR

影片宣導的市民歸屬感與認

同感之績效評估部分，會透

過觀看人數、轉貼分享等相

關回應進行評估。 

P3-117~3-118

3. P3-123中之章節摘要中

之工作坊辦理 1 場次，

永續發展參訪活動 1 場

次，教育訓練 1 場次…

與永續發展策略及溝

通交流會議 21 場次，

這次數及比例之拿捏

是否分配不均，是否能

達到預期效果？ 

感謝委員指教，永續發展策

略及溝通交流會議場次較

多，主因為此工項依據契約

規範須深入各局處進行輔導

諮詢，以協助各局處訂定

SDGs 目標、計畫與指標；而

其他工項，如:工作坊、參訪

等活動則是一次性邀請所有

局處派員與會，因此場次的

數量上會有所差距，但目的

均有助於永續工作推展，可

彼此相輔相成。 

─ 

4. P2-18 之表 2.3-2 中有關

城市之 VLR 報告要素

範 例 之 篩 選 原 則 為

何？如 2018 年之日本

富山，下川縣相關指標

感謝委員指教，此部分 VLR

報告要素範例之篩選原則依

照 IGES 單位所彙整的 VLR

編撰架構原則為主，並以符

合 VLR 編撰架構原則程度

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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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乎 均 符 合 VLR 要

素，但在 2019、2020

都消失了？是否可以

補充說明。 

進行評估；此外，2018 年所

列之富山與下川係指上述兩

城 市 皆 於 2018 年 發 布

VLR，惟 2019、2020 年未發

布及更新 VLR，因此並無呈

現其中。 

5. P2-3 表 2.1-3 有關臺中

市 104~109 年人口年齡

結構統計表可得知臺

中市 65 歲以上之老年

人口數及老化指數正

逐年升高，這部分未來

在建構適合老人之安

全、包容的城市，貴公

司是否有具體呈案給

臺中市政府？ 

感謝委員指教，目前針對老

年人口建構安全、包容性的

高齡友善城市部分，主要規

劃於 VLR 的 SDG3 內文中呈

現，內容主要涵蓋長照服

務、長者健康促進活動、長

青學苑等終身學習規劃，相

關具體策略及方案會一併於

期末報告中呈現。 

─ 

吳委員

志超 

1. 本計畫執行的目標是

如何推動永續發展，以

協助國家達成 2030 的

SDGs，SDGs 等在臺中

市推動，不僅是配合中

央政府，更是市長市政

遠景，及多局處業務的

推動，不久前貴局方完

成城市環保計畫，該計

畫也是基於永續發展

下本市要如何凝聚各

局處的相關施政措施

及政策！建議可參酌

該計畫執行過程及計

畫綜整內容，以利計畫

執行。 

感謝委員指教，本市推動永

續發展的最主要目的，確實

是 協 助 國 家 達 成 2030 的

SDGs 目標，要推動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除需要中

央與地方共同配合外，也要

市府高層與各局處共同努

力，使本市施政方向與國際

趨勢接軌。因此，在業務推

動上，也透過各局處輔導溝

通交流會議、永續發展會議

凝聚共識，並且安排工作

坊、教育訓練與城市交流，

提升各局處執行永續業務的

相關知識與效能，未來也將

依據委員建議參酌環保計

畫，以此學習借鑑，以利計

畫執行。 

─ 

2. 表 3.1-7 永續發展核心

指標之推薦可行性，分

感謝委員指教，永續發展指

標的分級依據主要為是否符
P3-5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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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依據為何，應說明。 合國際化、在地化及施政方

向，另也須有準確計算方

式、對應行動方案及預算、

對應之負責單位等參考準

則，另也需具備可行性、可

測量、可推廣與實用性等屬

性。 

3. 3.1.2 節 彙整國內直轄

市推動，應比照 3.1.1

節國際城市提出一結

論與建議，以利參考。

感謝委員指教，目前已增加

國內城市推動永續發展的結

論與建議，以作為臺中市

VLR 推動之參考。 

P.3-35 

4. 核心指標選擇及訂定

除因應世界潮流及國

家發展政策外，更要有

臺中市的特色或獨特

的環境及社會發展指

標，也利於 VLR 的製

作。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之指

標選擇與訂定，除參考聯合

國 17 項 SDGs 核心目標

（Goals）、具體目標（Targets）

與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外，也

依據本市 12 大施政策略，進

行 在 地 化 特 色 指 標 研 擬

（如：社會面向的偏遠地區

民眾接受醫療保健服務人次

成長率、原住民照護服務-

文化健康站數；經濟面向的

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 APP

使用次數成長率；環境面向

的濕地生態教育宣導活動場

次及人數等），透過在地化指

標的設定，可彰顯本市特

色，未來也將於期末報告的

VLR 內容中呈現完整的在地

化指標與相應之計畫說明。 

P.3-88~3-115

5. VLR 的行銷推廣應再

加強！更多元！ 

感謝委員指教，目前本計畫

除了針對一般民眾進行 VLR

影片行銷以外，也規劃針對

青 少 年 及 學 生 族 群 進 行

SDGs 教育影片宣導，以期使

永續意識深入各年齡族群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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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 頁碼對照 

進行多元推廣。 

陳委員

忠義 

1. 統計年度不一，建議背

景資料更新到 109 年數

據。 

感謝委員指教，背景資料已

根據期中提報時程更新至最

新數據，後續期末報告亦會

再次更新統計資料，以符合

實際現況。 

─ 

2. 希望能與這次規劃的

SDGs 的 核 心 指 標 結

合，如果績效資料沒

有，則可免，可提出建

議及設計表格做為未

來指標的權管機關。 

目前已規劃呈現 SDGs 核心

目 標 （ Goals ）、 具 體 目 標

（Targets）、指標、計畫列

表，另也提供未來績效目標

與主責局處對應表格作為未

來滾動式修正依據。 

P.3-88~3-115

3. 未來完成後，登錄及上

傳全球環境戰略研究

院（IGES）後，希望可

以適時宣傳。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預計

於 12 月底前將臺中市 VLR

英文版登錄於 IGES 的 VLR 

Lab 平台進行露出以行銷市

府推動永續成果。 

P.3-118~3-123

4. 未來工作希望能站在

規劃的角度，並說明如

何做到滾動式檢討機

制，以提供市府作參

考。 

感謝委員指教，本計畫首先

請各局處依據現況值進行

2021 年、2025 年、2030 年的

可行目標值訂定，並規劃每

半年進行各局處管考填報事

宜，以此檢視各局處在 SDGs

目標的執行情況，若未達成

則進行檢討與改善，以此精

進 SDGs 目標達成率。 

P.3-81~3-82、

3-97~3-115 

商委員

文麟 

1. 本計畫請協助低碳辦

公室盡速完成 VLR 公

布作業。 

感謝委員指教，並依據建議

儘速辦理 VLR 發布作業。 ─ 

2. 本市 111 年預算草案業

已定案，請貴團隊協助

盤點，確認各機關未來

配合事項及預算編列

情形，以利 111 年度本

市推動各項永續發展

感謝委員指教，後續將與業

務單位進行討論，確認後續

配合與協助事項。 
─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14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 頁碼對照 

工作。 

3. 建議再詳細盤點屬於

本市的城市特色並增

加因應氣候變遷導致

旱災之因應措施。 

感謝委員指教，依據委員建

議 納 入 乾 旱 應 變 措 施 於

SDG6 淨水衛生章節，並規

劃於期末報告的 VLR 內容

中呈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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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 頁碼對照 

商委

員文

麟 

1. 請貴團隊加速

執行尚未完成

之四項工作，

期能於本年度

達成 100%執行

率。 

1. 針對委員提及期末報告初稿中

尚 未 完 成 的 工 作 進 行 以 下 說

明：（1）製作臺中市地方自願檢

視成果報告，目前已完成中、英

文版報告，並提供檔案於期末報

告光碟中呈現；（2）臺中市永續

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管考成果

統計已完成 2 次統計成果，並已

加 入 於 期 末 報 告 及 光 碟 中 呈

現；（3）永續發展國際組織之聯

繫與資料準備 1 式，本計畫已於

12 月 17 日將本市自願檢視報告

英文版上傳於全球環境戰略研

究所（IGES），另也檢附相關成

果於期末報告中；（4）製作永續

發 展 校 園 宣 導 短 片 及 推 播 1

部，該短片已製作完成並於 12

月 28 日審查會議結束後依據建

議進行修正，相關成果已補充至

期末報告中呈現。 

期末報告光

碟、

3-136~137、

3-151~164 

2. VLR 影片觸及

僅 1,787 人，似

乎偏低，如何

加 強 宣 傳 效

果？請說明。 

2. 關於委員提及臉書媒宣之 VLR

影片觸及率為 1,787 人，其數值

偏低，為加強宣傳效果，本計畫

也額外輔以 YOUTUBE 影片強

化宣傳，其影片之瀏覽人次也成

長至 20,791 人次。另外本計畫

也將 VLR 成果影片提供至本府

新聞局進行媒體宣導及遠見雜

誌專訪等行銷推廣，以擴大宣傳

本市之永續發展目標成果及邁

向永續城市之決心。 

P.3-133 

3. 請說明本市由

聯 合 國 SDGs

3. 本市在今（2021）年 1 月 18 日

因應國際氣候緊急狀態，宣示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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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 頁碼對照 

之 8 項提升至

17 項的原因及

施政成果以展

現可行性。 

簽署 8 項與氣候相關之 SDGs

（SDG7 可負擔能源、SDG9 工

業、創新基礎建設、SDG11 永

續城市、SDG12 責任消費與生

產、SDG13 氣候行動、SDG14

海洋生態、SDG15 陸地生態、

SDG17 全球夥伴），然而後續為

接軌國際永續發展趨勢及符合

市政發展面向，因此擴大盤點

SDGs， 以 呼 應 聯 合 國 強 調 社

會、經濟及環面向須均衡發展的

原則，因此將原先提列之 8 項

SDGs 擴大為 17 項 SDGs，並將

各項 SDGs 對應至本府 12 大施

政發展策略及主責局處，依據施

政可行性設定短（2021 年）、中

（2025 年）、長期（2030 年）目

標以滾動式檢討各項永續發展

計畫與指標之執行情況，使其涵

蓋之工作內容及權責更為全面。 

4. 本計畫所提之

“建議”事項

可再補充個具

體 的 執 行 內

容，如：VLR

檢討頻率、績

效指標的合理

性等，作為永

續低碳辦提供

市長規劃市政

發 展 願 景 參

考。 

4. 感謝委員指導，關於檢討永續發

展指標部分，未來規劃每 3 個月

定期召開永續推動成果檢討會

議、每年進行 2 次管考作業，除

了審查各項數值之訂定是否可

如期落實外，也同步檢視指標是

否符合國際趨勢、在地城市特色

與符合市長施政願景方向，以此

滾動式檢討及修訂 SDGs、精進

本市 VLR 報告，使其具備可行

性及合理性，以符合未來市長規

劃願景報告之方向。 

4-4 

5. 2030 年及 2050

年碳排放減量

的目標，宜融

入各項指標中

5.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本計畫已於

本市 VLR 的 SDG13 氣候行動章

節當中，納入 2030 年減碳 30%

及 2050 年邁向淨零碳排的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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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 頁碼對照 

推動！ 標，未來也將規劃各局處的減排

目標及具體的減碳路徑，並將此

資訊更新至 VLR 中，期望未來

透過各局處之協作力量達到淨

零碳排目標。 

方委

員國

權 

1. P.3-124 中之表

3.3-3 之 17.16

之指標 103 有

關事業主事機

構志工總人數

成長率在短、

中、長程（期）

之成長率分別

為 2.5% 及

8%，此比例是

否會偏低，請

說明。 

1. 關於委員提及事業主管機關總

人數成長率偏低的情況，主因在

於志工成長率之計算方式是以

2020 年之志工總人數 124,739 人

為基準年進行估算，該年度適逢

花博及臺灣燈會等國際大型活

動致使志工人數達到高值，然而

後續年度因無大型活動規劃，故

志工需求數降低，因此後續年度

之成長比率依據實際可行性設

定為趨緩數值，此數值之設定亦

有參考本市歷年志工人數成長

率及衛生福利部社福考核針對

志工人數 10 萬以上縣市之成長

率標準進行訂定，因此該數值屬

於合理訂定之範圍。 

— 

2. P.3-111 中之表

3.3-3 中之再生

能 源 使 用 率

短、中、長期

目 標 分 別 為

11% 、 13% 、

20%，此比例與

其他五都相較

如何？是否會

偏低？ 

2. 關於本市的再生能源使用率之

定義為本市再生能源佔本市用

電量之比例，而根據綠色和平組

織於 2020 年之六都再生能源電

力占比之調查顯示，臺南市再生

能源佔比最高達 3.20%、高雄市

次之為 2.45%、桃園市第三為 

2.38%、臺中市與新北市則分列

第 四 及 第 五 ， 各 為 1.61% 和 

1.07%，臺北市則名列最後僅 

0.25%。以上數據顯示出各城市

的再生能源使用率並不高，因此

本市所訂定的使用率亦無偏低

情況，反而呈現本市擁有很大的

進步空間須要積極推動能源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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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 頁碼對照 

型，因此本市也積極推動公有屋

頂設置太陽能、公告用電大戶裝

置再生能源 10%、推動綠屋頂、

資源循環發電及推動離岸風電

等再生能源政策，以提再生能源

使用率。 

3. 期末報告之英

文參考文獻，

請更新至 2021

年。 

3. 感謝委員建議，期末報告的英文

參考文獻，已納入 2021 年國、

內外城市之 VLR 資料（如：加

拿 大 英 屬 哥 倫 比 亞 省 基 洛 纳

市、洛杉磯、布宜諾斯艾利斯、

根特市、馬德里、斯基亞索斯

島、奧蘭多、東京市、橫濱市、

臺北市、臺中市等）VLR 文獻

資料進行更新。 

參-1~3 

4. 請證明本計畫

目前之執行成

果與其他五都

相較，目前較

為落後之地方

為何，未來如

何迎頭趕上。 

4. 本市與其他城市相比，較落

後的面向為｢智慧城市｣及｢

生態物流｣的發展。根據

2021 年天下雜誌針對智慧

城市的調查顯示，臺北市透

過創新策略建構智慧城市

生態系，並支持開放實證場

域之模式，已受到國際關注

與肯定，臺中市相對在智慧

城市之發展較為落後，未來

可學習臺北市作法：（1）推

動智慧公宅（建置智慧電網

及用戶創新節能設施）；（2）

智慧交通（推廣自駕車及智

慧停車系統）；（3）智慧醫

療（建置智慧病房、智慧化

轉診平台、智慧點滴監測、

遠距照護等）；（4）智慧教

育（推動酷課 APP、酷課

雲）；（5）推廣公部門採用

智慧金融支付等提升市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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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水準，滿足市民需求。

此外，雖然本市擁有海空雙

港優勢，但是與桃園市相

比，本市目前並無完善的物

流政策規劃使貨運業者朝

向氣候友善的商業模式發

展，且桃園市已建置了大溪

商圈、沙崙綠倉儲、中華郵

政物流暨華亞科技園區、青

埔綠能物流聚落、機場倉儲

物流等生態物流示範區，轄

內 採 用 了 綠 建 築 存 放 貨

物、透過電動運具進行物流

及倉儲配送，減少運輸過程

的噪音污染及碳排放、卸貨

區更有太陽能雨棚及機器

人等智慧運輸工具，收貨區

也採取 i 郵箱等智慧物流

櫃。建議臺中市未來可向桃

園學習借鑒，並加入 ICLEI

生態物流社群組織，透過國

際交流、資源分享及專家指

導，學習與奠定本市生態物

流發展基礎，進而規劃完善

的永續物流政策，建立與利

害關係人之合作，強化其運

作，逐步邁向智慧及生態物

流城市。 

5. P.4-5 之未來建

議中，強調將

強化利害關係

人之連結，請

說明具體作法

為何？ 

5. 針對未來加強利害關係人連結

的具體作法，建議可成立永續諮

詢小組，納入企業代表、社區、

里長、議員等民意代表，檢視本

市永續發展成果並提出建議，以

貼近民意及提高利害關係人的

永續參與程度；另亦可建立在地

民眾與永續主責單位的線上意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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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交換平台，如：建立線上 SDGs

民意調查，以瞭解民意最在乎的

永續議題及提出相關想法，以此

促 進 全 民 永 續 參 與 及 監 督 力

量，精進本市永續發展成果。 

6. P.4-4 之中之 15

中之教育訓練

工作之發展及

推動，目前僅

完成教育訓練

一場，此比例

是否偏低，未

來如何迎頭趕

上，以符合永

續 城 市 之 發

展。 

6. 針對委員提及「教育訓練只有一

場，似乎比例偏低」的部分進行

回應，依據本計畫之工作規範，

教育訓練工項主要針對計畫人

力進行永續教育，而針對各局處

的教育訓練則規劃於 2 場工作

坊之中，其內容涵蓋 SDGs 相關

知識、國際永續城市 VLR 推動

經驗分享以及 SDGs 研擬方法、

管考機制及指標修訂方法等，透

過以上訓練可提高各局處對於

SDGs 的認知，奠定各局處的永

續先備知識。此外，本計畫也進

行了 21 場的輔導各局處永續發

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以個案

輔導方式，持續性地與局處進行

交流及協助解決各局處推動永

續工作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以此

凝聚共識並累積各局處推動永

續發展之量能，逐步朝向永續城

市邁進。 

— 

楊委

員豐

碩 

1. 報告 P.1-1 前

言所提及我國

永續發展目標

草案狀況，其

資訊宜更新現

況（108 年 7 月

已核定，除 18

項 核 心 目 標

（Goals），尚有

143 項具體目

1. 感謝委員指導，針對委員提及之

「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草案現況」

已更新核定之定 18 項核心目

標、143 項具體目標及 336 項對

應指標至期末報告中；另外本計

畫也根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之用語，將期末報告全文

之 Goals 統一翻譯為「核心目

標」、Targets 統一翻譯為「具體

目標」。 

P.1-1、

P.2-27、

P.3-25、

P.3-45~46、

P.3-106~124、

P.3-164、

P.3-178 



期末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辦理情形對照表 

期末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7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 頁碼對照 

標（Targets）及

336 項對應指

標）；另外，報

告 全 文 對 於

Goals 、 Targets

及 指 標 之 用

詞、用語宜統

一。 

2. 報告 P.3-53 提

交預定安排 20

場與市府各局

處討論研商指

標會議，是否

指工項 13 輔導

交 流 會 議 ? 是

否已經執行完

畢，若是，則

本段文字宜調

整 移 除 ， 若

否，則宜補充

說明進度及成

果。 

2. 感謝委員指導，關於委員提及之

告 P.3-53 之會議即是指工項 13

輔導各局處永續發展策略及溝

通交流會議，目前該工項已執行

完畢，因此會移除「預定」相關

字眼及調整敘述方式，而關於輔

導交流會議之成果也已補充在

3.4.1 的輔導各局處永續發展策

略及溝通交流會議進行說明。 

P.3-53、 

P.3-165~167 

3. 作為 VLR 撰述

基礎之永續發

展計畫，目前

表 3.2-2（或表

3.3-2）係依現

有市府施政計

畫 去 對 應

SDGs 所有 17

項核心目標進

行盤點呈現，

但除此之外，

為何未如國際

或 國 內 城 市

VLR 作法，依

3. 關於委員提及本市並未與許多

國內、外城市採用分階段推動

SDGs 順序的方式，其因在於本

市 起 初 確 實 規 劃 8 項 SDGs

（SDG7 可負擔能源、SDG9 工

業、創新基礎建設、SDG11 永

續城市、SDG12 責任消費與生

產、SDG13 氣候行動、SDG14

海洋生態、SDG15 陸地生態、

SDG17 全球夥伴）進行推動並

響應國際氣候緊急宣言。然而，

為接軌國際永續趨勢及符合市

政 發 展 方 向 ， 故 擴 大 盤 點

SDGs，以完善社會、經濟及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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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 頁碼對照 

臺中城市特挑

選列出發展目

標（Goals）之

優先順序？ 

境三大面向領域之發展。此外，

為了聚焦本市 SDGs 推動重點，

本計畫也於 VLR 中增加了永續

發展施政亮點績效專章以呈現

重點核心目標之績效成果。 

4. 報告 P.3-106 以

下之表 3.3-3 列

出各項指標之

短、中、長期

量化目標值，

請補充期設定

基礎、方法來

源；此外，目

前所設量化目

標數值是由市

府各業務單位

所提出，未來

宜進一步推動

利害關係人及

市民之參與討

論，以確認避

免過度保守或

樂觀，以及後

續 落 實 可 行

性。 

4. 關於委員提及須列出各項指標

之基礎設定值、方法及來源，目

前本市 VLR 的附件資料已將各

指標之定義、計算方法列出，若

有涉及成長率等相關指標，則增

列基準年或基礎數據值進行補

充，關於指標的其他數據與相關

資料說明亦已納入期末報告的

表 3.3-3 中以及本市 VLR 的「第

柒章-永續發展目標檢視及成

果」及「第拾章-附件」中進行

論述。 

P.3-106~124、

2021 臺中市

自願檢視報

告「第柒章-

永續發展目

標檢視及成

果」及「第拾

章-附件」 

5. 報告第四章結

論 與 建 議 ，

P.4-4 建議之第

一點提及目前

細項目標及指

標數量不足，

尚待精進；但

個人建議宜深

而不需全部涵

蓋，而是依施

政重點、地方

5. 感謝委員指導，針對本市永續發

展具體目標及指標數量之增修

部分，將採納委員建議，將方向

定位為「宜深不宜廣」，並依據

本市施政重點、地方特色及資源

分配等，規劃納入社會面向之本

府女性主管比例、減免房屋稅

額、納稅者權利保障相關指標，

以達到性別平等及消除貧窮目

標；經濟面向則建議納入舉辦會

展活動、低碳旅館認證及觀光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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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 頁碼對照 

特色及資源配

置，選擇 SDGs

之精進目標及

策略計畫。 

車數量等相關指標，以呼應本市

「前店、後廠、自由港」之經濟

發展策略以及促進永續觀光及

經濟成長目標；環境面向建議納

入電動機車交換站設置數量、離

岸風電裝置容量及綠色採購等

相關指標，以因應本市推動零碳

交通、綠能產業及綠色消費之政

策目標，後續亦會與各局處召開

共識會議研議增修指標之適切

性及可行性，以此精進本市永續

發展目標、策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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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 

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在 2015 年提出了「2030 永續發展議程」，研議

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面向涵蓋社會、

經濟、環境等全球關注的議題，並強調透過全球合作以及產官學研、全體公民的

參與，共同實現永續發展目標，成為全球推動永續發展的共同語言與策略架構。 

我國政府於 2017 年發表首部「國家自願檢視報告」，說明近年臺灣落實永續

發展的重要政策，並行政院於 2018 年召開「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 31 次

委員會議」，邀集永續會民間委員及相關部會首長，討論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草案，

並於 2019 年 7 月核定 18 項核心目標、143 項具體目標及 336 項對應指標以研訂

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以 2030 年目標為期程，訂定具體目標及其對應指標，將作

為我國推動永續發展各項工作的重要依據。 

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計有 18 項核心目標，前 17 項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對

應，涵蓋弱勢族群照顧、糧食安全、健康生活與福址、公平與高品質教育、性別

平等、環境品質保護、能源永續、優質就業機會、運輸系統建構、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建構、綠色經濟、氣候變遷因應、海洋生態系保護、陸域生態系保護、

和平多元社會與司法平等、多元夥伴關係等。另外依據我國「環境基本法」第

23 條，以及回應公投結果，依法逐步達成非核家園。 

近年，臺中市政府依據中央政府致力建構推動低碳城市計畫，已有非常亮

眼的成績，可作為發展低碳城市的基礎。其中面臨在物流、人流、資訊流皆快速

互通的全球化社會，臺中市政府面對的危機越來越多樣且急迫，政府機關的快速

應對和妥善規劃顯得更為關鍵，為臺中打造一座最安全且安心的宜居城市，穩步

實踐「富市臺中、新好生活」的美好願景。然而，目前臺中市政府尚未確實將

SDGs 目標與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實際融入市政施政計畫中，未來可基於 PDCA 

（Plan, Do, Check, Act）的理念，作為臺中市政府未來永續發展目標的參考，為進

一步與國際社會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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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以公開方式甄選優良之顧問機

構，執行「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以下簡稱本

計畫），根據盧秀燕市長的政策與施政理念，建立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的願景，

選定與 SDGs 目標與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的項目，作為發展臺中市 SDGs 之重點，

並展開行動（Action）。有鑑於環保局對永續發展之用心，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冀望能予以承接本計畫，近年來，本公司曾參與多項環保專

案計畫及執行宣導工作，不論在打造低碳城市、空氣污染防制、環保政令宣導、

媒體廣播及辦理活動宣導效益上有著堅強的實力與經驗，在各項計畫期間執行策

略之重點與預定成效都有相當成效，且對各工作項目需求皆深入掌握，有充分能

力與專案經驗來執行各項計畫。本公司獲知環保局公告遴選此計畫之委辦顧問機

構，根據此計畫投標公開評選須知規定與服務建議書之工作項目及內容，隨即成

立專案執行團隊，著手完成本計畫之服務建議書，以此表達對承接計畫的高度熱

忱，亦秉持行動、學習、團隊、卓越，期盼能獲得環保局青睞，予以委辦。 

1.2 計畫目的 

一、蒐集、彙整及分析國內、外低碳城市永續相關推動策略，以作為臺中市永續

發展之標竿學習。 

二、訂定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及其推動機制。 

三、製作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及行銷。 

四、辦理局處永續發展教育訓練及交流，促進永續政策執行及推廣。 

1.3 預期效益 

一、先由公部門著手，依其權責與內部管理進行自願性檢視報告（VLR），彙整

推動永續發展之重要成果，透過由下而上之參與機制，以對臺中市整體永續

發展產生正面的效益。 

二、向國內外城市宣示臺中市執行「永續發展目標」的策略，為臺中市永續發展

帶來新方向，期能共存、共榮、共好，踏實地因應未來發展的各項環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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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及社會挑戰。 

三、期望建立多元、和諧、平等、效率的社會，重新界定經濟進步的意義，在經

濟成長的同時，能兼顧環境、勞工、性別、弱勢群體及青年發展。 

四、促進經濟增長，解決教育、衛生、社會保護和就業機會的社會需求，遏止氣

候變化和保護環境。 

1.4 工作項目及內容 

一、蒐集彙整國內外永續發展目標與推動 SDGs 的現況 

（一）蒐集國際 5 個永續城市發展 SDGs 及 VLR 執行狀況，作為臺中市永

續發展之標竿學習，分析各國城市組織運作及指標建立方式，提出

研析報告 1 份（工作項 1）。 

（二）蒐集及彙整國內 5 個直轄市永續發展目標相關資料，包含組織運作

管理、運作流程、SDGs 目標與指標、製作 VLR 相關行政作業，提出

研析報告 1 份（工作項 2）。 

（三）蒐集國際永續指標 ISO37120、臺灣永續發展指標、國內媒體雜誌永

續指標進行彙整比對及可行分析，提出臺中市指標研擬及局處分工

之建議報告 1 份（工作項 3）。 

（四）上揭內容大綱以具備摘要、前言、資料蒐集分析、推動方案評估、

結論與建議、參考文獻等為原則，另可依題目專業需求擬定；另接

獲通知特急件，須於 3 天內提交，格式不受前述規範，依通知辦理。 

二、訂定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其推動機制 

（一）研擬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 1 式：蒐集建置臺中市永續發展推動目標

及指標，並依據臺中市施政計畫、相關重要發展計畫、各部門施政

白皮書盤點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及策略盤點相對應行動計畫，並配

合會議修訂，訂定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內容至少應包含：（一）現

況介紹、（二）發展重點目標與核心價值、（三）環境、社會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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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目標及指標、（四）策略規劃及行動方案、（五）評量及管考機

制（工作項 4）。 

（二）辦理永續發展相關會議 5 場：辦理有關永續發展整合的跨局處工作

會議或策略規劃會議等，包含資料蒐集彙整、會議安排、會議記錄

及後續進度追蹤等工作項目，相關會議地點應於臺中市政府或相關

機關辦理，不含場地費用【依實作數量場驗收，未達工作量不加計

懲罰性違約金】（工作項 5）。 

（三）辦理永續發展專家諮詢會議 2 場：辦理永續發展策略專家諮詢會議 1

場次，每場次至少 5 位專家學者，提供臺中市政策諮詢或研究建議，

藉以精進臺中市永續發展策略，包含資料蒐集彙整、專家諮詢或出

席費及交通費、會議安排、會議記錄及後續進度追蹤等工作項目【依

實作數量場驗收，未達工作量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工作項 6）。 

（四） 統計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成果 2 次，含各局處聯繫協調、

資料蒐集、資料處理、表單設計及撰稿等行政作業費用，並產出成

果報告【依實際統計次之實作數量驗收，未達工作量不加計懲罰性

違約金】（工作項 7）。 

三、製作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及行銷 

（一）製作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成果報告（VLR）1 式：依據臺中市永續發

展計畫，彙編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成果報告，行銷臺中市政府推動

永續發展過程及推動成果，報告書須含中、英文版電子書、簡報圖

卡至少 20 張，原則上以 A4 規格、包含美編設計、翻譯、校稿等費

用（工作項 8）。 

（二）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影片及推播（工作項 9）：製作至少 3

分鐘短片 1 部（中、英文版），含腳本撰寫、片頭、片尾設計、拍攝、

後製剪輯、旁白、配樂等供宣傳使用。影片製作、推播及網路行銷

等規劃，需經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核定方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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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關有權永久無償利用該著作財產權，有關影片配樂由廠商負

責取得永久使用版權及公播權，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

律責任及費用。 

2. 影片規格：影片需以 Full HD 1920x1080（含）以上規格呈現拍

攝 ， 並 輔 以 動 畫 特 效 ， 完 成 作 品 之 解 析 度 須 達 Full HD 

1920x1080 之規格。 

3. 於網路投放推播製作完成之短片，短片在網路上（包含 FB、

Youtube）的瀏覽次數於履約期限前皆須達 10,000 人次以上。 

4. 於驗收時，每支 1 分鐘短片廠商應檢附：（1）網路串流格式，

H.264 1080P（含字幕）。（2）Full HD 無損壓縮分軌（MOV 或

AVI），含字幕及無字幕版本各一式，旁白及配樂分軌（wave）。 

5. 驗收時，需提交影片腳本文案、拍攝授權同意書（針對拍攝時

有簽具者）、音樂版權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永續發展國際組織之聯繫與資料準備 1 式：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

告參與國際組織倡議，如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ICLEI-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並蒐集市府於 111-112 年參加國

際永續發展目標（SDGs）會議或投稿之相關資訊建議，相關連繫及

行政等所需費用，由計畫支應（工作項 10）。 

（五）舉辦 VLR 成果發表活動 1 場（工作項 12-1） 

1. 辦理時間：活動可採實體或線上擇一辦理，實際辦理時間由機

關指定，規劃書應於會前 60 天提送，相關資料需經本機關同意

確認後始可辦理。 

（1）實體辦理部分：活動內容應設計主題焦點畫面及成果策

展，活動籌備應包含舞台、聯訪區、主題背板、音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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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流程表及場地布置、活動海報、邀請卡、指引、餐食及

宣導品等活動所需項目，活動主持人須具有主持大型活動

經驗；成果策展應有中英對照，於本府空間進行展覽；參

與活動人數累計達 200 人，活動結束應將重點成果剪輯。 

（2）線上辦理部分：辦理線上 VLR 成果發表活動 1 場次，主

持人資格應具有線上直播相關經驗者，提供靜態成果展示

電子檔下載，拍攝影片至少 1 部（每部至少 3 分鐘，含腳

本撰寫、片頭、片尾設計、拍攝、後製剪輯、配樂等供宣

傳使用，影片需以 Full HD 1920x1080（含）以上規格呈現

拍攝）並放置影音平台，採網路方式則以網路平台影片為

原則，每部瀏覽人數至少 2,000 人次；相關費用包含：場

地設備及佈置費用、網路直播連線費、文宣海報設計製

作、影片拍攝及製作、與會人員誤餐費、保險，相關費用

由本計畫支應。 

2. 活動前應有新聞稿之發布、電子媒體推播，本活動於各大報章

平面媒體及網路電子平台之新聞露出總則數至少 10 則（含）以

上。 

（六）製作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及推播（工作項 21）：以高中以下學生為

對象，製作至少 3 分鐘短片 1 部（中、英文版），推廣宣導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理念與意涵、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及相關政策成果，包

含腳本撰寫、片頭、片尾設計、拍攝、後製剪輯、旁白、配樂等供

宣傳使用。影片製作、推播及網路行銷等規劃，需經本府永續低碳

辦公室核定方可執行。 

1. 機關有權永久無償利用該著作財產權，有關影片配樂由廠商負

責取得永久使用版權及公播權，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

律責任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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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網路投放推播製作完成之短片，短片在網路上（包含 FB、

Youtube）的瀏覽次數於履約期限前皆須達 10,000 人次以上。 

3. 於驗收時，每支 1 分鐘短片廠商應檢附：（1）網路串流格式，

H.264 1080P（含字幕）。（2）Full HD 無損壓縮分軌（MOV 或

AVI），含字幕及無字幕版本各一式，旁白及配樂分軌（wave）。 

4. 驗收時，需提交影片腳本文案、拍攝授權同意書（針對拍攝時

有簽具者）、音樂版權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四、辦理局處永續發展教育訓練及交流，促進永續政策執行及推廣 

（一）輔導各局處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 20 場，簽約日起設專人及

專線輔導各局處訂定永續發展策略，並安排至各局處辦理永續發展

內容溝通說明會 20 場，原則由計畫主持人出席，必要時邀請專家出

席，包含拜會及會議安排、專家出席費用、資料彙整印製，場地設

備佈置、與會人員誤餐費、宣導禮品、參訪報告及行政協助所需費

用，由本計畫支應（工作項 13）【依實作數量場驗收，未達工作量不

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二）辦理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SDGs）推動工作坊 2 場，培育並提高各

局處對永續發展的認識，對象為本府公務人員，每場次 1 天（含討

論、實作）累計參加人數至少 60 人。包含工作坊規劃、講者出席費

給付、交通、保險、報名作業、資料彙整印製，場地設備租借、佈

置、文宣海報設計製作、與會人員誤餐費、宣導禮品、參訪報告及

行政協助等辦理活動所需費用，由本計畫支應【依實作數量場驗收，

未達工作量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工作項 14）。 

（三）國內機關團體永續發展參訪交流活動 1 場（工作項 15），2 天 1 夜，

至少 30 人（含計畫工作人員），包含活動規劃、資料彙整製作、參

訪場地安排、聯繫、參訪伴手禮、保險、成果提報；倘人數未達 30

人，依比例減價驗收。活動前 2 個月提報企劃書【依實作數量場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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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未達工作量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 

1. 住宿部分：廠商提供住宿飯店，應為政府立案合法登記之飯

店，房間數應依機關實際需要，足額供應，供機關調整使用。 

2. 膳食部分（含素食）：廠商應提供本活動期間每日之早、午、

晚餐。如為住宿者，隔天應安排於住宿飯店（旅館）進用早餐，

每人早餐 1 客（中、西式）為原則。中餐及晚餐（含回程）以

10 人 1 桌為原則，每桌至少需 10 菜 1 湯附當季水果及飲料 2

瓶。素食者應提供與葷食者等值之套餐，不另增加餐費（詳細

數量俟機關調查後，於出發前告知）。 

3. 廠商所安排之餐廳餐具以不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為原則，如因

飲食發生事故，廠商應依實際情形賠償；若環保局反應膳食份

量不足應隨時補充足夠，其增加膳食費用含於契約總價內。 

4. 交通部份：遊覽車車齡以 3 年內之車輛且裝設有 GPS 衛星定位

設備之遊覽車，且應依交通部觀光局旅行業管理規則合法交通

工具及合格之駕駛人，車輛駕駛員應具備職業大客車駕駛執

照，包租遊覽車者，應租用評鑑等級列等為甲以上（含）等公

司之遊覽車，且簽訂租車契約並依前述規則規定辦理，如行前

經機關審視有行車安全疑慮者，機關人員得拒絕搭乘，並視同

違約辦理。 

5. 保險：廠商應依交通部觀光局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53 條規定，於

活動出發前依據機關所提供之參加人員名冊辦妥團體旅客責任

保險，其投保最低金額及範圍應依前述規則規定辦理，且廠商

至遲應於出發前一日將保險單正本 1 份及繳費收據副本 1 份交

由機關收執。 

五、其他配合工作 

（一）本計畫執行期間提報（1）期中報告（2）期末報告，依契約書期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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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由機關延聘專家學者參與期中、期末報告（工作項 16）。 

（二）每月工作成果、進度追蹤及工作檢討會議【依實作數量月份驗收，

未達工作量不加計懲罰性違約金】（工作項 17）： 

1. 履約期間之提送工作成果報表，於次月 5 日前提交本府永續低

碳辦公室備查，相關報表提送作業，遇假日得以順延。 

2. 配合環保局需求提供如標案系統、專案系統及環保署成果系統

及交辦等各項資料。 

3. 每月辦理工作會議，計畫人員應全員參加（請假經本府永續低

碳辦公室同意不在此限）並製作會議紀錄，另配合本府永續低

碳辦公室要求不定期召開本計畫執行工作會議。 

（三）計畫教育訓練：簽約日起 60 日內完成所有計畫執行人員至少 3 小時

教育訓練，且聘專業講師至少 1 小時，計畫人員應以考試或心得報

告認定，上述教育訓練可錄影佐證（小時）並供本計畫人員異動使

用（工作項 18）。 

（四） 設備支援：本計畫執行期間人員使用之電腦 1 套（須使用合法軟體），

由本計畫支應網路連線費用；提供通訊設備 1 組及具有擴音、投影、

錄影及錄音設備各 1 組（工作項 19）。 

（五）本計畫所需設備耗材：配合本府永續低碳辦公室所提需求備妥有關

材料、設備、車輛、表單文件之紙張等耗材，並配合契約提報綠色

採購，另代表本府接待外賓或辦理活動時，須著統一之服裝，至少

提供 10 件，樣式須經本府同意（工作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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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本章內容主要針對本計畫推動目的、歷史背景資料作敘述，並針對所提之計

畫緣起、預期效益、工作項目等作一完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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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景資料概述 

2.1 臺中市社會、經濟與環境現況 

臺中市全市面積約 2,214.9 平方公里，占臺灣土地總面積 6.2%，人口密度為

1,271 人/km2，擁有許多外移人口且人口有高齡化趨勢，顯示未來多元族群的社會

治理與老人照護須受到重視。此外，臺中市位於臺灣西半部的樞紐位置，有完善

鐵路、公路交通系統，並有臺中港與臺中國際機場，國內外運輸與經濟發展蓬勃

（見圖 2.1-1）。在氣候部份，臺中市幅員廣闊，地勢西低東高，氣候型態多元，

在城市氣候變遷治理上，須針對不同的地理區以不同的氣候調適方法推動韌性及

永續城市，包含防洪建設、災害預防及災後復建、熱島效應及水土保持等。 

圖 2.1-1  臺中市區位樞紐圖 

2.1.1 氣候 

根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104 年至 109 年之資料統計顯示，臺中市年平

均氣溫為攝氏 24.3 度、平均濕度介於 72.0 至 77.3 之間、日照時數皆高於

1,800 小時以上；全市降雨量達 1,120 毫米以上、降水日數也達 74 天以上，

除西部高山地區為溫帶氣候氣溫垂直變化大，其餘皆屬亞熱帶氣候，氣溫

及濕度均高，終年無酷暑、亦無嚴寒，氣候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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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臺中市 104~109 年氣候統計表 

年度 
平均氣溫 

（℃） 

平均相對 

濕度（%）

日照時數 

（小時） 

雨量 

（毫米） 

降水日數 

（日） 

104 24.3 72.0 2,079.2 1,526.3 98 

105 24.2 75.8 1,808.2 1,522.3 144 

106 24.2 74.4 1,958.8 1,652.2 88 

107 24.2 75.7 2,023.8 1,297.0 90 

108 24.4 77.3 1,934.3 2,508.0 111 

109 24.5 72.6 2,296.6 1,120 74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2.1.2 人口 

一、人口概況 

臺中市共有 29 個行政區，每區皆擁有各自的人文特色，自 2010 年 12

月 25 日臺中縣、市合併後，已成為全國第二大城市，人口超過 280 萬人。

其中，人口密度最高之行政區為北區 2 萬 1,059 人/km
2（見表 2.1-2 所示）。 

表 2.1-2  臺中市各行政區面積及人口統計表 

區域別 區域面積（km2） 人口數（人） 人口密度（人/km2） 地理區域

中區 0.9 17,761 19,734 市區 

東區 9.3 75,592 8,128 市區 

南區 6.8 126,420 18,591 市區 

西區 5.7 113,251 19,869 市區 

北區 6.9 144,699 20,971 市區 

北屯區 62.7 290,353 4,631 市區 

西屯區 39.8 231,189 5,809 市區 

南屯區 31.3 176,751 5,647 市區 

太平區 120.7 195,572 1,620 屯區 

大里區 28.9 212,417 7,350 屯區 

霧峰區 98.1 64,683 659 屯區 

烏日區 43.4 76,972 1,774 屯區 

豐原區 41.2 165,086 4,007 山線 

后里區 58.9 54,046 918 山線 

石岡區 18.2 14,495 796 山線 

東勢區 117.4 48,650 414 山線 

新社區 68.9 23,786 345 山線 

潭子區 25.8 109,131 4,230 山線 

大雅區 32.4 95,650 2,952 山線 

神岡區 35.0 65,003 1,857 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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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區 37.0 56,541 1,528 海線 

沙鹿區 40.5 95,710 2,363 海線 

龍井區 38.0 77,982 2,052 海線 

梧棲區 16.6 59,465 3,582 海線 

清水區 64.2 88,398 1,377 海線 

大甲區 58.5 75,647 1,293 海線 

外埔區 42.4 31,668 747 海線 

大安區 27.4 18,626 680 海線 

和平區 1,037.8 10,849 10 山線 

總計 2,214.9 2,816,393 1,272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統計至 110 年 9 月 

二、人口年齡結構 

臺中市的人口年齡結構比例以青壯年人口數最多，不過近年呈現逐年

下降情況，由 104 年的 74.73%減少至 109 年的 72.36%。此外，幼年人口數

比例也是逐年下降、老年人口數比例則是逐年攀升，由 104 年的 10.29%上

升至 109 年的 13.63%，顯示臺中市已逐漸邁入少子化、高齡化社會。歷年

人口結構情形如表 2.1-3。 

表 2.1-3  臺中市 104~109 年人口年齡結構統計表 

年度 
幼年人口數 

（0-14 歲，%） 

青壯年人口數 

（15-64 歲，%）

老年人口數 

（65 歲以上，%） 

老化指數

（%） 

104 14.98 74.73 10.29 68.65 

105 14.79 74.30 10.91 73.78 

106 14.62 73.88 11.50 78.68 

107 14.46 73.38 12.16 84.06 

108 14.23 72.90 12.87 90.43 

109 13.99 72.36 13.63 97.41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三、人口消長 

臺中市總增加率自 104 年 9.01‰逐年遞減至 109 年 1.95‰，雖然整體趨

勢顯示自然增加率及社會增加率逐年下降，但仍為正增加率，且社會增加

率大於自然增加率，顯示臺中市人口成長主要來自於外縣市遷入。人口成

長情形詳表 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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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臺中市 104~109 年人口消長統計表 

年度 
總增加率

（‰） 

自然增加

率（‰） 

粗出生率

（‰） 

粗死亡率

（‰） 

社會增加

率（‰）

遷入率

（‰） 

遷出率

（‰）

104 9.01 3.75 9.63 5.88 5.26 48.68 43.42 

105 8.27 3.17 9.31 6.14 5.11 46.50 41.40 

106 7.14 2.68 8.77 6.09 4.47 45.13 40.67 

107 6.02 1.99 8.11 6.11 4.04 46.16 42.13 

108 4.04 1.38 7.69 6.31 2.66 44.47 41.81 

109 1.95 0.74 6.95 6.21 1.21 43.89 42.68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四、結婚離婚情形 

臺中市 104~109 年結婚對數及粗結婚率逐年下降，離婚對數在 104~106

年皆為 6,300 餘件，107~108 年則上升至 6,600 餘件，109 年又降至 6,400 餘

件。粗離婚率於 104~106 年期間有下降趨勢，至 107 年上升後，於 108 年至

109 年期間便開始下降。另在 107 年以前，結婚離婚情形僅針對異性統計，

自 108 年起，結婚、離婚將相同性別納入統計，顯示性別平權意識逐漸受到

重視。 

表 2.1-5  臺中市 104~109 年結婚離婚情形統計表 

年度 結婚對數（對） 粗結婚率（‰） 離婚對數（對） 粗離婚率（‰）

104 19,263 7.05 6,361 2.33 

105 18,407 6.68 6,370 2.31 

106 17,423 6.27 6,321 2.28 

107 17,260 6.17 6,670 2.39 

108 17,103 6.09 6,624 2.36 

109 15,648 5.55 6,419 2.28 

備註：108 年起結婚、離婚含相同性別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2.1.3 經濟 

一、就業失業情形 

臺中市勞動參與主要年齡層為 25~44 歲，參與率逐年提升近 90%，其

次為 45~64 歲，約 60%左右。另 15~24 歲之勞動參與率也逐年提升，於 107

年突破 30%，但其失業率也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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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臺中市 104~109 年就業失業情形統計表 

年度 

勞動參與率 失業率 

15~24

歲

（%） 

25~44

歲

（%） 

45~64

歲

（%）

65 歲以

上

（%）

15~24

歲

（%）

25~44

歲

（%）

45~64

歲

（%） 

65 歲以

上

（%）

104 29.0 86.5 61.1 8.7 12.4 3.8 1.8 0.2 

105 28.7 86.8 60.9 8.2 11.1 4.1 1.9 0.3 

106 29.2 86.6 60.5 7.0 11.4 3.8 1.9 0.0 

107 31.4 87.4 60.2 6.7 13.0 3.5 1.8 0.6 

108 32.6 88.5 59.2 6.2 10.9 4.0 1.8 0.1 

109 32 88.4 62 7.2 11.2 3.7 2.7 0.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二、產業家數及資本額 

臺中市整體產業結構以二、三級產業為主，一級產業所佔比例極少，但

一級產業相較以往有增加的趨勢。截至 109 年底各級產業占臺中市總登記

家數之比例，一級產業為 2.05%、二級產業為 47.68%、三級產業為 47.15%，

另有未分類產業占 3.12%。公司登記家數之總數從 104 年至 109 年皆為正向

成長，同時登記之資本額也持續呈現穩定正成長趨勢，如表 2.1-7 所示。 

臺中市的農業在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推動下，已轉向休閒農業，以提

高其競爭力。而工業發展與技術齊頭並進，精密機械和工具廠是臺灣中部

的工業核心，創造出電子零件和相關製造業的產業集群和發展。商業和服

務業在創意和創新的推動下，此行業已形成獨特的特點和風格。 

2.1.4 能源 

依據表 2.1-8 所示，臺中市電力需求用戶由 104 年 162 萬 6,920 戶成

長至 109 年 176 萬 5,179 戶、年成長率達 1.5%；售電量由 104 年 25,887 百

萬度成長至 109 年 33,073 百萬度、年成長率達 5.3%，每用戶全年平均用

電量由 104 年 16,081 度成長至 109 年 18,892 度，顯示每戶用電量逐年成

長、電力需求大，故須推動節能減碳、降低用電需求。依據臺電統計，

截至 109 年 12 月全國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 858 萬 2,481 瓩，臺中市為 162

萬 6,113 瓩，其中太陽光電達 34 萬 3,093 瓩（占全國 6.16%），風力 13 萬

2,145 瓩（占全國 14.42%），其他（含水力）115 萬 875 瓩（占全國 54.76%），

顯示臺中市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為全國最高，見表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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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教育 

根據表 2.1-10 所示，臺中市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學校數由 104 年 46.50

所增加至 109 年 48.99 所，但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由 104 年 18.65 人

下降至 109 年 17.91 人。另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幼兒園學校數由 104 年 29.53

所增加至 109 年 31.88 所，幼兒園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由 104 年 33.73

人增加至 109 年 37.4 人，幼兒園平均每校學生數也由 104 年 101.96 人增

加至 109 年 118.57 人。此資料顯示，臺中市 109 年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

生數為 17.91 人，幼兒園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為 37.4 人，幼兒園平均

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為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的 2.08 倍，兒童是國家

未來的主人翁，應增加幼兒園教師數，除可減少幼兒園教師的負擔外，

更可全面照顧幼兒，降低意外事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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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各級產業歷年登記家數與登記資本額統計表 

年度 

一級產業 二級產業 三級產業 未分類 總計 

家數（家）
登記資本額

（百萬元） 
家數（家）

登記資本額

（百萬元）
家數（家）

登記資本額

（百萬元）
家數（家）

登記資本額

（百萬元）
家數（家） 

登記資本額

（百萬元） 

104 1,600 37,231 44,032 995,941 38,424 537,180 4,325 26,844 88,381 1,597,196 

105 1,761 38,807 45,284 996,395 40,957 578,804 4,067 24,835 92,069 1,638,841 

106 1,984 41,048 47,046 1,007,631 43,177 607,269 3,967 23,935 96,174 1,679,883 

107 2,042 40,722 48,034 1,023,472 45,105 630,635 3,799 23,084 98,980 1,717,913 

108 2,076 42,616 48,876 1,089,057 46,962 666,878 3,505 21,697 101,419 1,820,248 

109 2,159 44,054 50,250 1,112,689 49,694 714,794 3,298 21,043 105,401 1,892,580 

109 年 

比例

（%） 

2.05% -- 47.68% -- 47.15% -- 3.12% -- 100% --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表 2.1-8  臺中市 104~109 年電力供應統計表 

年度 年底戶數 售電量（百萬度） 每用戶全年平均用電量（度） 

104 1,626,920 25,887 16,081 

105 1,656,378 27,349 16,660 

106 1,684,148 29,321 17,555 

107 1,709,571 30,843 18,177 

108 1,736,197 31,482 18,409 

109 1,765,179 33,073 18,892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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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全國及六都 104~109 年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統計 

單位：瓩 

年度 項目 全國 臺中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南市 高雄市

104 

風力 642,291  120,204 0 9,960 100,609 0  0  

太陽光電 666,008  47,888 423  6,567 6,684  107,529 89,656 

其他（含水力） 2,082,254 1,142,275 0 110,720 130,000 20,270 7,958 

105 

風力 677,696  129,404 0 9,960 100,609 0  0  

太陽光電 930,667  59,794 468  9,984 16,828  152,950 112,642 

其他（含水力） 2,090,374 1,150,275 0 110,720 130,000 20,270 7,958 

106 

風力 690,320  134,004 0 9,960 100,618 0  0  

太陽光電 1,383,302 74,519 6,029 13,586 54,443  224,340 170,636 

其他（含水力） 2,090,704 1,150,275 0 110,720 130,000 20,270 7,958 

107 

風力 699,561  131,704 0 9,960 100,656 0  0  

太陽光電 2,342,202 137,348 10,902 20,231 123,699 398,163 297,033 

其他（含水力） 2,092,995 1,150,275 0 110,720 130,000 22,466 7,958 

108 

風力 720,769  132,135 0 9,960 100,706 0  0  

太陽光電 3,558,185 224,381 19,386 25,606 246,195 532,346 448,732

其他（含水力） 2,094,366 1,150,275 0 110,720 130,000 22,726 7,958 

109 

風力 915,825 132,145 0 14,660 100,706 0 0 

太陽光電 5,565,140 343,093 33,674 49,434 347,910 959,425 635,491

其他（含水力） 2,101,516 1,150,875 260 110,720 132,458 22,886 7,958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 

表 2.1-10 臺中市 104~109 年學校教育概況統計表 

年度 

平均每百平方

公里學校數 

（校/百 km
2） 

平均每位教師

教導學生數

（人/人） 

平均每百平方

公里幼兒園學

校數 

（校/百 km
2）

幼兒園平均每

位教師教導學

生數 

（人/人） 

幼兒園平均每

校學生數 

（人/校） 

104 46.50 18.65 29.53 33.73 101.96 

105 46.91 18.64 29.93 36.06 109.69 

106 47.45 18.60 30.43 37.63 115.57 

107 48.08 18.26 30.93 37.39 116.86 

108 48.72 17.97 31.60 37.95 116.55 

109 48.99 17.91 31.88 37.4 118.57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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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臺中市推動永續現況 

臺中市政府為推動各項減碳政策，特設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小組，小組

下設立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辦理低碳業務推動。工作任務包含： 

一、減碳願景目標與策略之審議。 

二、各機關減碳相關事務協調、整合。 

三、各機關推動減碳相關工作督導。 

四、配合中央部會節能減碳政策推動並協調相關執行事項。 

五、研訂減碳家園建構相關補助或獎勵辦法。 

六、其他有關低碳城市建構事項之審議及推動事項。 

為響應國際環保趨勢，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於 103 年 5 月 9 日公布

且於 103 年 2 月 13 日由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召開跨局處協商暨第十

二條權責機關確認會議，該會議結論為：臺中市社區低碳認證辦法由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主辦，都市發展局、社會局及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協辦；因此依據自治

條例，確定社區低碳認證之相關規定，以利宣導及推廣社區低碳認證工作，並鼓

勵各社區運用自身優勢與特色，推動符合低碳概念之社區環境，達到推廣低碳生

活與教育之功能。整體而言，臺中市推動低碳城市面向為：低碳永續家園銅級認

證、再生能源、節電、植樹綠化、節水、節油、減廢及資源循環。 

臺中市在推動低碳城市部分，已有非常亮眼的成果，可作為推動永續發展目

標的基礎。臺中市也跟進國際趨勢發布本市自願檢視報告，並針對臺中市所面臨

到的社會、經濟及環境挑戰，訂定未來臺中市的永續發展願景目標以及研擬相關

的永續發展計畫，以實際解決臺中市的問題並且建構完善的永續發展施政藍圖，

逐步推動臺中邁向永續城市。 

臺中市政府因應永續發展趨勢，修正「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設置

要點」，並成立「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為永續發展專責

單位，並修正委員會任務由原先推動低碳相關政策擴大為推動永續發展相關政策，

同時也將原先之「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修正為「臺中市政府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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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並將工作小組名稱及業務職掌進行調整，將原先 6 組

之「教育及規劃組」、「產業及住商減碳組」、「綠能發展組」、「低碳生態組」、「綠

色運輸組」、「韌性城市組」修正為 7 組，分別是：「永續教育及規劃組」、「節能

減碳及綠能發展組」、「環境生態組」、「綠色運輸組」、「韌性城市組」、「永續社會

組」及「城鄉發展組」進行永續相關政策及業務推動。 

此外，為落實 SDG5 性別平等，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

會之委員會單一性別比例以不低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一為原則。為進一步與國際社

會接軌，也透過檢視臺中市的 12 大施政發展策略：「新國際門戶」、「交通任意門」、

「幸福宜居城」、「區塊均特色」、「健康運動道」、「清淨新家園」、「創新創業城」、

「意象新美學」、「韌性水共生」、「效能好政府」、「青秀樂臺中」及「思用型教育」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目標的密合度，再進一步研擬永續發展的策略及

制定目標，作為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oluntary Local Review, VLR）之基礎

資料及未來持續推動永續發展之方向，逐步建構幸福、永續的城市願景。 

2.3 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 

有鑑於全球如今已面臨到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巨大挑戰，包含貧

窮、社會不平等、高失業率、健康及教育的挑戰、環境的惡化以及資源不安全和

缺乏的現況。這些緊急狀況比起過去任何時候都來得迫切，需要盡快找到實現永

續發展的整合性方案。 

因此，聯合國於 2015 年發起「2030 議程（2030 Agenda）」以及 17 個 SDGs

目標，希望透過永續發展目標為全民實現更好、更永續的未來藍圖，同時也發展

具備包容性和永續性的政策，整合社會、經濟和環境面向，依循此概念，將其導

入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及所屬的 169 個工作目標（Task）之中。 

根據聯合國的《2030 議程》，促使各國政府針對國家和國家以上各級單位的

進展情況進行定期的審查，這也是「國家自願檢視報告（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 

VNR）」的理念，而聯合國的會員國，則會每年於紐約的「永續發展高階政治論壇

（High Level Political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LPF）」上發布這些報告，

而國家自願檢視報告（VNR）就是各國政府檢視交流與實施永續發展目標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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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永續發展目標的主要是指導各國政府進行政策制定，雖然在 17 個永續發展

目標中，只有一個目標明確地針對城市－「SDG 11：永續城市和社區」，但顯然

城市仍是實踐 2030 議程的重要組成，正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述：「如果沒有地方和區域政府的

參與，將無法實現 65%的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及其下的 232 個追蹤指標」。儘管

2030 議程是由會員國所簽署，但城市仍需對其實施與執行要負起執行及評估責

任，因為所有永續發展目標均包含與一級地方政府的能力和職責有關，並提供民

眾基本服務，和促進永續和包容性的城市發展。 

城市在永續發展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它們已將城市置於實現永

續發展目標的最前線。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歐·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在揭

開所謂的「行動十年（Decade of Action）」時，強調地方行動是永續發展基本的條

件，距離實現 2030 議程還有十年的時間，需要加快實施策略。如果要推動 2030

議程，則要創造一個使城市和地方政府都能發揮最大潛力的有利環境。這無形中

也強化了多層次治理形式，承認城市並非獨立個體，而是融合進入各種治理規模

之中。城市在實施永續發展目標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其可直接與公民進行

互動以解決城市的問題。因此，永續城市的發展可謂推動 2030 年議程的基礎。 

隨著越來越多的城市採用永續發展目標，城市可以透過國家自願檢視報告

的流程作為推動架構，來審查關於永續發展目標在城市的行動。由於距離聯合國

所有成員國通過的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的永續發展目標只剩下十年的時間才能

實現，因此在城市的永續發展的行動比以往都更加地緊迫。 

目前各國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城市正在加快腳步，有越來越多的地區和政

府已經意識到這一點，著手追蹤進度，制定未來永續發展目標的策略，此作法被

稱之為「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是一個由地方

和區域政府（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LRG）所發起的自願性評估，此進度

可落實每一個國家《2030 議程》及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已

成為地方政府參與全球各國的永續進展，加速實踐永續發展目標的機會，城市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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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檢視永續發展的目標，亦可增進地方改革及創新，帶動國家整體的發展。 

2.3.1 永續發展目標（SDGs） 

西元 2000 年，來自 189 個國家的領袖們，於聯合國高峰會共同發佈

的「千禧年發展目標」（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期望

於 2015 年能達到八項目標：「消滅貧窮飢餓」、「普及基礎教育」、「促

進兩性平等」、「降低兒童死亡率」、「提升產婦保健」、「對抗病毒」、

「確保環境永續」與「全球夥伴關係」（見圖 2.3-1）。 

經過 15 年的努力，2015 年世界的貧窮人口降至 12%、已達學齡卻無

法就學的孩童降低一半以上、孩童死亡率減少近半數、愛滋病患接受治

療的人數增加了 15 倍、蚊帳的設置也使 600 萬人免於瘧疾危害。這些成

功案例，多數來自經濟成長，特別是中國與印度的快速成長，大大地降

低了貧窮人口的數量。 

 
資料來源：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5 Press Kit 

圖 2.3-1  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 

然而，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認為面對永續議題，全球還有許多成長空間，如：性別平等議題

仍須改善，像是女性比男性更可能面臨貧窮、不識字的人口多達 2/3 為女

性、女性晉升有薪階級的比率仍舊遲緩、許多婦女在妊娠期間因併發症

死亡，甚至有許多難民因為戰爭與衝突而流離失所，全球也面臨到日益

嚴峻的氣候變遷和環境污染。 

因此，聯合國於 2015 年 9 月 25 日，即聯合國成立 70 週年之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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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了世界各地的領袖們齊聚於紐約總部，並舉行「聯合國發展高峰會（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基於

2000 年發展目標未能達成的部份，發佈了《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

續發展方針（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其方針提出了全球國家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並基於積

極實踐平等與人權，規劃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及 232 項追蹤指標，作為

2030 年以前，成員國跨國合作的指導原則。此外，這份方針也兼顧了「經

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三大面向，展現其規模與企圖

心。聯合國永續發展的 17 項目標及 232 項追蹤指標，17 項目標如下所示。 

一、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二、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三、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四、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五、實現兩性平等，並賦予所有婦女權力。 

六、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七、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的起、可靠的、永續的，以及現代的能源。 

八、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 

    份好工作。 

九、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十、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十一、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 及永續性。 

十二、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 

十三、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十四、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十五、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對抗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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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十六、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 

      有的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十七、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財務。 

 
資料來源：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 

圖 2.3-2  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 

2.3.2 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 

一、VLR 介紹 

「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是一個由地方和區域政府（LRG）發起

的自願性評估，此進度可落實《2030 議程》及永續發展目標。地方和區域

政府（LRG）可以分享推動 SDGs 的經驗、挑戰及學習，建立新的夥伴關係，

填補實現在地願景的空白。透過採用永續發展目標的通用語言，VLR 是一

個不斷追求更好永續發展的過程，整合在地資源和對公民負起責任。因此，

VLR 主要是出版自願性的審查在地推動 SDGs 的報告，記錄推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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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和結果。 

VLR 不僅是回顧進度而已，它具有強大的工具，透過「加速城市轉型

的四個有意義之機會」：它要求地方政府能傾聽取民眾的需求，將其反映到

當地政策制定中。同時希望其他利益相關者能主動參與，為民眾提供機會

來制定城市發展的願景，在 2030 年之前能實現此願景，並採取積極的行動

力，達成城市永續發展的目標。 

VLR 也會增進自我反省檢討的機制，其報告內容是根據在地實際情況，

制定與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及指標，因此它可診斷城市執行的進展，並發現

其困難與挑戰之處，檢討需要改進的領域，以作為後續制定綜合的、跨部門

因應措施的參考。 

VLR 也可以提供由大數據驅動的流程，應用於研擬行動計畫實現未來

的目標。每一永續發展的目標及其相關的指標，是可以支持政策決策者制

定永續發展的策略。VLR 也能使在地民眾的參與，進行永續發展的對話。

希望地方政府結合在地資源網絡，激發城市永續發展的行動力。 

二、VLR 的歷史 

有鑑於永續發展目標的改革創新的潛力，世界各地的城市也正在制定

未來的政策與策略。利用全球發展的目標來指導在地永續發展策略，各城

市也正在尋找新興的方法，重新思考他們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組織架構。 

由於一般的城市具有靈活性，可直接與公民互動，以城市發展為基礎，

往往比全國範圍的行動較快，且城市也有更大的權力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

行動力，成為市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有一些城市開始採用

VLR 自願審核的程序，來追踪自已的城市發展目標的進展。 

首次 VLR 的揭露活動是 2018 年 7 月的高階政治論壇（HLPF）。在高階

政治論壇期間，是歷年最大一次地方與區域政府的論壇（Local and Region 

Government Forum, LRGF），它是由地方和區域政府（LRG）的全球特別工作

小組，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和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UN-Habitat）作為地方和區域政府的官方空間，以展示

成功實施永續發展目標的經驗，並在國家、區域和地方政府之間，建立多層

次制度化的對話。在此論壇開幕式，日本北九州市市長北橋賢治（Kenji 

Kitahashi）與日本其他兩個城市下川市（Shimokawa）和富山市（Toyama）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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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發起有史以來首次城市的 VLR。紐約市也在 2018 年高階政治論壇期間，

也發布 VLR。在紐約市舉行活動之後，2019 年 3 月，在第六屆亞太永續發

展論壇（APFSD）20 上，國家自願檢視報告（VNR）正式會議中已將 VLR

納入討論的範圍。 

日本北九州市副市長梅本和秀（Kazuhide Umemoto）對他所在城市的

VLR 及如何增強 VNR 提出一些個人見解。藉此機會，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和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亞

太分會（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sia-Pacific, UCLG ASPAC）啟動

建立「VLR 實驗室（VLR Lab）」，這是一個由國家和地方政府為 VLR 提供

的線上訊息彙整中心，使所有城市及其報告都可參考學習、比較。2019 年

7 月，聯合國在地方 2030 為期兩天的活動網路會議，名為「VLR Lab」，在

紐約市與高階政治論壇一起舉行。 

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IGES）與高階政治論壇（HLPF）共同與聯合國

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和亞洲發展聯盟

（Asia Development Alliance, ADA）合作，組織關於 VLR-VLR 實驗室（VLR

－VLR Lab）的專家組會議，該會議聚集了 10 多個城市，以探索和深化關

於地方政府推動 SDGs 的對話報告。 

在 2019 年 10 月，由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ESCAP）和人居署共同舉辦的亞太城市

論壇，聚焦討論 VLR 的城市和機構的多項承諾，建構檳城永續城市化平台

的優先行動領域（Penang Platform for Sustainable Urbanisation）－公布《新城

市議程（New Urban Agenda）》實施的機制和亞太地區永續發展目標的範圍。

作為致力推動世界各國城市 VLR 的機構，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IGES）也

致力於將合作夥伴和城市聯繫起來，以協助更多的城市將永續發展目標納

入其城市發展的計畫和氣候行動。 

三、國際的 VLR 推動現況 

在 2018 年，日本及紐約等城市發布 VLR 報告以後，也鼓舞了許多城市

開始準備 VLR 的報告，儘管這些城市發布 VLR 的內容、範圍、目的、深入

程度和時間等都存在很大的差異，但仍然使全球的地方和區域政府開始參

與永續發展進展的相關討論。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為止，全球總計有 31 個城市發布 VLR 於全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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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研究所（IGES）的 VLR Lab 平台，如：紐約（New York）、北九州

（Kitakyushu）、下川町（Shimokawa）、富山市（Toyama）、布里斯托爾（Bristol）、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濱松市（Hamamatsu）、拉巴斯（La Paz）、

洛杉磯（Los Angeles）、新北市（New Taipei）、聖安娜．迪巴納伊巴（Santana 

dePanaíba）、臺北市（Taipei）、曼海姆（Manheim）、瓦哈卡州（State of Oaxaca）、

基洛納市（City of Kelowna Canada）、巴塞隆納（Barcelona）、唐津市（Dangjin）、

土爾庫（Turku）、艾斯博市（Espoo）、波恩（Bonn）、桃園市（Taoyuan）、匹

茲堡（Pittsburgh）、哈恩（Jaén）、斯基亞索斯島（Skiathos）、根特（Chent）、

馬德里（Madrid）等城市。 

其中，大部分的 VLR 報告是以英文撰寫，但也有報告以葡萄牙語編寫

（如：聖安娜．迪巴納伊巴），另也有以西班牙語編寫（如：拉巴斯），而布

宜諾斯艾利斯及臺北等城市則有撰寫三份 VLR 報告的經驗。 

各城市的 VLR 報告採取不同的策略，儘管永續發展目標涵蓋了社會、

經濟和環境面向，但大多數的 VLR 報告僅關注特定的永續發展目標，如表：

紐約市（New York）著重於高階政治論壇在特定年份優先考慮到的永續發

展目標，而其他城市則關注在地優先的目標（如：臺北市）。洛杉磯透過審

查高階政治論壇於 2019 的優先目標，然後增加自己的目標，只有英國的布

里斯托爾（Bristol）、日本的濱松（Hamamatsu）、南美洲的拉巴斯（La Paz）

和德國的曼海姆（Manheim）檢視所有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而墨西哥的瓦

哈卡州（State of Oaxaca）則未檢視。 

在這些情況下，VLR 僅是一個實施 SDGs 的路線圖，且進行 VLR 報告

時，每個城市的作法截然不同（如表 2.3-1、2.3-2），其主要可區分為兩個不

同的類別，第一類是根據現有規劃架構審查和實施的城市，並說明先前的

策略與 2030 議程保持一致（如：紐約），這些城市展示現有政策與永續發展

目標之間的一致性，以及這些政策如何為實現 2030 議程做出評估；第二類

則是將永續發展目標作為機會的城市，其為永續發展找到了新的途徑與政

策架構，展現永續發展目標的精神，並對永續發展目標進行在地化與實施

相關計畫（如：下川、布里斯托爾等城市）。在這兩種情況下，VLR 啟動一

個流程，以建立城市如何實現 2030 年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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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國內外重點城市 VLR 報告之 SDGs 目標對應 

永續發展目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總計 

2018 

2018 高階政治論      ● ●    ● ●   ●  ● 6 

下川      ● ●  ●  ● ●   ●   6 

富山      ● ●  ●  ● ●   ●  ● 7 

北九州     ●  ● ● ●   ●     ● 6 

紐約      ● ●    ● ●   ●   6 

2019 

2019 高階政治論壇    ●    ●  ●   ●   ● ● 6 

布里斯托爾 ● ● ● ● ● ● ● ● ● ● ● ● ● ● ● ● ● 17 

布宜諾斯艾利斯    ●    ●  ●   ●   ● ● 6 

濱松 ● ● ● ● ● ● ● ● ● ● ● ● ● ● ● ● ● 17 

拉巴斯 ● ● ● ● ● ● ● ● ● ● ● ● ● ● ● ● ● 17 

洛杉磯    ● ●   ●  ● ●  ●   ● ● 8 

新北市    ●  ● ● ●  ● ● ● ●  ● ● ● 11 

紐約    ●    ●  ●   ●   ● ● 6 

桑塔納 ●  ● ●       ●    ● ● ● 7 

臺北市   ●   ● ●    ● ● ●    ● 7 

2020 

曼海姆 ● ● ● ● ● ● ● ● ● ● ● ● ● ● ● ● ● 17 

瓦哈卡州                  0 

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總結 
5 4 6 10 6 9 10 10 7 9 11 10 10 4 9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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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國內外重點城市 VLR 報告要素範例 

城市 
市長聲

明 

方法論

和過程 

政策和有利環境 

在目標上

取得進展

執行 

手段 

結

論 

建立永續發

展目標的所

有權 

與

SDG 

對齊 

整合三

個維度 

不棄任何人

於不顧 

制度

機制

結構性

問題 

2018 

北九州 ★ ★ ★ ★ ★ ★ ★ ● ★ ★ ★ 

紐約 ● ★ ★ △ ● ★ ● ● ★ ◆ ★ 

富山 ★ ★ ★ ★ ★ ★ ● ● ★ ★ ★ 

下川 ★ ★ ★ ★ ★ ★ ★ ★ ★ ★ ★ 

2019 布里斯托爾 ★ ★ ★ ◆ △ ★ ★ ★ ★ ● ★ 

布宜諾斯艾利

斯 
● ● ◆ ★ ◆ ◆ ★ ● ★ ◆ ★ 

濱松 ★ ★ ★ ★ ★ ★ ★ ★ ★ ★ ★ 

拉巴斯 ★ ★ ● ★ ★ ★ ★ ★ ★ △ ★ 

洛杉磯 ★ ★ ◆ ★ ● ◆ ★ ● ★ ● ★ 

新北市 ★ ★ ★ ★ ● ● ★ ● ★ ● ★ 

紐約 ★ ★ ★ ★ ● ★ ★ ● ★ ◆ ★ 

桑塔納 ★ ★ △ ★ ● ● ★ ● ★ ★ ★ 

臺北市 ★ ★ ★ ★ ● ● ★ ● ★ ● ★ 

2020 曼海姆 ★ ● ★ ★ ● ★ ★ ● ★ ★ ★ 

瓦哈卡 ● ★ ★ ★ ★ ● ★ ● ● ★ ★ 

圖例：★符合 VLR 要素。●不引用 VLR 要素。△部分引用 VLR 要素。◆ VLR 引用其他文件、政策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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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的 VLR 推動現況 

目前臺灣城市的 VLR 進展部分，新北市分別於 2019 年 7 月、2021 年

11 月完成了 2 版 VLR 報告、臺北市分別於 2019 年 9 月、2020 年 9 月、2021

年 9 月完成 3 版 VLR 報告，桃園市於 2020 年 9 月完成了 VLR 報告、宜蘭

縣於 2020 年 12 月完成了 VLR 報告、臺中市則於 2021 年 9 月完成了 VLR

報告。 

（一）新北市的 VLR 報告 

新北市的 VLR 報告－「新北市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是繼美國之後，第一個公佈自願性地方永續發展報告的臺灣城市。新

北市以「安居樂業」為願景，作為 SDGs 國際溝通市政的未來方向，

並參考 2018 年 9 月環保署提出的國家自願檢視報告（VNR），主動貢

獻新北的永續發展目標進程，而新北市府也強調與重視「市民優先」，

致力於公開市政透明化、市民參與市政檢視之機制，持續地協助改善

SDGs 的在地化與發展。 

新北市是以 SDGs 作為 2030 年永續發展架構，並以「安居樂業」

為核心願景，因此著重於發展 SDG11（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

安全、韌性及永續性），另外也針對 2019 年聯合國高階政治論壇著重

的 SDGs 項目（SDG4、8、10、13、16、17），以及 2017 年馬德里 UCLG

年度會議中，發布的 SDG 的在地化，為新北市提供了檢視建議，因

此也將檢視 SDG6、7、12、15，作為新北市的永續發展進度檢視。 

1. 「SDG4：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昌終身

學習」 

確保全民受教權、提供幼兒與技職教育、提供網路教育、性

平教育、勞工職業培訓計畫、提升教學品質等。 

2. 「SDG6：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改善環境衛生、減少污染、增加回收安全、提高用水效率、

整合及改善水資源與衛生管理、廢水管理與水資源再利用、河川

污染整治。 

3. 「SDG7：確保所有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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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能源」 

鼓勵節能減碳、推動能源治理、智慧節能、新能源開發與利

用、促進全民參與、政府及公家部門帶頭節電、加入市長聯盟與

CDP 等國際組織。 

4. 「SDG8：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生產力的就

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成立新北創力坊、新北社企電商基地、新北電競基地等創新

創業基地，與亞馬遜網路服務公司（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合作成立「新北市-亞馬遜 AWS 聯合創新中心」，提供資源，協

助新創企業成長與轉型升級、培育新創團隊、業師輔導、與荷蘭、

菲律賓、日本等 9 個國家進行合作及簽署協定，提供雙方輔導

相關資源等。 

5. 「SDG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提高公共托育規模與資源、消除歧視性政策、促進接納移民

意識、增加社會包容與勞工工資相關政策等。 

6. 「SDG11：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導入大眾運輸、增加建築安全及人本空間、提供住宅補貼及

公民負擔得起的住房、推動危老的都更、提高公民參與城市規劃

過程、提供身障者及老年人口之社會福利措施、運用智慧化及科

技方法降低災害人數、提升空氣品質與進行廢棄物管理、建置公

共綠色空間與綠地、提高城市因應氣候之韌性能力。 

7. 「SDG12：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推廣綠色工廠制度、循環經濟、漁港轉型、鼓勵使用當季、

吃當地及永續食物消費模式、擴大有機農業契作及促進永續消

費、增加資源回收率等。 

8. 「SDG13：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成立氣候變遷委員會，盤點能源及對氣候變遷進行回應，推

動能源轉型、鼓勵智慧節能發展、增加城市與社區的氣候減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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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能力、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加入市長聯盟與 CDP 國際組織。 

9. 「SDG15：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

管理森林，對抗沙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

性的喪失」 

發展綠色生活館，掌握生態農業及綠色生活的即時新知，整

治生態、建置護岸工程、復育物種、創造生物多樣性之生態廊道

與綠色空間。 

10.「SDG16：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

管道給所有人；在所有的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

度」 

建立負責任及透明的市政機制、建立針對社區脆弱性領域

的政策、降低暴力率與犯罪率等。 

11.「SDG17：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加強與全球合作夥伴之關係、參與國際交流，並擔任智慧城

市、宜居城市之國際領導者的角色、持續擴大並改善市民參與政

策的討論。 

新北市的第二版 VLR 報告－「新北市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

視報告（2021New Taipei SDGs Voluntary Local Review）」，整本報告以

永續材料製作而成，完整體現新北市打造零排放城市的決心。其報告

書著重方向為探討疫情下的永續發展，並簽署了紐約 VLR 宣言，承

諾將政策與永續發展目標相結合、舉行永續發展目標相關活動及提

交 VLR 報告。 

同時，新北市在 2021 年也著重於檢視 SDG1、2、3、8、10、12、

13、16、17，並且也於第二版的 VLR 報告中收錄了 60 個 SDGs 案例，

如：新北超前部署的抗疫之路、翻轉垃圾山再造成為五股夏綠地、新

北女力、智慧防汛系統、三環六線建設、青銀共居及綠色運輸等永續

政策，持續打造新北成為安居樂業的永續城市。 

（二）臺北市的 VLR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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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的 VLR 報告－「2019 臺北市自願檢視報告」，則是臺灣

第二個發表 VLR 報告的城市，臺北市的 VLR 報告內容主要盤點既

有城市的規劃政策，並搭配相應的 7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奠定自我檢視實踐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的基礎，並以「確保健康福

祉」、「永續水管理」、「可負擔能源」、「永續城市」、「永續消費與生

產」、「氣候行動」及「全球夥伴關係」等七大目標為主： 

1. 「SDG3：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以社區健康營造手法，整合健康城市、高齡友善及安全社區

等三大議題，並推動其下的永續生態、繁榮便捷、安全保障、友

善文化、活力康健等五大面向，打造健康城市，與國際接軌交流。 

2. 「SDG6：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建立安全水資源管理系統，加強改善既有供水管網設備與

監測，減少供水過程中水資源的流失，並提倡再生水及雨水回收

循環使用。 

3. 「SDG7：確保所有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及

現代的能源」 

藉由公私協力推廣太陽光電系統，以閒置空間著手建置推

動，將已停用的垃圾掩埋場設置太陽光電系統，成功轉型為綠能

生態園區，另私部門則運用補助方式提升太陽光電設置誘因，逐

年增加綠色能源容量。由社會住宅領頭建置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分析管控電力使用狀況，提升能源運用之有效性。此外，推廣社

區弱勢家庭節能翻新服務計畫，以擴大節約能源效益及兼顧社

會福利。 

4. 「SDG11：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建構公共運輸網絡，強化大眾運輸服務品質與便捷性，提升

環境空氣品質，藉由智慧化運輸資訊系統，減少民眾候車時間。

提供弱勢族群免費無障礙運輸服務或交通補助，使弱勢族群享

有便利的運輸服務。因應天然災害部分，建立耐災韌性及環境永

續性，訂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作為綜合性防災業務規劃引導，

持續推動及強化災害風險治理工作。人為災害方面，則強調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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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措施與逃生演練作業，以降低災害損失。 

5. 「SDG12：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以金融商業發展為核心，維持都市長遠發展及打造市民宜

居生活環境，並由公部門先行，匯聚跨局處能量，提出體現循環

經濟內涵之「循環城市推動計畫」，落實推動務實可行之措施。 

訂定「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執行要點及推動限塑的政

策，加強宣導民眾自備購物袋及餐具觀念，進而推動購物塑膠袋

與專用垃圾袋，兩袋合一策略，減少塑膠袋使用量。 

辦理實物銀行服務落實永續消費，結合公有市場推動盛食

交流平台，將當日剩餘食材自由捐出，並媒合弱勢家庭，讓剩餘

食材發揮最大效益。 

6. 「SDG13：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打造海綿城市，調節都市微氣候，降低熱島效應的影響；推

廣田園城市，發揮食農教育理念，促進民眾參與，打造成為一個

綠色健康、教育、生活之城市；結合推動綠運輸、綠能發電、節

電等策略，有效管理溫室氣體排放。 

7.  「SDG17：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

係」 

成立智慧城市辦公室，媒合各局處政策，加速施政進度，透

過公私協力推動產業創新智慧解決方案，並與國際城市鏈結，組

成 GO SMART 全球智慧城市聯盟，創造城市合作與交流機會。  

成立臺北市公民參與委員會，藉由公民直接參與政府部分

預算決策方式，加強預算透明度，並喚起公民意識，引導市民對

公共政策及公共事務的參與。 

  臺北市的第二版 VLR 報告－「2020 臺北市自願檢視報告」，

則是導入 COVID-19 疫情與永續發展作為。其中，臺北市防疫措施扣

合 SDGs 部分，主要包含：SDG3 確保全民健康，建置居家隔離追蹤

管理機制及結合「防疫旅館」，降低傳染風險；SDG4 提供平等受教

權利，推廣線上多元教學管道，提供居家檢疫或學校停課的學生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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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服務；SDG8 為降低疫情造成經濟衝擊及失業率，提出 9 大短期

紓困方案，確保經濟紓困與未來發展；SDG9 確保基礎設施正常運作，

針對人潮聚集之九大類場域及大眾運輸每日消毒，降低人潮移動感

染病毒風險；SDG11 強化社區防疫觀念，培訓防災士，並建置社區

防疫管理機制，提供市民良好居家環境；SDG12 委託具甲級或乙級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進行隔離檢疫者垃圾清運處理，確保零傳染風

險之社區環境；SDG17 各項防疫作為 SOP 英文版供其他國家城市參

考，將經驗與國際共享。 

此外，臺北市的第二版 VLR 報告也著重於發展 SDG4、5、8、9，

其中 SDG4 主要為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務量能，活化學校餘裕空間，提

供學費補助及育兒津貼等方案，減輕家長育兒負擔；SDG5 為透過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導，以推動社會大眾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正確觀念，降低家暴或性侵害受害人數；SDG8 則是擴大就業徵才及

就業輔導服務，以提升臺北市的就業市場；SDG9 為發展基礎設施，

以捷運為骨幹，公車、自行車為輔之第一哩及最後一哩的服務，並考

量身心障礙人士需求，打造無障礙通行環境，完善北市綠運輸設施。 

臺北市的第三版 VLR 報告－「2021 臺北市自願檢視報告」則著

重於展現其減碳決心，並呼應全球 2050 年淨零排放願景目標，臺北

市以「SDG 13 氣候行動」作為核心目標，檢視臺北市於各項永續發

展目標（SDGs）下的氣候行動積極作為，使氣候行動不僅只是願景，

而是能夠於日常生活中推動的各項政策作為，包括：持續發展再生能

源、積極推動車輛電動化、導入智慧零碳建築、建構綠色新創產業環

境等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逐步達成 2050 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 

（三）桃園市的 VLR 報告 

桃園市的 VLR 報告－「桃園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是臺灣第三

個發表 VLR 報告的城市，桃園市以 SDGs 作為整合市政管理與計畫

之執行策略，並由桃園市副秘書長主持 SDGs 計畫，請各局處派員參

與，並挑出與 SDGs 目標關連度較高的三項計畫後，再撰寫初稿，總

計召開九次首長共識會議，最後納入 288 個計畫，選定 59 個指標納

入自願檢視報告。桃園市的 VLR 聚焦於「友善共好，永續樂活」的

願景，並提出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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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一：健康友善 

除延續「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相關政策，也擴大友善層面，

針對不同年齡、性別與族群提供環境與政策，促進社會平等和

諧。 

2. 目標二：安居樂業 

桃園是六都中平均年齡最低的城市，故以「支持第一哩路，

成為年輕人的首選都市」作為施政方向，除提供就業機會，也營

造舒適的居住與工作環境，輔以社會支援，成為宜居、宜業、宜

學、宜遊、宜養等「諸事皆宜」的城市。 

3. 目標三：智慧韌性 

除持續打造智慧城市，也將智慧科技應用到防災及提升城

市韌性，推動跨局處低碳綠色城市的計畫，追求環境永續及強化

城市韌性。而桃園市在上述三大目標下，包含了十大施政方針： 

（1）增進市民健康福祉：擔任市民從出生到終老的健康守護者，

致力打造健康城市（對應 SDG2、3）。 

（2） 提供優質公平教育：提供各年齡層優質公平的學校教育與社

會教育，並注重技職教育訓練及智慧學習（對應 SDG4）。 

（3）尊重多元文化及性別：擁有閩南、客家、原住民、新住民、

眷村、滇緬、移工等文化，尊重友善多元文化發展及族群，

致力推動性別平等（對應 SDG5、10）。 

（4）地方創生產業創新：此為桃園市產業發展兩大重要方針，除

推動永續工業，亦推動永續農業及永續觀光（對應 SDG2、

8、9、11、12）。 

（5）打造韌性基礎建設：將循環經濟、生態工法、綠建築、智慧

建築等融入公共工程的建設，為城市打下韌性基礎（對應

SDG6、9、11、12）。 

（6）營造低碳永續環境：透過公民共同合作，致力推動低碳綠色

城市及低碳永續家園，達到節能減碳目標（對應 SDG9、11、

12、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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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促進資源循環利用：公部門與民間企業均致力於推動循環經

濟，公共建設落實資源循環利用（對應 SDG6、7、9、11、

12）。 

（8）強化氣候變遷調適：重視氣候變遷的調適與防災，運用智慧

治理及公民合作，共同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挑戰（對應 SDG6、

11、13、17）。 

（9）保護自然及人文資源：從海岸台地到山地，擁有水系及山系

資源及地貌景觀，蘊藏豐富動植物生態，亦有珍貴文化資產

及人文底蘊（對應 SDG6、11、14、15）。 

（10）建構安全公平社會：重視社會福利，關懷弱勢族群並給予社

會支持，尊重不同族群及性別平等，注重維護市民人身安全，

致力推動施政透明並至重視民意（對應 SDG1、3、5、8、10、

11、16）。 

（四）宜蘭縣的 VLR 報告 

宜蘭縣的 VLR 報告－「2020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宜蘭縣自願

檢視報告」，以宜蘭縣政府計畫處為 VLR 報告之主責單位，並與蘭陽

農業發展基金會共同執行。 

宜蘭縣的 VLR 報告內容以「環境永續」為主軸方向，並列出優

先檢視順序為：SDG15、14、13、6、7、11、17 等 7 項永續發展目標，

其中每項 SDGs 核心目標（Goals）均可與 SDGs 具體目標（Targets）

及政策作為相對應，而其數據指標則結合未來展望進行論述。 

1.「SDG15：陸域生態」 

此部分著重在保護和恢復陸地和淡水生態系統、結束砍伐

森林和恢復退化森林保護生物多樣性和自然棲息地、消除偷獵

和販運受保護物種、防止陸地和水生態系統中的外來入侵物種

及將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納入政府規劃。 

2.「SDG14：永續海洋與保育」 

永續海洋與保育包含減少海洋汙染、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

永續漁業、保護沿海和海洋地區及終止導致過度捕撈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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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DG13：氣候行動」 

本行動將氣候變遷措施納入政策和規劃，並執行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 

4.「SDG6：淨水與衛生」 

此部份著重於終結露天便溺，並提供衛生設施、改善水質、

廢水處理和安全再利用及保護、恢復與水有關的生態系統。 

5.「SDG7：可負擔的永續能源」 

主要為提高全球可再生能源比例，發展太陽能光電系統及

增加建置容量。 

6.「SDG11：永續城鄉」 

永續城鄉包含負擔得起和永續的運輸系統、保護世界文化

和自然遺產、减少自然災害的不利影響、减少都市對環境的影

響、提供安全和包容的綠色和公共空間及強化國家和地區發展

規劃。 

7.「SDG17：永續發展夥伴關係」 

此部份著重於鼓勵有效的夥伴關係，透過國際文化及藝術

交流及加強國際會議參與。 

臺中市藉由梳理與檢視上述縣市之 VLR，以此學習借鑒，找出

屬於本市的 VLR 特色。 

整體而言，臺中市 VLR 特色，強化施政方向、策略與 SDGs 聯

結，另也進一步勾稽永續發展目標、計畫、指標與經濟、環境、社會

領域之對應，並學習臺北市與時俱進精神，在 VLR 中導入 COVID-

19 防疫專章。 

在 SDGs 目標的盤點上，本市不同於新北市、宜蘭市著重於特定

SDGs 目標進行發展，而是與桃園相同，盤點 17 項 SDGs 目標，但本

市也另增列永續發展亮點績效與水湳低碳智慧示範區專章，以此聚

焦與凸顯本市的施政特色。 

臺中市的地方自願檢視報告，除了闡述永續發展目標、計畫、在



第二章 背景資料概述 

2-29 

地特色指標之外，亦有精進作為與未來發展方向之深入探討，未來可

滾動式檢視既有政策目標與永續發展的落實情況，向國際展現臺中

市在永續發展上的務實與視野，並據以作為施政的綱領，接軌國際的

同時，也為市民打造永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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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國內城市 VLR 特色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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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各城市執行 VLR 後可達到以下效益：  

（一）VLR 是地方政府反映民意的管道，透過將民眾需求反映到政策制定中，

可解決社會問題。 

（二）VLR 可協助城市檢視 SDGs 目標及細項目標的達成情況，並可診斷城

市目前的困難與挑戰，突顯需要改進的領域，並制定相關的因應措施。 

（三）VLR 透過制定持續性的數據目標、指標，可支持政策制定者實踐永續

發展策略與落實未來發展方向。 

（四）VLR 能使地方政府參與永續發展的全球對話。因此，VLR 能夠帶來具

有全球影響力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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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針對臺中市與本計畫相關之背景現況作一解析，包含臺中市社會、經濟與環

境等現況、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等進行完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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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方法及執行成果 

3.1 蒐集彙整國內外永續發展目標與推動 SDGs 的現況 

3.1.1 蒐集彙整國際永續策略研析報告 

一、城市 VLR 資料蒐集 

統計至 2021 年 12 月底，全世界已有 176 個國家正式發表「國家自願

檢視報告」（VNR），報告該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進度，而現今

已有城市開始發展「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為

止，全球總計有 31 個城市發布 VLR 於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IGES）的

VLR Lab 平 台 ， 紐 約 （ New York ）、 北 九 州 （ Kitakyushu ）、 下 川 町

（Shimokawa）、富山市（Toyama）、布里斯托爾（Bristol）、布宜諾斯艾利

斯（Buenos Aires）、濱松市（Hamamatsu）、拉巴斯（La Paz）、洛杉磯（Los 

Angeles）、新北市（New Taipei）、聖安娜．迪巴納伊巴（Santana dePanaíba）、

臺北市（Taipei）、曼海姆（Manheim）、瓦哈卡州（State of Oaxaca）、基洛

納市（City of Kelowna Canada）、巴塞隆納（Barcelona）、唐津市（Dangjin）、

土爾庫（Turku）、艾斯博市（Espoo）、波恩（Bonn）、桃園市（Taoyuan）、

匹茲堡（Pittsburgh）、哈恩（Jaén）、斯基亞索斯島（Skiathos）、奧蘭多 

（Orlando）、根特（Chent）及馬德里（Madrid）、東京市（Tokyo）、橫濱市

（Yokohama）、臺中市（Taichung）、高雄市（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等城市。其中，臺灣已有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在全球環境策

略研究所（IGES）的網站正式發表 VLR 報告，而臺中市為臺灣第二大城

市，過去推動低碳計畫成果卓著，但迄今尚未全面地推動永續發展目標、

計畫與成果，為彰顯臺中市盧秀燕市長宣示要邁向永續城市的願景。因此，

探討國際城市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經驗，以此研擬本市永續發展目標、指

標及製作臺中市 VLR 報告，以表明市府施政不僅要發展城市經濟、改善居

住環境品質、更要兼顧市民社會福祉，以落實永續發展目標三大的主軸。 

有鑑於世界各國的城市所發表的 VLR 報告內容存在很大的差異性，每

一個城市從人口、GDP、發展階段，甚至是 VLR 過程中，城市可用的資源

種類皆大不相同，例如：城市的規模從日本下川市城市人口的 3,000 人到

紐約的 800 萬居民不等。而目前大多數收錄的城市 VLR 報告，都是屬於中

等人口規模的城市，人口數約在 10 萬至 100 萬之間。我們根據「全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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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研究所（IGES）」的網站資料，收集人口規模與臺中市類似或是以較

先進國家為研析對象，如：美國紐約市（New York）、洛杉磯（Los 

Angeles）、日本富山市（Toyama）、英國布里斯托爾（Bristol）及阿根廷首

都布宜洛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共五個城市當作城市 VLR 的案例分享。

由於這五個城市都有其特色與亮點，我們將描述每一個城市的地理、在地

化過程；並回顧所有永續發展目標的進展、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及 VLR 的結

構以及與國家自願檢視報告（VNR）的格式，以作為臺中市學習整理 VLR

的機制、政策制定和挑戰的參考。 

由於每一個城市對各自的 VLR 採用不同的策略，儘管永續發展目標是

涵蓋永續發展三面向的全面性方法，但大多數 VLR 僅關注特定的永續發展

目標，例如：紐約市，而其他城市則關注自己的優先目標（如：臺北）。

而洛杉磯通過審查高階政治論壇於 2019 年的優先目標，然後再添加自己城

市的目標，採取混合方法。只有英國的布里斯托爾審查聯合國 17 個永續發

展目標。在進行製作 VLR 時，每一個城市的涵蓋的權限截然不同，可區分

為兩個不同的組別：第一組是根據現有規劃架構審查和實施的城市，並說

明先前的策略與 2030 年議程保持一致，例如紐約市顯示它們現有施政的政

策與永續發展目標之間的一致性，說明政策如何為實現 2030 年議程的貢獻，

但 VLR 報告未根據永續發展目標有任何審查或追蹤的程序；第二組是那些

將永續發展目標作為機會的城市，它們為永續發展找到了新的途徑，對永

續發展目標進行了在地化之計畫並且實施，例如布里斯托爾市，對於這個

城市，VLR 流程提供一個機會，可以建立一個新的政策架構，充分體現永

續發展目標的精神。在這兩種情況下，VLR 啟動了一個流程，以建立城市

到 2030 年的願景。因此，檢視每個城市 VLR 的差異，不僅是回顧特定

SDGs 的目標或進展，而是要整體性地考慮 SDGs 面臨的問題和可能的解決

方案。 

二、國際城市 VLR 資料的簡介 

（一）美國紐約市（New York City） 

1. 城市簡介 

（1） VLR 年份：2018 年 

（2） VLR 名稱：地方自願檢視報告：紐約市對《2030 年永續發

展議程》的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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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積：784 平方公里 

（4） 人口（年）：8,398,748 人（2018 年） 

（5） GDP（年）：14,034.63 億美元（2014 年） 

2. 城市 VLR 緣起及過程 

2015 年 4 月 22 日，紐約市發佈了 OneNYC。 

紐約市是最早領導全球自願性本地審查運動地起源，通過

其開創性的 OneNYC 策略，成為世界上最具彈性、永續性和公

平性的城市。2015 年 9 月，當全球領導人致力於實現永續發展

目標或全球目標時，紐約市市長國際事務辦公室意識到地方政

府策略與全球永續發展目標之間有重疊相似。因此，該辦公室

建立全球城市治理的視野，並於 2018 年 5 月 1 日宣布，成為世

界上第一個在高級別政治論壇（HLPF）期間直接向聯合國提交

其進展審查的城市。紐約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是參考每

年邀請各國向 HLPF 提交的國家自願檢視報告（VNR）為模式，

強調紐約市自 2015 年以來，在永續發展方面的流程及成果。 

2019 年，紐約市在高級別政治論壇，特別重點關注以下六

項的永續發展目標：素質教育（SDG4），體面勞動和經濟增

長 （ SDG8 ） ， 減 少 不 平 等 現 象 （ SDG10 ） ， 氣 候 行 動

（SDG13），和平、正義和強大的機構（SDG16），並促進永

續發展目標的戰略夥伴關係（SDG17）。 

2019 年 9 月，紐約市正式發布了《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宣言》，以供全球各國的城市和地區政府正式承諾使

用現有資源來報告永續發展目標。該宣言包含三個主要承諾： 

承諾 1：確定現有策略、計畫、數據和目標與永續發展目

標的承諾保持一致。 

承諾 2：提供至少一個論壇，與利益相關者可以聚在一起

分享經驗、教訓和在永續發展之目標。 

承諾 3：在此框架下收集的資訊，並在聯合國高級別政治

論壇期間提交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紐約市並將重點放在當年優先被審查的永續發展目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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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永續發展目標第 6、7、11、12、15 項，VLR 報告也參考

OneNYC 的年度發展報告，並與當年高階政治論壇（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HLPF）相對應，並在 2019 年，更新了 VLR，增

加永續發展目標第 4、8、10、13、16 項。也保證真誠合作與夥

伴精神，會履行本宣言所體現的原則，通過簽署《地方自願檢

視報告宣言》。 

紐約市政府 VLR 報告參考了「OneNYC」的締約過程，

「OneNYC」始於 2014 年的年底期間。其首要步驟是建立八個

跨部門的工作團隊，其範圍涵蓋了 71 個市政府組織，以確定未

來優先發展的區域。在建立過程中，還進行了一次宣傳活動，

並從公民的建議中，獲取資訊，其中包括了： 

（1）居民的外展活動與超過 1,300 位居民，進行面對面的互動 

（2）商業導向的圓桌會議 

（3）諮詢委員會由 38 位來自不同背景的成員組成 

（4）區域協調 

（5）線上調查，以 7 種語言，提供超過 7,500 份的回覆報告 

（6）以電話訪問 800 多名受訪者 

（二）美國洛杉磯市（Los Angeles City） 

1. 城市簡介 

（1）年分：2019 年 

（2）VLR 名稱：洛杉磯永續發展目標：2019 年地方自願檢視報

告的進展 

（3）面積：1,213.8 平方公里 

（4）人口（年）：3,990,456 人（2018 年估算） 

（5）GDP（年）：8,604.52 億美元（2014 年） 

洛杉磯市是僅次於紐約市的美國第二大城市，也是好萊塢的故

鄉，其娛樂產業是較強勁的經濟部門之一。 

2. 城市 VLR 緣起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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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洛杉磯市在 2019 年紐約市舉辦高級別政治論

壇上也正式發布了第一份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洛杉磯

市第一個 VLR 著重說明為解決 17 個全球目標中，其中的八個

目標所採取的措施，首先提出兩個優先目標，即 SDG5（性別

平等）和 SDG11（永續城市與社區），這些目標的摘要可作為

2019 年永續發展高級別政治論壇討論範圍，也提出 SDG4、8、

10、13 和 16 的一部分策略。還包括關於 SDG15（陸上生活）

的案例，說明洛杉磯市在生物多樣性方面的工作。 

洛杉磯市在實施永續發展目標的方法，是開發應用一個四

階段流程實施永續發展目標（SDGs）。其中第一階段：以製圖

方是來對應目前「活動」的基準，廣義的定義是將目標（Goal）

或其工作目標（Target）相關的任何計畫、政策、措施、影響

程度、服務或業務範圍等整併在一起。第二階段：進行差距分

析，考慮到永續發展目標的紐約市活動時，分析找到哪裡存在

不足或差距地方。第三階段：與利益相關者一同驗證框架的修

訂，洛杉磯市強力動員累積所有工作，來確定可能促進進步的

新想法，新夥伴關係和新的措施，跨部門參與與利益相關者分

享所學的知識及經驗至關重要。第四階段：建立可量化的指標

及監測機制。 

（三）日本富山市（Toyama City） 

1. 城市簡介 

（1）VLR 年份：2018 年 

（2）VLR 名稱：富山市永續發展目標報告－基於緊湊型城市規

劃的多中心結構交通網路。 

（3）面積：1,241.77 平方公里 

（4）人口（年）：415,430 人（2020 年） 

（5）GDP（年）：未列出 

2. 城市 VLR 緣起及過程 

富山市是富山縣的首府，位於日本「中部地區」，面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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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該地區被富山灣和北阿爾卑斯山立山山脈包圍，自然資

源豐富，水和綠地茂盛。富山市為解決社會上的代溝、地區經

濟停滯和氣候變化等各種問題，旨在成為一個永續發展的城市。

自 2003 年以來，該市一直在宣傳「基於多中心交通網絡的緊湊

型城市規劃」。該市已被選為日本內閣府發起的 SDGs 未來城

市項目的 29 個城市之一，且持續致力於當地永續性目標的發展。

日本政府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富山市是永續發展先鋒的典範，努

力也使其成為「生態模範城市」以及「未來城市」。 

富山市於 2018 年 7 月正式發行「富山市永續發展目標報告

－基於多中心交通網絡緊湊型城市的規劃」，該報告是以聯合

國建議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NR）為框架；研擬一個城市實施

計畫的架構，以推廣「Future City」做為城市發展的核心，結合

不同政府部門與工業、政府和學術界合作。 

富山市編寫 VLR 報告是與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IGES）合

作一起編撰，該研究所與富山市簽署一項夥伴關係協定，支援

其發展永續社會的目標，也參考 2018 年版日本以編寫地方自願

檢視報告手冊為基礎。富山市創造永續發展目標的擁有權，市

民都應該擁有權力共同解決各種市政的問題；因此，成立由私

營部門、學術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市政雇員代表組成的工作小

組以確定該市復原力策略（2017 年）的具體細部規劃，也討論

富山市各種社會的問題，例如老齡化社會和性別差異，根據所

提出的問題性質，準備各種因應的策略，以提高城市的復原力。 

（四）英國布里斯托爾市（Bristol City） 

1. 城市簡介 

（1）VLR 年份：2019 年 

（2）VLR 名稱：布里斯托爾城和永續發展目標：《地方自願檢視

報告 2019 年度進展》 

（3）面積：110 平方公里 

（4）人口（年）：463,400 人（2017 年） 

（5）GDP（年）：476.59 億美元（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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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 VLR 緣起及過程 

布里斯托爾市是英國第一個宣布氣候緊急情況並設定 2030

年碳中和目標的城市。布里斯托爾市於 2019 年 1 月正式啟動

《布里斯托爾一個城市計畫》。該《城市計畫》是通過廣泛的

諮詢和公民參與而制定而成，旨在為整個城市的組織和個人提

供集體的方向感，而不僅作為市政府發展的計畫。它也闡明了

到 2050 年使布里斯托爾成為所有人都公平，健康和永續發展的

城市的願景。且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的承諾已納入

此項計畫範疇。 

布里斯托爾受益於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可致力於在

社會、經濟和環境方面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布里斯托爾市的

SDG 聯盟是一個由城市利益相關者組成的網絡，致力於推動在

城市、地區和全國範圍內實施 SDG 的行動方案。這個非正式的

網絡始於 2016 年初，成員包括該市許多主要機構的個人，包括

該市的兩所大型大學，市議會官員，主要企業、志願組織和網

絡。通過跨部門的合作，聯盟成員成功地從布里斯託大學申請

經費以支持將 SDG「本地化」並納入「一個城市計畫」的工作。 

布里斯托爾市議會是英國第一個宣布氣候緊急情況的城市

（2018 年 11 月），此後不久布里斯託大學也緊隨其後。作為

英國一個領先的環保城市，布里斯托爾市與英國政府一起在

2019年的高階政治論壇（HLPF）上首次發表各自的自願檢視報

告（VLR）。布里斯托爾市的 VLR 顯示該城市在實現 17 個目

標時的進展，該城市的 VLR 由布里斯托爾大學的學者獨立擬定，

其特徵包含了數十項地方倡議以及相關的參與過程，其目標都

是在追隨永續發展目標。這份報告重點式地介紹布里斯托爾目

前最具有意義的里程碑－《一個城市計畫 One City Plan》中涵

蓋的在地化過程，而《一個城市計畫》是根據《2030 年議程》

與經過廣泛協商和公民參與所制定的。 

（五）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市（Buenos Aires City） 

1. 城市簡介 

（1）VLR 年份：2019 年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3-8 

（2）VLR 名稱：「地方自願檢視報告：建立一個永續和包容的布

宜諾斯艾利斯」 

（3）面積：203 平方公里 

（4）人口（年）：3,063,728 人（2017 年） 

（5）GDP（年）：3,158.85 億美元（2014 年） 

2. 城市 VLR 緣起及過程 

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通過了《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作為永

續策略的決策，著重於城市本身及其所參與國家的增長和經濟

及社會發展的驅動力。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認為 2030 年議程是其

政府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該計畫是確定和調整永續發展目標

及其目標的主要依據。布宜諾斯艾利斯市 VLR 的報告介紹六個

具體在永續發展目標上所做的工作，包括 SDG4、5、8、10、13

和 16，同時也介紹建立城市的願景，確保包容性和平等進展的

行動。 

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制定 2030 年議程的本地化過程分三個階

段進行，即適應、認識和建立夥伴關係。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將

永續發展目標作為指導未來中央策略的決策工具，並將永續的

交通、氣候行動、多樣性和性別作為優先處理事項。布宜諾斯

艾利斯的 VLR 報告中，也重點介紹建立永續城市上對《2030 議

程》的貢獻。透過這種方式，這座城市向世界展示了實現全球

目標所做出的奉獻與承諾，包括：第一項是承諾指標和監測指

標，並分別確定 2023 年和 2030 年制定中長期目標的具體承諾；

第二項包括強調有助於永續發展的政府優先政策和專案；最後，

第三個承諾，包括不同城市利益相關者為遵守永續發展目標而

完成的工作。此份 VLR 只是在眾多過程中的第一步，隨著持續

發布的城市在地化計畫。 

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為制定永續發展目標指標的定義，與市

政府每個機構舉行一系列雙邊工作會議，最後根據概念上明確

的指標，有既定的方法和標準做分級管理，第 1 級的指標：概

念上明確的指標，有既定的方法和標準，以及定期可提供的數

據；第 2 級的指標：從概念上明確指標、既定方法和標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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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可提供的數據中；第 3 級的指標：沒有既定方法和標準

的指標，或沒有正在開發、測試的方法和標準的指標。 

《2030 年議程》的在地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適應、意

識和夥伴關係。地方政府與現有的公民參與機制合作，有一個

名為「BA Elige（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選擇）」的計畫，該計畫的

目的是擴大公民在決策中的聲音。秉持著共同建造布宜諾斯艾

利斯市的座右銘，「BA Elige」使市民可以提出建議，並投票

支持給未來將會在社區實施的計畫。創新的是，2019 年的 VLR

版本使該計畫的類別，與永續發展目標是一致的。地方當局也

利用舉辦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國際活動，如：2018 年所舉行的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Youth Olympic Games）以及 G20 高峰會，

來提高當地市民對永續發展目標的意識。 

三、國際永續城市 VLR 報告重點彙整 

自 2015 年 9 月聯合國正式宣布《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2030 Agenda）》，

提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實施手段和全球夥伴關係，以及最重要的審查和

追蹤機制。因此，世界各國也努力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城市、著手追踪城

市永續發展目標的進度和策略。圖 3.1-1 為世界各國城市於 IGES 發表 VLR

之地理分布圖，統計至 2021 年 12 月底，全球共有 31 個城市陸續發表「地

方自願檢視報告（VLR）」，每一個城市透過 VLR 的報告說明該城市施政計

畫政策與永續發展目標保持一致，持續監控永續發展計畫的進度，也說明

利益相關方的參與機制。由於目前也沒有正式標準的公告格式提供城市參

考，因此，本報告整理相關文獻彙集國際五個城市的 VLR 報告作為臺中市

未來製作 VLR 之參考。 

其中，美國紐約市是全球首位於聯合國總部發表 VLR 的城市，在製作

VLR 過程中盡量採納公民及利益相關者建議規劃整體目標，在 2018 年建立

5 個優先目標（SDG6、7、11、12、15）、在 2019 年再增加 6 個延伸目標

（SDG4、8、10、13、16、17），由市長指示國際關係處主責，市府各單位

全力支持說明該市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成果。 

其次，美國洛杉磯市是 2019 年建立永續發展目標 8 個目標（SDG4、

5、8、10、11、13、16、17）作為優先的目標，根據 SDGs 目標下 169 項子

目標，建立 0-4 級之 SDGs 指標評級制度，以作為該城市增修 SDGs 指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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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再以四個階段逐步建制城市的 VLR，即第一階段：繪圖即連接

（Mapping and Alignment）；第二階段：審議市政計畫與 SDGs 之差異；第三

階段：與利益相關者一起驗證框架的修訂；第四階段：建立可量化的指標

及監測機制。 

日本富山市以未來城市與生態城市做為推動口號推動永續發展目標，

並以交通城市為主，連接附近城市的網絡，增進市民的流通性，擴大與國

內外機構合作，並招募市民參與參考 2018 版國家自願檢視報告的架構製作

VLR。 

英國布里斯托爾市與布里斯托爾大學合作成立永續發展目標的聯盟

（Network），以增進在地民間組織及市民的參與，提出「一個城市計畫

（One City Plan）」結合 SDGs 作為發展方向，並提出多項歷史數據以對應

SDGs，以檢視城市永續發展的挑戰，提出 SDGs17 項目標，作為市政建設

發展的方向。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是由市長指示國際關係處主責，市府各單位

配合製作 VLR 的報告，再利用國際青年奧林匹克、G20 活動，以提高公民

參與度。 

因此，臺中市若要發展在地化（Localized）的 VLR 報告，建議參考

VNR 的撰寫格式，並納入「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聯合國人居署（UN-

Habitat）」、「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出版物的重點，以製作臺中市 VLR 資料的多元性及

實務性。並根據在地化的特性，優先選擇相關的永續發展目標，作為本市

發展核心的主軸，或透過各種會議，建立大家的共識，具體實踐臺中市盧

秀燕市長「富市臺中、新好生活」的願景。同時，市府各局處施政計畫應

以市民為優先，除了秉持公開市政透明化之外，亦應隨時檢視施政之進度

與品質，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的優先目標，增加市民參與機制，持續作滾

動式的修正，為在地化 SDGs 的發展貢獻心力。因應聯合國要求各國或城

市推動永續發展目標，不遺漏任何人之重點，應盡量考量不同市民或公民

團體的意見，增加更多元的方式及參與機制，以利臺中市推動永續發展目

標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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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世界各國城市於 IGES 發表 VLR 之地理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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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國際重點城市發表 VLR 之 SDGs 目標檢視表 

項目 

紐約 

洛杉磯 
富山

市 

布里斯 

托爾 

布宜諾斯

艾利斯 
年度 

2018 2019 

SDG1   V  

SDG2   V  

SDG3   V  

SDG4  V V V V 

SDG5   V V V 

SDG6 V  V V  

SDG7 V  V V  

SDG8  V V V V 

SDG9   V V  

SDG10  V V V V 

SDG11 V  V V V  

SDG12 V  V V  

SDG13  V V V V 

SDG14   V  

SDG15 V  V V V  

SDG16  V V V V 

SDG17  V V V  

綜合表 3.1-1 得知上述國際重點城市發表 VLR 報告之 SDGs 目標，其中

英國布里斯托爾市的 VLR 將所有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納入，美國紐約市以

分階段推動目標的方式進行 VLR，其於 2018 年發布 5 項 SDGs，隔年再增

加 6 項 SDGs。其他許多城市也未將 17 項 SDGs 全部納入，而是考量在地

城市的永續發展的優先性、參考以下條件：包括，整體國家永續發展的目

標、城市首長的施政的重點、在地民眾或利害關係群體是否已達成共識、

相關資源或經費已有準備，國際發展的趨勢等。這些影響因素也是臺中市

製作 VLR 可以參考的條件。另外，在製作 VLR 的格式內容的要求，目前

世界各國城市 VLR 未見有統一的標準，大致可歸納為三種： 

（一）按照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IGES）機構建議 VNR 格式來產出 VLR

報告，如：美國紐約市、英國布里斯托爾市等，這也是大多數城市

所採用的方法。 

（二）按照 SDG 年度報告或手冊，採用自己城市的格式：如日本的富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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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按照《國家自願檢視報告 2018 版準備手冊》的架構，進行製作

VLR 報告。 

（三）在建議格式上，新增其他外部的資料：如新北市的 VLR，除參照

VNR 格式以外，也參考了許多外部資源，如：聯合國人居署（UN-

Habitat）的「在地化永續發展目標的方法」、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的「走向在地化的永續發展目標」及全球環境策略研究

所（IGES）的「VLR 實驗室」等資料。 

臺中市未來若要發展在地化（Localized）的 VLR 報告，建議可從 VNR

撰寫架構著手，並參考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IGES）、聯合國人居署（UN-

Habitat）、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相關出版物的重點，來增修臺

中市的 VLR 資料，以增加本市在推動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實務性、

多元性、創新性及宣傳性的特點。有鑑於 VNR 格式在國際漸趨已有較清楚

的架構，依照此 VNR 撰寫架構能使臺中市的 VLR 與國際趨勢接軌。同時，

臺中市可根據在地化的特性，優先選擇相關的永續發展目標，作為城市發

展核心的主軸，或界定出城市尚需加強的領域進行強化永續發展目標。我

們可以透過各種會議，充分討論及意見交換，建立大家的共識，再由臺中

市盧秀燕市長作最後裁決本市永續發展目標地方向。綜合上述意見，參考

VNR 的編寫格式與架構進行資料整理，建議臺中市的 VLR 的報告內容可

涵蓋： 

（一）前言（市長的話、VLR 執行團隊介紹、城市的 VLR 概述） 

（二）重點（說明城市發 VLR 展的核心目標與策略） 

（三）介紹（永續發展的背景、相關指標及與城市之關聯性） 

（四）準備審查的方法和過程（包含 VLR 如何與永續發展目標進行對應與

在地化） 

（五）政策和有利環境（VLR 策略藍圖、VLR 與永續發展目標之關聯性、

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整合、秉持不棄任何人於不顧的原則、城市的

VLR 團隊、機制與執行流程、VLR、VNR 與地方政府、國際社會之

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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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目標方面的進展（城市的 VLR 檢視架構、城市與永續發展目標的檢

視順序、標準及檢視過程、城市與國際永續發展趨勢的關聯性） 

（七）實施策略（城市之執行策略及永續發展案例） 

（八）結論和後續步驟（城市之執行成果、國際參與及未來發展） 

針對聯合國要求各國或城市推動永續發展目標時，製作 VLR 不遺漏任

何人之重點，本報告盡量納入不同市民或公民團體的意見，我們未來會增

加更多元方式，增加在地民眾參與的機制，例如： 

（一）臺中市未來可建立地方民眾與永續部門的意見交換平台、公民論壇、

網站或是社群討論空間，邀請民眾、民意代表、里長、議員、非政

府組織、環保團體等參與城市公共活動、博覽會、運動會、植樹或

與氣候、永續議題相關活動、論壇、講座、工作坊與相關會議，以

深化其永續意識與提高參與度。 

（二）臺中市也可學習新北市秉持公開市政公共化與公民監督市政機制的

精神，或參考富山市成立永續專責小組的方式，邀請學術機構之專

家學者、企業代表、公民團體、環保團體、家庭與民意代表等一同

檢視城市之永續發展，以貼近民意並提高市民對於永續之認同感與

參與度。 

（三）臺中市政府未來亦可加強永續發展的行銷宣傳，並透過平面雜誌、

新聞媒體與網路影片進行永續議題、相關活動之宣傳，擴大民眾觸

及率，亦可透過民意調查與訪談瞭解民眾對於永續議題的想法以及

對於城市邁向永續的期待與願景。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美國 紐約市 

（1）全球首位於聯合國總部發表 VLR 的城市。 

（2）採納公民及利益相關者建議規劃整體目標。 



第三章 工作方法及執行成果 

3-15 

（3）2018 年建立 5 個優先 SDG 目標（6、7、11、12、15），2019

年再增加 6 個延伸 SDG 目標（4、8、10、13、16、17）。 

（4）由市長指示國際關係處主責，市府各單位支持。 

2. 美國 洛杉磯市 

（1）2019 年建立 8 個 SDG 目標（4、5、8、10、11、13、16、17）

作為優先的目標。 

（2）檢視 SDG 目標下的 169 項子目標，建立 0-4 級之 SDG 指標

評級制度，作為該城市增修 SDG 指標之參考。 

（3）以四個階段逐步建制城市的 VLR，即（1）第一階段：繪圖

即連接（Mapping and Alignment）；（2）第二階段：審議市政

計畫與 SDG 之差異；（3）第三階段：與利益相關者一起驗

證框架的修訂；（4）第四階段：建立可量化的指標及監測

機制。 

3. 日本 富山市 

（1）以交通城市自居其中，在連接附近城市的網絡，增進市民

的流通性。 

（2）以未來城市與生態城市做為推動口號。 

（3）擴大與國內外機構合作，並招募市民參與。 

（4）參考《2018 版國家自願檢視報告》的架構製作 VLR。 

4. 英國 布里斯托爾市 

（1）由布里斯托爾市市長指示國際關係處主責，市府各單位配

合製作該市的 VLR 報告。 

（2）提出一個城市計畫（One City Plan）結合 SDGs 作為發展方

向。 

（3）提出 SDG 17 項目標，以作為市政建設發展的方向，並提出

多項歷史數據以對應 SDGs，以檢視城市永續發展的挑戰。 

（4）與布里斯托爾大學合作成立聯盟，增進民間組織及市民的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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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市 

（1）該市提出 VLR 版本與城市施政方向一致。 

（2）利用國際活動（青年奧林匹克、G20），以提高公民參與 

（3）參考 SDG 指標 0-4 評級制度，作為地方政府增修 SDG 指標

之參考。 

（4） 

（二）建議 

1. 臺中市若要發展在地化（Localized）的 VLR 報告，建議可從

VNR 的撰寫架構著手，參考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IGES）、聯

合國人居署（UN-Habitat）、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

相關出版物的重點，來增修臺中市的 VLR 資料。 

2. 臺中市可根據在地化的特性，優先選擇相關的永續發展目標，

作為城市發展核心的主軸，或找出本市需要加強領域進行強化

永續發展目標。透過各種會議，建立大家的共識，再由臺中市

盧秀燕市長裁決本市永續發展目標的方向。 

3. 臺中市盧秀燕市長上任以來已宣示要實踐「富市臺中、新好生

活」的願景，因此，各局處施政計畫應以市民為優先，除了秉

持公開市政透明化之外，亦應隨時檢視市政之進度與品質，根

據聯合國優先永續發展的目標，增加市民參與機制，持續作滾

動式的修正，為在地化 SDGs 的發展貢獻心力。 

4. 由於聯合國要求各國或城市推動永續發展目標，製作 VLR 不遺

漏任何人之重點，且永續發展目標不只是市政府的責任，更需

所有市民一同努力，共同打造永續臺中城。因此、應盡量考量

不同市民或公民團體的意見，增加更多元方式及參與機制，以

利臺中市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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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蒐集彙整國內直轄市永續發展推動資料報告 

「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是一個由「地方和區域政府（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LRG）」發起的自願性評估，此評估可落實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統計至 2021 年 12 月底，全世界已有 176 個國家正式發表國家自願檢視

報告（VNR），報告該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進度，而統計至 2021 年 12

月底，已有 31 個城市於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IGES）的網站正式發表地方自

願檢視報告（Voluntary Local Review, VLR）。 

臺中市盧秀燕市長宣示要實踐「富市臺中、新好生活」的願景，於今年

發表了臺中市自願檢視報告，整合在地資源、向公民宣示將朝向永續城市邁

進，此地方自願檢視報告可有效推動永續發展目標之在地化，並分享推動經

驗、過程及成果。 

一、臺北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一）臺北市永續組織運作管理、流程及發展 

臺北市的 VLR 是由永續發展委員會所負責，其委員會分為以下

七個工作組，包含：宜居環境、永續教育、永續社區、永續交通、

能源與生態、水土資源、永續願景，以「永續臺北生態城」為永續

發展願景，並於 2019 年 VLR 提出七個優先目標，包含 SDG3、6、

7、11、12、13、17，更於 2020 年追加四個目標，包含 SDG4、5、

8、9。臺北市將 VLR 的推動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醞釀期、

整備期、發展期以及公告期，並根據臺北市既有永續發展指標、臺

北市策略地圖及與各局處的訪談、調查、資料整理，得到重要推動

優先目標及策略。 

臺北市係以「永續臺北生態城」為永續發展願景，其發展總目

標為「建構兼顧環境資源循環共生、社會安全進步共享、經濟科技

智慧成長的世界級首都」，願景意象包括「永續臺北」、「生態臺北」、

「潔淨臺北」、「安全臺北」、「文化臺北」、「知識臺北」、「網路臺北」

等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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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臺北市永續發展委員會架構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2018） 

（二）臺北市 SDGs 目標與指標 

根據《2019 臺北市地方自願檢視》（臺北市政府，2019b），提

出七個優先目標，包含 SDG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SDG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其永續管理、SDG7 確保所有

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及現代的能源、SDG11 建構具

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SDG12 促進綠色經濟，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SDG13 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

變遷及其影響、SDG17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臺北市於 2020 年更新其地方自願檢視報告並新增四項優先項目，

分別為 SDG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

學習；SDG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SDG8 促進包容且永

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

好工作；SDG9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

並加速創新。 

臺北市於 2021 年推出最新版本之 VLR，主要針對「SDG13 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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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為核心，檢視臺北市於各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下的氣候行

動積極作為，期望達成 2050 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之目標。 

（三）臺北市 VLR 製作流程及內容說明 

臺北市強調 VLR 的實施和審查過程，並將 VLR 的推動歷程分

為四個階段（臺北市政府，2019b）： 

1. 始於 2016 年臺北市永續會第 44 次會議結論，依據臺北市策略地

圖 所 訂 定 的 既 有 永 續 指 標 ， 建 議 與 世 界 城 市 數 據 委 員 會

（World Council on City Data，WCCD）ISO37120 指標及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之指標（Indicator）進行比對，並進行評估與分

析指標內涵。 

2. 經由永續會秘書組進行「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規劃臺北市永

續發展策略計畫」之專題研究，以評估 SDGs 指標之適用性，

及臺北市既有永續發展指標整合接軌的可行性 

3. 2019 年 3 月臺北市長柯文哲出訪美國，在紐約發表臺北市推動

永續發展進展與 SDGs 聯結成果，會中正式宣告將接續紐約步

伐，以「全球視野．臺北行動」的思維，在 2019 年 12 月底前

提出自願檢視報告，邁向宜居永續城市。 

4. 2019 年 6 月永續會第 54 次會議，建議於 9 月前完成臺北市自願

檢視報告，並上傳 VLR 平台公開發表。 

臺北市政府進行 VLR 的架構圖如圖 3.1-3 所示，根據 SDGs、臺

北市既有永續發展指標、臺北市策略地圖及與臺北市各相關利害關

係人及各局處的訪談、調查後可得重要優先目標與推動策略。臺北

市與 SDGs 相關的重要優先目標與策略有 SDG3（確保健康及促進各

年齡層的福祉）、SDG6（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

理）、SDG 7（確保所有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以

及現代的能源）、SDG11（促使城市與人類集居地具包容、安全、

韌性及永續性）、SDG12（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SDG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SDG17（強化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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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執行方法及活化全球永續夥伴關係），根據以上重要優先目標與

推動策略的整合與研擬，建構臺北市的地方自願檢視。 

 

圖 3.1-3  臺北市推動 VLR 的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李永展、林詩穎（2019） 

二、新北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新北市為臺灣率先提出 VLR 的城市，依據國際城市工具，瞭解未來城

市規劃之發展規劃，並透過應用 SDGs 工具架構，指引新北市城市的未來

施政及發展方向。新北市政府 2019 年優先推動的 SDGs 計有 11 項目標：

SDG4、6、7、8、10、11、12、13、15、16、17，並以「活得更好、活得

更久」為願景，致力於打造「宜居繁榮的城市」。新北市 VLR 由秘書處執

行彙整工作，並以「安居樂業」做為推動 SDG 願景，提出 3 項策略目的以

及 3 個發展主軸。新北市政府推動 VLR 包含四項流程步驟：啟動 SDGs 在

地化的包容性和多方諮詢參與；推進在地的 SDGs 公民代表參與方式；定

期檢視 SDGs 的落實進程；以及監控 SDGs 進度。新北市 VLR 僅以讓城市

間溝通能拋磚引玉為宗旨，提出「代表性」數據與指標，希望引發不同城

市交流討論機會，針對問題、挑戰、趨勢等不同面向進一步推展更多臺灣

與國際推展之可能性。 

新北市於 2021 年提出第二本 VLR，延續第一本 VLR 的概念，以「不

遺留任何人」為精神出發，除了各局處對於永續的解方，也就城市在面對

COVID-19 疫情的挑戰做出回應。2021 年 VLR 著重檢視 SDG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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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3、16、17，以「安居樂業」的施政施政方向為願景與永續指標

做相對應的說明及呈現，共同檢視 60 項 SDG 案例，並重新訂定 81 項新北

永續指標與其目標值，以三大任務「定期追蹤」、「滾動檢討」、及「確立

目標」來推動新北市永續發展。 

（一）新北市永續組織運作管理、流程及發展 

新北市政府依據「國家自願檢視」報告，率先提出「地方自願

檢視」報告，依據國際城市工具，瞭解未來城市規劃的發展趨勢，

透過應用 SDGs 工具架構，藉以指引新北市未來城市施政、發展的

方向參考。 

新北市永續推動之主導機關為「新北市健康城市與永續發展委

員會」，於 2011 年 11 月成立，依據不同之功能與目標分為：國際願

景組、節能減碳組、健康樂活組、資源與產業組、生物多樣性組、

水資源組、社會福利組、永續教育組、公共安全組、城鄉發展組等，

定期召開會議。在侯友宜市長訂定「活得更好、活得更久」的願景

下，新北市一直期待解決市民面臨的理想生活需求，例如：新住民

平等問題、青年世代貧窮、氣候變遷、水污染、空氣污染、醫療資

源整合、海洋塑膠廢棄物等。而在聯合國頒布「永續發展目標

（SDGs）」後，新北市以營造宜居社區及宜居城市為手段，希望將

新北市打造成為「宜居繁榮的城市」（新北市政府，2019a）。 

新北市政府於 2019 年 6 月公布 SDGs 英文網站、Q 版市長版介

紹 SDGs 動畫及專屬 Logo，並於 2019 年 7 月 24 日正式提交地方自

願檢視報告，成為我國第一個登録「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所（IGES）」

的地方政府。新北市政府 2019 年優先推動的 SDGs 計有 11 項目標：

SDG4、6、7、8、10、11、12、13、15、16 及 17。 

新北市於 2021 年發布期第二本 VLR 報告，並主要針對 COVID-

19 疫情之因應過程，並檢視 2019 以來新北市執行永續政策的成果。

自發布第一本 VLR 之後，新北市積極以其永續理念及其 VLR 與國

際城市交流，並已主辦及參與 28 場國際活動，與超過 79 個國家、

154 座城市交流。新北市政府 2021 年首重檢視的 SDGs 有 11 項目標：

SDG1、2、3、8、10、12、13、16 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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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新北市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2019） 

（二）新北市 SDGs 目標與指標 

新北市 VLR 係由「健康城市及永續發展委員會」主導，主要幕

僚單位為環保局及衛生局。新北市以「安居樂業」做為推動 SDG 願

景，提出 3 項策略目的（新北市政府，2019a）： 

1. 透過定期更新城市中長程施政計畫、目標，針對不同利害關係

人之角色與制度，對 SDGs 有更清楚的認識與貢獻。 

2. 透過設立可測量、甚至量化的指標，未來於新北市的在地社區，

以去中心化之方式促進更多面向的公民參與與推動討論。 

3. 透過新北循環架構的整合流程，更方便與長期的追蹤數據和資

料，確保政策目標的執行可行性、機會與挑戰等。 

新北市 VLR 以 SDGs 作為 2030 年永續發展架構，將「安居樂

業」轉譯結合 SDGs 與國際社會訂定一致的策略目標，並分成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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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主軸（新北市政府，2021b）： 

1. 彙整過去新北相關政策成果，搭配 SDGs 現今的相關發展計畫，

探尋未來國際城市之合作機會。 

2. 針對 2019 年聯合國高階政治論壇（HLPF）著重的 SDGs 項目，

拋磚引玉提供可量化之數據與指標，以促進國內外社會溝通與

討論。 

3. 累積之市政成果，擴大新北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與其他利害關

係人的溝通，期許作為國際網絡與亞洲城市 SDGs 之工具書，

樹立 VLR 典範，並加速永續發展解決方案之進程。 

為了達到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新北市政府體認到永續發展目標

彼此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因此思考整合構思跨界合作、跨國溝通

與彼此配合，從而遵循聯合國的六大指導原則，期望落實永續發展

目標的制定，落實實際面與架構建立完整性（新北市政府，2019a）。 

新北市以五 P 元素為基礎，訂定撰寫準則策略藍圖，將未來城

市挑戰之問題陳述，透過策略準則面向：時間（Time）、空間

（Space）、人類（People）配合思維準則：為什麼（WHY）、怎麼做

（HOW）、做什麼（WHAT）作為新北市之整合具體方案提出之策

略執行溝通思維。新北市 VLR 規劃以 2019 年新北市 VLR 策略藍圖

溝通，加強城市機構與永續發展目標之利害關係人間的夥伴關係建

立、深入反映民間社會和商業夥伴關係、尋求與其他城市和地方政

府合作交流 VLR 的機會，以加強永續發展目標之監測和報告進程

（新北市政府，2019a）。 

而 2021 年之新北市 VLR 之撰寫來自永續發展方法網路（SDSN）

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貢獻經驗，並參考 ADU.org 的永

續發展目標系統研究（A Systematic Stud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Interations）所蒐集之全球 227 個國家永續發展數據統計結果列

出間接影響之目標，撰寫方法為： 

1. 主題判定：以「（解決方法 Solution / 運用功能 Function）對（區

域 Where / 誰 Who）增加或減少（議題現象 Situation）」辯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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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精確對應主題。 

2. 目標直接影響：以永續發展目標關鍵字列表，直接對應出上述

主題直接影響的永續發展目標作為核心目標。 

3. 目標間接影響：透過步驟二之建議，了解該主題之對應目標，

以及其他目標造成的正面、負面影響分析出永續發展目標與政

策高度聯結及低度聯結的關係。 

（三）新北市 VLR 製作流程及內容說明 

新北市政府推動 VLR 包含四項流程步驟：啟動 SDGs 在地化的

包容性和多方諮詢參與；推進在地的 SDGs 公民代表參與方式；定

期檢視 SDGs 的落實進程；監控 SDGs 進度（新北市政府，2019a）。 

為建立城市 SDGs 檢視與溝通基礎，新北市政府透過城市數據、

SDGs 指標工具，根據國際城市發展趨勢、檢視架構與城市 SDGs 在

地化準則。彙整新北市過去成果，依據數據指標定期檢視之因素，

新北市 VLR 僅以讓城市間溝通能拋磚引玉為宗旨，提出「代表性」

數據與指標，希望引發不同城市交流討論機會，針對問題、挑戰、

趨勢等不同面向進一步推展更多臺灣與國際推展之可能性（新北市

政府，2019a）。 

三、桃園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桃園市政府為推動各項智慧城市政策，打造創新、智慧新城市，重新

塑造城市公共價值，實踐永續發展，特設桃園是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桃園

市的 VLR 聚焦於「友善共好，永續樂活」的願景，並提出三大目標：健康

友善、安居樂業以及智慧韌性，並且在此三大目標下提出十大施政方針，

搭配 SDGs17 項指標以及各局處之配合，共同完成桃園市自願檢視報告。 

臺南市與高雄市目前雖然尚未發展該城市之 VLR 報告，但皆以不同的

方向朝著永續家園的目標邁進，臺中市近幾年持續宣導低碳城市之發展，

期望臺中市完成自願檢視報告後能結合在地資源網路，更激發城市永續發

展的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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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桃園市永續組織運作管理、流程及發展 

桃園市政府為推動各項智慧城市政策，打造創新、智慧新城市，

重新塑造城市公共價值，實踐永續發展，特設桃園是智慧城市推動

委員。置委員 19 人至 31 人，以及為研商及推動各項智慧城市之策

略及督導各機關執行成效，設立專家諮詢小組，針對智慧城市推動

方向討論議題及相關建議，作為智慧城市推動策略方案擬定之參考

依據。 

 

圖 3.1-5  桃園市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2015） 

（二）桃園市 SDGs 目標與指標 

桃園市政府共 32 個局處及 3 個事業機構，最後彙整各局處提報

計畫，將性質相近者整併後共計 288 個計畫納入 VLR。依據計畫盤

點結果，桃園市 17 項目標均有涉及，其中超過 20 個以上計畫的目

標依序為 SDG11（41 個）、SDG3（34 個）、SDG4（33 個）、SDG8

（30 個）、SDG16（24 個）等 5 項目標。若就計畫對應的 169 項具體

目標（Target）而言，桃園市可符合其中 99 項具體目標，涵蓋率約

59%。其中具體目標涵蓋率達 80%以上的包括 SDG11（90%）、SDG5

（89%）、SDG6（88%）、SDG16（83%）、SDG4（80%）等 5 項目標。 

「SDGs 計畫」初期原擬從 17 項目標中，選擇優先推動目標，

但在計畫推動過程中，為展現市政全面兼顧環境、社會、經濟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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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思維，於 108 年 12 月市政會議後修正規劃方向，不選擇優先推

動目標。各局處提報計畫及其配合指標經由 5 次機關協調會及 9 次

首長共識會議反覆檢討後，各局處最後提報指標共計 372 個，最後

選定 59 個納入 VLR。 

桃園市的 VLR 聚焦於「友善共好，永續樂活」的願景，並提出

三大目標： 

1. 目標一：健康友善 

除延續「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相關政策，也擴大友善層

面，針對不同年齡、性別與族群提供環境與政策，促進社會平

等和諧。 

2. 目標二：安居樂業 

桃園是六都中平均年齡最低的城市，故以「支持第一哩路，

成為年輕人的首選都市」作為施政方向，除提供就業機會，也

營造舒適的居住與工作環境，輔以社會支援，成為宜居、宜業、

宜學、宜遊、宜養等「諸事皆宜」的城市。 

3. 目標三：智慧韌性 

除持續打造智慧城市，也將智慧科技應用到防災及提升城

市韌性；並推動跨局處低碳綠色城市的計畫，追求環境永續及

強化城市韌性。 

而桃園市在上述三大目標下，又包含了十大施政方針： 

1. 增進市民健康福祉：擔任市民從出生到終老的健康守護者，致

力打造健康城市（對應 SDG2、3）。 

2. 提供優質公平教育：提供各年齡層優質公平的學校教育與社會

教育，並注重技職教育訓練及智慧學習（對應 SDG4）。 

3. 尊重多元文化及性別：擁有閩南、客家、原住民、新住民、眷

村、滇緬、移工等文化，尊重友善多元文化發展及族群，致力

推動性別平等（對應 SDG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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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方創生產業創新：此為桃園市產業發展兩大重要方針，除推

動永續工業，亦推動永續農業及永續觀光（對應 SDG2、8、9、

11、12）。 

5. 打造韌性基礎建設：將循環經濟、生態工法、綠建築、智慧建

築等融入公共工程的建設，為城市打下韌性基礎（對應 SDG6、

9、11、12）。 

6. 營造低碳永續環境：透過公民共同合作，致力推動低碳綠色城

市及低碳永續家園，達到節能減碳目標（對應 SDG9、11、12、

13、17）。 

7. 促進資源循環利用：公部門與民間企業均致力於推動循環經濟，

公共建設落實資源循環利用（對應 SDG6、7、9、11、12）。 

8. 強化氣候變遷調適：重視氣候變遷的調適與防災，運用智慧治

理及公民合作，共同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挑戰（對應 SDG6、11、

13、17）。 

9. 保護自然及人文資源：從海岸台地到山地，擁有水系及山系資

源及地貌景觀，蘊藏豐富動植物生態，亦有珍貴文化資產及人

文底蘊（對應 SDG6、11、14、15）。 

10.建構安全公平社會：重視社會福利，關懷弱勢族群並給予社會

支持，尊重不同族群及性別平等，注重維護市民人身安全，致

力推動施政透明並至重視民意（對應 SDG1、3、5、8、10、1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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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桃園市 VLR 架構 

 

圖 3.1-7  桃園市 VLR 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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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桃園市 VLR 十大施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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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新北市為全臺灣第一個提出 VLR 報告的城市，2019 年新北市的 VLR

願景以「安居樂業」為主，VLR 內容以「5P 元素」為基礎，5P 包含 People

（人類）、Prosperity（繁榮）、Plant（地球）、Peace（和平）、Partnership（和

平），其 SDG 包含了 SDG4、6、8、10、12、13、15、16、17，並著重於發

展 SDG11，2021 年薪北市 VLR 則針對 SDGs 相關聯之 60 個案例進行深度

分析。臺中市未來可參考新北市 SDGs 透過城市數據、SDGs 指標工具，並

根據國際城市發展趨勢、檢視架構與進行城市 SDGs 指標之在地化。 

臺北市的 VLR 願景以「永續臺北生態城」為主，VLR 內容以「建構兼

顧環境資源循環共生、社會安全進步共享、經濟科技智慧成長的世界級首

都」為主，並加入了 COVID-19 因應疫情的永續發展，其永續發展目標採

階段方式提出，於 2019 年提出 7 項優先指標（包含 SDG3、6、7、11、12、

13、17），並於 2020 年重新檢視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並新增 4 項優先目標

（包含 SDG4、5、8、9）。而 2021 年臺北市 VLR 著重於 SDG13 氣候行動，

由環境、社會與經濟三大面向檢視各項永續發展目標下之氣候行動，發表

氣候行動專刊。臺中市可學習臺北市的 VLR 主軸兼具經濟、社會與環境面

向，並與時俱進導入疫情因應措施。 

桃園市的 VLR 願景以「友善共好，永續樂活」為主，VLR 內容以三大

目標：並以健康永善、安居樂業、智慧韌性為主，盤點了 17 項永續發展目

標，設定十大施政方針。臺中市未來可參考桃園市的 VLR 願景架構、報告

推動歷程以及指標建立與整理形式，並盤點臺中市的施政重點計畫，並從

中找出具有代表性及臺中市特色之 SDGs 目標及指標。    

臺南市及高雄市雖未發表 VLR，但臺中市未來之永續指標研擬可借鑒

臺南市 ISO37120 的永續指標及向高雄市學習其永續組織積極因應氣候變遷，

致力於環境保護、促進經濟發展、推動資源永續利用等方式來邁向永續城

市。 

3.1.3 永續發展指標比對及可行分析報告 

自從聯合國於西元 2015 年通過 2030 永續發展議程，提出 17 項全球邁向

永續發展的核心目標，已經帶領各國政府與城市實現持久、包容和永續的經

濟增長和每個人都有合宜工作的世界。但由於各城市的基礎建設與民眾需求

有很大的差異性，無法根據其他城市模式來直接應用永續發展目標的構面與



第三章 工作方法及執行成果 

3-31 

指 標 ， 因 此 ， 此 報 告 將 彙 集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發布 ISO37120、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及國內媒體今周刊

雜誌永續城市指標三個不同系統的架構，以作為研擬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核

心指標之參考。 

這三個系統各有其特點，ISO37120 是以永續城市當作評價之重點，是以

17 個構面，100 個指標為範圍，可將城市分成五個等級，若要使用 ISO37120

則必須加入申請 WCCD 組織，提報指標數據，以作為其評價的標準。臺灣永

續發展目標是由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在 2018 所公佈最新版，總共有 18 個

構面，143 個指標，主要內容是參考聯合國 SDGs 所制定，適合一個國家層級

的方式推動永續發展目標，且有制定 2030 年各項指標的目標值，適合國內各

城市參考選擇其中部分的指標來使用。另外，國內媒體雜誌今周刊也提出永

續城市評估方式，是將永續城市分成三大構面，48 個指標，其內容範圍沒有

SDGs17 個目標廣泛，評價機制增加上民眾電話訪視及專家學者來計分，較適

合媒體評估縣市首長對永續城市的滿意度調查。因此，建議臺中市要研擬永

續發展目標的構面及指標，必須考量盧市長的政策與民眾的需求，各局處可

根據中長程的目標，以作為制定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核心指標之參考，並根

據在地科技產業、人口成長、環境品質、社會發展、氣候變遷、醫藥衛生等

施政方針，提前規劃創新的發展策略與方向，引領臺中市政府進行前瞻性與

永續性的轉型。 

一、永續發展目標的指標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ISO 37120 

ISO 37120：2018 最新版本包含的永續發展的指標以作為城市評

估績效並衡量進度知參考，它的最終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和環

境永續性，該標準的統一方法是使城市能符合在地化城市的現況發

展。這些永續發展的指標的資訊也可以用來識別哪一個城市表現的

最好，以作為相互模仿的典範學習。它總共包含 17 個面向及 100 項

指標，可適用於市政當局或地方政府應用評比且可驗證的方式，衡

量城市推動永續發展的績效、無論城市或地方政府規模大小，或地

理位置或發展生活水準之差異。 

ISO 37120 是城市永續發展指標的第一個 ISO 標準。它也可作為

制定社區永續發展綜合標準的一部分。該標準將於 5 月 15 日全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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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指標基金組織（Global City Indicators Facility）在全球城市峰會上

正式啟動，該論壇也是 ISO 參與其發展的組織之一。它具有以下的

優點： 

1. 更有效的治理和提供服務 

2. 國際社會共同的基準和目標 

3. 決策者和城市管理者的基準和規劃的決策參考 

4. 城市間相互學習 

5. 跨國際社會組織認可資金的支持參考 

6. 利用政府高層政府補助經費之參考 

7. 作為永續性規劃框架 

8. 城市可提供透明度和開放的數據 

9. 提供決策的數據和洞察全球基準 

另外，全球環境基金會（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 GEF）支持

的永續城市綜合方法示範點（SCIAP）於 2016 年 3 月正式啟動。這

個全球永續城市平台（Global Platform for Sustainable Cities, GPSC）是

永續發展城市綜合方法示範點的一部分。提供全球城市發展更全面

的方法，而不是通過部門或「專案」計畫的方法。作為該計畫的核

心組成部分，正在與其他合作夥伴組織合作制定城市永續發展框架

（Urban Sustainability Framework, USF）。USF 也簡化現有指標，使城

市能夠選擇適合實現其政策目標的指標。它包含五個組成部分：（1）

永續性指標、（2）診斷過程、（3）永續性行動計畫、（4）融資和投

資項目，以及（5）實施框架的過程。作為支援城市採取綜合辦法

的總體指導檔案，USF 將促進實施現有的全球定位系統（GPSC-IAP）

計畫，並支持這些示範城市進行新的參與。USF 計畫已於 2017 年第

二季度正式推出。它的組織架構如下圖 3.1-9 顯示，在城市永續發展

架構，必須在城市治理當作基礎，為因應氣候變遷及低碳城市的需

求，發展城市的風貌、經濟發展、資源效率化、環境保護、市民生

活的原則，透過空間的資訊統建構城市發展的指標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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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全球環境基金會（GEF）城市永續發展架構 

ISO 37120 檔案中的指標是為使報告盡可能簡單和方便而選擇出

來的，可以反映一個初步永續城市的報告。過去 TC 268 是進一步制

定支持城市智慧性（ISO 371221）和韌性（ISO 371232）所發展的指

標。ISO 37120 檔案還包括第三類指標：概況指標，可以提供基本統

計數據和背景資訊，以説明城市進行與其他城市的比較。同時 ISO 

37120 檔案為保持、加強和加快改善城市服務和生活品質的成果，

也是推動智慧城市和韌性城市的基礎。可將 ISO 37122 和 ISO 37123

一起在城市實施，分別衡量智慧城市和韌性城市進展的情況。這個

ISO 37120 標準系列之間的關係，如圖 3.1-10 所示。這些指標是圍繞

永續城市及社區的主題構建，讓全世界城市認識到資源和能量的差

異，城市績效總體指標集分為「核心」指標和「支援」指標。核心

指標和輔助指標都列在附表中，在本文附件中，使用以下不同的形

式：「要」“Shall”表示一項要求；「應」“Should” 指明一項建議；

「可能」“May”表示許可；「可以」“Can”表示可能性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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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0 社區永續發展在各種城市標準指標之間的關係 

經過 ISO37120 檢視過的城市，可由世界理事會的組織（WCCD）

進行認證城市，由城市數據。需要獲得認證的城市，每年必需向 

WCCD 報告發展城市的指標。此報告的數據也將在開放網站填報這

些數據正式發佈。WCCD 組織再根據城市報告指標的數量與品質，

可以進行這個城市在五個不同的級別的認證結果（圖 3.1-11）。 

 

圖 3.1-11 世界理事會的組織（WCCD）進行認證城市 

（二）國際永續城市 ISO 37120 指標 

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社會及環境的演進發展，全球都市化程度

也越來越深，依聯合國及國際專家研究指出，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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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居住於城市範圍內，而所有城市區域所創造的生產毛額（GDP）

也早已超過全球總體 GDP 的 70%，此顯示城市的進步與永續經營將

對國家未來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對於全球各城市而言，極需

一套作為城市治理、績效評核及永續發展政策建議的國際標準統計

指標體系。因此，國際標準組織（ISO）為因應永續發展及智慧城

市議題的興起，於 2014 年 5 月正式發表 ISO 37120 指標體系，分為

17 層面及 100 項指標項目，各加入城市以通過認證指標數量分為白

金（91-100 項）、金（76-90 項）、銀（60-75 項）、銅（46-59 項）、入

門（1 項以上核心指標未通過認證）等 5 個認證等級，現由世界城

市數據委員會（WCCD）推廣該體系計畫。 

許多城市為蒐集更多元實用之統計資訊作為市政決策參據，作

為該市永續發展指標建置及設立標竿學習城市參用，同時藉由

WCCD 開放數據平台與其他城市指標資料比較，除提升城市國際能

見度外，更可進行國際標竿學習，獲取相關資訊作為市政規劃決策

之參考。就 ISO 37120 之 100 項指標內涵，分述如下： 

1. 經濟層面 

包括失業率、產業用不動產評定標準價格占所有不動產評

定標準價格比率、貧困人口比率、全時就業者比率、青年失業

率、每十萬人工商家數、每十萬人新專利數等 7 項。 

2. 教育層面 

包括女性學齡人口就學率、同一世代初等教育學生結業率、

同一世代中等教育學生結業率、初等教育生師比、男性學齡人

口就學率、學齡人口就學率、每十萬人具高等教育學位人數等

7 項。 

3. 能源層面 

包括平均每人住宅用電量、合法供電人口比率、公共建築

用電量、再生能源利用比率、平均每人用電量、平均每戶停電

次數、平均每次停電時間等 7 項。 

4. 環境層面 

包括細懸浮微粒 PM2.5濃度、懸浮微粒 PM10濃度、平均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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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排放量、二氧化氮濃度、二氧化硫濃度、臭氧濃度、

噪音污染影響人口比率、原生物種數量變化率等 8 項。 

5. 財務層面 

包括債負比率、資本支出占歲出比率、自有財源占歲入比

率、稅款實徵數占查定數比率等 4 項。 

6. 消防與緊急應變層面 

包括每十萬人全職消防人員數、每十萬人火災死亡人數、

每十萬人天然災害死亡人數、每十萬人義勇消防人員數、緊急

救護服務出勤反應時間、火災出勤反應時間等 6 項。 

7. 政府層面 

包括最近一次市長選舉投票率、市級民意機構女性當選人

比率、市府女性員工比率、每十萬人市府官員貪污行賄定罪人

數、每十萬人民選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人數、選舉人占法定選

舉年齡人口比率等 6 項。 

8. 健康層面 

包括零歲平均餘命、每十萬人公私立醫療院所病床數、每

十萬人醫師數、5 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每十萬人護產人員數、

每十萬人心理健康執業人員數、每十萬人自殺死亡人數等 7 項。 

9. 娛樂層面 

包括平均每人公共室內休閒空間面積、平均每人公共室外

休閒空間面積等 2 項。 

10.安全層面 

包括每十萬人警察人員數、每十萬人殺人案件發生數、每

十萬人侵害財產案件發生數、警察局受理報案電話出勤反應時

間、每十萬人暴力犯罪案件發生數等 5 項。 

11.庇護層面 

包括貧民區人口比率、每十萬人遊民數、未持有合法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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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住戶比率等 3 項。 

12.固體廢棄物層面 

包括享有定期收集家戶固體廢棄物人口比率、平均每人固

體廢棄物收集量、固體廢棄物回收比率、固體廢棄物衛生掩埋

比率、固體廢棄物焚燒處理比率、固體廢棄物露天焚燒比率、

固體廢棄物露天堆置比率、固體廢棄物其他方式處理比率、平

均每人有害廢棄物產生量、固體廢棄物衛生掩埋比率等 10 項。 

13.電信服務與創新層面 

包括每十萬人連網數、每十萬人行動電話數、每十萬人市

內電話數等 3 項。 

14.運輸層面 

包括每十萬人高運量公共運具營運里程數、每十萬人輕運

量公共運具營運里程數、平均每人搭乘公共運具旅運人次、平

均每人自用汽車數、通勤學旅次使用綠運具比率、平均每人機

車數、每十萬人自行車道公里數、每十萬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直飛商用航空出境架次等 9 項。 

15.都市計畫層面 

包括每十萬人綠地面積、每十萬人種植樹木數、非法居住

地或違建物土地面積占城市土地面積比率、工作機會數與住宅

單位比例等 4 項。 

16.廢水層面 

包括享有廢污水處理人口比率、廢污水未經處理比率、廢

污水經初級處理比率、廢污水經二級處理比率、廢污水經三級

處理比率等 5 項。 

17.水資源與衛生系統層面 

包括自來水供水普及率、改善水源措施普及率、享有改善

衛生設備人口比率、平均每人每日家庭用水量、平均每人每日

用水量、平均每戶停水時間、漏水率等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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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城市實施 ISO37120 的現況 

1. 臺北市 

臺北市於 2015 年 10 月 28 日註冊參與指標體系計畫，並於

2016 年 4 月 20 日以 2014 年資料通過白金級（最高等級）認證，

為全國第 1 個入會並完成認證的城市，連續獲得四年資料都獲

得白金級認證（Platinum Award）。此系統可作為永續發展指標、

策略地圖 KPI、健康城市指標建置及設立標竿學習城市參用，

同時藉由 WCCD 開放數據平台與其他城市指標資料比較，除提

升本臺北市國際能見度外，更可進行國際標竿學習，獲取相關

資訊作為市政規劃決策之參考。而後臺北市政府考量 WCCD 參

與城市數量及規模未如預期擴張，且會員與非會員權益，主要

差異在於資料取得方式不同，於 107 年 5 月 8 日經市長簽准，

自 108 年起暫停參與 WCCD ISO 37120 指標認證計畫。惟為蒐

集更多元實用之統計資訊，可以建置完善臺北市國際都市指標，

作為城市治理、績效評估與相互比較之參考，彙編「臺北市與

國際都市 ISO 37120 指標」。 

根據 2018 與 2019 年臺北市認證指標資料近兩年相比，得

知較上期進步（增加）的指標共有 51 項，持平指標有 17 項，

較退步（減少者）共有 30 項，另有 2 項資料尚未產製。 

2. 臺南市 

臺南市與臺北市最近認證年度皆為 2018 年，其認證等級及

指標數：臺北市與臺南市同為白金級認證，皆公佈 100 項指標。

其中，臺南市登錄的基本概況，土地面積為 2,192 平方公里，

約臺北市 8.1 倍。人口數近 188 萬人，約為臺北市人口數 7 成，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858 人，約臺北市人口密度 1 成。老年人

口占城市人口比率達 15.73%，與臺北市同屬高齡社會，較臺北

市為 18.07%較低；性別比例為 99.34%，較臺北市 90.98%略高，

亦即臺南市相對為男性人口較多的城市，且每百位女性相對臺

北市多 8.36 位男性。 

以下檢附兩個城市在申請 WCCD 組織時登錄 2018 年對 ISO 

37120 指標的差異，此資訊可做為臺中市與其兩個城市比較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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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臺北市與臺南市在 2018 年申請 ISO37120 指標之比較（1/5） 

層面 類型 編號 指標項目 單位 
臺北市

（2019）
臺南市 與臺南

市比較數值 資料年

重要基本指
標 

4.1 人口數 人 2,645,041 1,880,906 2019 - 
4.2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271.80 2,191.65 2019 - 

4.3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

里 
9,732 858 2019 - 

4.17 
老年人口占城市人口

比率 
% 18.07 15.73 2019 - 

4.24 性比例 男/百女 99.98 99.34 2019 - 

經濟 

核心
指標 

5.1 失業率 % 3.7 3.8 2019 優 

5.2 
產業用不動產評定標
準價格占所有不動產
評定標準價格比率 

% 20.56 31.59 2018 弱 

5.3 貧困人口比率 % 1.70 1.05 2018 弱 

輔助
指標 

5.4 全時就業者比率 % 45.51 45.88 2018 弱 
5.5 青年失業率 % 16.3 12.3 2018 弱 
5.6 每十萬人口商家數 家 8,915.85 5,541.95 2018 優 
5.7 每十萬人新專利數 件 190.29 151.87 2018 優 

教育 

核心
指標 

6.1 女性學齡人口就學率 % 99.97 95.49 2017 優 

6.2 
同一世代初等教育學

生結業率 
% 99.71 100.78 2017 弱 

6.3 
同一世代中等教育學

生結業率 
% 99.40 98.46 2017 優 

6.4 初等教育生師比 人/人 12.27 12.57 2017 優 

輔助
指標 

6.5 男性學齡人口就學率 % 99.96 94.69 2017 優 
6.6 學齡人口就學率 % 99.96 95.07 2017 優 

6.7 
每十萬人具高等教育

學位人數 
人 47,866.03 31,940.29 2018 優 

能源 

核心
指標 

7.1 平均每人住宅用電量 千瓦小時 1,761.25 1,943.79 2018 優 
7.2 合法供電人口比率 % 97.31 100.00 2018 弱 

7.3 公共建築用電量 
千瓦小時/
平方公尺 

37.14 23.58 2018 弱 

7.4 再生能源利用比率 % 9.91 1.72 2018 優 
輔助
指標 

7.5 平均每人用電量 千瓦 6,061.45 14,039.51 2018 優 
7.6 平均每戶停電次數 次 0.10 0.21 2018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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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臺北市與臺南市在 2018 年申請 ISO37120 指標之比較（2/5） 

層面 類型 編號 指標項目 單位 
臺北市

（2019）

臺南市 與臺南

市比較數值 資料年

能源 
輔助

指標 
7.7 平均每次停電時間 小時 0.79 0.27 2018 弱 

環境 

核心

指標 

8.1 
細懸浮微粒 PM2.5 濃度

（日平均） 
微克/立方

公尺 
12.9 23.8 2018 優 

8.2 
懸浮微粒 PM10 濃度

（日平均） 
微克/立方

公尺 
28.7 55.7 2018 優 

8.3 
平均每人溫室氣體排

放量 
公噸 4.54 11.76 2017 優 

輔助

指標 

8.4 二氧化碳濃度 
微克/立方

公尺 
31.6 2.7 2018 弱 

8.5 二氧化硫濃度 
微克/立方

公尺 
5.20 11.70 2018 優 

8.6 臭氧濃度 
微克/立方

公尺 
57.3 46.6 2018 弱 

8.7 
噪音污染影響人口比

率 
% 59.30 57.50 2018 弱 

8.8 原生物種數量變化率 % 1.38 -0.19 2017 優 

財務 

核心

指標 
9.1 負債比率 % 4.69 8.57 2018 優 

輔助

指標 

9.2 資本支出占歲出比率 % 17.9 20.0 2017 弱 

9.3 自有財源占歲入比率 % 91.92 71.89 2018 優 

9.4 
稅款實徵數占查定數

比率 
% 97.15 97.65 2018 弱 

消防

與緊

急應

變 

核心

指標 

10.1 
每十萬人全職 

消防人員數 
人 53.57 58.23 2018 弱 

10.2 
每十萬人火災 

死亡人數 
人 0.56 0.48 2018 弱 

10.3 
每十萬人天然災害 

死亡人數 
人 0.04 0.11 2018 優 

輔助

指標 

10.4 
每十萬人義勇 

消防人員數 
人 68.17 186.69 2018 弱 

10.5 
緊急救護服務 

出勤反應時間 
分 4.19 6.10 2018 優 

10.6 火災出勤反應時間 分 4.8 7.9 2018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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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臺北市與臺南市在 2018 年申請 ISO37120 指標之比較（3/5） 

層面 類型 編號 指標項目 單位 
臺北市

（2019）

臺南市 與臺南

市比較數值 資料年

政府 

核心

指標 

11.1 最近一次市長選舉投票率 % 65.95 64.01 2018 優 

11.2 
市級民意機構女性當選人

比率 
% 36.51 39.65 2015 弱 

輔助

指標 

11.3 市府女性員工比率 % 56.71 54.74 2017 多 

11.4 
每十萬人市府官員貪污行

賄定罪人數 
人 - 0.11 2018 優 

11.5 
每十萬人民選政府官員及

民意代表人數 
人 2.38 3.08 2015 弱 

11.6 
選舉人占法定選舉年齡人

口比率 
% 98.69 100.00 2015 弱 

健康 

核心

指標 

12.1 零歲平均餘命 歲 83.63 79.73 2017 優 

12.2 
每十萬人公私立醫療院所

床數 
床 948.53 337.56 2017 優 

12.3 每十萬人醫師數 人 579.31 284.42 2018 優 

12.4 5 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 4.50 0.09 2018 弱 

輔助

指標 

12.5 每十萬人護產人員數 人 1,099.76 798.96 2018 優 

12.6 每十萬人心理 人 37.43 40.93 2018 弱 

12.7 每十萬人自殺死亡人數 人 12.76 17.41 2018 優 

娛樂 
輔助

指標 

13.1 
平均每人公共室內休閒空

間面積 

平方

公尺 
0.23 0.13 2017 優 

13.2 
平均每人公共室外休閒空

間面積 

平方

公尺 
52.61 1,183.26 2017 弱 

安全 

核心

指標 

14.1 每十萬人警察人員數 人 286.42 228.10 2018 優 

14.2 每十萬人殺人案件發生數 件 2.33 2.18 2018 弱 

輔助

指標 

14.3 
每十萬人侵害財產案件發

生數 
件 213.94 197.47 2018 弱 

14.4 
警察局受理報案電話出勤

反應時間 
分 5.47 6.48 2018 優 

14.5 
每十萬人暴力犯罪案件發

生數 
件 3.65 4.94 2018 優 

庇護 

核心

指標 
15.1 貧民區人口比率 % - - 2019 相同 

輔助

指標 

15.2 每十萬人遊民數 人 25.52 7.38 2019 弱 

15.3 
未持有合法產權登記住戶

比率 
% 0.06 - 2018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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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臺北市與臺南市在 2018 年申請 ISO37120 指標之比較（4/5） 

層面 類型 編號 指標項目 單位
臺北市

（2019） 

臺南市 與臺南

市比較數值 資料年

固體

廢棄

物 

核心

指標 

16.1 
專有定期收集家戶固體廢

棄物人口比率 
% 100.00 100.00 2018 相同 

16.2 
平均每人固體廢棄物收集

量 
公噸 0.30 0.21 2018 弱 

16.3 固體廢棄物回收比率 % 69.11 54.93 2018 優 

輔助

指標 

16.4 固體廢棄物衛生掩埋比率 % - 0.16 2018 少 

16.5 固體廢棄物焚燒處理比率 % 30.89 44.91 2018 少 

16.6 固體廢棄物露天焚燒比率 % - - 2018 相同 

16.7 固體廢棄物露天堆置比率 % - - 2018 相同 

16.8 
固體廢棄物其他方式處理

比率 
% - - 2018 相同 

16.9 
平均每人有害廢棄物產生

量 
公噸 0.0035 0.1100 2018 優 

16.10 有害廢棄物回收比率 % 9.36 56.00 2018 弱 

電信

服務

與創

新 

核心

指標 

17.1 每十萬人連網數 個 140,941.92 143,072.71 2019 弱 

17.2 每十萬人行動電話數 支 150,202.62 83,930.58 2017 優 

輔助

指標 
17.3 每十萬人市內電話數 座 73,877.87 34,088.31 2017 優 

運輸 

核心

指標 

18.1 
每十萬人高運量公共運具

營運里程數 
公里 4.28 74.90 2017 弱 

18.2 
每十萬人輕運量公共運具

營運里程數 
公里 191.19 135.47 2018 優 

18.3 
平均每人搭乘公共運具旅

運人次 
人次 517.44 11.11 2018 優 

18.4 平均每人自用汽車數 輛 0.25 0.35 2017 少 

輔助

指標 

18.5 
通勤學旅次使用率運具比

率 
% 55.20 11.20 2016 優 

18.6 平均每人機車數 輛 0.36 0.68 2017 少 

18.7 每十萬人自行車道公里數 公里 19.04 31.58 2018 弱 

18.8 
每十萬人交通事故死亡人

數 
人 3.12 7.91 2018 優 

18.9 直飛商用航空出境架次 架次 31,494 777 2017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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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臺北市與臺南市在 2018 年申請 ISO37120 指標之比較（5/5） 

層面 類型 編號 指標項目 單位 
臺北市

（2019）

臺南市 與臺南

市比較數值 資料年

都市

計畫 

核心

指標 
19.1 

每十萬人綠地面積 
公頃 529.54 9,192.02 2017 弱 

輔助

指標 

19.2 每十萬人種植樹木樹 株 4,038.31 23,304.79 2017 弱 

19.3 

非法居住地或違建物土地

面積占城市主土地面積比

率 

% 0.41 - 2018 弱 

19.4 
工作機會數與住宅單位比

例 
個/宅 2.00 1.45 2018 優 

廢水 
核心

指標 

20.1 享有廢污水處理人口比率 % 84.83 43.20 2018 優 

20.2 廢污水未經處理比率 % - - 2018 相同 

20.3 廢污水經初級處理比率 % 100.00 100.00 2018 相同 

20.4 廢污水經二級處理比率 % 64.57 100.00 2018 弱 

20.5 廢污水經三級處理比率 % 0.73 - 2018 優 

水資

源與

衛生

系統 

核心

指標 

21.1 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 99.79 99.07 2018 優 

21.2 改善水源措施普及率 % 100.00 99.07 2018 優 

21.3 
享有改善衛生設備人口比

率 
% 100.00 99.93 2015 優 

21.4 平均每人每日家庭用水量 公升 201 265 2018 優 

輔助

指標 

21.5 平均每人每日用水量 公升 338 400 2018 優 

21.6 平均每戶停水時間 小時 0.43 0.00 2018 弱 

21.7 漏水率 % 12.71 9.45 2018 弱 

資料來源：WCCD 

二、臺灣永續發展指標 

臺灣永續發展指標建置肇始於 1997 年，從指標架構與項目篩選、指標

項目分類（包括經濟、環境、自然資源與社會等構面領域）、判定指標的

永續性方向、標準化指標值及選擇指標構面的權重（採取等權重）等建置

工作，至 2002 年大致完成指標架構與項目的設計與選定，並區分「海島臺

灣」與「都市臺灣」兩大永續發展指標系統（黃書禮，2002）。並於 2003

年起計算各子架構指標項目值，並加總各子架構指標項目值成為三個綜合

指數（包括回應、壓力與現狀綜合指數），作為檢視臺灣整體永續發展的

進展。海島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是依據 PSR 架構所建立，其指標構面與

項目如表 3.1-3 所示，壓力構面下再區分社會與經濟壓力兩項子指標系統；

現狀構面下再區分環境污染與生態資源兩項子指標系統；回應構面的指標

項目則沒有予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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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分析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群，發現大部分指標「因果關聯性」並

不完備，有必要重建指標系統與項目，提升參考指標架構完整性及國際相

容性。因此，李堅明等人論文建議應刪除不適宜指標，再納入國際組織或

先進國家採用之指標項目，重建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架構與指標項目。

首先、將永續性構面區分大氣、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與廢棄物四大領域，

並將回應、壓力及現狀指標重新予以歸類，使得各領域自成一個完整 PSR

架構。其中，指標項目分類主要依據有二： 

（一）在現有指標架構下予以重新分類（滿足各構面架構的 PSR），其指標

關聯性已由前文因果檢定所確認。 

（二）刪除無因果關係指標，並增添部分符合國際經驗，且經模擬分析確

認，可以提高指標系統藕合性之指標項目。 

表 3.1-4 顯示之臺灣永續發展指標新架構，容易追蹤各項回應政策與壓

力及現狀指標的績效，此外可加強指標間的相關性與因果性，避免指標間

的獨立性，喪失指標間的互動與回饋性；應可提高臺灣永續發展的落實與

績效展現，以及政策回饋機制的建立。 

表 3.1-3  海島臺灣永續發展指標構面與項目 

構面 指標項目 

壓力 

社會壓力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量、檳榔種植面積、公害陳情案

件受理統計、癌症死亡率、傳染病感染率、失業率 

經濟壓力 

每人國產水泥生產量、每戶家庭擁有電腦比率、農

藥消費量產農產產值比率、製造業用水量占製造產

業值比率、資源耗用型產業生產價值占製造業生產

價值比率、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能源使用密集

度 

現狀 

環境污染 

二氧化碳排放量、PSI 平均值、受輕度以下污染河

川比率、水庫品質、廢棄物資源回收率、低放射性

固化廢棄物成長率 

生態資源 

非自然資源生產地面積比、天然海岸比例、未受損

失森林面積比、耕地總面積比、單位努力漁獲量、

生態敏感地、有效水資源 

回應 

環保生態預算支出、政府鼓勵防治污染及資源回收

財稅措施、國際公約於國內落實程度、環境影響評

估完成審查案件比例、污水處理率、制定禁用或嚴

格限用的化學品數量、環保標章是用量、民間團體

與政府參與生活環境改造計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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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臺灣永續發展指標架構之分類修訂建議表 

臺灣永續發展指標 

永續面結構 壓力 狀態 回應 

大氣 

人均使用量 

能源使用密集度 

資源耗用型產業生

產價值占製造業生

產價值比率 

PSI 平均值 

二氧化碳密集度 

環保生態預算支出 

政府鼓勵防治污染及資

源回收財稅措施 

服務業附加價值占工業

附加價值比率 

自

然

資

源 

水資源 

製造業用水占製造

業生產價值比率 

農業消費占農產產

值比率 

人均用水量 

農業用水密集度 

受輕度以下污染河

川比例 

水庫品質 

有效水資源 

環保生態預算支出 

環境影響評估完成審查

案件比率 

污水處理率 

海洋資源 

單位努力漁貨量 每年重要漁業物種

捕獲數 

天然海岸比例 

政府漁業資源復育支出

林業資源 

檳榔種植面積 耕地總面積比 

生態敏感地 

環保生態預算支出 

山坡地違規使用查報與

取締案件 

土地資源 
土地開發案件 製造業勞動生產力

指數 

環境影響評估完成審查

案件比率 

人力資源 

失業率 

癌症死亡率 

傳染病感染率 

製造業勞動生產力

指數 

醫療保健支出 

政府教育訓練支出 

廢棄物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

量 

每戶家庭擁有電腦

的比率 

公害陳情案件受理

統計 

廢棄物未處理量累

積量 

低放射性固化廢棄

物成長率 

廢棄物資源回收率 

政府鼓勵防治污染及資

源回收財稅措施 

制定禁用或嚴格限用化

學品數量 

環保標章列管種類數 

國際公約於國內落實程

度 

西元 2012 年《里約+20 會議（第三屆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通過

決議，研擬可接續千禧年發展目標（MDG）的新發展議程。經過兩年半由

下而上密集的協商，於西元 2015 年通過涵蓋「地球」、「人類生活」、「繁

榮」、「和平」與「夥伴關係」五大面向，共計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Goals）

以及 169 個具體具體目標（Targets）。由圖 3.1-12 架構顯示永續發展目標的

根本目的，乃是希冀打造一個可在地球環境可乘載限度之下，滿足社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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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需求的經濟模式（Rockström & Sukhdev, 2016）。因此，世界各國都會參

考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之願景，提出在地優先性的永續發展目標。以

日本為例，許多城市提出「涵蓋社會各群體的全面培力」、「邁向健康與長

壽」、「開創市場、鄉村活化與科技創新」、「永續與具韌性的土地利用，推

動高品質的基礎設施」、「節能、再生能源、氣候變遷因應措施與循環型社

會」、「生物多樣性、森林、海洋等環境的保全」、「和平與安全、安心社會

的實現」、「永續發展目標推動配套制度」等八大聚焦領域。而德國於 2017

年提出的德國永續發展策略之中，也從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中，篩選出 36

項對該國最為重要的細項具體推動目標，進而研擬適當的具體子目標。 

臺灣擬定永續發展目標的過程，乃是於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西元 2016 年 11 月第 29 次委員會議時，決議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研

擬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而各單位主責部會於西元 2017 年 10 月份針對西元

2020 年為時間點，提出具體目標與對應指標，並同時舉辦北、中、南公民

論壇，以及藉由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蒐集各方意見加以修正。於西元

2017 年 11 月 20 日永續會第 30 次委員會議中，就此初稿進行討論後，委員

會決議再啟動經第 2 階段公民參與，於西元 2018 年 4~5 月舉辦第 2 階段公

民論壇，除邀請各方利害相關人提出修正建議外，更藉由會議直播更廣泛

的蒐集公共意見。爾後立基於所蒐集的意見，各單位主責部會進一步提出

西元 2030 年的具體目標與對應指標，並經由各個工作分組中，進行跨部會

協調以及專家諮詢，並提送永續會工作會議中討論。各部會亦會參考

TWI2050 所提出的六大轉型行動，反覆修正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最終各部

會綜合國際趨勢、國內需求、專家建議與公民意見，確認提出核心目標。

並依循「2050 世界願景（The World in 2050）」，此國際重要的永續發展研究

旗艦計畫轉型行動之建議，在此提出六大轉型領域：「強化人力資源能力」、

「循環經濟」、「能源轉型加速去碳化」、「永續食農系統與生態保育」、「智

慧城鄉」與「永續導向的數位化革命」（圖 3.1-13）。而各主責部會研擬出

各核心目標中的具體策略以及對應指標後，經由一系列的專家與公共諮詢，

由表 3.1-6 顯示共有 18 項核心目標以及 143 項具體目標，並就各對應指標

提出西元 2020 年與西元 2030 年之目標值，與國際研究所提出轉型領域以

及推動永續發展目標落實所需的政策工具，互相呼應（圖 3.1-14）。藉此促

使永續發展目標鑲嵌至各項政策議程，並呼應國際社會的趨勢提出創新的

作為，逐步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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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2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同心圓結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 Rockstrom & Sukhdev, 2016 

 

圖 3.1-13 TWI2050 六大轉型領域 

資料來源：TWI205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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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4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與轉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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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臺灣永續發展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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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媒體雜誌永續指標 

國內《今周刊》媒體進行「2020 年六都永續城市調查」與第三方獨立

民調機構「時勢（Trend Sight）」共同合作，與綠色和平基金會擔任專家顧

問，評比六都政策的積極度與透明度，最後綜合評比出「最佳永續發展城

市」獎，評估內容是以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為基礎，透過數據指標、

民意調查及政策積極透明度三面向評分，本調查範圍是結合數據指標、民

意調查結果與專家評論，評比總分計算方式為 50%×數據指標+40%×民意調

查+10%×專家建議評分。民意調查則委託時勢公司，依 2020 年政府最新人

口統計，進行性別、年齡配置樣本，並以網路問卷之形式，六都各電話訪

視350份（信賴水準95%，抽樣誤差±5.24%），共2,100份有效回答。此外，

問卷調查時間為 8 月 7 日～8 月 28 日，正值高雄市長罷免補選，由於新任

市長陳其邁於 8 月 24 日才上任，市民評比的對象應該前任市長成果。《今

周刊》作為第一個評比地方政府執行永續發展目標的媒體，希望可以從更

長遠的城市藍圖來審視目前各都施政作為，而不只著眼於一時首長的「施

政滿意度」，舉辦「2020 年六都永續城市調查」之目的，是希望透過政策

數據的檢視評比，期待六都愈來愈進步，讓市民生活在一個更乾淨、平和

與友善的城市裡。 

在臺灣六都永續城市評比分為社會力、經濟力及環境力，綜合評比結

果，第一名為新北市、第二名桃園市、第三名則為臺北市。若以社會力排

名，第一名為新北市、第二名桃園市、第三名則為臺中市。經濟力排名第

一名為桃園市、第二名新北市、第三名則為臺南市。環境力排名第一名為

新北市、第二名桃園市、第三名臺中市。其中在問卷調查中在各項問題，

比較新北市及臺中市的市民對市府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滿意度，結果如下： 

（一）政府想要投入更多資源推動環境永續，六都市民每年願意支付的金

額（新北市 28.0%）、（臺中市 28.9%） 

（二）六都市民對政府在推動節能減碳的整體表現之態度（新北市 42.6%）、

（臺中市 38.3%） 

（三）六都民眾對政府治安維護措施表現之態度（新北市 33.4%）、（臺中

市 25.4%） 

（四）六都市民對商業市場景氣活絡程度之態度（新北市 61.7%）、（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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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56.6%） 

（五）民眾對於家庭收入是否足夠支付目前所居住城市物價所需之態度

（新北市 74.3%）、（臺中市 68.6%） 

（六）六都民眾對政府施政最滿意之領域統計（新北市 61.1%）、（臺中市

47.1%） 

（七）六都民眾對政府是否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之態度（新北市 54.3%）、

（臺中市 48.9%） 

（八）六都民眾對政府促進市民健康及醫療服務表現之態度（新北市

48.6%）、（臺中市 35.7%） 

（九）六都民眾對政府在推動環境永續的整體表現之態度（新北市 32.0%）、

（臺中市 23.7%） 

（十）六都民眾對政府在推動社會福利的整體表現之態度（新北市 41.4%）、

（臺中市 32.6%） 

四、三種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的比較 

表 3.1-6  三種永續發展指標系統比較 

 
ISO37120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指標 
國內媒體雜誌 

面向 17 個 18 個 3 個 

指標數目 100 個 143 個 48 個 

計分方式 

已做登錄為主，強調自

我城市或標竿城市做比

較 

參考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制定，多增

加的 18 個目標，即

非核家園 

數據指標占 50%、民意

調查 40%、專家政策評

分則占 10% 

指標有設定

2030 目標值 
無 有 無 

評價等級 
依照 WCCD 分為五個等

級 
沒有 強調六都之比較 

評論 

經由各城市參與建立社

具資料庫，可以長期追

中或城市間互相比較參

考 

不適合做為城市間

的參考，較適合國

家整體發展的成果

比較 

評分方式除指標比較

外，再加上民眾訪問及

專家評估，客觀性較

低，較有新聞傳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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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擬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之指標 

由於國際上各城市建置永續發展目標之指標，並沒有固定的標準與數

目，綜合推薦永續發展目標之代表性指標，至少要考慮以下幾點： 

（一）符合國際上城市發展的建議指標 

（二）符合在地民眾的需求 

（三）符合市長施政的重點與城市發展方向 

（四）要能夠有準確計算方法與意義 

（五）要有對應的行動方案及經費預算 

（六）要有負責執行的單位與資料來源 

這些參考的準則，可用於與各局處討論時建議的指標。 

永續性指標（Sustainability Indicator）定義為環境、經濟或社會系統的

可測量方面，可用於監視與人類和環境福祉的永續發展相關的系統特徵的

變化。如何選擇指標的標準？可參考以下的準則： 

（一）與目標族群的利益相關，能反映出改善社會和環境條件，以及經濟

繁榮的機會。 

（二）具有清晰度，可理解性和透明度方面對目標受眾有意義。 

（三）有測量技術和可驗證性的目標，同時考慮到區域，文化和社會經濟

差異。 

（四）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進行基準測試和監視，以及有關如何提高性能的

決策。 

（五）可做為全面評估永續發展目標的進展情況。 

（六）在不同的地點或社區中能保持一致，使用適當的規範化和其他方法，

來說明其多樣性。 

（七）在高效率經濟發展下，操作不繁瑣，可以現有數據收集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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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指標應具有以下屬性： 

1. 可行的，可以採取實際步驟解決影響因素。 

2. 可推廣和可擴展，以便它們可在區域、州或地方級別適應。 

3. 可做世代間比較，反映了不同世代之間成本和收益的公平分配。 

4. 實用性，具有長期相關性。 

目前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尚未與全部局處共同

討論永續發展目標之指標，並安排 21 場與市府各局處一起討論研商，且由

永續低碳辦執行長帶領專家學者及負責同仁，親自到各局處拜會各局處首

長、負責窗口主管及承辦人，共同討論該局處在永續發展目標之指標，並

考量該核心指標的意義及其代表性，以展現民主尊重與多元方式，增加市

政府各局處參與制定及執行永續發展目標之計畫。因此，在尚未有具體結

論提出各局處推薦之核心指標前，研究團隊先參考國內外城市推薦永續發

展目標之核心指標（詳見光碟附件一資料），以作為臺中市政府推動永續

發展目標計畫之參考。 

六、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此報告收集收集國際標準組織發布 ISO37120、臺灣永續發展目

標、及國內媒體今周刊雜誌評估永續城市三個不同系統的架構，

分析比較各種系統建置及指標種類之差異。 

2. 在這三個系統各有其特點，ISO37120 是以永續城市當作評價之

重點，是以 18 各構面，46 個指標為範圍，可將城市分成五個

等級，其中臺北市在過去四年都得到 WCCD 最高白金等級，臺

南市在 2019 年也得到白金等級。若要使用 ISO37120 則必須加

入申請 WCCD 組織，提報 46 項指標數據，以作為其評價的標

準。 

3.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是由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在 2018 所

公佈最新版，總共有 18 個構面，143 個指標，主要內容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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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所制定，其中多增加非核家園的面向，因此適合

一個國家層級的方式，推動永續發展目標，且有制定 2030 年各

項指標的目標值，適合國內各城市參考選擇其中部分的指標來

使用。 

4. 另外，國內媒體雜誌今周刊也提出永續城市評估方式，將永續

城市分成三大構面，48 個指標，其內容範圍沒有 SDGs17 個目

標廣泛，評價機制又加上民眾電話訪視及專家學者來計分，較

適合媒體評估縣市首長對永續城市的滿意度調查。 

5. 臺中市要研擬永續發展目標的構面及指標，必須考量盧市長的

政策與民眾的需求，各局處可根據中長程的目標，以作為制定

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核心指標之參考，並根據在地科技產業、

人口成長、環境品質、社會發展、氣候變遷、醫藥衛生等施政

方針，提前規劃創新的發展策略與方向，引領臺中市政府進行

前瞻性與永續性的轉型。 

（二）建議 

1. 增加臺中市府各局處同仁對永續發展目標內涵的認知與理解，

參與低碳辦舉辦各種工作坊及教育訓練課程，以配合研擬永續

發展目標的構面及指標。 

2. 臺中市政府各局處首長經由此次研擬 VLR 報告時，研擬永續發

展目標的構面及指標，可加強與所屬同仁思考該局處未來中長

程計畫發展的方向及目標，配合盧市長的施政白皮書，研擬出

前瞻性的規劃及策略。 

3. 低碳辦經由製作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的自我檢視報告（VLR）

之際，成立專責永續委員會，加強市府各局處共同推動永續發

展目標的計畫，以提升市府在永續發展目標的施政成果。 

4. 由於製作自我檢視報告（VLR）是長期執行永續發展目標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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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報告，除向國際社會宣示臺中市致力於永續發展目標的計

畫，更是落實讓臺中市所有市民與民間團體周知，共同一起努

力推動臺中市永續發展的目標。因此，持續與民間組織與民眾

的溝通及宣播，建立由下向上參與的永續發展機制，更是市政

府責無旁貸的工作。 

5. 為提升市府各局處執行永續發展目標的計畫，展現盧市長施政

的績效，可與市府研考單位合作，增加建置管考追蹤系統，定

期檢視或評價永續發展目標的指標變化，以做為臺中市政府推

動永續發展目標的成效。 

3.2 訂定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及推動機制 

3.2.1 研擬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 

一、蒐集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 

過去臺中市在永續發展的環境治理面向是以減緩及調適為主發展相關

策略，例如：臺中市為因應氣候變遷，減緩溫室氣體的成長及環境永續發

展，建立具調適機能之低碳永續城市，自 100 年獲選為低碳示範城市以來，

積極推動各項節能減碳及永續發展措施，並於 103 年 5 月 9 日公布臺中市

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建立臺中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推動平臺組織架構，

落實各項具體低碳作為以建構具調適機能之城市，並於 104 年擬定中市氣

候變遷行動綱領，其目標有二大方向，一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二為建構

低碳韌性城市，以作為建構臺中市成為低碳韌性城市的基本策略與行動指

導方針，未來，水湳經貿園區打造為低碳、智慧、韌性城市的實踐場域，

可見臺中市逐漸低碳城市之永續發展，同時也已規劃多項具前瞻性作為。

同時市政府遵循（仙臺減災綱領、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計畫、TaiCCAT 支援

決策系統）指導原則，搭配在地風險（淹水、水資源、高溫及其他風險），

並針對治理方向（危害度、脆弱度、暴露度）制定政策，搭配蒐集國際上

最新調適工具及案例，邀集相關局處召開研商會議或專家諮詢會議，表

3.2-1 為臺中市政府施政計畫與低碳策略，以產出臺中市調適政策與計畫，

對未來永續發展目標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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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建立永續發展目標中社會與經濟面向，則強調優化城市公共

空間及設施，包括「臺中美樂地（Taichung Melody）」計畫包含推動陽光公

廁及共融公園兩大重點，目標為打造陽光公廁並建構共融休憩環境，提升

人本安全及無障礙環境。108 年已改善 43 座老舊公園為無障礙友善共融公

園，今年持續推動並預計改善 50 座共融公園。陽光公廁推動部分，已改善

完成 14 處公廁，今年預計改善 19 處公廁。為邁向永續低碳城市發展，打

造臺中成為全球「宜居都市」，臺中市政府訂定「臺中市鼓勵宜居建築設

施設置及回饋辦法」，鼓勵起造人設置垂直綠化設施、複層式露臺、植生

牆體等宜居建築設施，有助於減少都市熱島效應，作為臺中市民打造幸福

宜居城。總計有 7 件建造執照核准，共增加 294 棵喬木、固碳量 2,666.88 公

噸、宜居垂直綠化面積 1,870.68m2。預期效益包括建立新綠建築基準，全

面綠化都市建築誘導建築開發，提昇居住環境品質減少都市熱島效應，塑

造臺中特色印象增進立體綠化建築，防制城市空氣污染等。 

臺中市為提升市民生活機能，建立宜居社會方面，強化大市區公車服

務，繼公車 10 公里免費優惠後，超過 10 公里刷卡最多只要付 10 元，希望

能提高長距離使用者的搭乘意願、減輕民眾通勤通學的經濟負擔、縮短城

鄉距離；也希望能藉此更為活化大臺中山、海、屯地區的區域發展，不僅

有助於發展偏鄉地區與市區之交通聯結外，達到落實公平正義、補助經濟

弱勢、節能減碳、改善空污等四大效益。在自來水普及率自 99 年底改制直

轄市至今，已從 92.24%提升至 108 年 12 月底 96.00%，提升 3.76%，9 年以

來接裝自來水人口由 255 萬餘人成長約 15 萬人，達 270 萬餘人，提升幅度

為六都之最。109 年度持續改善偏鄉飲水設施，包括和平區博愛里、新社

區福興里及東勢區隆興里等偏遠地區之簡易自來水設備及管理，初估受益

戶數達 229 戶以上，落實照顧山城居民用水健康之政策。 

為建立臺中市區域均特色，臺中城中區及水湳經貿園區為臺中都心兩

大核心地帶，舊城推動方面，為活絡、再生舊市區，本府辦理「臺中市都

市計畫（舊有市區及 1 至 5 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除進行都市計畫圖重製外，針對人口、產業、社會、交通等都市因

子進行分析調查，配合鐵路高架化、大車站計畫等重大建設發展，研擬規

劃方案，以促進舊市區再發展，落實都市計畫執行及管理。市政府已於

107 年 12 月至今年 1 月間召開 17 次重製疑義研商會議，訂於 109 年度製作

本案計畫書、圖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另一方面，市政府也研擬振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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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經濟計畫，將產業再生機制法制化，將研擬制定產業再生自治條例，藉

由個別商店相互結合，共同創造整體競爭力之商店街區。未來透過大車站

計畫、歷史建築帝國製糖廠活化（108 年正式開幕）、商業促進特定區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BIDs）及體驗經濟之推動，搭配周邊湧泉

公園、建國市場、秀泰影城及規劃中的三井 LaLaport 購物商場的街廓性整

體發展，為城中城注入活水，也帶來百億以上的商業效益。水湳經貿園區

方面，市政府持續推動水湳轉運中心、水湳國際會展中心、臺中綠美圖、

中臺灣電影中心及臺灣智慧營運塔等多項重要建設，幫助臺中邁向更具前

瞻性及創意性的國際城市。此外，水湳重要交通橋樑-「科湳愛琴橋」也

於 109 年 1 月正式通車，原本中科至水湳市區需繞行及待轉多次，通車後

可直接貫通，尖峰時刻減少約 15 至 20 分鐘車程，使中科及水湳市區往來

更便利，改善水湳經貿園區交通運輸體質，加速整體發展。 

在對外交通連接網絡，臺中國際機場及臺中港為城市兩大國際門戶，

臺中港地區以觀光及商業帶動人潮，港區北段主要有高美濕地、梧棲漁港

及海洋生態館等觀光休閒資源、中段以三井購物中心為主帶動周邊投資強

化商業發展，南段現有為重工業為主，串聯臺中國際機場門戶地區，運用

雙港優勢，讓貨出去、人進來。至於臺中市都市計畫層面，臺中港特定區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自 100 年起至 107 年分階段發布實施，由於都市發展

背景與時空環境皆已有變化，為符合現況發展需要及未來發展趨勢，並落

實都市計畫執行及管理，臺中市政府訂於 109 年啟動辦理臺中港特定區計

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先期規劃作業。海線觀光部分，以高美濕地及大安濱海

樂園為海線南北兩大核心，串聯沿線三井 outlet、海洋生態館、梧棲漁港及

大安媽祖文化園區形成海線觀光廊帶，每年並透過活動舉辦、旅遊業者踩

線推介、實體及網路行銷推廣等方式，吸引觀光旅客造訪，帶動海線觀光

蓬勃發展。 

二、研擬臺中市政府未來永續發展目標 

過去臺中市政府依據中央政府致力建構推動低碳城市計畫，已有非常

亮眼的成果，可作為未來永續發展目標的基礎。然而，目前臺中市政府仍

須持續地將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目標與市府的施政計畫進行有效的聯結，

為進一步與國際社會接軌，必須先檢視臺中市的施政重點成果與聯合國

SDGs 目標的密合度，再進一步研擬永續發展的策略，並發展出地方自願

檢視報告（VLR），作為臺中市自我檢討永續發展目標的方向，以期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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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打造成為幸福、永續的城市。因此，本計畫也以 2S2A（Screening, 

Scoping, Action, Assessment）策略作為臺中市政府未來永續發展目標的檢視

步驟： 

（一）檢視（Screening）：將臺中市目前推動各項永續發展計畫及成果，與

聯合國（SDGs）與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的密合度，作為兩者合而為

一的參考。 

（二）聚焦（Scoping）：根據盧市長的政策與施政理念，建立臺中市永續

發展目標的願景，選定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臺灣永

續發展目標的項目，作為發展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重

點。 

（三）行動（Action）：盤點臺中市各局處推動各項永續發展計畫及成果，

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與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的指標融入

其計畫 KPI，定期考核其進度及成果。 

（四）評價（Assessment）：將臺中市政府執行永續發展的策略與成果，定

期製作成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oluntary Local Report, VLR），成為自

我檢討改正施政方向。 

臺中市在永續發展計畫的研擬，主要參考臺中市盧秀燕市長之施政方

向並將永續發展目標及計畫聯結至本府 12 大施政發展策略，期望透過施政

方向與 SDGs 目標之聯結，打造臺中成為接軌國際的幸福永續城市。因此

奠基於 12 大施政發展策略，可以「新國際門戶」、「交通任意門」、「幸福宜

居城」、「區塊均特色」、「健康運動道」、「清淨新家園」、「創新創業城」、

「意象新美學」、「韌性水共生」、「效能好政府」、「青秀樂臺中」及「思用

型教育」等為主軸積極推動相關之永續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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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臺中市政府 12 大施政發展策略與永續發展目標關聯度 

1.新國際門戶 2.交通任意門 3.幸福宜居城 4.區塊均特色 5.健康活力道 6.清淨新家園 

推動機場、臺

中港、高鐵等

門戶計畫，發

展經貿園區，

促進國內外經

濟發展。 

發展軌道及生

活 圈 路 網 建

設、推動綠色

運輸及智慧交

通服務系統。 

推動宜居共好

社宅、打造友

善育兒環境、

改 善 公 共 空

間、保障老年

及弱勢族群醫

療 及 社 會 福

祉，打造宜居

生活。 

推動產業區塊

特色，打造創

意、觀光、休

閒、創新產業

並尊重多元族

群文化發展及

推 動 性 別 平

等。 

打 造 城 市 綠

洲、營造人本

步 道 友 善 環

境、完善自行

車系統，建構

健康活力照顧

網。 

守 護 水 土 安

全 ， 實 施 空 污

減 排 、 發 展 可

再 生 能 源 ， 推

動 永 續 消 費 及

生 產 ， 實 現 資

源 永 續 利 用 及

管理。 

  
 

 
 

7.創新創業城 8.意象新美學 9.韌性水共生 10.效能好政府 11.青秀樂臺中 12.思用型教育 

推動臺中富市

3 經濟發展策

略，推動產業

智慧化、發展

文創及地方創

生產業，落實

循環經濟。 

推動城市美化

運動、親川水

綠共生網，保

護自然及人文

資源。 

積極推動水土

保持、海洋及

陸地生態保

育，建置災防

相關建設及推

廣環境教育，

以強化災後復

原能力與氣候

調適能力。 

落實陽光政

治、區域治

理、效能政府

及智慧治理，

打造有效率、

和平及具包容

性的社會。 

推動青年入

府、創造就

業、運用科技

執法機制，建

立公平、公開

的司法管道。 

提供各年齡及

族群之公平及

高品質教育為

主，積極落實

終生學習理

念，並因應時

代趨勢提供國

際教育及科技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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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於 2015 年發表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涵蓋環境、社會、經濟等

全球關注的議題；其中，「社會」面向包含了：「人口與健康、居住環境、

社會福利、文化多樣性及災害防救」；「經濟」面向包含：「經濟發展、產

業發展、交通發展、永續能源及資源再利用」；「環境」面向包含：「大氣、

水、土地、海洋、生物多樣性及環境管理」。 

依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所提倡的「社會、經濟及環境」三大原則，

致力於訂定臺中市政府各局處之永續發展目標與相關計畫，以臺中市 12 大

施政發展策略下的 356 項行動計畫為基礎資料進行盤點及審核其與 SDGs 目

標之關聯性，最終研擬了 106 項計畫，各項永續發展目標與計畫均可對應

至社會、經濟及環境三大面向與 SDGs 目標，透過永續發展計畫之研擬與

後續之落實，可讓市政方向更貼近民意，有利於市政推廣，亦可提供給民

眾更優質之服務品質，市府也能夠滾動式檢討各局處推動永續發展之績效

成果，有助於未來邁向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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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臺中市永續發展推動計畫彙整表（1/4） 

SDGs

目標 

領域

面向 

12 大施政發

展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106 項） 
局處 

 

社會 

幸福宜居城 1. 布建家庭社區支持服務計畫 社會局

幸福宜居城 2.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社會局

幸福宜居城 3. 脫貧計畫 社會局

 

經濟 

社會 

效能好政府 4. 強化食品業者登錄 衛生局

效能好政府 5. 保障消費者安全蔬果加強批發市場農藥攔檢 衛生局

效能好政府 6. 為確保永續發展的糧食生產系統 衛生局

 

社會 

幸福宜居城 7. 孕產婦兒健康關懷服務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8. 潛伏結核全都治計畫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9. 愛滋感染者服藥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10. 推動長青學苑計畫 社會局

幸福宜居城 11. 身障共融幸福倍增計畫 社會局

幸福宜居城 12.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13. 長照即時通 APP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14. 長者到宅及定點心理諮詢服務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15. 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16. 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 原民會

幸福宜居城 17. 有效降低建築物火災數計畫 消防局

健康活力道 18. 國民運動中心新建計畫 運動局

幸福宜居城 19. 提升大臺中緊急救護能量 消防局

 

社會 

幸福宜居城 20. 公幼倍增計畫 教育局

幸福宜居城 21. 公托倍增計畫 社會局

思用型教育 22. 推動國際教育 教育局

思用型教育 23. 推動終身學習 教育局

意象新美學 24. 提升借閱成長計畫 文化局

思用型教育 25. 推動科技教育 教育局

思用型教育 26. 精進教師教學專業 教育局

 

社會 幸福宜居城 
27. 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社會局
28.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推動性別平等創新計畫 

 

環境 

韌性水共生 29. 維護市民飲用水安全 環保局

韌性水共生 30. 推動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建設計畫 水利局

韌性水共生 31. 水質保護 環保局

 

經濟 清淨新家園 

32.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計畫 

經發局

33. 綠能屋頂全民推動計畫 

34. 市管公用案場建置太陽光電 

35. 工廠屋頂設置太陽光電 

36. 用電大戶設置太陽光電 

37. 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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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臺中市永續發展推動計畫彙整表（2/4） 

SDGs

目標 

領域

面向 

12 大施政發

展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106 項） 
局處 

 

經濟 

清淨新家園 
38. 臺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 

經發局
39. 產業綠能運用提升計畫 

清淨新家園 40. 資源循環發電計畫 環保局

新國際門戶 41. LED 智能路燈換裝計畫 建設局

 

經濟 

效能好政府 42. 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營運服務 經發局

清秀樂臺中 43. 臺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委託經營管理計畫 經發局

創新創業城 44. 策略性產業招商 經發局

創新創業城 45. 提供就業服務資源，強化求職者就業準備力 勞工局

思用型教育 46. 身心障礙學生就業準備講座 勞工局

創新創業城 47. 文創輔導計畫 文化局

思用型教育 48. 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計畫 勞工局

效能好政府 49. 職場安全及健康精進計畫 2.0 勞工局

創新創業城 50. 推廣觀光旅遊 觀旅局

創新創業城 51. 臺中電影節 新聞局

創新創業城 52. 打造臺灣影視重鎮 新聞局

意象新美學 53. 推廣藝文活動 文化局

 

經濟

環境 

韌性水共生 54. 提升雨水下水道建置率，建全都市區域排洪能力 水利局

韌性水共生 55. 建置具透水功能人行道 建設局

 

社會 
思用型教育 56. 鼓勵參與客語能力認證 客委會

幸福宜居城 57. 偏遠地區民眾衛生保健及醫療健康服務 衛生局

 

社會 

環境 

幸福宜居城 58. 共好社宅 都發局

健康活力道 59. 優化休閒型自行車道 觀旅局

清淨新家園 60. 推廣電動車充、換電站 環保局

清淨新家園 61. 老舊機車汰購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計畫 環保局

交通任意門 62. 公有停車場申請用電暨電動汽車充電設備維護工作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63. 推動中央「2030 市區公車電動化執行計畫」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64. 無障礙公車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65. 公車運量提升計畫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66. 停車智慧化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67. iBike 倍增計畫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68. 自駕巴士計畫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69. 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與臺中市智慧交通管理系統

TOPIS 建置計畫整合 
交通局

效能好政府 70. 邁向 3D 智慧國土-國家底圖空間資料基礎建設計畫 地政局

意象新美學 71. 文化資產保存及推廣 文化局

清淨新家園 72. 綠色環保節葬政策 民政局

清淨新家園 73. 藍天白雲行動計畫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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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臺中市永續發展推動計畫彙整表（3/4） 

SDGs

目標 

領域

面向 

12 大施政發

展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106 項） 
局處 

 

社會 

環境 

健康活力道 74. 優化整建既有步道 觀旅局

幸福宜居城 75. 美樂地計畫 建設局

幸福宜居城 76. 人本通行環境建置計畫 建設局

幸福宜居城 77. 道路燙平專案 建設局

幸福宜居城 78. 無障礙斜坡道改善 建設局

清淨新家園 79. 輔導推動低碳宗教場所 民政局

韌性水共生 80. 都市設計審議制度 都發局

韌性水共生 81. 推動宜居建築 都發局

幸福宜居城 82. 騎樓安學及騎樓整平計畫 都發局

幸福宜居城 83. 推動友善公廁計畫 環保局

幸福宜居城 84. 陽光重劃共好臺中，打造宜居樂活城市 地政局

新國際門戶 85. 區徵共好，富市臺中 地政局

效能好政府 

86. 大臺中地區委外重測計畫 

地政局87. 早期農地重劃區確定測量地籍整理（數值法重測）

計畫 

 

經濟 

環境 

清淨新家園 88.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流向勾稽計畫 環保局

清淨新家園 89. 2030 年增加有機耕種面積達 600 公頃 農業局

創新創業城 90. 地產地消-在地農民市集 農業局

清淨新家園 91. 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再利用 環保局

清淨新家園 92. 焚化底渣再利用 環保局

清淨新家園 93. 垃圾衍生燃料（RDF-5/SRF）試辦計畫 環保局

 

環境 

清淨新家園 94. 建構氣候變遷因應策略 環保局

意象新美學 95. 設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廣水環境教育 水利局

韌性水共生 96. 推動防災士制度 消防局

 

環境 韌性水共生 
97. 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廢棄漁網及廢棄物/加強海上查緝

非法漁業行為 
農業局

 

環境 
韌性水共生 98. 濕地及野生動物保護區生態教育 農業局

韌性水共生 99. 生態保育及擴大生物多樣性 農業局

 

社會 

效能好政府 100. 強化犯罪偵防能量，提升刑案破獲率 警察局

效能好政府 101. 提供網絡整合服務，終結兒虐案件 社會局

效能好政府 102. 智慧分析提升交通執法效能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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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臺中市永續發展推動計畫彙整表（4/4） 

SDGs

目標 

領域

面向 

12 大施政發

展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106 項） 
局處 

 

社會 
效能好政府 103. 強化消費爭議調解機制 法制局

效能好政府 104. 24 小時 x365 天「AI 智能客服」 地稅局

 

經濟 

環境

社會 

清秀樂臺中 105. 城市外交永續夥伴計畫 秘書處

思用型教育 106. 志願服務實施計畫 社會局

3.2.2 辦理永續發展相關會議 

為推動各項永續業務，將定期和各局處開會討論業務推動情形，以及各

項協調事項以及追蹤工作進度，本計畫以說明會議及研商會議進行會議規

劃，本計畫目前已完成 5 場會議，如表 3.2-3 所示，合計安排 5 場次會議，於

1 月辦理永續發展指標說明會議，另 4 月召開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研商會議；

8 月評估 SDGs 及 VLR 內容；9 月確認 VLR 發布之影片內容及 11 月針對各局

處依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進行成果追蹤，以掌握各局處室之執行進度，透過

辦理會議討論業務，已順利產出臺中市自我檢視報告（VLR）。 

表 3.2-3  本計畫永續發展會議之主題內容 

項次 月份 會議主題 

1 1 月 26 日 「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檢視報告」籌備說明會 

2 4 月 22 日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研商會議（1）盤點 SDGs 

3 8 月 11 日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研商會議（2）評估 SDGs 及 VLR 內容 

4 9 月 11 日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研商會議（3）檢視 VLR 發表影片內容 

5 11 月 4 日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研商會議（4）VLR 指標管考及分組 

一、第一場永續發展會議 

（一）目的 

依據本府 109 年第 2 次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議市長裁示，將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納入本市施政重點，並於 110 年 9 月發

表「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檢視整年政策及成果；爰

此，依市長指示辦理本案說明會，透過本次會議達到以下目的： 

1. 介紹與說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及指標及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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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 據 市 長 指 示 期 程 加 速 製 作 「 臺 中 市 地 方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VLR）」，並說明各局處後續配合事項 

（二）會議議程 

1. 日期：110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 

2. 時間：14：30－16：30 

3.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 室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4. 主持人：黃執行長晴曉 

5. 與會單位 

本案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環境保護局、交通局、都

市發展局、建設局、水利局、農業局、教育局、衛生局、社會

局、秘書處、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政局、消防局、文化局、

觀光旅遊局、新聞局、地政局、運動局、法制局、警察局與會

出席。 

6. 議程 

表 3.2-4  第一場永續發展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人員 

14：00 – 14：30 報到 
思維環境科技有限

公司 

14：30 – 14：40 主席致詞 主席 

14：40 – 15：10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介紹及地方自願

檢視報告（VLR）介紹 

思維環境科技有限

公司 

15：10 – 15：40
本市製作地方自願檢視報告，各局處

配合事項說明 

思維環境科技有限

公司 

15：40 – 16：00 綜合討論 
全體人員 

16：00 – 16：10 臨時動議 

16：10 – 16：30 主席裁示 主席 

16：30- 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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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結論 

有關各局處輔導溝通交流會議，會議決議如下： 

1. 為製作本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將邀請專家學者至各局處輔導

訂定永續目標及相關計畫指標，本辦公室將於會議 5 日前通知

相關局處與會。 

2. 本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應與本市施政重點結合，因此第一場各

局處輔導溝通交流會議，首先拜會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以確立本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製作之定向。 

3.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可考量將此納入本市地

方自願檢視報告。 

4. 有鑑於本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為本府各局處推動永續發展目標

之整體政策及施政成果，應串聯各局處共同努力合作，本次會

議僅邀請低碳相關局處與會討論，檢視永續發展目標後，參與

局處尚需增列本府勞工局，並配合參與本案後續召開之會議及

相關活動。後續檢視永續發展目標與指標內容，再視情況增列

相關局處參與。 

5. 為推動本市永續發展業務，請各局處提供永續業務窗口及永續

督導主管名單，其中永續業務窗口，建議以原低碳業務窗口或

辦理綜合計畫業務人員擔任；永續督導主管名單建議以低碳組

長及副組長或由簡任人員擔任，並填報「各局處永續業務聯絡

名單」，請於 110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電郵至永

續低碳辦公室永續業務窗口，以利後續永續業務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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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照片 

 
第一次永續發展會議（1） 第一次永續發展會議（2） 

第一次永續發展會議（3） 第一次永續發展會議（4） 

圖 3.2-1  第一次永續發展會議照片 

二、第二場永續發展會議 

（一）目的 

本市業於 110 年 1 月 18 日簽署「氣候緊急宣言」，提出「永續

168 目標策略」，具體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 8 大目標，將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 SDGs）納入本市施政重點，包含 SDG7、9、11、12、13、

14、15 及 17 等 8 大目標。 

本府 109 年第 2 次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議市長裁示，推動本市

永續發展，製作「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並可再擴大

優先推動或增加 VLR 之永續目標，於 110 年 9 月發表，檢視本市政

策及成果。 

繼 110 年 1 月 26 日「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自願檢視報告」籌備

說明會議後，本辦公室業於 110 年 2 月 1 日與研考會進行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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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交流會議，會中研考會協助提供本府 12 大施政發展策略，共計

356 項施政重點計畫，據以盤點各局處與永續發展目標相對應之計

畫，作為製作本市 VLR 之基礎資料，本辦公室於 2 月至 4 月期間輔

導及訪談 21 個相關局處，彙整出本市之 SDGs 目標、指標、計畫總

表（初稿），期望透過本次會議達到以下目的： 

1.  確立本市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2. 檢視及確認 21 個各局處所提出之 SDGs 短、中、長程目標、指

標及計畫內容。 

3.  確認本市 VLR 須檢視的永續發展目標。 

4. 針對未輔導訪談之局處，其業務涉及 SDG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

不平等，是否須納入本次檢視的範圍中。 

5. 請各局處協助提供永續發展目標相關成果，以利後續 VLR 報告

產出。 

（二）會議議程 

1. 日期：110 年 4 月 22 日（星期四） 

2. 時間：14：00－16：00 

3.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 樓導覽簡報室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4. 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 

5. 與會單位 

本案由目前已進行永續發展輔導及訪談之 21 個局處與會，

由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水利局、教育局、交通局、環境

保護局、都市發展局、社會局、法制局、警察局、秘書處、勞

工局、文化局、新聞局、民政局、經濟發展局、建設局、觀光

旅遊局、農業局、消防局、地政局、衛生局及運動局之永續發

展業務督導主管與會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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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議程 

表 3.2-5  第二場永續發展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人員 

13：30 – 14：00 報到 
思維環境科技

有限公司 

14：00 – 14：10 主席致詞 主席 

14：10 – 14：20 本市 SDGs 計畫推動說明
思維環境科技

有限公司 

14：20 – 15：40 提案討論 全體人員 

15：40 – 15：50 臨時動議 全體人員 

15：50 – 16：00 主席裁示 主席 

16：00- 散會 - 

（三）會議結論 

1. 有關本市 VLR 報告發展策略架構須再行修正調整，應將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調整為上位階層，並依本府 12 大施政發展策略訂

定為永續發展策略或方針，並參考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及

宜蘭縣已完成之 VLR 報告，提出本市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2. 請各局處重視永續發展工作，應積極配合永續低碳辦公室共同

推動本市 VLR 及永續發展業務。 

3. 各局處所提之施政重點計畫或行動方案，需呈現與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之關聯性，請各局處進行檢視及調整。 

4. 指標應為前（指導），計畫應為手段，故本案附件「各局處之

SDGs 目標、指標、計畫彙整表」，應將指標調整到前面欄位，

接著是指標對應的各項計畫及行動方案。 

5. 請各局依據郭教授建議調整永續發展目標相對應之計畫、指標

及目標。 

6. 請各局處參考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及宜蘭縣已完成之 VLR

報告，挑選與自身局處最相關的指標，建立屬於本市特色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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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有修正或增刪內容，請於 4 月 30 日前提交資料，以利後續研

擬 VLR 初稿內容。 

8. 市長重視公平正義、消除不平等議題，例如：輕稅減政、居住

正義等，是本市的施政特色與強項，涉及「SDG10 減少國內及

國家間不平等」尚未檢視的局處，以及尚未進行輔導訪談的局

處，須再納入本次檢視的範圍中；因此，須請永續低碳辦公室

與運動局、地方稅務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客家事務委員

會進行輔導訪談，研擬適切指標。 

9. 請各局處於 110 年 4 月 30 日前提交，並可參考桃園市、新北市、

臺北市及宜蘭縣 VLR 報告調整修正。 

10.請各局處配合環保署永續發展績效考核，於 110 年 10 月底前繳

交永續發展相關活動成果。 

11.關於永續成果影片部分，請各局處依永續低碳辦公室提供之影

像規格，於 110 年 5 月底前提供。 

12.永續低碳辦公室及各局處應檢視及比較目前已發表之桃園市、

新北市、臺北市及宜蘭縣 VLR 報告之內容，以利製作出屬於本

市施政特色的 VLR 報告。 

13.請各局處重視永續發展工作，配合度列為各局處考績考量，並

與永續低碳辦公室及執行團隊積極溝通、互相配合，以順利完

成本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及推動本市永續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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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照片 

 

第二次永續發展會議（1） 第二次永續發展會議（2） 

第二次永續發展會議（3） 第二次永續發展會議（4） 

圖 3.2-2  第二次永續發展會議照片 

三、第三場永續發展會議 

（一）目的 

依據本府 109 年第 2 次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議市長裁示，將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納入本市施政重點，並於 110 年 9 月發

表「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檢視整年政策及成果；爰

此，依市長指示辦理本案說明會，透過本次會議確認本市自願檢視

報告初稿內容，後續並依指示修正內容。 

（二）會議議程 

1. 日期：110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三） 

2. 時間：1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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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 樓秘書長室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4. 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 

5. 與會單位 

本案由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與會出

席。 

6. 議程 

表 3.2-6  第二場永續發展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人員 

17：30 – 17：35 主席致詞 主席 

17：35 – 17：45 本市 VLR 初稿說明 永續低碳辦公室 

17：45 – 17：55 提案討論 全體人員 

17：55 – 18：00 主席裁示 全體人員 

18：00– 散會 全體人員 

（三）會議結論 

有關永續發展會議，會議決議如下： 

1. 有關本市 VLR 報告，採納兩位教授的建議，將目前本市 VLR 初

稿內容儘速辦理排版設計事宜，毋須於「110 年第 2 次各组工

作會議」及「110 年度第 1 次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

議」中討論。 

2. 本市 VLR 報告版面請以直式編排，並可參考中興大學《2020 年

永續報告書》的清新簡約風格排版設計。 

3. VLR 報告排版完成後，須召開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依據專家

學者建議修改內容後，簽報市長核定成「臺中市自願檢視報告」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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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場永續發展會議 

（一）目的 

依據本府 109 年第 2 次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議市長裁示，將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納入本市施政重點，並於 110 年 9 月發

表「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檢視整年政策及成果；爰

此，依市長指示辦理本案說明會，透過本次會議達到以下目的： 

1. 說明本市 VLR 影片及低碳成果影片內容 

2. 定案後將 VLR 影片發布於成果發表會上 

（二）會議議程 

1. 日期：110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 

2. 時間：10：00－12：00 

3.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601 室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4. 主持人：黃執行長晴曉 

5. 與會單位 

本案由臺中市政府新聞局、研考會、教育局與會出席。 

6. 議程 

表 3.2-7  第四場永續發展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人員 

09：50 – 10：00 報到 思維公司 

10：00 – 10：10 主席致詞 主席 

10：10 – 10：30

1.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影片說

明 

2.低碳成果影片說明 

思維公司 

10：30– 11：40 提案討論 全體人員 

11：40 – 11：50 臨時動議 全體人員 

11：50– 12：00 主席裁示 主席 

12：00- 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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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結論 

有關永續發展會議，會議決議如下： 

1. 請依照各局處建議進行修正（如：背景音樂不符、整體節奏性

需調整、錯字修正、調整 SDGs LOGO 擺放位置、刪除不合適

畫面…等）。 

2. 校園宣導短片架構需重新構思，建議觀影年齡層拉高。 

（四）成果照片 

 
第四次永續發展會議（1） 第四次永續發展會議（2） 

 
第四次永續發展會議（3） 第四次永續發展會議（4） 

圖 3.2-3  第四次永續發展會議照片 

五、第五場永續發展會議 

（一）目的 

依據本府 109 年第 2 次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議市長裁示，將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納入本市施政重點，並於 110 年 9 月發

表「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檢視整年政策及成果；爰

此，依市長指示辦理本案說明會，透過本次會議達到以下目的： 

1. 確認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之各局處分組、各組長及



第三章 工作方法及執行成果 

3-75 

副組長兼任人員 

2. 說明本市氣候緊急宣言目標及 SDGs 目標、指標及計畫管考作業 

3. 本市議員質詢 VLR 相關問題及各局處協助配合事項（二）會議

議程 

（二）會議議程 

1. 日期：110 年 11 月 4 日（星期四） 

2. 時間：14：00－15：15 

3.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導覽簡報室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4. 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 

5. 與會單位 

本案由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水利局、教育局、

交通局、環境保護局、都市發展局、社會局、法制局、警察局、

秘書處、勞工局、文化局、新聞局、民政局、經濟發展局、建

設局、觀光旅遊局、農業局、消防局、地政局、衛生局、運動

局、地方稅務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客家事務委員會之永

續發展業務督導主管與會出席。 

6. 議程 

表 3.2-8  第五場永續發展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人員 

13：50 – 14：00 報到 思維環境科技有限
公司 

14：00 – 14：10 主席致詞 主席 

14：10 – 15：40 提案討論 全體人員 

15：40 – 15：50 臨時動議 全體人員 

15：50 – 16：00 主席裁示 主席 

16：00- 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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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結論 

有關永續發展會議，會議決議如下： 

1. 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各局處分組、各組長及副組長

兼任人員，請各局處後續薦派組長及副組長，待新任組長及副

組長確認後，將成立新群組俾利後續聯繫。 

2. 本市永續發展目標推動計畫管考作業，目前除 VLR，目前加上

今年元月份氣候緊急宣言之目標，本市已發布 VLR，後續約每

半年列管 1 次，後續將召集各局處承辦人員召開工作坊，說明

管考內容及填報說明。 

3. 因應 VLR 發布，且議會質詢在即，有關各局處執行，後續將請

各局處互相配合，答覆議員。 

4. 請各位關注 11 月 6 日（六）下午 4 點半舉行的氣候峰會，會後

請再提供相關聯結關注線上會議。 

（四）成果照片 

 

第五次永續發展會議（1） 第五次永續發展會議（2） 

 

第五次永續發展會議（3） 第五次永續發展會議（4） 

圖 3.2-4  第五次永續發展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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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專家諮詢會議 

一、第一場次 

（一）目的 

由本計畫提出有關臺中市對於永續發展指標及地方自我檢視報

告等重要議題，藉由專家學者提供專業政策諮詢或研究結果，藉以

精進臺中市永續行動策略，順利於發表會前完成定案。 

（二）日期及時間：110 年 7 月 14 日上午 10 至 12 點辦理 

（三）地點：採視訊會議方式辦理 

（四）議程規劃 

相關規劃如表 3.2-9 所示 

（五）與會專家學者 

本計畫提出專家學者建議名單，主要為與永續業務相關之學者、

行政院環保署具有推動永續發展經驗之各級長官以及公民團體代表，

日前第一場次專家學者已經由永續低碳辦公室核准並提供建議（詳

見光碟附件二資料）。 

表 3.2-9  永續發展業務專家諮詢會議議程規劃（第一場次） 

時間 會議議程 人員 

09：45～10：00 報到 思維公司 

10：00～10：10 主席致詞 主席 

10：10～10：30 
議題說明：臺中市永續發展

目標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思維公司 

10：30～11：30 
議題討論： 

專家學者 VLR 審查建議 
全體人員 

11：30～11：50 臨時動議 全體人員 

11：50～12：00 主席裁示 主席 

12：00 會議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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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0 永續發展專家諮詢會議專家學者名單 

項

次 
姓名 領域 單位 職稱 

1 王精文 社會 中興大學 副校長

2 溫麗琪 經濟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

中心 
主任 

3 蘇義淵 社會 中興大學法律系 教授 

4 陳世偉 環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永續發展室 執行秘

書 

5 彭啟明 環境 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六）會議照片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1）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2）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3）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4） 

圖 3.2-5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 

二、第二場次 

（一）目的 

由本計畫提出有關臺中市對於永續發展指標及地方自我檢視報

告等重要議題，藉由專家學者提供專業政策諮詢或研究結果，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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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臺中市永續行動策略，已依照前次委員意見修正，期許本次會

議趨近定案。 

（二）日期及時間：110 年 9 月 3 日下午 2 至 4 點辦理 

（三）地點：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 會議室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3 段 99 號） 

（四）議程規劃 

相關規劃如表 3.2-11 所示 

（五）與會專家學者 

本計畫提出專家學者建議名單，主要為與永續業務相關之學者、行政

院環保署具有推動永續發展經驗之各級長官以及公民團體代表，日前第二

次專家學者已經由永續低碳辦公室核准並提供建議（詳見光碟附件二資

料），如下表所示。 

表 3.2-11 永續發展業務專家諮詢會議議程規劃（第二場次） 

時間 會議議程 人員 

13：45～14：00 報到 思維公司 

14：00～14：10 主席致詞 主席 

14：10～14：30 
議題說明：臺中市永續發展

目標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思維公司 

14：30～15：30 
議題討論： 

專家學者 VLR 審查建議 
全體人員 

15：30～15：50 臨時動議 全體人員 

15：50～16：00 主席裁示 主席 

16：00 會議結束 ─ 

表 3.2-12 永續發展專家諮詢會議專家學者名單 

項次 姓名 單位 職稱 

1 王精文 中興大學 副校長 

2 溫麗琪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 主任 

3 蘇義淵 中興大學法律系 教授 

4 陳世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永續發展室 執行秘書 

5 彭啟明 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3-80 

（六）會議照片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1）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2）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3）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4） 

圖 3.2-6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照片 

3.2.4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管考成果統計 

本項工作主要追蹤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之執行成果與進度，

自完成訂定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起，規劃每年進行 2 次管考作

業，彙整各局處有關「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 2021 年、2025 年、2030

年目標」執行情形管考情形，本項業務主要執行流程如圖 3.2-7，臺中市永續

低碳辦公室所管考之各局處須定期提報前述資料予永續低碳辦公室之管考系

統中，由本計畫工作團隊彙整為成果報告以供永續低碳辦公室掌握各局處永

續發展業務推動進度，以下針對管考工作進行說明。 

本年度目前統計至 2021 年 6 月數據為第 1 次管考、統計至 2021 年 11 月

數據為第 2 次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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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管考流程圖 

一、資料處理、表單設計及欄位說明 

為有效檢視與管考本市永續發展目標及指標，進一步於「臺中市低碳

生活網」中擴充系統功能，架設臺中市政府各局處永續發展目標及指標管

考系統（https://lowcarbon2.greenideas.com.tw/index.aspx）並設計各局處資料

填報欄位，據此作為未來年統計 2 次之管考依據（第一次統計以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之資料為主，第二次統計以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31

日之資料為主）。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統計資料之填報欄位如下所示（2

次成果報告詳見光碟附件三資料）： 

（一）「施政重點計畫/行動方案」欄位：請審視局處業務，並挑選出最具

代表性且具延續效益的臺中市施政重點計畫或行動方案，並對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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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最相關的 17 項目標之一。 

（二）「計畫/行動方案說明」欄位：請詳盡地描述此項施政重點計畫或行

動方案之內容、現況、策略、執行步驟以及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之關聯性。 

（三）「局處指標」欄位：請從挑選後的施政重點計畫或行動方案中，選

擇能夠進行長期追蹤的量化或質化的指標（建議以能夠估計至 2030

年的量化指標為主）。 

（四）「指標說明」欄位：請敘明指標定義、計算方式及內容說明。 

（五）「現況值」欄位：請更新及統計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指標值。 

（六）「達成率」欄位：請根據現況值，敘明距離 2021 年底目標值之達成

率，請以%顯示。 

（七）「落後原因說明」欄位：請根據現況進行進度說明，若進度落後，

「請敘明原因」，若進度無落後，則填寫「無」。 

（八）「短期目標（2021）」、「中期目標（2025）」、「長期目標（2030）」欄

位：請根據挑選後的局處指標，訂定 2021 年度、2025 年度、2030

年度的短、中、長期目標值。 

3.3 製作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及行銷 

3.3.1 製作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成果報告 

本計畫希望透過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成果報告（VLR），行銷臺中市政府

推動永續發展過程及推動成果。透過 VLR 報告，臺中市能夠針對 2030 年的目

標作出承諾，同時審查目前的政策執行狀況，規劃未來的行動方案。 

以全球首位於聯合國總部發表 VLR 的城市-紐約市為例，其 VLR 報告即

是將全球願景（Global Vision）結合都市行動（Urban Action），以紐約市既有

之 OneNYC 計畫各願景下的目標與 SDGs 目標（Goals）進行對應，在製作 VLR

過程中也採納公民及利益相關者建議規劃及調整目標及制定在地化指標。因

此，VLR 能夠使地方政府傾聽人民需求，將其反映到當地政策制定中，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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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參與，提供機會制定他們的願景，並為實現這一願景

而採取行動，所以 VLR 能夠診斷城市面臨之挑戰、施政的困難，並可制定相

關的檢討措施與因應之道。 

有鑑於此，臺中市也希望透過發表 VLR，以此檢視臺中市的在地化政策

方向是否與全球性永續發展方向一致，透過 VLR 報告亦可瞭解到臺中市既有

政策目標與永續發展的落實情況。 

因此，在 VLR 的撰寫部分，本計畫首先參考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機構

（IGES）建議 VLR 的架構為基礎，再依據國內外城市的 VLR 報告進行章節

調整，本市 VLR 章節架構及重點內容如下： 

一、市長的話 

展現臺中市邁向永續城市之相關政策作為，並闡述透過發表 VLR，展

現本市的永續發展成果及接軌國際永續趨勢之決心。 

二、臺中市永續發展施政亮點績效 

盤點永續發展經濟、社會、環境三面向，市長任內全國首創政策作為、

本府永續發展相關政策名列全國或六都前三名的績效成果（見圖 3.3-1）；

此章節置於「市長的話」之後，以突顯本市永續發展施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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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臺中市永續發展施政亮點績效 

三、永續發展目標介紹 

聯合國於2015年發表《翻轉世界：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文件，訂定 17 項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內容涵蓋環境保護、

社會進步、經濟成長三大面向，並包含 5P 原則，即環境價值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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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et ）」、 社 會 價 值 的 「 人 類 （ People ）」、 經 濟 價 值 的 「 繁 榮

（Prosperity）」、「和平（Peace）」及執行層面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

希望全體民眾，無論其身分、背景，都有權利和責任發揮其生活潛力，在

健康的環境中過著有尊嚴和優質的生活。 各項永續發展目標意涵詳述如下： 

表 3.3-1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意涵 

 

SDG 1 消除貧窮：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SDG 10 減少不平等：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 

 

SDG 2 消除飢餓： 

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

永續農業 

SDG 11 永續城市：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

特質的城市與鄉村 

 

SDG 3 健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SDG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

生產模式 

 

SDG 4 教育品質：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

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SDG 13 氣候行動： 

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

變遷及其影響 

 

SDG 5 性別平等：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SDG 14 海洋生態：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

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海洋環境

劣化 

 

SDG 6 淨水及衛生：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

其永續管理 

SDG 15 陸地生態： 

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確

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SDG 7 可負擔能源：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

起、可靠、永續及現代的能源 

SDG 16 和平與正義制度： 

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

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

的體系 

 

SDG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讓

每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SDG 17 全球夥伴：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

續願景 

 

SDG 9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

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四、關於臺中市 

此章節主要說明本市基礎背景資料、在地特色與優勢、市府團隊，以

呈現本市推動永續發展業務的優勢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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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背景資料 

1. 地理介紹 

本市全面積約 2,215 平方公里，幅員廣闊，地勢西低東高，

占臺灣土地總面積 6.2%，轄內共有 29 個行政區，每區皆有各

自的人文特色，其中，和平區為本市轄內的山地原住民區，擁

有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地方自治權。 

2. 人口結構 

本市設籍人口自 2010 年 12 月 25 日臺中縣市合併時， 總人

口數達 2 6 4 萬 8,419 人，成為全國第二大城市。 統計至 2021 年

8 月人口數達 281 萬 8,139 人，呈現正成長，其中又以社會增加

率最多。根據本市民政局統計至 2021 年 8 月份為止，人口結構

以青壯年 72%為主要人口組成，幼年人口及老年人口則各為

14%。另根據主計處資料顯示，本市人口呈現高齡少子化趨勢。 

 

 

 

圖 3.3-2  臺中市人口結構組成 

3. 性別分布 

根據本市民政局統計至 2021 年 8 月數據顯示，女性人口為

1,434,684 人，男性人口為 1,383,455 人，其人口的性別比例，女

性為 50.91%，男性為 49.09%，性別比例均衡。 

 

   

圖 3.3-3  臺中市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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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族群分布 

族群分布主要以閩南人口居多（約佔比 79%），其次依序

為客家人口（佔比約 18%）、外籍與新住民人口（佔比約 2%），

以及原住民人口（約 1%）。 

（二）在地特色與優勢 

1. 區位樞紐優勢 

本市位於東南亞中部樞紐地帶，擁有臺中港、臺中國際機

場的海空合一門戶優勢，與東南亞、日本、韓國及中國沿海等

城市形成 4 小時生活圈。此外，本市也位於臺灣高鐵與各項交

通運輸系統的轉運樞紐位置，交通便利。 

2. 氣候宜人 

本市除西部高山地區為溫帶氣候外，其餘皆屬亞熱帶氣候，

年平均氣溫為攝氏 23.7 度，終年無酷暑、亦無嚴寒，氣候宜人。 

3. 產業聚落園區 

本市為國內機械、航太、手工具、工具機、光電面板、自

行車產業等重要生產基地，市府積極配合中央政策打造本市成

為智慧機械之都，透過產業轉型與升級、業界績優企業領航採

購，促進製造與零組件相關產業發展。另本市也積極推動離岸

風電產業，打造臺中港為風電產業重鎮，建立完善的風電產業

供應鏈，帶動綠能產業發展。 

 

 

 

 

圖 3.3-4  臺中六大產業聚落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3-88 

4. 再生能源表現亮眼 

根據臺灣電力公司 2021 年統計，本市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

居六都之冠，總容量為 1,638,174 瓩，本市太陽能發電表現亮眼，

原規劃光電三倍增計畫於 2022 年達到 353MW 目標， 現 2021 年

已超越目標達到 355.15MW，2030 年將朝向 1GW 目標邁進。 

 

 

 

 

 

 

圖 3.3-5  臺中市光電三倍增推動成果 

5. 經濟活絡城市 

本市積極推動「臺中富市 3：前店、後廠、自由港」經濟

發展策略，透過「前店」發展臺中會展產業，扶植在地企業並

擴大招商引資，獎勵會展及產業振興等補助，儲備會展招商能

力；另也深化「後廠」基礎，開發產業園區，打造完善產業聚

落；最後，透過輕稅簡政、鬆綁體制及率先六都成立「臺商專

區」，以排除投資障礙，調降稅務及成本，打造臺中成為「自

由港」門戶，邁向富強城市。 

 

 

 

 

圖 3.3-6  臺中富市 3 經濟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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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友善宜居城市 

本市積極推動宜居共好社宅、打造友善育兒環境、保障長

者老年生活，提供許多社會福利措施，以促進各年齡之福祉，

因此獲選為宜居城市。 

圖 3.3-7  宜居城市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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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藍帶城市 

本市境內主要河川有大甲溪、大安溪、烏溪，次要河川計

有大里溪、旱溪、頭汴坑溪、廍仔坑溪、草湖溪、乾溪、筏子

溪，普通河川溫寮溪，河川多源於中央山脈及雪山山脈；市區

境內雖無較大的河流，但遍布河川，其中以旱溪、綠川、柳川、

梅川、麻園頭溪、筏子溪六條河川較具規模；透過城市藍帶，

將水流帶入本市，調節氣候，達成都市降溫的效果。 

（三）市府團隊 

1. 臺中市政府組織架構 

本市政府設有 29 個一級機關，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趨勢設

置「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透過各局

處的合作及努力，將永續發展目標納入施政發展方向，展現推

動永續發展的決心。 

 

圖 3.3-8  臺中市政府組織架構  

  



第三章 工作方法及執行成果 

3-91 

2.永續發展推動專責單位 

本府設置「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

作為永續發展推動專責單位，委員會每半年召開一次，致力於

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委員會下設置「臺中市

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並分為 7 個組別：

「永續教育及規劃組、節能減碳及綠能發展組、環境生態組、

綠色運輸組、韌性城市組、永續社會組及城鄉發展組」推動低

碳及永續發展業務。 

 

圖 3.3-9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組織架構 

五、VLR 推動歷程 

因應本市目前及未來面臨的挑戰與因應課題，啟動本市永續發展自我

檢視報告，並且敘明報告準備過程、執行方法與特色。臺中市地方自願檢

視報告推動歷程除了檢視臺中市未來所面臨到的經濟、社會及環境挑戰以

外，也根據此三面向說明未來臺中市所須重視的永續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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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面 

臺中市雖以閩南人口居多，但仍有客家、原住民、外籍及新住

民人口，加上縣市合併後，人口快速增長，根據 2021 年 1-3 月的調

查顯示，臺中市社會增加率為六都第一，顯示外移人口快速增加，

面臨到都市公共空間、居住成本、資源使用等挑戰。因此，未來須

重視不同族群、文化、年齡、性別的資源及福祉，以創建平等、共

融社會。 

（二）經濟面 

臺中市雖有完整的產業聚落、優異的經濟體質，卻欠缺產業鏈

與行銷端的完善結合；法制上也有諸多限制，無法有效串連資源，

進而造成產業行銷的困境，難以發揮臺中的經濟實力，因此未來須

持續進行產業升級、轉型並朝向財政永續發展。 

（三）環境面 

近年來氣候變遷導致各地及極端氣候與災害頻傳，臺中市亦面

臨到高溫熱島效應、空污及乾旱、缺水問題，影響人民生命及財產

安全。因此，須將氣候變遷措施納入政策規劃，積極發展氣候減緩

及調適策略，強化因應氣候風險的災後復原能力，並進行能源轉型

以打造永續、韌性環境。 

而為了解決臺中市所面臨的經濟、社會及環境問題，臺中市啟動地方

自願檢視報告，以強化施政計畫與 SDGs 的聯結，詳見下圖 3.3-10。透過發

表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提出在地特色的衡量指標與未來願景，向國際展現

臺中在永續發展上的務實與視野，並據以作為施政的綱領，接軌國際的同

時，也為市民打造永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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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0 臺中市啟動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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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本計畫除了參考國內外已完成 VLR 城市的報告內容，亦檢視了本市的

在地特色、本市於 2030 年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優勢及本府施政計畫，研擬本

市永續發展策略架構，以「幸福永續 富市臺中」為願景，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為上位目標，「社會、經濟、環境」三大面向建立本市永續發展目標：

「友善宜居共融社會、富強建設活水經濟、能源轉型零碳環境」，並依本

府 12 大施政發展策略訂定為永續發展策略方針，強化本府施政計畫與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的聯結，並檢視落實的情形，期望透過施政方向與 SDGs

目標之聯結，打造臺中成為接軌國際的幸福永續城市。 

 

 

圖 3.3-11 臺中市永續發展策略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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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景：幸福永續、富市臺中 

臺中市自盧秀燕市長上任以來，積極在財政、建設、經濟、環

境及社福五大面向進行改善，並致力於打造大臺中幸福願景，同時

要讓市民感受到幸福倍增。因此本市之永續發展目標願景以「幸福

永續、富市臺中」為主軸。 

（二）臺中市永續發展三大目標：友善宜居共融社會、富強建設活水經濟、

能源轉型零碳環境 

1.友善宜居共榮社會 

此目標承襲「幸福永續」的「幸福」願景，臺中市作為臺

灣人心目中的宜居城市，期盼透過社福政策，提供多元族群、

不同年齡層、性別之友善環境及照護服務，以邁向平等、包容

的社會家園。 

2.富強建設活水經濟 

此目標承襲「富市臺中」願景，期盼透過經濟發展策略，

吸引企業投資臺中，帶動就業與經濟成長，並逐步完善重大建

設，給市民更好的生活。 

3.能源轉型零碳環境 

此目標承襲「幸福永續」的「永續」願景，除了呼應「陽

光、空氣、水」的施政理念，同時也因應氣候變遷，簽署氣候

緊急宣言，致力於發展永續能源及促進資源循環及轉型，以降

低環境污染及碳排放，朝向乾淨、健康、永續環境邁向淨零碳

排目標。 

（三）十二大施政發展策略 

盧市長自上任以來，積極「打造臺中成為我們的家（HOME 

PLUS）」，並以此概念延伸出 12 大施政發展策略：「新國際門戶」、

「交通任意門」、「幸福宜居城」、「區塊均特色」、「健康運動道」、

「清淨新家園」、「創新創業城」、「意象新美學」、「韌性水共生」、

「效能好政府」、「青秀樂臺中」及「思用型教育」，每項策略均可

與永續發展目標相聯結，可以此檢視施政成果與 2030 年永續發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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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落實情況，透過 12 大施政發展策略可健全臺中市施政藍圖整體

規劃，推動臺中邁向幸福永續城市。 

而本計畫也彙整各局處所提報之永續發展計畫、指標，並與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經濟、環境、社會領域、12 大施政發展策略進

行聯結，並且依據指標屬性制定短期（2021 年）、中期（2025 年）

與長期目標（2030 年），並以此作為本市 VLR 報告之核心內容。 

圖 3.3-12 臺中市十二大施政發展策略與 SDGs 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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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永續發展目標檢視及成果 

透過聯結施政計畫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研擬具有本市在地特色之

衡量指標，並按照 17 項目標永續發展目標的順序，依序檢視本府 12 大施

政發展策略落實永續發展目標情形，並設定短期（2021 年）、中期（2025

年）、長期（2030 年）執行目標（詳見表 3.3-13、表 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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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列表（1/8） 

SDGs

目標 

領域

面向

12 大施政發

展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103 項）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106 項） 局處 

 

社會

幸福宜居城 
1. 脆弱家庭個案參與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涵

蓋率 
1. 布建家庭社區支持服務計畫 社會局 

幸福宜居城 2.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申請開戶率 2.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社會局 

幸福宜居城 3. 低（中低）收入戶參與脫貧措施涵蓋率 3. 脫貧計畫 社會局 

 

經濟

社會

效能好政府 4. 施用有機質肥料面積 
4. 為確保永續發展的糧食生產系

統 
農業局 

效能好政府 5. 批發市場農產品用藥不合格率 
5. 保障消費者安全蔬果加強批發

市場農藥攔檢 
農業局 

效能好政府 6. 食品業者登錄家數成長率 6. 強化食品業者登錄 衛生局 

 

社會

幸福宜居城 7. 嬰兒死亡率 7. 孕產婦兒健康促進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8. 結核病發生率 8. 潛伏結核全都治計畫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9. 愛滋感染者服藥之比率 9. 愛滋感染者服藥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10. 長輩參與長青學苑人次 10. 推動長青學苑計畫 社會局 

幸福宜居城 
11. 身障社區式服務（社區日間照顧、小作

所）據點數 
11. 身障共融幸福倍增計畫 社會局 

幸福宜居城 12. 長照服務使用比率 12.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13. 長照即時通 APP 涵蓋率 13. 長照即時通 APP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14. 心理諮詢服務成長率 14. 長者到宅及定點心理諮詢服務 衛生局 

幸福宜居城 15. 65 歲以上長者流感疫苗接種 15. 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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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計畫列表（2/8） 

SDGs

目標 

領域

面向

12 大施政發

展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103 項）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106 項） 局處 

 

社會

幸福宜居城 16. 文化健康站數 
16. 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

康站實施計畫 
原民會 

幸福宜居城 17. 每十萬人建築物火災發生數 17. 有效降低建築物火災數計畫 消防局 

健康活力道 18.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18. 國民運動中心新建計畫 運動局 

幸福宜居城 19. OHCA 案件康復出院人數及 EMTP 人數 19. 提升大臺中緊急救護能量 消防局 

 

社會

幸福宜居城 20. 公共化幼兒園增班數 20. 公幼倍增計畫 教育局 

幸福宜居城 21. 公共托育設施設置及整修數與收托人數 21. 公托倍增計畫 社會局 

思用型教育 22. 國際教育計畫學生參與人次 22. 推動國際教育 教育局 

思用型教育 23. 終身學習相關課程參與人次 23. 推動終身學習 教育局 

意象新美學 24. 人均借閱圖書量 24. 提升借閱成長計畫 文化局 

思用型教育 25. 高中以下師生參與科技教育人次 25. 推動科技教育 教育局 

思用型教育 26. 辦理教師精進場次 26. 精進教師教學專業 教育局 

 

社會

幸福宜居城 

27. 性別平等友善措施數 

27. 臺中市政府推動性

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推動性別

主流化 

社會局 

幸福宜居城 

28.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

推動性別平等創新

計畫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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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列表（3/8） 

SDGs

目標 

領域

面向

12 大施政發

展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103 項）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106 項） 局處 

 

環境

韌性水共生 28. 飲用水不合格率 29. 維護市民飲用水安全 環保局 

韌性水共生 29. 整體污水處理率 
30. 推動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工程

建設計畫 
水利局 

韌性水共生 30. 河川未受污染比例（RPI≦2.0） 31. 水質保護 環保局 

 

經濟

清淨新家園 

31. 再生能源使用率 

32. 再生能源累計發電度數 

33. 太陽能發電累計設置容量 

32.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計畫 經發局 

33. 綠能屋頂全民推動計畫 經發局 

34. 市管公用案場建置太陽光電 經發局 

35. 工廠屋頂設置太陽光電 經發局 

36. 用電大戶設置太陽光電 經發局 

37. 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

施計畫 
經發局 

38. 臺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 經發局 

清淨新家園 
34. 轄權內工業區新租購案，廠商須於屋頂

50%面積設置光電 
39. 產業綠能運用提升計畫 經發局 

清淨新家園 35. 資源循環發電量 40. 資源循環發電 環保局 

新國際門戶 36. LED 智能路燈換裝盞比例 41. LED 智能路燈換裝計畫 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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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列表（4/8） 

SDGs

目標 

領域

面向

12 大施政發展

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103 項）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106 項） 局處 

 

經濟

效能好政府 
37. 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 APP 使用次數成

長率 

42. 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營運服

務案 
經發局

清秀樂臺中 38. 輔導創業家次 
43. 臺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委託經

營管理計畫 
經發局

創新創業城 39. 累計招商廠家數 44. 策略性產業招商 經發局

創新創業城 40. 求職就業率 
45. 提供各項就業服務資源，強化

求職者就業準備力 
勞工局

思用型教育 41. 身障生就業率 46. 身心障礙穴生就業準備講座 勞工局

創新創業城 42. 輔導文創業者成長率 47. 文創輔導計畫 文化局

思用型教育 43. 職訓後就業率 48. 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計畫 勞工局

效能好政府 44. 保險給付職業災害千人率 49. 職場安全及健康精進計畫 2.0 勞工局

創新創業城 45. 旅宿業住宿總人次 50. 推廣觀光旅遊 觀旅局

創新創業城 46. 參與電影展人次成長率 51. 臺中電影節 新聞局

創新創業城 47. 協拍件次成長率 52. 打造臺灣影視重鎮 新聞局

意象新美學 48. 藝文活動參加人次 53. 推廣藝文活動 文化局

 

經濟

環境

韌性水共生 49. 雨水下水道建置率 54. 雨水下水道建設計畫 水利局

韌性水共生 50. 設透水人行道累計長度成長率 55. 建置具透水功能人行道 建設局

 

社會

思用型教育 51. 客語能力認證報考累計數 
56.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獎

勵參與客語能力認證作業 
客委會

幸福宜居城 
52. 偏遠地區民眾接受公共衛生醫療保健服

務人次成長率 

57. 偏遠地區民眾衛生保健及醫療

健康服務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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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列表（5/8） 

SDGs

目標 

領

域

面

向 

12 大施政發展

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103 項）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106 項） 局處 

社

會

環

境 

幸福宜居城 53. 社會住宅興建累計完工戶數 58. 共好社宅 都發局 

健康活力道 54. 自行車道優化率 59. 優化休閒型自行車道 觀旅局 

清淨新家園 55. 電動汽機車充、換電站成長率 60. 推廣電動車充、換電站 環保局 

清淨新家園 56. 電動機車成長率 
61. 老舊機車汰購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

助計畫 
環保局 

交通任意門 57. 公有停車場電動汽車充電站成長率 
62. 臺中市公有停車場申請用電暨電動

汽車充電設備維護工作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58. 電動公車數目（電動公車佔比） 
63. 配合中央「2030 市區公車電動化執

行計畫」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59. 無障礙公車車輛數 64. 無障礙公車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60. 市公車運量數 65. 公車運量提升計畫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61. 全市停車場智慧化比例 

62. 非現金支付比例 
66. 停車智慧化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63. iBike 累積租借人次 67. iBike 倍增計畫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64. 建置自駕巴士運行場域設之路線長

度及其載客人次 
68. 自駕巴士計畫 交通局 

交通任意門 65. 智慧化號誌路口完成數成長率 
69. 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與臺中市智慧

交通管理系統 TOPIS 建置計畫整合
交通局 

效能好政府 66. 建置新成屋 3D 模型比例 
70. 邁向 3D 智慧國土-國家底圖空間資

料基礎建設計畫 
地政局 

意象新美學 67. 文化資產館舍參訪人次成長率 71. 文化資產保存及推廣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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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列表（6/8） 

SDGs

目標 

領域

面向

12 大施政發

展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103 項）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106 項） 局處 

 

社會

環境

清淨新家園 68. 樹葬申請成長率（件數） 72. 綠色環保節葬政策 民政局 

清淨新家園 

69. PM2.5 年平均濃度 

70. 空氣品質良率（AQI≦100） 

71. O38 小時濃度紅色警戒等級發生比例 

73. 藍天白雲行動計畫 環保局 

健康活力道 72. 完成步道優化整建總長度之比例 74. 優化整建既有步道 觀旅局 

幸福宜居城 73. 新闢公園面積之比例 75. 美樂地計畫 建設局 

幸福宜居城 74. 改善置人行道長度成長率 76. 人本通行環境建置計畫 建設局 

幸福宜居城 75. 道路燙平長度 77. 道路燙平專案 建設局 

幸福宜居城 76. 無障礙斜坡道改善數 78. 無障礙斜坡道改善 建設局 

清淨新家園 77. 低碳認證宗教場所成長率（件數） 79. 輔導推動低碳宗教場所 民政局 

韌性水共生 
78. 都市設計審議輔導設置屋頂及垂直綠

化設計比率 
80. 都市設計審議制度 都發局 

韌性水共生 79. 宜居建築固碳量 81. 推動宜居建築 都發局 

幸福宜居城 80. 騎樓安學長度（騎樓整平長度） 82. 騎樓安學及騎樓整平計畫 建設局 

幸福宜居城 81. 公廁特優級比例 83. 推動友善公廁計畫 環保局 

幸福宜居城 82. 公辦市地重劃累計辦理面積 
84. 陽光重劃共好臺中，打造宜居樂活

城市 
地政局 

新國際門戶 83. 區段徵收累計面積 85. 區徵共好，富市臺中 地政局 

效能好政府 84. 地籍整理土地筆數之比例 

86. 大臺中地區委外重測計畫

地籍圖

重測 
地政局 

87. 早期農地重劃區確定測量

地籍整理（數值法重測）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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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列表（7/8） 

SDGs

目標 

領域

面向

12 大施政發

展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103 項）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106 項） 局處 

 

經濟

環境

清淨新家園 
85.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流向勾

稽異常比率 

88.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流向勾稽

計畫 
環保局 

清淨新家園 86. 有機（含轉型期）農產品驗證面積 
89. 2030 年增加有機耕種面積達 600 公

頃 
農業局 

創新創業城 87. 地產地消年度減碳量 90. 地產地消-在地農民市集 農業局 

清淨新家園 88. 資源回收率 91. 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再利用 環保局 

清淨新家園 89. 焚化底渣再利用之資源循環率 92. 焚化底渣再利用 環保局 

清淨新家園 90. 協助造紙業者 RDF-5 去化噸數 
93. 垃圾衍生燃料（RDF-5/SRF）試辦

計畫 
環保局 

 

環境

清淨新家園 91. 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比率 94. 建構氣候變遷因應策略 環保局 

意象新美學 92. 水資源環境教育參與人次 
95. 設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廣水環境

教育 
水利局 

 

環境

韌性水共生 93. 防災士培訓比例 96. 推動防災士制度 消防局 

韌性水共生 
94. 回收廢棄漁網及廢棄物數量及每月海

上非法查緝次數 

97. 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廢棄漁網及廢棄

物/加強海上查緝非法漁業行為 
農業局 

 

環境
韌性水共生 95. 濕地生態教育宣導活動場次及人次 98. 濕地及野生動物保護區生態教育 農業局 

韌性水共生 96. 生物多樣性保護區覆蓋率 99. 生態保育及擴大生物多樣性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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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列表（8/8） 

SDGs

目標 

領域

面向

12 大施政發

展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103 項）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106 項） 局處 

 

社會 效能好政府 97. 全般刑案破獲率 
100. 強化犯罪偵查能量，提升刑案破獲

率 
警察局 

社會

效能好政府 98. 暴力受虐有效介入率 101. 提供網絡整合服務，終結兒虐案件 社會局 

效能好政府 99. 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102. 智慧分析提升交通執法效能 警察局 

效能好政府 100. 消費爭議案件調解率 103. 強化消費爭議調解機制 法制局 

效能好政府 101. 民眾透過智能客服提問數 104. 24 小時×365 天「AI 智能客服」 地稅局 

 

經濟

環境

社會

清秀樂臺中 102. 國際城市交流場次 105. 城市外交永續夥伴計畫 秘書處 

思用型教育 103. 事業主管機關志工總人數成長率 106. 志願服務實施計畫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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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1/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1.2 

1. 脆弱家庭個案

參與家庭社區

支持服務涵蓋

率 

 計算方式：參與家庭社區支持服務人數/脆

弱家庭開案服務總人數 x100% 
12% 13% 14% 

1.4 

2. 兒少教育發展

帳戶申請開戶

率 

 定義：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至年滿 18 歲

列冊之中低（低）收入戶或長期安置之兒童

及少年 

 計算方式：每年實際申請開戶人數/每年符

合計畫資格人數 x100% 

55% 60% 65% 

1.4 

3. 低（中低）收

入戶參與脫貧

措施涵蓋率 

 計算方式：參與脫貧措施人數/低（中低）

收入人數 x100% 
6% 7% 8% 

 

2.1 

4. 批發市場農產

品用藥不合格

率 

 定義：依批發市場現場隨機抽驗農產品用藥

不合格比率 
10% 8% 6% 

2.4 
5. 施用有機質肥

料面積 

 定義：農民申請施用具肥料登記證有機質肥

料之面積 
7,600 公頃 8,500 公頃 10,00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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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2/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2.c. 
6. 食品業者登錄

家數成長率 

 定義：以 2020 年食品業者登錄家數為基數

（27,412 家） 

 計算方式：（年度食品業者登錄家數-2020 年

食 品 業 者 登 錄 家 數 ） / 2020 年 登 錄 家 數

x100% 

15% 55% 80% 

 

3.2 7. 嬰兒死亡率 
 計算方式：（當年嬰兒死亡數 / 當年活產嬰兒

數）x1,000 
2.5‰ 2.49‰ 2.45‰ 

3.3 8. 結核病發生率
 計算方式：（結核病新案發生數 /年中人口

數）x 100,000 
28.4% 24.4% 19.4% 

3.3 
9. 愛滋感染者服

藥之比率 

 計算方式：（有至少 1 次服藥紀錄之存活且

未離境之本市本國籍愛滋感染者/存活且未

離境之本市本國籍愛滋感染者）x 100% 

93% 94% 95% 

3.7 
10. 長輩參與長青

學苑人次 

 定義：以長青學苑平均每年 50,000 受益人次

為基準。 

 計 算 方 式 ： 長 青 學 苑 受 益 人 次 每 年 成 長

1,000 人次（當年受益人次-前年受益人次） 

51,000 人次 55,000 人次 60,000 人次 

3.8 

11. 身障社區式服

務（社區日間

照 顧 、 小 作

所）據點數 

 定義：身障服務據點達成數數量 40 處 50 處 60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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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3/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3.8 
12. 長照服務使用

比率 

 計算方式：使用長照服務/推估長照需求人

數 x100% 
50% 60% 65% 

3.8 
13. 長 照 即 時 通

APP 涵蓋率 

 計算方式：當年度長照 APP 下載率/當年度

長照服務使用人數 x100% 
25% 50% 80% 

3.8 
14. 心理諮詢服務

成長率 

 定義：針對本市有情緒困擾及高風險民眾由

專業心理師提供心理諮詢服務。以 2020 年心

理諮詢服務量為基準值（3,600 人次） 

 計算方式：（當年度心理諮詢服務量-2020 年

服務量）/2020 年服務量 x100% 

5% 10% 15% 

3.8 

15. 65 歲以上長者

流感疫苗接種

率 

 定義：本市 65 歲以上長者（含安養、養

護、長期照顧等機構內受照顧者，但不包含

機構工作人員） 

 計算方式：接種數/本市 65 歲以上年中人口

數 x100% 

50% 52% 54% 

3.8 16. 文化健康站數
 計算方式：依臺中市內所設文化健康站數計

算 
24 站 26 站 28 站 

3.9 
17. 每十萬人建築

物火災發生數
 計算方式：建築物火災數/人口數（十萬） 28% 25% 22% 

3.d. 
18. 規律運動人口

比例 

 定義：臺中市 18 歲以上一週內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運動人口比率 
33.6% 3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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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4/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3.d. 

19. OHCA 案件康

復出院人數及

EMTP 人數 

 定義：康復出院人數計算方式，係經醫院診

斷神經學狀態為 CPC1 或 CPC2 出院人數 

1.OHCA 案

件康復出院

人數:100 人 

2.EMTP 人

數:116 人 

1.OHCA 案

件康復出院

人數:110 人 

2.EMTP 人

數:150 人 

1.OHCA 案

件康復出院

人數:120 人 

2.EMTP 人

數:200 人 

 
 

4.2 
20. 公共化幼兒園

增班數 

 定義：依本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增

班數計算 
25 班 累計 90 班 累計 130 班 

4.2 

21. 公共托育設施

設置及整修數

與收托人數 

 定義：公共托育設施設置及整修數=本市公

托及家園數；收托人數=本市公托及家園可

收托總人數 

1.設施設置

及整修數 28

間 

2.收托總人

數：750 人 

1. 設施設置

及整修數 50

間 

2.收托總人

數：1,400 

1. 設施設置

及整修數 60

間 

2.收托總人

數：1,700 

4.7 
22. 國際教育計畫

學生參與人次

 定義：本市參與雲端英語學堂、雙聯學制計

畫、雙語及國際實驗班之學生人次 
8,000 人次 9,000 人次 10,000 人次 

4.a. 
23. 終身學習相關

課程參與人次

 定義：參與本市社區大學及樂齡學習中心開

設各類終身學習相關課程參與人次 
180,000 人次 190,000 人次 200,000 人次 

4.a. 
24. 人均借閱圖書

量 

 定義：用以評估圖書館館藏的使用率，亦可

反映館藏品質與圖書館推廣閱讀的能力 

 計算方式：人均借閱量=年度總借閱冊數/服

務人口數 

4.99 冊/人 5.13 冊/人 5.29 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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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5/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4.b. 

25. 高中以下師生

參與科技教育

人次 

 定義：參與該計畫各相關課程及活動之師生

人次加總，包括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課程、

活動、營隊及自造教育競賽、科展、科學園

遊會 

15,000 人次 25,000 人次 50,000 人次 

4.c. 
26. 辦理教師精進

場次 

 定義：教育品質源自於教師的專業與付出，

教師是專業工作者，需持續精進專業發展以

支持學生學習 

 計算方式：辦理針對精進教師教學相關研習

及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場次數作為指標

之參據 

辦理 1,300

場次 

累計辦理

1,500 場次 

累計辦理

1,800 場次 

 

5.c. 
27. 性別平等友善

措施數 

 定義：性別平等政策措施包含去除性別刻板

印象措施、建構性別友善環境措施及提升女

性經濟力措施，如共融公園、哺集乳室、廁

所男女比例改善等 

60 項 70 項 80 項 

 

6.1 
28. 飲用水不合格

率 

 定義：依本市自來水淨水場處理後之水質抽

驗件數計算， 

 計算方式：不合格件數/抽驗件數 x‰ 

3‰以下 2‰以下 1‰以下 

6.3 
29. 整體污水處理

率 

 計算方式：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專用污

水下水道普及率+建築物污水設施設置率 
68.94% 7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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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6/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6.3 

30. 河川未受污染

比 例 （ RPI ≦

2.0） 

 計算方式：本市轄內三大流域（烏溪、大甲

溪、大安溪）未（稍）受污染河段長度/本

市轄內三大流域（烏溪、大甲溪、大安溪）

河段長度。 

80% 85% 90% 

 

7.a. 
31. 再生能源使用

率 
 定義：本市再生能源供應佔本市用電量 11% 13% 20% 

7.a. 
32. 再生能源累計

發電度數 
 定義：2030 年再生能源發電達 60 億度 35 億度 38 億度 60 億度 

7.a. 
33. 太陽能發電累

計設置容量 

 定義：本市太陽能發電累計設置容量 2030 達

1GW 

太陽光電之

裝置容量達

400MW 

太陽光電之

裝置容量達

600MW 

太陽光電之

裝置容量達

1GW 

7.a. 

34. 轄權內工業區

新租購案，廠

商 須 於 屋 頂

50% 面 積 設 置

光電 

 定義：建築物屋頂扣除不可設置區域後，其

餘 50%以上面積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施

（所稱屋頂不可設置區域，指屋頂雜項工作

物、屋頂綠化設施及屋頂透空框架投影、經

審核遮陰區域、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確有

困難者等面積後所占之面積 

1026.74m
2 6718.12m2 12034.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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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7/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7.a. 
35. 資源循環發電

量 

 計算方式： 

1.焚化廠發電量為焚燒垃圾後汽電共生資源

循環實際的發電量度數 

2.廚餘厭氧發電：以 2020 年度實際發電為基

準年，同年 9 月實際發電趨於穩定後計算

註：需視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實際營運狀況滾

動式調整。因本市焚化廠除汰舊換新工程外

並未針對發電設備進行改善，仍以 2021 年發

電量為目標。 

汽電共生發

電量為 4 億

4,200 萬度 

汽電共生發

電量為 4 億

4,200 萬度 

汽電共生發

電量為 5 億

度 

廚餘厭氧發

電 180 萬度

電 

廚餘厭氧發

電 250 萬度

電 

廚餘厭氧發

電 500 萬度

電 

7.b. 
36. LED 智能路燈

換裝比例 

 定義：LED 智能路燈佔臺中市權管路燈總數

比例 
1% 35% 100% 

 

8.3 

37. 臺中生活經濟

資訊平台 APP

使用次數成長

率 

 定義：以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累計服務人

次（使用次數）作為量化評估之基礎 

2.5% 

（以 2020 為

基期） 

10% 

（以 2021 年

為基期） 

5% 

（以 2025 年

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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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8/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8.3 38. 輔導創業家次

 定義：輔導創業者在臺中設立登記或取得相

關補助資源、發展跨境商務。 

註：以 2020 年 14 家業者達成異業合作為計

算基期 

累計 30 家次 累計 75 家次
累計 100 家

次 

8.3 39. 累計訪廠家數

 定義：透過單一窗口招商服務、營運總部獎

勵補助、投資障礙排除會議等方式，協助廠

商投資落地，帶動經濟發展 

25 家 25 家 25 家 

8.5 40. 求職就業率 

 定義：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

整合系統指標計算方式，求職就業率為本市

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除以本市求職新登記

人數。（本市近 10 年求職就業率為 62.44%）

65% 68% 70% 

8.5 41. 身障生就業率

 定義：依特教通報網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轉

銜本局之身障應屆畢業學生已就業比例 

 計算方式：身障生就業率=該學年度轉銜勞

政之身障學生就業人數/該學年度轉銜勞政

之身障學生總人數。（2020 年身障生就業率

33.5%） 

35% 3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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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9/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8.5 
42. 輔 導 文 創 業

者成長率 

 定義：輔導創業者在臺中設立登記或取得相

關補助資源、發展跨境商務。 

 計算方式：以 2020 年 14 家業者達成異業合

作為計算基期 

5% 10% 15% 

8.6 
43. 職 訓 後 就 業

率 

 定義：訓後 3 個月內就業占訓練人數比率。

（近 3 年訓後就業率為 79.5%） 
80% 80.5% 81% 

8.6 

44. 保 險 給 付 職

業 災 害 千 人

率 

 計算方式：年職業災害千人率（‰）=全年

領取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人次／年平均勞工保

險投保人數×1,000（2020 年年職業災害千人

率 3.142‰） 

下降至

2.932‰ 

下降至

2.847‰ 

下降至

2.764‰ 

8.9 
45. 旅 宿 業 住 宿

總人次 

 定義：住宿率提升 

 計算方式：以 2020 年旅宿業住宿總人次為基

準值（645 萬人次） 

2020 年住宿

人次 60% 
成長 10% 成長 15% 

8.9 

46. 參 與 動 畫 影

展 人 次 成 長

率 

 計算方式：依「臺中國際動畫影展」2020 年

總放映場觀影人次及周邊活動人次之總和做

為成長率計算基數 

7% 13% 25% 

8.9 
47. 協 拍 件 次 成

長率 

 計算方式：依劇組 2018 年至 2020 年至臺中

拍片需求統計件次之平均值做為年成長率計

算基數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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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10/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8.9 
48. 藝文活動參加

人次 

 計算方式：本市藝文活動參與人次/臺中市

戶籍地人口數 
9.0 次/每人 9.2 次/每人 9.4 次/每人 

 

9.1 
49. 雨水下水道建

置率 

 定義：逐年提升雨水下水道建置率，以建全

都市區域排洪能力 

 計算方式：每年雨水下水道建置長度/本市

雨水下水道規劃長度 

78% 82% 90% 

9.1 

50. 設透水人行道

累計長度成長

率 

 定義：以 2020 年透水鋪面長度為基準值

（5.89 公里） 

 計 算 方 式 ：（ 當 年 度 累 積 透 水 鋪 面 長 度 -

5.89）/ 5.89x100% 

5% 25% 50% 

 

10.2 
51. 客語能力認證

報考累計人數
 計算方式：客語能力認證報考人數累計數 8,500 人 11,900 人 14,900 人 

10.4 

52. 偏遠地區民眾

接受公共衛生

醫療保健服務

人次成長率 

 計算方式：（當年度服務總人次-2020 年度服

務總人次/2020 年服務總人次）x10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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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11/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11.1 

53. 社 會 住 宅 興

建 累 計 完 工

戶數 

 定義：以社宅申報完工為基準統計完工戶數 1,411 戶 6,048 戶 6,953 戶 

11.2 
54. 自 行 車 道 優

化率 

 定義：針對本局權管 53 條休閒型自行車道

進行優化（新建、整建、修建） 
10% 15% 20% 

11.2 

55. 電 動 汽 機 車

充 、 換 電 站

成長率 

 定義：以本市 2019 年為基準年，2030 年規

劃各類充、換電站目標設定相較基準年成長

率 100%；2019 年電動汽車充電站 437 站、

電動機車充電站 530 站、電動機車換電站

274 站 

28% 45% 100% 

11.2 
56. 電 動 機 車 成

長率 

 定義：以 2019 年電動機車數量為基準值

（43,649 輛） 
60% 130% 200% 

11.2 

57. 公 有 停 車 場

電 動 汽 車 充

電站達成率 

 定義：2022 年起每年預計約設置站數為 2018

年至 2020 年之每年新增設置站數取最小值

（20 站） 

 計算方式：（當期目標/前期目標）x100% 

58.1% 

（250 站） 

76.7% 

（330 站） 

100% 

（430 站） 

11.2 

58. 電 動 公 車 數

目 （ 電 動 公

車佔比） 

 定義：本市市區公車總數=本市電動公車占

比 

215 輛 

（13%） 

640 輛 

（40%） 

1,600 輛 

（100%） 

11.2 
59. 無 障 礙 公 車

車輛數 

 定義：無障礙公車車輛數為低地板公車車輛

數與通用無障礙公車車輛數之總和 
1,256 輛 1,400 輛 1,600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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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12/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11.2 
60. 市 公 車 運 量

數 
 定義：以 2020 年運量為基礎（1.1 億） 0.9 億 1.28 億 1.5 億 

11.2 

61. 全 市 停 車 場

智慧化比例 

 定義：結合科技、導入車牌辨識技術，提供

民眾進出停車場以無票化的科技服務體驗，

加速車輛進出效率，同時確實記錄進出時

間，打造智慧化停車環境 

公有停車場

智慧化完成

率達 96%；

民營停車場

完成率達

50% 

公有停車場

智慧化完成

率達 100%；

民營停車場

完成率達

70% 

民營停車場

完成率達

90% 

62. 非 現 金 支 付

比例 

 定義：非現金支付包含行動支付即金融電信

代扣，藉由地磁+PDA 開立單停車費通知

單，減少超商臨櫃繳費，促使民眾利用行動

支付繳納停車費，此外，透過行動支付繳費

享折扣優惠方案，增加黏著度，提升繳費比

例 

15% 30% 50% 

11.2 
63. iBike 累積租

借人次 
 定義：計算各年度累積租借次數 4,500 萬人次 9,000 萬人次

1 億 5 千萬

人次 

11.2 

64. 建 置 自 駕 巴

士 運 行 場 域

之 路 線 長 度

及 其 載 客 人

次 

 定義：自駕巴士運行場域設施之路線公里

數，及目標年之自駕巴士載客人次 

完成自駕巴

士路線規劃

及爭取經費

11.6 公里 

10,000 人次 

11.6 公里 

20,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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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13/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11.2 

65. 智 慧 化 號 誌

路 口 完 成 數

成長率 

 定義：智慧化號誌路口可透過佈設偵測器蒐

集交通流量，即時演算產出最佳化控制策

略，並傳輸至智慧化號誌路口調整為最適時

制，可達提升車流紓解效率，降低壅塞情形

發生 

 計算方式：（當期目標-前期目標/前期目標）

x100% 

60% 66% 70% 

11.3 
66. 建 置 新 成 屋

3D 模型比例

 定義：目前只計畫建置新成屋，新成屋繪製

建物平面圖時，即建置其 3D 模型，故其連

動該達成率為 100% 

100% 100% 100% 

11.4 

67. 文 化 資 產 館

舍 參 訪 人 次

成長率 

 定義：本市文化局經營管理之有形文化資產

館舍每年受參訪累計人次與 2020 年累計之受

參訪人次之比例計算（2020 年受參訪人次為

713,140 人） 

提升 1% 提升 3% 提升 5% 

11.6 

68. 樹 葬 申 請 成

長 率 （ 件

數） 

 定 義 ： 以 2018 年 樹 葬 申 請 數 為 基 準 值

（1,450 件） 

 計算公式：（當年度申請數-2018 年申請數）

/2018 年之申請數 x100% 

56% 11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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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14/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11.6 
69. PM2.5 年 平 均

濃度 

 定義：依臺中市境內環保署（自動）測站

PM2.5 年平均之算術平均值計算 
15.4μg/m3 14μg/m3 12μg/m3 

11.6 

70. 空 氣 品 質 良

率 （ AQI ≦

100） 

 定義：依臺中市境內環保署（自動）測站

AQI≦100 站日數除以總有效站日數計算 
91.3% 92% 95% 

11.6 

71. O38 小時濃度

紅 色 警 戒 等

級發生比例 

 定義：依臺中市境內環保署（自動）測站 O3

日最大連續 8 小時移動平均值≧86ppb 之站

日數除以總有效站日數計算 

0.7% 0.65% 0.6% 

11.7 

72. 完 成 步 道 優

化 整 建 總 長

度之比例 

 定義：針對本局維管既有步道，進行優化整

建 
2% 10% 20% 

11.7 
73. 新 闢 公 園 面

積之比例 

 定義：以 2030 年增加 25 公頃公園綠地為目

標 
10% 50% 100% 

11.7 
74. 改 善 人 行 道

長度成長率 

 定義：以 2020 年改善人行道為基準（11 公

里） 

 計算方式：（當年度建置及改善置人行道累

計長度-11）/11x100% 

10% 50% 100% 

11.7 
75. 道 路 燙 平 長

度 

 定義：以各區主要、次要道路及人行道為改

善主軸，同時改善 6 米寬度以下鄰里巷道、

人行道 

100 公里以

上 
500 公里 1,0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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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15/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11.7 
76. 無 障 礙 斜 坡

道改善數 

 定義：針對本市行人出入需求高的路段積極

提升無障礙斜坡道改善數量 
150 處 750 處 1,500 處 

11.7 

77. 低 碳 認 證 宗

教 場 所 成 長

率（件數） 

 定義：以 2018 年低碳認證宗教場所數認證數

為基準值（44 件） 

 計算公式：（當年度認證數-2018 年認證數）

/2018 年之認證數 x100% 

20% 25% 29% 

11.7 

78.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輔 導 設 置

屋 頂 及 垂 直

綠 化 設 計 比

率 

 定義：每年進步 2%屋頂及垂直綠化設計比

率（2020 年為 78.1%） 
80% 85% 90% 

11.7 
79. 宜 居 建 築 固

碳量 

 定義：2021~2025 年目標：年增加 660 公噸固

碳量；2026~2030 年目標：年增加 990 公噸固

碳量 

8,000 公噸 9,500 公噸 11,000 公噸 

11.7 

80. 騎 樓 安 學 長

度 （ 騎 樓 整

平長度） 

 定義：每年依提報路段預計完成 2,000 公尺 120,000 公尺 150,000 公尺 200,000 公尺 

11.7 
81. 公 廁 特 優 級

比例 

 計算方式：本市公廁特優級數量/本市列管

公廁數量 
97%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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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16/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11.a 

82. 公 辦 市 地 重

劃 累 計 辦 理

面積 

 定 義 ： 累 計 辦 理 完 成 公 辦 市 地 重 劃 面 積

（2020 年已累計 3,025 公頃） 
3,031.96 公頃 3,036.09 公頃

3,395.29 公

頃 

11.a 
83. 區 段 徵 收 累

計面積 
 定義：開辦之區段徵收案面積 469.71 公頃 499.58 公頃 505.44 公頃 

11.a 
84. 地 籍 整 理 土

地筆數比例 

 計算方式：自 2021 年起已完成地籍整理土地

筆數/亟待地籍整理土地筆數 
8% 60% 100% 

 

12.4 

85.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運

作 紀 錄 流 向

勾 稽 異 常 比

率 

 定義：依 2020 年本市毒化物廠商總申報

50,143 筆數為基準，2020 年運作紀錄流向勾

稽異常比率為 5‰，預計 2030 年運作紀錄流

向勾稽異常比率達 4‰以下 

5‰以下 4.5‰以下 4‰以下 

12.4 

86. 有 機 （ 含 轉

型 期 ） 農 產

品驗證面積 

 定義：須經有機農業促進法認證合格之驗證

機構，審核申請驗證者其特定農產品之生

產、加工、分裝及流通過程是否符合該法規

定 

490 公頃 550 公頃 600 公頃 

12.5 
87. 地 產 地 消 年

度減碳量 

 定義：依減少運銷至臺北及臺中批發市場車

次數估算減少之排碳量 
170 公噸 210 公噸 300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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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17/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12.5 88. 資源回收率 

 定義： 

1. 本市資源回收率逐年提升至 2021 年達 58%

2.參考臺北市執行隨袋徵收資源回收率約

65%，故訂定本市 2030 年資源回收率目標值

為 65% 

58% 60% 65% 

12.5 

89. 焚 化 底 渣 再

利 用 之 資 源

循環率 

 計算方式：底渣再利用量/3 座焚化廠底渣總

產生量 x100% 
95% 98% 100% 

12.5 

90. 協 助 造 紙 業

者 RDF-5 去

化噸數 

 定義：本市紙廠鍋爐實際協助燃燒去化的

RDF 噸數 
300 噸 12,000 噸 20,000 噸 

 

13.2 

91.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減 少 比

率 

 定義：相較基準年（2005 年）溫室氣體減量 3% 15% 30% 

13.3 

92. 水 資 源 環 境

教 育 參 與 人

次 

 定義：執行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環教活動，

每場約 30-40 人 
360 人次 1,500 人次 3,000 人次 

13.3 
93. 防 災 士 培 訓

比例 

 定義：以 2020 年防災士人數（200 人）平均

年成長 20%計算年成長比例 
20%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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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18/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14.1 

94. 回 收 廢 棄 漁

網 及 廢 棄 物

數 量 及 每 月

海 上 非 法 查

緝次數 

回收廢棄漁網及廢棄物數量： 

 定義：以實質減少海洋中廢棄漁網及廢棄物

為目標 

 計算方式：以漁船拾回及漁民自行集中之廢

棄漁網及海漂垃圾重量為依據，訂出每年以

100 公噸以上為目標 

每月海上非法查緝次數： 

 定義：取締海上非法漁業行為，降低非法濫

捕，使本市漁業資源能永續利用 

 計算方式：每月至少 1 次以上辦理海上聯合

查緝非法 

100 公噸以

上、海上聯

合查緝每月

1 次以上 

100 公噸以

上、海上聯

合查緝每月

1 次以上 

100 公噸以

上、海上聯

合查緝每月

1 次以上 

 

15.1 

95. 濕 地 生 態 教

育 宣 導 活 動

場次及人次 

定義：依辦理推廣宣導活動場次計，並合計各場

次之參加人次 

20 場 

600 人次 

30 場 

900 人次 

40 場 

1,200 人次 

15.5 

96. 生 物 多 樣 性

保 護 區 覆 蓋

率 

計算方式：以中央與地方經管之敏感區位土地/

全市總土地面積（%） 
24% 27% 30% 

 

16.1 
97. 全 般 刑 案 破

獲率 

定義：以最近十年全般刑案破獲率平均值增加

1%為目標 

計算方式：全般刑案發生數/全般刑案破獲數 

88.5% 89.5%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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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定義/計算方式（19/19） 

聯合國 SDGs 目標 

指標 定義/計算方式 
短期目標 

（2021 年）

中期目標

（2025 年）

長期目標 

（2030 年） 
核心目標

（Goals） 

具體目標

（Targets

） 

 

16.2 
98. 暴 力 受 虐 有

效介入率 

 計算方式：暴力趨緩、受虐原因消失或處遇

目標已達成之案件數/當年度家庭暴力及兒

少保護結案件數 x100% 

76% 80% 84% 

16.6 
99. 交 通 事 故 死

傷人數 
 計算方式：A1+A2 類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60,078 人 57,711 人 54,882 人 

16.7 
100. 消 費 爭 議 案

件調解率 

 計算方式：當年度消費爭議調解案件調解成

立件數/當年度進行調解會議件數 
50~53% 52~55% 54~59% 

16.7 

101. 民眾透過

智能客服

提問數 

 定義：每年民眾透過智能客服提問數 26,000 次 30,000 次 35,000 次 

 

17.16 
102. 國際城市

交流場次

 計算方式：姊妹市/友好城市交流＋外賓接

待參訪＋國際組織及會議參與 
40 場次 70 場次 110 場次 

17.16 

103.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志 工

總 人 數 成

長率 

 計算方式：2030 志工人數-2020 志工人數

/2020 志工人數 x100% 
2%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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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臺中市永續發展專題成果 

回應全球當前趨勢，並呈現本市執行績效表現亮眼之重點政策，故研

提「永續低碳智慧城市示範區-水湳經貿園區」及「COVID-19 防疫措施與

永續發展作為」作為永續發展政策亮點。 

（一）永續低碳智慧城市示範區-水湳經貿園區 

本市的「水湳經貿園區」已被行政院列入科學城低碳智慧環境

基礎建置之前瞻建設，本市積極推動並以邁向全國首座全方位低碳

智慧示範園區為目標，期望樹立低碳智慧城市標竿。 

水湳經貿園區以「智慧、低碳、創新」為開發願景，以「生態

環境營造原則」進行建造，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及通過智慧建築

分級評估合格級以上，符合「節能管理指標」規定，並裝設建築能

源管理系統（BEMS）。另依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全面於園區

內建築施行碳揭露盤查之認證及推動「臺中市水湳經貿園區智慧連

網設備與資訊整合計畫」，建構智慧/連網設備及資訊應用管理平台

以整合多元資訊。 

整體而言，水湳經貿園區整合了「生活、生產、生態」-「三

生」的管理思維與模式，可達到「SDG 6 淨水及衛生」、「SDG 7 可

負擔能源」、「SDG８就業與經濟成長」、「SDG 9 工業、創新基礎建

設」、「SDG 11 永續城市」之永續發展目標，使臺中邁向國際永續城

市。 

1. 中央公園 

水湳經貿園區內的中央公園，占地 67.34 公頃，是全國首

座大型都會型生態公園，亦是全國設置太陽能板面積最大的公

園，其太陽能光電板面積達 1 萬平方公尺，年發電量約 188 萬

度，可自行種電、發電，落實永續能源精神。園區亦設置 12 感

官遊具設施，更依地形設置 5 座滯洪池，兼具雨水暫置與防洪

功能，其中 4 座以乾式方式設計成濕地，平時可做公共空間，

汛期則可將雨水過濾滲透為地下水層，達到保水疏洪，構築臺

中邁向「海綿城市」。 

2. 臺中國際會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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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國際會展中心位於水湳經貿園區北側入口，是具備前

瞻性、國際性、創意性、智慧化及永續性之專業展覽設施與產

業交流門戶，發展目標以「經貿發展」為核心，「會展產業」

為主領產業，會展中心導入綠建築設計理念，獲得 8 項黃金級

標章，另也擁有智慧展場物流平台、展演、生活消費、大型集

會與會議功能，未來可帶動本市經濟發展，奠定臺中與國際接

軌的基石。 

3. 水資源回收中心 

水湳經貿園區規劃設置水資源回收中心，透過「中水道管

網系統」，針對再生水水質淨化技術及完整中水管網系統、健

全建照審查規範要求等進行完善的規劃，其再生水廠設置及佈

設 3.5 公里輸水管線至中科臺中園區，可將水湳水資源回收中

心放流水輸送至再生水廠，預計每日可產約 1 萬噸再生水供中

科臺中園區使用。 

4. 臺中綠美圖 

臺中綠美圖座落於臺中中央公圜，為全國第一座美術館與

圖書館共構建築，被譽為公園中的圖書館、森林中的美術館，

未來將成為臺中市最亮眼的城市名片。臺中綠美圖率全國之先

採用隔震系統，可有效保護館藏與提供民眾閱讀安全性，並透

過水資源回收與建置雨水利用設備，達到節水目的。 

5. 臺灣智慧營運塔 

市規劃打造兼具地標性及智慧營運內容的「臺灣智慧營運

塔」，期望透過創新產業加入與數位科技結合，創造符合觀光

效益之臺中市地標性建築。 

6. 場域驗證與服務合作 

透過場域驗證與服務合作計畫，結合民間企業的創意及在

地需求，打造「智慧安防」、「智慧生活」、「智慧經濟」、

「智慧交通」，運用科技帶動新創就業及衍生產業經濟，同時

也協助企業提供商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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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VID-19 防疫措施與永續發展作為 

本市於今（2021）年面臨到嚴峻的特殊傳染性肺炎（簡稱

COVID-19）疫情，對社會、經濟與環境造成嚴重衝擊，因此，針對

防疫及紓困措施進行專章論述。 

根據衛生福利部調查顯示，COVID-19 疫情自 2019 年 11 月起，

已蔓延全球 1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統計至 2021 年 9 月 8 日，臺灣累

計確診數已達 16,056 例、累積死亡達 837 例，本市累計確診數已達

207 例，COVID-19 疫情使本市面臨到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與環境

的衝擊，盤點本市於此次疫情，主要受到影響的 SDGs 目標包含了

「SDG 1 消除貧窮」、「SDG 3 健康與福祉」、「SDG4 教育品質」、

「SDG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為因應上述挑戰，本府以超前部署、跨域合作為防疫基本方針，

並以「疫情監測，即時應變」、「社區防疫，醫療整備」、「挹注資源、

多元紓困」、「運用科技、生活無礙」、「關懷服務、齊力抗疫」、「交

通運輸、全面防疫」等防疫 6 大方針為主軸，整合跨局處防疫量能，

降低疫情帶來的社會、經濟與環境衝擊，將危機化為轉機，使臺中

邁向永續城市。 

1. 疫情監測，即時應變 

本市定期監測國際 COVID-19 疫情動態與最新研究新知，

掌握本土及境外移入之確診個案，持續與中央密切合作並視疫

情狀況，滾動式調整各項防疫措施及策略，杜絕任何可能的防

疫缺口。 

疫情期間定期與中央及跨局處召開防疫會議，透過多元化

管道，即時提供最新防疫資訊；並隨時視疫情狀況加開臨時會

議，防堵疫情擴散；另為超前部署、積極防疫，本府更於 2021

年 5 月 15 日針對三級警戒預作兵棋推演，召集市府一級主管、

防疫中心代表、軍方民防等單位，分為 3 階段、17 項議題進行

演練，藉由提前因應未來防疫工作，讓臺中在疫情防堵與處理

上更有準備，市民更安心。 

2. 社區防疫，醫療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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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各項防疫政策，落實風險個案

之追蹤與管理，以維社區安全，並透過以下措施落實社區防疫： 

(1) 醫療整備 

統計至 2021 年 9 月，本市共 25 家指定採檢醫院，每日

約可提供 8,000 人次核酸檢測，19 家專責醫院共計 234 床專

責病床、27 床專責 ICU 及 69 床負壓隔離病床提供收治，並

視疫情調整隔離病床數量。 

(2) 前進指揮所 

從 2021 年 5 月初起分別於梨山平等國小、朝陽科大、

泰安附幼、北屯區大坑里以及十甲旺市場及美麗殿社區等

高風險感染地區，在最短的時間內，鎖定風險對象進行前

進指揮所專案快篩，總共開設 12 場篩檢站，篩檢 7,066 人，

主動發現了 32 例確診病例，成功防堵社區爆發群聚感染的

風險。 

(3) 快篩檢疫 

因應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本市自 2021 年 5 月 19 日起陸

續設立社區篩檢站，提供與確診個案有接觸史或同時足跡

重疊之本市居民/就業/就學者免費服務。截至 2021 年 9 月 9

日，累計篩檢 4 萬 9,730 人次。 

(4) 全國首創設立疫苗快打站，提升疫苗覆蓋率 

為快速提供民眾接種 COVID-19 疫苗，全國首創設立快

速接種站，方便長者接種 COVID-19 疫苗，提升長者保護

力。2021 年 6 月 15 日至 8 月 6 日止，共開設 31 天快打站，

總計完成 49 萬 9,466 人接種。 

為提升本市疫苗人口涵蓋率，降低 COVID-19 重症的發

生率。2021 年 6 月 15 日起在本市 29 區開設 67 處疫苗快打

站，加速本市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率。另配合學校開學，本

府也啟動快打站 2.0 計畫，共盤點 45 處合宜場所，接續服

務市民。截至 2021 年 8 月 12 日，全市施打第一劑已達 100

萬 164 人，正式突破百萬大關。18 歲以上市民接種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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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 42.63%，全市人口覆蓋率達 35.46%。 

(5) 防疫物資整備 

因應疫情現況，定期進行防疫物資整備，包括進行

N95、一般醫用口罩、外科手術口罩、全身式防護衣、一般

隔離衣等防疫物資安全存量盤點，以維持防疫物資安全存

量。 

(6) 市場分流運動、家庭防疫新生活運動 

透過市場分流運動，減少民眾於市場群聚，降低染疫

風險，另也推廣家庭防疫新生活運動，宣導居家兩人以上

配戴口罩、不共食、勤消毒之舉措落實家庭防疫。 

3. 挹注資源、多元紓困 

透過臺中市紓困 10 方、勞工紓困措施等，推動安心即時上

工計畫，核給工作津貼，維持勞動意願，降低薪資減損對其生

活造成之影響。另為擴大協助受疫情影響的勞工，也開發職缺，

並函請中央增列本市員額，以穩定勞工於疫情期間的就業與基

本經濟生活所需。 

4. 運用科技、生活無礙 

本市亦設立「臺中市防疫專區」網，整合中央與本市各項

防疫資訊及措施，如:「紓困專區」、「確認足跡地圖」、「振

興經濟大補帖」、「疫苗預約平台」等相關內容，以協助民眾

快速掌握各項防疫資訊。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GIS 中心)亦與臺中市政府

合作，開發「臺中確診足跡地圖」，可將確診足跡資訊整合，

便於民眾查閱查詢足跡點位，落實防疫。 

因應疫情，環保局成立防疫消毒大隊，針對人潮聚集場域

進行戶外公共環境消毒，以降低傳染風險。本市也率全國之先，

首創「環保局消毒地圖」，事前公布主動清消場域，資訊公開

透明供市民查詢。 

而為了培訓師生具備使用數位平臺進行學習能力，辦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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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性同步線上視訊教學演練，建置「臺中市線上教學資源中

心」，整合各科各版本學習影片及補充教材，另備有行動載具

及行動網卡供經濟弱勢學生免費借用，避免疫情導致學習中斷。 

5. 關懷服務、齊力抗疫 

為讓本市失能、臥床者能儘早產生新冠肺炎保護力，於

2021 年 6 月 18 日啟動「到宅接種」服務，結合醫師公會及診所

協會安排醫師到府為 18 歲以上失能 7-8 等級者施打疫苗，截至

2021 年 8 月止，共 93 組醫護出勤，已施打人數為 736 人。 

6. 交通運輸、全面防疫 

本市也首創「零接觸下車鈴 APP」，降低接觸感染風險。

另考量民眾鞋底恐有傳播病毒風險，本市首創於人潮眾多的交

通場站，設置「鞋底消毒設施」，降低病毒傳播風險，防堵疫

情擴散。 

九、未來推動方向 

未來的的永續發展方向，除持續檢視永續發展目標推動成果以外，也

將持續進行國際永續城市交流，強化全民參與及永續教育推廣。 

（一）持續檢視永續發展目標推動成果 

2021 年本市透過各局處同仁的齊心協力，已完成地方自願檢視

報告，未來也將健全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

持續推動及精進本市之永續發展，並且滾動式檢討及修正地方自願

檢視報告，適時調整策略方向與增修指標，以因應未來社會之趨勢。 

（二）國內外永續城市交流 

本市一直致力於參與國際合作，同時也積極與各地方政府進行

永續發展交流，未來本市也將於全球環境戰略研究院（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的 VLR Lab 平台分享臺中市地

方自願檢視報告，持續參與國際組織及永續發展相關會議，並進行

永續城市交流，分享推動經驗，以持續精進及學習。 

（三）強化全民參與及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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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是全球民眾關注議題，更需要全民參與及動員，因此

本市未來也將結合產、官、學、研、民之力量，發揮利害關係人之

協同合作，並透過媒體行銷、教育宣導及永續相關活動之舉辦，讓

永續概念深植於民心，同時兼顧各年齡、族群、性別之福祉及均衡

發展。 

十、附件 

呈現本市的施政策略、103 項永續發展指標及 106 項永續發展計畫/行

動方案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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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影片及推播 

本計畫工作團隊依據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之各局處推動永續成果作

為影片主軸，規劃製作地方自願檢視報告宣導影片，並透過影音平台之推

播，行銷與推廣臺中市政府對於城市永續經營的成果並傳達永續經營之理念

給民眾。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影片之宣導主題以「幸福永續、富市

臺中」為主軸，透過呈現市府各局處之 17 項永續發展推動成果，期望傳遞生

活在臺中的幸福感，並宣示未來臺中市將持續努力與進步，邁向「友善宜居

共融社會、富強建設活水經濟、能源轉型零碳環境」之目標。 

一、拍攝方式 

本計畫工作團隊規劃以臺中市各局處推動永續成果之影片為主軸，規

劃內容如下： 

（一）腳本簡介 

1. 影片名稱：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影片 

2. 總長：約 3 分鐘以上 

3. 分鏡內容以臺中市政府推動永續發展目標之成果為主，根據影

片風格及特色，呈現不同的 SDGs 影片主題，例如：拍攝與永

續發展相關之建設、活動及有關於市長施政重點項目等內容 

（二）拍攝規劃 

確實掌握及比對永續影片呈現之內容，若有不足之處或未規劃

完善之處，則輔以影片補拍，示意圖如下。 

 
影片腳本內容確認 若有不足之處則予以補拍 

圖 3.3-13 拍攝範例-檢視影片內容及確認補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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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片後製與成果 

影片拍攝結束後，協助影片校稿與搭配行銷與宣傳、掌握剪片、

上片及粉絲專頁推廣等期程進度，以將影片效益發揮到最大。 

二、行銷推廣方式 

（一）圖卡廣告宣傳 

製作宣傳圖卡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於影片發布一週前進行影片

宣傳，吸引民眾關注。 

（二）Youtube 平台廣告宣傳 

影片發布後於 Youtube 平台（FB、IG 或 Youtube 等）發布貼文

或限時動態，藉以宣傳影片，以拓展影片觀看族群與人數（影片完

整檔詳見期末報告光碟附件四）。 

（三）臺中市政府各局處室官方粉絲專頁分享 

臺中市政府所屬之各官方粉絲專頁共同分享影片，達到從上到

下對於 SDGs 之共識與一致性，進而讓民眾感受到臺中市政府對於

城市永續經營之努力，並且投入其中，一同支持地方政策發展，達

到對於永續經營目標的認同與共識。 

三、影片效益 

透過觀影人次與互動回應可瞭解到臺中市 VLR 影片行銷的宣傳效益，

讓民眾透過影片瞭解「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的重要性，願意為自己所居住的城市一同努力，可進而提升民眾

對於城市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四、影片成果 

透過臺中市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官方臉書專頁推播影片，並將影片上

架於臺中市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的 YouTube 平台上推廣給民眾。其中，臺

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堆動辦公之 YouTube 影片瀏覽人次達 20,791

次。此外，本計畫也將 VLR 成果影片提供至本府新聞局進行媒體宣導及遠

見雜誌專訪等行銷推廣，以擴大宣傳本市之永續發展目標成果及邁向永續

城市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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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4 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影片推播 

 

圖 3.3-15 臺中市政府永續低碳辦公室 FB 粉絲專頁之影片推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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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推動永續發展目標並發布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影片，除了向

民眾介紹 17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外也呈現了臺中市各局處之永續發展計

畫及推動成果，深入淺出地描述永續發展相關知識，也能夠讓民眾瞭解市

府的永續發展相關策略與政策作為，可深化永續發展理念於民，並且可讓

民眾瞭解到未來臺中市將持續國際及持續精進永續發展目標，創造『幸福

永續  富市臺中』之美好願景。 

 

SDG4 之拍攝成果照片（1） SDG4 之拍攝成果照片（2） 

 

SDG6 之拍攝成果照片 SDG7 之拍攝成果照片 

  

SDG14 之拍攝成果照片 影片片尾之拍攝成果照片 

圖 3.3-16 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影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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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永續發展國際組織之聯繫與資料準備 

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趨勢，臺中市也跟進全球腳步，透過永續發展目標

盤點市府施政方向及持續參與國際組織，在「永續發展」的推動上致力於創

造跨領域及整合不同專業領域，以期有更多的國際交流與國際合作之可能

性。 

一、全球環境戰略研究機構（IGES） 

而日本的地球環境策略研究院（IGES）於 1998 年在日本政府的倡議下

成立，是一國際智庫單位，包含 14 個研究領域，主要目標為加速實現與自

然和諧共處的永續行動。而隸屬於 IGES 之國際 VLR 登錄網站「VLR Lab」

則是彙整各國各城市所發布之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在網站上登錄

之城市 VLR 將會被全球所見，亦是接觸國際永續發展的主要途徑。 

日本地球環境策略研究所（IGES）於 1998 年 3 月根據《全球環境戰略

研究所設立憲章》，在日本政府的倡議以及神奈川縣的支持下成立的一國

際智庫單位。此研究所的目標是實現文明的新規範對環境措施進行創新的

政策制訂和戰略研究，並反映對實現亞太地區和全球永續發展的政治決策

之研究結果。IGES 將促進與國際組織、政府、地方政府、研究機構、商業

機構、非政府組織（NGO）和公民的研究合作，除開展研究外，該研究所

同時也分享其研究成果，並舉辦國際會議及研討會，促進國際間的資訊交

流，加速實現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永續行動。 

二、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登錄 

待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中文版彙整完成後，將進行翻譯

工作並於 2021 年 12 月底前，規劃上傳及發表英文版 VLR 於全球環境戰略

研 究 院 （ IGES ） 之 「 VLR Lab 網 站 平 台 （ 網 址 ：

https://www.iges.or.jp/en/projects/vlr/form）」，此網站彙集了各國城市發布之地

方自願檢視報告（VLR），是揭露及展現城市永續發展的良好機會與主要

途徑，目前臺灣已有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已發布 VLR 至 VLR Lab 網

站，臺中市未來也將於 VLR Lab 網站進行登錄，而關於 VLR 的上傳及發布

流程，首先須於 VLR Lab 網站上填報以下資訊，包括： 

（一）官方/地方政府電子郵件 

（二）地方政府名稱（Name of Your Local or Regional Gover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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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站（Website of your Entity） 

（四）聯絡人（Name of Contact Person） 

（五）聯絡人之電子郵件（Email address of Contact person） 

（六）地方自願檢視報告之標題名稱（Title of your VLR Report ），若尚未定

案，則可輸入”N/A”表示 

（七）地方自願檢視報告之封面（Image of the VLR Report），此部分特別註

明：若城市已發布其自願檢視報告，請將其報告以電子郵件方式寄

送至 cty-info@iges.or.jp ，並將此檔案尺寸控制在 10MB 以內 

（八）地方自願檢視報告網址（URL to your VLR report） 

（九）VLR 發布之年份月份（When was the VLR issued （month and year）?）

例如：September 2021 

待以上資訊填寫完畢後，即可將臺中市 VLR 報告登錄於 VLR Lab 官方

網站，成為國際永續城市一員。 

 

圖 3.3-17 VLR Lab 網路填報申請表網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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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 

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ICLEI）成立於 1990 年，至 2013 年已有 86

個國家、超過 1,000 個地方政府成為會員，為全球最大的承諾永續發展之

地方政府網絡。ICLEI 秘書處設於德國波昂，ICLEI 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

訓練中心為德國波昂總部外唯一的能力訓練中心，為臺灣第一個 ICLEI 會

員城市高雄市所捐助成立。作為東亞地區永續能力建構培訓活動、會議及

資訊匯整的分享平台，此中心在運作期間將加強 ICLEI 會員城市、臺灣城

市或其它東亞地區之城市之間的互動與聯結，並且在不同的地方政策與管

理上，推動永續解決方案。 

ICLEI 主要目標在實踐 1992 年地球高峰會議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紀議

程」第 28 章「地方二十一世紀議程（Local Agenda 21, LA21）」，積極推動

全球性的地方政府運動，致力於地方永續社區與城市計畫，強調居民參與

及培力，以達成公平、安全、韌性、活力經濟及健康環境之目標。具體推

動策略包括 10 個主張：永續發展城市（Sustainable city）、低碳城市（Low-

carbon city）、生物多樣性城市（Biodiverse city）、高效節能城市（Resource-

efficient and Productive City）、韌性城市（Resilient city）、永續地方經濟與採

購（Resource-efficient and Productive City）、智慧型城市基礎建設（Smart 

city）、健康快樂社區（Healthy, Happy and Inclusive Communities）、生態交通

城市（EcoMobile City）、永續城市—區域合作（Sustainable City-Region 

Cooperation）。 

臺中市政府多年以來，持續地推動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工作，並積極

地創造低碳永續城市的成果，自 2018 年至 2020 年，已連續三年榮獲碳揭

露專案評比 A 級（最高級）成績，碳揭露專案部分，共需針對城市治理、

氣候風險與調適、臺中市碳排放、能源、運輸、糧食、水資源之供應與管

理等主題進行填報，臺中市位居於全球氣候行動領導城市，在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量、調適氣候風險、水資源管理等領域表現卓越。未來也將持續朝

此方向進行努力，為臺中市政府積極爭取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佳績。 

四、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6 屆締約方大會（The Twenty-Sixt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 UNFCCC，簡稱 COP26）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6 屆締約方大會（COP26）於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12 日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由英國中央政府（聯同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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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自治政府）與義大利政府合作舉辦。本次會議共合併三個國際公約締約

國會議，包括：《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第 26 次締約國會議、《京都

議定書》第 16 次締約國會議（CMP16）以及《巴黎協定》第三次締約國會

議（CMA3）。會議原定早於 2020 年 11 月在同一會場舉行，但鑑於 COVID-

19 疫情延後一年，並開放各國以線上會議方式參與。 

2021 年 11 月 10 日，美中兩國宣布達成《美中關於在 21 世紀 20 年代

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承諾各自在 2020 年代採取加速行動，

以減緩氣候變暖。此外有 40 多個國家承諾到 2050 年前逐步淘汰煤炭；100

個國家的領導人承諾到 2030 年結束或減少森林砍伐；美國和歐盟宣布將合

作減少甲烷排放。2021 年 11 月 13 日，會議通過《格拉斯哥氣候公約》，公

約要求維持巴黎協定要求把全球氣溫升高幅度控制在 1.5 攝氏度以內的目

標以及逐步減少煤炭使用。 

臺中市於本次 COP26 會議將重點針對因應永續發展趨勢簽署氣候緊急

宣言，提出永續 168 目標策略，規劃於 2023 年打造臺中成為無煤城市，透

過督促火力發電廠減煤、將工業及校園鍋爐汰換改用燃氣鍋爐，並發展太

陽能、風能、離岸風電及廚餘回收發電等再生能源，以及推廣捷運、公車、

YouBike 等綠色運輸，並積極建置電動公車及電動車充電站。在城市降溫

策略部分則進行垂直綠化、媒合公私協力種樹以及復育原生樹種，並建置

永續低碳智慧城市示範區-水湳經貿園區，其建築之碳揭露榮獲環保團體

環境治理 A 級肯定。國際參與部分，本市也積極加入城市與地方政府聯盟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UCLG）、ICLEI、全球氣候與能源市長

聯盟（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 GCoM）、CDP，其中

CDP 在 2018 至 2020 年皆榮獲 CDP 評比 A 級。 

3.3.4 舉辦 VLR 成果發表會 

一、活動目的 

臺中市府政府永續低碳辦公室積極推廣低碳城市政策已屆滿 10 週年，

透過本次低碳城市永續樂活週活動，結合第四屆臺中市低碳永續城市傑出

貢獻獎頒獎、低碳業務交流、教育講座及參訪活動，同步宣告臺中市將首

度發表 VLR 自願檢視報告，以擴大宣揚臺中低碳城市永續發展之決心，並

促使臺中市民眾共同響應低碳生活。為落實聯合國 2030 年 17 項永續發展

目標，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也於 2019 年正式發表「臺灣永續發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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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希望全球各國及城市致力於永續發展目標之推動，本計畫工作團隊

依據工作規範，規劃進行 VLR 成果發表會，活動將以「幸福永續 富市臺

中」為成果發表主軸，並於臺中市政府 4 樓集會堂川堂，同時也將邀請產、

官、學、民共襄盛舉，以落實 SDGs 全民參與原則，透過媒體行銷、宣導

及策展活動之舉辦，讓永續概念深植於民心，也讓市民瞭解到臺中市在永

續發展所作的努力及 2030 的永續目標與承諾。 

二、活動主題 

「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成果報告（VLR）成果發表會」 

三、辦理時間 

（一）成果發表會：110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00 

（二）策展期間：110 年 9 月 23 日至 110 年 10 月 1 日 

四、辦理地點 

臺中市政府 4 樓集會堂川堂（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 4 樓） 

五、邀請對象 

（一）臺中市市長 

（二）臺中市府各局處首長 

（三）專家學者 

（四）公民團體、民意代表 

（五）大專院校師生 

（六）一般民眾 

六、活動流程 

成果發表會於 110 年 9 月 27 日辦理，流程如表 3.3-4 所示。預計邀請

臺北之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名主持人-Erin 小姐擔任活動主持人，其曾主持

過許多環保議題大型活動，具有豐富活動及主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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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VLR 成果發表會流程表 

110 年 

9 月 27 日 

時間 活動說明 

10:00~10:30 臺中市 VLR 成果影片放映 

10:30-10:35 主持人開場 

10:35-10:40 市長、署長致詞 

10:40-10:55 
焦點畫面 1-邀請盧市長揭開 VLR 報告書（貴

賓、局處首長合影） 

10:55-11:00 
焦點畫面 2-見證臺中永續發展萌芽意象（局

處首長合影） 

11:00-11:10 媒體聯訪 

11:10~ 活動結束 

七、焦點畫面及主視覺設計 

本次活動焦點畫面之設計理念，以種子萌芽概念進行設計，象徵臺中

市未來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如同結實飽滿的果實，將會成長茁壯，主視覺

設計如表 3.3-5 所示。 

表 3.3-5  活動背板 

活動主題 VLR 成果發表記者會 

背板樣式 

八、策展場地規劃 

本計畫工作團隊規劃於市政大樓惠中樓 1 樓中庭辦理策展活動，並且

於成果發表會當日設置舞台、座位區，於策展區旁設置聯訪區，在策展區

規劃上，預計安排 A、B、C 共 3 區，並且有中英對照，相關位置配置如下

所示。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3-142 

 

圖 3.3-18 策展場地規劃（惠中樓 4 樓集會堂西側） 

策展區展覽內容，除了以「幸福永續-富市臺中」為主軸外，另也會

針對 VLR 內容中所提出的 SDGs 目標進行策展主題規劃，如：SDGs 海報、

各城市 VLR 發布海報、COVID-19 防疫措施與永續發展作為海報、臺中市

VLR 海報及水湳經貿園區海報等，如表 3.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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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  策展主題規劃（1/4） 

1. SDGs

海報 

 
2. VLR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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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  策展主題規劃（2/4） 

3. 

COVID-

19 防疫

措施與

永續發

展作為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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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  策展主題規劃（3/4） 

4.臺中

市

VLR

海報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3-146 

表 3.3-6  策展主題規劃（4/4） 

5. 水湳

經貿園

區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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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聞媒體露出 

本次活動露出於各平面媒體及網路電子平台，合計總數為 10 則，並且

將重點成果予以剪輯，發布主題如下： 

（一）活動訊息事前揭露。 

（二）成果發表會之活動成果。 

（三）鼓勵民眾參與策展。 

十、因應疫情措施 

本計畫因應疫情發展調整活動辦理為線上直播，規劃選擇開放性的場

所舉行外，也會事先提供相關防疫措施宣導，並於活動入場時，要求與會

者配戴口罩、進行體溫篩檢、酒精消毒，以降低疫情衝擊。 

十一、活動成果 

（一）新聞媒體報導 

表 3.3-7  新聞媒體報導（1/3） 

工商時報

https://ctee.com.tw/livenews/ch/chinatimes/20210927

002246-260405  

臺灣好新聞

https://www.taiwanhot.net/?p=96

9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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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7  新聞媒體報導（2/3） 

 

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

210927002246-260405?chdtv  

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

news/3685245  

 
上報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

alNo=125536  

YAHOO 新聞 

https://reurl.cc/l5oo7v  



第三章 工作方法及執行成果 

 

3-149 

表 3.3-7  新聞媒體報導（3/3）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5/577588

9 

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localarticle/3962398 

 

臺中市政府市政新聞 

https://www.taichung.gov.tw/1873604/p

ost  

Top News 台數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noZuiP

1dk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3-150 

（二）新聞媒體報導活動照片 

盧市長秀燕參與 VLR 發表會 盧市長秀燕致詞（1） 

 
盧市長秀燕致詞（2） 蔡副署長鴻德致詞（1） 

蔡副署長鴻德致詞（2） 
蔡副署長鴻德、黃秘書長崇典與 VLR

報告書合影 

活動合影（1） 活動合影（2） 

圖 3.3.19 VLR 成果發表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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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串流平台影片播放觀看人次 

透過臺中市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官方臉書專頁推播

影片，並將影片上架於臺中市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的 YouTube 平台

上推廣給民眾。其中，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堆動辦公之

YouTube 影片瀏覽人次達 7,035 次（影片完整檔詳見期末報告光碟附

件四）。 

 

圖 3.3.20 VLR 成果發表會活動紀錄片 

3.3.5 製作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及推播 

一、宣導目的 

本計畫工作團隊依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影片主軸，針對高中以下

學生，製作一部時長約 3 分鐘左右之永續發展目標（SDGs）宣導影片，期

望透過淺顯易懂的動畫影片，傳達永續發展目標的理念與意涵，深化永續

發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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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導主題 

臺中市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之宣導主題以「永續世界：SDGs 寶石

之戰」為主軸，內容主要以高中青少年為主角，以符合遊戲玩家的男性科

技宅元素設計，透過輕鬆有趣、淺顯易懂的遊戲方式帶領大家認識永續發

展目標，傳達永續發展目標意涵及理念。 

三、行銷方式 

透過臺中市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官方臉書專頁推播影片，

並將影片上架於臺中市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的 YouTube 平台進行推廣。 

四、主題宣導影片 

（一）腳本簡介： 

1. 影片名稱：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永續世界：SDGs 寶石之戰 

2. 總長：約 3 分鐘以上 

3. 分鏡內容如表 3.3-8 所示（影片完整檔詳見期末報告光碟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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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分鏡示意圖（1/11） 

段落 SDGs 目標 畫面敍述 旁白文字 分鏡示意圖 

第一段 － 

屋內的主角坐在沙發上玩手機，

食物雜亂的放在一旁，電視開著

卻沒有在看。 

 

（主角設定以高中青少年為主，

以符合遊戲玩家的男性科技宅男

元素進行兩款角色設計） 

小明是一名臺中市的高中學生，有

一天在家裡玩手機的時候，突

然…… 

 

(純文字，不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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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分鏡示意圖（2/11） 

段落 SDGs 目標 畫面敍述 旁白文字 分鏡示意圖 

第二段 － 

手機螢幕中突然跳出遊戲名稱的

標題，亦是本影片的名稱。 

 

遊戲攻略說明破關達到 17 項目

標即可得到落實永續發展的勳

章。 

 

按下 START 後畫面就進入遊戲

虛擬世界，遊戲 UI 就會以浮動

視窗方式呈現在畫面中。 

歡迎來到永續世界，各位英雄們，

你們知道什麼是「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嗎？由於全世界正因為環

境、經濟、社會等問題而煩惱，

2015 年聯合國宣布了 17 項的目

標，指引全世界共同努力、邁向永

續，快來挑戰你到底實踐了哪些目

標，又對這些目標了解多少呢？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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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分鏡示意圖（3/11） 

段落 SDGs 目標 畫面敍述 旁白文字 分鏡示意圖 

第三段 

Level 1 

 

主角出現在偏鄉擔任志工分送食

物、乾淨水給老人與小孩（偏鄉

服務隊的背心與送物資的車，食

物標示「米」）。 

 

移動游標小手把 SDGs 項目文字

與示意圖以線條聯結（連連

看）。 

 

獲得成就：SDG2、SDG6。 

在擔任志工的期間，發送食物及乾

淨的水，幫助偏鄉弱勢的人們，消

除飢餓及提供了淨水與衛生的觀

念。 

 

恭喜你獲得了 SDG2 及 SDG6 的寶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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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分鏡示意圖（4/11） 

段落 SDGs 目標 畫面敍述 旁白文字 分鏡示意圖 

第四段 

Level 1 

 

正確連結後撒下金幣，左右移動

存錢筒接住掉下的金幣。 

 

撲滿以箭頭指向捐贈收據。 

 

獲得成就：SDG1。 

在你搜集到金錢後，並將獲得的金

錢捐助給需要幫助的人，達成消除

貧窮的成就。 

 

恭喜你獲得了 SDG1 的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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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分鏡示意圖（5/11） 

段落 SDGs 目標 畫面敍述 旁白文字 分鏡示意圖 

第五段 

Level 2 

 

主角擔任醫師並診療穿不同國籍

服裝的病人。 

 

以清單打勾圖示呈現醫療保障清

單。 

 

在清單最下方有 3 個九宮格。 

 

移動把打亂的 SDGs 項目文字與

示意圖拼出來（採用拼圖動

畫）。 

在擔任醫生的職務時，提供良好的

醫療照護，讓所有的人都能在健康

與福祉上都能獲得保障，並且不分

國籍、種族，照顧了所有的人，減

少不平等也建立了全球夥伴關係。

 

關卡二通關完成。 

 

恭喜你獲得了 SDG3、SDG10 及

SDG17 三顆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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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分鏡示意圖（6/11） 

段落 SDGs 目標 畫面敍述 旁白文字 分鏡示意圖 

第六段 

Level 3 

 

老師用英文上課，談論到男女平

權議題，投影片中的天秤傾斜男

性這邊較低，主角起身過去將天

平扶成兩邊平等。 

 

獲得 SDG5。 

 

同學用橡皮擦在筆記本中擦除色

塊，以刮刮樂的概念刮出 SDG4

的 LOGO 圖案。 

在學習教育上，每個人都能受到平

等以及優質教育，並與國際接軌。

 

在課堂上你表現出對性別平等的尊

重，賦予所有性別都應有平等的權

利。 

 

恭喜你獲得了 SDG4、SDG5 的寶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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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分鏡示意圖（7/11） 

段落 SDGs 目標 畫面敍述 旁白文字 分鏡示意圖 

第七段 

Level 4 

 

畫面背景火力發電廠冒煙，天空

灰濛濛，前景有城市建物。 

 

出現浮動面板中有太陽能板與風

力發電。 

 

以游標移動太陽能板陸續放置建

物頂樓，將風車移入畫面。 

 

按下電力圖示按鈕，使太陽能板

上下轉動角度、風車轉動。 

 

火力發電廠往下移動，建物往上

移動，天空逐漸呈現藍天。 

 

獲得 SDG7、SDG13。 

為了減少碳排放對環境造成的劇烈

的影響，將火力發電廠轉換成無污

染的太陽能及風力發電，並且讓人

人都能使用這些可負擔的潔淨能

源。 

 

恭喜你獲得了 SDG7 及 SDG13 的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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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分鏡示意圖（8/11） 

段落 SDGs 目標 畫面敍述 旁白文字 分鏡示意圖 

第八段 

Level 5 

 

海洋非法捕魚並拋棄漁網。 

 

出現一半畫面是非法捕捉動物

（石虎）。 

 

中間出現主角擔任稽查人員。 

 

左右兩側以發射光點方式將違法

者的板子打倒（發射光點攻

擊）。 

 

擊倒後跳出+SDG 14、+SDG 15、

+SDG16 取代得分。 

 

獲得 SDG14、SDG15、SDG16。 

 

身為警察的你，執行了和平、正

義，打擊非法捕魚、盜獵及隨意拋

棄廢棄漁網，實踐保育海洋生態及

陸地生態。 

 

恭喜你獲得了 SDG14、SDG15 及

SDG16 三個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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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分鏡示意圖（9/11） 

段落 SDGs 目標 畫面敍述 旁白文字 分鏡示意圖 

第九段 

Level 6 

 

 

 

移動底箭頭去打方塊（打泡泡射

擊）。 

 

方塊消失後出現底層畫面是主

角。 

 

用手移動浮空圖表以線條串聯

SDG8 的 LOGO 圖案。 

 

圖表移開後看到橋與捷運及

SDG9，捷運開進畫面並帶入

SDG11。 

你運用了科技及技術創新，讓產業

升級，提供許多工作機會並帶動經

濟成長。 

 

持續發展經濟並提供所有人健全的

基礎建設、安全的交通運輸系統，

打造美好的居住環境。 

 

恭喜你獲得了 SDG8、SDG9 及

SDG11 的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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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分鏡示意圖（10/11） 

段落 SDGs 目標 畫面敍述 旁白文字 分鏡示意圖 

第十段 － 
完成最後 1 項即可完成 SDGs 遊

戲挑戰。 

恭喜英雄們已經完成了所有關卡，

但還缺少一個永續寶石，請你想想

看，如何在真實生活中實現最後一

項的目標呢？ 

－ 

第一段 

 

主角回到真實生活將房內其他電

燈冷氣關掉。 

 

滴水的水龍頭關緊，將桌上吃完

食物的垃圾分類回收。 

 

手機畫面跳出 SDG 12 LOGO 再

出現集滿 SDG 完整勳章。 

 

表示主角透過遊戲與生活去完成

SDGs 所有任務。 

恭喜你獲得了最後一顆 SDG12 的

寶石！你減少糧食及能源的浪費，

並做好垃圾分類，在實際生活中達

到資源的永續利用。 

 

各位英雄們，你們已經完成了 17

項「SDGs 永續發展目標」的寶石

蒐集，目標涵蓋環境保護、社會進

步、經濟成長三大面向，這是世界

上所有人都要一起關注並且貫徹的

目標，讓我們一同為永續發展而努

力，在健康的環境中過著幸福美好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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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分鏡示意圖（11/11） 

段落 SDGs 目標 畫面敍述 旁白文字 分鏡示意圖 

第十段 結尾 
最後畫面出現美好的願景圖

－『幸福永續 富市臺中』。

幸福永續 

富市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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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片效益 

臺中市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以遊戲破關獲得永續寶石的概念結合 17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意涵，透過輕鬆有趣、淺顯易懂的方式帶領大家認

識永續發展目標及其理念，同時也鼓勵大家透過實際行動進行節能減碳，

落實永續發展目標，透過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之宣導，可深化永續教育

理念於民，亦可提高對於永續發展目標之認知，創造『幸福永續  富市臺

中』之美好願景。 

六、影片成果 

透過臺中市政府永續低碳辦公室官方社群 Youtube 平台推播影片，統

計臺中市永續低碳辦公室 Youtube 影片觀看次數達 13,331 次。 

 

圖 3.3-21 永續世界：SDGs 寶石之戰 Youtube 影片推播 

3.4 辦理局處永續發展教育訓練及交流，促進永續政策執行及推廣 

2015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峰會，針對世界所面臨的問題，共同提出「翻轉我

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規劃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及 169 具體目標，

從經濟成長、社會進步、環境保護三個永續發展面向，指出全球面臨共同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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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呼籲全球合作實踐未來永續發展的目標。為此，本計畫工作團隊依據工作

規範，規劃辦理教育訓練、各局處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永續發展

（SDGs）推動工作坊、國內機關團體永續發展參訪交流活動，藉由面對面的溝

通、專題演講與實作體驗、實地參訪等方式，讓臺中市政府各局處能更清楚了

解永續發展（SDGs）的重要性，促進永續政策執行及推廣活動。 

3.4.1 輔導各局處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 

一、目的 

為使臺中市政府各局處能清楚了解永續發展，促進永續政策執行及推

廣，本計畫工作團隊輔導各局處訂定永續發展策略，並派專人及邀請專家

學者安排至各局處辦理永續發展內容溝通說明。 

二、議程規劃 

本計畫工作團隊交流會議議程如表 3.4-1，邀請專家學者為本計畫之協

同主持人郭憲文教授參與各局處的訪談，了解臺中市目前各局處推展

SDGs 的計畫及其評估的指標，並給予各局處適切建議。 

三、辦理場次及時間 

目前已完成辦理 21 場次，辦理時間依永續低碳辦公室及各局處需求訂

定，如表 3.4-2 所示。 

表 3.4-1  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議程規劃（1/2） 

時間 會議議程 主持人/主講人 

10 分鐘 簽到 思維公司 

10 分鐘 主席致詞 永續低碳辦公室 

15 分鐘 永續發展策略說明 思維公司 

30~50 分鐘 議題討論 

永續低碳辦公室 

局處長官 

與會專家學者 

表 3.4-1  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議程規劃（2/2） 

時間 會議議程 主持人/主講人 

10 分鐘 結論 永續低碳辦公室 

─ 會議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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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拜會時程表 

項次 局處 日期 地點 

1 研究發展委員會 2 月 1 日下午 2 時 臺中市政府文心樓 

2 水利局 2 月 5 日下午 2 時 陽明市政大樓 

3 教育局 2 月 18 日下午 2 時 30 分 陽明市政大樓 

4 交通局 2 月 19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5 環境保護局 2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文心第二市政大樓 

6 都市發展局 2 月 25 日下午 4 時 文心第二市政大樓 

7 社會局 3 月 4 日下午 2 時 臺中市政府惠中樓 

8 法制局 3 月 9 日下午 3 時 30 分 臺中市政府文心樓 

9 警察局 3 月 12 日下午 2 時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10 秘書處 3 月 16 日下午 2 時 臺中市政府文心樓 

11 勞工局 3 月 16 日下午 4 時 文心第二市政大樓 

12 文化局 3 月 17 日下午 2 時 臺中市政府惠中樓 

13 新聞局 3 月 17 日下午 4 時 臺中市政府文心樓 

14 民政局 3 月 19 日下午 2 時 臺中市政府惠中樓 

15 經濟發展局 3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臺中市政府惠中樓 

16 建設局 3 月 24 日下午 2 時 臺中市政府惠中樓 

17 觀光旅遊局 3 月 24 日下午 4 時 30 分 陽明市政大樓 

18 農業局 3 月 31 日下午 2 時 陽明市政大樓 

19 消防局 4 月 1 日上午 9 時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20 地政局 4 月 1 日上午 11 時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21 衛生局 4 月 1 日下午 4 時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四、執行成果 

有鑑於各局處皆為首次接觸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因此已先行於會前

提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關資訊及桃園市、新北市及臺北市之 VLR 成果

報告等，以作為各局處訂定永續發展目標、計畫、指標之參考資料，並使

各局處熟悉永續相關資料。此外，在輔導各局處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

會議中，也請專家學者前往各局處進行個案輔導及詳細解說，使各局處深

入瞭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意涵，進而助於其盤點及研擬永續相關計畫

與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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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1） 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2） 

 
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3） 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4） 

 
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5） 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6） 

 
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7） 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8） 

圖 3.4-1  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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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辦理永續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 

一、目的 

為落實聯合國 2030 年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也於 2019 年正式發表「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希望全球各國及城市致力

於永續發展目標之推動，本計畫工作團隊依據工作規範，為使臺中市政府

各局處之永續業務相關單位能夠清楚地瞭解永續發展目標的相關知識及應

用，以利永續發展目標、指標、計畫之訂定及 VLR 報告之產出，遂安排臺

中市政府各局處永續業務單位之同仁進行第一場次之永續發展（SDGs）推

動工作坊，冀望透過專家學者的專題演講，進行永續發展目標的相關說明

及指導，並輔以分組討論方式，共同研擬臺中市的永續發展推動目標，以

利各局處後續推動永續相關業務。 

二、第一場次 

（一）時間：110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 

（二）地點： 

上午：臺中市政府惠中樓 901 會議室 

下午：SDG15 現地參訪 

表 3.4-3  永續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一）活動流程 

時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人 

09：00~09：30 報到 思維公司 

09：30~09：40 開幕：主席致詞 主席 

09：40~10：40 
專題講座一：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介紹與永續指標說明 

國立陽明大學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郭憲文教授 

10：40~10：50 Coffee Break 全體人員 

10：50~11：50 

專題講座二：國內外永續城市

案例介紹及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說明 

中華經濟研究院 

第三研究所研究員 

李永展博士 

11：50~12：00 綜合討論與結論 全體人員 

12：00~13：30 午餐 全體人員 

13：30~15：30 SDG15 現地參訪 參與人員 

15：30~16：30 賦歸 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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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成果彙整 

1.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介紹與永續指標說明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是由「千禧年發展目標

（MDGs）延伸轉化而來，聯合國發布之《2030 年永續發展方

針》兼顧「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三

大面項。永續發展目標之重要性在於將各國團結、協助指導各

國在對應永續發展時採取相應的策略，定義相對應的責任，並

促進可量化之分析，結合社區力量積極解決問題。聯合國發展

組織手冊中提到關於永續發展目標之指標標準應為：1. 提供有

利發展及行動方案之措施；2. 應與國際基礎進行比較及聯結；

3. 應符合系統資訊；4. 應對應國際標準；5. 資料來源應為可量

化之內容並應保持一致性，以便長期進行計畫。臺中市永續發

展策略將依循檢視（Screening ）、聚焦（Scoping ）、行動

（Action）及評價（Assessment），並完成屬於臺中市之自願檢

視報告（Voluntary Local Report, VLR）。 

2. 國內外永續城市案例介紹及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LR）說明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兼具經濟、社會與環境

概念，並具備普遍性（Universal）、整合性（Integrated）及變

革性（Transformative），更包含了 5 項原則（5P）：人類

（People）、繁榮（Prosperity）、地球（Plantet）、和平（Peace）

及夥伴關係（Partnership）。 

目前國際城市已有 31 個城市進行發表，而臺灣已有 5 個城

市（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宜蘭縣及臺中市）發表 VLR 報

告。紐約市為全球第一發表 VLR 之城市，紐約市所發布之

「OneNYC」為紐約市當地之都市行動，其願景目標對應了

SDGs17 項目標，將地方願景與國際目標進行對應的方式是臺

中市在製作 VLR 時可學習參考的部分。而美國聖荷西市則著重

部分 SDGs 目標，並將該城市之城市總體規劃、智慧城市願景

及永續發展計畫等 3 項聖荷西市主要推動的計畫與 SDGs 進行

一致性比對，推動與城市發展最有相關性的目標，此部分與臺

中市推動 VLR，重點推動 8 項 SDGs 目標，臺中市可學習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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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法並將臺中市所著重之部分重點推動。日本橫濱市推動

「氫氣社會」以助於減輕環境負荷，而日本東京及大阪則以非

都市型的方式推動，東京 2020 奧林匹克大會以及大阪 2025 萬

國博覽會皆為日本在連接國際上的重要活動，結合 SDGs 行銷，

達成健康生活、活耀社會、產業革新等 3 大目標。目前全球已

有 20 個城市發布自願檢視報告，而臺中市可研析其與 SDGs 之

對應，以最適合臺中市的方式完成屬於臺中市的自願檢視報告。 

3. SDG15 永續景點參訪 

本次永續工作坊參訪之地點，前往位於苗栗縣三義的四月

雪小徑步道，透過此現地參訪，更能瞭解水土保持及森林保育

等環境保護目標。此次參訪可呼應永續發展目標 SDG15 之「保

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

對抗沙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

失」，此次參訪做為未來加強植樹綠化及生態保育規劃之參考。 

4. 成果照片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介紹

與永續指標說明（1）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介紹

與永續指標說明（2） 

 
國內外永續城市案例介紹及地方自

願檢視報告（VLR）說明（1） 

國內外永續城市案例介紹及地方自

願檢視報告（VLR）說明（2） 

圖 3.4-2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一成果照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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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5 現地參訪大合照（1） SDG15 現地參訪大合照（2） 

圖 3.4-2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一成果照片（2/2） 

三、第二場次 

（一）時間：暫訂於 11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 

（二）地點： 

上午：日月山景休閒農場 

下午：SDG15 現地參訪 

表 3.4-4  永續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二）活動流程 

時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人 

08：15~08：30 參訪集合 參與人員 

08：30~09：00 日月山景休閒農場 參與人員 

09：00~10：00 永續發展管考系統操作及填報

說明 

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黃副總經理致霖 

10：00~11：30 永續發展現地參訪： 

日月山景休閒農場 

全體人員 

11：30~13：30 午餐 參與人員 

13：30~14：10 車程 參與人員 

14：10~16：00 SDG15 現地參訪 參與人員 

16：00~ 歸賦 參與人員 

（三）課程內容 

1. 課程內容 

依據 110 年本府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專案

報告市長裁示，VLR 為本市施政重點，未來須持續推動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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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致力於

使臺中市邁向永續發展。臺中市已於 110 年 9 月 27 日完成 VLR

報告發表，未來也將滾動式檢討各項永續發展推動成果，並適

時調整永續發展之策略方向，以因應未來社會趨勢及有效落實

永續發展目標。因此，規劃此次永續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

講解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管考欄位與系統機制，並進行永續發

展指標管考填報說明，實際帶領各局處熟悉與自身業務相關之

永續發展目標及指標，並於未來定期檢討各項永續成果，以持

續精進本市永續發展目標。 

2. 成果說明 

本次工作坊透過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管考欄位與系統機制

之講解後，局處皆瞭解系統操作方式，後續亦請局處填報 110

年 1 月至 11 月底之第二次統計成果填報。 

3. 成果照片 

  
臺中市政府各局處參與工作坊（1） 臺中市政府各局處參與工作坊（2） 

 
臺中市政府各局處參與工作坊（3） 工作坊大合照 

圖 3.4-3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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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國內機關團體永續發展參訪交流活動 

為促進國內城市間永續發展交流，本計畫工作團隊規劃辦理 2 天 1 夜

之永續參訪交流活動，此行目的主要參訪臺灣具代表性之永續城市－桃園

市，作為臺中市未來推動永續發展及 VLR 報告之學習對象，同時也透過參

訪永續景點活動讓市府局處同仁更加瞭解永續發展意涵及其實務運用。臺

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期望透過此次參訪及考察活動，達到永續經

驗交流之目的。 

一、辦理日期 

（一）辦理時間：110 年 4 月 8 至 9 日（星期四至星期五） 

（二）參訪縣市：桃園市 

二、參訪人員 

（一）臺中市政府各局處永續業務督導主管、窗口等，共計 21 位。 

（二）臺中市政府碳城市推動辦公室組員，共計 7 位。 

（三）委辦公司之工作人員，共計 5 位。 

三、參訪地點 

（一）桃園市政府-永續單位 

桃園市市政府研考會為推動桃園永續業務及 VLR 報告之主責單

位，透過永續單位之拜訪及交流，可瞭解城市永續發展之運作機制

及永續發展目標之推動。 

 

桃園市政府外貌 桃園市政府研考會 

圖 3.4-4  桃園市政府永續單位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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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拉山神木群步道 

拉拉山神木群位於桃園縣復興鄉和新北市烏來區交界，屬於國

有林自然保護區，內部有 24 棵神木，樹齡從 500 至 3000 年不等，

以 5 號神木最老，樹齡約有 2800 年，底下還有一個大樹洞；9 號則

是難得一見的扁柏巨木，除此以外有編號和解說的 23 棵神木都是紅

檜，徜徉在海拔一千五百多公尺的森林之中。符合「SDG15：保育

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拉拉山神木 拉拉山神木群步道 

圖 3.4-5  拉拉山神木群步道 

四、參訪行程 

表 3.4-5  桃園市永續發展參訪活動行程 

第一天行程  4 月 8 日（星期四） 

時間 行程 

08：00～08：20 臺中市政府惠中樓集合 

08：20～10：30 前往桃園市政府 

10：30～12：15 桃園市政府永續單位 

12：15～12：30 前往餐廳 

12：30～14：30 午餐饗宴 

14：30～17：00 前往餐廳及住宿 

17：00～19：00 晚餐饗宴 

19：00- 住宿 

第二天行程  4 月 9 日（星期五） 

07：30～08：20 飯店早餐 

08：20～08：30 飯店集合 

08：30～08：50 前往拉拉山神木群步道 

08：50～11：30 拉拉山神木群步道 

11：30～12：30 前往餐廳 

12：30～14：30 午餐饗宴 

14：30～17：00 前往餐廳 

17：00～18：00 晚餐饗宴 

18：00- 歸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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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桃園市永續發展參訪交流成果彙整 

（一）桃園市政府-研考會 

此次參訪桃園市政府研考會，學習到桃園市在永續發展之推動

過程及其施政方針，桃園市政府的永續願景為「友善共好，永續樂

活」，其下共規劃 3 項目標，分別是推動「健康友善、安居樂業及智

慧韌性」，在施政方針部分，共有 10 個項目，分別是:1.增進市民健

康福祉；2.提供優質公平教育；3.尊重多元文化及性別；4.地方創生

產業創新；5.打造韌性基礎建設；6.營造低碳永續環境；7.促進資源

循環利用；8.強化氣候變遷調適；9.保護自然及人文資源；10.建構

安全公平社會。此外，透過彼此在推動永續業務的交流中，也瞭解

到桃園市的 VLR 報告於 2019 年發布，於亞太社創高峰會發表。桃

園市在推動 VLR 的過程中，也是從梳理施政重點計畫著手，建立永

續指標系統，並有市長帶領主持首長共識會議，確立永續發展方向

及目標，這些 VLR 的推動過程與執行方法皆值得臺中市學習與借鑒。 

（二）永續景點參訪-拉拉山神木群 

此次永續景點參訪為走訪桃園復興鄉之拉拉山神木群，從中瞭

解到山林及土壤保護，以及鳥類、昆蟲、魚類、各式植物等原生種

保育之重要性，此次參訪可瞭解永續發展目標 SDG15 之保護、維護

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以對抗沙漠化，

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此次參訪亦可作

為後續臺中市加強水土保持、生態保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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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訪成果 

 
桃園市政府參訪交流（1） 桃園市政府參訪交流（2） 

  

桃園市政府參訪交流（3） 桃園市政府參訪交流（4） 

 
桃園市政府參訪交流（5） 桃園市政府參訪大合照 

圖 3.4-6  桃園市政府研考會參訪及會議照片 

 

桃園拉拉山神木群參訪合照 桃園拉拉山參訪大合照 

圖 3.4-7  永續景點參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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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流會議改善及建議 

此次前往桃園市政府研考會進行參訪與交流，學習到桃園市政府在推

動 VLR 的過程及桃園市建構永續發展目標、指標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

桃園市政府在推動 VLR 的過程中，各局處除全力配合之外，鄭市長更親自

主持了 9 場的首長共識會議，以凝聚桃園市的施政重點計畫，貫徹其理念

及永續價值，並經過反覆修正及討論後，產出「以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

標」作為推動項目的 VLR 報告，這份積極與雄心壯志實為臺中市政府可學

習與借鑒之處。 

此外，由於桃園市為多元族群融合之城市，因此其 VLR 報告中，也加

入了兼顧客家、閩南、新住民、原住民等族群平等相關內容，臺中市政府

未來也可向其學習，找出屬於臺中市的在地特色。 

桃園市政府也積極地在各種會議及活動露出桃園市的 VLR 報告，並且

製作了 SDGs 的動畫宣導影片－「小桃的 SDGs 知性之旅」及設計了結合永

續發展目標 LOGO 及融合桃園在地特色之宣導小物進行宣傳，加深大眾對

桃園市的永續形象及好感度，臺中市政府亦可向其借鑒，作為未來推動

SDGs 的行銷及宣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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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教育訓練 

一、教育訓練 

（一）目的 

2015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峰會，針對世界所面臨的問題，共同提

出「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 年永續發展方針」，規劃出 17 項永續發

展目標及 169 具體目標，從經濟成長、社會進步、環境保護三個永

續發展面向，指出全球面臨共同的問題，呼籲全球合作實踐未來永

續發展的目標。為此，本計畫工作團隊依據工作規範，為使臺中市

政府永續業務之計畫相關人力能夠清楚地瞭解永續發展的相關知識

及應用，協助並促使永續政策的執行及推廣，遂安排本計畫工作團

隊成員進行教育訓練及永續環境教育地點參訪，並邀請專家學者進

行永續發展的相關課程指導，以利後續永續發展策略與相關業務之

推動。 

（二）辦理日期及地點 

1.時間：110 年 1 月 19 日上午 8 時 30 分 

2.地點：文心第二市政大樓 3 樓大型簡報室（臺中市文心路二段

588 號） 

（三）與會人員 

1.永續低碳辦公室人員：黃執行長晴曉、莊秘書韻蓉、王秘書貞

月、陳瑜芳、曾璟峯、林文鋒、賴志宏、馮美君、王俊絜、葉

于榛，共 10 名。 

2.本計畫專案人員：郭憲文教授、鄭凱駿、鍾宜珈、吳名翊，共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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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訓練行程 

表 3.5-1  教育訓練暨參訪導覽行程規劃 

辦理日期 時間 內容 成員 

110 年 

1 月 19 日 

8：15 – 8：30 報到 思維公司 

8：30 – 8：40 主席致詞 主席 

8：40 – 10：10 

課程一：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發展及相關介紹

臺大公衛博士臺灣健康

城市聯盟、臺灣綠色低

碳協會秘書長郭憲文教

授 10：10 – 11：40 
課程二： 

永續城市實務操作相關介紹

11：40 – 12：00 綜合討論與結論 全體人員 

12：00 賦歸 全體人員 

二、教育訓練課程成果彙整 

（一）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背景發展 

於 2000 年聯合國高峰會共同發佈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

於 2015 年結束期程後，因效果顯著，故發佈「永續發展目標」

（2016-2030 年），從原本的 8 項目標提升至 17 項目標，同時兼顧了

「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三大面向，使世界各

國團結起來，鼓勵在地方、國家、區域和全球採取連貫一致性政府

與民間的行動。 

（二）永續城市實務操作 

透過國際（紐約市）及國內（新北市、臺北市及桃園市）已發

表 VLR 城市的經驗，進一步探討及撰寫未來臺中市發表地方自願檢

視報告。另選擇 SDGs 目標及指標，建議依據市府各部門和活動類

型，選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潛在影響和貢獻，及符合公眾需求，列

入優先施政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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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訓練成果 

 
教育訓練課程進行（1） 教育訓練課程進行（2） 

 
講師講解（1） 講師講解（2） 

 
教育訓練課程合影 執行長參與教育訓練課程 

圖 3.5-1  教育訓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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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針對本計畫工作項目進行成果說明，此階段主要完成之重點項目為：蒐集彙

整國際永續策略研析報告 1 份、蒐集彙整國內直轄市永續發展推動資料報告 1 份、

永續發展指標比對及可行分析報告 1 份、研擬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報告 1 份、辦

理永續發展相關會議 5 場、專家諮詢會議 2 場、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

管考成果統計 2 次、製作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成果報告 1 份、臺中市地方自願檢

視報告成果影片及推播 1 部、永續發展國際組織之聯繫與資料準備 1 式、舉辦

VLR 成果發表活動 1 場、輔導各局處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 21 場次、辦理

永續發展推動工作坊 2 場、國內機關團體永續發展參訪活動 1 場、教育訓練 1 場、

製作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及推播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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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一、蒐集彙整國際永續策略研析報告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針對國際永續策略進行蒐集及彙整，提出 1 份研析

報告，內容主要針對美國紐約市、洛杉磯市、日本富山市、英國布里斯托

爾市、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等五個城市為主進行永續組織推動說明、

VLR 報告與指標研析，另也介紹了日本北九州市、下川町、濱松市及芬蘭

赫爾辛基市的 VLR 推動重點，以此作為續臺中市推動永續發展及 VLR 方向

之參考。 

二、蒐集彙整國內直轄市永續發展推動資料報告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針對國內直轄市永續發展推動資料進行蒐集及彙

整，提出 1 份研析報告，內容主要針對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南市、

高雄市等五個城市為主進行永續組織運作管理、流程及發展之彙整，另也

介紹了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在推動 VLR 的流程、SDGs 目標與指標，

以此作為臺中市推動永續發展及 VLR 方向之參考。 

三、永續發展指標比對及可行性分析報告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完成永續發展指標比對及可行分析報告 1 份，內容

彙整了國際標準組織（ISO）發布的 ISO37120、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及國內媒

體今周刊雜誌永續城市指標等三個不同系統的架構，以作為研擬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標之參考。 

四、研擬本市永續發展計畫 

本計畫工作團隊後續將持續進行本市永續發展計畫之研擬，預計針對

本市之 12 大發展策略下之施政重點計畫進行盤點，內容涵蓋：新國際門戶、

交通任意門、幸福宜居城、區塊均特色、健康活力道、清淨新家園、創新

創業城、意象新美學、韌性水共生、效能好政府、青秀樂臺中、思用型教

育等面向進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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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永續發展相關會議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完成辦理永續發展相關會議 5 場，內容主要針對 VLR

發表之籌備流程進行說明、針對各局處所提報之 SDGs 目標、計畫、指標、

VLR 章節內容及臺中市 VLR 成果影片進行確認，另外也因應永續發展趨

勢，進行本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的改組以及建構永續發展目

標及指標管考系統，做為後續滾式修正及精進本府永續發展之機制。 

六、專家諮詢會議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完成專家諮詢會議 2 場，內容主要邀請經濟、社會、

環境領域之永續發展專家學者提供對於本市 VLR 內容及各局處提出之

SDGs 目標、指標、計畫進行檢視與建議，透過專家學者的專業建議，精進

本市 VLR。 

七、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管考成果統計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完成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管考成果統計 2 次，

內容主要彙整本府 25 個永續發展相關單位統計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永續

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之推動成果。第 2 次的管考成果統計則是彙整 25 個

永續發展相關單位統計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之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

之推動成果。 

八、製作臺中市 VLR 成果報告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完成了中文版 VLR 成果報告 1 份，並於 2021 年 9

月 27 日發表中文版 VLR，目前英文版 VLR 已翻譯、校稿及排版完成，並

於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上傳英文版 VLR 至 IGES 平台。 

九、臺中市 VLR 成果影片及推播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完成 VLR 成果影片 1 部－「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

告成果影片」，影片以「幸福永續、富市臺中」為主軸，呈現市府各局處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的推動成果，期望透過此影片，向民眾宣導及傳遞永續發

展理念以及生活在臺中的幸福感，並宣示臺中市將持續努力與進步，邁向

「友善宜居共融社會、富強建設活水經濟、能源轉型零碳環境」目標。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4-3 

十、永續發展國際組織之聯繫與資料準備 

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趨勢，臺中市致力於跟進全球腳步，參與地方政

府永續發展理事會（ICLEI）、碳揭露專案（CDP）、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第 26 屆締約方大會(COP26)等國際組織之相關活動與評比。其中，臺中

市已於 2018 至 2020 年期間連續三年榮獲 CDP 評比 A 級（最高級）成績。

本計畫工作團隊也於 110 年 12 月 17 日將本市英文版 VLR 上傳至全球環境

戰略研究機構（IGES）的 IGES LAB 網站平台，讓全球看到臺中市邁向永

續城市的決心。 

十一、舉辦 VLR 成果發表活動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完成了 VLR 成果發表活動 1 場，透過發表「2021 臺

中市自願檢視報告」，宣示臺中市邁向永續城市之決心，另也同步透過媒體

行銷宣導活動，讓產、官、學、民瞭解到臺中市在永續發展所作的努力及

2030 的永續目標與承諾。 

十二、輔導各局處永續發展策略及溝通交流會議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完成 21 場輔導溝通交流會議，總計輔導了臺中市政

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水利局、教育局、交通局、環境保護局、都市發

展局、社會局、法制局、警察局、秘書處、勞工局、文化局、新聞局、民

政局、經濟發展局、建設局、觀光旅遊局、農業局、消防局、地政局、衛

生局，另也於工項外擴大輔導範圍，協助運動局、地方稅務局、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客家事務委員會等局處單位進行 SDGs 目標、計畫、指標之研

擬及 VLR 指導。 

十三、辦理永續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完成永續發展（SDGs）推動工作坊 2 場，內容主要

針對臺中市政府各局處之永續業務相關單位進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及針對紐約市、臺北市、桃園市等永續城市的實務推動經驗進行

說明，以利永續發展相關業務之推動。此外，為持續精進本市之永續發展，

第 2 場工作坊針對各局處永續業務單位進行永續管考作業，以定期檢視本

市永續發展成果，適時調整策略方向與增修指標，以因應未來永續發展之

趨勢。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4-4 

十四、國內機關團體永續發展參訪活動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完成桃園研考會之永續參訪活動 1 場，透過此次參

訪考察活動，可達到永續經驗交流之目的，並可作為未來臺中市推動 VLR

報告之學習指標。 

十五、教育訓練 

本計畫工作團隊已辦理完成教育訓練 1 場，內容針對臺中市政府永續

業務之計畫相關人力，進行永續發展目標的相關知識及永續城市實務案例

說明，以利各局處後續推動永續相關業務。 

十六、製作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及推播 

為深化永續發展教育，本計畫工作團隊辦理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及

推播 1 部，針對高中以下學生，製作關於永續發展目標的校園宣導短片，

透過淺顯易懂的動畫影片，傳達永續發展目標，向下紮根永續理念及意涵。 

4.2 建議 

一、持續精進永續發展計畫目標及指標成果 

今年度本計畫已針對 17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制訂出 103 項臺中市

永續發展指標及 106 項用續發展計畫，並設定各局處 2021 年、2025 年及 2030

年之短、中、長期目標值，未來規劃每 3 個月定期召開永續推動成果檢討

會議、每年進行 2 次管考作業，除了審查各項數值之訂定是否可如期落實

外，也同步檢視指標是否符合國際趨勢、在地城市特色與符合市長施政願

景方向，故建議各局處未來可適時增加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細項目標

（Targets）的對應及增列適合的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Indicators），目前聯

合國共有 169 項永續發展細項目標、247 項永續發展指標（扣除重複指標為

231 項），而本市僅做 47 項永續發展細項目標及 103 項指標，顯示未來各局

處仍有精進及努力空間。因此，未來可滾動式檢討本市永續發展推動成果，

逐年增修指標，持續盤點政策目標與永續發展之落實情況，作為未來調整

策略方向之依據，以接軌國際永續發展趨勢並符合未來市長規劃願景報告

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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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永續發展之全民參與及深化永續發展教育 

今年度臺中市政府完成了第一版的 VLR，同時也製作了臺中市 VLR 成

果影片以及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針對一般民眾及學生族群進行永續理

念之推廣，奠定了本市永續發展之基石。建議未來可再加強行宣導及推廣，

將今年度已製作完成之影片行銷至社區、校園，擴大民眾觸及率，或置入

於公共活動、博覽會、運動會或相關論壇、講座中，以深化全民永續意識、

提高全民永續參與度。 

三、強化利害關係人連結 

今年度臺中市在利害關係人的連結上較薄弱，建議未來可學習新北市

秉持公開市政公共化與公民監督市政機制的精神，或參考富山市廣納民意

成立永續專責小組的方式，強化與利害關係人之合作，如：可成立永續諮

詢小組，除邀請學術機構之專家學者、公民團體、環保團體以外，亦可納

入企業代表、社區、里長、議員等民意代表，檢視本市永續發展成果並提

出建議，以貼近民意及提高利害關係人的永續參與程度；另亦可建立在地

民眾與永續主責單位的線上意見交換平台，如：建立線上 SDGs 民意調查，

以瞭解民意最在乎的永續議題及提出相關想法，以此促進全民永續參與及

監督力量，精進本市永續發展成果。 

四、增加國際倡議及永續城市交流 

本計畫今年受限於 COVID-19 疫情，因此無法積極參與國際永續組織之

活動、進行實地交流及合作，建議明年度疫情好轉時，可持續參與地方政

府永續發展理事會（ICLEI）、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6 屆締約方大會

（COP26）、國際碳揭露計畫（CDP）等國際相關活動，或是鼓勵民間與政

府協力合作展開共同的氣候行動，積極參與國際倡議，包括：鼓勵企業及

民間單位積極參與全球再生能源倡議 Re100、能源生產力倡議 EP100、電動

車倡議 EV100，致力於提升綠電的使用、以智慧化及能源效率化的方式提

升生產力，以及透過政府與企業之協作力量，透過採購、政策支持，加速

綠色交通轉型，致力於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並加速邁向潔淨經濟與永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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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依據本年度工作成果、結論、建議事項，及依據本年度工作推動成果進行後

續管考及推動說明。 

 



參考文獻 

參-1 

參考文獻 

 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https://nsdn.epa.gov.tw/，110 年 

 全球第 17 個－桃園市發布「SDGs 自願檢視報告」，

https://ubrand.udn.com/ubrand/story/12117/4884791，109 年 

 李永展、林詩穎（2019），SDGs 之地方自願檢視：臺北市為例，第二十四屆（2020

年）國土規劃論壇研討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李堅明、顏素真、曾詠恩 (2009)，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耦合性檢定與重建

之研究，第十屆全國實證經濟學論文研討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公益交流站，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105 年 

 亞太永續發展論壇，https://www.unescap.org/apfsd/7/，109 年 

 新北市政府，https://www.ntpc.gov.tw/ch/index.jsp，110 年 

 新北市政府（2019），新北市永續發展目標 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2019，新北：

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桃園 SDGs 網站，https://www.tycg.gov.tw/sdgs_ch/index.jsp，109 年 

 桃園市政府（2020），桃園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桃園：桃園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https://www.taichung.gov.tw/，110 年 

 臺中市政府-臺中市自願檢視報告，

https://lowcarbon2.greenideas.com.tw/page/doc/index.aspx，110 年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https://www.civil.taichung.gov.tw/，109 年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各行政區所轄面積，

https://www.civil.taichung.gov.tw/93496/post，107 年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人口統計管理平台，

https://demographics.taichung.gov.tw/Demographic/index.html，109 年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統計資訊網，

https://govstat.taichung.gov.tw/TCSTATRWD/Page/Default.aspx，109 年 

 臺中市統計資料查詢平台， 

 https://govstat.taichung.gov.tw/DgbasWeb/statfile2.aspx?mode=3&cateno=06，109 年 

 臺中市再生能源資訊平台，http://www.tcreenergy.tw/Tcreenergy/News.aspx，109

年 

 臺北市政府，https://www.gov.taipei/，110 年 

 臺北市政府-臺北市自願檢視報告，http://sdg.gov.taipei/page/cn_area3/12，108 年 

 臺北市政府-臺北永續發展資訊網，http://sdg.gov.taipei/index，109 年 

 臺北市政府（2018），106 年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規劃臺北市永續發展策略

計畫，臺北：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政府（2019），2019 臺北市自願檢視報告，臺北：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2020），「全球視野‧臺北行動」地方自願檢視—臺北市實踐 2030

永續發展議程，臺北：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2021），2021 臺北市自願檢視報告，臺北：臺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https://www.tainan.gov.tw/，110 年 

 臺南市咱ㄟ低碳城市網，http://tainan.carbon.net.tw/A_target.aspx ，110 年 

 高雄市政府，https://www.kcg.gov.tw/Default.aspx，109 年 



109 年臺中市低碳城市發展管考暨光電城食森林推動計畫 

參-2 

 高雄市氣候變遷及永續行動網， 

http://khsclimatechange.com/Sustainable.aspx?nwid=201801290011 ，110 年 

 臺灣電力公司，https://www.taipower.com.tw/tc/index.aspx，109 年 

 臺灣電力公司-臺中區營業處，

https://branch.taipower.com.tw/Content/Messagess/contents.aspx?SiteID=56473264674

0712354&MmmID=564743416050720512，109 年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https://www.ntsec.edu.tw/index.aspx，109 年 

 經社部，「改變我們的世界：2030 永續發展議程」（P79），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 transformingourworld，104 

 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0185，104 年 

 黃書禮（2002）。建立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行政院經濟建議委員會委託專

案：計畫編號（91）071.319 計畫，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 

 黃書禮、葉佳宗（2003）。永續臺灣發展指標之政策永續性分析─感受性系統、

（模型之運用，永續臺灣的評量系統（第五年報告），行政院國科會專案研究

計畫，計畫編號 NSC90-2621-z-002-039，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 

 葉俊榮、施奕任（2003）。永續臺灣發展指標在政策評估中的應用，永續臺灣

的（評量系統第五年報告），行政院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

NSC90-2621-z-002-039，臺灣大學法律系。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 說明，

https://www.ait.org.tw/wp-content/uploads/sites/269/un-sdg.pdf，104 年 

 Bristol City Government (2019). Bristol and the SDGs: A Voluntary Local Review of 

Progress 2019. England: Bristol City Government.  

 Bulkeley, H., & Betsill, M. Rethinking sustainable cities: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the 

urban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4(1), 42-63. 

 Bulkeley, H. & Betsill, M. M. (2013). Revisiting the urban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2(1), 136-154. 

 Buenos Aires (2019). Voluntary Local Review: Building a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Buenos Aires. Argentina: Buenos Aires City Government. 

 Buenos Aires City (2021). Voluntary Local Review 2021: Localiz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in Buenos Aires City 

 City of Kelowna (2021). GLOBAL GOALS, LOCAL ACTION: Kelowna’s 

Voluntary Local Review 

 City of Los Angeles (2021). 2021 Voluntary Local Review of Progress Towar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Los Angeles 

 City of Orlando (2021). Orlando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 Voluntary 

Local Review of Progress 

 Elmqvist, T., Andersson, E., Frantzeskaki, N., McPhearson, T., Olsson, P., Gaffney, O., 

& Folke, C. (2019).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for transformation in the urban century. 

Nature Sustainability, 2(4), 267-273. 

 Elder, M. & Bartalini, A. (2019). Assessment of the G20 countries' concrete SDG 

implementation efforts: Policies and budgets reported in their 2016-2018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 Japan: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Fenton, P. & Gustafsson, S. (2017). Moving from high-level words to local action: 



參考文獻 

參-3 

Governance for urban sustainability in municipalities.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6, 129-133. 

 Fernando, O-M, Hirotaka, K., Junko, O., Yatsuka, K., & Junichi, F. (2020). State of the 

voluntary local reviews 2020: Local action for global impact in achieving the SDGs. 

Japan: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Ghent (2021). The Ghent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21, Focus on People. Voluntary Local 

Review. 

 ICLEI，http://kcc.iclei.org/home. 

 IGES，https://www.iges.or.jp/jp 

 ICLEI 10 Urban Agendas，http://kcc.iclei.org/home/agendas-10.html  

 Los Angeles City Government (2019). Los Angel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 

Voluntary Review of Progress 2019.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ity Government. 

 Madrid (2021). Estrategia de Localización de los Objetivos de Desarrollo Sostenible de 

la Agenda 2030 en la Ciudad de Madrid 

 Moallemi, E. A., Malekpour, S., Hadjikakou, M., Raven, R., Szetey, K., Moghadam, M. 

M., & Bryan, B. A. (2019). Local agenda 2030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 3(6), 240-241. 

 New York (2019). New York City’s Implementation of the 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York: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OECD，https://www.oecd.org/cfe/territorial-approachsdgs.htm 

 Online Voluntary Local Review（VLR）Lab，https://www.iges.or.jp/en/projects/vlr 

 Skiathos (2021). Skiathos Voluntary Local Review 2020 

 Smardon, R. C. (2008). A comparison of local agenda 21 implementation in North 

American, European and Indian cities.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18-137. 

 Smith, M. S., Cook, C., Sokona, Y., Elmqvist, T., Fukushi, K., Broadgate, W., & 

Jarzebski, M. P. (2018). Advancing sustainability science for the SDGs. Sustainability 

Sience, 13(6), 1483-1487. 

 Toyama City (2018). Toyama Cit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Japan: 

Toyama City Government.   

 Toda H. Y. &Yamamoto, Y. (1995). Statistical Inference in Vector Autoregressions 

with Possibly Integrated Processe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66, 225-250. 

 Tokyo (2021). Tokyo Sustainability Action 

 United Nations，Take Ac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20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United Nations，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hlpf 

 Yokohama (2021). Voluntary Local Review 2021 Yokohama,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附件一 永續發展指標比對及可行分析報告 

自從聯合國於西元 2015 年通過 2030 永續發展議程，提出 17 項全球邁

向永續發展的核心目標，已經帶領各國政府與城市實現持久、包容和永續的

經濟增長和每個人都有合宜工作的世界。但由於各城市的基礎建設與民眾需

求有很大的差異性，無法根據其他城市模式來直接應用永續發展目標的構面

與指標，因此，此報告將彙集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發布 ISO37120、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及國內媒體今周刊

雜誌永續城市指標三個不同系統的架構，以作為研擬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核

心指標之參考。 

這三個系統各有其特點，ISO37120 是以永續城市當作評價之重點，是以

18 個構面，46 個指標為範圍，可將城市分成五個等級，若要使用 ISO37120

則必須加入申請 WCCD 組織，提報 46 項指標數據，以作為其評價的標準。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是由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在 2018 所公佈最新版，總共

有 18 個構面，143 個指標，主要內容是參考聯合國 SDGs 所制定，適合一個

國家層級的方式推動永續發展目標，且有制定 2030 年各項指標的目標值，

適合國內各城市參考選擇其中部分的指標來使用。另外，國內媒體雜誌今周

刊也提出永續城市評估方式，是將永續城市分成三大構面，48 個指標，其內

容範圍沒有 SDGs17 個目標廣泛，評價機制增加上民眾電話訪視及專家學者

來計分，較適合媒體評估縣市首長對永續城市的滿意度調查。因此，建議臺

中市要研擬永續發展目標的構面及指標，必須考量盧市長的政策與民眾的需

求，各局處可根據中長程的目標，以作為制定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核心指標

之參考，並根據在地科技產業、人口成長、環境品質、社會發展、氣候變遷、

醫藥衛生等施政方針，提前規劃創新的發展策略與方向，引領臺中市政府進

行前瞻性與永續性的轉型。 

一、永續發展目標的指標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ISO 37120 

ISO 37120：2018 最新版本包含的永續發展的指標以作為城市

評估績效並衡量進度知參考，它的最終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質量

和環境永續性，該標準的統一方法是使城市能符合在地化城市的

現況發展。這些永續發展的指標的資訊也可以用來識別哪一個城

市表現的最好，以作為相互模仿的典範學習。它總共包含 18 個面

向及 46 項指標，可適用於市政當局或地方政府應用評比且可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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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衡量城市推動永續發展的績效、無論城市或地方政府規模

大小，或地理位置或發展生活水準之差異。 

ISO 37120 是城市永續發展指標的第一個 ISO 標準。它也可作

為制定社區永續發展綜合標準的一部分。該標準將於 5 月 15 日全

球城市指標基金組織（Global City Indicators Facility）在全球城市峰

會上正式啟動，該論壇也是 ISO 參與其發展的組織之一。它具有以

下的優點： 

1. 更有效的治理和提供服務 

2. 國際社會共同的基準和目標 

3. 決策者和城市管理者的基準和規劃的決策參考 

4. 城市間相互學習 

5. 跨國際社會組織認可資金的支持參考 

6. 利用政府高層政府補助經費之參考 

7. 作為永續性規劃框架 

8. 城市可提供透明度和開放的數據 

9. 提供決策的數據和洞察全球基準 

另外，全球環境基金會（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 GEF）支

持的永續城市綜合方法示範點（SCIAP）於 2016 年 3 月正式啟動。

這個全球永續城市平台（Global Platform for Sustainable Cities, GPSC）

是永續發展城市綜合方法示範點的一部分。提供全球城市發展更

全面的方法，而不是通過部門或「專案」計畫的方法。作為該計畫

的核心組成部分，正在與其他合作夥伴組織合作制定城市永續發

展框架（Urban Sustainability Framework, USF）。USF 也簡化現有指

標，使城市能夠選擇適合實現其政策目標的指標。它包含五個組成

部分：（1）永續性指標、（2）診斷過程、（3）永續性行動計畫、（4）

融資和投資項目，以及（5）實施框架的過程。作為支援城市採取

綜合辦法的總體指導檔案，USF 將促進實施現有的全球定位系統

（GPSC-IAP）計畫，並支持這些示範城市進行新的參與。USF 計畫

已於 2017 年第二季度正式推出。它的組織架構如下圖 3.1-9 顯示，

在城市永續發展架構，必須在城市治理當作基礎，為因應氣候變遷

及低碳城市的需求，發展城市的風貌、經濟發展、資源效率化、環

境保護、市民生活的原則，透過空間的資訊統建構城市發展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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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圖 1 全球環境基金會（GEF）城市永續發展架構 

ISO 37120 檔案中的指標是為使報告盡可能簡單和方便而選擇

出來的，可以反映一個初步永續城市的報告。過去 TC 268 是進一

步制定支持城市智慧性（ISO 371221）和韌性（ISO 371232）所發展

的指標。ISO 37120 檔案還包括第三類指標：概況指標，可以提供

基本統計數據和背景資訊，以説明城市進行與其他城市的比較。同

時 ISO 37120 檔案為保持、加強和加快改善城市服務和生活品質的

成果，也是推動智慧城市和韌性城市的基礎。可將 ISO 37122 和

ISO 37123 一起在城市實施，分別衡量智慧城市和韌性城市進展的

情況。這個 ISO 37120 標準系列之間的關係，如圖 3.1-10 所示。這

些指標是圍繞永續城市及社區的主題構建，讓全世界城市認識到

資源和能量的差異，城市績效總體指標集分為「核心」指標和「支

援」指標。核心指標和輔助指標都列在附表中，在本文附件中，使

用以下不同的形式：「要」“Shall”表示一項要求；「應」“Should” 

指明一項建議；「可能」“May”表示許可；「可以」“Can”表示可

能性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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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社區永續發展在各種城市標準指標之間的關係 

經過 ISO37120 檢視過的城市，可由世界理事會的組織（WCCD）

進行認證城市，由城市數據。需要獲得認證的城市，每年必需向 

WCCD 報告發展城市的指標。此報告的數據也將在開放網站填報

這些數據正式發佈。WCCD 組織再根據城市報告指標的數量與品

質，可以進行這個城市在五個不同的級別的認證結果（圖 3.1-11）。 

 

圖 3 世界理事會的組織（WCCD）進行認證城市 

（二）國際永續城市 ISO 37120 指標 

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社會及環境的演進發展，全球都市化程度

也越來越深，依聯合國及國際專家研究指出，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

人口居住於城市範圍內，而所有城市區域所創造的生產毛額（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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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早已超過全球總體 GDP 的 70%，此顯示城市的進步與永續經營

將對國家未來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對於全球各城市而言，極

需一套作為城市治理、績效評核及永續發展政策建議的國際標準

統計指標體系。因此，國際標準組織（ISO）為因應永續發展及智

慧城市議題的興起，於 2014 年 5 月正式發表 ISO 37120 指標體系，

分為 17 層面及 100 項指標項目，各加入城市以通過認證指標數量

分為白金（91-100 項）、金（76-90 項）、銀（60-75 項）、銅（46-59

項）、入門（1 項以上核心指標未通過認證）等 5 個認證等級，現

由世界城市數據委員會（WCCD）推廣該體系計畫。 

許多城市為蒐集更多元實用之統計資訊作為市政決策參據，

作為該市永續發展指標建置及設立標竿學習城市參用，同時藉由

WCCD 開放數據平台與其他城市指標資料比較，除提升城市國際

能見度外，更可進行國際標竿學習，獲取相關資訊作為市政規劃決

策之參考。就 ISO 37120 之 100 項指標內涵，分述如下： 

1. 經濟層面 

包括失業率、產業用不動產評定標準價格占所有不動產

評定標準價格比率、貧困人口比率、全時就業者比率、青年

失業率、每十萬人工商家數、每十萬人新專利數等 7 項。 

2. 教育層面 

包括女性學齡人口就學率、同一世代初等教育學生結業

率、同一世代中等教育學生結業率、初等教育生師比、男性

學齡人口就學率、學齡人口就學率、每十萬人具高等教育學

位人數等 7 項。 

3. 能源層面 

包括平均每人住宅用電量、合法供電人口比率、公共建

築用電量、再生能源利用比率、平均每人用電量、平均每戶

停電次數、平均每次停電時間等 7 項。 

4. 環境層面 

包括細懸浮微粒 PM2.5 濃度、懸浮微粒 PM10 濃度、平均每

人溫室氣體排放量、二氧化氮濃度、二氧化硫濃度、臭氧濃

度、噪音污染影響人口比率、原生物種數量變化率等 8 項。 

5. 財務層面 

包括債負比率、資本支出占歲出比率、自有財源占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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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稅款實徵數占查定數比率等 4 項。 

6. 消防與緊急應變層面 

包括每十萬人全職消防人員數、每十萬人火災死亡人數、

每十萬人天然災害死亡人數、每十萬人義勇消防人員數、緊

急救護服務出勤反應時間、火災出勤反應時間等 6 項。 

7. 政府層面 

包括最近一次市長選舉投票率、市級民意機構女性當選

人比率、市府女性員工比率、每十萬人市府官員貪污行賄定

罪人數、每十萬人民選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人數、選舉人占

法定選舉年齡人口比率等 6 項。 

8. 健康層面 

包括零歲平均餘命、每十萬人公私立醫療院所病床數、

每十萬人醫師數、5 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每十萬人護產人員

數、每十萬人心理健康執業人員數、每十萬人自殺死亡人數

等 7 項。 

9. 娛樂層面 

包括平均每人公共室內休閒空間面積、平均每人公共室

外休閒空間面積等 2 項。 

10. 安全層面 

包括每十萬人警察人員數、每十萬人殺人案件發生數、

每十萬人侵害財產案件發生數、警察局受理報案電話出勤反

應時間、每十萬人暴力犯罪案件發生數等 5 項。 

11. 庇護層面 

包括貧民區人口比率、每十萬人遊民數、未持有合法產

權登記住戶比率等 3 項。 

12. 固體廢棄物層面 

包括享有定期收集家戶固體廢棄物人口比率、平均每人

固體廢棄物收集量、固體廢棄物回收比率、固體廢棄物衛生

掩埋比率、固體廢棄物焚燒處理比率、固體廢棄物露天焚燒

比率、固體廢棄物露天堆置比率、固體廢棄物其他方式處理

比率、平均每人有害廢棄物產生量、固體廢棄物衛生掩埋比

率等 10 項。 

13. 電信服務與創新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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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每十萬人連網數、每十萬人行動電話數、每十萬人

市內電話數等 3 項。 

14. 運輸層面 

包括每十萬人高運量公共運具營運里程數、每十萬人輕

運量公共運具營運里程數、平均每人搭乘公共運具旅運人次、

平均每人自用汽車數、通勤學旅次使用綠運具比率、平均每

人機車數、每十萬人自行車道公里數、每十萬人交通事故死

亡人數、直飛商用航空出境架次等 9 項。 

15. 都市計畫層面 

包括每十萬人綠地面積、每十萬人種植樹木數、非法居

住地或違建物土地面積占城市土地面積比率、工作機會數與

住宅單位比例等 4 項。 

16. 廢水層面 

包括享有廢污水處理人口比率、廢污水未經處理比率、

廢污水經初級處理比率、廢污水經二級處理比率、廢污水經

三級處理比率等 5 項。 

17. 水資源與衛生系統層面 

包括自來水供水普及率、改善水源措施普及率、享有改

善衛生設備人口比率、平均每人每日家庭用水量、平均每人

每日用水量、平均每戶停水時間、漏水率等 7 項。 

（三）臺灣城市實施 ISO37120 的現況 

1. 臺北市 

臺北市於 2015 年 10 月 28 日註冊參與指標體系計畫，並

於 2016 年 4 月 20 日以 2014 年資料通過白金級（最高等級）

認證，為全國第 1 個入會並完成認證的城市，連續獲得四年

資料都獲得白金級認證（Platinum Award）。此系統可作為永

續發展指標、策略地圖 KPI、健康城市指標建置及設立標竿

學習城市參用，同時藉由 WCCD 開放數據平台與其他城市指

標資料比較，除提升本臺北市國際能見度外，更可進行國際

標竿學習，獲取相關資訊作為市政規劃決策之參考。而後臺

北市政府考量 WCCD 參與城市數量及規模未如預期擴張，且

會員與非會員權益，主要差異在於資料取得方式不同，於

107 年 5 月 8 日經市長簽准，自 108 年起暫停參與 WCCD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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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20 指標認證計畫。惟為蒐集更多元實用之統計資訊，可以

建置完善臺北市國際都市指標，作為城市治理、績效評估與

相互比較之參考，彙編「臺北市與國際都市 ISO 37120 指標」。 

根據 2018 與 2019 年臺北市認證指標資料近兩年相比，得

知較上期進步（增加）的指標共有 51 項，持平指標有 17 項，

較退步（減少者）共有 30 項，另有 2 項資料尚未產製。 

2. 臺南市 

臺南市與臺北市最近認證年度皆為 2018 年，其認證等級

及指標數：臺北市與臺南市同為白金級認證，皆公佈 100 項

指標。其中，臺南市登錄的基本概況，土地面積為 2,192 平方

公里，約臺北市 8.1 倍。人口數近 188 萬人，約為臺北市人

口數 7 成，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858 人，約臺北市人口密度 1

成。老年人口占城市人口比率達 15.73%，與臺北市同屬高齡

社會，較臺北市為 18.07%較低；性別比例為 99.34%，較臺北

市 90.98%略高，亦即臺南市相對為男性人口較多的城市，且

每百位女性相對臺北市多 8.36 位男性。 

以下檢附兩個城市在申請 WCCD 組織時登錄 2018 年對 ISO 

37120 指標的差異，此資訊可做為臺中市與其兩個城市比較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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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北市與臺南市在 2018 年申請 ISO37120 指標之比較（1/5） 

層面 類型 編號 指標項目 單位 
臺北市

（2019）

臺南市 與臺南

市比較數值 資料年 

重要基本指標 

4.1 人口數 人 2,645,041 1,880,906 2019 - 

4.2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271.80 2,191.65 2019 - 

4.3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9,732 858 2019 - 

4.17 老年人口占城市人口比率 % 18.07 15.73 2019 - 

4.24 性比例 男/百女 99.98 99.34 2019 - 

經濟 

核心指

標 

5.1 失業率 % 3.7 3.8 2019 優 

5.2 

產業用不動產評定標準價

格占所有不動產評定標準

價格比率 

% 20.56 31.59 2018 弱 

5.3 貧困人口比率 % 1.70 1.05 2018 弱 

輔助指

標 

5.4 全時就業者比率 % 45.51 45.88 2018 弱 

5.5 青年失業率 % 16.3 12.3 2018 弱 

5.6 每十萬人口商家數 家 8,915.85 5,541.95 2018 優 

5.7 每十萬人新專利數 件 190.29 151.87 2018 優 

教育 

核心指

標 

6.1 女性學齡人口就學率 % 99.97 95.49 2017 優 

6.2 
同一世代初等教育學生結

業率 
% 99.71 100.78 2017 弱 

6.3 
同一世代中等教育學生結

業率 
% 99.40 98.46 2017 優 

6.4 初等教育生師比 人/人 12.27 12.57 2017 優 

輔助指

標 

6.5 男性學齡人口就學率 % 99.96 94.69 2017 優 

6.6 學齡人口就學率 % 99.96 95.07 2017 優 

6.7 
每十萬人具高等教育學位

人數 
人 47,866.03 31,940.29 2018 優 

能源 

核心指

標 

7.1 平均每人住宅用電量 千瓦小時 1,761.25 1,943.79 2018 優 

7.2 合法供電人口比率 % 97.31 100.00 2018 弱 

7.3 公共建築用電量 
千瓦小時/平

方公尺 
37.14 23.58 2018 弱 

7.4 再生能源利用比率 % 9.91 1.72 2018 優 

輔助指

標 

7.5 平均每人用電量 千瓦 6,061.45 14,039.51 2018 優 

7.6 平均每戶停電次數 次 0.10 0.21 2018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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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北市與臺南市在 2018 年申請 ISO37120 指標之比較（2/5） 

層面 類型 編號 指標項目 單位 
臺北市

（2019） 

臺南市 與臺南

市比較數值 資料年 

能源 
輔助指

標 
7.7 平均每次停電時間 小時 0.79 0.27 2018 弱 

環境 

核心指

標 

8.1 
細懸浮微粒 PM2.5 濃度（日

平均） 
微克/立方

公尺 
12.9 23.8 2018 優 

8.2 
懸浮微粒 PM10 濃度（日平

均） 
微克/立方

公尺 
28.7 55.7 2018 優 

8.3 平均每人溫室氣體排放量 公噸 4.54 11.76 2017 優 

輔助指

標 

8.4 二氧化碳濃度 
微克/立方

公尺 
31.6 2.7 2018 弱 

8.5 二氧化硫濃度 
微克/立方

公尺 
5.20 11.70 2018 優 

8.6 臭氧濃度 
微克/立方

公尺 
57.3 46.6 2018 弱 

8.7 噪音污染影響人口比率 % 59.30 57.50 2018 弱 

8.8 原生物種數量變化率 % 1.38 -0.19 2017 優 

財務 

核心指

標 
9.1 負債比率 % 4.69 8.57 2018 優 

輔助指

標 

9.2 資本支出占歲出比率 % 17.9 20.0 2017 弱 

9.3 自有財源占歲入比率 % 91.92 71.89 2018 優 

9.4 稅款實徵數占查定數比率 % 97.15 97.65 2018 弱 

消防

與緊

急應

變 

核心指

標 

10.1 
每十萬人全職 

消防人員數 
人 53.57 58.23 2018 弱 

10.2 
每十萬人火災 

死亡人數 
人 0.56 0.48 2018 弱 

10.3 
每十萬人天然災害 

死亡人數 
人 0.04 0.11 2018 優 

輔助指

標 

10.4 
每十萬人義勇 

消防人員數 
人 68.17 186.69 2018 弱 

10.5 
緊急救護服務 

出勤反應時間 
分 4.19 6.10 2018 優 

10.6 火災出勤反應時間 分 4.8 7.9 2018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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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北市與臺南市在 2018 年申請 ISO37120 指標之比較（3/5） 

層面 類型 編號 指標項目 單位 
臺北市

（2019） 

臺南市 與臺南

市比較數值 資料年 

政府 

核心指

標 

11.1 最近一次市長選舉投票率 % 65.95 64.01 2018 優 

11.2 市級民意機構女性當選人比率 % 36.51 39.65 2015 弱 

輔助指

標 

11.3 市府女性員工比率 % 56.71 54.74 2017 多 

11.4 
每十萬人市府官員貪污行賄定

罪人數 
人 - 0.11 2018 優 

11.5 
每十萬人民選政府官員及民意

代表人數 
人 2.38 3.08 2015 弱 

11.6 
選舉人占法定選舉年齡人口比

率 
% 98.69 100.00 2015 弱 

健康 

核心指

標 

12.1 零歲平均餘命 歲 83.63 79.73 2017 優 

12.2 每十萬人公私立醫療院所床數 床 948.53 337.56 2017 優 

12.3 每十萬人醫師數 人 579.31 284.42 2018 優 

12.4 5 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 4.50 0.09 2018 弱 

輔助指

標 

12.5 每十萬人護產人員數 人 1,099.76 798.96 2018 優 

12.6 每十萬人心理 人 37.43 40.93 2018 弱 

12.7 每十萬人自殺死亡人數 人 12.76 17.41 2018 優 

娛樂 
輔助指

標 

13.1 
平均每人公共室內休閒空間面

積 

平方公

尺 
0.23 0.13 2017 優 

13.2 
平均每人公共室外休閒空間面

積 

平方公

尺 
52.61 1,183.26 2017 弱 

安全 

核心指

標 

14.1 每十萬人警察人員數 人 286.42 228.10 2018 優 

14.2 每十萬人殺人案件發生數 件 2.33 2.18 2018 弱 

輔助指

標 

14.3 每十萬人侵害財產案件發生數 件 213.94 197.47 2018 弱 

14.4 
警察局受理報案電話出勤反應

時間 
分 5.47 6.48 2018 優 

14.5 每十萬人暴力犯罪案件發生數 件 3.65 4.94 2018 優 

庇護 

核心指

標 
15.1 貧民區人口比率 % - - 2019 相同 

輔助指

標 

15.2 每十萬人遊民數 人 25.52 7.38 2019 弱 

15.3 未持有合法產權登記住戶比率 % 0.06 - 2018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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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北市與臺南市在 2018 年申請 ISO37120 指標之比較（4/5） 

層面 類型 編號 指標項目 單位
臺北市

（2019） 

臺南市 與臺南

市比較數值 資料年 

固體

廢棄

物 

核心

指標 

16.1 
專有定期收集家戶固體廢棄物

人口比率 
% 100.00 100.00 2018 相同 

16.2 平均每人固體廢棄物收集量 公噸 0.30 0.21 2018 弱 

16.3 固體廢棄物回收比率 % 69.11 54.93 2018 優 

輔助

指標 

16.4 固體廢棄物衛生掩埋比率 % - 0.16 2018 少 

16.5 固體廢棄物焚燒處理比率 % 30.89 44.91 2018 少 

16.6 固體廢棄物露天焚燒比率 % - - 2018 相同 

16.7 固體廢棄物露天堆置比率 % - - 2018 相同 

16.8 固體廢棄物其他方式處理比率 % - - 2018 相同 

16.9 平均每人有害廢棄物產生量 公噸 0.0035 0.1100 2018 優 

16.10 有害廢棄物回收比率 % 9.36 56.00 2018 弱 

電信

服務

與創

新 

核心

指標 

17.1 每十萬人連網數 個 140,941.92 143,072.71 2019 弱 

17.2 每十萬人行動電話數 支 150,202.62 83,930.58 2017 優 

輔助

指標 
17.3 每十萬人市內電話數 座 73,877.87 34,088.31 2017 優 

運輸 

核心

指標 

18.1 
每十萬人高運量公共運具營運

里程數 
公里 4.28 74.90 2017 弱 

18.2 
每十萬人輕運量公共運具營運

里程數 
公里 191.19 135.47 2018 優 

18.3 
平均每人搭乘公共運具旅運人

次 
人次 517.44 11.11 2018 優 

18.4 平均每人自用汽車數 輛 0.25 0.35 2017 少 

輔助

指標 

18.5 通勤學旅次使用率運具比率 % 55.20 11.20 2016 優 

18.6 平均每人機車數 輛 0.36 0.68 2017 少 

18.7 每十萬人自行車道公里數 公里 19.04 31.58 2018 弱 

18.8 每十萬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人 3.12 7.91 2018 優 

18.9 直飛商用航空出境架次 架次 31,494 777 2017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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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北市與臺南市在 2018 年申請 ISO37120 指標之比較（5/5） 

層面 類型 編號 指標項目 單位 
臺北市

（2019） 

臺南市 與臺南

市比較數值 資料年 

都市

計畫 

核心指

標 
19.1 

每十萬人綠地面積 
公頃 529.54 9,192.02 2017 弱 

輔助指

標 

19.2 每十萬人種植樹木樹 株 4,038.31 23,304.79 2017 弱 

19.3 
非法居住地或違建物土地面積

占城市主土地面積比率 
% 0.41 - 2018 弱 

19.4 工作機會數與住宅單位比例 個/宅 2.00 1.45 2018 優 

廢水 
核心指

標 

20.1 享有廢污水處理人口比率 % 84.83 43.20 2018 優 

20.2 廢污水未經處理比率 % - - 2018 相同 

20.3 廢污水經初級處理比率 % 100.00 100.00 2018 相同 

20.4 廢污水經二級處理比率 % 64.57 100.00 2018 弱 

20.5 廢污水經三級處理比率 % 0.73 - 2018 優 

水資

源與

衛生

系統 

核心指

標 

21.1 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 99.79 99.07 2018 優 

21.2 改善水源措施普及率 % 100.00 99.07 2018 優 

21.3 享有改善衛生設備人口比率 % 100.00 99.93 2015 優 

21.4 平均每人每日家庭用水量 公升 201 265 2018 優 

輔助指

標 

21.5 平均每人每日用水量 公升 338 400 2018 優 

21.6 平均每戶停水時間 小時 0.43 0.00 2018 弱 

21.7 漏水率 % 12.71 9.45 2018 弱 

資料來源：WCCD 

二、臺灣永續發展指標 

臺灣永續發展指標建置肇始於 1997 年，從指標架構與項目篩選、指

標項目分類（包括經濟、環境、自然資源與社會等構面領域）、判定指標

的永續性方向、標準化指標值及選擇指標構面的權重（採取等權重）等建

置工作，至 2002 年大致完成指標架構與項目的設計與選定，並區分「海

島臺灣」與「都市臺灣」兩大永續發展指標系統（黃書禮，2002 年）。並

於 2003 年起計算各子架構指標項目值，並加總各子架構指標項目值成為

三個綜合指數（包括回應、壓力與現狀綜合指數），作為檢視臺灣整體永

續發展的進展。海島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是依據 PSR 架構所建立，其

指標構面與項目如表 3.1-4 所示，壓力構面下再區分社會與經濟壓力兩項

子指標系統；現狀構面下再區分環境污染與生態資源兩項子指標系統；回

應構面的指標項目則沒有予以區分。 

然而，分析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群，發現大部分指標「因果關聯性」並

不完備，有必要重建指標系統與項目，提升參考指標架構完整性及國際相

容性。因此，李堅明等人論文建議應刪除不適宜指標，再納入國際組織或

先進國家採用之指標項目，重建臺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架構與指標項目。

首先、將永續性構面區分大氣、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與廢棄物四大領域，

並將回應、壓力及現狀指標重新予以歸類，使得各領域自成一個完整 P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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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其中，指標項目分類主要依據有二：（1）在現有指標架構下予以重

新分類（滿足各構面架構的 PSR），其指標關聯性已由前文因果檢定所確

認；（2）刪除無因果關係指標，並增添部分符合國際經驗，且經模擬分析

確認，可以提高指標系統藕合性之指標項目。表 3.1-5 顯示之臺灣永續發

展指標新架構，容易追蹤各項回應政策與壓力及現狀指標的績效，此外可

加強指標間的相關性與因果性，避免指標間的獨立性，喪失指標間的互動

與回饋性；應可提高臺灣永續發展的落實與績效展現，以及政策回饋機制

的建立（李堅明等人）。 

表 2  海島臺灣永續發展指標構面與項目 

構面 指標項目 

壓力 

社會壓力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量、檳榔種植面積、公害陳情案件受理統

計、癌症死亡率、傳染病感染率、失業率 

經濟壓力 

每人國產水泥生產量、每戶家庭擁有電腦比率、農藥消費量

產農產產值比率、製造業用水量占製造產業值比率、資源耗

用型產業生產價值占製造業生產價值比率、製造業勞動生產

力指數、能源使用密集度 

現狀 

環境污染 
二氧化碳排放量、PSI 平均值、受輕度以下污染河川比率、水

庫品質、廢棄物資源回收率、低放射性固化廢棄物成長率 

生態資源 

非自然資源生產地面積比、天然海岸比例、未受損失森林面

積比、耕地總面積比、單位努力漁獲量、生態敏感地、有效

水資源 

回應 

環保生態預算支出、政府鼓勵防治污染及資源回收財稅措

施、國際公約於國內落實程度、環境影響評估完成審查案件

比例、污水處理率、制定禁用或嚴格限用的化學品數量、環

保標章是用量、民間團體與政府參與生活環境改造計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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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灣永續發展指標架構之分類修訂建議表 

臺灣永續發展指標 

永續面結構 壓力 狀態 回應 

大氣 

人均使用量 

能源使用密集度 

資源耗用型產業生產

價值占製造業生產價

值比率 

PSI 平均值 

二氧化碳密集度 

環保生態預算支出 

政府鼓勵防治污染及資源回

收財稅措施 

服務業附加價值占工業附加

價值比率 

自

然

資

源 

水資源 

製造業用水占製造業

生產價值比率 

農業消費占農產產值

比率 

人均用水量 

農業用水密集度 

受輕度以下污染河川

比例 

水庫品質 

有效水資源 

環保生態預算支出 

環境影響評估完成審查案件

比率 

污水處理率 

海洋資源 

單位努力漁貨量 每年重要漁業物種捕

獲數 

天然海岸比例 

政府漁業資源復育支出 

林業資源 

檳榔種植面積 耕地總面積比 

生態敏感地 

環保生態預算支出 

山坡地違規使用查報與取締

案件 

土地資源 
土地開發案件 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

數 

環境影響評估完成審查案件

比率 

人力資源 

失業率 

癌症死亡率 

傳染病感染率 

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

數 

醫療保健支出 

政府教育訓練支出 

廢棄物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量

每戶家庭擁有電腦的

比率 

公害陳情案件受理統

計 

廢棄物未處理量累積

量 

低放射性固化廢棄物

成長率 

廢棄物資源回收率 

政府鼓勵防治污染及資源回

收財稅措施 

制定禁用或嚴格限用化學品

數量 

環保標章列管種類數 

國際公約於國內落實程度 

西元 2012 年《里約+20 會議（第三屆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通過

決議，研擬可接續千禧年發展目標（MDG）的新發展議程。經過兩年半由

下而上密集的協商，於西元 2015 年通過涵蓋「地球」、「人類生活」、「繁

榮」、「和平」與「夥伴關係」五大面向，共計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Goals）

以及 169 個具體細項目標（Targets）。由圖 3.1-12 架構顯示永續發展目標

的根本目的，乃是希冀打造一個可在地球環境可乘載限度之下，滿足社會

必備需求的經濟模式（Rockström & Sukhdev, 2016）。因此，世界各國都會

參考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之願景，提出在地優先性的永續發展目標。

以日本為例，許多城市提出「涵蓋社會各群體的全面培力」、「邁向健康與

長壽」、「開創市場、鄉村活化與科技創新」、「永續與具韌性的土地利用，

推動高品質的基礎設施」、「節能、再生能源、氣候變遷因應措施與循環型

社會」、「生物多樣性、森林、海洋等環境的保全」、「和平與安全、安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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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實現」、「永續發展目標推動配套制度」等八大聚焦領域。而德國於

2017 年提出的德國永續發展策略之中，也從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中，篩選

出 36 項對該國最為重要的細項具體推動目標，進而研擬適當的具體子目

標。 

臺灣擬定永續發展目標的過程，乃是於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於西元 2016 年 11 月第 29 次委員會議時，決議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研擬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而各單位主責部會於西元 2017 年 10 月份針對西

元 2020 年為時間點，提出具體目標與對應指標，並同時舉辦北、中、南

公民論壇，以及藉由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蒐集各方意見加以修正。於

西元 2017 年 11 月 20 日永續會第 30 次委員會議中，就此初稿進行討論

後，委員會決議再啟動經第 2 階段公民參與，於西元 2018 年 4~5 月舉辦

第 2 階段公民論壇，除邀請各方利害相關人提出修正建議外，更藉由會議

直播更廣泛的蒐集公共意見。爾後立基於所蒐集的意見，各單位主責部會

進一步提出西元 2030 年的具體目標與對應指標，並經由各個工作分組中，

進行跨部會協調以及專家諮詢，並提送永續會工作會議中討論。各部會亦

會參考 TWI2050 所提出的六大轉型行動，反覆修正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最終各部會綜合國際趨勢、國內需求、專家建議與公民意見，確認提出核

心目標。並依循「2050 世界願景（The World in 2050）」，此國際重要的永

續發展研究旗艦計畫轉型行動之建議，在此提出六大轉型領域：「強化人

力資源能力」、「循環經濟」、「能源轉型加速去碳化」、「永續食農系統與生

態保育」、「智慧城鄉」與「永續導向的數位化革命」（圖 3.1-13）。而各主

責部會研擬出各核心目標中的具體策略以及對應指標後，經由一系列的

專家與公共諮詢，由表 3.1-6 顯示共有 18 項核心目標以及 143 項具體目

標，並就各對應指標提出西元 2020 年與西元 2030 年之目標值，與國際研

究所提出轉型領域以及推動永續發展目標落實所需的政策工具，互相呼

應（圖 3.1-14）。藉此促使永續發展目標鑲嵌至各項政策議程，並呼應國際

社會的趨勢提出創新的作為，逐步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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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同心圓結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 Rockstrom & Sukhdev, 2016 

 

圖 5 TWI2050 六大轉型領域 

資料來源：TWI2050, 2018 



18 

 

 

圖 6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與轉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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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灣永續發展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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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媒體雜誌永續指標 

國內《今周刊》媒體進行「2020 年六都永續城市調查」與第三方獨立

民調機構「時勢（Trend Sight）」共同合作，與綠色和平基金會擔任專家顧

問，評比六都政策的積極度與透明度，最後綜合評比出「最佳永續發展城

市」獎，評估內容是以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為基礎，透過數據指標、

民意調查及政策積極透明度三面向評分，本調查範圍是結合數據指標、民

意調查結果與專家評論，評比總分計算方式為 50%×數據指標+40%×民意

調查+10%×專家建議評分。民意調查則委託時勢公司，依 2020 年政府最

新人口統計，進行性別、年齡配置樣本，並以網路問卷之形式，六都各電

話訪視 350 份（信賴水準 95%，抽樣誤差±5.24%），共 2,100 份有效回答。

此外，問卷調查時間為 8 月 7 日～8 月 28 日，正值高雄市長罷免補選，

由於新任市長陳其邁於 8 月 24 日才上任，市民評比的對象應該前任市長

成果。《今周刊》作為第一個評比地方政府執行永續發展目標的媒體，希

望可以從更長遠的城市藍圖來審視目前各都施政作為，而不只著眼於一

時首長的「施政滿意度」，舉辦「2020 年六都永續城市調查」之目的，是

希望透過政策數據的檢視評比，期待六都愈來愈進步，讓市民生活在一個

更乾淨、平和與友善的城市裡。 

在臺灣六都永續城市評比分為社會力、經濟力及環境力，綜合評比結

果，第一名為新北市、第二名桃園市、第三名則為臺北市。若以社會力排

名，第一名為新北市、第二名桃園市、第三名則為臺中市。經濟力排名第

一名為桃園市、第二名新北市、第三名則為臺南市。環境力排名第一名為

新北市、第二名桃園市、第三名臺中市。其中在問卷調查中在各項問題，

比較新北市及臺中市的市民對市府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滿意度，結果如

下： 

（一）政府想要投入更多資源推動環境永續，六都市民每年願意支付的

金額（新北市 28.0%）、（臺中市 28.9%） 

（二）六都市民對政府在推動節能減碳的整體表現之態度（新北市

42.6%）、（臺中市 38.3%） 

（三）六都民眾對政府治安維護措施表現之態度（新北市 33.4%）、（臺

中市 25.4%） 

（四）六都市民對商業市場景氣活絡程度之態度（新北市 61.7%）、（臺

中市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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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眾對於家庭收入是否足夠支付目前所居住城市物價所需之態

度（新北市 74.3%）、（臺中市 68.6%） 

（六）六都民眾對政府施政最滿意之領域統計（新北市 61.1%）、（臺中

市 47.1%） 

（七）六都民眾對政府是否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之態度（新北市 54.3%）、

（臺中市 48.9%） 

（八）六都民眾對政府促進市民健康及醫療服務表現之態度（新北市

48.6%）、（臺中市 35.7%） 

（九）六都民眾對政府在推動環境永續的整體表現之態度（新北市

32.0%）、（臺中市 23.7%） 

（十）六都民眾對政府在推動社會福利的整體表現之態度（新北市

41.4%）、（臺中市 32.6%） 

四、三種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的比較 

 ISO37120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指標 國內媒體雜誌 

面向 18 個 18 個 3 個 

指標數目 46 個 143 個 48 個 

計分方式 

已做登錄為主，強調

自我城市或標竿城市

做比較 

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制定，多增加的 18 個目

標，即非核家園 

數據指標占 50%、民意

調查 40%、專家政策評

分則占 10% 

指標有設定

2030 目標值 
無 有 無 

評價等級 
依照 WCCD 分為五個

等級 
沒有 強調六都之比較 

評論 

經由各城市參與建立

社具資料庫，可以長期

追中或城市間互相比

較參考 

不適合做為城市間的參

考，較適合國家整體發展

的成果比較。 

評分方式除指標比較

外，再加上民眾訪問及

專家評估，客觀性較

低，較有新聞傳播效果 

五、研擬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之指標 

由於國際上各城市建置永續發展目標之指標，並沒有固定的標準與

數目，綜合推薦永續發展目標之代表性指標，至少要考慮以下幾點： 

（一）符合國際上城市發展的建議指標 

（二）符合在地民眾的需求 

（三）符合市長施政的重點與城市發展方向 

（四）要能夠有準確計算方法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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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有對應的行動方案及經費預算 

（六）要有負責執行的單位與資料來源 

這些參考的準則，可用於與各局處討論時建議的指標。 

永續性指標（Sustainability Indicator）定義為環境、經濟或社會系統的

可測量方面，可用於監視與人類和環境福祉的永續發展相關的系統特徵

的變化。如何選擇指標的標準？可參考以下的準則： 

（一）與目標族群的利益相關，能反映出改善社會和環境條件，以及經

濟繁榮的機會。 

（二）具有清晰度，可理解性和透明度方面對目標受眾有意義。 

（三）有測量技術和可驗證性的目標，同時考慮到區域，文化和社會經

濟差異。 

（四）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進行基準測試和監視，以及有關如何提高性能

的決策。 

（五）可做為全面評估永續發展目標的進展情況。 

（六）在不同的地點或社區中能保持一致，使用適當的規範化和其他方

法，來說明其多樣性。 

（七）在高效率經濟發展下，操作不繁瑣，可以現有數據收集為基礎。 

另外，綠皮書（NRC，2011 年）指出，指標應具有以下屬性： 

1. 可行的，可以採取實際步驟解決影響因素。 

2. 可推廣和可擴展，以便它們可在區域、州或地方級別適應。 

3. 可做世代間比較，反映了不同世代之間成本和收益的公平分

配。 

4. 實用性，具有長期相關性。 

目前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尚未與全部局處共

同討論永續發展目標之指標，尚無法做出最後決議，預定安排 20 場與市

府各局處一起討論研商，原則上是由永續低碳辦執行長帶領專家學者及

負責同仁，親自到各局處拜會各局處首長、負責窗口主管及承辦人，共同

討論該局處在永續發展目標之核心指標，並考量該核心指標的意義及其

代表性，以展現民主尊重與多元方式，增加市政府各局處參與制定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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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之計畫。因此，在尚未有具體結論提出各局處推薦之核心指

標前，研究團隊先參考國內外城市推薦永續發展目標之核心指標，以作為

臺中市政府推動永續發展目標計畫之參考。 

表 5 推薦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之核心指標（1/7） 

SDG 類別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 單位 專責局處 可行性

SDG1 
低收入戶 

的人口比例 

（低收入戶人數/臺中市總

人數）×100 % 
% 

社會局 

（救助） 
推薦 

SDG1 
戶數五等位所

得差距倍數 

第 5 分位組可支配所得/第

1 分位組可支配所得 
倍 

業務執行機關：勞工局 

資料提供機關：主計處 
可參考

SDG3 
18 歲以上吸

菸率 

依據國健署「成人吸菸行

為調查」調查結果 
% 

衛生局 

（健管科） 
推薦 

SDG3 
癌症篩檢陽追

率 

（各癌症陽性個案完成追

蹤數÷本市各癌症篩檢為

陽性個案數）×100﹪ 

% 
衛生局 

（健管科） 
可參考

SDG3 
法定傳染病發

生率 

（法定傳染病發生件數÷

每十萬人口）×100% 
% 

衛生局 

（疾管科） 
推薦 

SDG3 
成人定期運動

率  

平均每周固定三次運動比

率% 
% 

衛生局 

（健管科） 
推薦 

SDG3 
社區親子服務

人次成長率 

【（當年度服務人次－去

年度服務人次）÷去年度

服務人次】x100% 

% 
社會局 

（托育科） 
可參考

SDG3 

65 歲以上長

者憂鬱篩檢服

務量 

65 歲以上長者憂鬱篩檢服

務量=今年度 65 歲以上老

年篩檢數/前一年度 65 歲

以上老年人口數 x100% 

% 
衛生局 

（心衛科） 
推薦 

SDG3 無菸環境建置
本市自行公告之禁菸場域

數量 
處 

衛生局 

（健管科） 
可參考

SDG3 
18 歲以上 男

性嚼檳榔率 

依國健署「成人吸菸行為

調查」及「健康危害因子

監測調查」調查結果 

% 
衛生局 

（健管科） 
推薦 

 

  



24 

 

表 5  推薦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之核心指標（2/7） 

SDG 類別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 單位 專責局處 可行性

SDG3 長者衰弱介入比率 

衰弱篩檢結果為異常長者之運

動介入人數/衰弱篩檢結果為異

常之長者人數 

% 
衛生局 

（健管科） 
可參考

SDG3 癌症標準化死亡率 

標準化死亡=【（年齡別死亡率×

標準組年齡別人口數）】/標準組

總人口數×標準組總人口數以

2000 年世界人口年齡結構為標

準 

人/十萬

人口 

衛生局 

（健管科） 
推薦 

SDG3 標準化自殺死亡率 

標準化自殺死亡率＝【Σ（年

齡別自殺死亡率  x 標準年齡

別人口數）】/標準總人口數 

人/10

萬人 

衛生局 

（心衛科） 
推薦 

SDG3 

65 歲以上民眾接

受成人預防保健服

務利用率 

65 歲以上民眾接受成人預防保

健服務人數/65 歲以上總人口數

×100 % 

% 
衛生局 

（健管科） 
推薦 

SDG3 
兒童疾病的感染免

疫措施 

完成接種疫苗兒童數/應接種疫

苗兒童數 
% 

衛生局 

（疾管科） 
推薦 

SDG3 

落實長者照護服務

（公共托老中心累

計設置家數） 

推動公共托老中心累計設置家

數 
家數 

衛生局 

（高長科） 
推薦 

SDG3 

銀髮俱樂部及老人

共餐響應點累計總

數 

處數 % 
社會局 

（老人科） 
可參考

SDG3 
長期照顧服務提供

涵蓋率 

（長照十年 2.0 服務使用人數 /

推估失能人口－（外籍看護工

使用人數+入住機構人數） 

% 
衛生局 

（高長科） 
推薦 

SDG3 
長期照護資源使用

人數 
長期照護資源使用人數 人數 

衛生局 

（高長科） 
推薦 

SDG3 
每萬輛機動車輛死

亡人數 

（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

數）/（每年年中機動車輛數）

×10,000 

人 警察局 推薦 

SDG4 學生體適能評估 
（學生規律運動人數÷總學生

數）×100% 
% 教育局 可參考

SDG5 
婦女參與成長活動

人次成長率 

（今年度婦女參與公部門辦理

成長活動人次－去年度婦女參

與公部門辦理成長活動人次）÷

去年度婦女參與公部門辦理成

長活動人次）×100% 

% 

衛生局 

勞工局 

原民局 

教育局 

社會局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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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推薦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之核心指標（3/7） 

SDG 類別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 單位 專責局處 可行性

SDG6 污水處理率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專用

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建築物污

水設施設置率 

% 
水利局 

（污計） 
推薦 

SDG6 雨水管理設施 

雨水下水道建設率 x0.3+清淤

維護妥善率 x0.5+（當年度已

申請之透水保水量/當年度預計

施作透水保水量）x0.2 

% 水利局 推薦 

SDG7 
再生能源設置容量

成長率 

公式今年再生能源設置容量-

去年再生能源設置容量）/去年

度再生能源設置容量 x100% 

% 經發局 推薦 

SDG7 人均年用電量 
該年度非營業售電量/年中人口

數 
度/人年

環保局（低

碳） 
推薦 

SDG7 

 

服務業戶均年用電

量 

服務業年用電量÷服務業抄表

用戶數 
度/年戶 經發局 可參考

SDG8 失業率 失業者/勞動人力×100 % % 

業務執行機

關：勞工局 

資料提供機

關：主計處 

推薦 

SDG8 求職就業成長率 
有效求職就業人數÷新登記求

職人數 
% 勞工局 可參考

SDG9 
大眾公共運輸系統

成長率 

（本年度載客次-去年度載客

人次）/去年度載客人次 x100%

（x 載客人次=本市境內捷運站

人次+本市市區公車載客人

次） 

% 交通局 推薦 

SDG9 
公共自行車使用人

次 

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使用人次

（不含河濱租賃系統） 
人次/年 交通局 推薦 

SDG9 
公共運輸 

乘客人數 

公車、鐵路、捷運等公共運輸

之乘客人次 
人次/年 交通局 推薦 

SDG9 
平均每萬人所擁有

之自行車道長度 

平均每萬戶所擁有之自行車道

長度 

km/ 

萬人 
交通局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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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推薦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之核心指標（4/7） 

SDG 類別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 單位 專責局處 可行性

SDG9 
臺中市低底盤

公車普及率 

（今年度低底盤公車數量÷城

市公車總量）×100% 
% 交通局 推薦 

SDG9 

都市更新案提

供公益性空間

面積數 

含協助開闢公益設施+留設開

放空間+人行步道+基地內通

路等面積數 

平方公尺 都更處 可參考

SDG11 
工商業家數成

長率 

（本年度工商業總家數-前一

年度工商業總家數）÷前一年

度公商業總家數 

% 經發局 可參考

SDG11 

細懸浮微粒年

平均濃度

（μg/m3） 

本市手動空氣品質監測站之

年平均值（依據空氣品質標

準計算） 

（μg/m3

） 

環保局 

（空品） 
推薦 

SDG11 
空氣品質不良

率 

空氣品質不良率（%）=空氣

污染指標（AQI）值>100 日

數/空氣品質監測之有效日數

x100% 

% 
環保局 

（空品） 
推薦 

SDG11 
居住扶助涵蓋

率 

（租屋補貼及購屋補貼戶數+

公益住宅提供戶數）/全市戶

數 

% 城鄉局 可參考

SDG11 
環境認證競賽

里參與率 

每年參與環境認證競賽里數/

臺中市總里數（1,032 里） 
% 

環保局 

（環衛） 
可參考

SDG11 

每人出席藝文

展演文化活動

次數 

（本年度藝文展演文化活動

的總參與人次） ÷ （本年度

市民總人口數） 

次數 
文化局 

（秘書室） 
推薦 

SDG11 

環境教育服務-

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 

通過認證的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總家數 
家數 

環保局 

（規劃） 
可參考

SDG11 
道路交通事故

死亡率 

（1）（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人口數 ÷ 每萬人口數） 

×100﹪ 

（2）（12 歲以下道路交通事

故死亡人口數 ÷ 每萬人口

數） ×100﹪ 

（3）（65 歲以上道路交通事

故死亡人口數 ÷ 每萬人口

數） ×100﹪ 

% 警察局 推薦 

SDG11 火災發生率 
（去年度火災發生次數/每萬

戶）x100% 
% 

消防局 

（火災調查

科）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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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推薦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之核心指標（5/7） 

SDG 類別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 單位 專責局處 可行性

SDG11 
都市化 

面積擴張率 

〔（都市地區該年總面積-都市地

區前一年總面積）/（都市地區前

一年總面積）〕×100 % 

% 城鄉局 可參考

SDG11 

都市內每人享

有公園綠地面

積 

全市綠地面積/全市人口數  城鄉局 推薦 

SDG11 

有害事業 

廢棄物 

再利用率 

申報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量/申

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總產生量× 100 

% 

% 
環保局 

（事廢）
推薦 

SDG11 
人均公園綠地

比 

（都市計畫公園/綠地/廣場/兒童

遊樂場/體育場用地）面積/本市

人口數 

平方公尺/

每人 

農業局 

（景觀

處） 

推薦 

SDG11 

平均每人 

每日垃圾 

清運量 

年度垃圾總清運量/指定清除地區

戶籍人口數/年度日數 

公斤/ 

人日 
環保局 推薦 

SDG11 資源回收率 
資源回收量/（垃圾量+資源回收

量+廚餘量） 
% 環保局 推薦 

SDG11 

因天然災害導

致人類傷亡人

數 

每年因自然災害而死亡、失蹤和

受傷之總人數 
人 

消防局 

（整備應

變科） 

推薦 

SDG11 
溫室氣體人均

排放量 

該年度溫室氣體淨排放量（含碳

匯量）/年中人口數 

公噸 CO2e/

人 

環保局 

（低碳

辦） 

推薦 

SDG11 
環境影響評估

監督合格比率 

（監督次數-處分情形總計次數）

/監督總次數 
% 

環保局 

（規劃

科） 

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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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推薦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之核心指標（6/7） 

SDG 類別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 單位 專責局處 可行性

SDG11 
騎樓人行道整平

成長率  

人行道空間比率路兩側人行道

面積（不含騎樓）÷本市道路總

面積（平方公尺/平方公尺）

x100% 

% 工務局 可參考

SDG11 

道路養護（修補

坑洞）處理時效

執行比率 

未逾時修補件數/實際需修補件

數×100 % 
件數/件數 工務局 可參考

SDG12 
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 

（本年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年消

費者物價指數）/上年消費者物

價指數×100 % 

% 

勞工局 

資料提供機

關：主計處

可參考

SDG12 
臺中市校園有機

蔬菜需求量 

每周有機蔬菜需求量（公斤/

週） 
公斤 

主政：農業

局 

協辦：教育

局 

推薦 

SDG12 
有機耕種 

的面積 

依法證明之有機農產品驗證機

構，所驗證有機農產品生產面

積之加總 

公頃 農業局 推薦 

SDG15 
森林覆蓋之土地

面積比 
森林區占非都市土地面積比 % 農業局 推薦 

SDG15 
特定外來植物覆

蓋面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公務

統計報表「外來植物物種覆蓋

率-小花蔓澤蘭」 

平方 

公里 
農業局 推薦 

SDG16 
社區志工防疫工

作參與度 

每年度本市各區公所動員社區

志工協助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或

衛教宣導活動場次 

場次 衛生局 可參考

SDG16 犯罪發生率 
（犯罪發生件數 ÷ 每十萬人

口）x100% 
% 警察局 推薦 

SDG16 刑案破獲率 
（刑案破獲數÷刑案發生數） 

×100% 
% 警察局 推薦 

SDG16 
運用監錄系統破

獲率 

運用監錄系統查獲刑案數/全般

刑案查獲數 x100% 
% 警察局 可參考

SDG16 

公開資料（Open 

Data）指標（資

訊的透明度） 

提供服務次數：使用者透過

APP 等加值應用，介接至本府

資料開放平台資料集查詢，每

使用介接服務查詢 1 次，計為 1

人次 

人次 研考會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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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推薦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之核心指標（7/7） 

SDG 類別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 單位 專責局處 可行性

SDG17 
居民擔任志工

人數成長率 

【（當年度人數－去年度人

數）÷去年度人數】x100% 
% 

社會局 

（社區

科） 

推薦

六、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此報告收集收集國際標準組織發布 ISO37120、臺灣永續發展

目標、及國內媒體今周刊雜誌評估永續城市三個不同系統的

架構，分析比較各種系統建置及指標種類之差異。 

2. 在這三個系統各有其特點，ISO37120 是以永續城市當作評價

之重點，是以 18 各構面，46 個指標為範圍，可將城市分成五

個等級，其中臺北市在過去四年都得到 WCCD 最高白金等級，

臺南市在 2019 年也得到白金等級。若要使用 ISO37120 則必

須加入申請 WCCD 組織，提報 46 項指標數據，以作為其評

價的標準。 

3.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是由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在 2018

所公佈最新版，總共有 18 個構面，143 個指標，主要內容是

參考聯合國 SDGs 所制定，其中多增加非核家園的面向，因

此適合一個國家層級的方式，推動永續發展目標，且有制定

2030 年各項指標的目標值，適合國內各城市參考選擇其中部

分的指標來使用。 

4. 另外，國內媒體雜誌今周刊也提出永續城市評估方式，將永

續城市分成三大構面，48 個指標，其內容範圍沒有 SDGs17

個目標廣泛，評價機制又加上民眾電話訪視及專家學者來計

分，較適合媒體評估縣市首長對永續城市的滿意度調查。 

5. 臺中市要研擬永續發展目標的構面及指標，必須考量盧市長

的政策與民眾的需求，各局處可根據中長程的目標，以作為

制定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核心指標之參考，並根據在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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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人口成長、環境品質、社會發展、氣候變遷、醫藥衛

生等施政方針，提前規劃創新的發展策略與方向，引領臺中

市政府進行前瞻性與永續性的轉型。 

（二）建議 

1. 增加臺中市府各局處同仁對永續發展目標內涵的認知與理解，

參與低碳辦舉辦各種工作坊及教育訓練課程，以配合研擬永

續發展目標的構面及指標。 

2. 臺中市政府各局處首長經由此次研擬 VLR 報告時，研擬永續

發展目標的構面及指標，可加強與所屬同仁思考該局處未來

中長程計畫發展的方向及目標，配合盧市長的施政白皮書，

研擬出前瞻性的規劃及策略。 

3. 低碳辦經由製作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的自我檢視報告（VLR）

之際，成立專責永續委員會，加強市府各局處共同推動永續

發展目標的計畫，以提升市府在永續發展目標的施政成果。 

4. 由於製作自我檢視報告（VLR）是長期執行永續發展目標的計

畫的報告，除向國際社會宣示臺中市致力於永續發展目標的

計畫，更是落實讓臺中市所有市民與民間團體周知，共同一

起努力推動臺中市永續發展的目標。因此，持續與民間組織

與民眾的溝通及宣播，建立由下向上參與的永續發展機制，

更是市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 

5. 為提升市府各局處執行永續發展目標的計畫，展現盧市長施

政的績效，可與市府研考單位合作，增加建置管考追蹤系統，

定期檢視或評價永續發展目標的指標變化，以做為臺中市政

府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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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 

第一場次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 

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1/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蘇委員

義淵 

1. VLRs 報告的準備是透過當地政府分享推

展永續發展目標的進展與實務經驗，透過

透明、可信賴的方式落實國家永續發展目

標，是為了要跟國家自願檢視（Voluntary 

Nation Review, VNRs）報告銜接，協助國

家達成永續發展。而新進永續發展的四大

項目已經將原本的「社會、經濟、環境」

三大永續發展擴展成「社會、文化、經

濟、環境」等四大目標。首先敘明。 

2. 韌性城市措施的乾旱應對措施部分。 

(1) SGD 6 部分：建議可以多增加市政府

平時推動使市民取得乾淨水與衛生服

務的措施。因此應該可以揭露、說明

市政府與自來水公司共同鋪設自來水

管線並提高自來水供應普及率、更換

自來水管線、阻止漏水、建立水撲

滿、下水道鋪設、雨水道鋪設、污水

處理廠建設、推廣洗手設備等常備措

施，並提供相關發展數字為佳。因為

Q-water 淨水設施並非是常備設施，而

是應變缺水或洪災時的暫時過濾設

施，可以另外被歸類為應變措施。 

(2) 聯合國 SDGs 網站中有提出應變

COVID-19 的應變建議，本篇報告有與

時俱進，殊值肯定。 

感謝委員指導，目前主要依據

聯合國 2015 年發表《翻轉世

界：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之

17 項 SDGs 目標之涵蓋面向

（環境、社會、經濟）進行論

述，也同步與其他已發表 VLR

之城市論述一致，未來也會依

據聯合國面向之發展進行滾

動式修正。 

(1) 依據委員建議並請相關

局 處 評 估 及 研 議 關 於

SGD 6 市民取得乾淨水與

衛生服務的常態措施及

因應乾旱的應變措施。 

(2) 感謝委員肯定，未來也將

持續依據規劃方向精進。

(3) 目前調整及規劃 COVID-

19 專章並將重點聚焦於

防疫應變措施，至於常態

性業務則會列入臺中市

永續發展目標檢視及成

果章節中呈現並依據委

員建議調整內容。 

(4) 依據委員建議調整內容，

亦會將常態教育成果展

現論述於 SDG4 呈現，另

數據部分後續會以圖像

化方式編排呈現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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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2/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蘇委員

義淵 

(3) SDG 3 部分：環保局、家庭防疫新生

活運動、紓困方案與市場分流部分也

是過於著重在 COVID-19 的應變措

施。建議應該要補充疫前到現在都有

常態實施的業務，並檢討是否有所提

升到市府預計達成的發展目標。 

(4) SDG 4 部分：優質教育部分亦是過於

強調疫後的應變措施。缺乏常態的政

策推動方式介紹與成果展現。例如終

身學習部分應該可以呈現相關人數與

課程推動成果的數量與普及度。另建

議可以用圖表方式呈現成果與發展趨

勢。 

(5) SDG 8 部分：勞工紓困措施部分亦過

於集中在疫後的應變措施。建議同

上，應該增加平時的措施及成果。 

(5) 因章節重點為防疫專章，

因此以紓困等應變措施

為主，相關的常態經濟措

施目前已列於 SDG8 中論

述。 

3. 亮點政策部分： 

(1) SDG 5 的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部

分。在報告第 22 頁中呈現的優化男女

廁所比例之政策推動，只有提及性別

平等。但是在提升婦女權力部分亦僅

有提及市長是六都中唯一女性，但似

乎跟「賦予婦女權力」無關。建議應

增加市政府的局處首長男女比例、臺

中市各機關單位、區長的男女比例等

數據跟統計，方能符合「賦予婦女權

力」之要求與內涵。 

(2) 建議水湳低碳智慧示範園區的水資源

回收與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的計畫與政

策內容，以及臺中綠美圖中水使用方

案等可以跟韌性城市部分結合。 

(3) 第 23-24 頁之 SDG 8 部分建議跟第 21

頁結合。 

(1) 因本市性平重點著重於友

善環境，後續會依據建議

進行內容調整。 

(2) 依據委員建議，將水資源

相關段落依據 SDG6 目標

進行整併。 

(3) 21 頁主要是因應疫情的紓

困措施專章、23-24 頁的水

湳的市場驗證與服務合作

計畫，後續會依據委員建

議調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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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3/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蘇委員

義淵 

(4) 第 25 頁的 SDG 9、SDG 11 才是跟亮點

政策有關，建議與水湳低碳智慧示範

園區的建設有關，建議結合。 

(4) 會 依 據 委 員 建 議 進 行 結

合。 

4. 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檢視及成果，內容正

確、成果豐碩。建議可以增加圖表與統計

資料。以便符合 VLRs 關於透明、可量測之

要求。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5. SDG 2 的報告有統計資料，建議可以增加

圖表，方便讀者閱讀並增加印象。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6. SDG 3 的報告有統計資料，建議可以增加

圖表，方便讀者閱讀並增加印象。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7. 建議可以把網路教學、網路設備建置的政

策與措施寫到此一部分。疫後的應變措施

也可以一並列入。 

將與教育局處研商及評估。 

8. 建議可以把抗旱措施列入。並且可以說明

臺中市政府推動水撲滿等計畫與措施。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內容調整

並與水利局處研商及評估。 

9. SDG7 的報告有統計資料，建議可以增加圖

表，方便讀者閱讀並增加印象。 

後續排版會將表格轉為圖像

化。 

10.  建議將「水湳低碳智慧示範園區」的措施

列入，蓋因行政院已把科學園區列為關鍵

基礎設施。 

臺中市水湳低碳智慧示園區

已被行政院列入科學城低碳

智慧環境基礎建置之前瞻建

設，為本市積極推動重大建

設，因此規劃專章進行論述。

11. 第 98 頁以下的 SDG 10，有提及客家文化

與偏遠地區民眾權益提升。但建議增加原

住民的權益保障提升政策與措施。 

依據委員建議增加相關論述。

12. 第 92 頁以下的 SDG 11 永續韌性城市的規

劃，建議增加水利、防洪設施的建置蓋因

水利法以及修法並增加「逕流分擔，出流

管制」專章，建議市政府可以增加應對該

新修法專章的應對方式與措施，描述臺中

市興建滯洪池或雨水排水道等防洪設施或

是法規修訂等成果。 

將與水利局研商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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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4/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蘇委員

義淵 

13. 第 135 頁以下的 SDG 13 氣候行動，建議

可以把推動綠色能源的成果換算成減量成

果（再生能源增加的電力可以換算成減碳

的成果），並且把減量成果列為本市之氣

候行動之一。並建議增加圖表。另建議臺

中市政府應實施碳盤查，把市政府大樓本

體的節電與減碳成果列入報告，以為表

率。 

將與環保局研商及評估。 

14. 第 142 頁以下的 SDG 16 和平、正義及健

全制度部分，除消費者爭議調解之外，建

議增加各區調解委員會完成調解的案件數

量與成果。 

將與法制局研商及評估。 

15. 第 163 頁的氣候行動計算方式，建議把溫

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的盤查方法（ISO 

14064、ISO14065）列入計算方式之中。 

將與環保局研商及評估。 

16. 第 165 頁以下附件二的指標與各頁報告中

的指標，都缺乏基準年的設定與對照點。

建議可以增加基準年或相關標準，以資對

照、比較。 

考量附件二以呈現 SDGs 目

標、指標與計畫對應為主軸，

關於基準年資訊已於內文呈

現。 

17. VLR 報告建議可增加 2020 至 2030 之目標

說明，並以圖表呈現進展狀況或進展路

徑，建議可多增加圖表的呈現。 

依據委員建議，後續會透過圖

像化方式呈現。 

18. 建議臺中市 VLR 報告可加入臺中市對於

減碳相關之自治條例以及動保、氣候變

遷、碳減量之相關執行法案，將臺中市所

執行之政策以簡表或其他方式露出於 VLR

報告中，以增加臺中市在法制上推動 VLR

之成效。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與研

議。 

陳世偉

委員 

1. 建議在目錄之後增加圖目錄及表目錄，然

後在目錄之後，以摘要方式放將臺中市盧

市長施政主軸亮點及特色成果值得拿出

來與世界各國城市分享，這些亮點與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哪幾項是互相契合

呼應的，讓外界拜讀臺中市自我檢視報告

時就可由摘要抓出想看到的重點。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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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5/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陳世偉

委員 

2. 部分指標設定之未來精進作為，較為抽象

不具體，較難釐清係透過何項工具 或手

段 達 成 所 設 定 之  KPI （ 如  SDGs 

Targets1.4、SDGs Targets5.c）。 

將與社會局研商及評估。 

3. SDGs Targets8.3，以策略性產業招商為政

策工具，加速投資落地，惟指標「累計訪

廠家數」之設定（第 77 頁），2021~2030 年

均為累計 25 家，是否代表自 2021 年以

後即無須增加訪廠?又如何逐步提升招商

實績?建請釐清。 

將與經發局研商及評估。 

4. SDGs Targets17.16，以辦理「國際交流場

次」為指標，建議可增列「交流之國家數」

或「國際組織數」或建立「姊妹市」或「友

好城市」等為 KPI，以提升整體措施之完

整度。另 SDGs 17 範圍亦包含國內區域

合作或建議可以臺中市之優勢為基礎，思

考如何發揮中臺灣龍頭的影響力，區域合

作擴及臨近縣市的可能性。 

將與秘書處研商及評估。 

5. 部分目標設定之具體指標與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之指標相同，其 KPI 可參考訂定，

建議不宜與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指標之

KPI 差距過大。（如 SDGs Targets8.5「身障

生就業率」2021 年設定為 35%，於臺灣永

續發展目標中之指標為「大專校院身心障

礙學生畢業一年內就學就業率」2020 為

50%（差異 15%）。 

局處提報之目標會考量可行

性進行提報，標準是否與臺灣

永續發展目標指標之 KPI 一

致，將與各局處研商及評估。

6. 部分目標設定之具體指標數較少，建議未

來持續推動過程逐步檢視可新增之具體

指標及其量化目標值。 

依據委員建議作為未來各局

處之調整與精進方向。 

7. 本報告設定各項指標之未來推動方向（指

標），是否足以突破臺中市於經濟面、環

境面及社會面三大面向所面臨之各項困

境（第 10 頁），短、中、長期之規劃為何?

建議可再行對照檢視。 

有關臺中市於經濟、環境及社

會三大面向所面臨之各項困

境，已擬定各項指標之未來推

動方向，並訂定短、中、長、

其目標於本文中論述，未來會

進行滾動式調整，以利突破各

項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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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6/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陳世偉

委員 

8. 第 3 頁「永續發展 5P 原則及永續發展目

標」圖中地球、人類、繁榮、和平、夥伴

關係等 5 項原則，各原則似貫穿大部分

UNSDGs，不知該圖分類出自於何文件或

文獻? 

5P 圖取自 UN DES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另依據李永展博

士的期刊文章”經濟前瞻變

革議程：SDGs 的行動十年論

述”194 期，描述 SDG 1 到 SDG 

6 的人類、SDG 7-SDG 11 的繁

榮、SDG 12-15 的地球、SDG 16

的和平及 SDG 17 的夥伴關係，

將此資訊合併於圖中重製而

成。 

9. 第五章的標題「臺中市韌性城市措施及亮

點政策檢視」似無法清𥇦表達與永續發展

目標的關係。在第 5 章之前，本報告介

紹臺中市的發展策略架構，包括願景、臺

中市永續發展三大目標、十二大施政發展

策略，卻未見「韌性城市」的說明與內涵。

本章無法看出本章內容與前面十二大施

政發展策略的關聯性，似乎為該市近期推

動的重要成果與永續發展目標的關聯性，

建議適度修改本章標題，或與第六章整

合。 

依據委員建議評估及研議調

整方向。 

10. 建議開頭可以市長的話帶出，並由市長簽

屬，更可展現高層對永續發展之重視及組

織內部對此議題未來發展所凝聚之共識。

可參考自願檢視報告撰寫指引範例。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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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7/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陳世偉

委員 

11. 緒論部分，目前揭露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

介紹，可評估改為國際推動背景；與現行「貳、

臺中市概述」之「三、臺中市在地特色」國內

推動背景進行整併。 

依據委員建議會再評估與調

整章節名稱。 

12. 建議可在”貳、二、臺中市永續發展推動組

織”或”陸”列出各項施政主軸或指標所對

應負責推動的業務單位。 

規劃在後續附件中呈現施政

重點計畫、指標與主責局處

之對應。 

13. 針對”伍”建議成果部分，可輔以圖表、照片，

增加可讀性。 

後續排版會進行圖像化呈

現。 

14. 針對”陸”，所列各核心目標中揭示（三）過

去成果及未來目標，建議應補充說明計算公式

與數據來源，若能與（二）精進作為對應為佳。

陸的章節內容主要呈現局處

施政重點計畫與成果說明，

內容已有相當多的資訊，後

續會調整將指標的計算與數

據資料增列於附件中呈現。

15. 整體論述完整，惟利害關係人的參與為聯合國

的重點項目，此部分可再補充強化。 

今年主軸以強調亮點政策、

防疫抗旱與各局處 SDGs 成

果為主，建議未來有更多利

害關係人加入再進行專章說

明，亦可作為明年精進方向。

16. 附件一列出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建議可一併

補上 新數據、基礎值與年度目標，可供利害

關係者，快速掌握對應每個核心目標之量化成

果與回應 2030 年之目標狀況。 

 

委員的附件圖示中，有呈現

政策說明，但內容敘述較多，

故規劃於內文呈現，後續會

輔 以 數 據 圖 像 化 並 增 加

SDGs Goals, Targets 對應，其

餘資訊，如:指標定義、未來

目標值等資料，則依據委員

建議整併於附件呈現。 

17. 後定稿版除了中文版本之外，建議也需要英

文版本一併對外發表。本報告 發表後對於明

年（2022 年）縣市長選舉亦有宣傳及加分效果，

另建議市府爾後每 1-2 年可配合縣市長新的施

政方向目標，重新改寫或修正臺中市政府自我

檢視報告書，以迎合時代潮流趨勢。 

今年預計於 9 月發表，規劃

先以中文版進行發表，英文

版則規劃於 12 月底前上傳

IGES，後續 1-2 年依據縣市

長新的施政方向進行滾動式

修正。 

18. 建議可從目前已有之指標目標中選擇市府政

策亮點做重點凸顯介紹。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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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8/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陳世偉

委員 

19. 建議韌性城市之篇章可增加除 COVID-19

及抗旱以外之相關天災對應措施，以因應

多變之氣候變化及災害。 

目前會調整章節並納入今年

主要面臨的 COVID 19 疫情與

乾旱災情因應內容，未來會依

據臺中市面臨的災情增列應

對方式，並滾動式修正報告。

20. 建議可新增臺中永續推動專門委員會之

相關架構圖，以凸顯臺中市與其他縣市在

永續推動委員會之組成的不同之處。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修正。 

21. 建議可於摘要或市長的話篇章重點介紹

或凸顯市長政策。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修正。 

22. 建議可於中文版 VLR 報告完成後亦推出

英文版 VLR，便於臺中市接軌國際。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修正。 

23. 建議 VLR 報告發表之前，應由秘書長以

上層級之長官開會並做 後的增修討論

及定稿，以求報告更加精密。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修正。 

24. 臺中市朝陽科技大學及中國醫藥大學曾

榮獲行政院永續獎，建議可將此兩校對於

永續發展相關研究於 VLR 報告中進行內

容補充，可作為臺中市特色推廣。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及研

議。 

彭啟明 

委員 

1. 對於 SDG 6 乾旱的處理，只有 Q-Water，稍

嫌薄弱，建議應考量臺中水資源之特殊性，

考量地下水與地表水同時的分配試算操

作，建立一個發展模式，才能因應未來旱

象，建議可擴大討論研討，並讓市民了解

參與，從節水、開發水資源妥善利用方式

進行。 

將與水利局研商及評估。 

2. 建議電動車量的增加與獎勵措施，宜更明

確化，尤其過去已有相當好之成果，應主

動設定目標進行，而非僅有充電站數量。

將與交通局、環保局研商及評

估。 

3. 低碳認證宗教場所，建議可以更積極，朝

向乾淨或零碳廟宇為目標。 

將與民政局研商及評估。 

4. 2050 淨零碳排應更積極對外承諾，參與國

際的零碳都市聯盟而努力。 

今年 1/18 已簽署氣候緊急宣

言，承諾 2030 朝向無煤城市，

市府目前也持續進行節能減

碳的相關政策、措施與法令推

動，期望朝向零碳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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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9/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彭啟明 

委員 

5. 傷亡數量較無感，建議可以更具體方式與量

化有感數據進行。 

依據委員建議並與相關局

處評估指標之調整。 

6. 可積極參考新北市的作法，積極參與國際合

作方式進行。 

將與秘書處研商及評估。 

7. 應鼓勵本市企業進行碳盤查，推動整體供應

鏈減碳才更有效。 

本市皆有持續在每年度之

CDP 調查進行碳揭露與盤

查，未來可依據委員建議，

擴大至企業，作為未來 VLR

精進方向。 

8. 應提出一個總表，進行量化的亮點比對，才

能提出 2030-2050 願景目標。 

會再與業務單位討論評估

是否增列量化總表。 

9. 抗旱專章：Q-water 設備無法解決旱災所有

問題，建議應增加如何用地下水或地面水來

調節旱災問題，以一個願景的方式敘說。 

依據委員建議請水利局進

行評估及研議。 

10. 臺中市在電動車的方面做得很好，建議

VLR 報告中不要只用數字或比例描述電動

車之政績，可用更淺顯易懂之方式讓市民大

眾簡單理解。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調整。 

11. 臺中市在低碳宗教場所的部分做得很好，此

為一個很好的政績，建議可以標語或淺顯易

懂之口號廣傳給市民大眾。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及

研議。 

12. 4 月 22 日為地球日，目前臺灣執政團隊表

示全球之淨零碳排目標即為臺灣淨零碳排之

目標，而美國首相拜登亦提出 2030 年美國

去碳化，此為一值得效仿之願景。建議臺中

市在淨零碳排之相關政策宣導可擴大進行，

增加淨零碳排之相關承諾於報告書中。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及

研議。 

13. 臺灣近兩年因交通事故而傷亡之數量比例較

高，建議可提出一個相對比例。另可製作精

簡版及詳細版供不同行政單位及市民閱讀使

用，精簡版數字建議可精簡呈現，再由精簡

版滾動修正詳細版本之報告書。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及

研議。 

14. 建議臺中市可效仿新北市，增加國際合作之

次數。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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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10/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彭啟明 

委員 

15. 建議臺中市政府可於報告中納入現已進行碳盤查

之相關中小企業之相關資訊，以凸顯臺中在地執

行碳排放之亮點。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

估及研議。 

16. 未來可規劃一區來詳細解釋詳細內容，並可以拍

攝願景廣告的方式來宣傳臺中市 SDGs 願景，與

市民進行深入互動。 

目前已有規劃 VLR 宣

導影片，另也規劃針對

學生族群進行 SDGs教

育影片宣導，至於深入

各區互動部分，未來會

依據委員建議方向進

行評估。 

溫委員

麗琪

（書面

審查） 

1. 請描述相關成果指標，不是很清楚 P.30 的指標

為何？2020 年＝11.08％。同樣地，P.32 2019 年

為 49％，P.33 2020 年＝5.56％，P.39 

2019=93%…。 

該指標為「脆弱家庭個

案參與家庭社區支持

服務涵蓋率」，後續會

調整於數據上方以便

閱讀。 

2. P.64 淨水及衛生部分，指標為 3％以下，完全無

法瞭解其意義。 

該指標為「飲用水不合

格率」，後續會調整於

數據上方以便閱讀。 

3. P.67 再生能源使用率，2019 年＝10.8％，2020

年反而降低 5.8％，代表再生能源使用率很容易

受到水利影響，而未來氣候變遷影響下，缺水

將成為常態，可能需要思考替代方案。 

依據委員建議，再與相

關局處評估其他再生

能源擴建及推動方案。

4. P.75 以臺中市生活資訊平台 APP 累計下載次數

成長率、臺中電影節活動參與人成長率、協拍

件次年成長率、藝文活動參加人次、以及旅宿

業住宿總人數作為 SDG8 的相關指標是否適切，

值得討論。 

會再與經發局、新聞

局、文化局、觀旅局等

相關局處研商指標之

適切性。 

5. 目標 SDG11（永續城鄉建構具包容、安全、韌

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有 32 個指標作為永續城

市的績效指標，非常廣泛，然而，如上題所

示，請參考聯合國的核心指標作為聚焦，可比

較的指標為主。 

會再與相關局處研商

指標之適切性。 

6. 目標 SDG12（責任消費及生產促進綠色經濟，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為有責任的生產與

消費行為，應著重在和產品的環境表現有關的

指標，如產品碳足跡等指標才能夠有所對應，

減碳量應列在 SDG13。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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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11/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溫委員

麗琪

（書面

審查） 

7. SDG14（保育海洋生態保育及永續利用

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

海洋環境劣化）指標，2021、2025、2030

各年度的目標都一樣，恐有誤植現象。 

將與農業局處研商及評估。 

王委員

精文 

（書面

審查） 

1. 每個指標都以過去、未來呈現，沒有現

在。 

目前將 2021 年視為未來目標，

後續會再評估與調整適切呈

現方式。 

2. 報告書第 17 頁，12 大施政發展策略*SDGs 

目標關聯建議用二維矩陣表格呈現對應，

以盤點 12 大施政發展策略涵蓋那些 SDGs

目標。 

依據委員建議納入評估考量。

3. 報告書內 SDGs Targets X.X 未詳述，也無

169 項具體目標（Targets）的列表，建議

至 少 要 有 一 項 ， 否 則 並 不 清 楚 SDGs 

Targets1.2….是甚麼及市府政策作為跟

Targets 之間的聯結。 

考量目前內容訊息量多並也

參考國內 VLR 作法，規劃以呈

現數字對應較簡潔易閱讀，後

續也會再評估適切的表達方

式進行調整。 

4. 未來努力方向應有具體執行方案，包含可

能的投入及量化數據成果。 

相關的具體執行方案與量化

數據成果已於內文中呈現，文

末的未來推動方向為整體性

的永續發展方向。 

5. 可增加頁首頁尾標示:「臺中市地方自願

檢視報告」及相對應章節。 

後續依據委員建議透過排版

處理。 

6. 文字敘述可多搭配相關照片。 後續依據委員建議透過排版

處理。 

7. 增加圖表的呈現:簡化文字敘述，更容易

閱讀。 

後續依據委員建議透過排版

處理。 

8. 增加 SDGs 對應:  

（1）. 第 9 頁「臺中市與永續發展相

關組織及推動歷程」:可增加對應之

SDGs 項目。  

（2）. 第伍章節「臺中市韌性城市措施

與亮點政策檢視」:第 18 頁可增加「韌

性城市措施與永續發展目標關聯彙整

表」，簡單呈現本章節所有政策項目與 

SDGs 的關聯性。 

（1）依據委員建議修正。 

（2）依據委員建議調整內容

及增加 SDGs 關聯性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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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12/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王委員

精文 

（書面

審查） 

9. 聚焦臺中市 VLR:参之二「國內外 VLR 

檢視及臺中市 VLR 推動」章節，在第 13

頁已經有整理出「國內城市 VLR 特色比

較圖」，因此第 11 頁 VLR 報告及國內已

發表 VLR 城市相關敘述可簡化，讓本章

節更聚焦於臺中市 VLR 做法。 

依據委員建議修正。 

10. 凸顯質、量化成果:第陸章節「臺中市永

續發展目標檢視及成果」 

（1）. 可加強重要的量化成果呈現。  

（2）. 在每項 SDGs 下方可增加檢視目

標與亮點成果彙整表，以「SDGs1 消除

貧窮」舉例說明如下： 

 

依據委員建議評估適切表達

方式。 

郭憲文

教授 

1. 建議可從目前現有之指標及目標精簡內

容並呈現臺中市施政亮點做重點呈現，

以便國際能清楚了解臺中的發展。 

依據郭教授建議進行評估及

研議。 

2. VLR 報告可參照臺中市都發局之 2050 市

政規劃，接續 2030 年進行規劃，都發局

逾期報告中提到之「韌性城市」、「綠色

城市」等，皆可與永續發展目標做聯

結。 

依據郭教授建議進行評估及

研議。 

3. VLR 報告建議可減少文字說明，增加流

程圖及架構圖。 

依據郭教授建議進行文字圖

像化之調整。 

4. 臺中市推動 VLR 報告之組織為特別設立

之獨立組織「臺中市政府推動低碳城市

辦公室」，現改為「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

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而非像其他城

市為特定局處，此為臺中市之特點，可

善加推廣。 

依據郭教授建議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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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13/13）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郭憲文

教授 

5. VLR 報告之內容編撰可參考都發局 2050

願景計畫中下鄉考究之執行，可通過與

NGO 團體及學校等機關之聯繫，增加臺

中市地方亮點。 

後續會依據郭教授建議進行

評估與調整內容，另也規劃針

對學生族群製作 SDGs 教育宣

導影片，以增加參與度及作為

亮點。 

6. 臺中韌性城市除了旱災之對應之外，建

議可增加水災和其餘災害等對應方式，

在調適部分可增加部分內容，並持續監

測改善報告內容。 

目前規劃聚焦於今年較嚴峻

之 COVID 19 疫情與乾旱災害

為主，未來會依據臺中市災情

增列其餘災害因應方式，並持

續精進報告。 

7. 建議於九月成果發表會時可評估邀請國

內外專家學者、社會公民及學校等一同

參與。 

依據郭教授建議進行評估及

研議。 

8. 建議可與臺中市大專院校執行永續發展

相關之院所聯繫並進行資料蒐集，可作

為臺中市永續發展推動成果。 

依據郭教授建議進行評估及

研議。 

9. 建議 VLR 報告格式應調整為：（1）先介

紹 SDGs 永續發展 （2）介紹臺中市 

（3）臺中市政策亮點…等順序進行調

整。 

依據郭教授建議進行評估並

研議適切調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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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 

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1/5）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王委

員精

文 

(一)文字、編排、寫作的修正建議 

1. P.1 目錄頁，如只一頁，可不編頁碼，超過一頁，

則須跟主內文不同頁碼呈現，例如：目錄頁用羅

馬數字、主內文阿拉伯數字。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2. P.2（1）市長照片須較為活力、有幸福感，非證件

大頭照。（2）放入市長親筆簽名。（3）市長的

話，內容建議再重新順過，段落重點不夠清楚，

內容跳來跳去的，如：第三段永續發展推動成果

只寫一項 2021 完成捷運綠線通車，就寫未來要完

善的、第四段多元共融後接 COVID-19。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3. P.3 標題【貳、臺中市永續發展施政亮點績效】建

議改成【貳、臺中市施政亮點永續發展績效】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4. P.3 及 P.4 標題建議順序調整，先放參、永續發展

目標介紹，再放貳、臺中市施政亮點永續發展績

效。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5. P.6 人口結構描述內容需再通順： 

原文：本市設籍人口自 2010 年 12 月 25 日臺中縣

市合併，總人口數由 264 萬 8,419 人，已成為全國

第二大城市。統計至 2021 年 6 月達 282 萬 9,930

人，呈現正成長，其中又以社會增加率 多。 

建議修改為：本市 2010 年 12 月 25 日臺中縣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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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2/5）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王委

員精

文 

併，當時設籍人口總數 264 萬 8,419 人。2017 年 7

月達 277 萬 8,182 人，首度超越高雄，正式成為臺

灣第 2 大都市。統計至 2021 年 6 月 282 萬 9,930

人，持續正成長，其中又以社會增加率 多。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6. P.6 人口結構圖為 2021 年 3 月，內文為 6 月，建議

統一月份，且年份統一用西元或民國年。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7. P.7 性別、族群都為人口結構，應同幼年、青壯

年、老年，在（二）人口結構下，或是幼年、青

壯年、老年也另外下標號。族群分布應可不用再

寫總人口數了，性別分布就沒有寫總人口數，建

議一致。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8. P.10 臺中富市 3：前店、後「廠」、自由港，內文

為「廠」，圖片為後「場」。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9. P.14 外移人口增加，是指移入還是移出人口？ 此處為人口移入會導致

資源使用量上升，確保

不同群族、文化、年齡

及性別獲得平等的資源

及福祉。 

10. 本報告之照片選擇建議符合內容。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11. 本報告標題順序建議前後一致，如「經濟、社

會、環境、」或是「環境、經濟、社會」。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12. 內容確認後，有關用字遣詞建議可再潤飾，增加

文字深度及溫度。 

依據委員建議增加相關

論述。 

（二）強化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

會在 SDGs 推 

1. P.2 報告中的願景是：幸福永續，富市臺中，但臺

中市政府官網的為：富市臺中，新好生活。

（https://future.taichung.gov.tw/#Home），建議再調整

是要相同或是加上：富市臺中，新好生活，幸福

永續等。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2. P.12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

會，何時設置？臺北 2004 年、新北 2003 年都有揭

露在 VLR 中。 

依據委員建議增加相關

論述。 

3. P.13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

會，每半年召開一次，半年是否足以？臺北每季

一次、新北每 4 個月一次。 

依據委員建議增加相關

論述。 

4. P.19 可矩陣式呈現，檢視 12 大政策與 SDGs 的對

應清楚市政重點優勢及是否有缺口，示例、參考

如下（尚須美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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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3/5）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王委

員精

文 

 

考量附件二以呈現依據

委員建議進行評估與研

議。 

5. P.17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

組織架構，7 個組別的主辦局處是？ 

依據委員建議增加相關

論述。 

6. 報告中宜強化呈現整體市府施政與 SDGs 的策略性

架構與聯結性。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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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4/5）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王委

員精

文 

 

彭委

員啟

明 

1. 建議報告完成後，可製作圖卡或標語，針對不同

的族群，以民眾有感的方式，加深未來 2030 年臺

中市永續發展目標之印象。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2. 建議可再增加淨零排碳。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3. 因臺中電動車環境方便，建議可增加「2030 年公

務車輛或垃圾車等汰換為電動車或環保車輛」。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4. 有關離岸風電基地，建議可納入產業鏈結，加深

市民有感度。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5. 有關本報告之數據，建議可放在網路上供市民參

考及評估。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6. P.23 有關過去及未來議題，建議重新調整。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陳委

員世

偉 

1. 本報告（VLR）之編撰經過市府各局處團隊的努

力，相當具有可看性，也呈現了臺中市政府施政

主軸及特色亮點，值得肯定。建議市府自我檢視

報告定稿後，也要發行英文版本，有助於外國城

市及友邦閱讀學習。 

感謝委員肯定，本市

VLR 報告英文版將會

於今年完成並登錄聯合

國網站。。 

2. P.2 首長的話提出“朝向 2030 年 PM2.5 降至 12 微克

的目標邁進”；建議標註單位完整呈現

“μg/m3”。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3. P.13 之永續發展推動專責單位之組織架構部分，

建議在七個分組下可以對應 P.12 之市府內的負責

局處，以明確分工跟執掌之對應。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4. 有關文字內容，建議請重新校稿。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5. 有關淨零排放可先納入本報告。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6. 建議修改 VLR 報告書內容的 SDG Logo，此 Logo

屬於聯合國智慧財產權，圖及文字請再重新校

正。 

將與秘書處研商及評

估。 

7. 有關國際間城市夥伴關係，建議本報告完成後，

可向國際組織推出臺中市亮點。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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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意見及辦理回覆情形彙整表（5/5） 

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蘇委

員義

淵 

1. 簡報 P.13 目前未有科學證據證實熱島效應、乾旱

及淹水是氣候變遷之主要原因，建議修正。 

依據委員建議修改。 

2. 報告未有氣候變遷措施，建議可加入減碳數值。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3. P.41 建議可納入簡易自來水。 依據委員建議，再與相

關局處評估簡易自來水

方案。 

4. 目前各區公所皆有調解委員會，相關數據建議可

納入本報告，亦可調查臺中法院數據一併納入。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溫委

員麗

琪

（書

面審

查） 

1. P.4 永續發展施政亮點績效可以納入循環經濟，臺

中市環保局所推動的「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

渣資源化產品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要求公共工程

使用替代粒料至少 100%，是非常合乎循環經濟的

SDG12，且其優異表現遠勝過其他縣市，值得描述

進來。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2. P.4 同樣地，招商促進投資六都第一等指標，就比

較不那麼綠色經濟！綠色經濟產業發展指的是低

碳經濟和循環經濟，因此，建議除再生能源裝置

之相關產業發展說明外，應著重於低碳產業和循

環經濟產業的推動描述。因此也建議後續 SDG8 的

描述適當修改。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3. P.15 同上原因，經濟面的說明宜強調發展低碳產

業和循環產業的挑戰為主要重點。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4. SDG12 代表的是生產和消費模式的永續性，其中

更將循環經濟的符號做為此一項目的代表，因

此，可強調企業的責任及臺中市對於循環經濟

“再生料使用比例的要求”創造市場做為亮點描

述外，另外如果有針對企業的排放資料減少的趨

勢描述，那就更切合主題了。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5. SDG13 氣候行動，主要是強調氣候減緩和氣候調

適的努力與成果，換言之，應該有效說明臺中市

的排放減量活動成果和氣候風險評估和調適策

略，建議更聚焦於 GHG 溫室氣體相關議題。 

依據委員建議進行評估

與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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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統計資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 

統計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1 消

除貧窮 
1. 布 建 家 庭

社 區 支 持

服務計畫 

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

礎，建構跨體系協力網絡，發

展「強化多重問題家庭的整合

性服務」，將介入焦點從個人

到家庭並瞭解個案未被滿足

需求，進而發展個別及專精化

服務，並結合社區網絡資源，

布建家庭社區支持服務，回應

脆弱家庭多元複雜需求，讓社

會福利中心為家庭築起安全

防護網。 

1. 脆 弱 家 庭

個 案 參 與

家 庭 社 區

支 持 服 務

涵蓋率 

計算方式：參與家

庭 社 區 支 持 服 務

人數/脆弱家庭開

案 服 務 總 人 數

x100%。 

10% 
推動布建家庭社區支

持服務計畫達 10%。 
12% 

社會

局 

SDG1 消

除貧窮 

2. 兒 少 教 育

發展帳戶 

以積極性救助及社會投資理

念，透過儲蓄帳戶模式，針對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至年

滿 18 歲列冊之低（中低）收入

戶或長期安置之兒童及少年，

鼓勵按月長期儲蓄，培育儲蓄

的習慣，每人每年最高自存 1

2. 兒 少 教 育

發 展 帳 戶

申 請 開 戶

率 

定義：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至年

滿 18 歲列冊之中

低（低）收入戶或

長 期 安 置 之 兒 童

及少年。 

56% 已完成進度。 55% 
社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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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萬 5,000 元，政府再相對提撥

同額款項，為孩童累積未來教

育及發展基金，增加未來接受

高等教育及生涯發展機會。 

計算方式：每年實

際申請開戶人數/

每 年 符 合 計 畫 資

格人數 X100%。

SDG1 消

除貧窮 
3. 脫貧計畫 

本市辦理多元脫貧方案，鼓勵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藉由參

與本市相關脫貧措施，結合並

強化公私部門跨域合作，透過

轉介協處機制之資源連結，積

極陪伴並提供多元支持，培力

弱勢家戶實現累積資產、教育

投資、就業自立及社會參與等

目標，期能達到促進參與協助

方案之對象倍增，協助弱勢族

群逐步回到穩定安全生活正

軌。 

3. 低（中低）

收 入 戶 參

與 脫 貧 措

施涵蓋率 

計算方式：參與脫

貧措施人數/低（中

低 ） 收 入 人 數

*100%。 

4.71% 

110 年因疫情配合政府

防疫措施停辦「臺中市

弱勢家庭親子活動-大

手牽小手陽光之旅」，

爰受益人數減少。 

6% 
社會

局 

SDG2 消

除飢餓 

4. 保 障 消 費

者 安 全 蔬

果 加 強 批

發 市 場 農

藥攔檢 

為提供市民可享用安全、充足

之農產品，保障食的安全，落

實供應鏈中每一環節的安全

把關，提升農產品供貨人自主

用藥管理，於農產品批發市場

設置質譜儀，相較傳統生化

法，可以更快速且精準檢驗蔬

果用藥種類及殘留量，攔截不

4. 批 發 市 場

農 產 品 用

藥 不 合 格

率 

定義：依批發市場

現 場 隨 機 抽 驗 農

產 品 用 藥 不 合 格

比率。 

5.03% 

110 年 4 月至 11 月臺中

果菜批發市場質譜儀

檢驗不合格率平均為

5.03%。為落實農產品供

應鏈中每一環節安全

把關，將持續進行農產

品農藥殘留抽驗。 

10% 
農業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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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當用藥之農產品流入市面並

確實銷毀；另針對檢驗不合格

之供應人訂出規範，累計檢驗

不合格次數達 2 次者停止供

貨，達 3 次檢驗不合格將廢除

其供應人資格，健全批發市場

功能。 

SDG2 消

除飢餓 

5. 為 確 保 永

續 發 展 的

糧 食 生 產

系統 

為提供市民可享用安全、充足

之農產品，保障食的安全，落

實供應鏈中每一環節的安全

把關，提升農產品供貨人自主

用藥管理，於農產品批發市場

設置質譜儀，相較傳統生化

法，可以更快速且精準檢驗蔬

果用藥種類及殘留量，攔截不

當用藥之農產品流入市面並

確實銷毀；另針對檢驗不合格

之供應人訂出規範，累計檢驗

不合格次數達 2 次者停止供

貨，達 3 次檢驗不合格將廢除

其供應人資格，健全批發市場

功能。 

5. 施 用 有 機

質 肥 料 面

積 

定義：農民申請施

用 具 肥 料 登 記 證

有 機 質 肥 料 之 面

積。 

至 110 年

12 月 20

日完成國

產有機質

肥料補助

核銷面積

計 2213.1

公頃。

110 年度國產有機質肥

料推廣計畫尚在執行，

目前各受理單位陸續

將申請補助資料送局

審理核銷，需完成核銷

後方可統計最後推行

面積。 

7,600 公

頃 

農業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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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2 消

除飢餓 

6. 強 化 食 品

業者登錄 

本局持續依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推動本市食品業者登

錄，掌握業者資訊，有效執行

輔導及稽查管理，維護市民食

品安全及健康，並有助於推動

SDG2 之消除飢餓 

6. 食 品 業 者

登 錄 家 數

成長率 

定義：以 2020 年食

品 業 者 登 錄 家 數

為 基 數 （ 27,412

家）。 

計算方式：（年度

食 品 業 者 登 錄 家

數-2020 年食品業

者登錄家數）/2020

年 登 錄 家 數

X100%。 

13.8% 

截至 110 年 11 月止，本

市完成登錄之食品業

者家數為 31,183 家，成

長率 13.8%。 

15% 
衛生

局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7. 孕 產 婦 兒

健 康 關 懷

服務 

配合國民健康署推動「周產期

高風險孕產婦（兒）追蹤關懷

計畫」，針對孕產婦具健康風

險因子（如：吸菸、喝酒、藥

物濫用、心理衛生問題、多胞

胎、妊娠高血壓、妊娠糖尿病

等）、社會經濟危險因子（如：

未滿 20 歲、低/中低收入戶、

受家暴未經產檢等）、母親孕

期全程未作產檢個案之新生

兒，提供自產前至產後 6 個月

之追蹤關懷服務。 

7. 嬰 兒 死 亡

率 

計算方式：（當年

嬰兒死亡數/當年

活 產 嬰 兒 數 ）

×1,000。 

0‰ 

110 年嬰兒死亡率尚未

公布。 

持續推動產前檢查，並

結合本市 13 家醫療院

所辦理「周產期高風險

孕產婦（兒）追蹤關懷

計畫」，提供產前至產

後 6 周的追蹤關懷服

務，提升母嬰健康。截

至 110 年 11 月止，共收

案 548 案，服務對象以

社會經濟因子個案為

多數（占 55%）。 

2.5‰ 
衛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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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未來除強化部門跨域合作，也

透過婦產科醫療院所、衛生所

及社群媒體（FB、LINE）管道

宣導適齡婚孕、懷孕「5 要」

及「5 不」健康守則，共同照

護母嬰健康，降低高危險妊娠

合併症風險及嬰兒早產發生

率，孕育健康下一代。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8. 潛 伏 結 核

全 都 治 計

畫 

針對高風險族群（如接觸者、

長照機構住民及工作人員、糖

尿病、血液透析、矯正機關…

等），提供丙型干擾素釋放試

驗（IGRA）即早找出潛伏結核

感染陽性個案並提供潛伏結

核感染治療，以降低後續結核

病發病風險。 

8. 結 核 病 發

生率 

計算方式：（結核

病新案發生數/年

中 人 口 數 ）

*100,000。 

0% 

110 年結核病發生率之

中央統計數據尚未公

布。 

28.40%
衛生

局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9. 愛 滋 感 染

者服藥 

連結醫療體系協助愛滋感染

者及早治療，透過衛教輔導感

染者規律服藥的重要性，強化

服藥之正確認知，增加感染者

服藥動機，排除服藥困難，降

低體內愛滋病毒量，避免因未

規則服藥產生抗藥性，以穩定

生活，降低傳染風險，因此以

9. 愛 滋 感 染

者 服 藥 比

率 

計算方式：（有至

少 1 次服藥紀錄之

存 活 且 未 離 境 之

本 市 本 國 籍 愛 滋

感染者/存活且未

離 境 之 本 市 本 國

籍 愛 滋 感 染 者 ）

*100%。 

94.1% 

截至 110 年 11 月止，本

市列管愛滋感染者服

藥比率為 94.1%。 

93% 
衛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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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愛滋感染者服藥比率增加至

95%為 2030 目標。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10. 推 動 長 青

學苑計畫 

長輩透過學習，由被照顧者的

角色轉變為自我照顧的角色，

鼓勵社區長輩走出家門，參與

社區活動，實現「活到老、學

到老」之精神，藉以拓展老人

學識領域，提高長輩晚年生活

品質，並預防減緩失能失智情

形，有助於確保高年齡層的長

輩健康與福祉。 

10. 長 輩 參 與

長 青 學 苑

人次 

定義：以長青學苑

平 均 每 年 50,000

受益人次為基準。

計算方式：長青學

苑 受 益 人 次 每 年

成 長 1,000 人 次

（當年受益人次-

前年受益人次）。

54,443 人

次 

為提供本市老人再進

修及社會參與機會，本

市長青學苑由各區公

所主責辦理，以提高就

近學習之便利性，讓長

青學苑深入社區中，發

展多元且具在地特色

之課程，吸引長輩更加

投入參與課程，達到終

身學習及活躍老化之

目標。 

110 年共辦理 1,016 班課

程，上下學期受益人次

共計 5 萬 4,443 人次，

其中男性 1 萬 3,978 人

次、女性 4 萬 465 人次。

51,000 人

次 

社會

局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11. 身 障 共 融

幸 福 倍 增

計畫 

地落實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因此提供

適宜、多元之社區化服務與照

顧，達到平等參與、社區照顧

11. 身 障 社 區

式服務（社

區 日 間 照

顧 、 小 作

所）據點數

定義：身障服務據

點達成數數量。 
42 處 已完成進度。 40 處 

社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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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及社會共融。本市將盤點各區

域需求，爭取經費增設服務據

點，支持身心障礙者能夠落實

自我選擇，在社區居住生活，

有助於確保身障者的健康與

福祉。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12. 長 期 照 顧

十 年 計 畫

2.0 

對於失能長者之服務，提供完

善的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並積

極布建服務據點，2021 年 3 月

長照服務涵蓋率為 48.62%，已

為六都第一，未來 2030 年將透

過宣導及長照中心、服務單位

積極開發潛在個案，以提升服

務涵蓋率至 65%。 

12. 長 照 服 務

使用比率

計算方式：使用長

照服務/推估長照

需求人數*100%。

50.16% 

截至 110 年 11 月止，長

照 服 務 使 用 人 數 為

43,608 人，長照服務使

用比率為 50.2%。 

50% 
衛生

局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13. 長 照 即 時

通 APP 

有長照服務需求者，除撥打長

照服務專線 1966 申請外，本市

新增下載行動 APP，可線上一

指申請長照服務、查詢核定項

目及額度使用情形，隨時掌握

家人使用服務的情形，並提供

最新長照服務資訊，考量失能

者因行動不便，需要長照交通

接送，APP 未來將結合本市長

照交通接送服務，以人工智慧

13. 長 照 即 時

通 APP 涵

蓋率 

計算方式：當年度

長照 APP 下載率/

當 年 度 長 照 服 務

使用人數*100%。

47.8% 

截至 110 年 11 月止，

APP 累 積 下 載 量 達

16,942 人 次 ， 涵 蓋 率

47.8%。 

25% 
衛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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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導入 APP 擴充功能，提供家屬

及個案線上預約長照交通服

務，協助服務單位以更簡便的

方式與家屬、個案聯繫，簡化

行政流程。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14. 長 者 到 宅

及 定 點 心

理 諮 詢 服

務 

針對本市有情緒困擾及高風

險民眾由專業心理師提供心

理諮詢服務，以 2020 年心理諮

詢服務量為基準值（3,600 人

次），為了提升市民心理健康，

未來在本市各行政區建立可

近性心理諮詢服務，同時考量

長者行動不便，特提供到宅心

理諮詢服務，協助受到情緒困

擾民眾。 

14. 心 理 諮 詢

服 務 成 長

率 

定義：針對本市有

情 緒 困 擾 及 高 風

險 民 眾 由 專 業 心

理 師 提 供 心 理 諮

詢服務。以 2020 年

心 理 諮 詢 服 務 量

為基準值（3,600 人

次）。 

計算方式：（當年

度 心 理 諮 詢 服 務

量-2020 年服務量）

/2020 年 服 務 量

*100％。 

8.25% 

截至 110 年 11 月止，定

點心理諮詢服務共提

供 2,194 人次、長者到

宅心理諮詢服務共提

供 1,703 人次，總服務

人次共 3,897 人次，成

長率為 8.3%。 

5% 
衛生

局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15. 流 感 疫 苗

接種計畫 

針對 65 歲以上長者為流感併

發重症高危險群，每年辦理公

費對象流感疫苗接種計畫，設

立流感疫苗接種站，增加可近

性及接種動機，疫苗接種率達

50%。本市 65 歲以上長者流感

15. 65 歲以上

長 者 流 感

疫 苗 接 種

率 

定義：本市 65 歲

以 上 長 者 （ 含 安

養、養護、長期照

顧 等 機 構 內 受 照

顧者，但不包含機

構工作人員）。 

42.9% 

110 年截至 11 月止，本

市 65 歲以上長者接種

數為 169,741 劑，接種

率為 42.9%。 

50% 
衛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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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疫苗接種率 2017 年為 49.9%、

2018 年為 46.2%、2019 年為

54.1%，每年依疫苗數量及疫

苗不良反應事件，影響接種完

成率，將持續加強提升此族群

接種率，規劃各項獎勵措施及

多元宣導管道，增加民眾接種

意願，保障長者健康。 

計算方式：接種數

/本市 65 歲以上年

中人口數*100%。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16. 原 住 民 族

長期照顧-

文 化 健 康

站 實 施 計

畫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1 年

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

健康站實施計畫規定，文化健

康站之設立係以組成專業工

作小組，辦理老人照顧服務為

目標，且為強化原住民族互助

支持文化，以「原住民照顧原

住民」之方式，提供因族因地

制宜之長期照顧服務，維繫部

落文化之傳承，滿足資源匱乏

地區長者照顧需要。 

16. 文 化 健 康

站站數 

計算方式：依臺中

市 內 所 設 文 化 健

康站數計算。 

23 站數

因原住民族委員會尚

未核定本市 110 年新設

置文健站。 

24 站 
原民

會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17. 有 效 降 低

建 築 物 火

災數計畫 

為有效降低建築物火災發生，

積極將火災調查結果有效回

饋火災預防作為，並針對特定

種類（如建築工地或違章建築

物等）火災之主管機關函請協

17. 每 十 萬 人

建 築 物 火

災發生數

計算方式：建築物

火災數/人口數（十

萬）。 

17 件 

目前依現況值 17 件較

預估值 28 件，已有效減

少建築物火災發生件

數；未來也將積極將火

災調查結果有效回饋

28 件 
消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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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助查處或加強管理，2021 年 1-

5 月建築物火災件數 251 件，

與 2020 年同期比較 412 件減

少 161 件。未來也積極將火災

調查結果有效回饋火災預防

作為，持續有效減少建築物火

災之發生及人命傷亡、財產損

失。 

火災預防作為，減少人

命傷亡及財產損失。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18. 國 民 運 動

中 心 新 建

計畫 

建設國民運動中心場館充實

本市運動設施場所，提供良好

運動環境，培養良好運動習

慣，並藉由運動中心場館闢

建，吸引市民運動意願，以發

展各項體適能及運動、健身等

為目標。 

目前北區、南屯區、西屯區及

南區已完成運動中心建置，目

前規劃清水區、太平區、北屯

區、潭子區、大里區及豐原區

等地推動新建，打造本市成為

運動活力城市，未來透過與民

間結合，以委外營運方式辦

理，透過民間企業廣納專業運

動及經營人才進行專業評估，

18. 規 律 運 動

人口比例

定義：臺中市 18 歲

以上一週內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運

動人口比率。 

33.5% 

為了充分瞭解全民運

動推展政策或計畫的

執行情形，教育部體育

署每年都會進行「運動

現況調查」，以量化的

數據，具體呈現國人運

動參與的實際情形，並

比較國內各縣市全民

運動的推展狀況與執

行成果。109 年規律運

動人口比例為 33.5%，

110 年規律運動比例尚

未公布，俟統計報告公

布後再行說明。 

33.60%
運動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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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就民間需求及現今流行運動

趨勢規劃課程，預計開放營運

後能有效提高規律運動人口

比例。 

SDG3 健

康 與 福

祉 

19. 提 升 大 臺

中 緊 急 救

護能量 

搶 救 到 院 前 心 肺 功 能 停 止

（OHCA）傷病患，為「生命之

鏈」五個環節缺一不可，其中

一環需透過受過專業訓練的

高級救護技術員（EMTP）於

OHCA 案件現場執行高級心臟

救命術，持續提高本市 OHCA

案件患者急救成功率及存活

率（康復出院率）。 

本市緊急救護急重症案件數

量較多之第一、三、六、八救

災救護大隊及第二救災救護

大隊之偏遠地區，擇 1 分隊集

中高級救護技術員，針對急重

症案件實施雙軌救護服務（基

本救命術及高級救命術），並

提高本市高級救護技術員預

立醫療流程執行率，將醫院急

診室的急救處置延伸至現場，

19. OHCA 案

件 康 復 出

院 人 數 及

EMTP 人

數 

定義：康復出院人

數計算方式，係經

醫 院 診 斷 神 經 學

狀 態 為 CPC1 或

CPC2 出院人數。

85 人 

因今年度 5 月中旬疫情

爆發，疫情警戒提升至

三級後，為確保執勤同

仁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

OHCA 案件之呼吸道處

置改採非積極處置作

為，爰康復出院人數未

達預期。 

1.OHCA

案件康復

出院人

數:100 人 

 

消防

局 

114 人 

因今年 5 月中旬疫情爆

發，疫情警戒升至三級

後，高級救護技術員訓

練訓練同步暫停，訓練

期程延宕至 111 年 3 月

才可完成訓練。本局預

計於 111 年 5 月 EMTP

人數可達 116 人。 

2.EMTP

人數:1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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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立即提供專業及有效的急救

處置，以提供市民更完善的緊

急救護服務品質，使本市能成

為全國到院前緊急救護之指

標性城市。 

SDG4 教

育品質 

20. 公 幼 倍 增

計畫 

因應少子化現象及建構安全

優質平價之托育環境，減輕家

長育兒負擔，本市配合我國少

子化對策計畫（2018 年至 2022

年），加速擴展公共化教保服

務，積極盤點本市學校餘裕空

間、公有公共設施閒置空間，

增設本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

利幼兒園，提高本市幼兒能就

近進入公共化幼兒園就讀機

會，滿足家長托育需求。 

鑑於學前教育尚未納入義務

教育，而係以公私協力方式共

同提供教保服務，全國公私立

幼兒園比例為 3：7，本市依循

我國少子化對策計畫（2018 年

至 2022 年），以提供 4 成幼兒

有機會進入公共化幼兒園為

目標，據以研訂本市公幼倍增

20. 公 共 化 幼

兒 園 增 班

數 

定義：依本市公立

幼 兒 園 及 非 營 利

幼 兒 園 增 班 數 計

算。 

31 班 
110 學年度增設公立及

非營利幼兒園計 31 班。
25 班 

教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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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計畫，並訂定中長程目標，確

保所有的孩童都能接受高品

質的早期幼兒教育、照護，以

及小學前教育，為小學的入學

作好準備。 

SDG4 教

育品質 

21. 公 托 倍 增

計畫 

為協助緩解少子化問題，回應

市民公共托育需求，藉由提供

實惠且方便之托育服務，協助

年輕父母進入就業市場，本市

推動「公托倍增」計畫，積極

廣佈公托。 

為加速布建公托期程，成立公

托倍增推動小組，社會局與本

府都市發展局、消防局、建設

局、地政局、教育局、民政局、

住宅發展處等相關局處更建

立單一聯繫窗口，除積極尋覓

適當地點，評估設置公托之可

行性外，更可藉由各局處單一

窗口，即時諮詢公托設置規定

及法規之疑義，以順利達成公

托設置，另也持續盤點各公有

餘裕空間設置公托之可行性，

期達 10 倍增之目標值，有助

21. 公 共 托 育

設 施 設 置

及 整 修 數

與 收 托 人

數 

定義：公共托育設

施設置及整修數=

本 市 公 托 及 家 園

數；收托人數=本

市 公 托 及 家 園 可

收托總人數。 

18 間 

（一）成果說明 

截至 110 年 11 月已設

置 17 間公托及家園，預

計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前開辦第 18 間，自 108

年起公托設置布建辦

理情形如下： 

1.108 年新增開辦：東

區、北區及梧棲區社區

公共托育家園。 

2.109 年新增開辦：大

里、甲興、東勢、南屯

公設民營托嬰中 

心及霧峰、西屯社區公

共托育家園。 

3.110 年新增開辦：大

雅、大安及豐原家園，

12 月 29 日預計規劃開

辦西屯鵬程公托中心。

1.設施設

置及整修

數：28 間 

社會

局 

444 人 

2.收托總

人數：

7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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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於確保低年齡層的幼兒健康

與福祉。 

（二）落後原因說明：

原定至 110 年底規劃布

建數：28 間、收托總人

數：750 人，因疫情影

響，材料設備進料（鋼

筋等）、到貨延遲，加

以三級警戒期間派工、

人力及後續缺工因素

等，致進度落後。 

SDG4 教

育品質 

22. 推 動 國 際

教育 

推動雲端英語學堂、雙聯學制

計畫、雙語及國際實驗班計

畫，透過建置優質線上英語學

習環境、媒合國內外學校教學

合作及適才適性培養英語專

才學生，打造本市優質雙語及

國際教育環境。 

22. 國 際 教 育

計 畫 學 生

參與人次

定義：本市參與雲

端英語學堂、雙聯

學制計畫、雙語及

國 際 實 驗 班 之 學

生人次。 

8,300 人次已完成進度。 
8,000 人

次 

教育

局 

SDG4 教

育品質 

23. 推 動 終 身

學習 

本市設置 11 所社區大學及 29

所樂齡學習中心，透過多元化

課程，除了培養市民建立學習

生涯規劃，並涵養其具備公民

意識，參與公共事務，以使其

具備國際觀，心懷在地認同

感。另透過樂齡學習中心特色

課程，促進 55 歲以上市民維

23. 終 身 學 習

相 關 課 程

參與人次

定義：參考本市社

區 大 學 及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開 設 各 類

終 身 學 習 相 關 課

程參與人次。 

110,612 人

次 

因疫情影響，本市社區

大學及樂齡中心自 5 月

中旬停課至 8 月底，故

相關課程參與人數已

完成進度法達到預期。

180,000 人

次 

教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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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持健康安全及提升生活品質，

進而奉獻服務。 

終身學習機構因應不同學習

需求開設多元學習課程，持續

提供弱勢族群（如身心障礙

者、新住民、原住民等）補助

及課程優惠等方式，促進市民

參與終身學習之意願，並弭平

資源落差之學習困境。 

SDG4 教

育品質 

24. 提 升 借 閱

成長計畫 

本市持續充實公共圖書館館

藏資源，自 2019 年起，每年訂

定年度借閱冊數成長目標值，

鼓勵各館積極推廣閱讀、鼓勵

民眾借閱、利用圖書館館藏進

行終身學習，2020 年總館藏量

5,331,294 冊 ， 總 借 閱 冊 數

13,812,839 冊，人均借閱冊數

4.9 冊，通閱冊數 8,373,478 冊，

另也積極採購各式電子書與

數位資源，2020 年電子書館藏

量 52,389 冊 ， 借 閱 次 數 達

325,632 次。 

未來持續積極行銷圖書館館

藏內容，辦理主題書展、運用

24. 人 均 借 閱

圖書量 

定義：用以評估圖

書 館 館 藏 的 使 用

率，亦可反映館藏

品 質 與 圖 書 館 推

廣閱讀的能力。 

計算方式：人均借

閱量=年度總借閱

冊數/服務人口數。

3.88 借閱

量（冊/

人） 

疫情期間 5/19-7/25 配合

防疫措施閉館，仍持續

推廣電子書，提供民眾

在家安心閱讀的管道

與資源，後續持續依據

市圖借閱率提昇計畫

辦理，充實館藏並辦理

各項閱讀推廣活動鼓

勵民眾借閱。 

4.99 冊/人 
文化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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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網路與社群軟體行銷館藏以

提高館藏資源能見度，結合行

動圖書車、與學校合作將館藏

主動推展到社區與學校，並深

入到偏鄉、社福機構與矯正機

構等，讓知識不受限，閱讀更

便利。 

SDG4 教

育品質 

25. 推 動 科 技

教育 

本市為打造智慧機械之都，自

108 學年度起新增科技領域，

係強調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以跨學科知識整合的理念為

基礎，提供學生統整性的學習

經驗，培養學生解決真實世界

問題的知識、能力及態度。而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設備資

源可提供作為本市科技領域

課程與教學研發小組實作場

域，共同整合規劃辦理各類研

習與工作坊，提升本市科技與

自造教育成效。 

25. 高 中 以 下

師 生 參 與

科 技 教 育

人次 

定義：參與該計畫

各 相 關 課 程 及 活

動 之 師 生 人 次 加

總，包括自造教育

及科技中心課程、

活動、營隊及自造

教育競賽、科展、

科學園遊會。 

15,000 人

次 
已完成進度。 

15,000 人

次 

教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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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4 教

育品質 

26. 精 進 教 師

教學專業 

本市的教育理念係以「學生為

本、著重適性學習，成就每個

孩子未來」為教育政策發展主

軸，而校長與教師的專業發展

與教學品質息息相關，透過促

進校長、教師課程專業領導的

機制與自主增能，包括學科專

業知識、教學實務能力與教育

專業態度等，提升教學品質。

26. 辦 理 教 師

精進場次

定義：教育品質源

自 於 教 師 的 專 業

與付出，教師是專

業工作者，需持續

精 進 專 業 發 展 以

支持學生學習。 

計算方式：辦理針

對 精 進 教 師 教 學

相 關 研 習 及 推 動

教 師 專 業 學 習 社

群 之 場 次 數 作 為

指標之參據。 

1,309 辦理

場次 
已完成進度。 

辦理

1,300 場

次 

教育

局 

SDG5 性

別平等 

27. 臺 中 市 政

府 推 動 性

別 主 流 化

實施計畫 

28. 臺 中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推 動 性 別

平 等 創 新

計畫 

為使本府各機關及各行政區

公所將性別平等理念導入日

常業務中，使民眾生活處處感

受性別友善，推動多項性別友

善措施，涵蓋生活各面向，逐

步建構性別友善城市，落實性

別平等。 

27. 性 別 平 等

友 善 措 施

數 

定義：性別平等政

策 措 施 包 含 去 除

性 別 刻 板 印 象 措

施、建構性別友善

環 境 措 施 及 提 升

女性經濟力措施，

如共融公園、哺集

乳室、廁所男女比

例改善等。 

60 項 已完成進度。 60 項 
社會

局 

SDG6 淨

水 及 衛

生 

29. 維 護 市 民

飲 用 水 安

全 

推動飲用水水質抽驗計畫，針

對本市轄內 25 座自來水淨水

場及直接供水點，抽驗自來水

28. 飲 用 水 不

合格率 

定義：依本市自來

水 淨 水 場 處 理 後
0‰ 已完成進度。 3‰以下 

環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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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水質狀況；並在颱風災害或豪

大雨警報解除後，亦加強自來

水淨水場水質抽驗作業，以嚴

格監督本市自來水水質狀況，

提供民眾安全的飲用水品質。

之 水 質 抽 驗 件 數

計算。 

計算方式：不合格

件 數 / 抽 驗 件 數

X‰。 

SDG6 淨

水 及 衛

生 

30. 推 動 污 水

下 水 道 用

戶 接 管 建

設 計畫 

持續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提

升用戶接管及污水處理率，目

標為 2030 年達 90%之污水處

理率。後巷有增建物阻礙而已

完成進度法接管者，限期逕

行淨空後巷增建物或障礙物

達最小施作空間，仍不配合者

提報違章專案拆除；前巷用戶

接管僅完成施工區域 6 成用

戶，後巷強制接管將可提高至

9 成，大幅提高接管效率，預

計未來接管目標為 2025 年累

計用戶接管總數達 35 萬戶，

2030 年累計用戶接管總數達

43 萬戶，以改善水質及減少河

川污染，確保市民都能享有水

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29. 整 體 污 水

處理率（*

氣 候 緊 急

宣言指標）

計算方式：公共污

水下水道普及率+

專 用 污 水 下 水 道

普及率+建築物污

水設施設置率。 

69.31% 已完成進度。 68.94%
水利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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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6 淨

水 及 衛

生 

31. 水質保護 

水質保護方面，致力輔導事業

減污，從源頭減廢、運用科技

智慧（水質感測器、縮時攝影

機、水質連續自動監測設施

等）查緝追溯污染源。推廣畜

牧業廢水入田再利用，翻轉畜

牧糞尿污染廢水形象，再利用

成為農地的天然肥料，減少畜

牧廢水排放至水體，進而降低

河川污染。 

30. 河 川 未 受

污 染 比 例

（ RPI ≦

2.0）（*氣

候 緊 急 宣

言指標）

計算方式：本市轄

內 三 大 流 域 （ 烏

溪、大甲溪、大安

溪）未（稍）受污

染河段長度/本市

轄內三大流域（烏

溪、大甲溪、大安

溪）河段長度。 

81.1% 已完成進度。 80% 
環保

局 

SDG7 可

負 擔 能

源 

32. 縣 市 共 推

住 商 節 電

計畫 

本市積極推動能源轉型綠能

政策，包括：  

1. 公有屋頂設置太陽能 

2. 公告用電大戶裝置再生能

源 10% 

3. 推動綠屋頂 

4. 資源循環發電 

5. LED 智能路燈換裝 

根據近期台電公司 2021 年 6

月最新再生能源裝 置容量數

據，本市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

約 1,673MW，為全國第一。未

來持續推動剩餘公有案場、民

眾住宅、工廠 設置太陽光電，

31. 再 生 能 源

使用率（*

氣 候 緊 急

宣言指標）

定義：本市再生能

源 供 應 佔 本 市 用

電量。 

 

4.35% 

未達標。2021 年因水庫

缺水，造成水力發電大

幅度減少。 

11% 
經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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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並協助中央離岸風電區塊開

發政策，發展本市離岸風電，

提升本市再生能源使用率。 

SDG7 可

負 擔 能

源 

33. 綠 能 屋 頂

全 民 推 動

計畫 

在市府各局處持續推動以及

企業、校園、民眾的積極參與

下，本市太陽光電推動進展順

利，原先預計 2022 年的達成的

三倍增目標將提早達成，經發

局再次訂立太陽光電四倍增

的推動目標，於 2022 年累積裝

置容量達 465MW，全力推動太

陽光電發展，朝著 2030 年 1GW

的願景持續前進。 

32. 再 生 能 源

累 計 發 電

度數 

定義：2030 年再生

能源發電達 60 億

度。 

12.68 億度

未達標。2021 年因水庫

缺水，造成水力發電大

幅度減少。 

35 億度 
經發

局 

SDG7 可

負 擔 能

源 

34. 市 管 公 用

案 場 建 置

太陽光電 

35. 工 廠 屋 頂

設 置 太 陽

光電 

本市積極推動離岸風電產業

發展，透過與 臺灣港務公司

臺中港務分公司攜手打造臺

中港為離岸風電產業園區，目

前包括永冠 能源科技、台灣

電力、天力離岸風電科 技、台

欣工業等企業均已承租土地，

臺灣重山風力科技和金豐機

33. 太 陽 能 發

電 累 計 設

置容量（*

氣 候 緊 急

宣言指標）

定義：本市太陽能

發 電 累 計 設 置 容

量 2030 達 1GW。

415.9 瓩

已達標。太陽能發電累

計 設 置 容 量 更 新 至

2021 年 10 月 底 約

415.9MW 

太陽光電

之裝置容

量達

400MW 

經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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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36. 用 電 大 戶

設 置 太 陽

光電 

37. 補 助 設 置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系 統

實施計畫 

38. 臺 中 港 離

岸 風 電 產

業專區 

器工業也於離岸風電產業園

區附近設置塔架工廠，目前也

有國內、外風電產業業者積極

接洽與合作，打造完整風電產

業供應鏈，未來臺中港可望成

為離岸風電重鎮，帶動綠能發

展與經濟成長。 

SDG7 可

負 擔 能

源 

39. 產 業 綠 能

運 用 提 升

計畫 

本市於 2021 年提出新的太陽

光電二年發展計畫，推動「產

業綠能運用提升計畫」，可負

擔能源，選定本府轄管產業園

區，作為推動屋頂型的太陽光

電設備主軸，鼓勵廠商於屋頂

50%面積設置太陽能光電設

施。 

臺中地區為國內機械業之重

要生產基地，用電需求日益增

加，積極發展綠能成為重要政

策，其中利用廠房屋頂設置太

陽能光電設備，成為本府轄管

產業園區推動綠能首要目標。

34. 轄 權 內 工

業 區 新 租

購案，廠商

須 於 屋 頂

50% 面 積

設 置 光 電

（*氣候緊

急 宣 言 指

標） 

定義：建築物屋頂

扣 除 不 可 設 置 區

域後，其餘 50%以

上 面 積 設 置 太 陽

能 光 電 發 電 設 施

（ 所 稱 屋 頂 不 可

設置區域，指屋頂

雜項工作物、屋頂

綠 化 設 施 及 屋 頂

透空框架投影、經

審核遮陰區域、設

置 太 陽 光 電 發 電

設 施 確 有 困 難 者

3170.45 m2

已達標。除持續推動廠

商建置外，精密園區二

期標準廠房將納入綠

屋頂計畫設置。 

1026.74m2 
經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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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目前除針對已開發之工業園

區廠商推廣外，未來新開發產

業園區完成，亦加入計畫範

圍，鼓勵廠商於廠房設計階

段，即可規劃設置太陽能光電

設備，使發電量能產生最大

化，亦減少後續施工問題。 

等 面 積 後 所 占 之

面積。 

SDG7 可

負 擔 能

源 

40. 資 源 循 環

發電計畫 

本府除持續要求本市轄內三

座焚化廠妥善操作並於落實

設備維護保養作業維持穩定

焚化量及發電量外，另持續推

動文山焚化廠汰舊換新計畫

提升文山焚化廠焚化量及發

電量，提供更多綠色能源並舒

緩電力不足之問題。 

另為將廚餘妥善去化，以促參

法 ROT（整建-營運-轉移）方

式推動綠能發電，將可完備本

市廚餘處理能力，減輕焚化廠

之處理負荷，確保所有的人都

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

續的及現代的能源。 

35. 資 源 循 環

發電量（*

氣 候 緊 急

宣言指標）

計算方式： 

1.焚化廠發電量為

焚 燒 垃 圾 後 汽 電

共 生 資 源 循 環 實

際的發電量度數。

2.廚餘厭氧發電：

以 2020 年實際發

電為基準年，同年

9 月實際發電趨於

穩定後計算。 

註： 

1.需視外埔綠能生

態 園 區 實 際 營 運

狀況滾動式調整。

2.因本市焚化廠除

汰 舊 換 新 工 程 外

並 未 針 對 發 電 設

4 億 167

萬度 

已完成進度，現況值為

1 月至 11 月發電量。 

1.共生發

電量為 4

億 4,200

萬度。 環保

局 

261 萬

2060 度
已完成進度。 

2.厭氧發

電 180 萬

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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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備進行改善，仍以

2021 年發電量為

目標。 

（約 1.5

萬公噸/年

廚餘處理

量） 

SDG7 可

負 擔 能

源 

41. LED 智能

路 燈 換 裝

計畫 

本市路燈約計有 21 萬餘盞，

其中約有 9 萬餘盞已於水銀路

燈落日計畫及各項老舊路燈

汰換計畫時換裝為 LED 節能

燈具，每年節省電費約 1 億元，

減少 4 萬 5,272 公噸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相當於開闢 88 座

臺北大安森林公園的減碳量。

36. LED 智能

路 燈 換 裝

比例 

定義：LED 智能路

燈 佔 臺 中 市 權 管

路燈總數比例。 

1% 已完成進度。 

LED 智能

路燈換裝

比例 1% 

建設

局 
103,800 盞已完成進度。 

SDG7 可

負 擔 能

源 

42. 2023 年成

為 已 完 成

進 度 煤 城

市 

－ － － － 

1. 除中火以外，108 年

計有 7 家燃煤工業鍋

爐營運中，為降低燃

煤工業鍋爐造成空污

問題，市府力促燃料

轉型，鼓勵使用固體

生質燃料或天然氣。

在積極輔導下，有 2

家已改為燃氣鍋爐，

2 家試燒木質顆粒，3

家配合本府試辦混燒

固體再生燃料並逐步

－ 
環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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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提 出 許 可 異 動 申 請

（降低生煤占比），

生煤使用量從 107 年

度 44 萬 6,471 公噸，

降至 109 年 42 萬 529

公噸，減少 2 萬 5,942

公噸。 

2. 此外，本府已同步

啟 動 鍋 爐 加 嚴 標

準修正作業（包含

汽電共生鍋爐），

並訂定「110 年度

臺 中 市 公 私 場 所

空 氣 污 染 物 減 量

獎勵方案」，增加

業 者 加 速 轉 換 鍋

爐 燃 料 意 願 及 誘

因。 

SDG8 就

業 與 經

濟成長 

43. 臺 中 生 活

經 濟 資 訊

平 台 營 運

服務 

本平台已於 2020 年結合不同

活動檔次之數位服務與民眾

行銷互動，如購物節、萬聖節、

租稅宣導、產業小旅遊、青創

新創、臺中女麗購等活動；累

積至 2020 年底 APP 下載量已

37. 臺 中 生 活

經 濟 資 訊

平 台 APP

使 用 次 數

成長率 

定義：以臺中生活

經 濟 資 訊 平 台 累

計服務人次（使用

次數）作為量化評

估之基礎。 

200% 

已達標。今年臺中購物

節搭配中央振興券擴

大辦理，提撥超過三億

的經費予購物節進行

抽獎活動，引發民眾高

2.5%（以

2020 為基

期） 

經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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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超過 36 萬次且本案參加「2020

全 球 ICT 卓 越 獎 （ WITSA 

Global ICT Excellence Awards）」

以「永續 

城市特色商務解決方案」特色

脫穎而出，榮獲「傑出 COVID-

19 技術解決方案獎-地方與城

市」首獎。 

度關注及踴躍參與，累

積下載次亦大幅上升。

SDG8 就

業 與 經

濟成長 

44. 臺 中 跨 境

體 驗 示 範

基 地 委 託

經 營 管 理

計畫 

透過本市跨境體驗示範基地

及本市相關企業創業創新計

畫，輔導創業者在臺中設立登

記或取得相關補助資源、發展

跨境商務。 

未來營運方針除將示範創新

場域專區推動發展外，還有提

供創業青年輔導顧問、舉辦媒

合會及創業課程、輔導青創團

隊進駐以及提供共同空間場

地租借，促進本市跨境體驗示

範基地永續經營。 

38. 輔 導 創 業

家次 

定義：輔導創業者

在 臺 中 設 立 登 記

或 取 得 相 關 補 助

資源、發展跨境商

務。 

註：以 2020 年 14

家 業 者 達 成 異 業

合作為計算基期。

30 家次

已達標。 

促成 14 家與跨境電商

達成異業合作、11 家業

者在基地設立登記、2

家業者長期進駐、協助

3 家新創公司參展。 

累計 30

家次 

經發

局 

SDG8 就

業 與 經

濟成長 

45. 策 略 性 產

業招商 

針對具備創新投資、重大投資

及在地採購之投資人，提供房

地租金、房屋稅及地價稅、勞

工職業訓練費用及勞工薪資

39. 累 計 訪 廠

家數 

定義：透過單一窗

口招商服務、營運

總部獎勵補助、投

資 障 礙 排 除 會 議

27 家數

已達標。 

今年度訪廠數量共計

27 家，產業類別廣泛，

包含傳統製造業、不動

25 家 
經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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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補助等 4 項補助，激勵外地廠

商投資本市。 

等方式，協助廠商

投資落地，帶動經

濟發展。 

產開發業、保險業、大

型零售業以及營建業，

本局於每次訪廠後列

案追蹤投資進度，積極

與權責單位協調溝通，

排除廠商投資障礙，促

進本市經濟成長。 

SDG8 就

業 與 經

濟成長 

46. 提供就業

服 務 資

源， 強化

求職者就

業準備力 

為協助本市求職者就業及補

實求才廠商人力缺口，拓展就

業服務據點，由原 23 個增加

為 27 個，以提升就業服務量

能；設置一站式之客製化就業

服務，提供就業促進措施及服

務資源，以協助青年及求職者

就業；結合廠商、里長及人民

團體等開發工作機會及潛在

勞動力，致力於促進包容且永

續的經濟成長，強化本市求職

者就業準備力及協助就業。 

臺灣自 2020 年起人口呈現負

成長，針對中高齡及高齡者，

規劃相關就促方案，以提升本

市中高齡者勞動參與，促進高

齡者再就業。 

40. 求 職 就 業

率 

定義：依勞動部勞

動 力 發 展 署 就 業

服 務 資 訊 整 合 系

統指標計算方式，

求 職 就 業 率 為 本

市 有 效 求 職 推 介

就 業 人 數 除 以 本

市 求 職 新 登 記 人

數。（本市近 10 年

求 職 就 業 率 為

62.44%）。 

68.74% 已完成進度。 65% 
勞工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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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8 就

業 與 經

濟成長 

47.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就 業

準備講座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了解就業

市場趨勢並能儘速進入勞動

市場及早做好職前準備，落實

學用合一的概念，透過就業準

備講座，使身心障礙學生及其

家屬充分了解就業資源，讓身

心障礙學生獲得已完成進度

接縫適當之專業服務，以達協

助身障學生就業之目的，未來

也落實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輔

導與轉銜服務，提高身心障礙

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率。 

41. 身 障 生 就

業率 

定義：依特教通報

網 各 高 中 職 及 大

專 院 校 轉 銜 本 局

之 身 障 應 屆 畢 業

學生已就業比例。

計算方式：身障生

就業率=該學年度

轉 銜 勞 政 之 身 障

學生就業人數/該

學 年 度 轉 銜 勞 政

之 身 障 學 生 總 人

數。（2020 年身障

生就業率 33.5%）。

38.61% 已完成進度。 35% 
勞工

局 

SDG8 就

業 與 經

濟成長 

48. 文 創 輔 導

計畫 

以文創資源及貸款說明會方

式，加強宣傳文化部創業貸款

啟動金方案，增加小微文創企

業或個人工作坊取得累積銀

行信用以獲取資金之機會，同

時也協助文創業者建立自我

品牌、拓展市場通路，爭取外

界資源、尋求跨領域合作，透

過同異業資源整合、一環拉一

環，形成互補支援作用，聯合

42. 輔 導 文 創

業 者 成 長

率 

定義：輔導創業者

在 臺 中 設 立 登 記

或 取 得 相 關 補 助

資源、發展跨境商

務。 

計算方式：以 2020

年 14 家業者達成

異 業 合 作 為 計 算

基期。 

5% 已完成進度。 5% 
文化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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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出擊發揮綜效、共創產業價

值。 

SDG8 就

業 與 經

濟成長 

49. 失 業 者 職

業 訓 練 實

施計畫 

為促進有就業意願並欲增進

就業技能之待業或失業民眾

獲得就業技能，本市持續推動

「 失 業 者 職 業 訓 練 實 施 計

畫」，規劃辦理本市產業升級、

結構轉型及缺工現況需要之

職業訓練，並透過就業輔導措

施，協助其就業，除增進其就

業機會外，結合缺工產業需

要，提供相關技術的人才，輔

佐企業在地生根，促進經濟功

能活化，有助降低失業率。 

43. 職 訓 後 就

業率 

定義：訓後 3 個月

內 就 業 占 訓 練 人

數比率。（近 3 年

訓 後 就 業 率 為

79.5%）。 

74.2% 

1.因疫情影響，多數職

業訓練班延後結訓，截

至 110 年 12 月底，訓後

達 3 個月共計 3 班，分

別為行政人員軟體整

合 應 用 班 （ 就 業 率

78.57%）、智能產品設

計與 3D 模型實務班（就

業率 68.18%）及電商網

路行銷人才培訓班（就

業率 75.86%）。 

2.為改善職訓後就業情

形，本局擬將就服處徵

才活動資訊提供予訓

練單位以同步轉知其

學員，藉由多方媒合管

道以提升訓後就業率。

80% 
勞工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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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8 就

業 與 經

濟成長 

50. 職 場 安 全

及 健 康 精

進計畫 2.0 

本市協助事業單位申請相關

補助經費及改善安全衛生設

施，提高事業單位改善安全設

施之意願及減輕改善成本負

擔。另為建立職場安全文化，

保障勞工勞動權益及職場工

作安全，藉由「宣導、輔導、

檢查、補助」四合一之降災策

略，並結合雇主、相關團體與

政府的資源及組織力量降低

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千人率，保

障勞工安全與健康。 

44. 保 險 給 付

職 業 災 害

千人率 

計算方式：年職業

災害千人率（‰）

=全年領取職業災

害 保 險 給 付 人 次

／ 年 平 均 勞 工 保

險投保人數×1,000

（2020 年年職業

災 害 千 人 率

3.142‰）。 

2.532‰ 

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

網統計數據 110 年 1 月

-10 月 職 災 千 人 率 為

2.532 ‰，因本項數據為

負指標，目標係逐年降

低職業災害千人率，依

本次數據結果已達成

年目標。 

計 算 方 式 ： ∣ 2.532-

2.932∣/2.932=13.6%，本

項指標如達成 2.932 ‰

已 100%達標，故達成率

為 113.6% 

下降至

2.932‰

勞工

局 

SDG8 就

業 與 經

濟成長 

51. 推 廣 觀 光

旅遊 

2020 年舉辦「大安沙雕音樂

季」、「臺中好湯溫泉季」、

「臺中國際舞蹈嘉年華」及

「臺中國際花毯節」等觀光主

題亮點活動，並積極推動國旅

行銷推廣，吸引全臺旅客來

訪，2020 年遊客人數約達 4 千

6 百萬人次的佳績，另安心旅

遊自由行補助成績六都第一

（約新臺幣 4.1 億元）。本市

45. 旅 宿 業 住

宿總人次

定 義 ： 住 宿 率 提

升。 

計算方式：以 2020

年 旅 宿 業 住 宿 總

人 次 為 基 準 值

（645 萬人次）。

3,042,431

人次 

查本市今（110）年 1 月

至 6 月住宿人次為 304

萬 2,431 人次，交通部

觀光局預計明（111）年

第 2 季公布各縣市今

（110）年 7 月至 12 月

住宿人次，惟經本局審

慎評估今（110）年旅宿

業住宿總人次短期目

標應可達標。 

2020 年住

宿人次

60% 

觀旅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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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將持續辦理大型觀光活動、推

動相關旅遊行銷及引客策略。

SDG8 就

業 與 經

濟成長 

52. 臺 中 電 影

節 

為打造本市電影節之品牌並

結合年輕及創意之城市形象，

本市選擇以「動畫」作為城市

電影節主題，參考國外知名影

展辦理方式，規劃「國際動畫

短片競賽」及「國際動畫影片

觀摩」作為兩大影展特色。未

來將以中臺灣電影中心作為

臺中電影節主場館，並以成為

國際「動畫」之都作為目標。

46. 參 與 動 畫

影 展 人 次

成長率 

計算方式：依「臺

中國際動畫影展」

2020 年總放映場

觀 影 人 次 及 周 邊

活 動 人 次 之 總 和

做 為 成 長 率 計 算

基數。 

0% 

2021 年總放映場觀影

人次及周邊活動人次

總和為 7,963 人次，人

數不增反減主要是因

疫情關係，以往的校園

推廣，尤其是全校性的

大型宣傳活動，多已完

成進度法順利成行，以

致於參與人次減少。 

7% 
新聞

局 

SDG8 就

業 與 經

濟成長 

53. 打 造 臺 灣

影視重鎮 

以「打造臺灣影視重鎮」為施

政目標，促進在地影視產業扎

根、茁壯為目的，推動相關輔

導政策，提供影視拍片補助和

友善及全面整合的協拍服務，

加上全臺唯一公辦民營之專

業影視製片廠「中臺灣影視基

地」之建置啟用，以專業場域

和技術支援滿足各影視劇組

不同的拍攝需求，逐步吸引國

內外劇組至臺中拍片。 

47. 協 拍 件 次

成長率 

計算方式：依劇組

2019 年至 2020 年

至 臺 中 拍 片 需 求

統 計 件 次 之 平 均

值 做 為 年 成 長 率

計算基數。 

0% 

今年因應疫情緣故，本

市許多機關已完成進

度法出借場地供劇組

拍片使用，同時中央規

定劇組拍片之人數限

制（二級警戒:室外 500

人以上、室內 100 人以

上之集會活動、三級警

戒:室內 5 人以上、室外

10 人以上之聚會），因

此業界拍片幾乎呈停

10% 
新聞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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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擺狀態，本年度 1-11 月

協拍次數共計 672 次。

SDG8 就

業 與 經

濟成長 

54. 推 廣 藝 文

活動 

本市具代表性的藝文活動包

括「臺中爵士音樂節」，透過

國際級的爵士樂團演出，帶動

臺中整體城巿觀光，平均每日

可吸引超過 10 萬樂迷齊聚。

此外，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

節結合本市百年宮廟文化，傳

遞在地文化價值，每年均可吸

引百萬人次參與。本市也因應

疫情發展線上表演、線上展覽

等形式，並持續辦理多元化的

藝文饗宴，統計至 2021 年 5 月

底，本市辦理藝文活動數量達

全國第一。 

48. 藝 文 活 動

參加人次

計算方式：本市藝

文活動參與人次/

臺 中 市 戶 籍 地 人

口數。 

1.6 人次

（次/每

人） 

因今年疫情影響，三級

警戒下已完成進度法

辦理活動，二級警戒則

限制容留人數。 

9.0 次/每

人 

文化

局 

SDG9 工

業、創新

基 礎 建

設 

55. 提 升 雨 水

下 水 道 建

置 率 ， 建

全 都 市 區

域 排 洪 能

力 

本市積極規劃建置雨水下水

道系統，提升雨水下水道實施

率，強化防洪排水能力，保障

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統計至

2020 年底雨水下水道建置率

達 77.1%，建置總長度為 685.7

公里，未來也持續建設下水道

49. 雨 水 下 水

道 建 置 率

（*氣候緊

急 宣 言 指

標） 

定義：逐年提升雨

水下水道建置率，

以 建 全 都 市 區 域

排洪能力。 

計算方式：每年雨

水 下 水 道 建 置 長

78.28% 已完成進度。 78% 
水利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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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系統，增加都市排水功能，減

少低窪地區水患。 

度/本市雨水下水

道規劃長度。 

SDG9 工

業、創新

基 礎 建

設 

56. 建 置 具 透

水 功 能 人

行道 

本市建置透水功能人行道及

辦理市區道路空間透水鋪面

設計與公共通行空間雨水滲

透及貯留設計與審查，2020 年

改善透水鋪面長度累計 5.89

公里，預估每年累計長度成長

率增加 5%，未來以 2025 年成

長率增加 25%、2030 年成長率

增加 50%為推動目標。 

50. 設 透 水 人

行 道 累 計

長 度 成 長

率 

定義：以 2020 年透

水 鋪 面 長 度 為 基

準值（5.89 公里）。

計算方式：（當年

度 累 積 透 水 鋪 面

長 度 -5.89 ）

/5.89*100%。 

97.74% 已完成進度。 5% 
建設

局 

SDG10 減

少 不 平

等 

57. 鼓 勵 參 與

客 語 能 力

認證 

2016 年至 2020 年本市客語能

力 認 證 報 考 人 數 累 計 數 至

7,400 人，未來也將持續加強客

語推廣，鼓勵民眾參加客語能

力認證考試，提升客家能見

度，營造客語溝通已完成進度

障礙環境，促進族群融合及平

等。 

51. 客 語 能 力

認 證 報 考

累計人數

計算方式：客語能

力 認 證 報 考 人 數

之累計數。 

8,866 人

2016-2020 年客語能力

認 證 報 考 累 計 人 數

7,400 人，2021 年認證報

考人數 1,466 人，110 年

累計人次總計 8,866 人，

指標達成率 100%。 

8,500 人 
客委

會 

SDG10 減

少 不 平

等 

58. 偏 遠 地 區

民 眾 衛 生

保 健 及 醫

為維護偏遠地區（和平區）之

民眾健康，提供醫療、復健、

胸部 X 光篩檢、疫苗接種、四

52. 偏 遠 地 區

民 眾 接 受

公 共 衛 生

計算方式：（當年

度 服 務 總 人 次 -

2020 年度服務總

15.07% 

110 年偏遠地區（和平

區）民眾接受公共衛生

醫療保健服務總人次

1% 
衛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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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療 健 康 服

務 

癌篩檢、成人健檢等衛生保健

及醫療服務，以減少醫療資源

缺乏狀況，提升偏遠地區民眾

健康。未來將運用公私協力與

結合民間資源，強化跨域合

作，並透過宣導、結合各類型

社區活動及整合性篩檢辦理

巡檢活動，阻斷社區傳染鏈。

2020 年偏遠地區（和平區）民

眾接受公共衛生 

醫 療 保 健 服 務 總 人 次 ， 共

55,882 人次，包含： 

醫療服務：45,519 人次復健治

療：468 人次 

胸部 X 光篩檢：2,792 人次 

疫苗接種：5,309 人次 

四癌篩檢：1,018 人次 

成人健檢：776 人 

醫 療 保 健

服 務 人 次

成長率 

人次/2020 年服務

總人次）X100%。

共 64,309 人次，說明如

下： 

1、截至 11 月止，醫療

服務 47,988 人次、復健

治療 1,897 人次、胸部

X 光篩檢 3,455 人次、

疫苗接種 9,778 人次、

四癌篩檢 730 人次。 

2、截至 9 月止（因服務

數據為每季統計），成

人健檢 461 人。 

SDG11 永

續城市 
59. 共好社宅 

共好社宅（好宅）提供市民居

住協助服務，是本市重要居住

政策，統計至 2021 年 4 月為

止，好宅已完工 891 戶，興建

中 3,967 戶。 

53. 社 會 住 宅

興 建 累 計

完工戶數

定義：以社宅申報

完 工 為 基 準 統 計

完工戶數。 

1,191 戶數已完成進度。 1,411 戶 
都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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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11 永

續城市 

60. 優 化 休 閒

型 自 行 車

道 

針對本市休閒型自行車道主

題路網全面檢視並優化自行

車道服務設施，提升騎乘安全

及舒適性，2020 年針對大甲段

濱海自行車道之鋪面、欄杆等

設施進行優化及整建，未來持

續針對各區域需優化之休閒

型自行車道進行整建及維護，

促進觀光服務品質及環境品

質。 

54. 自 行 車 道

優化率 

定義：針對本局權

管 53 條休閒型自

行 車 道 進 行 優 化

（新建、整建、修

建）。 

10%（累

計） 

110 年度辦理大里區草

湖溪自行車道、大甲區

濱海自行車道-北堤東

路自行車道建置工程

及濱海自行車道指標

導覽牌設施優化及整

建。 

10% 
觀旅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61. 推 廣 電 動

車 充 、 換

電站 

為降低移動污染源排放，鼓勵

民眾換購電動車輛，並建置友

善充電環境，本市積極推廣設

置電動車輛充、換電站，並透

過完善的充電站補助政策與

綠能環境建置，提升民眾使用

低污染車輛意願。規劃於 2022

年達成汽車充電站 505 站，電

動機車充電站 631 站、電動機

車換電站為 289 站。 

55. 電 動 汽 機

車充、換電

站成長率

定義：以本市 2019

年為基準年，2030

年規劃各類充、換

電 站 目 標 設 定 相

較 基 準 年 成 長 率

100%；2019 年電動

汽 車 充 電 站 437

站、電動機車充電

站 530 站、電動機

車換電站 274 站。

28% 

查本市 110 年度汽車充

電站 622 站、二輪車充

電站 757 站、電動機車

換電站 479 站，已達市

長裁示 111 年目標。 

28% 
環保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62. 老 舊 機 車

汰 購 及 新

購 低 污 染

提供老舊機車汰換電動機車

補助，並額外加碼新購電動機

車補助，以高額的補助金額及

56. 電 動 機 車

成長率（*

氣 候 緊 急

宣言指標）

定義：以 2019 年

（電動機車 43,649

輛）為基準。 

66.6% 
已達成電動機車成長

率 60%之短期目標。 
60% 

環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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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車  輛 補

助計畫 

不限名額的補助方式，提升民

眾選擇低污染車輛意願。 

補助汰購及新購電動機車外，

也持續擴增充換電站點，同步

建置完善的充電環境支援，吸

引業者設置並進行後續維護，

並鼓勵機關、學校、民間企業

及公寓大廈申請，提高充換電

站的密度及廣度，建置全電動

車輛充換電環境。 

SDG11 永

續城市 

63. 公 有 停 車

場 申 請 用

電 暨 電 動

汽  車 充

電 設 備 維

護工作 

推動公有停車場建置電動車

充電站，滿 50 格以上的公有

停車場設置一處以上的電動

車充電設備，以推展友善電動

車充電環境，鼓勵民眾使用電

動車，統計至 2021 年 7 月，已

於 141 場公有停車場建置 251

座電動車充電設備，初步形成

電動車充電網絡後，全面開展

充電樁配套建設，建構完整的

電動汽車充電網絡，2030 年本

市公有停車場電動車充電站

預計達 430 站。 

57. 公 有 停 車

場 電 動 汽

車 充 電 站

達成率（*

氣 候 緊 急

宣言指標）

定義：2022 年起每

年 預 計 約 設 置 站

數 為 2018 年 至

2020 年之每年新

增 設 置 站 數 取 最

小值（20 站）。

計算方式：（當期

目標/長期目標）

X100%。 

60.6% 已完成進度。 

58.1% 

（250

站） 

交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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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11 永

續城市 

64. 推 動 中 央

「2030 市

區 公 車 電 

動 化 執 行

計畫」 

本市積極推動市區公車電動

化政策，除積極爭取中央電動

公車購車補助外，並鼓勵業者

汰換為電動公車，以臺灣大道

作為電動公車示範路廊，滾動

式檢討電動公車發展策略，將

市區所轄客運業者之電動大

客車充電場站、營運路線作整

體規劃，逐步營造本市低碳永

續大眾運輸環境，統計至 2018

年之電動公車已達到 145 輛、

2019 年達 182 輛、2020 達 197

輛，未來將持續推動，降低市

區公車廢氣排放污染。 

58. 電 動 公 車

數目（電動

公車佔比*

氣 候 緊 急

宣言指標）

定義：本市市區公

車總數=本市電動

公車占比。 

197 輛 

（12.3%）

落後，經查中央已核定

補助 18 輛電動公車，惟

因車商尚在打造車體，

目前市區客運業者尚

未領牌上路。 

250 輛

（13%） 

交通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65. 2030 年逐

步 推 動 綠

線、藍線、

機 場 捷 運

及 大 平 霧

捷 運 之 捷

運路網 

－ － － － 

「臺中地區大眾捷運

系統整體路網評估計

畫」已於 110 年 4 月 15

日經交通部原則同意

備查，臺中捷運近期將

以完成捷運綠線（含延

伸）、捷運藍線（含延

伸）及機場捷運（橘線）

所構成的捷運路網為

首要目標，將可連結高

－ 
交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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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鐵臺中站、臺中港及臺

中國際機場的陸海空

國際門戶，並強化市區

與山海屯區的交通網

絡，提供臺中市民完善

的運輸服務。各路線辦

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捷運綠線：110 年 4

月 25 日已正式通車。

二、捷運藍線：110 年 12

月 7 日提送修正版「綜

合規劃」予交通部審

議；另外正依 110 年 11

月 16 日環保署專案小

組初審會議意見修正

「環境影響說明書」。

三、捷運綠線延伸線：

可行性研究已於 110 年

9 月 22 日由交通部陳報

行政院審查，配合審查

程序積極爭取核定。 

四、機場捷運（橘線）：

110 年 11 月 9 日已由鐵

道局完成現地勘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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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前正依 110 年 12 月 15

日鐵道局初審會議意

見修正報告中。 

五、屯區捷運：已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及 10 月

24 日召開屯區捷運路

網說明會，預計 111 年

提報可行性研究報告

予交通部審議。 

SDG11 永

續城市 

66. 已 完 成 進

度 障 礙 公

車 

積極爭取中央補助，鼓勵業者

優先購置已完成進度障礙車

輛投入服務，並針對公告釋出

之市區客運路線配置，將已完

成進度障礙車輛列為營運之

限制條件，以確保各路線能備

有已完成進度障礙車輛服務

乘客，並將已完成進度障礙公

車服務的教育訓練納入汽車

客運營運與服務評鑑，以確保

客運駕駛皆會操作已完成進

度障礙相關設備；目前本市 16

輛通用已完成進度障礙大客

車及 1,230 輛低地板公車，已

59. 已 完 成 進

度 障 礙 公

車車輛數

定義：已完成進度

障 礙 公 車 車 輛 數

為 低 地 板 公 車 車

輛 數 與 通 用 已 完

成 進 度 障 礙 公 車

車輛數之總和。 

1,259 輛

經綜整本市市區客運

110 年 10 月月報，及洽

詢近期有新購車輛之

客運業者確認所屬車

輛現況，本市公車目前

共計 1,259 輛已完成進

度障礙公車。目前已完

成進度，無落後。 

1,256 輛 
交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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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完 成 進 度 障 礙 公 車 比 例 達

78.36%。 

SDG11 永

續城市 

67. 公 車 運 量

提升計畫 

透過公車路網建置、雙十公車

政策、提升公車 

發車準點性、宣導公車乘車禮

儀文化及定期舉辦金運獎表

揚公車優良駕駛活動等策略，

吸引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進而打造便捷、友善、樂齡的

現代化城市。 

60. 市 公 車 運

量數 

定義：以 2020 年運

量（1.1 億）為基礎。

0.59 億 已完成進度。 

市公車運

量數 0.58

億 

交通

局 降低

46.3% 

自今(110)年 1 月 1 日起

調整本市公車收費制

度及受新冠疫情衝擊，

公車搭乘人數略為下

降。 

SDG11 永

續城市 

68. 停 車 智 慧

化 

提供民眾進出停車場以已完

成進度票化的科技服務體驗，

加速車輛進出效率，確實記錄

進出時間，打造智慧化停車環

境，統計至 2021 年 7 月底，已

建置智慧化停車場共計 118

場，完成率達 92.9%，2021 年

底可達 96.8%；eTag 辨識系統

設置率為 77.1%，共 98 場；行

動 支 付 繳 費 方 式 設 置 率 為

75.6%，共 96 場；身障免銷單

服務設置率為 84.3%，共 107

場。 

61. 全 市 停 車

場 智 慧 化

比例 

62. 非 現 金 支

付比例 

定義：結合科技、

導 入 車 牌 辨 識 技

術，提供民眾進出

停 車 場 以 已 完 成

進 度 票 化 的 科 技

服務體驗，加速車

輛進出效率，同時

確 實 記 錄 進 出 時

間，打造智慧化停

車環境。 

定義：非現金支付

包 含 行 動 支 付 及

金融電信代扣，藉

由地磁+PDA 開立

96% 

截至 110 年 11 月止，本

局權管之公有停車場

（含自營及委外）車牌

辨 識 系 統 已 完 成 124

場，設置率約為 96% 

（124/129）。 

1.全市公

有停車場

智慧化完

成率達

96% 

交通

局 

40% 

截至 110 年 12 月 21 日

止，民營停車場共 315

場，其中 3 場已歇業，

故應為 312 場車，其中

已完成牌辨識系統設

置共 130 場，設置率約

40%（130/312）；行動支

付繳費已完成 66 場，設

2.領有停

車場登記

證之民營

停車場智

慧化完成

率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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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另藉由地磁+PDA 開立停車費

通知單（預計 2021 年第四季實

施），減少超商臨櫃繳費，促

使民眾利用行動支付繳納停

車費，此外，透過行動支付繳

費及綁定金融電信業者代扣

停車費享折扣優惠方案，增加

黏著度，提升繳費比例。 

單停車費通知單，

減 少 超 商 臨 櫃 繳

費，促使民眾利用

行 動 支 付 繳 納 停

車費，此外，透過

行 動 支 付 繳 費 享

折扣優惠方案，增

加黏著度，提升繳

費比例。 

置率約為 20%（66/312）；

電子票證或多卡通已

完成 135 場，設置率約

為 40%（135/312），目

前因各民營停車場營

運年限較短（2-5 年），

且場次規模及營運方

式各有不同，故並未強

制民營停車場需設置

相關智慧化停車管理

設備，建議未來於召開

宣導會議時，加強宣導

設置智慧化停車設備

並解除本題列管項目。

33% 已完成進度。 

3.非現金

支付停車

費比例達

15%。 

SDG11 永

續城市 

69. iBike 倍增

計畫 

全 面 升 級 系 統 為

「YouBike2.0」，規劃新增 1,000

站，推動更完善的公共自行車

運輸系統，提供市民通勤、通

學、遊憩之運具選擇，讓民眾

借還車更便利，落實綠色交

63. iBike 累積

租借人次

定義：計算各年度

累積租借次數。 

4,900 萬人

次 
已完成進度。 

4,500 萬

人次 
交通

局 
847 站 已完成進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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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通。截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

YouBike2.0 已突破 700 站，另

全市累計租借人次達 4,600 萬

人次。 

SDG11 永

續城市 

70. 自 駕 巴 士

計畫 

透過結合國內跨領域業者共

同組成自駕巴士團隊，打造國

產自駕巴士及車路整合系統，

並推動實證運行計畫，規劃於

臺灣大道公車專用道導入自

駕技術，建置約 8.5 公里長之

場域設備，打造自駕巴士運行

友善環境，提供公共運輸接

駁。 

64. 建 置 自 駕

巴 士 運 行

場 域 之 路

線 長 度 及

其 載 客 人

次 

定義：自駕巴士運

行 場 域 設 施 之 路

線公里數，及目標

年 之 自 駕 巴 士 載

客人次。 

80% 

一、本局今（110）年度

獲中央補助執行「臺灣

大道自動駕駛巴士場

域車路建置及營運規

劃」案，辦理臺灣大道

五權路至東大路導入

自駕系統之先期規劃，

預計完成自駕巴士路

線、路側設備、運行能

力指標及運行模式等

規劃作業。 

二、本案辦理期間自

110 年 9 月 23 日起，刻

由廠商辦理規劃作業

（包含自駕巴士路線

規劃），預計 111 年上

半年執行完成。 

完成自駕

巴士路線

規劃及爭

取經費

交通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71. 智 慧 化 動

態 號 誌 系

統 與 臺 中

為解決市區交通流量，自 2017

年起推動智慧化動態號誌系

統整合本市智慧交通管理系

65. 智 慧 化 號

誌 路 口 完

定義：智慧化號誌

路 口 可 透 過 佈 設

偵 測 器 蒐 集 交 通

60% 

本局於 2020 年建置五

權西路智慧化號誌路

口共 17 處，並已於 2021

60% 
交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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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市  智 慧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TOPIS 建

置  計 畫

整合 

統 TOPIS 建置計畫，於主要幹

道、高速公路交流道周邊路口

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

2018 年於國道 1 號及臺 74 線

匝道周邊道路，共 20 處路口

導入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

2019 年於中清路 8 處主要號誌

路口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

統及 2020 年於五權西路 17 處

主要號誌路口規劃建置智慧

化動態號誌系統，預計 2022 年

底於臺灣大道完成 10 處智慧

化號誌路口，全市智慧號誌路

口數達 55 處，系統可依交通

量變化，即時調整綠燈時間以

紓解車流，後續將持續爭取中

央補助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

系統及增加交控設備維護預

算額度，以維持運作。 

成 數 成 長

率 

流量，即時演算產

出 最 佳 化 控 制 策

略，並傳輸至智慧

化 號 誌 路 口 調 整

為最適時制，可達

提 升 車 流 紓 解 效

率，降低壅塞情形

發生。 

計算方式：（當期

目標-前期目標/前

期目標）X100%。

年上線實施，目前已上

線之智慧化號誌路口

共 45 處，較未上線前成

長 60%，進度已完成。

SDG11 永

續城市 

72. 邁向 3D 智

慧國土-國

家 底 圖 空 

間 資 料 基

本市配合內政部建置新成屋

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建號

資料與三維國家底圖接合作

業，把建物從平面位置變立

體，在做人口決策判斷、規劃

66. 建 置 新 成

屋 3D 模型

比例 

定義：目前只計畫

建置新成屋，新成

屋 繪 製 建 物 平 面

圖時，即建置其 3D

100% 
已完成進度。至 11/30 已

完成 13,000 筆建號。 
100% 

地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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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礎 建 設 計

畫 

等，更能細部推動，未來資料

分析可 3D 化，分析將更準確，

目前已推行本市各地政事務

所建置資料庫中。 

模型，故其連動該

達成率為 100%。

SDG11 永

續城市 

73.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及 推

廣 

本市致力於文化資產保存，從

文化資產指定、登錄、修復到

活化再利用等各階段不遺餘

力，俾使文化資產歷史、人文

價值能延續與傳承，保障文化

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

發揚多元文化，故持續推廣及

提升文化資產館舍參訪人次，

另因應疫情，也透過數位學習

專區，提供線上體驗文化資產

活動，帶動參與，達到文化資

產保存及推廣目標。 

67. 文 化 資 產

館 舍 參 訪

人 次 成 長

率 

定義：本市文化局

經 營 管 理 之 有 形

文 化 資 產 館 舍 每

年 受 參 訪 累 計 人

次與 2020 年累計

之 受 參 訪 人 次 之

比例計算（2020 年

受 參 訪 人 次 為

713,140 人）。 

0.46% 

110 年度第二至三季受

特殊嚴重傳染性肺炎

（ COVID-19 ） 疫 情 影

響，配合政府防疫政

策，於三級警戒期間關

閉館舍，後續於二級警

戒期間限制室內人數，

使參觀人次不如預期，

加以 12 月份份人次尚

待統計，且部分館舍尚

未回報 11 月份人次。

提升 1% 
文化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74. 綠 色 環 保

節葬政策 

透過綠色殯葬相關政策推動

及宣傳自然環保葬法，鼓勵民

眾以「樹葬」取代傳統土葬或

火化後入塔之葬法，減少珍貴

土地資源之佔用。以近年樹葬

推廣成果而言，從 2012 年申請

量 253 件至 2020 年 2060 件，

成長約 8 倍有餘，未來也將持

68. 樹 葬 申 請

成長率（件

數） 

定義：以 2018 年樹

葬 申 請 數 為 基 準

值（1,450 件）。

計算方式：（當年

度申請數-2018 年

申請數）/2018 年之

申請數 X100%。

48.62% 

截至 11 月底止，110 年

度 樹 葬 申 請 件 數 計

2,155 件，預計 12 月底

可達成年度目標。 

56% 
民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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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續推動，以邁向環境永續發

展。 

SDG11 永

續城市 

75. 藍 天 白 雲

行動計畫 

本市持續推動「藍天白雲行動

計畫」，針對固定、移動、逸

散等空氣污染源，以「先公後

私、先大後小」原則推動改善

對策，包括專案稽查污染排放

工廠、汰換空污防制設備、推

動燃煤鍋爐退場、補助汰舊車

輛、推動低碳運具及發展綠色

大眾運輸等方式，持續滾動檢

討及修正各項空氣品質改善

對策，達成短、中、長期目標，

另也透過污染防制計畫書或

其他相關管制策略，要求中火

落實減煤政策，期盼各界能與

地方政府一起督促中央，加速

中火燃煤機組汰除，共同守護

空氣品質，保障人民的居住安

全。 

69. PM2.5 年 平

均濃度（*

氣 候 緊 急

宣言指標）

定義：依臺中市境

內環保署（自動）

測站 PM2.5 年平均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計

算。 

17μg/m3

受年初全台境外移入、

環境風場及降雨等影

響，加上近期經濟活動

復甦所致；台中市 110

年 1 至 11 月 PM2.5 濃

度 17.0 微克，較去年同

期 15.6 微克增加，11 月

單月 PM2.5 濃度 16.2 微

克，則是近 10 年來最

低。 

15.4μg/m3環保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70. 空 氣 品 質

良率（AQI

≦100）比

例（*氣候

緊 急 宣 言

指標） 

定義：依臺中市境

內環保署（自動）

測站 AQI≦100 站

日 數 除 以 總 有 效

站日數計算。 

90% 

受年初全台境外移入、

環境風場及降雨等影

響，加上近期經濟活動

復甦所致；全國空品狀

態嚴峻，市府依舊努力

執行各項減量措施，

AQI 良率為近 10 年最

佳。 

91.3% 
環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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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11 永

續城市 

71. O3 8 小時

濃 度 紅 色

警 戒 等 級

發生比例

定義：依臺中市境

內環保署（自動）

測站 O3 日最大連

續 8 小時移動平均

值≧86ppb 之站日

數 除 以 總 有 效 站

日數計算。 

1.1% 

今年主要於 9 月 30 日

至 10 月 9 日因風場及

午後日照強烈，擴散不

易造成臭氧濃度升高。

0.7% 
環保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76. 優 化 整 建

既有步道 

本市於 2020 年完成大坑 4、5、

6、9、10 號步道整建、涼亭整

建、新設平台及太平、霧峰、

北屯、豐原、后里、石岡等行

政區之登山步道整建，另也透

過汰換老舊步道路段、新增休

憩設施、增設眺望平台景點等

措施，提供市民安全、舒適登

山環境。 

72. 完 成 步 道

優 化 整 建

總 長 度 之

比例 

定義：針對本局維

管既有步道，進行

優化整建。 

2%（累

計） 

已完成進度。110 年度

針對大肚、龍井、潭子、

石岡等行政區登山步

道進行優化及整建。 

2% 
觀旅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77. 美 樂 地 計

畫 

持續優化既有公園之生態及

已完成進度障礙環境，以創造

陽光公廁、設置合格兒童遊戲

場等手法改善公園設施，維持

都市公園綠地包容、安全、韌

性及永續性，並透過民間參

與、公墓轉型綠美化方式新闢

73. 新 闢 公 園

面 積 之 比

例 

定義：以 2030 年增

加 25 公頃公園綠

地為目標研擬。 

18% 

各年度目標為 2.5 公頃，

今年已完成烏日第 4 公

墓 1.9 公頃，豐原第 6 公

墓 2.7 公頃，合計為 4.6

公頃、執行比例達 18%，

今年度已達標。 

10% 
建設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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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公園，邁向 2030 年增加 25 公

頃綠 

地目標。 

SDG11 永

續城市 

78. 人 本 通 行

環 境 建 置

計畫 

配合中央人本環境建設計畫

及相關規範，持續改善既有人

行道及建置人本通行環境，

2020 年建置及改善人行道合

計 11 公里，預估每年累計改

善人行道長度 5 公里，每年累

計長度成長率增加 10%，未來

將以 2025 年成長率增加 50%

及 2030 年成長率增加 100%為

推動目標，提升本市人行環境

品質，建構人本、生態及美感

之街道生活環境。 

74. 改 善 置 人

行 道 長 度

成長率 

定義：以 2020 年改

善 人 行 道 為 基 準

（11 公里）。計算

方式：（當年度建

置 及 改 善 置 人 行

道累計長度-11）

/11*100%。 

110.72% 已完成進度。 10% 
建設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79. 道 路 燙 平

專案 

「燙平專案」是以各區主要、

次要道路及人行道為改善主

軸，同時改善 6 米寬度以下鄰

里巷道、人行道，採三者併進

的方式提升並精進道路品質。

本專案以每年改善長度 100 公

里以上為目標，利用再生材料

推動低碳循環經濟，並採用低

75. 道 路 燙 平

長度 

定 義 ： 以 各 區 主

要、次要道路及人

行道為改善主軸，

同時改善 6 米寬度

以下鄰里巷道、人

行道。 

132 公里 已完成進度。 
100 公里

以上 

建設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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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衝擊工法，打造海綿城市，以

提升本市道路品質。 

SDG11 永

續城市 

80. 已 完 成 進

度 障 礙 斜

坡道改善 

本市針對行人出入需求高的

路段積極進行已完成進度障

礙斜坡道改善，以每年改善

150 處以上已完成進度障礙斜

坡道為目標，同時也改善人行

道之已完成進度障礙環境（視

障定位點、拆除車阻），提供

弱勢或行動不便者友善之通

行空間，提升市民通行品質。

76. 已 完 成 進

度 障 礙 斜

坡 道 改 善

數 

定義：針對本市行

人 出 入 需 求 高 的

路 段 積 極 提 升 已

完 成 進 度 障 礙 斜

坡道改善數量。 

181 處 已完成進度。 150 處 
建設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81. 輔 導 推 動

低 碳 宗 教

場所 

配合「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

治條例」規劃推 

動宗教團體執行各項低碳及

節能措施，在尊重傳統宗教前

提下進行改革，如推廣拜拜一

炷香、宗教場所低碳認證、環

保慶典鞭炮減碳、電子鞭炮、

減爐敬神明、拜拜少用紙錢及

響應紙錢集中燃燒、空氣緊急

惡化應變機制、空氣品質宣導

旗幟等，以改善空氣品質，營

造良好生活環境。預計 2022 年

前，持續推動中部七縣市低碳

77. 低 碳 認 證

宗 教 場 所

成長率（件

數） 

定義：以 2018 年低

碳 認 證 宗 教 場 所

認 證 數 為 基 準 值

（44 件）。 

計算方式：（當年

度認證數-2018 年

認證數）/2018 年之

認證數*100%。 

22% 已完成進度。 20% 
民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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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認證標章及至少達每年 56 家

低碳認證宗教場所。 

SDG11 永

續城市 

82. 都 市 設 計

審議制度 

推動都市設計審議制度，輔導

都市設計案設置屋頂及垂直

綠化設計，以達每年進步 1%

屋頂及垂直綠化設計比率推

動，管制本市建築物屋頂綠化

及垂直綠化（陽台、露台及花

台等）品質與數量，以期達到

良好住宅品質及都市生活環

境目標。 

78.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輔 導

設 置 屋 頂

及 垂 直 綠

化 設 計 比

率 

定 義 ： 每 年 進 步

2%屋頂及垂直綠

化 設 計 比 率 。

（ 2020 年 為

78.1%）。 

91.43% 已完成進度。 80% 
都發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83. 推 動 宜 居

建築 

透過鼓勵開發業者設置垂直

綠化及垂直鄰里設施，增加喬

木種植數量，透過點、線、面

三部曲，扭轉都市水泥叢林變

成花園都會，於都市中創造全

新綠化環境，打造幸福花園城

市，並增加累計固碳量。 

79. 宜 居 建 築

固碳量 

定 義 ： 2021~2025

年 目 標 ： 年 增 加

660 公噸固碳量；

2026~2030 年 目

標：年增加 990 公

噸固碳量。 

10,470.7

累積固碳

量（公

噸） 

已完成進度。 
8,000 公

噸 

都發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84. 騎 樓 安 學

及 騎 樓 整

平計畫 

逐年打通騎樓封圍空間，以溝

通協調方式，凝聚社區共識，

改善騎樓通行環境，解決原本

騎樓高低差及破損鋪面問題，

營造「有愛已完成進度礙」人

行空間。 

80. 騎 樓 安 學

長度（騎樓

整平長度）

定義：每年依提報

路 段 預 計 完 成

2,000 公尺。 

139,725 公

尺 
已完成進度。 

120,000 公

尺 

都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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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11 永

續城市 

85. 推 動 友 善

公廁計畫 

本市積極興建及修繕公廁，

2019 至 2020 年共計完成 137

座公廁改善，改善後馬桶坐蹲

比設置比例達 2：3，2019 年至

2020 年特優級公廁比例提升

10.3%，另透過巡檢、辦理績優

公廁評比，督導公廁管理單位

落實自主清潔維護管理，逐步

提升全市公廁特優級比例至

99%，符合不同族群、年齡層之

使用需求，打造安全、具包容

性的如廁空間。 

81. 公 廁 特 優

級比例 

計算方式：本市公

廁特優級數量/本

市列管公廁數量。

98.5% 已完成進度。 97% 
環保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86. 陽 光 重 劃

共 好 臺

中 ， 打 造

宜 居 樂 活

城市 

土地重劃業務為市政建設重

要基礎，於土地交換分合之過

程中，藉由土地分配及工程施

工達成「土地價值增加」、「公

平負擔」及「健全都市發展」

等價值。本市以「陽光重劃」

為願景，將陽光透明理念導入

重劃業務，貼近民眾所需。 

82. 公 辦 市 地

重 劃 累 計

辦理面積

計算方式：累計辦

理 完 成 公 辦 市 地

重劃面積（2020 年

已 累 計 3,025 公

頃）。 

3031.96 公

頃 

已完成進度。本市辦理

中之第 15 期大里杙市

地重劃區面積 6.96 公

頃，累計公辦市地重劃

區面積為 3031.96 公頃。

第 15 期大里杙市地重

劃區已於 109 年 8 月 26

日辦理工程開工，截至

110 年 11 月 15 日止，

預定進度 34.70%，實際

進度 37.50%，進度超前

2.80%。 

3,031.96

公頃 

地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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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11 永

續城市 

87. 區 徵 共

好 ， 富 市

臺中 

以「區徵共好」作為願景，辦

理區段徵收時強化溝通協調，

同時規劃 8 大安置計畫妥善安

置開發區內原有居民，以降低

開發阻力，並帶動地方均衡發

展。為落實居住正義，烏日前

竹、烏日九德開發案預計提供

400 戶社會住宅，以強化城鄉

間社經環境之正面連結。 

83. 區 段 徵 收

累 計 辦 理

面積 

計算方式：開辦之

區段徵收案面積。

469.71 公

頃 

本市辦理捷運文心北

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

徵收（已結算）、水湳

機場原址北側及南側

區段徵收（標售處分）、

豐富專案區段徵收（標

售處分）及烏日前竹地

區區段徵收（辦理中），

合計辦理 469.71 公頃。

目前辦理中烏日前竹

地區區段徵收案，全區

工程進度如下: 

全區土建工程分為 3 案

辦理採購發包，全區預

計 113 年 9 月 30 日完

工，工程作業辦理情形

如下： 

1. 第一標工程（安置

街廓） 

（1） 工程經費：3

億 8,802 萬餘元。 

（2） 開 工 / 預 計 完

工日期：109 年 7 月 1 日

/111 年 1 月 25 日。 

469.71 公

頃 

地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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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3） 截至 110 年 11

月 15 日止，施工進度

89.31%，超前 0.03%。

2. 第 二 及 第 四 標 合

併工程 

（1） 工程經費：29

億 7,770 萬元。 

（2） 開 工 / 預 計 完

工日期：110 年 2 月 17

日/113 年 9 月 30 日。

（3） 截至 110 年 11

月 15 日止，施工進度

3.40%，超前 0.78%。 

3. 第三標工程 

（1） 工程經費：10

億 222 萬元。 

（2） 開 工 / 預 計 完

工日期：110 年 2 月

22/112 年 8 月 23 日。

（3） 截至 110 年 11

月 15 日止，施工進度

13.52%，超前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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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11 永

續城市 

88. 大 臺 中 地

區 委 外 重

測計畫 

89. 早 期 農 地

重 劃 區 確

定 測 量 地

籍 整 理

（ 數 值 法

重 測 ） 計

畫 

利用大臺中地區委外重測計

畫、早期農地重劃區確定測量

地籍整理（數值法重測）計畫

加速推動地籍圖重測之數量，

透過高精度的圖資確保人民

財產權的建立，避免產權糾

紛。 

84. 地 籍 整 理

土 地 筆 數

比例 

計算方式：自 2021

年 起 已 完 成 地 籍

整理土地筆數/亟

待 地 籍 整 理 土 地

筆數。 

8% 已完成進度。 8% 
地政

局 

SDG11 永

續城市 

90. 2030 年完

善 智 慧 防

汛 網 及 推

動 智 能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EOC 

1. 109 年建置「臺中市政府

智慧防汛網」整合平台，導入

基於物聯網架構之智慧化感

測元件、通訊模組，升級現有

水情監控設備，並推動低功耗

廣域網路。設置 60 處路面淹

水感測器、36 處 CCTV 即時影

像站，整合雨量站、水位站等

即時資訊。 

2. 針對本市轄內易淹水管

制點、地方反映淹水區位、淹

水潛勢圖及既有相關模擬成

果，完成建置 208 組淹水感測

器，同時汰換本市已屆使用年

2030 年完善智

慧防汛網及推

動智能災害應

變中心 EOC 

依 據 歷 年 來 易 淹

水 地 點 之 水 文 資

料，經整體規劃分

析包含近 3 年發生

淹水事件之點位、

臺 中 市 列 管 之 淹

水點、淹水潛勢圖

之深度達 50 公分

以上及範圍達 0.2

公 頃 之 區 域 皆 納

入 淹 水 感 測 站 選

點考量。 

75% 

依據歷年來易淹水地

點之水文資料，經整體

規劃分析包含近 3 年發

生淹水事件之點位、臺

中市列管之淹水點、淹

水潛勢圖之深度達 50

公分以上及範圍達 0.2

公頃之區域皆納入淹

水感測站選點考量。 

75% 
水利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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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限之水情監測設施 10 處，並

將取得之水情資訊整合至「臺

中市政府智慧防汛網」平台。

SDG12 永

續城市 

91.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運 作 流

向 勾 稽 計

畫 

為提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運作廠場之安全管理、防堵具

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流入

食品供應鏈，加強輔導列管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從源頭管控廠家運作紀錄申

報情形，以降低異常申報比率

為目標，並持續強化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運作安全。 

85.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運 作 紀

錄 流 向 勾

稽 異 常 比

率 

定義：依 2020 年本

市 毒 化 物 廠 商 總

申報 50,143 筆數

為基準，2020 年運

作 紀 錄 流 向 勾 稽

異常比率為 5‰，

預計 2030 年運作

紀 錄 流 向 勾 稽 異

常 比 率 達 4‰ 以

下。 

0.8‰ 已完成進度。 5‰以下 
環保

局 

SDG12 責

任 消 費

與生產 

92. 2030 年增

加 有 機 耕

種 面 積 達

600 公頃 

為促進本市有機農業發展，本

府除加碼補助有機農產品驗

證費用，配合農委會辦理有機

農業推廣相關計畫補助生產、

加工設備及有機適用肥料外，

並設置本市有機農業集團栽

培區、辦理臺中市有機米供校

園午餐使用計畫與有機食農

教育活動，產銷同步推動，以

降低農民生產成本、穩定市場

通路。截至 2021 年 8 月已取得

86. 有機（含轉

型期）農產

品 驗 證 面

積（*氣候

緊 急 宣 言

指標） 

定義：須經有機農

業 促 進 法 認 證 合

格之驗證機構，審

查 申 請 驗 證 者 其

特 定 農 產 品 之 生

產、加工、分裝及

流 通 過 程 符 合 該

法規定。 

截至 110

年 11 月

臺中市有

機驗證面

積（含轉

型期）為

533 公頃

（面積統

計依據經

營業者地

址）。

達成短期目標。 

有機（含

轉型期）

農產品驗

證面驗證

面積 490

公頃 

農業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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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有機驗證面積 365 公頃；未來

將進一步規劃及結合有機促

進區，加強輔導，目標 2030 年

達 600 公頃。 

147.786 公

頃 
已完成進度。 

SDG12 責

任 消 費

與生產 

93. 地產地消-

在 地 農 民

市集 

透過辦理在地農民市集，推廣

地產地消，落實吃在地、食當

季理念，降低食物里程及運銷

碳足跡，解決農產品產銷調節

與供需問題，另也結合多元行

銷策略辦理農特產品行銷活

動，增加消費者對在地農產品

之認同與信賴，提升農民收

益，達到節能減碳效益。截至

2020 年，已辦理 350 場次農民

市集及在地行銷展售活動，估

計可減少批發市場運銷 350 車

次，年度總減碳量達 219.45 公

噸；2021 年 8 月底止，共舉辦

94 場次農民市集與展售活動，

減碳量約 59 公噸，未來將持

續推動，減少碳足跡。 

87. 地 產 地 消

年 度 減 碳

量 

定義：依減少運銷

至 臺 北 及 臺 中 批

發 市 場 車 次 數 估

算減少之排碳量。

108.5 公噸

由於 110 年 5 月至 9 月

國內新冠疫情嚴峻，故

取消辦理農夫市集或

展售活動，以致於總減

碳量不如預期。 

減碳 170

公噸 

農業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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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12 責

任 消 費

與生產 

94. 垃 圾 減 量

及 資 源 回

收再利用 

本市積極推動垃圾減量與資

源回收，具體作為如下： 

（1）社區設置資源回收細分

類設施，落實垃圾分類及資源

回收。（2）推廣生熟廚餘分類

回收。 

（3）推動減塑，結合轄內大型

活動或運動賽事等，輔導或導

入重複性清洗餐具租賃使用，

避免使用一次性用品。 

（4）學校機關帶頭禁用一次

性用品，引領企 

業、家戶逐步落實。 

（5）擴大設置「二手袋循環回

收站」及「愛心飲料提袋借用

回收站」。 

（6）鼓勵產業研發回收處理

技術，暢通去化管道。 

88. 資 源 回 收

率（*氣候

緊 急 宣 言

指標） 

定義：（1）.本市資

源 回 收 率 逐 年 提

升 至 2021 年 達

58%。 

（2）.參考台北市

執 行 隨 袋 徵 收 資

源回收率約 65%，

故訂定本市 2030

年 資 源 回 收 率 目

標值為 65%。 

60.34% 

1. 統計臺中市 110 年

1-10月資源回收率

60.34% ， 已 達 成

110 年度資源回收

率目標值 58%。 

2. 已完成進度。 

58% 
環保

局 

SDG12 責

任 消 費

與生產 

95. 焚 化 底 渣

再利用 

訂定「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

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管理自

治條例」要求轄內公務機關及

公用單位公共工程應優先使

用焚化再生粒料至少 50%。底

渣經再利用處理程序、熟化及

89. 焚 化 底 渣

再 利 用 之

資 源 循 環

率（*氣候

緊 急 宣 言

指標） 

計算方式：底渣再

利用量/3 座焚化

廠 底 渣 總 產 生 量

x100%。 

127.8% 

1. 110 年度截至 11 月

底，本市三作焚化

廠底渣產出量為 7

萬 6,135.31 公噸，再

利 用 量 為 6 萬

1,925.65 公噸。 

95% 
環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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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檢驗合格後，可作為級配粒料

基層、基地及路堤填築、控制

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已完成進

度筋混凝土添加料、瀝青混凝

土添加料及磚品添加料等用

途，期望焚化底渣以符合法令

規定及不危害人類健康及環

境的原則下妥善利用。 

2. 本市焚化廠底渣產

出後，須先初篩、風

選、磁選等前處理，

再翻堆熟化約 60 天

期程，每批檢驗合

格後才可出貨，故

110 年度產出之底

渣約於 111 年 4 月

底可全數再利用。

SDG12 責

任 消 費

與生產 

96. 垃 圾 衍 生

燃 料

（ RDF-

5/SRF）試 

辦計畫 

為增加垃圾去化管道，設置垃

圾分選及固體再生燃料廠，每

年 RDF-5 去化可達 300 噸以

上，並協調造紙業者協助試燒

垃圾衍生燃料，確認空污排放

符合法規及鍋爐操作條件穩

定可行，推動垃圾衍生燃料取

代生煤，建立永續消費及生產

模式。 

90. 協 助 造 紙

業者 RDF-

5 去 化 噸

數 

定義：本市紙廠鍋

爐 實 際 協 助 燃 燒

去化的 RDF 噸數。

486 噸 已完成進度。 300 噸 
環保

局 

SDG12 責

任 消 費

與生產 

97. 提 升 有 機

消 費 、 發

展 多 元 銷

售聚點 

（ 本 局 建

議修正為:

本市積極鼓勵在地農產品消

費，惟設置有機農產品銷售據

點受有機農業促進法規範，設

置不易。且農產品行銷通路多

元，包含超市、量販店、農產

品市集、農友自售等販售方

每年有機農產

品查驗的件數

為 落 實 有 機 農 產

品之食品安全，本

市 將 持 續 進 行 有

機農產品查驗。 

300 件 已完成進度。 300 件 
農業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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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提 升 有 機

農 產 品 品

質 ， 辦 理

有 機 農 產

品查驗） 

式，其中有機農產品佔所有銷

售農產品比例低，爰已完成進

度法正確掌握實際消售數據。

另為保障本市消費者之食品

安全，建議本案朝向有機農產

品品質及標示的查驗件數，以

量化統計呈現成果。 

SDG12 責

任 消 費

與生產 

98. 持 續 推 動

減 塑 及 資

源 循 環 與

永續生產 

－ － － － 

1. 本局為加強源頭減

塑宣導，今年與環

保團體綠色和平合

作 循 環 杯 試 辦 活

動、與慈濟基金會

合作新ㄧ點利黃昏

市場自備容器（購

物袋）減塑活動（成

效 : 約 減 少 使 用

5,940 個一次性用品

垃圾產生量）及本

局於一中商圈推動

「自備環保杯或借

用循環杯」減塑活

動（成效:約減少使

用 2,029 個一次性用

品垃圾產生量）等

－ 
環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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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共計 3 場次，藉由導

入循環杯借用及宣

導自備餐具（袋）等

綠 色 消 費 優 惠 措

施，鼓勵民眾從源

頭減量做起，以減

少使用一次性用品

垃圾產生量。 

2. 已完成進度。 

SDG13 氣

候行動 

99. 建 構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策略 

本市致力於低碳政策推動，於

2014 年制定「臺中市發展低碳

城市自治條例」，已推動 29 項

子法或計畫，另訂有「臺中市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設

定 6 大部門目標（如下圖）推

展 106 項計畫，響應國際倡議，

本市於 110 年 1 月 18 日簽署

「氣候緊急宣言」，提出永續

168 目標策略，展現本市朝向

低碳永續城市發展之決心，並

規劃於 2023 年邁向已完成進

度煤城市、2030 年溫室氣體減

量達 30%、2050 年邁向淨零碳

排目標。 

91.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與

減 少 比 率

（*氣候緊

急 宣 言 指

標） 

定義：相較基準年

（2005 年）溫室氣

體減量。 

－ 

1. 臺中市 109 年度行

政轄區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為 3,426 萬公

噸 CO2e。 

2. 109 年總排放量較

2005 年（3,341 萬公

噸）增加約 85 萬公

噸 CO2e，排放量增

長 2.54%，其增加原

因為電子業、半導體

業、鋼鐵業等行業別

產量增加致排放量

增加，且臺中市城市

發展逐漸擴大，人口

數增加，以致用電量

3% 
環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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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增加，故使溫室氣體

逐年排放增量。 

3. 臺中市 109 年溫室

氣體各部門別佔比，

分別說明如下： 

 工業部門：64.74%

 住商部門：20.22%

 運輸部門：13.89%

 環保部門：0.94%

 農業部門：0.21%

SDG13 氣

候行動 

100. 設 置 環

境 教 育

設 施 場

所 推 廣

水 環 境

教育 

本市現已建置石岡壩水資源

回收中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綠川、筏子溪及東大溪水文化

暨環境教育館，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統計至 2021 年 4 月累計

水資源環境教育參與人次達

18 場計 904 人次，透過深耕、

共好、永續的精神，致力於水

文化的建立，強調實作、遊戲、

導覽、戶外實察，讓民眾更認

識本市水環境，同時愛護水資

源。 

92. 水 資 源 參

與 環 境 教

育人次 

定義：執行環境教

育 設 施 場 所 之 環

教 活 動 ， 每 場 約

30-40 人。 

1,224 人 已完成進度。 360 人 
水利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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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13 氣

候行動 

101. 推 動 防

災 士 制

度 

防災士是以民眾能自助、互助

為目標，於平時推動防災宣導

社區防災；災時及災後可自

助、互助，並協助社區收容及

重建復原工作，有強化社區與

民眾自主防災能力，2020 年已

培訓 187 人次。 

93. 防 災 士 培

訓比例 

定義：以 2020 年防

災士人數（200 人）

平均年成長 20%

計算年成長比例。

20% 

本市防災士總人數已

達 1,100 人，符合預期

目標且已完成進度進

度。本局將持續與相關

單位合作辦理防災士

培訓，並指派本市各韌

性社區、市府局處、各

區公所災害防救工作

人員、防災志工等參與

培訓，以提升市民自

助、互助能力。 

20% 
消防

局 

SDG13 氣

候行動 

102. 盤 點 城

市 氣 候

風險，訂

定 氣 候

減 緩 與

調 適 之

行 動 計

畫 

－ － － 

本市於 2014 年制定「臺中市發展

低碳城市自治條例」，推動 29 項

子法或計畫，另訂有「臺中市溫室

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設定 6 大部

門目標推展 106 項計畫，盧市長響

應國際倡議，於 110 年 1 月 18 日

簽署「氣候緊急宣言」，展現本市

朝向低碳永續城市發展之決心。

此外，盧市長上任後提出三大目

標「即刻行動、先公後私」、「光

電倍增、回饋公益」及「親水承洪、

韌性降溫」，各局處響應「引風」、

「增綠」、「留藍」策略，聚焦於

－ 
環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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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降低熱島效應的影響，也強化都

市對於洪水災害的應變能力。 

SDG13 氣

候行動 

103. 2030 年

打 造 水

湳 低 碳

智 慧 示

範區 

為打造低碳宜居城市，臺中市

政府持續盤點公有閒置空間，

規劃種植樹木：市府基於「先

公後私」原則，在水湳園區加

強綠美化設計，透過植樹來達

到淨化空氣、降溫及減碳之效

果，因此為達低碳環境與氣候

調節，本案係利用林木平均比

重乘以林木樹幹部分之木材

材積，再乘以全株材積與幹材

材積之比例 （一般全株材積

約為幹材材積之 1.3~2.0 倍，平

均值約為 1.65 倍） 轉換而得，

林木生物量最後再乘以林木

之碳含量百分比，即為林木所

固定之碳素量，藉由數目逐年

種植增加低碳環境的可能性。

－ 

大 樹 全 株 固 定 碳

素量為 262 × 1.2 

× 1.65 = 518.76 kg

中 央 公 園 以 每 年

增加固碳 5180.76 

kg 為目標 

123 棵 

本年度（110）迄今已種

植 123 棵大樹，本年度

目前目標無落後。 100 棵 

建設

局 

－ － － 
本案為質化目標，尚已

完成進度法量化。 

地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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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總開發面積 254 公頃的

水湳機場原址區段徵

收案（水湳經貿園區），

公 共 設 施 比 例 高 達

50.03%，區內保留了日

據時代的機槍碉堡、航

空兵舍等文化資產的

歷史軌跡，並有多項本

市大型公共建設坐落

其中，中央公園蜿蜒貫

穿全區，緊密串聯經

貿、生態住宅、文化商

業、創新研發與文教等

多元城市樣貌，營造全

國首屈一指的都市格

局。 水湳機場原址區

段徵收於 100 年 4 月公

告啟動，105 年 7 月完

成分配，106 年 10 月點

交土地，區內市府團隊

於水湳經貿園區規劃

的 3 大基礎工程及 5 大

亮點建築公共建設中，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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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中央公園地下停車場、

科湳愛琴橋及中臺灣

電影中心皆已完工。臺

中綠美圖、臺中國際會

展中心則於 108 年開

工，預計 111、112 年陸

續完工。 

－ － － 

1.進度無落後。 

2.自 110 年 6 月起至 12

月 14 日已召開 8 次小

組會議，1 次現場會勘。

研考

會

（資

訊中

心）

SDG13 氣

候行動 

104. 推 動 校

園 氣 候

變 遷 教

育 與 建

構 低 碳

永 續 校

園 

除鼓勵本市學校推動學校氣

候變遷環境教育外，成立本局

環境教育輔導團推動氣候變

遷環境教育及鼓勵本市校園

設置太陽能光電、補助學校設

置飲水機及推廣自備環保杯

（餐具）、補助學校於午餐使

用在地食材、每週一蔬食等作

為營造低碳永續校園。 

推動校園氣候

變遷教育與建

構低碳永續校

園 

本市 327 校每年皆

完成環境教育 4 小

時研習，本局除持

續 鼓 勵 本 市 學 校

推 動 學 校 氣 候 變

遷環境教育外，亦

成 立 本 局 環 境 教

育 輔 導 團 推 動 氣

候 變 遷 環 境 教 育

及 鼓 勵 本 市 校 園

設置太陽能光電、

－ 

除鼓勵本市學校推動

學校氣候變遷環境教

育外，成立本局環境教

育輔導團推動氣候變

遷環境教育及鼓勵本

市校園設置太陽能光

電、補助學校設置飲水

機及推廣自備環保杯

（餐具）、補助學校於

午餐使用在地食材、每

－ 
教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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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補 助 學 校 設 置 飲

水 機 及 推 廣 自 備

環保杯（餐具）、

補 助 學 校 於 午 餐

使用在地食材、每

週 一 蔬 食 等 作 為

營 造 低 碳 永 續 校

園。 

週一蔬食等作為營造

低碳永續校園。 

SDG14 海

洋生態 

105. 減 少 海

洋 污 染

回 收 廢

棄 漁 網

及 廢 棄

物 / 加 強

海 上 查

緝 非 法

漁 業 行

為 

為有效減少海洋中廢棄漁網

及廢棄物，2021 年培養漁民將

網具實名並將破損網具及生

活廢棄物攜回岸上集中，2021

年至 8 月廢棄漁網回收 10 公

噸及廢棄物清運 56 公噸，以

減輕海洋環境污染的壓力，藉

由取締違法漁業行為，維護海

洋漁業資源合理的永續利用。

94. 回 收 廢 棄

漁 網 及 廢

棄 物 數 量

及 每 月 海

上 非 法 查

緝次數 

定義：以實質減少

海 洋 中 廢 棄 漁 網

及廢棄物為目標。

計算方式：以漁船

拾 回 及 漁 民 自 行

集 中 之 廢 棄 漁 網

及 海 漂 垃 圾 重 量

為依據，訂出每年

以 100 公噸以上為

目標。 

 

定義：取締海上非

法漁業行為，降低

非法濫捕，使本市

漁 業 資 源 能 永 續

利用。 

95.5 公噸

統計至 11 月底，廢棄漁

網及廢棄物數量為 95.5

公噸。 

1.回收廢

棄漁網

100 公噸

以上 

農業

局 

9 次 

受疫情影響，為避免於

巡邏艇群聚，5~7 月取

消海上查緝。 

2.海上聯

合查緝每

月 1 次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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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計算方式：每月至

少 1 次以上辦理海

上聯合查緝非法。

SDG14 海

洋生態 

106. 盤 點 與

落 實 永

續 漁 業

資 源 保

育規範 

漁業署委託台灣大學調查每

年 6 月 16 日至 9 月 15 日有許

多其他魚類仔魚混獲至魩鱙

而被捕撈，爰此必須將此期間

明訂於臺中市魩鱙漁業管理

規範，並不得捕撈超過公告配

額，以利漁業資源保育。於禁

漁期海上陸上查緝非法漁業

行為，遏止不法使漁業資源永

續利用。 

遵守每年漁業

署公告本市魩

鱙配額量捕撈

之 公 噸 數 / 海

上非法查緝每

月次數。 

遵 守 每 年 漁 業 署

公 告 本 市 魩 鱙 配

額量捕撈，減少漁

獲 努 力 量 減 少 漁

業資源壓力。於每

年 魩 鱙 漁 業 禁 漁

期（6 月 16 日至 9

月 15 日）藉由取

締違法捕撈行為，

維 護 海 洋 漁 業 資

源 合 理 的 永 續 利

用。 

本年度

0.608 公

噸，漁業

署公告本

市配額為

65 公噸/

海上查

緝。禁漁

期（6-9

月計 4 個

月）海上

查緝 3

次，陸上

魩鱙資源變動原因尚

不確，其豐度變動很

大。6 月受疫情分艙辦

公停止，7-9 月照常辦

理。 

海上聯合

查緝每月

1 次以上

及陸上查

緝 2 次以

上。 

農業

局 



66 

 

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查緝 8

次。 

SDG15 陸

地生態 

107. 濕 地 及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生 態

教 育 

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擁有豐

富的天然資源，包括稀有的雲

林莞草、當地的鳥類紀錄也高

達 190 種，是成群南遷北移候

鳥重要的食物補給站及度冬

區。為保護珍貴濕地，向民眾

宣導推廣生物多樣性之生態

教育，以建立環境生態保育觀

念。 

95. 濕 地 生 態

教 育 宣 導

活 動 場 次

及人次 

定義：依辦理推廣

宣導活動場次計，

並 合 計 各 場 次 之

參加人次。 

42 場次

1,394 人次

110 年度高美濕地及野

生動物保護區生態教

育宣導活動共 42 場次。

20 場次 

600 人次 

農業

局 

SDG15 陸

地生態 

108. 生 態 保

育 及 擴

大 生 物

多樣性 

2021 年本市生物多樣性保護

區覆蓋率為 24%，推動擴大生

態保育與生物多樣性區域，嚴

審野生動物保護區或各級溼

地內之各項開發案件，以降低

因開發而導致生物多樣性區

域的喪失。 

96. 生 物 多 樣

性 保 護 區

覆蓋率（

氣 候 緊 急

宣言指標）

定義：以中央與地

方 經 管 之 敏 感 區

位土地/全市總土

地面積（%）。 

24% 
110 年度成果：達成指

標 
24% 

農業

局 

SDG15 陸

地生態 

109. 人 均 綠

地面積 

每年配合政策編列經費辦理

都市計畫公園、綠地、兒童遊

樂場、廣場開闢。 

2030 年人均綠

地 面 積 達

9.8m2 

1.定義:每萬人公

園、綠地、兒童遊

樂場、體育場所及

廣場面積數：（公

頃） 2.指標說明 : 

每 萬 人 公 園 、 綠

9.57m2 

查臺中市五設面積為

4.51％，每萬人享有廣

義綠地面積為 9.57 公

頃。 

－ 
建設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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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地、兒童遊樂場、

體 育 場 所 及 廣 場

面積數：（公頃） 3.

計算方式 : （都市

計 畫 區 內 已 闢 建

之公園、綠地、兒

童遊樂場、體育場

所 及 廣 場 面 積 數

／ 年底都市計畫

區人口數）*10,000

SDG16 和

平 與 正

義制度 

110. 強 化 犯

罪 偵 查

能 量 提

升 刑 案

破獲率 

警察局建置「科技偵防情資整

合分析平臺」，強化犯罪偵防

能量，提升全般刑案破獲率，

結合路口監視器及車牌辨識

系統，於刑案發生時能迅速蒐

集證據破案，有助於大幅減少

各種形式的暴力及相關事件

死亡率。 

97. 全 般 刑 案

破獲率 

定義：以最近十年

全 般 刑 案 破 獲 率

平均值增加 1%為

目標。 

計算方式：全般刑

案發生數/全般刑

案破獲數。 

99.9% 已完成進度。 88.5% 
警察

局 

SDG16 和

平 與 正

義制度 

111. 提 供 網

絡 整 合

服務，終

結 兒 虐

案件 

運用衛生福利部 2019 年新版

結構化評估工具，提升精進社

工員處遇品質，協助服務家庭

提升保護因子，並強化網絡合

作機制，整合服務更有效，針

對危機風險較高案件，以密集

98. 暴 力 受 虐

有 效 介 入

率 

計算方式：暴力趨

緩、受虐原因消失

或 處 遇 目 標 已 達

成之案件數/當年

度 家 庭 暴 力 及 兒

76% 已完成進度。 76% 
社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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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式處遇模式增加訪視頻率高

達每月至少 4 次，以確保兒少

於家庭中之安全並避免兒虐

案件再發生，有助於推動終結

各種形式的兒童虐待、剝削、

走私、暴力以及施虐。 

少 保 護 結 案 件 數

*100%。 

SDG16 和

平 與 正

義制度 

112. 智 慧 分

析 提 升

交 通 執

法效能 

以交通執法、宣導與工程改善

等面向著手，落實交通路口安

全大執法等勤務作為，應用智

慧科技分析，建置：（1）「科

技執法監控中心」、（2）「區

間平均速率執法設備」、（3）

「多功能違規偵測系統」、（4）

「違規停車科技執法設備」、

（5）「禁行大車暨跨越槽化線

違規自動偵測系統」等科技措

施提升執法效能，透過 24 小

時不間斷違規偵測，遏止交通

違規行為，進而建立用路人守

法觀念，維護汽（機）車、自

行車、行人等各用路族群的通

行空間及交通秩序，以促進和

平且包容的社會。 

99. 交 通 事 故

死傷人數

計算方式：A1+A2

類 交 通 事 故 死 傷

人數。 

52,848 人 已完成進度。 60,078 人 
警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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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16 和

平 與 正

義制度 

113. 強 化 消

費 爭 議

調 解 機

制 

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係由當

事人自主、自決，並經雙方合

意之共同解決紛爭方法，消費

爭議調解案件之調解制度即

為其中之一。調解程序之進行

較已完成進度訟爭性，當事人

得自主解決紛爭，減省紛爭解

決之時間與費用，不但為紛爭

解決之較佳方式之一，且有助

於建立有效的、負責且包容的

制度。 

00. 消 費 爭 議

案 件 調 解

率 

計算方式：當年度

消 費 爭 議 調 解 案

件調解成立件數/

當 年 度 進 行 調 解

會議件數。 

56.5% 已完成進度。 50~53% 
法制

局 

SDG16 和

平 與 正

義制度 

114. 24 小 時

x365 天

「 AI 智

能客服」

提供民眾於本市地方稅務局

網站（Web），或透過通訊應用

程 式 LINE@ （ ID ： @taic -

hungtax）詢問房屋稅、地價稅、

使用牌照稅、土地增值稅、契

稅、娛樂稅、印花稅等各項稅

務問題，智能客服提供 24 小

時即問即答全年已完成進度

休的便捷諮詢功能，2019 年至

2020 年 民 眾 提 問 數 已 提 升

6.33%，有助於落實沒有歧視

的稅法與稅制。好的措施亦獲

01. 民 眾 透 過

智 能 客 服

提問數 

定義：每年民眾透

過 智 能 客 服 提 問

數。 

23,853 次

統計至 11 月底，民眾透

過智能客服提問次數

為 23853 次。 

26,000 次 
地稅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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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得中央肯定，本府刻正協助建

置全國性的地方稅智能客服。

SDG17 全

球夥伴 

115. 城 市 外

交 永 續

夥 伴 計

畫 

本市整合市政資源，結合企

業、民間社團與僑民力量，如：

姊妹市/友好城市交流及外賓

接待參訪等業務交流，深化國

際城市締盟合作，並參與國際

組織交流平台，積極延續國際

交流，分享相關市政經驗，促

進協力合作關係，如：「2020

台灣燈會-璀璨台中」參選「第

4 屆 UCLG-墨西哥市 21 世紀

國 際 文 化 獎 」 （ The 4th 

International Award UCLG-

Mexico City-Culture 21），獲評

審團選為符合 SDG 11, 12, 15, 

17 之最佳案例分享。另也因應

疫情，以視訊方式進行市政經

驗交流分享，落實多邊合作之

永續發展目標，例如 2021 年 9

月參加澳洲布里斯本市舉辦

之「2021 亞太城市高峰會」

（APCS），發表專題演講分享

02. 國 際 交 流

場次 

計算方式：姊妹市

/友好城市交流＋

外 賓 接 待 參 訪 ＋

國 際 組 織 及 會 議

參與。 

13 場次 已完成進度。 40 場次 
秘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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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本市推動永續、宜居城市相關

成果。 

SDG17 全

球夥伴 

116. 志 願 服

務 實 施

計畫 

本市積極推廣志願服務，以融

入幸福（Happiness）、機會

（ Opportunity ） 、 參 與

（ Participation ） 與 熱 忱

（Enthusiasm）四大理念，訂定

志願服務願景【HOPE125】，

倡導每 1 位市民皆為志工，每

位志工每月從事 2 小時服務，

即可創造 5 倍公民社會產值。

本府持續引導及觸發角色，鼓

勵更多市民投入志願服務行

列，促進社會參與。 

03.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志 工

總 人 數 成

長率（*氣

候 緊 急 宣

言指標）

計算方式：2030 志

工人數-2020 志工

人數/2020 志工人

數 X100%。 

0.08% 

截至 109 年底，本市志

工總人數為 124,739 人，

110 年上半年因疫情升

溫致運用單位暫停服

務及招募新志工，上半

年（1 月至 6 月）志工

人數 124,833 人，較 109

年成長 0.08%，因統計

依據為各局處半年報

統計資料，故下半年統

計資料將於 111 年 1 月

更新。另近期疫情趨

緩，持續鼓勵各機關及

運用單位積極招募志

工，以提升本市志工人

數成長率。 

2% 
社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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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SDG17 全

球夥伴 

117. 建 立 永

續 發 展

專 責 機

構 

－ 

本府設置「臺中

市政府永續 發

展及低碳城 市

推動委員會」作

為永續發展 推

動專責單位 

－ －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

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

員會」每半年召開一

次，致力於促進經濟發

展、社會進步與環境保

護。委員會下設置「臺

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

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推動永續工作。 

－ 

低碳

辦 

建立永續發 展

專責機構，促成

跨局處實質 合

作 

1.臺中市低碳城市推動

辦公室於 100 年 11 月 1

日正式揭牌成立並於

110 年更名為臺中市永

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

動辦公室。 

2.共同與環保局、臺中

市永續發展及低碳城

市推動辦公室努力爭

取建立永續發展專責

機構。 

研考

會 

建立永續發 展

專責機構，促成

跨局處實質 合

作 

臺中市成立永續發展

推動小組，盤點各局處

與永續發展目標相對

應之目標與計畫等相

環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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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關資訊，以此訂定臺中

市之永續發展目標、指

標、推動機制及永續相

關之規劃。本市已於

110 年 9 月 27 日發表

「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VLR）」，將持續推動

臺中市永續發展業務，

未來定期追蹤各項工

作進度。 

SDG17 全

球夥伴 

118. 強 化 公

私 協 力

推 動 公

部 門 之

永 續 計

畫 

因應永續發展趨勢，成立永續

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

並將原有低碳業務擴大為永

續業務，推動本市永續發展 

－ － － 

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

推動委員會下設置「臺

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

低 碳 城 市 推 動 辦 公

室」，推動永續發展計

畫，其下共分為 7 個組

別：「永續教育及規劃

組、節能減碳及綠能發

展組、環境生態組、綠

色運輸組、韌性城市

組、永續社會組及城鄉

發展組」發揮公私協力

合作力量，推動低碳及

永續發展業務工作。 

－ 
低碳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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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為貼近基層及了解大家對環

保議題之需求，積極規劃邀請

環保團體座談，希望透過直接

面對面對話及互相理性的溝

通，可以接觸到平時看不到的

盲點，並建構與環保團體成為

共同經營（co manager）環境的

伙伴關係。 

強化公私協力

與公民團體，每

年 至 少 召 開

次交流會議，透

過民間力量、企

業合作推動 公

部門之永續 計

畫 

本局於今年度 1 月份及

4 月份各舉辦 1 場「臺

中市環保團體與局長

有約座談會議」，總計

2 場次。 

環保

局 

－ － 

共同與環保局、臺中市

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

推動辦公室努力來強

化公私協力與交流。 

研考

會 

SDG17 全

球夥伴 

119. 持 續 參

與 國 際

組 織 及

建 立 合

作平台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建立合作

平台，透過城市會員間分享永

續城市、低碳、防疫等城市治

理之經驗及成果，並同步宣傳

本市所舉辦之重要國際活動。

持續參與國 際

組織及建立 合

作平台 

本處持續參與各

式國際交流平

台，如「城市與

地方政府聯合

會」（UCLG）、

「城市與地方政

府聯合會亞太分

會」（UCLG 

ASPAC）、「世

界大都會協會」

（Metropolis）、

「國際姊妹市協

－ 

因應疫情，本處以視訊

方式參加國際會議如

下： 9 月 7 日至 10 日

「城市與地方政府聯

合會亞太分會第 8 屆大

會」、9 月 8 日至 12 日

「2021 亞太城市峰會

暨市長論壇」、9 月 9 日

至 11 日「2021 第 4 屆

城市與地方政府聯合

會文化峰會」、11 月 8

日至 13 日參加「世界大

－ 
秘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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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成果說明/落後原因說

明 

短期目標

（2021） 

局

處 

會」（SCI）及

「城市聯絡網」

（CityNet）等國

際組織，積極延

續國際交流，促

進協力合作關

係。 

都會協會第 13 屆世界

大會」及 11 月 16 日至

18 日參加「城市與地方

政府聯合會世界理事

會議」等，令狐副市長

並於「2021 亞太城市峰

會」發表專題演講分享

本市推動永續、宜居城

市相關成果，積極參與

國際組織建立合作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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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統計資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1/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更

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 消除

貧窮 

布建家庭

社區支持

服務計畫

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

礎，建構跨體系協力網絡，

發展「強化多重問題家庭的

整合性服務」，將介入焦點從

個人到家庭並瞭解個案未被

滿足需求，進而發展個別及

專精化服務，並結合社區網

絡資源，布建家庭社區支持

服務，回應脆弱家庭多元複

雜需求，讓社會福利中心為

家庭築起安全防護網。 

脆弱家庭

個案參與

家庭社區

支持服務

涵蓋率 

計算方式：參與

家庭社區支持服

務人數/脆弱家

庭開案服務總人

數 x100%。 

11.08% 12% 13% 14% 社會局 

SDG1 消除

貧窮 

兒少教育

發展帳戶

以積極性救助及社會投資理

念，透過儲蓄帳戶模式，針

對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

至年滿 18 歲列冊之低（中

低）收入戶或長期安置之兒

童及少年，鼓勵按月長期儲

蓄，培育儲蓄的習慣， 

兒少教育

發展帳戶

申請開戶

率 

定義：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

至年滿 18 歲列

冊之中低（低）

收入戶或長期安

置之兒童及少

年。 

52% 55% 60% 65%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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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2/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續

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更

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每人每年最高自存 1 萬

5,000 元，政府再相對提撥

同額款項，為孩童累積未

來教育及發展基金，增加

未來接受高等教育及生涯

發展機會。 

 計算方式：每年

實際申請開戶人

數/每年符合計

畫資格人數

X100%。 

     

SDG1 消除

貧窮 

脫貧計畫 本市辦理多元脫貧方案，

鼓勵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藉由參與本市相關脫貧

措施，結合並強化公私部

門跨域合作，透過轉介協

處機制之資源聯結，積極

陪伴並提供多元支持，培

力弱勢家戶實現累積資

產、教育投資、就業自立

及社會參與等目標，期能

達到促進參與協助方案之

對象倍增，協助弱勢族群

逐步回到穩定安全生活正

軌。 

低（中

低）收入

戶參與脫

貧措施涵

蓋率 

計算方式：參與

脫貧措施人數/

低（中低）收入

人數 x100%。 

5.56% 6% 7% 8%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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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3/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續

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2 消除

飢餓 

保障消費者

安全蔬果加

強批發市場

農藥攔檢 

為提供市民可享用安全、

充足之農產品，保障食的

安全，落實供應鏈中每一

環節的安全把關，提升農

產品供貨人自主用藥管

理，於農產品批發市場設

置質譜儀，相較傳統生化

法，可以更快速且精準檢

驗蔬果用藥種類及殘留

量，攔截不當用藥之農產

品流入市面並確實銷毀；

另針對檢驗不合格之供應

人訂出規範，累計檢驗不

合格次數達 2 次者停止供

貨，達 3 次檢驗不合格將

廢除其供應人資格，健全

批發市場功能。 

批發市場

農產品用

藥不合格

率 

定義：依批發

市場現場隨機

抽驗農產品用

藥不合格比

率。 

4.18% 10% 8% 6%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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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4/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續

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更

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2 消除

飢餓 

為確保永續

發展的糧食

生產系統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辦理有機適用肥料、生產及加

工設備、溫（網）室設施、簡

易堆肥設施、有機農業田間栽

培及肥培管理講習等補助及推

廣計畫。另加碼辦理收購臺中

市有機米供校園午餐使用計

畫、有機驗證費用全額補助及

設置有機農業集團栽培區等措

施。 

施用有機

質肥料面

積 

定義：農

民申請施

用具肥料

登記證有

機質肥料

之面積。 

7,584 公頃 7,600 公頃 8,500 公頃 10,000 公

頃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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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5/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2 消除

飢餓 

強化食

品業者

登錄 

本局持續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推動本市食品業者登錄，

掌握業者資訊，有效執行輔導

及稽查管理，維護市民食品安

全及健康，並有助於推動

SDG2 之達成糧食安全，改善

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食品業者

登錄家數

成長率 

定義：以 2020

年食品業者登錄

家數為基數

（27,412 家）。 

計算方式：（年

度食品業者登錄

家數-2020 年食

品業者登錄家

數）/2020 年登

錄家數

X100%。 

0% 

（2020 年

為基準

年） 

15% 55% 80%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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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6/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3

健康與

福祉 

孕產婦

兒健康

關懷服

務 

配合國民健康署推動「周產期

高風險孕產婦（兒）追蹤關懷

計畫」，針對孕產婦具健康風

險因子（如：吸菸、喝酒、藥

物濫用、心理衛生問題、多胞

胎、妊娠高血壓、妊娠糖尿病

等）、社會經濟危險因子

（如：未滿 20 歲、低/中低收

入戶、受家暴未經產檢等）、

母親孕期全程未作產檢個案之

新生兒，提供自產前至產後 6

個月之追蹤關懷服務。未來除

強化部門跨域合作，也透過婦

產科醫療院所、衛生所及社群

媒體（FB、LINE）管道宣導

適齡婚孕、懷孕「5 要」及

「5 不」健康守則，共同照護

母嬰健康，降低高危險妊娠合

併症風險及嬰兒早產發生率，

孕育健康下一代。 

嬰兒死亡

率 

計算方式：（當

年嬰兒死亡數/

當年活產嬰兒

數）×1,000。 

2.5‰ 

（2019 年

為基準年）

2.5‰ 2.49‰ 2.45‰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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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7/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3

健康與

福祉 

潛伏結

核全都

治計畫 

針對高風險族群（如接觸者、

長照機構住民及工作人員、糖

尿病、血液透析、矯正機關…

等），提供丙型干擾素釋放試

驗（IGRA）即早找出潛伏結

核感染陽性個案並提供潛伏結

核感染治療，以降低後續結核

病發病風險。 

結核病發

生率 

計算方式：

（結核病新案

發生數/年中人

口數）

x100,000。 

28.5% 28.40% 24.40% 19.40% 衛生局 

SDG3

健康與

福祉 

愛滋感

染者服

藥 

聯結醫療體系協助愛滋感染者

及早治療，透過衛教輔導感染

者規律服藥的重要性，強化服

藥之正確認知，增加感染者服

藥動機，排除服藥困難，降低

體內愛滋病毒量，避免因未規

則服藥產生抗藥性，以穩定生

活，降低傳染風險，因此以愛

滋感染者服藥比率增加至 95%

為 2030 目標。 

愛滋感染

者服藥之

比率 

計算方式：

（有至少 1 次

服藥紀錄之存

活且未離境之

本市本國籍愛

滋感染者/存活

且未離境之本

市本國籍愛滋

感染者）

x100%。 

93% 93% 94% 95% 衛生局 

  



8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8/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續

發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3

健康與

福祉 

推動長

青學苑

計畫 

長輩透過學習，由被照顧者的

角色轉變為自我照顧的角色，

鼓勵社區長輩走出家門，參與

社區活動，實現「活到老、學

到老」之精神，藉以拓展老人

學識領域，提高長輩晚年生活

品質，並預防減緩失能失智情

形，有助於確保高年齡層的長

輩健康與福祉。 

長輩參與長

青學苑人次 

定義：以長青

學苑平均每年

50,000 受益人

次為基準。 

計算方式：長

青學苑受益人

次每年成長

1,000 人次（當

年受益人次-前

年受益人次）。 

45,285

人次 

51,000 人

次 

55,000 人

次 

60,000 人

次 

社會局 

SDG3

健康與

福祉 

身障共

融幸福

倍增計

畫 

地落實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因此提供

適宜、多元之社區化服務與照

顧，達到平等參與、社區照顧

及社會共融。本市將盤點各區

域需求， 

身障社區式

服務（社區

日間照顧、

小作所）據

點數 

定義：身障服

務據點達成數

數量。 

36 處 40 處 50 處 60 處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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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9/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續

發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爭取經費增設服務據點，支持

身心障礙者能夠落實自我選

擇，在社區居住生活，有助於

確保身障者的健康與福祉。 

       

SDG3

健康與

福祉 

長期照

顧十年

計畫

2.0 

對於失能長者之服務，提供完

善的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並積極

布建服務據點，2021 年 3 月長

照服務涵蓋率為 48.62%，已為

六都第一，未來 2030 年將透

過宣導及長照中心、服務單位

積極開發潛在個案，以提升服

務涵蓋率至 65%。 

長照服務使

用比率 

計算方式：

使用長照服

務/推估長照

需求人數

x100%。 

45% 50% 60% 65% 衛生局 

SDG3

健康與

福祉 

長照即

時通

APP 

有長照服務需求者，除撥打長

照服務專線 1966 申請外，本

市新增下載行動 APP，可線上

一指申請長照服務、查詢核定

項目及額度使用情形，隨時掌

握 

長照即時通

APP 涵蓋率 

計算方式：

當年度長照

APP 下載率/

當年度長照

服務使用人

數 x100%。 

9.63% 25% 50% 80% 衛生局 

  



10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10/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家人使用服務的情形，並提供最

新長照服務資訊，考量失能者因

行動不便，需要長照交通接送，

APP 未來將結合本市長照交通接

送服務，以人工智慧導入 APP 擴

充功能，提供家屬及個案線上預

約長照交通服務，協助服務單位

以更簡便的方式與家屬、個案聯

繫，簡化行政流程。 

       

SDG3

健康與

福祉 

長者到

宅及定

點心理

諮詢服

務 

針對本市有情緒困擾及高風險民

眾由專業心理師提供心理諮詢服

務，以 2020 年心理諮詢服務量為

基準值（3,600 人次），為了提升

市民心理健康，未來在本市各行

政區建立可近性心理諮詢服務，

同時考量長者行動不便，特提供

到宅心理諮詢服務，協助受到情

緒困擾民眾。 

心理諮

詢服務

成長率

定義：針對本

市有情緒困擾

及高風險民眾

由專業心理師

提供心理諮詢

服務。以 2020

年心理諮詢服

務量為基準值

（3,600 人次）。 

13% 5% 10% 15%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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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11/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計算方式：（當年

度心理諮詢服務

量-2020 年服務

量）/2020 年服務

量 x100％。 

     

SDG3

健康與

福祉 

流感疫

苗接種

計畫 

針對 65 歲以上長者為流感併發

重症高危險群，每年辦理公費

對象流感疫苗接種計畫，設立

流感疫苗接種站，增加可近性

及接種動機，疫苗接種率達

50%。本市 65 歲以上長者流感

疫苗接種率 2017 年為 49.9%、

2018 年為 46.2%、2019 年為

54.1%，每年依疫苗數量及疫苗

不良反應事件，影響接種完成

率，將持續加強提升此族群接

種率，規劃各項獎勵措施及多

元宣導管道，增加民眾接種意

願，保障長者健康。 

65 歲以

上長者

流感疫

苗接種

率 

定義：本市 65 歲

以上長者（含安

養、養護、長期

照顧等機構內受

照顧者，但不包

含機構工作人

員）。 

計算方式：接種

數/本市 65 歲以

上年中人口數

x100%。 

55% 50% 52% 54%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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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12/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3

健康與

福祉 

原住民

族長期

照顧-文

化健康

站實施

計畫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1 年推

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

站實施計畫規定，文化健康站

之設立係以組成專業工作小

組，辦理老人照顧服務為目

標，且為強化原住民族互助支

持文化，以「原住民照顧原住

民」之方式，提供因族因地制

宜之長期照顧服務，維繫部落

文化之傳承，滿足資源匱乏地

區長者照顧需要。 

文化健

康站站

數 

計算方式：依臺

中市內所設文化

健康站數計算。 

23 站 24 站 26 站 28 站 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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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13/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3

健康與

福祉 

有效降

低建築

物火災

數計畫 

為有效降低建築物火災發生，

積極將火災調查結果有效回饋

火災預防作為，並針對特定種

類（如建築工地或違章建築物

等）火災之主管機關函請協助

查處或加強管理，2021 年 1-5

月建築物火災件數 251 件，與

2020 年同期比較 412 件減少 161

件。未來也積極將火災調查結

果有效回饋火災預防作為，持

續有效減少建築物火災之發生

及人命傷亡、財產損失。 

每十萬

人建築

物火災

發生數 

計算方式：建築

物火災數/人口

數（十萬）。 

30 件 28 件 25 件 22 件 消防局 

SDG3

健康與

福祉 

國民運

動中心

新建計

畫 

建設國民運動中心場館充實本

市運動設施場所，提供良好運

動環境，培養良好運動習慣，

並藉由運動中心場館闢建，吸

引市民運動意願，以發展各項

體適能及運動、健身等為目

標。 

規律運

動人口

比例 

定義：臺中市

18 歲以上一週

內運動 3 次每次

30 分鐘運動人

口比率。 

33% 33.60% 34.00% 34.50% 運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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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14/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目前北區、南屯區、西屯區及

南區已完成運動中心建置，目

前規劃清水區、太平區、北屯

區、潭子區、大里區及豐原區

等地推動新建，打造本市成為

運動活力城市，未來透過與民

間結合，以委外營運方式辦

理，透過民間企業廣納專業運

動及經營人才進行專業評估，

就民間需求及現今流行運動趨

勢規劃課程，預計開放營運後

能有效提高規律運動人口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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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15/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3

健康與

福祉 

提升大

臺中緊

急救護

能量 

搶救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

（OHCA）傷病患，為「生命之

鏈」五個環節缺一不可，其中

一環需透過受過專業訓練的高

級救護技術員（EMTP）於

OHCA 案件現場執行高級心臟

救命術，持續提高本市 OHCA

案件患者急救成功率及存活率

（康復出院率）。 

本市緊急救護急重症案件數量

較多之第一、三、六、八救災

救護大隊及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之偏遠地區，擇 1 分隊集中高

級救護技術員，針對急重症案

件實施雙軌救護服務（基本救

命術及高級救命術），並提高本

市高級救 

OHCA 案

件康復出

院人數及

EMTP 人數

定義：康復

出院人數計

算方式，係

經醫院診斷

神經學狀態

為 CPC1 或

CPC2 出院人

數。 

1.OHCA 案

件康復出

院人

數:114 人 

2.EMTP 人

數:95 人 

1.OHCA 案

件康復出

院人

數:100 人 

2.EMTP 人

數:116 人 

1.OHCA 案

件康復出

院人

數:110 人 

2.EMTP 人

數:150 人 

1.OHCA 案

件康復出

院人

數:120 人 

2.EMTP 人

數:200 人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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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16/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護技術員預立醫療流程執行率，

將醫院急診室的急救處置延伸至

現場，立即提供專業及有效的急

救處置，以提供市民更完善的緊

急救護服務品質，使本市能成為

全國到院前緊急救護之指標性城

市。 

       

SDG4

教育品

質 

公幼倍

增計畫 

因應少子化現象及建構安全優質

平價之托育環境，減輕家長育兒

負擔，本市配合我國少子化對策

計畫（2018 年至 2022 年），加速

擴展公共化教保服務，積極盤點

本市學校餘裕空間、公有公共設

施閒置空間，增設本市公立幼兒

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提高本市幼

兒能就近進入公共化幼兒園就讀

機會，滿足家長托育需求。 

公共化幼

兒園增班

數 

定義：依本

市公立幼兒

園及非營利

幼兒園增班

數計算。 

90 班 25 班 累計 90 班 累計 130

班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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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17/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鑑於學前教育尚未納入義務教

育，而係以公私協力方式共同

提供教保服務，全國公私立幼

兒園比例為 3：7，本市依循我

國少子化對策計畫（2018 年至

2022 年），以提供 4 成幼兒有機

會進入公共化幼兒園為目標，

據以研訂本市公幼倍增計畫，

並訂定中長程目標，確保所有

的孩童都能接受高品質的早期

幼兒教育、照護，以及小學前

教育，為小學的入學作好準

備。 

       

SDG4

教育品

質 

公托倍增

計畫 

為協助緩解少子化問題，回應

市民公共托育需求，藉由提供

實惠且方便之托育服務，協助

年輕父母進 

公共托育

設施設置

及整修數

與收托人

數 

定義：公共

托育設施設

置及整修數=

本市公托及

家園數； 

1.規劃布

建數：6

間 

（1）.規

劃布建

數：28 間 

（1）.規

劃布建

數：50 間 

（1）.規

劃布建

數：60 間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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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18/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入就業市場，本市推動「公托

倍增」計畫，積極廣佈公托。 

為加速布建公托期程，成立公

托倍增推動小組，社會局與本

府都市發展局、消防局、建設

局、地政局、教育局、民政

局、住宅發展處等相關局處更

建立單一聯繫窗口，除積極尋

覓適當地點，評估設置公托之

可行性外，更可藉由各局處單

一窗口，即時諮詢公托設置規

定及法規之疑義，以順利達成

公托設置，另也持續盤點各公

有餘裕空間設置公托之可行

性，期達 10 倍增之目標值，有

助於確保低年齡層的幼兒健康

與福祉。 

 收托人數=

本市公托及

家園可收托

總人數。 

2.收托總

人數：380

人 

（2）.收

托總人

數：750

人 

（2）.收

托總人

數：1,400 

（2）.收

托總人

數：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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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19/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4

教育品

質 

推動國際

教育 

推動雲端英語學堂、雙聯學制

計畫、雙語及國際實驗班計

畫，透過建置優質線上英語學

習環境、媒合國內外學校教學

合作及適才適性培養英語專才

學生，打造本市優質雙語及國

際教育環境。 

國際教育

計畫學生

參與人次 

定義：本市

參與雲端英

語學堂、雙

聯學制計

畫、雙語及

國際實驗班

之學生人

次。 

7,800 人次 8,000 人次 9,000 人

次 

10,000 人次 教育局 

SDG4

教育品

質 

推動終身

學習 

本市設置 11 所社區大學及 29

所樂齡學習中心，透過多元化

課程，除了培養市民建立學習

生涯規劃，並涵養其具備公民

意識，參與公共事務，以使其

具備國際觀，心懷在地認同

感。另透過樂齡學習中心特色

課程，促進 55 歲以上市民維持

健康安全及提升 

終身學習

相關課程

參與人次 

定義：參考

本市社區大

學及樂齡學

習中心開設

各類終身學

習相關課程

參與人次。 

175,578 人

次 

180,000 人

次 

190,000

人次 

200,000 人

次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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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20/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生活品質，進而奉獻服務。 

終身學習機構因應不同學習需

求開設多元學習課程，持續提

供弱勢族群（如身心障礙者、

新住民、原住民等）補助及課

程優惠等方式，促進市民參與

終身學習之意願，並弭平資源

落差之學習困境。 

       

SDG4

教育品

質 

提升借閱

成長計畫

本市持續充實公共圖書館館藏

資源，自 2019 年起，每年訂定

年度借閱冊數成長目標值，鼓

勵各館積極推廣閱讀、鼓勵民

眾借閱、利用圖書館館藏進行

終身學習，2020 年總館藏量

5,331,294 冊，總借閱冊數

13,812,839 冊，人均借閱冊數

4.9 冊，通閱冊數 8,373,478 冊，

另也積極採購各式電子書與數

位資源， 

人均借

閱圖書

量 

定義：用以評

估圖書館館藏

的使用率，亦

可反映館藏品

質與圖書館推

廣閱讀的能

力。 

計算方式：人

均借閱量=年

度總借閱冊數/

服務人口數。 

4.9 冊/人 4.99 冊/人 5.13 冊/人 5.29 冊/人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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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21/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2020 年電子書館藏量 52,389

冊，借閱次數達 325,632 次。 

未來持續積極行銷圖書館館藏

內容，辦理主題書展、運用網

路與社群軟體行銷館藏以提高

館藏資源能見度，結合行動圖

書車、與學校合作將館藏主動

推展到社區與學校，並深入到

偏鄉、社福機構與矯正機構

等，讓知識不受限，閱讀更便

利。 

       

SDG4

教育品

質 

推動科

技教育 

本市為打造智慧機械之都，自

108 學年度起新增科技領域，

係強調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以跨學科知識整合的理念為基

礎，提供學生統整性的學習經

驗，培養學生解決真實世界問

題的知識、能力及態度。 

高中以下

師生參與

科技教育 

人次 

定義：參與

該計畫各相

關課程及活

動之師生人

次加總，  

10,000 人

次 

15,000 人

次 

25,000 人

次 

50,000 人次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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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22/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而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設備資

源可提供作為本市科技領域課

程與教學研發小組實作場域，

共同整合規劃辦理各類研習與

工作坊，提升本市科技與自造

教育成效。 

 包括自造教

育及科技中

心課程、活

動、營隊及

自造教育競

賽、科展、

科學園遊

會。 

     

SDG4

教育品

質 

精進教師

教學專業

本市的教育理念係以「學生為

本、著重適性學習，成就每個

孩子未來」為教育政策發展主 

軸，而校長與教師的專業發展

與教學品質息息相關，透過促

進校長、教師課程專業領導的

機制與自主增能，包括學科專

業知識、教學實務能力與教育

專業態度等，提升教學品質。 

辦理教師

精進場次

定義：教育

品質源自於

教師的專業

與付出，教

師是專業工

作者，需持

續精進專業

發展以支持

學生學習。 

 

辦理 1,200

場次 

辦理

1,300 場

次 

累計辦理

1,500 場次 

累計辦理

1,800 場次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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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23/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計算方式：辦

理針對精進教

師教學相關研

習及推動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

之場次數作為

指標之參據。 

     

SDG5

性別平

等 

臺中市政

府推動性

別主流化

實施計畫 

臺中市政

府各機關

推動性別

平等創新

計畫 

為使本府各機關及各行政

區公所將性別平等理念導

入日常業務中，使民眾生

活處處感受性別友善，推

動多項性別友善措施，涵

蓋生活各面向，逐步建構

性別友善城市，落實性別

平等。 

性別平等

友善措施

數 

定義：性別平

等政策措施包

含去除性別刻

板印象措施、

建構性別友善

環境措施及提

升女性經濟力

措施，如共融

公園、哺集乳

室、廁所男女

比例改善等。 

58 項 60 項 70 項 80 項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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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24/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6 淨

水及衛生 

維護市民

飲用水安

全 

推動飲用水水質抽驗計畫，針

對本市轄內 25 座自來水淨水

場及直接供水點，抽驗自來水

水質狀況；並在颱風災害或豪

大雨警報解除後，亦加強自來

水淨水場水質抽驗作業，以嚴

格監督本市自來水水質狀況，

提供民眾安全的飲用水品質。

飲用水不

合格率 

定義：依本市

自來水淨水場

處理後之水質

抽驗件數計

算。 

計算方式：不

合格件數/抽驗

件數 X‰。 

0‰ 3‰以下 2‰以下 1‰以下 環保局 

SDG6 淨

水及衛生 

推動污水

下水道用

戶接管建

設 計畫 

持續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提

升用戶接管及污水處理率，目

標為 2030 年達 90%之污水處

理率。後巷有增建物阻礙而無

法接管者，限期逕 行淨空後

巷增建物或障礙物達最小施作

空間，仍不配合者提報違章專

案拆除；前巷用戶接管僅完成

施工區域 6 成用戶，後巷強制

接管將可提高至 9 成， 

整體污水

處理率 

計算方式：公

共污水下水道

普及率+專用污

水下水道普及

率+建築物污水

設施設置率。 

66.42% 68.94% 78% 90%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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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25/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永續

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大幅提高接管效率，預計未

來接管目標為 2025 年累計用

戶接管總數達 35 萬戶，2030

年累計用戶接管總數達 43 萬

戶，以改善水質及減少河川

污染，確保市民都能享有水

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SDG6 淨

水及衛生 

水質保護 水質保護方面，致力輔導事

業減污，從源頭減廢、運用

科技智慧（水質感測器、縮

時攝影機、水質連續自動監

測設施等）查緝追溯污染

源。推廣畜牧業廢水入田再

利用，翻轉畜牧糞尿污染廢

水形象，再利用成為農地的

天然肥料，減少畜牧廢水排

放至水體，進而降低河川污

染。 

河川未

受污染

比例

（RPI

≦2.0）

計算方式：本

市轄內三大流

域（烏溪、大

甲溪、大安

溪）未（稍）

受污染河段長

度/本市轄內三

大流域（烏

溪、大甲溪、

大安溪）河段

長度。 

77.9% 

（2019

年） 

80% 85% 90% 環保局 

  



26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26/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7 可負

擔能源 

縣市共推

住商節電

計畫 

綠能屋頂

全民推動

計畫 

市管公用

案場建置

太陽光電 

工廠屋頂

設置太陽

光電 

用電大戶

設置太陽

光電 

補助設置

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

實施計畫 

本市積極推動能源轉型綠

能政策，包括：  

公有屋頂設置太陽能 

公告用電大戶裝置再生能

源 10% 

推動綠屋頂 

資源循環發電 

LED 智能路燈換裝 

根據近期台電公司 2021 年

6 月最新再生能源裝 置容

量數據，本市再生能源總

裝置容量約 1,673MW，為

全國第一。未來持續推動

剩餘公有案場、民眾住

宅、工廠 設置太陽光電，

並協助中央離岸風電區塊

開發政策，發展本市離岸

風電，提升本市再生能源

使用率。 

再生能源

使用率 

定義：本市再

生能源供應佔

本市用電量。 

5.8% 11% 13% 20% 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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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27/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續

發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7 可負

擔能源 

臺中港離

岸風電產

業專區 

在市府各局處持續推動以及

企業、校園、民眾的積極參

與下，本市太陽光電推動進

展順利，原先預計 2022 年的

達成的三倍增目標將提早達

成，經發局再次訂立太陽光

電四倍增的推動目標，於

2022 年累積裝置容量達

465MW，全力推動太陽光電

發展，朝著 2030 年 1GW 的

願景持續前進。 

再生能源累

計發電度數

定義：2030

年再生能源

發電達 60

億度。 

19.1 億

度 

35 億度 38 億度 60 億度 經發局 

SDG7 可負

擔能源 

本市積極推動離岸風電產業

發展，透過與 臺灣港務公司

臺中港務分公司攜手打造臺

中港為離岸風電產業園區，

目前包括永冠 能源科技、臺

灣電力、天力離岸風電科 

技、台欣工業等企業均已承

租土地， 

太陽能發電

累計設置容

量 

定義：本市

太陽能發電

累計設置容

量 2030  

太陽光

電之裝

置容量 

太陽光電

之裝置容

量 

太陽光電

之裝置容

量 

太陽光電之

裝置容量 

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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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28/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臺灣重山風力科技和金豐

機器工業也於離岸風電產

業園區附近設置塔架工

廠，目前也有國內、外風

電產業業者積極接洽與合

作，打造完整風電產業供

應鏈，未來臺中港可望成

為離岸風電重鎮，帶動綠

能發展與經濟成長。 

 達 1GW。 達 243

MW 

達 400M

W 

達 600M

W 

達 1GW  

SDG7 可負

擔能源 

產業綠能

運用提升

計畫 

本市於 2021 年提出新的太

陽光電二年發展計畫，推

動「產業綠能運用提升計

畫」，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

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

及現代的能源，選定本府

轄管產業園區， 

轄權內工

業區新租

購案，廠

商須於屋

頂 50%面

積設置光

電 

定義：建築物

屋頂扣除不可

設置區域後，

其餘 50%以上

面積設置太陽

能光電發電設

施 

0m2 

（2020

年為基

準年） 

1026.74m

2 

6718.12m

2 

12034.0m2 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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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29/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

標

（2021

）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作為推動屋頂型的太陽光電

設備主軸，鼓勵廠商於屋頂

50%面積設置太陽能光電設

施。 

臺中地區為國內機械業之重

要生產基地，用電需求日益

增加，積極發展綠能成為重

要政策，其中利用廠房屋頂

設置太陽能光電設備，成為

本府轄管產業園區推動綠能

首要目標。 

目前除針對已開發之工業園

區廠商推廣外，未來新開發

產業園區完成，亦加入計畫

範圍，鼓勵廠商於廠房設計

階段，即可規劃設置太陽能

光電設備，使發電量能產生

最大化，亦減少後續施工問

題。 

 （所稱屋頂不

可設置區域，

指屋頂雜項工

作物、屋頂綠

化設施及屋頂

透空框架投

影、經審核遮

陰區域、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

設施確有困難

者等面積後所

占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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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30/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

標

（2021

）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7 可

負擔能源 

資源循環

發電計畫 

本府除持續要求本市轄內

三座焚化廠妥善操作並於

落實設備維護保養作業維

持穩定焚化量及發電量

外，另持續推動文山焚化

廠汰舊換新計畫提升文山

焚化廠焚化量及發電量，

提供更多綠色能源並舒緩

電力不足之問題。 

另為將廚餘妥善去化，以

促參法 ROT（整建-營運-

轉移）方式推動綠能發

電，將可完備本市廚餘處

理能力，減輕焚化廠之處

理負荷，確保所有的人都

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

的、永續的及現代的能

源。 

資源循

環發電

量 

計算方式： 

1.焚化廠發電量

為焚燒垃圾後汽

電共生資源循環

實際的發電量度

數。 

2.廚餘厭氧發

電：以 2020 年實

際發電為基準

年，同年 9 月實

際發電趨於穩定

後計算。 

註： 

1.需視外埔綠能

生態園區實際營

運狀況滾動式調

整。 

2.因本市焚化廠

除汰舊換新 

汽電共生

發電量 4

億 4,170

萬 4,130

度；廚餘

厭氧發電

72 萬

9,091 度電

汽電共

生發電

量為 4

億 4,200

萬度；

廚餘厭

氧發電

180 萬

度電。

（約 1.5

萬公噸/

年廚餘

處理

量） 

汽電共生

發電量為

4 億 4,200

萬度；廚

餘厭氧發

電 250 萬

度電。（約

2 萬公噸/

年廚餘處

理量）（因

本市焚化

廠除汰舊

換新工程

外並未針

對發電設

備 

汽電共生發

電量為 5 億

度；廚餘厭

氧發電 500

萬度電。（約

4 萬公噸/年

廚餘處理

量）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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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31/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續

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工程外並未針對

發電設備進行改

善，仍以 2021 年

發電量為目標。 

  進行改

善，仍以

2021 年發

電量為目

標） 

  

SDG7

可負擔

能源 

LED 智能路

燈換裝計畫

本市路燈約計有 21 萬餘

盞，其中約有 9 萬餘盞已

於水銀路燈落日計畫及各

項老舊路燈汰換計畫時換

裝為 LED 節能燈具，每年

節省電費約 1 億元，減少

4 萬 5,272 公噸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相當於開闢 88

座臺北大安森林公園的減

碳量。 

LED 智

能路燈

換裝比

例 

定義：LED 智能

路燈佔臺中市權

管路燈總數比

例。 

0% 

（2021 年

為基準

年） 

1% 35% 100% 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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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32/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續

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8

就業與

經濟成

長 

臺中生活經

濟資訊平台

營運服務案 

本平台已於 2020 年結合

不同活動檔次之數位服

務與民眾行銷互動，如

購物節、萬聖節、租稅

宣導、產業小旅遊、青

創新創、臺中女麗購等

活動；累積至 2020 年底

APP 下載量已超過 36 萬

次且本案參加「2020 全

球 ICT 卓越獎（WITSA 

Global ICT Excellence 

Awards）」以「永續城市

特色商務解決方案」特

色脫穎而出，榮獲「傑

出 COVID-19 技術解決方

案獎-地方與城市」首

獎。 

臺中生

活經濟

資訊平

台 APP

使用次

數成長

率 

定義：以臺中生

活經濟資訊平台

累計服務人次

（使用次數）作

為量化評估之基

礎。 

0% 

（2020 年

為基準

年） 

2.5%（以

2020 為基

期） 

10%（以

2021 年

為基期）

5%（以

2025 年為基

期） 

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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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33/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8 就業

與經濟成長 

臺中跨

境體驗

示範基

地委託

經營管

理計畫

透過本市跨境體驗示範基

地及本市相關企業創業創

新計畫，輔導創業者在臺

中設立登記或取得相關補

助資源、發展跨境商務。 

未來營運方針除將示範創

新場域專區推動發展外，

還有提供創業青年輔導顧

問、舉辦媒合會及創業課

程、輔導青創團隊進駐以

及提供共同空間場地租

借，促進本市跨境體驗示

範基地永續經營。 

輔導創

業家次 

定義：輔導創業者

在臺中設立登記或

取得相關補助資

源、發展跨境商

務。 

註：以 2020 年 14

家業者達成異業合

作為計算基期。 

累計 14 家

次 

累計 30 家

次 

累計 75 家

次 

累計 150

家次 

經發局 

SDG8 就業

與經濟成長 

策略性

產業招

商 

針對具備創新投資、重大

投資及在地採購之投資

人，提供房地租金、房屋

稅及地價稅、勞工職業訓

練費用及勞工薪資補助等 4

項補助，激勵外地廠商投

資本市。 

累計訪

廠家數 

定義：透過單一窗

口招商服務、營運

總部獎勵補助、投

資障礙排除會議等

方式，協助廠商投

資落地，帶動經濟

發展。 

16 家 25 家 25 家 25 家 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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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34/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8 就業

與經濟成長 

提供各

項就業

服務資

源，強

化本市

求職者

就業準

備力及

協助就

業 

為協助本市求職者就業及補

實求才廠商人力缺口，拓展

就業服務據點，由原 23 個

增加為 27 個，以提升就業

服務量能；設置一站式之客

製化就業服務，提供就業促

進措施及服務資源，以協助

青年及求職者就業；結合廠

商、里長及人民團體等開發

工作機會及潛在勞動力，致

力於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

成長，強化本市求職者就業

準備力及協助就業。 

臺灣自 2020 年起人口呈現

負成長，針對中高齡及高齡

者，規劃相關就促方案，以

提升本市中高齡者勞動參

與，促進高齡者再就業。 

求職就

業率 

定義：依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就業服

務資訊整合系統指

標計算方式，求職

就業率為本市有效

求職推介就業人數

除以本市求職新登

記人數。（本市近

10 年求職就業率為

62.44%）。 

62.44% 65% 68% 70% 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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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35/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8 就業

與經濟成長 

身心障

礙學生

就業準

備講座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了解就

業市場趨勢並能儘速進入

勞動市場及早做好職前準

備，落實學用合一的概

念，透過就業準備講座，

使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家屬

充分了解就業資源，讓身

心障礙學生獲得無接縫適

當之專業服務，以達協助

身障學生就業之目的，未

來也落實身心障礙學生生

涯輔導與轉銜服務，提高

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之就

業率。 

身障生就

業率 

定義：依特教通報

網各高中職及大專

院校轉銜本局之身

障應屆畢業學生已

就業比例。 

計算方式：身障生

就業率=該學年度

轉銜勞政之身障學

生就業人數/該學

年度轉銜勞政之身

障學生總人數。

（2020 年身障生

就業率 33.5%）。 

33.5% 35% 37% 40% 勞工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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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36/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8 就業

與經濟成長 

文創輔

導計畫 

以文創資源及貸款說明會方

式，加強宣傳文化部創業貸

款啟動金方案，增加小微文

創企業或個人工作坊取得累

積銀行信用以獲取資金之機

會，同時也協助文創業者建

立自我品牌、拓展市場通

路，爭取外界資源、尋求跨

領域合作，透過同異業資源

整合、一環拉一環，形成互

補支援作用，聯合出擊發揮

綜效、共創產業價值。 

輔導文

創業者

成長率 

定義：輔導創業者

在臺中設立登記或

取得相關補助資

源、發展跨境商

務。 

計算方式：以

2020 年 14 家業者

達成異業合作為計

算基期。 

0% 

（2020

年為基

準年） 

5% 10% 15% 文化

局 

SDG8 就業

與經濟成長 

失業者

職業訓

練實施

計畫 

為促進有就業意願並欲增進

就業技能之待業或失業民眾

獲得就業技能，本市持續推

動「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計

畫」，規劃辦理本市產業升

級、結構轉型 

職訓後

就業率 

定義：訓後 3 個月

內就業占訓練人數

比率。（近 3 年訓

後就業率為

79.5%）。 

79.5% 80% 80.50% 81% 勞工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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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37/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及缺工現況需要之職業訓練，

並透過就業輔導措施，協助其

就業，除增進其就業機會外，

結合缺工產業需要，提供相關

技術的人才，輔佐企業在地生

根，促進經濟功能活化，有助

降低失業率。 

       

SDG8 就業

與經濟成長 

職場安

全及健

康精進

計畫

2.0 

本市協助事業單位申請相關補

助經費及改善安全衛生設施，

提高事業單位改善安全設施之

意願及減輕改善成本負擔。另

為建立職場安全文化，保障勞

工勞動權益及職場工作安全，

藉由「宣導、輔導、檢查、補

助」四合一之降災策略，並結

合雇主、相關團體與政府的資

源及組織力量降低職業災害保

險給付千人率，保障勞工安全

與健康。 

保險給

付職業

災害千

人率 

計算方式：年

職業災害千人

率（‰）=全年

領取職業災害

保險給付人次

／年平均勞工

保險投保人數

×1,000（2020

年年職業災害

千人率

3.142‰）。 

下降至

3.142‰ 

下降至

2.932‰ 

下降至

2.847‰ 

下降至 2.764‰ 勞工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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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38/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

市永

續發

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8 就業

與經濟成長 

推廣

觀光

旅遊 

2020 年舉辦「大安沙雕音樂

季」、「臺中好湯溫泉季」、「臺

中國際舞蹈嘉年華」及「臺中

國際花毯節」等觀光主題亮點

活動，並積極推動國旅行銷推

廣，吸引全臺旅客來訪，2020

年遊客人數約達 4 千 6 百萬人

次的佳績，另安心旅遊自由行

補助成績六都第一（約新臺幣

4.1 億元）。本市將持續辦理大

型觀光活動、推動相關旅遊行

銷及引客策略。 

旅宿業

住宿總

人次 

定義：住宿率提

升。 

計算方式：以

2020 年旅宿業住

宿總人次為基準

值（645 萬人

次）。 

645 萬

人次

（2020

年為基

準年） 

2020 年住

宿人次

60% 

成長 10% 成長 15% 觀旅

局 

SDG8 就業

與經濟成長 

臺中

電影

節 

為打造本市電影節之品牌並結

合年輕及創意之城市形象，本

市選擇以「動畫」作為城市電

影節主題，參考國外知名影展

辦理方式，規劃「國際動畫短

片競賽」及「國際動畫影片觀

摩」作為兩大影展特色。 

參與動

畫影展

人次成

長率 

計算方式：依

「臺中國際動畫

影展」2020 年總

放映場觀影人次

及周邊活動人次

之總和做為成長

率計算基數。 

0% 

（2020

年為基

準年） 

7% 13% 25% 新聞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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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39/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未來將以中臺灣電影中心作為

臺中電影節主場館，並以成為

國際「動畫」之都作為目標。 

       

SDG8 就業

與經濟成

長 

打造臺

灣影視

重鎮 

以「打造臺灣影視重鎮」為施

政目標，促進在地影視產業扎

根、茁壯為目的，推動相關輔

導政策，提供影視拍片補助和

友善及全面整合的協拍服務，

加上全臺唯一公辦民營之專業

影視製片廠「中臺灣影視基

地」之建置啟用，以專業場域

和技術支援滿足各影視劇組不

同的拍攝需求，逐步吸引國內

外劇組至臺中拍片。 

協拍件次

成長率 

計算方式：依

劇組 2019 年至

2020 年至臺中

拍片需求統計

件次之平均值

做為年成長率

計算基數。 

0%

（2020

年為基

準年） 

10% 15% 20% 新聞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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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40/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8 就業

與經濟成

長 

推廣藝

文活動 

本市具代表性的藝文活動包括

「臺中爵士音樂節」，透過國際

級的爵士樂團演出，帶動臺中

整體城巿觀光，平均每日可吸

引超過 10 萬樂迷齊聚。此外，

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結合

本市百年宮廟文化，傳遞在地

文化價值，每年均可吸引百萬

人次參與。本市也因應疫情發

展線上表演、線上展覽等形

式，並持續辦理多元化的藝文

饗宴，統計至 2021 年 5 月底，

本市辦理藝文活動數量達全國

第一。 

藝文活

動參加

人次 

計算方式：本

市藝文活動參

與人次/臺中市

戶籍地人口

數。 

8.95 次/

每人 

9.0 次/每

人 

9.2 次/每人 9.4 次/每人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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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41/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9

工業、

創新基

礎建設 

提升雨

水下水

道建置

率，建

全 都市

區域排

洪能力 

本市積極規劃建置雨水下水道

系統，提升雨水下水道實施

率，強化防洪排水能力，保障

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統計至

2020 年底雨水下水道建置率達

77.1%，建置總長度為 685.7 公

里，未來也持續建設下水道系

統，增加都市排水功能，減少

低窪地區水患。 

雨水下

水道建

置率 

定義：逐年提升雨

水下水道建置率，

以建全都市區域排

洪能力。 

計算方式：每年雨

水下水道建置長度/

本市雨水下水道規

劃長度。 

77.1% 78% 82% 90% 水利局 

SDG9

工業、

創新基

礎建設 

建置具

透水功

能人行

道 

本市建置透水功能人行道及辦

理市區道路空間透水鋪面設計

與公共通行空間雨水滲透及貯

留設計與審查，2020 年改善透

水鋪面長度累計 5.89 公里，預

估每年累計長度成長率增加

5%，未來以 2025 年成長率增

加 25%、2030 年成長率增加

50%為推動目標。 

設透水

人行道

累計長

度成長

率 

定義：以 2020 年透

水鋪面長度為基準

值（5.89 公里）。 

計算方式：（當年度

累積透水鋪面長度-

5.89）/5.89x100%。 

0% 

（2020

年為基

準年） 

5% 25% 50% 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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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42/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0 減

不平等 

鼓勵參

與客語

能力認

證 

2016 年至 2020 年本市客語能

力認證報考人數累計數至

7,400 人，未來也將持續加強

客語推廣，鼓勵民眾參加客語

能力認證考試，提升客家能見

度，營造客語溝通無障礙環

境，促進族群融合及平等。 

客語能

力認證

報考累

計人數 

計算方式：客語

能力認證報考人

數之累計數。 

7,400 人 8,500 人 11,900 人 14,900 人 客委會 

SDG10 減

不平等 

偏遠地

區民眾

衛生保

健及醫

療健康

服務 

為維護偏遠地區（和平區）之

民眾健康，提供醫療、復健、

胸部 X 光篩檢、疫苗接種、四

癌篩檢、成人健檢等衛生保健

及醫療服務，以減少醫療資源

缺乏狀況，提升偏遠地區民眾

健康。未來將運用公私協力與

結合民間資源，強化跨域合

作，並透過宣導、結合各類型

社區活動及整合性篩檢辦理巡

檢活動，阻斷社區傳染鏈。 

偏遠地

區民眾

接受公

共衛生

醫療保

健服務

人次成

長率 

計算方式：（當年

度服務總人次-

2020 年度服務總

人次/2020 年服務

總人次）

X100%。 

0% 

（2020

年為基

準年） 

1% 2% 3% 衛生局 



43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43/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2020 年偏遠地區（和平區）民

眾接受公共衛生 

醫療保健服務總人次，共

55,882 人次，包含： 

醫療服務：45,519 人次 

復健治療：468 人次 

胸部 X 光篩檢：2,792 人次 

疫苗接種：5,309 人次 

四癌篩檢：1,018 人次 

成人健檢：776 人次 

       

SDG11

永續城市 

共好社

宅 

共好社宅（好宅）提供市民居

住協助服務，是本市重要居住

政策，統計至 2021 年 4 月為

止，好宅已完工 891 戶，興建

中 3,967 戶。 

社會住

宅興建

累計完

工戶數 

定義：以社宅申

報完工為基準統

計完工戶數。 

891 戶 1,411 戶 6,048 戶 6,953 戶 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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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44/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續城市 

優化休

閒型自

行車道 

針對本市休閒型自行車道主題

路網全面檢視並優化自行車道

服務設施，提升騎乘安全及舒

適性，2020 年針對大甲段濱海

自行車道之鋪面、欄杆等設施

進行優化及整建，未來持續針

對各區域需優化之休閒型自行

車道進行整建及維護，促進觀

光服務品質及環境品質。 

自行車道

優化率 

定義：針對

本局權管 53

條休閒型自

行車道進行

優化（新

建、整建、

修建）。 

0% 

（2020 年

為基準

年） 

10% 15% 20% 觀旅局 

SDG11

永續城市 

推廣電

動車

充、換

電站 

為降低移動污染源排放，鼓勵

民眾換購電動車輛，並建置友

善充電環境，本市積極推廣設

置電動車輛充、換電站，並透

過完善的充電站補助政策與綠

能環境建置，提升民眾使用低

污染車輛意願。 

電動汽機

車充、換

電站成長

率 

定義：以本

市 2019 年為

基準年，

2030 年規劃

各類充、換

電站目標設

定相較基準

年成長率

100%； 

0% 

（2020 年

為基準

年） 

28% 45% 100%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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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45/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規劃於 2022 年達成汽車充電站 505

站，電動機車充電站 631 站、電動

機車換電站為 289 站。 

 2019 年電動

汽車充電站

437 站、電

動機車充電

站 530 站、

電動機車換

電站 274

站。 

     

SDG11

永續城

市 

老舊機

車汰購

及新購

低污染

車 輛

補助計

畫 

提供老舊機車汰換電動機車補助，

並額外加碼新購電動機車補助，以

高額的補助金額及不限名額的補助

方式，提升民眾選擇低污染車輛意

願。 

補助汰購及新購電動機車外，也持

續擴增充換電站點，同步建置完善

的充電環境支援，吸引業者設置並

進行後續維護，並鼓勵機關、學

校、民間企業及公寓大廈申請，提

高充換電站的密度及廣度，建置全

電動車輛充換電環境。 

電動機

車成長

率 

定義：以

2019 年（電

動機車

43,649 輛）

為基準。 

38.3% 

（2019 年

為基準

年） 

60% 130% 200%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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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46/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續城

市 

公有停

車場申

請用電

暨電動

汽 車

充電設

備維護

工作 

推動公有停車場建置電動車充電

站，滿 50 格以上的公有停車場設

置一處以上的電動車充電設備，

以推展友善電動車充電環境，鼓

勵民眾使用電動車，統計至 2021

年 7 月，已於 141 場公有停車場建

置 251 座電動車充電設備，初步

形成電動車充電網絡後，全面開

展充電樁配套建設，建構完整的

電動汽車充電網絡，2030 年本市

公有停車場電動車充電站預計達

430 站。 

公有停車

場電動汽

車充電站

達成率 

定義：2022 年

起每年預計約

設置站數為

2018 年至 2020

年之每年新增

設置站數取最

小值（20

站）。 

計算方式：（當

期目標/長期目

標）X100%。 

53.2% 

（229

站） 

58.1% 76.7% 100%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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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47/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

續城市 

推動中

央

「2030

市區公

車電 

動化執

行計

畫」 

本市積極推動市區公車電動化政

策，除積極爭取中央電動公車購

車補助外，並鼓勵業者汰換為電

動公車，以臺灣大道作為電動公

車示範路廊，滾動式檢討電動公

車發展策略，將市區所轄客運業

者之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營運

路線作整體規劃，逐步營造本市

低碳永續大眾運輸環境，統計至

2018 年之電動公車已達到 145

輛、2019 年達 182 輛、2020 達 197

輛，未來將持續推動，降低市區

公車廢氣排放污染。 

電動公車

數目（電

動公車佔

比） 

定義：本市市

區公車總數=本

市電動公車占

比。 

197 輛 250 輛

（15%） 

640 輛

（40%） 

1,600 輛

（100%） 

交通局 

SDG11 永

續城市 

無障礙

公車 

積極爭取中央補助，鼓勵業者優

先購置無障礙車輛投入服務，並

針對公告釋出之市區客運路線配

置，將無障礙車輛列為營運之限

制條件，以確保各路線能備有無

障礙車輛服務乘客， 

無障礙公

車車輛數 

定義：無障礙

公車車輛數為

低地板公車車

輛數與通用無

障礙公車車輛

數之總和。 

1,223

輛 

1,256 輛 1,400 輛 1,600 輛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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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48/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並將無障礙公車服務的教育訓練

納入汽車客運營運與服務評鑑，

以確保客運駕駛皆會操作無障礙

相關設備；目前本市 16 輛通用無

障礙大客車及 1,230 輛低地板公

車，無障礙公車比例達 78.36%。 

       

SDG11

永續城市 

公車運

量提升

計畫 

透過公車路網建置、雙十公車政

策、提升公車 

發車準點性、宣導公車乘車禮儀

文化及定期舉辦金運獎表揚公車

優良駕駛活動等策略，吸引民眾

使用大眾運輸工具，進而打造便

捷、友善、樂齡的現代化城市。 

市公車運

量數 

定義：以 2020

年運量（1.1

億）為基礎。 

1.12 億 0.58 億 1.36 億 1.5 億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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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49/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續城市 

停車智

慧化 

提供民眾進出停車場以無票化的科

技服務體驗，加速車輛進出效率，

確實記錄進出時間，打造智慧化停

車環境，統計至 2021 年 7 月底，

已建置智慧化停車場共計 118 場，

完成率達 92.9%，2021 年底可達

96.8%；eTag 辨識系統設置率為

77.1%，共 98 場；行動支付繳費方

式設置率為 75.6%，共 96 場；身

障免銷單服務設置率為 84.3%，共

107 場。 

另藉由地磁+PDA 開立停車費通知

單（預計 2021 年 

全市停

車場智

慧化比

例 

定義：結合科

技、導入車牌

辨識技術，提

供民眾進出停

車場以無票化

的科技服務體

驗，加速車輛

進出效率，同

時確實記錄進

出時間，打造

智慧化停車環

境。 

定義：非現金

支付包含行動

支付及金融電

信代扣，藉由 

公有停

車場智

慧化完

成率達

57% 

（1）.全

市公有停

車場智慧

化完成率

達 96%、

領有停車

場登記證

之民營停

車場智慧

化完成率

達 50%。

（1）.全

市公有停

車場智慧

化完成率

達 100

%、領有

停車場登

記證之民

營停車場

智慧化達

70%。 

（1）.全市

領有停車場

登記證之民

營停車場智

慧化完成率

達 90%。 

交通局 

 

  



50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50/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

市永

續發

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第四季實施），減少超商

臨櫃繳費，促使民眾利

用行動支付繳納停車

費，此外，透過行動支

付繳費及綁定金融電信

業者代扣停車費享折扣

優惠方案，增加黏著

度，提升繳費比例。 

非現金支

付比例 

地磁+PDA 開立單停車費

通知單，減少超商臨櫃

繳費，促使民眾利用行

動支付繳納停車費，此

外，透過行動支付繳費

享折扣優惠方案，增加

黏著度，提升繳費比

例。 

10.25% （2）.行

動支付停

車費比例

達 15%。

（2）.行

動支付停

車費比例

達 30%。

（2）.行動

支付停車費

比例達

50%。 

 

SDG11 永

續城市 

iBike

倍增

計畫 

全面升級系統為

「YouBike2.0」，規劃新

增 1,000 站，推動更完

善的公共自行車運輸系

統，提供市民通勤、通

學、遊憩之運具選擇，

讓民眾借還車更便利，

落實綠色交通。 

iBike 累積

租借人次 

定義：計算各年度累積

租借次數。 

4,050

萬人次 

4,500 萬

人次 

9,000 萬

人次 

1 億 5,000

萬人次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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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51/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截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

YouBike2.0 已突破 700 站，另

全市累計租借人次達 4,600 萬人

次。 

       

SDG11 永

續城市 

自駕巴

士計畫 

透過結合國內跨領域業者共同

組成自駕巴士團隊，打造國產

自駕巴士及車路整合系統，並

推動實證運行計畫，規劃於臺

灣大道公車專用道導入自駕技

術，建置約 8.5 公里長之場域設

備，打造自駕巴士運行友善環

境，提供公共運輸接駁。 

建置自駕

巴士運行

場域之路

線長度及

其載客人

次 

定義：自駕巴

士運行場域設

施之路線公里

數，及目標年

之自駕巴士載

客人次。 

3.1 公

里 

861 人

次 

完成自駕

巴士路線

規劃及爭

取經費 

11.6 公里

10,000 人

次 

11.6 公里

20,000 人

次 

交通局 

SDG11 永

續城市 

智慧化

動態號

誌系統

與臺中

市 智慧

交通管

理系統 

為解決市區交通流量，自 2017

年起推動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

整合本市智慧交通管理系統

TOPIS 建置計畫，於主要幹

道、高速公路交流道周邊路口

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 

智慧化號

誌路口完

成數成長

率 

定義：智慧化

號誌路口可透

過佈設偵測器

蒐集交通流

量，即時演算

產出最佳化控

制策略， 

30% 60% 66% 70%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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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52/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TOPIS 建

置 計畫

整合 

2018 年於國道 1 號及臺 74 線匝

道周邊道路，共 20 處路口導入

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2019 年

於中清路 8 處主要號誌路口建

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及 2020

年於五權西路 17 處主要號誌路

口規劃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

統，預計 2022 年底於臺灣大道

完成 10 處智慧化號誌路口，全

市智慧號誌路口數達 55 處，系

統可依交通量變化，即時調整

綠燈時間以紓解車流，後續將

持續爭取中央補助建置智慧化

動態號誌系統及增加交控設備

維護預算額度，以維持運作。 

 並傳輸至智慧

化號誌路口調

整為最適時

制，可達提升

車流紓解效

率，降低壅塞

情形發生。 

計算方式：（當

期目標-前期目

標/前期目標）

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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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53/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續城

市 

邁向

3D 智

慧國土-

國家底

圖空 

間資料

基礎建

設計畫 

本市配合內政部建置新成屋三維地

籍產權空間圖資建號資料與三維國

家底圖接合作業，把建物從平面位

置變立體，在做人口決策判斷、規

劃等，更能細部推動，未來資料分

析可 3D 化，分析將更準確，目前

已推行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置資料

庫中。 

建置新成

屋 3D 模

型比例 

定義：目前只

計畫建置新成

屋，新成屋繪

製建物平面圖

時，即建置其

3D 模型，故其

連動該達成率

為 100%。 

0% 100% 100% 100% 地政局 

SDG11

永續城

市 

文化資

產保存

及推廣 

本市致力於文化資產保存，從文化

資產指定、登錄、修復到活化再利

用等各階段不遺餘力，俾使文化資

產歷史、人文價值能延續與傳承，

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

權，發揚多元文化，故持續推廣及

提升文化資產館舍參訪人次，另因

應疫情，也透過數位學習專區，提

供線上體驗文化資產活動，帶動參

與，達到文化資產保存及推廣目

標。 

文化資產

館舍參訪

人次成長

率 

定義：本市文

化局經營管理

之有形文化資

產館舍每年受

參訪累計人次

與 2020 年累計

之受參訪人次

之比例計算

（2020 年受參

訪人次為

713,140 人）。 

0% 

（2020

年為基

準年） 

提升 1% 提升 3% 提升 5%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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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54/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

續城市 

綠色環保

節葬政策 

透過綠色殯葬相關政策推

動及宣傳自然環保葬法，

鼓勵民眾以「樹葬」取代

傳統土葬或火化後入塔之

葬法，減少珍貴土地資源

之佔用。以近年樹葬推廣

成果而言，從 2012 年申請

量 253 件至 2020 年 2060

件，成長約 8 倍有餘，未

來也將持續推動，以邁向

環境永續發展。 

樹葬申請

成長率

（件數） 

定義：以 2018

年樹葬申請數

為基準值

（1,450 件）。 

計算方式：（當

年度申請數-

2018 年申請

數）/2018 年之

申請數

X100%。 

42% 56% 112% 153%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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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55/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

市永

續發

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

續城市 

藍天

白雲

行動

計畫 

本市持續推動「藍天白雲行動

計畫」，針對固定、移動、逸

散等空氣污染源，以「先公後

私、先大後小」原則推動改善

對策，包括專案稽查污染排放

工廠、汰換空污防制設備、推

動燃煤鍋爐退場、補助汰舊車

輛、推動低碳運具及發展綠色

大眾運輸等方式，持續滾動檢

討及修正各項空氣品質改善對

策，達成短、中、長期目標，

另也透過污染防制計畫書或其

他相關管制策略，要求中火落

實減煤政策，期盼各界能與地

方政府一起督促中央，加速中

火燃煤機組汰除，共同守護空

氣品質，保障人民的居住安

全。 

PM2.5 年

平均濃

度 

定義：依臺中市境

內環保署（自動）

測站 PM2.5 年平均之

算術平均值計算。 

15.4μg/m
3 15.4μg/m3 14μg/m3 12μg/m3 環保局 

SDG11 永

續城市 

空氣品

質良率

（AQI

≦

100）

比例 

定義：依臺中市境

內環保署（自動）

測站 AQI≦100 站日

數除以總有效站日

數計算。 

91.3% 91.3% 92% 95% 環保局 

SDG11 永

續城市 

O3 8 小

時濃度

紅色警

戒等級

發生比

例 

定義：依臺中市境

內環保署（自動）

測站 O3 日最大連續

8 小時移動平均值≧

86ppb 之站日數除以

總有效站日數計

算。 

0.7% 0.7% 0.65% 0.6%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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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56/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

市永

續發

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

續城市 

優化

整建

既有

步道 

本市於 2020 年完成大坑 4、5、

6、9、10 號步道整建、涼亭整

建、新設平台及太平、霧峰、北

屯、豐原、后里、石岡等行政區

之登山步道整建，另也透過汰換

老舊步道路段、新增休憩設施、

增設眺望平台景點等措施，提供

市民安全、舒適登山環境。 

完成步道

優化整建

總長度之

比例 

定義：針對本

局維管既有步

道，進行優化

整建。 

0% 

（2020

年為基

準年） 

2% 10% 20% 觀旅局 

SDG11 永

續城市 

美樂

地計

畫 

持續優化既有公園之生態及無障

礙環境，以創造陽光公廁、設置

合格兒童遊戲場等手法改善公園

設施，維持都市公園綠地包容、

安全、韌性及永續性，並透過民

間參與、公墓轉型綠美化方式新

闢公園，邁向 2030 年增加 25 公頃

綠地目標。 

新闢公園

面積之比

例 

定義：以 2030

年增加 25 公頃

公園綠地為目

標研擬。 

12% 10% 50% 100% 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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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57/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

續城市 

人本通

行環境

建置計

畫 

配合中央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及

相關規範，持續改善既有人行

道及建置人本通行環境，2020

年建置及改善人行道合計 11 公

里，預估每年累計改善人行道

長度 5 公里，每年累計長度成

長率增加 10%，未來將以 2025

年成長率增加 50%及 2030 年成

長率增加 100%為推動目標，提

升本市人行環境品質，建構人

本、生態及美感之街道生活環

境。 

改善置人

行道長度

成長率 

定義：以 2020

年改善人行道

為基準（11 公

里）。 

計算方式：（當

年度建置及改

善置人行道累

計長度-11）

/11x100%。 

11 公里

（2020

年為基

準年） 

10% 50% 100% 建設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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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58/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

續城市 

道路燙

平專案 

「燙平專案」是以各區主要、

次要道路及人行道為改善主

軸，同時改善 6 米寬度以下鄰

里巷道、人行道，採三者併進

的方式提升並精進道路品質。

本專案以每年改善長度 100 公

里以上為目標，利用再生材料

推動低碳循環經濟，並採用低

衝擊工法，打造海綿城市，以

提升本市道路品質。 

道路燙

平長度 

定義：以各區

主要、次要道

路及人行道為

改善主軸，同

時改善 6 米寬

度以下鄰里巷

道、人行道。 

96 公里 100 公里

以上 

500 公里 1000 公里 建設局 

SDG11 永

續城市 

無障礙

斜坡道

改善 

本市針對行人出入需求高的路

段積極進行無障礙斜坡道改

善，以每年改善 150 處以上無

障礙斜坡道為目標，同時也改

善人行道之無障礙環境（視障

定位點、拆除車阻），提供弱勢

或行動不便者友善之通行空

間，提升市民通行品質。 

無障礙

斜坡道

改善數 

定義：針對本

市行人出入需

求高的路段積

極提升無障礙

斜坡道改善數

量。 

431 處 150 處 750 處 1500 處 建設局 

  



59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59/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續城市 

輔導推動

低碳宗教

場所 

配合「臺中市發展低碳城

市自治條例」規劃推 

動宗教團體執行各項低碳

及節能措施，在尊重傳統

宗教前提下進行改革，如

推廣拜拜一炷香、宗教場

所低碳認證、環保慶典鞭

炮減碳、電子鞭炮、減爐

敬神明、拜拜少用紙錢及

響應紙錢集中燃燒、空氣

緊急惡化應變機制、空氣

品質宣導旗幟等，以改善

空氣品質，營造良好生活

環境。預計 2022 年前，持

續推動中部七縣市低碳認

證標章及至少達每年 56 家

低碳認證宗教場所。 

低碳認證

宗教場所

成長率

（件數） 

定義：以 2018

年低碳認證宗

教場所認證數

為基準值（44

件）。 

計算方式：（當

年度認證數-

2018 年認證

數）/2018 年之

認證數

x100%。 

20% 20% 25% 29% 民政局 

  



60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60/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

續城市 

都市設計

審議制度 

推動都市設計審議制度，

輔導都市設計案設置屋頂

及垂直綠化設計，以達每

年進步 1%屋頂及垂直綠化

設計比率推動，管制本市

建築物屋頂綠化及垂直綠

化（陽台、露台及花台

等）品質與數量，以期達

到良好住宅品質及都市生

活環境目標。 

都市設計

審議輔導

設置屋頂

及垂直綠

化設計比

率 

定義：每年進

步 2%屋頂及垂

直綠化設計比

率。（2020 年

為 78.1%）。 

78.1% 80% 85% 90% 都發局 

SDG11 永

續城市 

推動宜居

建築 

透過鼓勵開發業者設置垂

直綠化及垂直鄰里設施，

增加喬木種植數量，透過

點、線、面三部曲，扭轉

都市水泥叢林變成花園都

會，於都市中創造全新綠

化環境，打造幸福花園城

市，並增加累計固碳量。 

宜居建築

固碳量 

定義：

2021~2025 年目

標：年增加

660 公噸固碳

量；2026~2030

年目標：年增

加 990 公噸固

碳量。 

7,407

公噸 

8,000 公

噸 

9,500 公

噸 

11,000 公

噸 

都發局 

  



61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61/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續城

市 

騎樓安

學及騎

樓整平

計畫 

逐年打通騎樓封圍空間，以溝

通協調方式，凝聚社區共識，

改善騎樓通行環境，解決原本

騎樓高低差及破損鋪面問題，

營造「有愛無礙」人行空間。 

騎樓安學

長度（騎

樓整平長

度） 

定義：每年依

提報路段預計

完成 2,000 公

尺。 

117,305

公尺 

120,000

公尺 

150,000

公尺 

200,000

公尺 

都發局 

SDG11

永續城

市 

推動友

善公廁

計畫 

本市積極興建及修繕公廁，

2019 至 2020 年共計完成 137 座

公廁改善，改善後馬桶坐蹲比

設置比例達 2：3，2019 年至

2020 年特優級公廁比例提升

10.3%，另透過巡檢、辦理績優

公廁評比，督導公廁管理單位

落實自主清潔維護管理，逐步

提升全市公廁特優級比例至

99%，符合不同族群、年齡層

之使用需求，打造安全、具包

容性的如廁空間。 

公廁特優

級比例 

計算方式：本

市公廁特優級

數量/本市列管

公廁數量。 

95.7% 97% 98% 99%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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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62/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續城市 

陽光重劃

共好臺

中，打造

宜居樂活

城市 

土地重劃業務為市政建設重

要基礎，於土地交換分合之

過程中，藉由土地分配及工

程施工達成「土地價值增

加」、「公平負擔」及「健全

都市發展」等價值。本市以

「陽光重劃」為願景，將陽

光透明理念導入重劃業務，

貼近民眾所需。 

公辦市

地重劃

累計辦

理面積 

計算方式：累

計辦理完成公

辦市地重劃面

積（2020 年已

累計 3,025 公

頃）。 

3,025

公頃 

3,031.96

公頃 

3,036.09

公頃 

3,395.29

公頃 

地政局 

SDG11

永續城市 

區徵共

好，富市

臺中 

以「區徵共好」作為願景，

辦理區段徵收時強化溝通協

調，同時規劃 8 大安置計畫

妥善安置開發區內原有居

民，以降低開發阻力，並帶

動地方均衡發展。為落實居

住正義，烏日前竹、烏日九

德開發案預計提供 400 戶社

會住宅，以強化城鄉間社經

環境之正面聯結。 

區段徵

收累計

辦理面

積 

計算方式：開

辦之區段徵收

案面積。 

359 公

頃 

469.71 公

頃 

499.58 公

頃 

505.44 公

頃 

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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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63/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永續

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1

永續城市 

大臺中地區

委外重測計

畫 

早期農地重

劃區確定測

量地籍整理

（數值法重

測）計畫 

利用大臺中地區委外重測

計畫、早期農地重劃區確

定測量地籍整理（數值法

重測）計畫加速推動地籍

圖重測之數量，透過高精

度的圖資確保人民財產權

的建立，避免產權糾紛。 

地籍整

理土地

筆數比

例 

計算方式：自

2021 年起已完

成地籍整理土地

筆數/亟待地籍

整理土地筆數。 

0% 

（2020 年

為基準

年） 

8% 60% 100% 地政局 

SDG12 

責任消費

與生產 

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運

作流向勾稽

計畫 

為提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運作廠場之安全管理、

防堵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

物質流入食品供應鏈，加

強輔導列管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運作場所，從源頭

管控廠家運作紀錄申報情

形，以降低異常申報比率

為目標，並持續強化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安

全。 

毒性及

關注化

學物質

運作紀

錄流向

勾稽異

常比率 

定義：依 2020

年本市毒化物廠

商總申報 50,143

筆數為基準，

2020 年運作紀

錄流向勾稽異常

比率為 5‰，預

計 2030 年運作

紀錄流向勾稽異

常比率達 4‰以

下。 

5‰ 5‰以下 4.5‰以下 4‰以下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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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64/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永續

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至

2021 年 6

月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2

責任消費

與生產 

2030 年增加

有機耕種面

積達 600 公

頃 

為促進本市有機農業發

展，本府除加碼補助有機

農產品驗證費用，配合農

委會辦理有機農業推廣相

關計畫補助生產、加工設

備及有機適用肥料外，並

設置本市有機農業集團栽

培區、辦理臺中市有機米

供校園午餐使用計畫與有

機食農教育活動，產銷同

步推動，以降低農民生產

成本、穩定市場通路。截

至 2021 年 8 月已取得有機

驗證面積 365 公頃；未來將

進一步規劃及結合有機促

進區，加強輔導，目標

2030 年達 600 公頃。 

有機

（含轉

型期）

農產品

驗證面

積 

定義：須經有機

農業促進法認證

合格之驗證機

構，審查申請驗

證者其特定農產

品之生產、加

工、分裝及流通

過程符合該法規

定。 

452 公頃 490 公頃 550 公頃 600 公頃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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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65/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2

責任消費

與生產 

地產地消-

在地農民

市集 

透過辦理在地農民市集，推廣

地產地消，落實吃在地、食當

季理念，降低食物里程及運銷

碳足跡，解決農產品產銷調節

與供需問題，另也結合多元行

銷策略辦理農特產品行銷活

動，增加消費者對在地農產品

之認同與信賴，提升農民收

益，達到節能減碳效益。截至

2020 年，已辦理 350 場次農

民市集及在地行銷展售活動，

估計可減少批發市場運銷 350

車次，年度總減碳量達 219.45

公噸；2021 年 8 月底止，共

舉辦 94 場次農民市集與展售

活動，減碳量約 59 公噸，未

來將持續推動，減少碳足跡。

地產地消

年度減碳

量 

定義：依減少

運銷至臺北及

臺中批發市場

車次數估算減

少之排碳量。 

219.45

公噸 

減碳 170

公噸 

減碳 210

公噸 

減碳 300

公噸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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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66/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2

責任消費

與生產 

垃圾減

量及資

源回收

再利用 

本市積極推動垃圾減量與資源回

收，具體作為如下： 

（1）社區設置資源回收細分類

設施，落實垃圾分類及資源回

收。 

（2）推廣生熟廚餘分類回收。 

（3）推動減塑，結合轄內大型

活動或運動賽事等，輔導或導入

重複性清洗餐具租賃使用，避免

使用一次性用品。 

（4）學校機關帶頭禁用一次性

用品，引領企業、家戶逐步落

實。 

（5）擴大設置「二手袋循環回

收站」及「愛心飲料提袋借用回

收站」。 

（6）鼓勵產業研發回收處理技

術，暢通去化管道。 

資源回收

率 

定義：（1）.本

市資源回收率

逐年提升至

2021 年達

58%。 

（2）.參考台

北市執行隨袋

徵收資源回收

率約 65%，故

訂定本市 2030

年資源回收率

目標值為

65%。 

58% 58% 60% 65% 環保局 

  



67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67/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2 責任

消費與生產 

焚化底渣

再利用 

訂定「臺中市垃圾焚化廠

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

管理自治條例」要求轄內

公務機關及公用單位公共

工程應優先使用焚化再生

粒料至少 50%。底渣經再

利用處理程序、熟化及檢

驗合格後，可作為級配粒

料基層、基地及路堤填

築、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

料、無筋混凝土添加料、

瀝青混凝土添加料及磚品

添加料等用途，期望焚化

底渣以符合法令規定及不

危害人類健康及環境的原

則下妥善利用。 

焚化底渣

再利用之

資源循環

率 

計算方式：底

渣再利用量/3

座焚化廠底渣

總產生量

x100%。 

110.4% 95% 98% 100% 環保局 

 

  



68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68/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2 責

任消費與

生產 

垃圾衍

生燃料

（RDF-

5/SRF

）試 

辦計畫 

為增加垃圾去化管道，設置垃

圾分選及固體再生燃料廠，每

年 RDF-5 去化可達 300 噸以

上，並協調造紙業者協助試燒

垃圾衍生燃料，確認空污排放

符合法規及鍋爐操作條件穩定

可行，推動垃圾衍生燃料取代

生煤，建立永續消費及生產模

式。 

協助造紙

業者 RDF-

5 去化噸

數 

定義：本市紙

廠鍋爐實際協

助燃燒去化的

RDF 噸數。 

159.17

噸 

300 噸 12,000 噸 20,000 噸 環保局 

SDG13 氣

候行動 

建構氣

候變遷

因應策

略 

本市致力於低碳政策推動，於

2014 年制定「臺中市發展低碳

城市自治條例」，已推動 29 項

子法或計畫，另訂有「臺中市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設定

6 大部門目標（如下圖）推展

106 項計畫，響應國際倡議，

本市於 110 年 1 月 18 日簽署

「氣候緊急宣言」， 

溫室氣體

排放量與

減少比率 

定義：相較基

準年（2005

年）溫室氣體

減量。 

-8% 3% 15% 30%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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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69/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提出永續 168 目標策略，展

現本市朝向低碳永續城市發

展之決心，並規劃於 2023 年

邁向無煤城市、2030 年溫室

氣體減量達 30%、2050 年邁

向淨零碳排目標。 

       

SDG13 氣候

行動 

設置環境

教育設施

場所推廣

水環境教

育 

本市現已建置石岡壩水資源

回收中心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綠川、筏子溪及東大溪

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統計至

2021 年 4 月累計水資源環境

教育參與人次達 18 場計 904

人次，透過深耕、共好、永

續的精神，致力於水文化的

建立，強調實作、遊戲、導

覽、戶外實察，讓民眾更認

識本市水環境，同時愛護水

資源。 

水資源

參與環

境教育

人次 

定義：執行環

境教育設施場

所之環教活

動，每場約 30-

40 人。 

904 人

次 

360 人 1,500 人 3,000 人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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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70/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續

發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3 氣

候行動 

推動防災士

制度 

防災士是以民眾能自助、

互助為目標，於平時推動

防災宣導社區防災；災時

及災後可自助、互助，並

協助社區收容及重建復原

工作，有強化社區與民眾

自主防災能力，2020 年已

培訓 187 人次。 

防災士

培訓比

例 

定義：以 2020 年

防災士人數（200

人）平均年成長

20%計算年成長

比例。 

0% 

（2020

年為基

準年） 

20% 100% 200% 消防局 

SDG14 海

洋生態 

減少海洋污

染回收廢棄

漁網及 廢

棄物/加強

海上查緝非

法漁 業行

為 

為有效減少海洋中廢棄漁

網及廢棄物，2021 年培養

漁民將網具實名並將破損

網具及生活廢棄物攜回岸

上集中，2021 年至 8 月廢

棄漁網回收 10 公噸及廢棄

物清運 56 公噸，以減輕海

洋環境污染的壓力，藉由

取締違法漁業行為，維護

海洋漁業資源合理的永續

利用。 

回收廢

棄漁網

及廢棄

物數量

及 每月

海上非

法查緝

次數 

定義：以實質減

少海洋中廢棄漁

網及廢棄物為目

標。 

計算方式：以漁

船拾回及漁民自

行集中之廢棄漁

網及海漂垃圾重

量為依據，訂出

每年以 100 公噸

以上為目標。 

2020 年

減少廢

棄漁網

2 公

噸，海

上查緝

非法漁

業行為

8 次 

100 公噸

以上、海

上聯合查

緝每月 1

次以上 

100 公噸

以上、海

上聯合查

緝每月 1

次以上 

100 公噸

以上、海

上聯合查

緝每月 1

次以上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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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71/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

永續發

展指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定義：取締海

上非法漁業行

為，降低非法

濫捕，使本市

漁業資源能永

續利用。 

計算方式：每

月至少 1 次以

上辦理海上聯

合查緝非法。 

     

SDG15 陸

域地生態 

濕地及

野生動

物保護

區生態

教 育 

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擁有豐富

的天然資源，包括稀有的雲林

莞草、當地的鳥類紀錄也高達

190 種，是成群南遷北移候鳥重

要的食物補給站及度冬區。為

保護珍貴濕地，向民眾宣導推

廣生物多樣性之生態教育，以

建立環境生態保育觀念。 

濕地生

態教育

宣導活

動場次

及 人次

定義：依辦理

推廣宣導活動

場次計，並合

計各場次之參

加人次。 

18 場 

867 人

次 

20 場次 

600 人次 

30 場次 

900 人次 

40 場次 

1,200 人

次 

農業局 

  



72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72/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5 陸域

地生態 

生態保

育及擴

大生物

多樣性 

2021 年本市生物多樣性保護區

覆蓋率為 24%，推動擴大生態

保育與生物多樣性區域，嚴審

野生動物保護區或各級溼地內

之各項開發案件，以降低因開

發而導致生物多樣性區域的喪

失。 

生物多樣

性保護區

覆蓋率 

定義：以中央

與地方經管之

敏感區位土地/

全市總土地面

積（%）。 

19.29% 24% 27% 30% 農業局 

SDG16 和平

與正義制度 

強化犯

罪偵查

能量提

升刑案

破獲率 

警察局建置「科技偵防情資整

合分析平臺」，強化犯罪偵防

能量，提升全般刑案破獲率，

結合路口監視器及車牌辨識系

統，於刑案發生時能迅速蒐集

證據破案，有助於大幅減少各

種形式的暴力及相關事件死亡

率。 

全般刑案

破獲率 

定義：以最近

十年全般刑案

破獲率平均值

增加 1%為目

標。 

計算方式：全

般刑案發生數/

全般刑案破獲

數。 

87.5% 88.5% 89.5% 90.5%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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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73/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6 和平

與正義制度 

提供網絡

整合服

務，終結

兒虐 案

件 

運用衛生福利部 2019 年新

版結構化評估工具，提升

精進社工員處遇品質，協

助服務家庭提升保護因

子，並強化網絡合作機

制，整合服務更有效，針

對危機風險較高案件，以

密集式處遇模式增加訪視

頻率高達每月至少 4 次，

以確保兒少於家庭中之安

全並避免兒虐案件再發

生，有助於推動終結各種

形式的兒童虐待、剝削、

走私、暴力以及施虐。 

暴力受虐

有效介入

率 

計算方式：暴

力趨緩、受虐

原因消失或處

遇目標已達成

之案件數/當年

度家庭暴力及

兒少保護結案

件數 x100%。 

75% 76% 80% 84%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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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74/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6 和平

與正義制度 

智慧分

析提升

交通執

法效能 

以交通執法、宣導與工程改善

等面向著手，落實交通路口安

全大執法等勤務作為，應用智

慧科技分析，建置：（1）「科

技執法監控中心」、（2）「區間

平均速率執法設備」、（3）「多

功能違規偵測系統」、（4）「違

規停車科技執法設備」、（5）

「禁行大車暨跨越槽化線違規

自動偵測系統」等科技措施提

升執法效能，透過 24 小時不

間斷違規偵測，遏止交通違規

行為，進而建立用路人守法觀

念，維護汽（機）車、自行

車、行人等各用路族群的通行

空間及交通秩序，以促進和平

且包容的社會。 

交通事故

死傷人數 

計算方式：

A1+A2 類交通

事故死傷人

數。 

55,949

人 

6 萬 78

人 

5 萬 7,711

人 

5 萬 4,882

人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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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75/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SDG16 和平

與正義制度 

強化消

費爭議

調解機

制 

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係由當事

人自主、自決，並經雙方合意

之共同解決紛爭方法，消費爭

議調解案件之調解制度即為其

中之一。調解程序之進行較無

訟爭性，當事人得自主解決紛

爭，減省紛爭解決之時間與費

用，不但為紛爭解決之較佳方

式之一，且有助於建立有效

的、負責且包容的制度。 

消費爭議

案件調解

率 

計算方式：當

年度消費爭議

調解案件調解

成立件數/當年

度進行調解會

議件數。 

46% 50~53% 52~55% 54~59% 法制局 

SDG16 和平

與正義制度 

24 小時

x365 天

「AI 智

能客

服」 

提供民眾於本市地方稅務局網

站（Web），或透過通訊應用

程式 LINE@（ID：@taic -

hungtax）詢問房屋稅、地價

稅、使用牌照稅、土地增值

稅、契稅、娛樂稅、印花稅等

各項稅務問題，智能客服提供

24 小時即問即答全年無休的

便捷諮詢功能， 

民眾透過

智能客服

提問數 

定義：每年民

眾透過智能客

服提問數。 

26,207

次 

提問數 2

萬 6,000

次/年 

提問數 3

萬次/年 

提問數 3

萬 5,000

次/年 

地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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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76/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永

續發展計

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2019 年至 2020 年民眾提問數

已提升 6.33%，有助於落實沒

有歧視的稅法與稅制。好的措

施亦獲得中央肯定，本府刻正

協助建置全國性的地方稅智能

客服。 

       

SDG17

全球夥伴 

城市外交

永續夥伴

計畫 

本市整合市政資源，結合企

業、民間社團與僑民力量，

如：姊妹市/友好城市交流及外

賓接待參訪等業務交流，深化

國際城市締盟合作，並參與國

際組織交流平台，積極延續國

際交流，分享相關市政經驗，

促進協力合作關係，如：「2020

臺灣燈會-璀璨臺中」參選「第

4 屆 UCLG-墨西哥市 21 世紀國

際文化獎」 

國際交流

場次 

計算方式：姊

妹市/友好城市

交流＋外賓接

待參訪＋國際

組織及會議參

與。 

38 場次 40 場次 70 場次 110 場次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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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77/78） 

聯合國

SDGs

目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 The 4th International Award 

UCLG-Mexico City-Culture 21），獲

評審團選為符合 SDG 11, 12, 15, 17

之最佳案例分享。另也因應疫情，

以視訊方式進行市政經驗交流分

享，落實多邊合作之永續發展目

標，例如 2021 年 9 月參加澳洲布

里斯本市舉辦之「2021 亞太城市

高峰會」（APCS），發表專題演講

分享本市推動永續、宜居城市相

關成果。 

       

SDG17

全球夥

伴 

志願服

務實施

計畫 

本市積極推廣志願服務，以融入

幸福（Happiness）、機會

（Opportunity）、參與

（Participation）與熱忱

（Enthusiasm）四大理念，訂定

志願服務願景【HOPE125】，倡

導每 1 位市民皆為志工， 

事業主管

機關志工

總人數成

長率 

 

計算方式：

2030 志工人數-

2020 志工人數

/2020 志工人數

X100%。 

0% 

（2020

年為基

準年） 

2% 5% 8%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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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指標及指標說明總表（78/78） 

聯合國

SDGs 目

標 

臺中市

永續發

展計畫

計畫說明 

臺中市永

續發展指

標 

指標說明 

現況值

（更新

至 2021

年 6 月

底）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局處 

  每位志工每月從事 2 小時服

務，即可創造 5 倍公民社會產

值。本府持續引導及觸發角

色，鼓勵更多市民投入志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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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影片資料 

109 年臺中市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計畫 

影片資料雲端連結彙整表 

項次 工作項目 雲端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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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 9  

臺中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成果影片及推播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4WhGraVJqRmy9k13

vGKKq8bXGxYa37mS?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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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項 12-1  

舉辦 VLR 成果發表活動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6McMxCQHauuHy

qGgbidqg7tTtZAjrvJ?usp=sharing 

3 
工項 21  

製作永續發展校園宣導短片及推播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QDln00XohHP5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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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妳心中的理想城市，是什麼樣的

面貌？在氣候快速變遷，傳統安全重心

逐漸轉移至非傳統安全的高風險時代，

永續發展，已經成為我們追尋城市發展

與自然生態間平衡原則的最重要課題。

也因此聯合國於2015年訂定17項永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內容涵蓋環境保護、

社會進步、經濟成長三大面向，作為

2030年全球永續發展的指導原則，也

是世界各國促進永續願景的共通語言。

臺中，是座氣候宜人、資源豐富的宜居城

市，為了將這份美好留給我們的下一代，永

續發展，一直是我們政策規劃的重要理念。

早於2011年，我們就率全國之先成立「臺中

市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是第一個成立直

屬於縣市首長，低碳推動專責單位的城市，

奠定未來城市永續發展基礎，也逐步將臺中

市建構成一個無碳無憂、世界級的低碳示範

城市。

為持續推動臺中成為永續城市，並達到聯

合國訂定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秀燕與市

府團隊以「幸福永續 富市臺中」為願景，在

環境、經濟、社會政策面注入「陽光、空

氣、水」，為臺中市量身打造各項政策，包

括：「藍天白雲行動計畫」改善空氣品質，

2020年PM2.5降幅32.5%為六都第一；臺中

市捷運綠線於2021年4月正式通車，成為全

國第三座捷運城市，並持續加快推動捷運藍

線等軌道建設，打造低碳運輸交通；打造水

湳經貿園區為「智慧、低碳、創新」的示範

基地，中央公園更成為全國首座大型都會型

生態公園；率全國之先推出「宜居綠建築設

置及回饋辦法」，為城市添綠意，建構宜居

環境；電動公車數量及電動機車成長也為全

國第一，市府更連獲9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連

續氣候變遷評比特優，以及國際碳揭露專案

（CDP）連續3年評比最高A級榮譽，這些傲

人成績的背後，都代表著市府所有同仁及公

私部門的共同努力。

隨著氣候快速變遷已經逐漸惡化成氣候緊

急狀態，2021年1月秀燕代表臺中簽署「氣候

緊急宣言」，提出「永續168目標策略」，宣

示致力打造臺中成為無煤城市的決心，並設

定2030年前再生能源使用率達20%、工業區

新租購案廠商屋頂50%面積設置光電、PM2.5

年平均濃度降至12微克、太陽能發電累計設

置容量達1GW、電動公車占比提升至40%及

電動機車成長率達200%等6大目標，期望在

未來10年內，真正落實永續發展目標，為臺

中幸福宜居盡一份心力。

未來的挑戰很多，但我們持續勇敢面對。

COVID-19疫情的防疫工作，我們不鬆懈，堅

決守護市民健康並透過各項紓困方案協助市

民度過疫情危機；面對隨時可能再度發生的

嚴峻缺水問題，我們也積極進行抗旱整備與

相關應變，盡全力降低缺水風險以及對市民

生活的衝擊。

一個幸福的城市，勢必是人與生態自然協

調 的 城 市 ， 透 過 首 份 本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Voluntary Local Review,VLR），我們展

現臺中在永續發展的成果與視野，也邀請民

眾跟我們一起努力、共同攜手合作，使臺中

邁向幸福永續之都。

市長

壹  |  市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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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診所家數六都第一（2019）

長照服務涵蓋率六都第一（2021）

托育費六都最低（2020）

外籍英語師資數六都第一（2021）

開業公司女性負責人近32%六都第一

（2021）

全國首創「性平大會考」於花博活動

（2018）

全國首創女性主題活動城市（2021）

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居六都之冠（2021）

安心旅遊自由行補助成績六都第一（2020）

招商促進投資六都第一（2020）

公司登記家數成長數、商業登記家數成長數、

商業登記資本額成長數、營利事業銷售額成

長、新登記工廠家數及投資臺灣三大方案家

數等六項指標為六都第一（2021第一季）

男女公廁比例全國最高1：4（2020）

辦理藝文活動數量全國第一（2021）

全國第一所原住民實驗教育小學（博屋瑪國

小）（2016）及國中（和平國中）（2019）

社會增加數六都第一（2021）

緝毒成效六都第一（2021）

市政圖資開放資料全國第一（2020）

水利署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

全國第一（2021）

電動汽車充電站全國第一（2021）

機車、電動機車（2021）：

   電動機車成長率六都第一

   電動機車充電站六都第二

   電動機車換電站六都第二

   機車定檢率六都第二

社 會

經 濟

環 境

電動公車（2021）：

   電動公車總數六都第一

   全國首創零接觸下車鈴

完成捷運綠線（2021）

空氣微型感測器數量全國第一（2021）

中央公園榮獲2021全球卓越建設銀獎

（2021）

人均綠地比例9.56㎡全國第二（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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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中市永續發展施政亮點績效

1.

2. 

1.

2.

3.

4.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市長的話 永續發展
目標介紹

臺中市永續發展施政亮點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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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永續發展目標介紹

聯合國於2015年發表《翻轉世界：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文件，訂定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簡稱SDGs），內

容涵蓋環境保護、社會進步、經濟成長三大面向，並包含5P原則，即環境價值

的「地球（Planet）」、社會價值的「人類（People）」、經濟價值的「繁榮

（Prosperity）」、「和平（Peace）」及執行層面的「夥伴關係（Partner-

ship）」，希望全體民眾，無論其身分、背景，都有權利和責任發揮其生活潛

力，在健康的環境中過著有尊嚴和優質的生活。

消除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

教育品質

性別平等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能源

就業與經濟成長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市

責任消費與生產

氣候行動

海洋生態

陸地生態

和平與正義制度

全球夥伴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及現代的能源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讓每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

創新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與鄉村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海洋

環境劣化

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

化

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

民意的體系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1 7項永續發展目標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臺中市永續發展
施政亮點績效

永續發展目標介紹 關於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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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全面積約2,215平方公里，幅員

廣闊，地勢西低東高，占臺灣土地總

面積6.2%，轄內共有29個行政區，

每區皆有各自的人文特色，其中，和

平區為本市轄內的山地原住民區，擁

有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地方自治權。

本市設籍人口自2010年12月25日臺

中縣市合併時，總人口數達264萬

8,419人，成為全國第二大城市。 統

計至2021年8月人口數達281萬8,139 

人，呈現正成長，其中又以社會增加

率最多。

地 理 介 紹

縣 市 合 併 時
264萬8,419人

人 口 結 構

肆 ｜ 關 於 臺 中 市

TAICHUNG

281萬8,139人
2021年8月

統計至2021年8月

2010年12月25日

縣市合併後至今

14% 72% 14%

老年(65歲以上)青壯年(15-64歲)幼年(0-14歲)

老 年青 壯 年幼 年

根據本市民政局統計至2021年8月份為

止，人口結構以青壯年72%為主要人口組

成，幼年人口及老年人口則各為14%。另

根據主計處資料顯示，本市人口呈現高齡

少子化趨勢。

根據本市民政局統計至2021年8月數據顯

示，女性人口為1,434,684人，男性人口

為1,383,455人，其人口的性別比例，女

性為50.91%，男性為49.09%，性別比例

均衡。

族群分布主要以閩南人口居多（約佔比79%），其次依序為客家人口（佔比約18%）、外籍與新住

民人口（佔比約2%），以及原住民人口（約1%）。

性 別 分 布

族 群 分 布

49.09 %

50.91 %
男 性 人 口 比 例

女 性 人 口 比 例

一 、 基 礎 背 景 資 料

總 土 地 面 積 2,215平方公里

行 政 管 轄 區 29個 佔 臺 灣 土 地 總 面 積

6.2％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永續發展
目標介紹

推動歷程關於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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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永續發展
目標介紹

推動歷程關於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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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Beijing

二、在地特色與優勢

區位樞紐優勢

氣候宜人

本市位於東南亞中部樞紐地帶，擁有臺中港、臺中國際機場的海空

合一門戶優勢，與東南亞、日本、韓國及中國沿海等城市形成4小時

生活圈。此外，本市也位於臺灣高鐵與各項交通運輸系統的轉運樞

紐位置，交通便利。

本市除西部高山地區為溫帶氣候外，其餘皆屬亞熱帶氣候，年平均

氣溫為攝氏23.7度，終年無酷暑、亦無嚴寒，氣候宜人。

藍帶城市

本市境內主要河川有大甲溪、大安溪、烏溪，次要河川計有大里溪、旱溪、頭汴坑

溪、廍仔坑溪、草湖溪、乾溪、筏子溪，普通河川溫寮溪，河川多源於中央山脈及

雪山山脈；市區境內雖無較大的河流，但遍布河川，其中以旱溪、綠川、柳川、梅

川、麻園頭溪、筏子溪六條河川較具規模；透過城市藍帶，將水流帶入本市，調節

氣候，達成都市降溫的效果。

產業聚落園區

臺中
Taichung

馬尼拉
Manila

新加坡
Singapore

胡志明市
Ho Chi Minh City

曼谷
Bangkok

香港
Hong Kong

上海 
Shanghai

首爾
Seoul

東京
Tokyo

年 均 溫

23.7℃

本市為國內機械、航太、手工具、工具機、光電面板、自行車產業等重要生產基

地，市府積極配合中央政策打造本市成為智慧機械之都，透過產業轉型與升級、業

界績優企業領航採購，促進製造與零組件相關產業發展。另本市也積極推動離岸風

電產業，打造臺中港為風電產業重鎮，建立完善的風電產業供應鏈，帶動綠能產業

發展。

光電面板工具機
-  全 球 第 1 0 大  -

-  佔 全 球 產 值 1 0 %  -
-  7 0 % 群 聚 中 部  -

自行車
-  佔 全 球 產 值 5 0 %  -
-  7 8 % 群 聚 中 部  -精密機械

-  全 球 第 4 大 出 口 國  -
-  9 0 % 群 聚 中 部  -

手工具
-  全 球 第 3 大 出 口 國  -

-  6 8 % 群 聚 中 部  - 航太產業
-  全 球 飛 機 9 0 % 使 用 漢 翔 零 件  -

-  2 0 1 7 年 航 太 製 造 吸 引 力 評 比 全 球 第 6 名  -

-  全 球 第 7 大 生 產 國  -
-  全 球 第 5 大 出 口 國  -

-  9 0 % 群 聚 中 部  -

6大產業聚落

臺中
國際機場

臺中港

中 央 氣 象 局
1 9 9 1 年 - 2 0 2 0 年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永續發展
目標介紹

推動歷程關於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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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電力公司2021年統計，本

市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居六都之

冠，總容量為1,638,174瓩，本市

太陽能發電表現亮眼，原規劃光電

三倍增計畫於2022年達到353MW

目標，現2021年已超越目標達到

355.15MW，2030年將朝向1GW

目標邁進。

再 生 能 源 表 現 亮 眼

經 濟 活 絡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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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裝置

太陽光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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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154瓩

水力裝置

1,150,875瓩
(約占總發電量80%)

1,638,174瓩
總裝置容量為

六都第一名

臺中市光電三倍增已達標
(目前約355.154MW-統計至2021年2月)

邁向        目標1GW

中部科學園區后里園區

完整串接產業鏈
構築大臺中產業走廊

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
臺中工業區

臺中加工出口區

中部科學園區臺中園區

臺中
國際機場

臺中港

本市也擁有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等完善的產

業鏈結構，構築成大臺中產業走廊，並運用臺中港及臺

中國際機場的門戶優勢，提升臺灣智慧機械水準並與國

際接軌。

本市積極推動「臺中富市3：前店、後廠、自由港」經濟發展策略，透過「前店」發

展臺中會展產業，扶植在地企業並擴大招商引資，獎勵會展及產業振興等補助，儲

備會展招商能力；另也深化「後廠」基礎，開發產業園區，打造完善產業聚落；最

後，透過輕稅簡政、鬆綁體制及率先六都成立「臺商專區」，以排除投資障礙，調

降稅務及成本，打造臺中成為「自由港」門戶，邁向富強城市。

水湳國際會展中心

推動招商引資
提升就業好機會
打造富市臺中 新好生活

打造臺中國際會展中心

獎勵會展、投資及產業

發展活動

工業區開發、清泉崗物流商業

園區、豐富產業園區、自行車

產業基地、文山科技新創園區

結合海港、空港、高鐵及

捷運優勢，大臺中化身自由

港、成為自由經貿樞紐

前店
打造國際
會展中心

後廠
打造完整
產業聚落

自由港
打造臺中為
中部區域自
由經貿樞紐

臺中市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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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電力公司2021年統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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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第一名

臺中市光電三倍增已達標
(目前約355.154MW-統計至2021年2月)

邁向        目標1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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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工業區

臺中加工出口區

中部科學園區臺中園區

臺中
國際機場

臺中港

本市也擁有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等完善的產

業鏈結構，構築成大臺中產業走廊，並運用臺中港及臺

中國際機場的門戶優勢，提升臺灣智慧機械水準並與國

際接軌。

本市積極推動「臺中富市3：前店、後廠、自由港」經濟發展策略，透過「前店」發

展臺中會展產業，扶植在地企業並擴大招商引資，獎勵會展及產業振興等補助，儲

備會展招商能力；另也深化「後廠」基礎，開發產業園區，打造完善產業聚落；最

後，透過輕稅簡政、鬆綁體制及率先六都成立「臺商專區」，以排除投資障礙，調

降稅務及成本，打造臺中成為「自由港」門戶，邁向富強城市。

水湳國際會展中心

推動招商引資
提升就業好機會
打造富市臺中 新好生活

打造臺中國際會展中心

獎勵會展、投資及產業

發展活動

工業區開發、清泉崗物流商業

園區、豐富產業園區、自行車

產業基地、文山科技新創園區

結合海港、空港、高鐵及

捷運優勢，大臺中化身自由

港、成為自由經貿樞紐

前店
打造國際
會展中心

後廠
打造完整
產業聚落

自由港
打造臺中為
中部區域自
由經貿樞紐

臺中市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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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宜居城市

本市積極推動宜居共好社宅、打造友善育兒環境、保障長

者老年生活，提供許多社會福利措施，以促進各年齡之福

祉，因此獲選為宜居城市。

根據天下雜誌2020年幸福城市大調查

顯示，本市已蟬聯五年獲選為臺灣人最

想居住的城市

臺灣人最想居住的城市NO.1

根據50+和遠見雜誌的調查顯示，臺中

已成為民眾心中最宜居的熟齡友善城市

第一名

最宜居熟齡友善城市NO.1

已布建1,457處ABC服務據點，建立社

區整體照顧模式

完善本市長照服務

截至2020年已布建430處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

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Ａ：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Ｂ：複合型服務中心   Ｃ：巷弄長照站

截至2021年7月已開辦12處親子館及7

處托育資源中心據點

廣設親子館暨托育資源中心

2019年7月起恢復老人健保補助，全市

超過22萬名長輩受惠

恢復老人健保補助

截至2021年7月已開辦10處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及6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公托倍增計畫

規劃自2019年至2022年擴增本市公共

化幼兒園至少達180班

公幼倍增計畫

本市已建置4處社會住宅，另也規劃建

置9處社會住宅，為市民提供安穩的居

所，並依各地需求及特性導入社福、

醫療、青創、社造資源

社會住宅

三、市府團隊

臺中市政府組織架構

本市政府設有29個一級機關，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趨勢設置「臺中市政府永續

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透過各局處的合作及努力，將永續發展目標納入

施政發展方向，展現推動永續發展的決心。

臺中市政府
各局處單位

臺中市市長

副市長

秘書長

副秘書長

01  秘書處

02  民政局

03  財政局

04  教育局

05  經濟發展局

06  建設局

07  交通局

08  都市發展局

09  水利局

10  農業局

11  觀光旅遊局

12  社會局

13  勞工局

14  警察局

15  消防局

16  衛生局

17  環境保護局

18  文化局

19  地政局

20  法制局

21  新聞局

22  地方稅務局

23  運動局

24  主計處

25  人事處

26  政風處

27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8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29  客家事務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
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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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宜居城市

本市積極推動宜居共好社宅、打造友善育兒環境、保障長

者老年生活，提供許多社會福利措施，以促進各年齡之福

祉，因此獲選為宜居城市。

根據天下雜誌2020年幸福城市大調查

顯示，本市已蟬聯五年獲選為臺灣人最

想居住的城市

臺灣人最想居住的城市NO.1

根據50+和遠見雜誌的調查顯示，臺中

已成為民眾心中最宜居的熟齡友善城市

第一名

最宜居熟齡友善城市NO.1

已布建1,457處ABC服務據點，建立社

區整體照顧模式

完善本市長照服務

截至2020年已布建430處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

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Ａ：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Ｂ：複合型服務中心   Ｃ：巷弄長照站

截至2021年7月已開辦12處親子館及7

處托育資源中心據點

廣設親子館暨托育資源中心

2019年7月起恢復老人健保補助，全市

超過22萬名長輩受惠

恢復老人健保補助

截至2021年7月已開辦10處公設民營托

嬰中心及6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公托倍增計畫

規劃自2019年至2022年擴增本市公共

化幼兒園至少達180班

公幼倍增計畫

本市已建置4處社會住宅，另也規劃建

置9處社會住宅，為市民提供安穩的居

所，並依各地需求及特性導入社福、

醫療、青創、社造資源

社會住宅

三、市府團隊

臺中市政府組織架構

本市政府設有29個一級機關，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趨勢設置「臺中市政府永續

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透過各局處的合作及努力，將永續發展目標納入

施政發展方向，展現推動永續發展的決心。

臺中市政府
各局處單位

臺中市市長

副市長

秘書長

副秘書長

01  秘書處

02  民政局

03  財政局

04  教育局

05  經濟發展局

06  建設局

07  交通局

08  都市發展局

09  水利局

10  農業局

11  觀光旅遊局

12  社會局

13  勞工局

14  警察局

15  消防局

16  衛生局

17  環境保護局

18  文化局

19  地政局

20  法制局

21  新聞局

22  地方稅務局

23  運動局

24  主計處

25  人事處

26  政風處

27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8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29  客家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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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盤點目前及未來所面臨到的「經濟」、「社會」與「環境」挑戰，據此制定

策略、目標以推動本市永續發展。

伍｜VLR推動歷程

一、目前及未來挑戰與因應課題

1. 多元族群並存社會。

2. 縣市合併，外移人口增加。

3. 都市空間、居住成本、資源使用。

4. 高齡少子化趨勢。

5. COVID-19造成人民生命安全衝擊。

確保不同族群、文化、年齡、性別獲得   

平等的資源及福祉。

推動社福政策，保障各年齡層族群之資

源、福祉、醫療照護之平等，創建平等、

共融社會。

1.

2.

1.

2.

1.

2.

3.

1.

2.

3.

1.

2.

3.

缺乏產業鏈與行銷端結合。

法律限制，造成產業行銷困境。

COVID-19造成經濟衝擊。

持續進行產業升級與轉型，朝向財政永續

發展目標。

研擬財政補助、就業相關政策，建構職場

安全與促進經濟成長。

氣候變遷、熱島效應、乾旱、淹水

等問題。

本市擁有全臺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造成空污及影響民眾健康。

本市加油站發油量全國最多 ，汽機

車燃油排放，影響空氣品質。

氣候變遷措施納入政策規劃，積極發展氣

候減緩及調適策略強化因應氣候風險的災

後復原能力。

發展可再生能源，並持續督促中火，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量。

增加大眾運輸系統，並推廣低碳運具，管

制及汰換高污染車輛。

環境

經濟

社會

領域面向 目前面臨挑戰 未來因應課題

永續發展推動專責單位

本府設置「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作為永續發展推動專責

單位，委員會每半年召開一次，致力於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委

員會下設置「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並分為7個組別：

「永續教育及規劃組、節能減碳及綠能發展組、環境生態組、綠色運輸組、韌性

城市組、永續社會組及城鄉發展組」推動永續發展業務。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

主任委員 市長兼任

副主任委員

兼任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主任

執行長

兼任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

辦公室副主任

2位副市長一任務性質兼任

1人由市長指派兼任

另置秘書2位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組長委員會委員 諮詢小組

專家學者9-15人組長1人，由副局長或主秘兼任
副組長，由簡任以上人員兼任

局長27位
專家學者7-8位

參事、顧問或技監兼任

城鄉
發展組

永續
社會組

韌性
城市組

綠色
運輸組

環境
生態組

節能減碳及
綠能發展組

永續教育
及規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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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盤點目前及未來所面臨到的「經濟」、「社會」與「環境」挑戰，據此制定

策略、目標以推動本市永續發展。

伍｜VLR推動歷程

一、目前及未來挑戰與因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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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齡少子化趨勢。

5. COVID-19造成人民生命安全衝擊。

確保不同族群、文化、年齡、性別獲得   

平等的資源及福祉。

推動社福政策，保障各年齡層族群之資

源、福祉、醫療照護之平等，創建平等、

共融社會。

1.

2.

1.

2.

1.

2.

3.

1.

2.

3.

1.

2.

3.

缺乏產業鏈與行銷端結合。

法律限制，造成產業行銷困境。

COVID-19造成經濟衝擊。

持續進行產業升級與轉型，朝向財政永續

發展目標。

研擬財政補助、就業相關政策，建構職場

安全與促進經濟成長。

氣候變遷、熱島效應、乾旱、淹水

等問題。

本市擁有全臺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造成空污及影響民眾健康。

本市加油站發油量全國最多 ，汽機

車燃油排放，影響空氣品質。

氣候變遷措施納入政策規劃，積極發展氣

候減緩及調適策略強化因應氣候風險的災

後復原能力。

發展可再生能源，並持續督促中火，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量。

增加大眾運輸系統，並推廣低碳運具，管

制及汰換高污染車輛。

環境

經濟

社會

領域面向 目前面臨挑戰 未來因應課題

永續發展推動專責單位

本府設置「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作為永續發展推動專責

單位，委員會每半年召開一次，致力於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委

員會下設置「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並分為7個組別：

「永續教育及規劃組、節能減碳及綠能發展組、環境生態組、綠色運輸組、韌性

城市組、永續社會組及城鄉發展組」推動永續發展業務。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

主任委員 市長兼任

副主任委員

兼任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主任

執行長

兼任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

辦公室副主任

2位副市長一任務性質兼任

1人由市長指派兼任

另置秘書2位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組長委員會委員 諮詢小組

專家學者9-15人組長1人，由副局長或主秘兼任
副組長，由簡任以上人員兼任

局長27位
專家學者7-8位

參事、顧問或技監兼任

城鄉
發展組

永續
社會組

韌性
城市組

綠色
運輸組

環境
生態組

節能減碳及
綠能發展組

永續教育
及規劃組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永續發展
目標介紹

推動歷程關於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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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本市施政與SDGs目標結合及建構完善的

永續發展推動機制，本市梳理國內外城市的

VLR作法與推動經驗，盤點出本市VLR願景

方向與特色。

本市VLR特色，強化12大施政發展策略與

SDGs之聯結，並勾稽17項永續發展目標、計

畫、指標與經濟、環境、社會領域之對應。

二、執行流程

三、檢視方法與特色

分析本市特色優勢與挑戰01

確立永續發展策略架構02

永續發展計畫盤點及指標建立03

多元諮詢04

盤點與分析本市推動永續發展業務的優勢、資源與挑戰。

針對本市面臨到的社會、經濟與環境挑戰，啟動地方自願檢視報告，規劃未來永

續發展策略架構，推動永續發展相關政策作為，打造臺中成為接軌國際的幸福永

續城市。

VLR初稿完成後，邀請經濟、社會、環境領域的永續專家學者及利害關係人提出

修正意見，精進VLR內容。

VLR發表05

確認VLR內容後即進行發表，未來將持續進行滾動式修正。

局處溝通及盤點政策：透過22場會議，深度訪談25個局處及盤點12大施政發展策

略之下的各項行動方案及訂定2030年可持續精進及達成之目標及指標。

參考國內外指標：參考台經院地方競爭力評比指標、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等

城市以及國外永續城市指標。

建立指標系統：透過各局處永續發展研商會議，彙整出17項SDGs目標、103項指

標及106項計畫。

施政方針與SDG s聯結

盤點市長任內永續發展施政亮點成果，並且

回應全球當前趨勢，呈現本市執行績效表現

亮眼之重點政策，另研提「永續低碳智慧城

市示範區-水湳經貿園區」及「COVID-19防

疫措施與永續發展作為」作為永續發展專題

成果。

盤點政策推動亮點成果

VLR內容呈現永續發展計畫、指標之主責局

處，深入探討過去與現在之執行成果，以利

2030年滾動式檢視各局處的政策目標與永續

發展的落實情況。

深入檢視主責局處執行情形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關於臺中市 永續發展
策略架構

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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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本市施政與SDGs目標結合及建構完善的

永續發展推動機制，本市梳理國內外城市的

VLR作法與推動經驗，盤點出本市VLR願景

方向與特色。

本市VLR特色，強化12大施政發展策略與

SDGs之聯結，並勾稽17項永續發展目標、計

畫、指標與經濟、環境、社會領域之對應。

二、執行流程

三、檢視方法與特色

分析本市特色優勢與挑戰01

確立永續發展策略架構02

永續發展計畫盤點及指標建立03

多元諮詢04

盤點與分析本市推動永續發展業務的優勢、資源與挑戰。

針對本市面臨到的社會、經濟與環境挑戰，啟動地方自願檢視報告，規劃未來永

續發展策略架構，推動永續發展相關政策作為，打造臺中成為接軌國際的幸福永

續城市。

VLR初稿完成後，邀請經濟、社會、環境領域的永續專家學者及利害關係人提出

修正意見，精進VLR內容。

VLR發表05

確認VLR內容後即進行發表，未來將持續進行滾動式修正。

局處溝通及盤點政策：透過22場會議，深度訪談25個局處及盤點12大施政發展策

略之下的各項行動方案及訂定2030年可持續精進及達成之目標及指標。

參考國內外指標：參考台經院地方競爭力評比指標、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等

城市以及國外永續城市指標。

建立指標系統：透過各局處永續發展研商會議，彙整出17項SDGs目標、103項指

標及106項計畫。

施政方針與SDG s聯結

盤點市長任內永續發展施政亮點成果，並且

回應全球當前趨勢，呈現本市執行績效表現

亮眼之重點政策，另研提「永續低碳智慧城

市示範區-水湳經貿園區」及「COVID-19防

疫措施與永續發展作為」作為永續發展專題

成果。

盤點政策推動亮點成果

VLR內容呈現永續發展計畫、指標之主責局

處，深入探討過去與現在之執行成果，以利

2030年滾動式檢視各局處的政策目標與永續

發展的落實情況。

深入檢視主責局處執行情形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關於臺中市 永續發展
策略架構

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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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市在地特色、本市於2030年可能面臨的環境、社會及經濟面的挑戰

與優勢及本府施政計畫，確立本市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為了創造讓市民真正有感的幸福，本市的永續發展策略架構以「幸福永續 

富市臺中」為願景，依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三大原則：社會、經濟、環

境，建立本市永續發展目標：「友善宜居共融社會、富強建設活水經濟、

能源轉型零碳環境」。

各項目標均可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對應，並連結至本府12大施政發展

策略，期望透過施政方向與SDGs核心目標之聯結，打造臺中成為接軌國際

的幸福永續城市。

自盧秀燕市長上任以來，積極在財政、建設、經濟、環境及社福五大面向進行

改善，並致力於打造大臺中幸福願景，同時要讓市民感受到幸福倍增。因此本

市之永續發展目標願景以「幸福永續、富市臺中」為主軸。

承襲「幸福永續」的「幸福」願景，本市作為臺灣人心目中的宜居城市，期盼

透過社福政策，提供多元族群、不同年齡層、性別之友善環境及照護服務，以

邁向平等、包容的社會家園。

陸｜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幸福永續
富市臺中

願 景

友 善 宜 居 共 融 社 會 富 強 建 設 活 水 經 濟 能 源 轉 型 零 碳 環 境

新國
際門戶

交通
任意門

幸福
宜居城

區塊
均特色

健康
活力道

清淨
新家園

創新
創業城

意象
新美學

韌性
水共生

效能
好政府

青秀
樂臺中

思用
型教育

1 2大施政發展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三大目標

一、願景：幸福永續、富市臺中

二、臺中市永續發展三大目標

友善宜居共融社會

此目標承襲「富市臺中」願景，期盼透過經濟發展策略，吸引企業投資臺中，

帶動就業與經濟成長，並逐步完善重大建設，給市民更好的生活。

富強建設活水經濟

此目標承襲「幸福永續」的「永續」願景，除了重視「陽光、空氣、水」環境

權的施政理念，同時也因應氣候變遷，簽署氣候緊急宣言，致力於發展永續能

源及促進資源循環及轉型，以降低環境污染及碳排放，朝向乾淨、健康、永續

環境邁向淨零碳排目標。

能源轉型零碳環境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推動歷程 永續發展目標
檢視及成果

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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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市在地特色、本市於2030年可能面臨的環境、社會及經濟面的挑戰

與優勢及本府施政計畫，確立本市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為了創造讓市民真正有感的幸福，本市的永續發展策略架構以「幸福永續 

富市臺中」為願景，依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三大原則：社會、經濟、環

境，建立本市永續發展目標：「友善宜居共融社會、富強建設活水經濟、

能源轉型零碳環境」。

各項目標均可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對應，並連結至本府12大施政發展

策略，期望透過施政方向與SDGs核心目標之聯結，打造臺中成為接軌國際

的幸福永續城市。

自盧秀燕市長上任以來，積極在財政、建設、經濟、環境及社福五大面向進行

改善，並致力於打造大臺中幸福願景，同時要讓市民感受到幸福倍增。因此本

市之永續發展目標願景以「幸福永續、富市臺中」為主軸。

承襲「幸福永續」的「幸福」願景，本市作為臺灣人心目中的宜居城市，期盼

透過社福政策，提供多元族群、不同年齡層、性別之友善環境及照護服務，以

邁向平等、包容的社會家園。

陸｜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幸福永續
富市臺中

願 景

友 善 宜 居 共 融 社 會 富 強 建 設 活 水 經 濟 能 源 轉 型 零 碳 環 境

新國
際門戶

交通
任意門

幸福
宜居城

區塊
均特色

健康
活力道

清淨
新家園

創新
創業城

意象
新美學

韌性
水共生

效能
好政府

青秀
樂臺中

思用
型教育

1 2大施政發展策略

臺中市永續發展三大目標

一、願景：幸福永續、富市臺中

二、臺中市永續發展三大目標

友善宜居共融社會

此目標承襲「富市臺中」願景，期盼透過經濟發展策略，吸引企業投資臺中，

帶動就業與經濟成長，並逐步完善重大建設，給市民更好的生活。

富強建設活水經濟

此目標承襲「幸福永續」的「永續」願景，除了重視「陽光、空氣、水」環境

權的施政理念，同時也因應氣候變遷，簽署氣候緊急宣言，致力於發展永續能

源及促進資源循環及轉型，以降低環境污染及碳排放，朝向乾淨、健康、永續

環境邁向淨零碳排目標。

能源轉型零碳環境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推動歷程 永續發展目標
檢視及成果

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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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大施政發展策略

推動機場、臺中港、高鐵等門戶計畫，發展經貿園
區，促進國內外經濟發展。

新國際門戶

發展軌道及生活圈路網建設、推動綠色運輸及智慧交
通服務系統。

交通任意門

推動宜居共好社宅、打造友善育兒環境、改善公共空
間、保障老年及各族群、性別之醫療及社會福祉，打
造宜居生活。

幸福宜居城

推動產業區塊特色，打造創意、觀光、休閒、創新產
業並尊重多元文化發展。

區塊均特色

打造城市綠洲、營造人本步道友善環境、完善自行車
系統，建構健康活力照顧網。

健康活力道

守護水土安全，實施空污減排、發展可再生能源，推
動永續消費及生產，實現資源永續利用及管理。

清淨新家園

盧市長自上任以來，積極打造臺中成為我們的家（Home・Plus），並以此概念延伸出12大施政發

展策略，每項策略均可與永續發展目標相連結，可以此檢視施政成果與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的落

實情況，透過12大施政發展策略可健全本市施政藍圖整體規劃，推動臺中邁向幸福永續城市。

推動臺中富市3經濟發展策略，推動產業智慧化、發
展文創及地方創生產業，落實循環經濟。

創新創業城

推動城市美化運動、親川水綠共生網，保護自然及人
文資源。

意象新美學

積極推動水土保持、海洋及陸地生態保育，建置災防
相關建設及推廣環境教育，以強化災後復原能力與氣
候調適能力。

韌性水共生

落實陽光政治、區域治理、效能政府及智慧治理，打
造有效率、和平及具包容性的社會。

效能好政府

推動青年入府、創造就業、運用科技執法機制，建立
公平、公開的司法管道。

青秀樂臺中

提供各年齡及族群之公平及高品質教育為主，積極落
實終生學習理念，並因應時代趨勢提供國際教育及科
技教育。

思用型教育

柒｜永續發展目標檢視及成果

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永續發展目標檢視及成果 臺中市永續發展
專題成果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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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大施政發展策略

推動機場、臺中港、高鐵等門戶計畫，發展經貿園
區，促進國內外經濟發展。

新國際門戶

發展軌道及生活圈路網建設、推動綠色運輸及智慧交
通服務系統。

交通任意門

推動宜居共好社宅、打造友善育兒環境、改善公共空
間、保障老年及各族群、性別之醫療及社會福祉，打
造宜居生活。

幸福宜居城

推動產業區塊特色，打造創意、觀光、休閒、創新產
業並尊重多元文化發展。

區塊均特色

打造城市綠洲、營造人本步道友善環境、完善自行車
系統，建構健康活力照顧網。

健康活力道

守護水土安全，實施空污減排、發展可再生能源，推
動永續消費及生產，實現資源永續利用及管理。

清淨新家園

盧市長自上任以來，積極打造臺中成為我們的家（Home・Plus），並以此概念延伸出12大施政發

展策略，每項策略均可與永續發展目標相連結，可以此檢視施政成果與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的落

實情況，透過12大施政發展策略可健全本市施政藍圖整體規劃，推動臺中邁向幸福永續城市。

推動臺中富市3經濟發展策略，推動產業智慧化、發
展文創及地方創生產業，落實循環經濟。

創新創業城

推動城市美化運動、親川水綠共生網，保護自然及人
文資源。

意象新美學

積極推動水土保持、海洋及陸地生態保育，建置災防
相關建設及推廣環境教育，以強化災後復原能力與氣
候調適能力。

韌性水共生

落實陽光政治、區域治理、效能政府及智慧治理，打
造有效率、和平及具包容性的社會。

效能好政府

推動青年入府、創造就業、運用科技執法機制，建立
公平、公開的司法管道。

青秀樂臺中

提供各年齡及族群之公平及高品質教育為主，積極落
實終生學習理念，並因應時代趨勢提供國際教育及科
技教育。

思用型教育

柒｜永續發展目標檢視及成果

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永續發展目標檢視及成果 臺中市永續發展
專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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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1 消除貧窮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感謝民間善心單位捐贈物資給與兒少帳戶穩定繳存家戶

青少年團體-自我探索暨職涯準備課程

一 、 布 建 家 庭 社 區 支 持 服 務 計 畫

二 、 兒 少 教 育 發 展 帳 戶 計 畫

本市對於弱勢家庭兒童、少年、低（中低）收入戶等進行補助與社區支持服務等，致力於協助弱勢

族群脫離貧窮，逐步回歸穩定、安全的生活。

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建構跨體系協

力網絡，發展「強化多重問題家庭的整合性服

務」，將介入焦點從個人到家庭並瞭解個案未

被滿足需求，進而發展個別及專精化服務，並

結合社區網絡資源，布建家庭社區支持服務，

回應脆弱家庭多元複雜需求，讓社會福利中心

為家庭築起安全防護網。

三 、 脫 貧 計 畫

本市辦理多元脫貧方案，鼓勵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藉由參與本市相關脫貧措施，結合並強

化公私部門跨域合作，透過轉介協處機制之資

源連結，積極陪伴並提供多元支持，培力弱勢

家戶實現累積資產、教育投資、就業自立及社

會參與等目標，期能達到促進參與協助方案之

對象倍增，協助弱勢族群逐步回到穩定安全生

活正軌。

以積極性救助及社會投資理念，透過儲蓄帳戶

模式，針對2016年1月1日以後出生至年滿18歲

列冊之低（中低）收入戶或長期安置之兒童及

少年，鼓勵按月長期儲蓄，培育儲蓄的習慣，

每人每年最高自存1萬5,000元，政府再相對提

撥同額款項，為孩童累積未來教育及發展基

金，增加未來接受高等教育及生涯發展機會。

Target 1.2：在西元2030年前，依據國家的人口統計數字，將各個年齡層的貧窮男

女與兒童人數減少一半。

Target 1.4：在西元2030年前，確保所有的男男女女，尤其是貧窮與弱勢族群，在

經濟資源、基本服務、以及土地與其他形式的財產、繼承、天然資源、新科技與財

務服務（包括微型貸款）都有公平的權利與取得權。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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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1 消除貧窮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感謝民間善心單位捐贈物資給與兒少帳戶穩定繳存家戶

青少年團體-自我探索暨職涯準備課程

一 、 布 建 家 庭 社 區 支 持 服 務 計 畫

二 、 兒 少 教 育 發 展 帳 戶 計 畫

本市對於弱勢家庭兒童、少年、低（中低）收入戶等進行補助與社區支持服務等，致力於協助弱勢

族群脫離貧窮，逐步回歸穩定、安全的生活。

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建構跨體系協

力網絡，發展「強化多重問題家庭的整合性服

務」，將介入焦點從個人到家庭並瞭解個案未

被滿足需求，進而發展個別及專精化服務，並

結合社區網絡資源，布建家庭社區支持服務，

回應脆弱家庭多元複雜需求，讓社會福利中心

為家庭築起安全防護網。

三 、 脫 貧 計 畫

本市辦理多元脫貧方案，鼓勵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藉由參與本市相關脫貧措施，結合並強

化公私部門跨域合作，透過轉介協處機制之資

源連結，積極陪伴並提供多元支持，培力弱勢

家戶實現累積資產、教育投資、就業自立及社

會參與等目標，期能達到促進參與協助方案之

對象倍增，協助弱勢族群逐步回到穩定安全生

活正軌。

以積極性救助及社會投資理念，透過儲蓄帳戶

模式，針對2016年1月1日以後出生至年滿18歲

列冊之低（中低）收入戶或長期安置之兒童及

少年，鼓勵按月長期儲蓄，培育儲蓄的習慣，

每人每年最高自存1萬5,000元，政府再相對提

撥同額款項，為孩童累積未來教育及發展基

金，增加未來接受高等教育及生涯發展機會。

Target 1.2：在西元2030年前，依據國家的人口統計數字，將各個年齡層的貧窮男

女與兒童人數減少一半。

Target 1.4：在西元2030年前，確保所有的男男女女，尤其是貧窮與弱勢族群，在

經濟資源、基本服務、以及土地與其他形式的財產、繼承、天然資源、新科技與財

務服務（包括微型貸款）都有公平的權利與取得權。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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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2 消除飢餓
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三 、 強 化 食 品 業 者 登 錄

本市重視糧食安全，透過永續發展的糧食生產系統，改善土地與土壤的品質，提高產能及生產力，

確保糧食供應外，並推動批發市產農藥採檢、食品業者登錄制度，保障市民食的安全。

落實輔導食品業者完成登錄，以有效執行輔導及稽查管理，

未來結合 29 區 30 家衛生所就近可提供在地食品業者登錄

及諮詢服務，提升食品業者登錄完成比率，維護市民健康及

食品安全，有助於達成糧食安全。

本市府持續落實「食安五環」政策，以「源頭控管」、「重

建生產管理」、「加強查驗」、「加重惡意黑心廠商責任」

及「全民監督食安」作為食安升級推動方針，守護民眾從農

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2019年本市食安五環改革計畫評比榮

獲六都第1，展現推動成效，另因應疫情發展，訂定相關指引

措施，有效落實防疫，維護業者及民眾的食品安全及健康。

二 、 保 障 消 費 者 安 全 蔬 果 加 強 批 發

為提供市民可享用安全、充足之農產品，保障食的安全，落

實供應鏈中每一環節的安全把關，提升農產品供貨人自主用

藥管理，於農產品批發市場設置質譜儀，相較傳統生化法，

可以更快速且精準檢驗蔬果用藥種類及殘留量，攔截不當用

藥之農產品流入市面並確實銷毀；另針對檢驗不合格之供應

人訂出規範，累計檢驗不合格次數達2次者停止供貨，達3

次檢驗不合格將廢除其供應人資格，健全批發市場功能。

輔導鼓勵作物生產中農民使用國產有機質肥料，減少化學肥

料使用，以改善土地與土壤的品質，提高產能及生產力，確

保糧食安全，並逐步構築友善耕作環境，維護生態系統，促

進農業永續發展。積極作為上除農糧署相關補助外，本市加

碼補助每公斤1元，每公頃最高補助6公噸；2020年農民申

請面積7,584公頃，較2019年申請面積6,816公頃成長約

1.11%，2021年續辦，目標2030年面積達10,000公頃。

Target 2.1：在西元2030年前，消除飢餓，確保所有的人，尤其是貧窮與弱勢族群

(包括嬰兒)，都能夠終年取得安全、營養且足夠的糧食。

Target 2.4：在西元 2030 年前，確保可永續發展的糧食生產系統，並實施可災後

復原的農村作法，提高產能及生產力，協助維護生態系統，強化適應氣候變遷、極

端氣候、乾旱、 洪水與其他災害的能力，並漸進改善土地與土壤的品質。

Target 2.c：採取措施，以確保食品與他們的衍生產品的商業市場發揮正常的功

能，並如期取得市場資訊，包括儲糧，以減少極端的糧食價格波動。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一 、 孕 產 婦 兒 健 康 關 懷 服 務

配合國民健康署推動「周產期高風險孕產婦

（兒）追蹤關懷計畫」，針對孕產婦具健康風

險因子（如：吸菸、喝酒、藥物濫用、心理衛

生問題、多胞胎、妊娠高血壓、妊娠糖尿病

等）、社會經濟危險因子（如：未滿20歲、低

/中低收入戶、受家暴未經產檢等）、母親孕

期全程未作產檢個案之新生兒，提供自產前至

產後6個月之追蹤關懷服務。

未來除強化部門跨域合作，也透過婦產科醫療

院所、衛生所及社群媒體（FB、LINE）管道

宣導適齡婚孕、懷孕「5要」及「5不」健康守

則，共同照護母嬰健康，降低高危險妊娠合併

症風險及嬰兒早產發生率，孕育健康下一代。

SDG 3 健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本市擁有健全的嬰、幼兒及孕產婦照護體系及長照服務，並注重醫療資源公平性及身障者照顧，積

極預防疾病及死亡率，以確保人民的健康及福祉。

Target 3.2：在西元2030年前，消除可預防的新生兒以及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

Target 3.3：在西元2030年前，消除愛滋病、肺結核、瘧疾以及受到忽略的熱帶性

疾病，並對抗肝炎、水傳染性疾病以及其他傳染疾病。

Target 3.7：在西元2030年前，確保全球都有管道可取得性與生殖醫療保健服務，

包括家庭規劃、資訊與教育，並將生殖醫療保健納入國家策略與計畫之中。

Target 3.8：實現醫療保健涵蓋全球（以下簡稱UHC）的目標，包括財務風險保

護，取得高品質基本醫療保健服務的管道，以及所有的人都可取得安全、有效、高

品質、負擔得起的基本藥物與疫苗。

Target 3.9：在西元2030年以前，大幅減少死於危險化學物質、空氣污染、水污

染、土壤污染以及其他污染的死亡及疾病人數。

Target 3.d：強化所有國家的早期預警、風險減少，以及國家與全球健康風險的管

理能力，特別是開發中國家。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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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2 消除飢餓
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三 、 強 化 食 品 業 者 登 錄

本市重視糧食安全，透過永續發展的糧食生產系統，改善土地與土壤的品質，提高產能及生產力，

確保糧食供應外，並推動批發市產農藥採檢、食品業者登錄制度，保障市民食的安全。

落實輔導食品業者完成登錄，以有效執行輔導及稽查管理，

未來結合 29 區 30 家衛生所就近可提供在地食品業者登錄

及諮詢服務，提升食品業者登錄完成比率，維護市民健康及

食品安全，有助於達成糧食安全。

本市府持續落實「食安五環」政策，以「源頭控管」、「重

建生產管理」、「加強查驗」、「加重惡意黑心廠商責任」

及「全民監督食安」作為食安升級推動方針，守護民眾從農

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2019年本市食安五環改革計畫評比榮

獲六都第1，展現推動成效，另因應疫情發展，訂定相關指引

措施，有效落實防疫，維護業者及民眾的食品安全及健康。

二 、 保 障 消 費 者 安 全 蔬 果 加 強 批 發

為提供市民可享用安全、充足之農產品，保障食的安全，落

實供應鏈中每一環節的安全把關，提升農產品供貨人自主用

藥管理，於農產品批發市場設置質譜儀，相較傳統生化法，

可以更快速且精準檢驗蔬果用藥種類及殘留量，攔截不當用

藥之農產品流入市面並確實銷毀；另針對檢驗不合格之供應

人訂出規範，累計檢驗不合格次數達2次者停止供貨，達3

次檢驗不合格將廢除其供應人資格，健全批發市場功能。

輔導鼓勵作物生產中農民使用國產有機質肥料，減少化學肥

料使用，以改善土地與土壤的品質，提高產能及生產力，確

保糧食安全，並逐步構築友善耕作環境，維護生態系統，促

進農業永續發展。積極作為上除農糧署相關補助外，本市加

碼補助每公斤1元，每公頃最高補助6公噸；2020年農民申

請面積7,584公頃，較2019年申請面積6,816公頃成長約

1.11%，2021年續辦，目標2030年面積達10,000公頃。

Target 2.1：在西元2030年前，消除飢餓，確保所有的人，尤其是貧窮與弱勢族群

(包括嬰兒)，都能夠終年取得安全、營養且足夠的糧食。

Target 2.4：在西元 2030 年前，確保可永續發展的糧食生產系統，並實施可災後

復原的農村作法，提高產能及生產力，協助維護生態系統，強化適應氣候變遷、極

端氣候、乾旱、 洪水與其他災害的能力，並漸進改善土地與土壤的品質。

Target 2.c：採取措施，以確保食品與他們的衍生產品的商業市場發揮正常的功

能，並如期取得市場資訊，包括儲糧，以減少極端的糧食價格波動。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一 、 孕 產 婦 兒 健 康 關 懷 服 務

配合國民健康署推動「周產期高風險孕產婦

（兒）追蹤關懷計畫」，針對孕產婦具健康風

險因子（如：吸菸、喝酒、藥物濫用、心理衛

生問題、多胞胎、妊娠高血壓、妊娠糖尿病

等）、社會經濟危險因子（如：未滿20歲、低

/中低收入戶、受家暴未經產檢等）、母親孕

期全程未作產檢個案之新生兒，提供自產前至

產後6個月之追蹤關懷服務。

未來除強化部門跨域合作，也透過婦產科醫療

院所、衛生所及社群媒體（FB、LINE）管道

宣導適齡婚孕、懷孕「5要」及「5不」健康守

則，共同照護母嬰健康，降低高危險妊娠合併

症風險及嬰兒早產發生率，孕育健康下一代。

SDG 3 健康與福祉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本市擁有健全的嬰、幼兒及孕產婦照護體系及長照服務，並注重醫療資源公平性及身障者照顧，積

極預防疾病及死亡率，以確保人民的健康及福祉。

Target 3.2：在西元2030年前，消除可預防的新生兒以及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

Target 3.3：在西元2030年前，消除愛滋病、肺結核、瘧疾以及受到忽略的熱帶性

疾病，並對抗肝炎、水傳染性疾病以及其他傳染疾病。

Target 3.7：在西元2030年前，確保全球都有管道可取得性與生殖醫療保健服務，

包括家庭規劃、資訊與教育，並將生殖醫療保健納入國家策略與計畫之中。

Target 3.8：實現醫療保健涵蓋全球（以下簡稱UHC）的目標，包括財務風險保

護，取得高品質基本醫療保健服務的管道，以及所有的人都可取得安全、有效、高

品質、負擔得起的基本藥物與疫苗。

Target 3.9：在西元2030年以前，大幅減少死於危險化學物質、空氣污染、水污

染、土壤污染以及其他污染的死亡及疾病人數。

Target 3.d：強化所有國家的早期預警、風險減少，以及國家與全球健康風險的管

理能力，特別是開發中國家。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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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執行潛伏結核感染檢驗

社區日照學員在進行休閒活動-園藝照顧

二、潛伏結核全都治計畫

針對高風險族群（如接觸者、長照機構住民及

工作人員、糖尿病、血液透析、矯正機關…

等），提供丙型干擾素釋放試驗（IGRA）即早

找出潛伏結核感染陽性個案並提供潛伏結核感

染治療，以降低後續結核病發病風險。

三、愛滋感染者服藥

連結醫療體系協助愛滋感染者及早治療，透過

衛教輔導感染者規律服藥的重要性，強化服藥

之正確認知，增加感染者服藥動機，排除服藥

困難，降低體內愛滋病毒量，避免因未規則服

藥產生抗藥性，以穩定生活，降低傳染風險，

因 此 以 愛 滋 感 染 者 服 藥 比 率 增 加 至 9 5 % 為

2030目標。

四、推動長青學苑計畫

長輩透過學習，由被照顧者的角色轉變為自我

照顧的角色，鼓勵社區長輩走出家門，參與社

區活動，實現「活到老、學到老」之精神，藉

以拓展老人學識領域，提高長輩晚年生活品

質，並預防減緩失能失智情形，有助於確保高

年齡層的長輩健康與福祉。

五、身障共融幸福倍增計畫

在地落實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

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

ities,CRPD），因此提供適宜、多元之社區化

服務與照顧，達到平等參與、社區照顧及社會

共融。本市將盤點各區域需求，爭取經費增設

服務據點，支持身心障礙者能夠落實自我選

擇，在社區居住生活，有助於確保身障者的健

康與福祉。

2030年將透過宣導及長照中心、服務單位積

極開發潛在個案，以提升服務涵蓋率至65%。

為使民眾獲得更專業及在地化全方位醫療照護

服務，增加北屯區及鄰近區域之醫療保健照護

資源，整合原有復健醫院及老人醫院二基地以

單一案BOT方式整體規劃，依據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公開徵求民間投資人，並以「醫養

合一」為發展策略核心，規劃建構臺中市立老

人復健綜合醫院，提供市民急性、慢性醫療照

護、復健醫療、老人醫學及長期照顧等多元服

務內容。

六、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 . 0

對於失能長者之服務，提供完善的長期照護服

務體系並積極布建服務據點，2021年3月長照

服務涵蓋率為48.62%，已為六都第一，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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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執行潛伏結核感染檢驗

社區日照學員在進行休閒活動-園藝照顧

二、潛伏結核全都治計畫

針對高風險族群（如接觸者、長照機構住民及

工作人員、糖尿病、血液透析、矯正機關…

等），提供丙型干擾素釋放試驗（IGRA）即早

找出潛伏結核感染陽性個案並提供潛伏結核感

染治療，以降低後續結核病發病風險。

三、愛滋感染者服藥

連結醫療體系協助愛滋感染者及早治療，透過

衛教輔導感染者規律服藥的重要性，強化服藥

之正確認知，增加感染者服藥動機，排除服藥

困難，降低體內愛滋病毒量，避免因未規則服

藥產生抗藥性，以穩定生活，降低傳染風險，

因 此 以 愛 滋 感 染 者 服 藥 比 率 增 加 至 9 5 % 為

2030目標。

四、推動長青學苑計畫

長輩透過學習，由被照顧者的角色轉變為自我

照顧的角色，鼓勵社區長輩走出家門，參與社

區活動，實現「活到老、學到老」之精神，藉

以拓展老人學識領域，提高長輩晚年生活品

質，並預防減緩失能失智情形，有助於確保高

年齡層的長輩健康與福祉。

五、身障共融幸福倍增計畫

在地落實國際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

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

ities,CRPD），因此提供適宜、多元之社區化

服務與照顧，達到平等參與、社區照顧及社會

共融。本市將盤點各區域需求，爭取經費增設

服務據點，支持身心障礙者能夠落實自我選

擇，在社區居住生活，有助於確保身障者的健

康與福祉。

2030年將透過宣導及長照中心、服務單位積

極開發潛在個案，以提升服務涵蓋率至65%。

為使民眾獲得更專業及在地化全方位醫療照護

服務，增加北屯區及鄰近區域之醫療保健照護

資源，整合原有復健醫院及老人醫院二基地以

單一案BOT方式整體規劃，依據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公開徵求民間投資人，並以「醫養

合一」為發展策略核心，規劃建構臺中市立老

人復健綜合醫院，提供市民急性、慢性醫療照

護、復健醫療、老人醫學及長期照顧等多元服

務內容。

六、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 . 0

對於失能長者之服務，提供完善的長期照護服

務體系並積極布建服務據點，2021年3月長照

服務涵蓋率為48.62%，已為六都第一，未來

2019 2020 2021 2025 2030

5

0

10

15

20

25

30

35 31.6
28.5 28.4

24.4
19.4

結核病發生率
發
生
率
(％
︶

服
藥
比
率
(％
︶

2021 2025 2030

92.5

92

93

93.5

94

94.5

95

95.5

93

94

95

愛滋感染者服藥比率

※以2019年93%為基準

2018 2019 2020 2021 2025 203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0

51,747 53,072
45,285

55,00051,000
60,000

長輩參與長青學苑人次

人
次

2020 2021 2025 2030

據
點
數

0

10

20

30

40

50

60

70 60

50

36
40

身障社區式服務(社區日間照顧、小作所)據點數 2019 2020 2021 2025 2030

使
用
比
率
(％
︶

0

10

20

30

40

50

60

70 60

50

38
45

65
長照服務使用比率

市立醫院現代化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永續發展目標檢視及成果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臺中市永續發展
專題成果

31



衛生局局長示範長者使用長照APP

和平區南勢部落文化健康站成果

十一、有效降低建築物火災數計畫

為有效降低建築物火災發生，積極將火災調查

結果有效回饋火災預防作為，並針對特定種類

（如建築工地或違章建築物等）火災之主管機

關函請協助查處或加強管理，2021年1-5月建

築物火災件數251件，與2020年同期比較412

件減少161件。未來也積極將火災調查結果有

效回饋火災預防作為，持續有效減少建築物火

災之發生及人命傷亡、財產損失。

八、長者到宅及定點心理諮詢服務

九、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針對本市有情緒困擾及高風險民眾由專業心理

師提供心理諮詢服務，以2020年心理諮詢服

務量為基準值（3,600人次），為了提升市民

心理健康，未來在本市各行政區建立可近性心

理諮詢服務，同時考量長者行動不便，特提供

到宅心理諮詢服務，協助受到情緒困擾民眾。

針對65歲以上長者為流感併發重症高危險群，

每年辦理公費對象流感疫苗接種計畫，設立流

感疫苗接種站，增加可近性及接種動機，疫苗

接種率達50%。

本市65歲以上長者流感疫苗接種率2017年為

4 9 . 9%、2 0 1 8年為4 6 . 2%、2 0 1 9年為

54.1%，每年依疫苗數量及疫苗不良反應事

件，影響接種完成率，將持續加強提升此族群

十、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2021年推展原住民族長期

2020年流感疫苗共接種74萬1,270劑，接種人

口涵蓋率達26.29%，2020年流感疫苗接種計

畫考評-計畫管理績優獎，榮獲六都之特優

獎。2021年預計10月1日開打。

接種率，規劃各項獎勵措施及多元宣導管道，

增加民眾接種意願，保障長者健康。

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規定，文化健康站

之設立係以組成專業工作小組，辦理老人照顧

服務為目標，且為強化原住民族互助支持文

化，以「原住民照顧原住民」之方式，提供因

族因地制宜之長期照顧服務，維繫部落文化之

傳承，滿足資源匱乏地區長者照顧需要。

有長照服務需求者，除撥打長照服務專線1966

申請外，本市新增下載行動APP，可線上一指

申請長照服務、查詢核定項目及額度使用情

形，隨時掌握家人使用服務的情形，並提供最

新長照服務資訊，考量失能者因行動不便，需

要長照交通接送，APP未來將結合本市長照交

通接送服務，以人工智慧導入APP擴充功能，

提供家屬及個案線上預約長照交通服務，協助

服務單位以更簡便的方式與家屬、個案聯繫，

簡化行政流程。

七、長照即時通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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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婦女遠離子宮頸癌威脅，配合中央推動國

中一年級女學生接受人類乳突病毒疫苗(HPV)

校園接種服務。

子宮頸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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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局長示範長者使用長照APP

和平區南勢部落文化健康站成果

十一、有效降低建築物火災數計畫

為有效降低建築物火災發生，積極將火災調查

結果有效回饋火災預防作為，並針對特定種類

（如建築工地或違章建築物等）火災之主管機

關函請協助查處或加強管理，2021年1-5月建

築物火災件數251件，與2020年同期比較412

件減少161件。未來也積極將火災調查結果有

效回饋火災預防作為，持續有效減少建築物火

災之發生及人命傷亡、財產損失。

八、長者到宅及定點心理諮詢服務

九、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針對本市有情緒困擾及高風險民眾由專業心理

師提供心理諮詢服務，以2020年心理諮詢服

務量為基準值（3,600人次），為了提升市民

心理健康，未來在本市各行政區建立可近性心

理諮詢服務，同時考量長者行動不便，特提供

到宅心理諮詢服務，協助受到情緒困擾民眾。

針對65歲以上長者為流感併發重症高危險群，

每年辦理公費對象流感疫苗接種計畫，設立流

感疫苗接種站，增加可近性及接種動機，疫苗

接種率達50%。

本市65歲以上長者流感疫苗接種率2017年為

4 9 . 9%、2 0 1 8年為4 6 . 2%、2 0 1 9年為

54.1%，每年依疫苗數量及疫苗不良反應事

件，影響接種完成率，將持續加強提升此族群

十、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2021年推展原住民族長期

2020年流感疫苗共接種74萬1,270劑，接種人

口涵蓋率達26.29%，2020年流感疫苗接種計

畫考評-計畫管理績優獎，榮獲六都之特優

獎。2021年預計10月1日開打。

接種率，規劃各項獎勵措施及多元宣導管道，

增加民眾接種意願，保障長者健康。

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規定，文化健康站

之設立係以組成專業工作小組，辦理老人照顧

服務為目標，且為強化原住民族互助支持文

化，以「原住民照顧原住民」之方式，提供因

族因地制宜之長期照顧服務，維繫部落文化之

傳承，滿足資源匱乏地區長者照顧需要。

有長照服務需求者，除撥打長照服務專線1966

申請外，本市新增下載行動APP，可線上一指

申請長照服務、查詢核定項目及額度使用情

形，隨時掌握家人使用服務的情形，並提供最

新長照服務資訊，考量失能者因行動不便，需

要長照交通接送，APP未來將結合本市長照交

通接送服務，以人工智慧導入APP擴充功能，

提供家屬及個案線上預約長照交通服務，協助

服務單位以更簡便的方式與家屬、個案聯繫，

簡化行政流程。

七、長照即時通APP

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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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婦女遠離子宮頸癌威脅，配合中央推動國

中一年級女學生接受人類乳突病毒疫苗(HPV)

校園接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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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 國 民 運 動 中 心 新 建 計 畫

建設國民運動中心場館充實本市運動設施場

所，提供良好運動環境，培養良好運動習慣，

並藉由運動中心場館闢建，吸引市民運動意

願，以發展各項體適能及運動、健身等為目

標。

一 、 公 幼 倍 增 計 畫

因應少子化現象及建構安全優質平價之托育環

境，減輕家長育兒負擔，本市配合我國少子化

對策計畫（2018年至2022年），加速擴展公

共化教保服務，積極盤點本市學校餘裕空間、

公有公共設施閒置空間，增設本市公立幼兒園

及非營利幼兒園，提高本市幼兒能就近進入公

共化幼兒園就讀機會，滿足家長托育需求。

鑑於學前教育尚未納入義務教育，而係以公私

協力方式共同提供教保服務，全國公私立幼兒

園比例為3：7，本市依循我國少子化對策計畫

（2018年至2022年），以提供4成幼兒有機會

進入公共化幼兒園為目標，據以研訂本市公

十 三 、 提 升 大 臺 中 緊 急 救 護 能 量

搶救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傷病患，

為「生命之鏈」五個環節缺一不可，其中一環

需透過受過專業訓練的高級救護技術員

（EMTP）於OHCA案件現場執行高級心臟救

命術，持續提高本市OHCA案件患者急救成功

率及存活率（康復出院率）。

本市緊急救護急重症案件數量較多之第一、

三、六、八救災救護大隊及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之偏遠地區，擇1分隊集中高級救護技術員，

針對急重症案件實施雙軌救護服務（基本救命

術及高級救命術），並提高本市高級救護技術

員預立醫療流程執行率，將醫院急診室的急救

處置延伸至現場，立即提供專業及有效的急救

處置，以提供市民更完善的緊急救護服務品

質，使本市能成為全國到院前緊急救護之指標

性城市。

目前北區、南屯區、西屯區及南區已完成運動

中心建置，目前規劃清水區、太平區、北屯

區、潭子區、大里區及豐原區等地推動新建，

打造本市成為運動活力城市，未來透過與民間

結合，以委外營運方式辦理，透過民間企業廣

納專業運動及經營人才進行專業評估，就民間

需求及現今流行運動趨勢規劃課程，預計開放

營運後能有效提高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潭子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

市長與廍子非營利幼兒園之幼生互動

SDG 4 教育品質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本市的教育以提供各年齡及族群之公平及適性、思用合一的教育為主，積極落實終生學習理念，並

因應時代趨勢提供國際及科技教育。

Target 4.2：在西元2030年以前，確保所有的孩童都能接受高品質的早期幼兒教

育、照護，以及小學前教育，因而為小學的入學作好準備。

Target 4.7：在西元2030年以前，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而可以

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活模式、人權、性別平等、和平及非暴

力提倡、全球公民、文化差異欣賞，以及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Target 4.a：建立及提升適合孩童、身心障礙者以及兩性的教育設施，並為所有的

人提供安全的、非暴力的、有教無類的、以及有效的學習環境。

Target 4.b：在西元2020年以前，將全球開發中國家的獎學金數目增加x%，尤其

是LDCs、SIDS與非洲國家，以提高高等教育的受教率，包括已開發國家與其他開發

中國家的職業訓練、資訊與通信科技（以下簡稱ICT），技術的、工程的，以及科學

課程。

Target 4.c：在西元2030年以前，將合格師資人數增加x%，包括在開發中國家進

行國際師資培訓合作，尤其是LDCs與SIDS。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大里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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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 國 民 運 動 中 心 新 建 計 畫

建設國民運動中心場館充實本市運動設施場

所，提供良好運動環境，培養良好運動習慣，

並藉由運動中心場館闢建，吸引市民運動意

願，以發展各項體適能及運動、健身等為目

標。

一 、 公 幼 倍 增 計 畫

因應少子化現象及建構安全優質平價之托育環

境，減輕家長育兒負擔，本市配合我國少子化

對策計畫（2018年至2022年），加速擴展公

共化教保服務，積極盤點本市學校餘裕空間、

公有公共設施閒置空間，增設本市公立幼兒園

及非營利幼兒園，提高本市幼兒能就近進入公

共化幼兒園就讀機會，滿足家長托育需求。

鑑於學前教育尚未納入義務教育，而係以公私

協力方式共同提供教保服務，全國公私立幼兒

園比例為3：7，本市依循我國少子化對策計畫

（2018年至2022年），以提供4成幼兒有機會

進入公共化幼兒園為目標，據以研訂本市公

十 三 、 提 升 大 臺 中 緊 急 救 護 能 量

搶救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傷病患，

為「生命之鏈」五個環節缺一不可，其中一環

需透過受過專業訓練的高級救護技術員

（EMTP）於OHCA案件現場執行高級心臟救

命術，持續提高本市OHCA案件患者急救成功

率及存活率（康復出院率）。

本市緊急救護急重症案件數量較多之第一、

三、六、八救災救護大隊及第二救災救護大隊

之偏遠地區，擇1分隊集中高級救護技術員，

針對急重症案件實施雙軌救護服務（基本救命

術及高級救命術），並提高本市高級救護技術

員預立醫療流程執行率，將醫院急診室的急救

處置延伸至現場，立即提供專業及有效的急救

處置，以提供市民更完善的緊急救護服務品

質，使本市能成為全國到院前緊急救護之指標

性城市。

目前北區、南屯區、西屯區及南區已完成運動

中心建置，目前規劃清水區、太平區、北屯

區、潭子區、大里區及豐原區等地推動新建，

打造本市成為運動活力城市，未來透過與民間

結合，以委外營運方式辦理，透過民間企業廣

納專業運動及經營人才進行專業評估，就民間

需求及現今流行運動趨勢規劃課程，預計開放

營運後能有效提高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潭子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

市長與廍子非營利幼兒園之幼生互動

SDG 4 教育品質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本市的教育以提供各年齡及族群之公平及適性、思用合一的教育為主，積極落實終生學習理念，並

因應時代趨勢提供國際及科技教育。

Target 4.2：在西元2030年以前，確保所有的孩童都能接受高品質的早期幼兒教

育、照護，以及小學前教育，因而為小學的入學作好準備。

Target 4.7：在西元2030年以前，確保所有的學子都習得必要的知識與技能而可以

促進永續發展，包括永續發展教育、永續生活模式、人權、性別平等、和平及非暴

力提倡、全球公民、文化差異欣賞，以及文化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Target 4.a：建立及提升適合孩童、身心障礙者以及兩性的教育設施，並為所有的

人提供安全的、非暴力的、有教無類的、以及有效的學習環境。

Target 4.b：在西元2020年以前，將全球開發中國家的獎學金數目增加x%，尤其

是LDCs、SIDS與非洲國家，以提高高等教育的受教率，包括已開發國家與其他開發

中國家的職業訓練、資訊與通信科技（以下簡稱ICT），技術的、工程的，以及科學

課程。

Target 4.c：在西元2030年以前，將合格師資人數增加x%，包括在開發中國家進

行國際師資培訓合作，尤其是LDCs與SIDS。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大里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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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托倍增計畫

為協助緩解少子化問題，回應市民公共托育需

求，藉由提供實惠且方便之托育服務，協助年

輕父母進入就業市場，本市推動「公托倍增」

計畫，積極廣佈公托。

為加速布建公托期程，成立公托倍增推動小

組，社會局與本府都市發展局、消防局、建設

局、地政局、教育局、民政局、住宅發展處等

相關局處更建立單一聯繫窗口，除積極尋覓適

當地點，評估設置公托之可行性外，更可藉由

各局處單一窗口，即時諮詢公托設置規定及法

規之疑義，以順利達成公托設置，另也持續盤

點各公有餘裕空間設置公托之可行性，期達10

倍增之目標值，有助於確保低年齡層的幼兒健

康與福祉。

幼倍增計畫，並訂定中長程目標，確保所有的

孩童都能接受高品質的早期幼兒教育、照護，

以及小學前教育，為小學的入學作好準備。

三、推動國際教育

推動雲端英語學堂、雙聯學制計畫、雙語及國

際實驗班計畫，透過建置優質線上英語學習環

境、媒合國內外學校教學合作及適才適性培養

英語專才學生，打造本市優質雙語及國際教育

環境。

住民、原住民等）補助及課程優惠等方式，促

進市民參與終身學習之意願，並弭平資源落差

之學習困境。

四、推動終身學習

本市設置11所社區大學及29所樂齡學習中心，

透過多元化課程，除了培養市民建立學習生涯

規劃，並涵養其具備公民意識，參與公共事

務，以使其具備國際觀，心懷在地認同感。另

透過樂齡學習中心特色課程，促進55歲以上市

民維持健康安全及提升生活品質，進而奉獻服

務。

終身學習機構因應不同學習需求開設多元學習

課程，持續提供弱勢族群（如身心障礙者、新

五、提升借閱成長計畫

本市持續充實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源，自2019年

起，每年訂定年度借閱冊數成長目標值，鼓勵

各館積極推廣閱讀、鼓勵民眾借閱、利用圖書

館館藏進行終身學習，2 0 2 0年總館藏量

5,331,294冊，總借閱冊數13,812,839冊，人

均借閱冊數4.9冊，通閱冊數8,373,478冊，另

也積極採購各式電子書與數位資源，2020年

電子書館藏量52,389冊，借閱次數達325,632

次。

建置優質線上英語學習環境

教導樂齡者手做環保紙黏土，活動手部靈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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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技術及職業教育發展中心

為推動本市技職教育運作，成立臺中市

技術及職業教育發展中心，並分別在師

資、設備、課程、產學合作、職業探索

及技職國際等面向成立教師實作輔導

團、專業群工作圈、群科課程輔導團、

職業試探資源中心及國際教育任務小組

等推動組織，並擬定年度執行工作計

畫，落實橫向聯繫，配合教育局，連結

經發局、勞工局等跨局處合作，全面推

動臺中市技職教育，以實現教育技職教

育務實致用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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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托倍增計畫

為協助緩解少子化問題，回應市民公共托育需

求，藉由提供實惠且方便之托育服務，協助年

輕父母進入就業市場，本市推動「公托倍增」

計畫，積極廣佈公托。

為加速布建公托期程，成立公托倍增推動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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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地政局、教育局、民政局、住宅發展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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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點，評估設置公托之可行性外，更可藉由

各局處單一窗口，即時諮詢公托設置規定及法

規之疑義，以順利達成公托設置，另也持續盤

點各公有餘裕空間設置公托之可行性，期達10

倍增之目標值，有助於確保低年齡層的幼兒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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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小學前教育，為小學的入學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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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市民參與終身學習之意願，並弭平資源落差

之學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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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使其具備國際觀，心懷在地認同感。另

透過樂齡學習中心特色課程，促進55歲以上市

民維持健康安全及提升生活品質，進而奉獻服

務。

終身學習機構因應不同學習需求開設多元學習

課程，持續提供弱勢族群（如身心障礙者、新

五、提升借閱成長計畫

本市持續充實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源，自2019年

起，每年訂定年度借閱冊數成長目標值，鼓勵

各館積極推廣閱讀、鼓勵民眾借閱、利用圖書

館館藏進行終身學習，2 0 2 0年總館藏量

5,331,294冊，總借閱冊數13,812,839冊，人

均借閱冊數4.9冊，通閱冊數8,373,478冊，另

也積極採購各式電子書與數位資源，2020年

電子書館藏量52,389冊，借閱次數達325,632

次。

建置優質線上英語學習環境

教導樂齡者手做環保紙黏土，活動手部靈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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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本市技職教育運作，成立臺中市

技術及職業教育發展中心，並分別在師

資、設備、課程、產學合作、職業探索

及技職國際等面向成立教師實作輔導

團、專業群工作圈、群科課程輔導團、

職業試探資源中心及國際教育任務小組

等推動組織，並擬定年度執行工作計

畫，落實橫向聯繫，配合教育局，連結

經發局、勞工局等跨局處合作，全面推

動臺中市技職教育，以實現教育技職教

育務實致用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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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持續積極行銷圖書館館藏內容，辦理主題

書展、運用網路與社群軟體行銷館藏以提高館

藏資源能見度，結合行動圖書車、與學校合作

將館藏主動推展到社區與學校，並深入到偏

鄉、社福機構與矯正機構等，讓知識不受限，

閱讀更便利。

六 、 推 動 科 技 教 育

本市為打造智慧機械之都，自108學年度起新

增科技領域，係強調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以

跨學科知識整合的理念為基礎，提供學生統整

性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

知識、能力及態度。而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設

備資源可提供作為本市科技領域課程與教學研

發小組實作場域，共同整合規劃辦理各類研習

與工作坊，提升本市科技與自造教育成效。

七 、 精 進 教 師 教 學 專 業

本市的教育理念係以「學生為本、著重適性學

習，成就每個孩子未來」為教育政策發展主

軸，而校長與教師的專業發展與教學品質息息

相關，透過促進校長、教師課程專業領導的機

制與自主增能，包括學科專業知識、教學實務

能力與教育專業態度等，提升教學品質。

一 、 推 動 性 別 主 流 化

為使本府各機關及各行政區公所將性別平等理

念導入日常業務中，使民眾生活處處感受性別

友善，推動多項性別友善措施，涵蓋生活各面

向，逐步建構性別友善城市，落實性別平等。

本市重視性別平等觀念，期望創建友善共融社

會，因此推動陽光公廁計畫，依據性別比例、

男女不同的生理條件及如廁時間，進行男女公

廁數量比例的合宜調整，根據內政部《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男女公廁比例為1：3，並率全臺

之先，將男女公廁比例調整為1：4，以落實性

別平等。

行動圖書車社區趴趴走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授課情形

文心森林公園捷運站廁所融入音樂梳妝台設計，兼顧性別友善與美學

設置集（哺）乳室於花博后里森林園區

SDG 5 性別平等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因應性別平權意識提升及保障婦女權利，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推動性別友善措施及消除一切形式

之性別歧視，關注性別平等、環境安全、社會福利及社會參與等。

Target 5.c：採用及強化完善的政策以及可實行的立法，以促進性別平等，並提高

各個階層婦女的能力。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為迎接「花博」及「燈會」等國際大型活動，

本市首創「性別友善環境評核指標」，指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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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行步道及清楚之多國語言宣導標示，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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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持續積極行銷圖書館館藏內容，辦理主題

書展、運用網路與社群軟體行銷館藏以提高館

藏資源能見度，結合行動圖書車、與學校合作

將館藏主動推展到社區與學校，並深入到偏

鄉、社福機構與矯正機構等，讓知識不受限，

閱讀更便利。

六 、 推 動 科 技 教 育

本市為打造智慧機械之都，自108學年度起新

增科技領域，係強調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以

跨學科知識整合的理念為基礎，提供學生統整

性的學習經驗，培養學生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

知識、能力及態度。而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設

備資源可提供作為本市科技領域課程與教學研

發小組實作場域，共同整合規劃辦理各類研習

與工作坊，提升本市科技與自造教育成效。

七 、 精 進 教 師 教 學 專 業

本市的教育理念係以「學生為本、著重適性學

習，成就每個孩子未來」為教育政策發展主

軸，而校長與教師的專業發展與教學品質息息

相關，透過促進校長、教師課程專業領導的機

制與自主增能，包括學科專業知識、教學實務

能力與教育專業態度等，提升教學品質。

一 、 推 動 性 別 主 流 化

為使本府各機關及各行政區公所將性別平等理

念導入日常業務中，使民眾生活處處感受性別

友善，推動多項性別友善措施，涵蓋生活各面

向，逐步建構性別友善城市，落實性別平等。

本市重視性別平等觀念，期望創建友善共融社

會，因此推動陽光公廁計畫，依據性別比例、

男女不同的生理條件及如廁時間，進行男女公

廁數量比例的合宜調整，根據內政部《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男女公廁比例為1：3，並率全臺

之先，將男女公廁比例調整為1：4，以落實性

別平等。

行動圖書車社區趴趴走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授課情形

文心森林公園捷運站廁所融入音樂梳妝台設計，兼顧性別友善與美學

設置集（哺）乳室於花博后里森林園區

SDG 5 性別平等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因應性別平權意識提升及保障婦女權利，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推動性別友善措施及消除一切形式

之性別歧視，關注性別平等、環境安全、社會福利及社會參與等。

Target 5.c：採用及強化完善的政策以及可實行的立法，以促進性別平等，並提高

各個階層婦女的能力。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為迎接「花博」及「燈會」等國際大型活動，

本市首創「性別友善環境評核指標」，指標中

包含設置集（哺）乳室、適合推行輪椅及行走

之人行步道及清楚之多國語言宣導標示，綜合

上述指標，打造性別友善環境。

率全臺之先，調整性別公廁比例為1：4

建立「花博」及「燈會」性別友善
環境評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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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由「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及「推動性別

平等創新計畫」引導各行政區公所，將性別平

等觀念導入業務，於鄰里巷弄活動中。

首創以女性經濟角度，結合美顏美容、運動休

閒及旅宿餐飲等，創造高達16億元以上消費金

額，帶動在地產業、提升經濟效益，此外，統

計本市女性負責人公司，略高全國平均值，躍

升六都之冠。

「2020臺中女麗購」啟動記者會

自來水水質採樣

SDG 6 淨水及衛生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本市重視市民的飲用水安全，積極守護水土環境、推廣水資源教育及進行污水處理工程，確保市民

享有乾淨、衛生的水資源。

Target 6.1：在西元2030年以前，讓全球的每一個人都有公平的管道，可以取得安

全且負擔得起的飲用水。

Target 6.3：在西元2030年以前，改善水質，減少污染，消除垃圾傾倒，減少有毒

物化學物質與危險材料的釋出，將未經處理的廢水比例減少一半，將全球的回收與

安全再使用率提高x%。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一 、 維 護 市 民 飲 用 水 安 全

推動飲用水水質抽驗計畫，針對本市轄內25座

自來水淨水場及直接供水點，抽驗自來水水質

狀況；並在颱風災害或豪大雨警報解除後，亦

加強自來水淨水場水質抽驗作業，以嚴格監督

本市自來水水質狀況，提供民眾安全的飲用水

品質。

二 、 推 動 污 水 下 水 道 用 戶 接 管 建 設 計 畫

持續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提升用戶接管及污

水處理率，目標為2030年達90%之污水處理

率。後巷有增建物阻礙而無法接管者，限期逕

行淨空後巷增建物或障礙物達最小施作空間，

仍不配合者提報違章專案拆除；前巷用戶接管

僅完成施工區域6成用戶，後巷強制接管將可

提高至9成，大幅提高接管效率，預計未來接

管目標為2025年累計用戶接管總數達35萬

戶，2030年累計用戶接管總數達43萬戶，以

改善水質及減少河川污染，確保市民都能享有

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區區亮起來，性平友善臺中城

臺中女麗購，帶動性別平等意識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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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由「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及「推動性別

平等創新計畫」引導各行政區公所，將性別平

等觀念導入業務，於鄰里巷弄活動中。

首創以女性經濟角度，結合美顏美容、運動休

閒及旅宿餐飲等，創造高達16億元以上消費金

額，帶動在地產業、提升經濟效益，此外，統

計本市女性負責人公司，略高全國平均值，躍

升六都之冠。

「2020臺中女麗購」啟動記者會

自來水水質採樣

SDG 6 淨水及衛生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本市重視市民的飲用水安全，積極守護水土環境、推廣水資源教育及進行污水處理工程，確保市民

享有乾淨、衛生的水資源。

Target 6.1：在西元2030年以前，讓全球的每一個人都有公平的管道，可以取得安

全且負擔得起的飲用水。

Target 6.3：在西元2030年以前，改善水質，減少污染，消除垃圾傾倒，減少有毒

物化學物質與危險材料的釋出，將未經處理的廢水比例減少一半，將全球的回收與

安全再使用率提高x%。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一 、 維 護 市 民 飲 用 水 安 全

推動飲用水水質抽驗計畫，針對本市轄內25座

自來水淨水場及直接供水點，抽驗自來水水質

狀況；並在颱風災害或豪大雨警報解除後，亦

加強自來水淨水場水質抽驗作業，以嚴格監督

本市自來水水質狀況，提供民眾安全的飲用水

品質。

二 、 推 動 污 水 下 水 道 用 戶 接 管 建 設 計 畫

持續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提升用戶接管及污

水處理率，目標為2030年達90%之污水處理

率。後巷有增建物阻礙而無法接管者，限期逕

行淨空後巷增建物或障礙物達最小施作空間，

仍不配合者提報違章專案拆除；前巷用戶接管

僅完成施工區域6成用戶，後巷強制接管將可

提高至9成，大幅提高接管效率，預計未來接

管目標為2025年累計用戶接管總數達35萬

戶，2030年累計用戶接管總數達43萬戶，以

改善水質及減少河川污染，確保市民都能享有

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區區亮起來，性平友善臺中城

臺中女麗購，帶動性別平等意識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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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盒子架設

源。推廣畜牧業廢水入田再利用，翻轉畜牧糞

尿污染廢水形象，再利用成為農地的天然肥

料，減少畜牧廢水排放至水體，進而降低河川

污染。

三、水質保護

水質保護方面，致力輔導事業減污，從源頭減

廢、運用科技智慧（水質感測器、縮時攝影

機、水質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等）查緝追溯污染

本市積極推動與規劃河川整治與水質改善工程

等，包括柳川、綠川、東大溪、梧棲大排、黎

明溝、惠來溪、潮洋溪、旱溪排水、筏子溪

等，透過水環境改善工作，打造臺中成為美麗

的水岸文化城市。

另市府為減少限水對民生及產業的衝擊，積極

找尋替代水源，於新建建築工地或適當地點(如

南屯區文心愛悅、大里區沅林。築青、北區老

佛爺、東區LaLapo r t . . .等 10處)設置10台

Q-WATER，於工地施工產生之地下水透過淨

化後供水使用，已於2021年4月30日前完成10

台設置 ，設備操作至2021年7月15日止，現已

將3台封存至筏子溪水淨場，另7台陸續移撥給

水利署所轄各水資源局及桃園市政府辦理後續

利用。

另於水湳水資中心及文山水資中心各設置3台

大型RO級淨水設備，共6台，可以供應給工業

甚至科技業者作為冷卻水使用，取代使用自來

水，已於2021年5月底前完成設置，經濟部水

利署通知因自2021年8月5日起臺中地區水情

燈號轉為正常，暫予停機並辦理整修，後續6

台調撥本市代管，預計於2021年10月30日前

封存，設備封存擺放於文山水資中心。

柳川整治後，是全臺首座採低衝擊開發設計的景觀河岸

西區污水用戶接管工程施工情形

綠川經污水處理、水質淨化與環境綠美化後，展現「綠柳成蔭、
川流生景」風華

河川整治與水質改善工程

Q-WATER淨水設備

因應今（2021）年乾旱，本市配合水利署推動

「緊急抗旱水源應變計畫2.0」，臨時供水站

原有338處，後新增總量達347處，並將醫

療、學校、社福等機構列為優先供應用水之對

象，並於2021年4月開始實施「供5停2」分區

供水。

緊急抗旱，10台Q-WATER淨水及6台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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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盒子架設

源。推廣畜牧業廢水入田再利用，翻轉畜牧糞

尿污染廢水形象，再利用成為農地的天然肥

料，減少畜牧廢水排放至水體，進而降低河川

污染。

三、水質保護

水質保護方面，致力輔導事業減污，從源頭減

廢、運用科技智慧（水質感測器、縮時攝影

機、水質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等）查緝追溯污染

本市積極推動與規劃河川整治與水質改善工程

等，包括柳川、綠川、東大溪、梧棲大排、黎

明溝、惠來溪、潮洋溪、旱溪排水、筏子溪

等，透過水環境改善工作，打造臺中成為美麗

的水岸文化城市。

另市府為減少限水對民生及產業的衝擊，積極

找尋替代水源，於新建建築工地或適當地點(如

南屯區文心愛悅、大里區沅林。築青、北區老

佛爺、東區LaLapo r t . . .等 10處)設置10台

Q-WATER，於工地施工產生之地下水透過淨

化後供水使用，已於2021年4月30日前完成10

台設置 ，設備操作至2021年7月15日止，現已

將3台封存至筏子溪水淨場，另7台陸續移撥給

水利署所轄各水資源局及桃園市政府辦理後續

利用。

另於水湳水資中心及文山水資中心各設置3台

大型RO級淨水設備，共6台，可以供應給工業

甚至科技業者作為冷卻水使用，取代使用自來

水，已於2021年5月底前完成設置，經濟部水

利署通知因自2021年8月5日起臺中地區水情

燈號轉為正常，暫予停機並辦理整修，後續6

台調撥本市代管，預計於2021年10月30日前

封存，設備封存擺放於文山水資中心。

柳川整治後，是全臺首座採低衝擊開發設計的景觀河岸

西區污水用戶接管工程施工情形

綠川經污水處理、水質淨化與環境綠美化後，展現「綠柳成蔭、
川流生景」風華

河川整治與水質改善工程

Q-WATER淨水設備

因應今（2021）年乾旱，本市配合水利署推動

「緊急抗旱水源應變計畫2.0」，臨時供水站

原有338處，後新增總量達347處，並將醫

療、學校、社福等機構列為優先供應用水之對

象，並於2021年4月開始實施「供5停2」分區

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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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7 可負擔能源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及現代的能源

本市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並透過置換LED智能路燈、綠能運用及資源循環發電等提供民眾可負擔得

起及可靠的永續能源。

Target 7.a：在西元2030年以前，改善國際合作，以提高乾淨能源與科技的取得管

道，包括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更先進及更乾淨的石化燃料科技，並促進能源基礎

建設與乾淨能源科技的投資。

Target 7.b：在西元2030年以前，擴大基礎建設並改善科技，以為所有開發中國家

提供現代及永續的能源服務，尤其是LDCs與SIDS。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根據近期台電公司2021年6月最新再生能源裝

置容量數據，本市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約

1,673MW，為全國第一。

未來持續推動剩餘公有案場、民眾住宅、工廠

設置太陽光電，並協助中央離岸風電區塊開發

政策，發展本市離岸風電，提升本市再生能源

使用率。

一 、 積 極 推 動 再 生 能 源 ， 力 促 能 源 轉 型

本市積極推動能源轉型綠能政策，包括：

1.

2.

3.

4.

5.

公有屋頂設置太陽能

公告用電大戶裝置再生能源10%

推動綠屋頂

資源循環發電

LED智能路燈換裝

二 、 產 業 綠 能 運 用 提 升 計 畫

本市於2021年提出新的太陽光電二年發展計

畫，推動「產業綠能運用提升計畫」，確保所

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及現代

的能源，選定本府轄管產業園區，作為推動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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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積極推動離岸風電產業發展，透過與

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攜手打造臺

中港為離岸風電產業園區，目前包括永冠

能源科技、台灣電力、天力離岸風電科

技、台欣工業等企業均已承租土地，臺灣

重山風力科技和金豐機器工業也於離岸風

電產業園區附近設置塔架工廠，目前也有

國內、外風電產業業者積極接洽與合作，

打造完整風電產業供應鏈，未來臺中港可

望成為離岸風電重鎮，帶動綠能發展與經

濟成長。

建置臺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園區，推動綠
能產業發展

在市府各局處持續推動以及企業、校園、民眾

的積極參與下，本市太陽光電推動進展順利，

依據台電公司公布數據，統計至2021年5月底

本市太陽光電累積裝置容量約為376MW，本

府已訂定各局處KPI，請各局處積極推動設置

太陽光電，全力發展太陽光電建置。原先預計

2022年達成的三倍增目標353.3MW已提早達

成，本府再次訂立太陽光電四倍增的推動目

標，於2022年累積裝置容量達465MW，全力

推動太陽光電發展，朝著2030年1GW的願景

持續前進。

高鐵烏日滯洪池水面型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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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7 可負擔能源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及現代的能源

本市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並透過置換LED智能路燈、綠能運用及資源循環發電等提供民眾可負擔得

起及可靠的永續能源。

Target 7.a：在西元2030年以前，改善國際合作，以提高乾淨能源與科技的取得管

道，包括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更先進及更乾淨的石化燃料科技，並促進能源基礎

建設與乾淨能源科技的投資。

Target 7.b：在西元2030年以前，擴大基礎建設並改善科技，以為所有開發中國家

提供現代及永續的能源服務，尤其是LDCs與SIDS。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根據近期台電公司2021年6月最新再生能源裝

置容量數據，本市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約

1,673MW，為全國第一。

未來持續推動剩餘公有案場、民眾住宅、工廠

設置太陽光電，並協助中央離岸風電區塊開發

政策，發展本市離岸風電，提升本市再生能源

使用率。

一 、 積 極 推 動 再 生 能 源 ， 力 促 能 源 轉 型

本市積極推動能源轉型綠能政策，包括：

1.

2.

3.

4.

5.

公有屋頂設置太陽能

公告用電大戶裝置再生能源10%

推動綠屋頂

資源循環發電

LED智能路燈換裝

二 、 產 業 綠 能 運 用 提 升 計 畫

本市於2021年提出新的太陽光電二年發展計

畫，推動「產業綠能運用提升計畫」，確保所

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永續及現代

的能源，選定本府轄管產業園區，作為推動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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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積極推動離岸風電產業發展，透過與

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攜手打造臺

中港為離岸風電產業園區，目前包括永冠

能源科技、台灣電力、天力離岸風電科

技、台欣工業等企業均已承租土地，臺灣

重山風力科技和金豐機器工業也於離岸風

電產業園區附近設置塔架工廠，目前也有

國內、外風電產業業者積極接洽與合作，

打造完整風電產業供應鏈，未來臺中港可

望成為離岸風電重鎮，帶動綠能發展與經

濟成長。

建置臺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園區，推動綠
能產業發展

在市府各局處持續推動以及企業、校園、民眾

的積極參與下，本市太陽光電推動進展順利，

依據台電公司公布數據，統計至2021年5月底

本市太陽光電累積裝置容量約為376MW，本

府已訂定各局處KPI，請各局處積極推動設置

太陽光電，全力發展太陽光電建置。原先預計

2022年達成的三倍增目標353.3MW已提早達

成，本府再次訂立太陽光電四倍增的推動目

標，於2022年累積裝置容量達465MW，全力

推動太陽光電發展，朝著2030年1GW的願景

持續前進。

高鐵烏日滯洪池水面型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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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型的太陽光電設備主軸，鼓勵廠商於屋頂

50%面積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

臺中地區為國內機械業之重要生產基地，用電

需求日益增加，積極發展綠能成為重要政策，

其中利用廠房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設備，成為

本府轄管產業園區推動綠能首要目標。

本府除持續要求本市轄內三座焚化廠妥善操作

並於落實設備維護保養作業維持穩定焚化量及

發電量外，另持續推動文山焚化廠汰舊換新計

畫提升文山焚化廠焚化量及發電量，提供更多

綠色能源並舒緩電力不足之問題。

另為將廚餘妥善去化，以促參法ROT（整建-

營運-轉移）方式推動綠能發電，將可完備本

市廚餘處理能力，減輕焚化廠之處理負荷，確

目前除針對已開發之工業園區廠商推廣外，未

來新開發產業園區完成，亦加入計畫範圍，鼓

勵廠商於廠房設計階段，即可規劃設置太陽能

光電設備，使發電量能產生最大化，亦減少後

續施工問題。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屋頂鋪設光電

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厭氧設備

三 、 資 源 循 環 發 電 計 畫

本市路燈約計有21萬餘盞，其中約有9萬餘盞

已於水銀路燈落日計畫及各項老舊路燈汰換計

畫時換裝為LED節能燈具，每年節省電費約1億

元，減少4萬5,272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

當於開闢88座臺北大安森林公園的減碳量。

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

的及現代的能源。

四 、 L E D 智 能 路 燈 換 裝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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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型的太陽光電設備主軸，鼓勵廠商於屋頂

50%面積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

臺中地區為國內機械業之重要生產基地，用電

需求日益增加，積極發展綠能成為重要政策，

其中利用廠房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設備，成為

本府轄管產業園區推動綠能首要目標。

本府除持續要求本市轄內三座焚化廠妥善操作

並於落實設備維護保養作業維持穩定焚化量及

發電量外，另持續推動文山焚化廠汰舊換新計

畫提升文山焚化廠焚化量及發電量，提供更多

綠色能源並舒緩電力不足之問題。

另為將廚餘妥善去化，以促參法ROT（整建-

營運-轉移）方式推動綠能發電，將可完備本

市廚餘處理能力，減輕焚化廠之處理負荷，確

目前除針對已開發之工業園區廠商推廣外，未

來新開發產業園區完成，亦加入計畫範圍，鼓

勵廠商於廠房設計階段，即可規劃設置太陽能

光電設備，使發電量能產生最大化，亦減少後

續施工問題。

臺中市立中平國民中學屋頂鋪設光電

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厭氧設備

三 、 資 源 循 環 發 電 計 畫

本市路燈約計有21萬餘盞，其中約有9萬餘盞

已於水銀路燈落日計畫及各項老舊路燈汰換計

畫時換裝為LED節能燈具，每年節省電費約1億

元，減少4萬5,272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

當於開闢88座臺北大安森林公園的減碳量。

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

的及現代的能源。

四 、 L E D 智 能 路 燈 換 裝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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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促 進 包 容 且 永 續 的 經 濟 成 長 ， 讓 每 個 人 都 有 一 份 好 工 作

為達到「富市臺中」願景，本市積極進行策略性產業招商，並提供多元就業服務及創業媒合活動、

協助待業、失業者與身障者就業，建構職場安全及促進經濟成長。

臺中擁有海空雙港優勢，未來市府也持續強化

市港合作，臺中港務分公司已針對相關觀光遊

憩商業區、港埠服務專業區及產業服務專用區

等辦理招商，市府亦與臺中港務分公司建立合

作管道、交流招商訊息，協助排除投資障礙。

因應市府「雙港核心、雙港門戶策略區」之發

展政策及相關資源建設陸續投入，因應新的交

通系統、新的都市結構政策及環境思維，為符

合現況發展需要及未來發展趨勢，透過地區實

質通盤檢討工作執行，研議用地變更方案以落

實都市計畫執行及管理，進一步達到臺中港地

區港市共榮、產業創新、宜居生活及協調共享

的現代新區發展。

Target 8.3：促進以開發為導向的政策，支援生產活動、就業創造、企業管理、創

意與創新，並鼓勵微型與中小企業的正式化與成長，包括取得財務服務的管道。

Target 8.5：在西元2030年以前，實現全面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所有的男女都有一

份好工作，包括年輕人與身心障礙者，並實現同工同酬的待遇。

Target 8.6：在西元2020年以前，大幅減少失業、失學或未接受訓練的年輕人。

Target 8.9：在西元2030年以前，制定及實施政策，以促進永續發展的觀光業，創

造就業，促進地方文化與產品。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市港合作，迎向富市臺中 井開發「Mitsui Outlet Park 臺中港」，成立

跨局處專案小組，協助完成交通影響評估、防

火避難綜合檢討、環境影響評估專案小組審查

等行政程序。

看好臺中海線地區發展潛力，市府積極協助三

開發臺中三井Outlet，創造海線經濟實力

為建構國際級都市的城市門戶意象，考量本地

區新興產業群聚效應及成長趨勢，將朝「機場

園區」概念，通盤思考機場與周邊區域進行妥

善規劃及開發，並預留機場捷運用地，以順利

銜接機場中長期之建設計畫，提高交通物流運

輸系統之可及性及便捷性。

機場門戶計畫

雙港領動，港市共榮

一期開發於2018年12月12日開幕，投資金額25

億元，創造2,000個就業機會。

二期開發於2020年11月25日動工，預計2022

年開幕。屆時總店鋪數提升至220家，大幅提

升整體海線地區觀光動能，完善在地生活機

能。

本市參與2020全球ICT卓越獎(WITSA 
Global ICT Excellence Awards)，以「永
續城市特色商務解決方案」特色脫穎而
出，榮獲「傑出COVID-19技術解決方案獎
-地方與城市」首獎

透過本市跨境體驗示範基地及本市相關企業創

業創新計畫，輔導創業者在臺中設立登記或取

得相關補助資源、發展跨境商務。

未來營運方針除將示範創新場域專區推動發展

外，還有提供創業青年輔導顧問、舉辦媒合會

及創業課程、輔導青創團隊進駐以及提供共同

空間場地租借，促進本市跨境體驗示範基地永

續經營。

臺中的大肚山地區為國內工具機重鎮及黃金科

技走廊，擁有全臺最密集的金屬製造產業，包

括離岸風機鑄件、工具機、自行車、手工具及

廚具產業等形成綿密的供應鏈聚落，建構中部

科學園區、臺中工業區與臺中精密機械科技園

區，形成60公里黃金縱谷完整產業聚落，奠定

深厚產業實力，帶動高附加價值、高度技術含

量與智慧化的產業升級與經濟成長。

中部黃金科技走廊，帶動產業與經濟成長

一 、 臺 中 生 活 經 濟 資 訊 平 台 營 運 服 務

本平台已於2020年結合不同活動檔次之數位服

務與民眾行銷互動，如購物節、萬聖節、租稅宣

導、產業小旅遊、青創新創、臺中女麗購等活

動；累積至2020年底APP下載量已超過36萬次

且本案參加「2020全球ICT卓越獎（WITSA 

Global ICT Excellence Awards）」以「永續

城市特色商務解決方案」特色脫穎而出，榮獲

「傑出COVID-19技術解決方案獎-地方與城

市」首獎。

二 、 臺 中 跨 境 體 驗 示 範 基 地 委 託 經 營

管 理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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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確認未來是否能持續實施，須依實際情況滾動修正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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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促 進 包 容 且 永 續 的 經 濟 成 長 ， 讓 每 個 人 都 有 一 份 好 工 作

為達到「富市臺中」願景，本市積極進行策略性產業招商，並提供多元就業服務及創業媒合活動、

協助待業、失業者與身障者就業，建構職場安全及促進經濟成長。

臺中擁有海空雙港優勢，未來市府也持續強化

市港合作，臺中港務分公司已針對相關觀光遊

憩商業區、港埠服務專業區及產業服務專用區

等辦理招商，市府亦與臺中港務分公司建立合

作管道、交流招商訊息，協助排除投資障礙。

因應市府「雙港核心、雙港門戶策略區」之發

展政策及相關資源建設陸續投入，因應新的交

通系統、新的都市結構政策及環境思維，為符

合現況發展需要及未來發展趨勢，透過地區實

質通盤檢討工作執行，研議用地變更方案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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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市港合作，迎向富市臺中 井開發「Mitsui Outlet Park 臺中港」，成立

跨局處專案小組，協助完成交通影響評估、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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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臺中三井Outlet，創造海線經濟實力

為建構國際級都市的城市門戶意象，考量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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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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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城市特色商務解決方案」特色脫穎而
出，榮獲「傑出COVID-19技術解決方案獎
-地方與城市」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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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具產業等形成綿密的供應鏈聚落，建構中部

科學園區、臺中工業區與臺中精密機械科技園

區，形成60公里黃金縱谷完整產業聚落，奠定

深厚產業實力，帶動高附加價值、高度技術含

量與智慧化的產業升級與經濟成長。

中部黃金科技走廊，帶動產業與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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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平台已於2020年結合不同活動檔次之數位服

務與民眾行銷互動，如購物節、萬聖節、租稅宣

導、產業小旅遊、青創新創、臺中女麗購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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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具備創新投資、重大投資及在地採購之投

資人，提供房地租金、房屋稅及地價稅、勞工

職業訓練費用及勞工薪資補助等4項補助，激

勵外地廠商投資本市。

三、策略性產業招商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了解就業市場趨勢並能儘速

進入勞動市場及早做好職前準備，落實學用合

一的概念，透過就業準備講座，使身心障礙學

生及其家屬充分了解就業資源，讓身心障礙學

生獲得無接縫適當之專業服務，以達協助身障

學生就業之目的，未來也落實身心障礙學生生

涯輔導與轉銜服務，提高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

之就業率。

五、身心障礙學生就業準備講座

為協助本市求職者就業及補實求才廠商人力缺

口，拓展就業服務據點，由原23個增加為27

個，以提升就業服務量能；設置一站式之客製

化就業服務，提供就業促進措施及服務資源，

以協助青年及求職者就業；結合廠商、里長及

人民團體等開發工作機會及潛在勞動力，致力

於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強化本市求職

者就業準備力及協助就業。

臺灣自2020年起人口呈現負成長，針對中高

齡及高齡者，規劃相關就促方案，以提升本市

中高齡者勞動參與，促進高齡者再就業。

四、提供就業服務資源，強化求職者

實地訪視，傾聽廠商需求 

西餐料理培訓班

市府與風能廠商合作

以文創資源及貸款說明會方式，加強宣傳文化

部創業貸款啟動金方案，增加小微文創企業或

個人工作坊取得累積銀行信用以獲取資金之機

會，同時也協助文創業者建立自我品牌、拓展

市場通路，爭取外界資源、尋求跨領域合作，

透過同異業資源整合、一環拉一環，形成互補

支援作用，聯合出擊發揮綜效、共創產業價

值。

六、文創輔導計畫

就業準備力

為促進有就業意願並欲增進就業技能之待業或

失業民眾獲得就業技能，本市持續推動「失業

者職業訓練實施計畫」，規劃辦理本市產業升

級、結構轉型及缺工現況需要之職業訓練，並

透過就業輔導措施，協助其就業，除增進其就

業機會外，結合缺工產業需要，提供相關技術

的人才，輔佐企業在地生根，促進經濟功能活

化，有助降低失業率。

七、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計畫

本市協助事業單位申請相關補助經費及改善安

全衛生設施，提高事業單位改善安全設施之意

願及減輕改善成本負擔。另為建立職場安全文

八、職場安全及健康精進計畫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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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具備創新投資、重大投資及在地採購之投

資人，提供房地租金、房屋稅及地價稅、勞工

職業訓練費用及勞工薪資補助等4項補助，激

勵外地廠商投資本市。

三、策略性產業招商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了解就業市場趨勢並能儘速

進入勞動市場及早做好職前準備，落實學用合

一的概念，透過就業準備講座，使身心障礙學

生及其家屬充分了解就業資源，讓身心障礙學

生獲得無接縫適當之專業服務，以達協助身障

學生就業之目的，未來也落實身心障礙學生生

涯輔導與轉銜服務，提高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

之就業率。

五、身心障礙學生就業準備講座

為協助本市求職者就業及補實求才廠商人力缺

口，拓展就業服務據點，由原23個增加為27

個，以提升就業服務量能；設置一站式之客製

化就業服務，提供就業促進措施及服務資源，

以協助青年及求職者就業；結合廠商、里長及

人民團體等開發工作機會及潛在勞動力，致力

於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強化本市求職

者就業準備力及協助就業。

臺灣自2020年起人口呈現負成長，針對中高

齡及高齡者，規劃相關就促方案，以提升本市

中高齡者勞動參與，促進高齡者再就業。

四、提供就業服務資源，強化求職者

實地訪視，傾聽廠商需求 

西餐料理培訓班

市府與風能廠商合作

以文創資源及貸款說明會方式，加強宣傳文化

部創業貸款啟動金方案，增加小微文創企業或

個人工作坊取得累積銀行信用以獲取資金之機

會，同時也協助文創業者建立自我品牌、拓展

市場通路，爭取外界資源、尋求跨領域合作，

透過同異業資源整合、一環拉一環，形成互補

支援作用，聯合出擊發揮綜效、共創產業價

值。

六、文創輔導計畫

就業準備力

為促進有就業意願並欲增進就業技能之待業或

失業民眾獲得就業技能，本市持續推動「失業

者職業訓練實施計畫」，規劃辦理本市產業升

級、結構轉型及缺工現況需要之職業訓練，並

透過就業輔導措施，協助其就業，除增進其就

業機會外，結合缺工產業需要，提供相關技術

的人才，輔佐企業在地生根，促進經濟功能活

化，有助降低失業率。

七、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計畫

本市協助事業單位申請相關補助經費及改善安

全衛生設施，提高事業單位改善安全設施之意

願及減輕改善成本負擔。另為建立職場安全文

八、職場安全及健康精進計畫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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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保障勞工勞動權益及職場工作安全，藉由

「宣導、輔導、檢查、補助」四合一之降災策

略，並結合雇主、相關團體與政府的資源及組

織力量降低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千人率，保障勞

工安全與健康。

2020年舉辦「大安沙雕音樂季」、「臺中好

湯溫泉季」、「臺中國際舞蹈嘉年華」及「臺

中國際花毯節」等觀光主題亮點活動，並積極

推動國旅行銷推廣，吸引全臺旅客來訪，

2020年遊客人數約達4千6百萬人次的佳績，

另安心旅遊自由行補助成績六都第一（約新臺

幣4.1億元）。本市將持續辦理大型觀光活動、

推動相關旅遊行銷及引客策略。

九、推廣觀光旅遊

以「打造臺灣影視重鎮」為施政目標，促進在

地影視產業扎根、茁壯為目的，推動相關輔導

政策，提供影視拍片補助和友善及全面整合的

協拍服務，加上全臺唯一公辦民營之專業影視

製片廠「中臺灣影視基地」之建置啟用，以專

業場域和技術支援滿足各影視劇組不同的拍攝

需求，逐步吸引國內外劇組至臺中拍片。

十一、打造臺灣影視重鎮

為打造本市電影節之品牌並結合年輕及創意之

城市形象，本市選擇以「動畫」作為城市電影

節主題，參考國外知名影展辦理方式，規劃

「國際動畫短片競賽」及「國際動畫影片觀

摩」作為兩大影展特色。未來將以中臺灣電影

中心作為臺中電影節主場館，並以成為國際

「動畫」之都作為目標。

十、臺中電影節
本市具代表性的藝文活動包括「臺中爵士音樂

節」，透過國際級的爵士樂團演出，帶動臺中

整體城巿觀光，平均每日可吸引超過10萬樂迷

齊聚。此外，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結合本

市百年宮廟文化，傳遞在地文化價值，每年均

可吸引百萬人次參與。本市也因應疫情發展線

上表演、線上展覽等形式，並持續辦理多元化

的藝文饗宴，統計至2021年5月底，本市辦理

藝文活動數量達全國第一。

十二、推廣藝文活動2019年臺中爵士音樂節

電影《同學麥娜絲》於大甲日南拍攝劇照

2020臺中國際動畫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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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保障勞工勞動權益及職場工作安全，藉由

「宣導、輔導、檢查、補助」四合一之降災策

略，並結合雇主、相關團體與政府的資源及組

織力量降低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千人率，保障勞

工安全與健康。

2020年舉辦「大安沙雕音樂季」、「臺中好

湯溫泉季」、「臺中國際舞蹈嘉年華」及「臺

中國際花毯節」等觀光主題亮點活動，並積極

推動國旅行銷推廣，吸引全臺旅客來訪，

2020年遊客人數約達4千6百萬人次的佳績，

另安心旅遊自由行補助成績六都第一（約新臺

幣4.1億元）。本市將持續辦理大型觀光活動、

推動相關旅遊行銷及引客策略。

九、推廣觀光旅遊

以「打造臺灣影視重鎮」為施政目標，促進在

地影視產業扎根、茁壯為目的，推動相關輔導

政策，提供影視拍片補助和友善及全面整合的

協拍服務，加上全臺唯一公辦民營之專業影視

製片廠「中臺灣影視基地」之建置啟用，以專

業場域和技術支援滿足各影視劇組不同的拍攝

需求，逐步吸引國內外劇組至臺中拍片。

十一、打造臺灣影視重鎮

為打造本市電影節之品牌並結合年輕及創意之

城市形象，本市選擇以「動畫」作為城市電影

節主題，參考國外知名影展辦理方式，規劃

「國際動畫短片競賽」及「國際動畫影片觀

摩」作為兩大影展特色。未來將以中臺灣電影

中心作為臺中電影節主場館，並以成為國際

「動畫」之都作為目標。

十、臺中電影節
本市具代表性的藝文活動包括「臺中爵士音樂

節」，透過國際級的爵士樂團演出，帶動臺中

整體城巿觀光，平均每日可吸引超過10萬樂迷

齊聚。此外，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結合本

市百年宮廟文化，傳遞在地文化價值，每年均

可吸引百萬人次參與。本市也因應疫情發展線

上表演、線上展覽等形式，並持續辦理多元化

的藝文饗宴，統計至2021年5月底，本市辦理

藝文活動數量達全國第一。

十二、推廣藝文活動2019年臺中爵士音樂節

電影《同學麥娜絲》於大甲日南拍攝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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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9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為建立具備韌性之基礎建設及推動永續工業，本市積極建置具透水功能之人行道、雨水下水道，以

發展具有災後復原能力的可靠的基礎設施。

Target 9.1：發展高品質的、可靠的、永續的，以及具有災後復原能力的基礎設

施，包括區域以及跨界基礎設施，以支援經濟發展和人類福祉，並將焦點放在為所

有的人提供負擔得起又公平的管道。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本市積極規劃建置雨水下水道系統，提升雨水

下水道實施率，強化防洪排水能力，保障市民

生命財產安全。統計至2020年底雨水下水道

建置率達77.1%，建置總長度為685.7公里，

未來也持續建設下水道系統，增加都市排水功

能，減少低窪地區水患。

一 、 提 升 雨 水 下 水 道 建 置 率 ， 建 全 都 市

區 域 排 洪 能 力

2016年至2020年本市客語能力認證報考人數

累計數至7,400人，未來也將持續加強客語推

廣，鼓勵民眾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提升客

家能見度，營造客語溝通無障礙環境，促進族

群融合及平等。

一 、 鼓 勵 參 與 客 語 能 力 認 證

本市建置透水功能人行道及辦理市區道路空間

透水鋪面設計與公共通行空間雨水滲透及貯留

設計與審查，2020年改善透水鋪面長度累計

5 . 89公里，預估每年累計長度成長率增加

5%，未來以2025年成長率增加25%、2030

年成長率增加50%為推動目標。

二 、 建 置 具 透 水 功 能 人 行 道

SDG 10 減少不平等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

本市重視各年齡、性別、種族的社會保護政策，並提供偏遠地區民眾衛生保健及醫療健康服務，逐

步減少群體社會及資源等一切形式的不平等。

Target 10.2：在西元2030年以前，促進社經政治的融合，無論年齡、性別、身心

障礙、種族、人種、祖國、宗教、經濟或其他身份地位。

Target 10.4：採用適當的政策，尤其是財政、薪資與社會保護政策，並漸進實現進

一步的平等。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潭子區民生街之雨水下水道工程

客語認證班推動成果、推動客家母語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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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9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為建立具備韌性之基礎建設及推動永續工業，本市積極建置具透水功能之人行道、雨水下水道，以

發展具有災後復原能力的可靠的基礎設施。

Target 9.1：發展高品質的、可靠的、永續的，以及具有災後復原能力的基礎設

施，包括區域以及跨界基礎設施，以支援經濟發展和人類福祉，並將焦點放在為所

有的人提供負擔得起又公平的管道。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本市積極規劃建置雨水下水道系統，提升雨水

下水道實施率，強化防洪排水能力，保障市民

生命財產安全。統計至2020年底雨水下水道

建置率達77.1%，建置總長度為685.7公里，

未來也持續建設下水道系統，增加都市排水功

能，減少低窪地區水患。

一 、 提 升 雨 水 下 水 道 建 置 率 ， 建 全 都 市

區 域 排 洪 能 力

2016年至2020年本市客語能力認證報考人數

累計數至7,400人，未來也將持續加強客語推

廣，鼓勵民眾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提升客

家能見度，營造客語溝通無障礙環境，促進族

群融合及平等。

一 、 鼓 勵 參 與 客 語 能 力 認 證

本市建置透水功能人行道及辦理市區道路空間

透水鋪面設計與公共通行空間雨水滲透及貯留

設計與審查，2020年改善透水鋪面長度累計

5 . 89公里，預估每年累計長度成長率增加

5%，未來以2025年成長率增加25%、2030

年成長率增加50%為推動目標。

二 、 建 置 具 透 水 功 能 人 行 道

SDG 10 減少不平等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

本市重視各年齡、性別、種族的社會保護政策，並提供偏遠地區民眾衛生保健及醫療健康服務，逐

步減少群體社會及資源等一切形式的不平等。

Target 10.2：在西元2030年以前，促進社經政治的融合，無論年齡、性別、身心

障礙、種族、人種、祖國、宗教、經濟或其他身份地位。

Target 10.4：採用適當的政策，尤其是財政、薪資與社會保護政策，並漸進實現進

一步的平等。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潭子區民生街之雨水下水道工程

客語認證班推動成果、推動客家母語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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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偏遠地區（和平區）之民眾健康，提供

醫療、復健、胸部X光篩檢、疫苗接種、四癌

篩檢、成人健檢等衛生保健及醫療服務，以減

少醫療資源缺乏狀況，提升偏遠地區民眾健

康。未來將運用公私協力與結合民間資源，強

化跨域合作，並透過宣導、結合各類型社區活

動及整合性篩檢辦理巡檢活動，阻斷社區傳染

鏈。

二 、 偏 遠 地 區 民 眾 衛 生 保 健 及 醫 療 健 康 服 務

為賦予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實施自治之法源依

據及權限，立法院修正地方制度法，保障原住

民族之參政權，也積極回應原住民之社會意

見，落實族群平等及社會保護政策。

三 、 保 障 和 平 區 原 住 民 族 政 治 參 與 權 利

共好社宅（好宅）提供市民居住協助服務，是本市重要居住政策，統計至2021年4月為止，好宅已

完工891戶，興建中3,967戶。

一 、 共 好 社 宅

SDG 11 永續城市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

為了落實永續城鄉目標，本市積極改善空氣品質，推動各項低碳、節能措施，並發展綠色及智慧化

交通、推動社會住宅、改善公共設施及社會服務，以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

續性。

Target 11.1：在西元2030年前，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適當的、安全的，以及負擔

得起的住宅與基本服務，並改善貧民窟。

Target 11.2：在西元2030年以前，為所有的人提供安全的、負擔得起、可使用的，

以及可永續發展的交通運輸系統，改善道路安全，尤其是擴大公共運輸，特別注意

弱勢族群、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者以及老年人的需求。

Target 11.3：在西元2030年以前，提高融合的、包容的以及可永續發展的都市化與

容積，以讓所有的國家落實參與性、一體性以及可永續發展的人類定居規劃與管

理。

Target 11.4：在全球的文化與自然遺產的保護上，進一步努力。

Target 11.6：在西元2030年以前，減少都市對環境的有害影響，其中特別注意空氣

品質、都市管理與廢棄物管理。

Target 11.7：在西元2030年以前，為所有的人提供安全的、包容的、可使用的綠色

公共空間，尤其是婦女、孩童、老年人以及身心障礙者。

Target 11.a：強化國家與區域的發展規劃，促進都市、郊區、城鄉之間的社經與環

境的正面連結。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南屯區精科樂活好宅、豐原安康1期好宅、大里光正段社宅第一期

偏鄉民眾接種疫苗服務

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揭牌典禮，傳承原民文化

2020年偏遠地區（和平區）民眾接受公共衛生

醫療保健服務總人次，共55,882人次，包含：

醫療服務：45,519人次

復健治療：468人次

胸部X光篩檢：2,792人次

疫苗接種：5,309人次

四癌篩檢：1,018人次

成人健檢：776人

太平區光隆國小設立「臺中市原住民族教育資

源中心」，協助培訓族語師資並傳承民族語言

文化。另也成立全國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小學「博屋瑪國小」，針對國民中小學原住民

學生開設族語課程、原住民族文化共識營與體

驗活動，提供完善的族語及文化學習環境。

全國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小學及國中

※以2020年為基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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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偏遠地區（和平區）之民眾健康，提供

醫療、復健、胸部X光篩檢、疫苗接種、四癌

篩檢、成人健檢等衛生保健及醫療服務，以減

少醫療資源缺乏狀況，提升偏遠地區民眾健

康。未來將運用公私協力與結合民間資源，強

化跨域合作，並透過宣導、結合各類型社區活

動及整合性篩檢辦理巡檢活動，阻斷社區傳染

鏈。

二 、 偏 遠 地 區 民 眾 衛 生 保 健 及 醫 療 健 康 服 務

為賦予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實施自治之法源依

據及權限，立法院修正地方制度法，保障原住

民族之參政權，也積極回應原住民之社會意

見，落實族群平等及社會保護政策。

三 、 保 障 和 平 區 原 住 民 族 政 治 參 與 權 利

共好社宅（好宅）提供市民居住協助服務，是本市重要居住政策，統計至2021年4月為止，好宅已

完工891戶，興建中3,967戶。

一 、 共 好 社 宅

SDG 11 永續城市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城市

為了落實永續城鄉目標，本市積極改善空氣品質，推動各項低碳、節能措施，並發展綠色及智慧化

交通、推動社會住宅、改善公共設施及社會服務，以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

續性。

Target 11.1：在西元2030年前，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適當的、安全的，以及負擔

得起的住宅與基本服務，並改善貧民窟。

Target 11.2：在西元2030年以前，為所有的人提供安全的、負擔得起、可使用的，

以及可永續發展的交通運輸系統，改善道路安全，尤其是擴大公共運輸，特別注意

弱勢族群、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者以及老年人的需求。

Target 11.3：在西元2030年以前，提高融合的、包容的以及可永續發展的都市化與

容積，以讓所有的國家落實參與性、一體性以及可永續發展的人類定居規劃與管

理。

Target 11.4：在全球的文化與自然遺產的保護上，進一步努力。

Target 11.6：在西元2030年以前，減少都市對環境的有害影響，其中特別注意空氣

品質、都市管理與廢棄物管理。

Target 11.7：在西元2030年以前，為所有的人提供安全的、包容的、可使用的綠色

公共空間，尤其是婦女、孩童、老年人以及身心障礙者。

Target 11.a：強化國家與區域的發展規劃，促進都市、郊區、城鄉之間的社經與環

境的正面連結。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南屯區精科樂活好宅、豐原安康1期好宅、大里光正段社宅第一期

偏鄉民眾接種疫苗服務

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揭牌典禮，傳承原民文化

2020年偏遠地區（和平區）民眾接受公共衛生

醫療保健服務總人次，共55,882人次，包含：

醫療服務：45,519人次

復健治療：468人次

胸部X光篩檢：2,792人次

疫苗接種：5,309人次

四癌篩檢：1,018人次

成人健檢：776人

太平區光隆國小設立「臺中市原住民族教育資

源中心」，協助培訓族語師資並傳承民族語言

文化。另也成立全國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小學「博屋瑪國小」，針對國民中小學原住民

學生開設族語課程、原住民族文化共識營與體

驗活動，提供完善的族語及文化學習環境。

全國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小學及國中

※以2020年為基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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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市休閒型自行車道主題路網全面檢視並

優化自行車道服務設施，提升騎乘安全及舒適

性，2020年針對大甲段濱海自行車道之鋪

面、欄杆等設施進行優化及整建，未來持續針

對各區域需優化之休閒型自行車道進行整建及

維護，促進觀光服務品質及環境品質。

二、優化休閒型自行車道

推動公有停車場建置電動車充電站，滿50格以

上的公有停車場設置一處以上的電動車充電設

備，以推展友善電動車充電環境，鼓勵民眾使

用電動車，統計至2021年7月，已於141場公有

停車場建置251座電動車充電設備，初步形成

電動車充電網絡後，全面開展充電樁配套建

設，建構完整的電動汽車充電網絡，2030年

本市公有停車場電動車充電站預計達430站。

五、公有停車場申請用電暨電動汽車

為降低移動污染源排放，鼓勵民眾換購電動車

輛，並建置友善充電環境，本市積極推廣設置

電動車輛充、換電站，並透過完善的充電站補

助政策與綠能環境建置，提升民眾使用低污染

車輛意願。規劃於2022年達成汽車充電站505

站，電動機車充電站631站、電動機車換電站

為289站。

三、推廣電動車充、換電站

臺中市GoStation第300站

后豐鐵馬道花梁鋼橋

陽明大樓第二停車場電動車充電設備

充電設備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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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老舊機車汰換電動機車補助，並額外加碼

新購電動機車補助，以高額的補助金額及不限

名額的補助方式，提升民眾選擇低污染車輛意

願。

補助汰購及新購電動機車外，也持續擴增充換

電站點，同步建置完善的充電環境支援，吸引

業者設置並進行後續維護，並鼓勵機關、學

校、民間企業及公寓大廈申請，提高充換電站

的密度及廣度，建置全電動車輛充換電環境。

四、老舊機車汰購及新購低污染

車輛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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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市休閒型自行車道主題路網全面檢視並

優化自行車道服務設施，提升騎乘安全及舒適

性，2020年針對大甲段濱海自行車道之鋪

面、欄杆等設施進行優化及整建，未來持續針

對各區域需優化之休閒型自行車道進行整建及

維護，促進觀光服務品質及環境品質。

二、優化休閒型自行車道

推動公有停車場建置電動車充電站，滿50格以

上的公有停車場設置一處以上的電動車充電設

備，以推展友善電動車充電環境，鼓勵民眾使

用電動車，統計至2021年7月，已於141場公有

停車場建置251座電動車充電設備，初步形成

電動車充電網絡後，全面開展充電樁配套建

設，建構完整的電動汽車充電網絡，2030年

本市公有停車場電動車充電站預計達430站。

五、公有停車場申請用電暨電動汽車

為降低移動污染源排放，鼓勵民眾換購電動車

輛，並建置友善充電環境，本市積極推廣設置

電動車輛充、換電站，並透過完善的充電站補

助政策與綠能環境建置，提升民眾使用低污染

車輛意願。規劃於2022年達成汽車充電站505

站，電動機車充電站631站、電動機車換電站

為289站。

三、推廣電動車充、換電站

臺中市GoStation第300站

后豐鐵馬道花梁鋼橋

陽明大樓第二停車場電動車充電設備

充電設備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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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購電動機車補助，以高額的補助金額及不限

名額的補助方式，提升民眾選擇低污染車輛意

願。

補助汰購及新購電動機車外，也持續擴增充換

電站點，同步建置完善的充電環境支援，吸引

業者設置並進行後續維護，並鼓勵機關、學

校、民間企業及公寓大廈申請，提高充換電站

的密度及廣度，建置全電動車輛充換電環境。

四、老舊機車汰購及新購低污染

車輛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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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積極推動市區公車電動化政策，除積極爭

取中央電動公車購車補助外，並鼓勵業者汰換

為電動公車，以臺灣大道作為電動公車示範路

廊，滾動式檢討電動公車發展策略，將市區所

轄客運業者之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營運路線

作整體規劃，逐步營造本市低碳永續大眾運輸

環境，統計至2018年之電動公車已達到145

輛、2019年達182輛、2020達197輛，未來將

持續推動，降低市區公車廢氣排放污染。

積極爭取中央補助，鼓勵業者優先購置無障礙

車輛投入服務，並針對公告釋出之市區客運路

六 、 推 動 中 央 「 2 0 3 0 市 區 公 車 電 動 化

七 、 無 障 礙 公 車

提供民眾進出停車場以無票化的科技服務體

驗，加速車輛進出效率，確實記錄進出時間，

打造智慧化停車環境，統計至2021年7月底，

已建置智慧化停車場共計118場，完成率達

92.9%，2021年底可達96.8%；eTag辨識系

統設置率為77.1%，共98場；行動支付繳費方

式設置率為75.6%，共96場；身障免銷單服務

設置率為84.3%，共107場。

另藉由地磁+PDA開立停車費通知單(預計2021

年第四季實施)，減少超商臨櫃繳費，促使民眾

利用行動支付繳納停車費，此外，透過行動支

付繳費及綁定金融電信業者代扣停車費享折扣

優惠方案，增加黏著度，提升繳費比例。

九 、 停 車 智 慧 化  

全面升級系統為「YouBike2.0」，規劃新增

1 ,000站，推動更完善的公共自行車運輸系

統，提供市民通勤、通學、遊憩之運具選擇，

讓民眾借還車更便利，落實綠色交通。截至

2021年9月13日，YouBike2.0已突破700站，

另全市累計租借人次達4,600萬人次。

十 、 i B i k e 倍 增 計 畫

透過公車路網建置、雙十公車政策、提升公車

發車準點性、宣導公車乘車禮儀文化及定期舉

辦金運獎表揚公車優良駕駛活動等策略，吸引

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進而打造便捷、友

善、樂齡的現代化城市。

八 、 公 車 運 量 提 升 計 畫

線配置，將無障礙車輛列為營運之限制條件，

以確保各路線能備有無障礙車輛服務乘客，並

將無障礙公車服務的教育訓練納入汽車客運營

運與服務評鑑，以確保客運駕駛皆會操作無障

礙相關設備；目前本市16輛通用無障礙大客車

及1 ,230輛低地板公車，無障礙公車比例達

78.36%。

電動公車

執 行 計 畫 」

向下扎根鼓勵學童搭乘本市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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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積極推動市區公車電動化政策，除積極爭

取中央電動公車購車補助外，並鼓勵業者汰換

為電動公車，以臺灣大道作為電動公車示範路

廊，滾動式檢討電動公車發展策略，將市區所

轄客運業者之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營運路線

作整體規劃，逐步營造本市低碳永續大眾運輸

環境，統計至2018年之電動公車已達到145

輛、2019年達182輛、2020達197輛，未來將

持續推動，降低市區公車廢氣排放污染。

積極爭取中央補助，鼓勵業者優先購置無障礙

車輛投入服務，並針對公告釋出之市區客運路

六 、 推 動 中 央 「 2 0 3 0 市 區 公 車 電 動 化

七 、 無 障 礙 公 車

提供民眾進出停車場以無票化的科技服務體

驗，加速車輛進出效率，確實記錄進出時間，

打造智慧化停車環境，統計至2021年7月底，

已建置智慧化停車場共計118場，完成率達

92.9%，2021年底可達96.8%；eTag辨識系

統設置率為77.1%，共98場；行動支付繳費方

式設置率為75.6%，共96場；身障免銷單服務

設置率為84.3%，共107場。

另藉由地磁+PDA開立停車費通知單(預計2021

年第四季實施)，減少超商臨櫃繳費，促使民眾

利用行動支付繳納停車費，此外，透過行動支

付繳費及綁定金融電信業者代扣停車費享折扣

優惠方案，增加黏著度，提升繳費比例。

九 、 停 車 智 慧 化  

全面升級系統為「YouBike2.0」，規劃新增

1 ,000站，推動更完善的公共自行車運輸系

統，提供市民通勤、通學、遊憩之運具選擇，

讓民眾借還車更便利，落實綠色交通。截至

2021年9月13日，YouBike2.0已突破700站，

另全市累計租借人次達4,600萬人次。

十 、 i B i k e 倍 增 計 畫

透過公車路網建置、雙十公車政策、提升公車

發車準點性、宣導公車乘車禮儀文化及定期舉

辦金運獎表揚公車優良駕駛活動等策略，吸引

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進而打造便捷、友

善、樂齡的現代化城市。

八 、 公 車 運 量 提 升 計 畫

線配置，將無障礙車輛列為營運之限制條件，

以確保各路線能備有無障礙車輛服務乘客，並

將無障礙公車服務的教育訓練納入汽車客運營

運與服務評鑑，以確保客運駕駛皆會操作無障

礙相關設備；目前本市16輛通用無障礙大客車

及1 ,230輛低地板公車，無障礙公車比例達

7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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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扎根鼓勵學童搭乘本市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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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結合國內跨領域業者共同組成自駕巴士團

隊，打造國產自駕巴士及車路整合系統，並推

動實證運行計畫，規劃於臺灣大道公車專用道

導入自駕技術，建置約8.5公里長之場域設

備，打造自駕巴士運行友善環境，提供公共運

輸接駁。

十 一 、 自 駕 巴 士 計 畫

本市配合內政部建置新成屋三維地籍產權空間

圖資建號資料與三維國家底圖接合作業，把建

物從平面位置變立體，在做人口決策判斷、規

劃等，更能細部推動，未來資料分析可3D化，

分析將更準確，目前已推行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建置資料庫中。

本市致力於文化資產保存，從文化資產指定、

登錄、修復到活化再利用等各階段不遺餘力，

俾使文化資產歷史、人文價值能延續與傳承，

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發揚多

元文化，故持續推廣及提升文化資產館舍參訪

人次，另因應疫情，也透過數位學習專區，提

供線上體驗文化資產活動，帶動參與，達到文

化資產保存及推廣目標。

十 三 、 邁 向 3 D 智 慧 國 土 - 國 家 底 圖 空 間

十 四 、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及 推 廣

透過綠色殯葬相關政策推動及宣傳自然環保葬

法，鼓勵民眾以「樹葬」取代傳統土葬或火化

後入塔之葬法，減少珍貴土地資源之佔用。以

近年樹葬推廣成果而言，從2012年申請量253

件至2020年2060件，成長約8倍有餘，未來

也將持續推動，以邁向環境永續發展。

十 五 、 綠 色 環 保 節 葬 政 策

為解決市區交通流量，自2017年起推動智慧化

動態號誌系統整合本市智慧交通管理系統

TOPIS建置計畫，於主要幹道、高速公路交流

道周邊路口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2018年

於國道1號及臺74線匝道周邊道路，共20處路

口導入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2019年於中清路

8處主要號誌路口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及

2020年於五權西路17處主要號誌路口規劃建

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預計2022年底於臺

灣大道完成10處智慧化號誌路口，全市智慧號

誌路口數達55處，系統可依交通量變化，即時

調整綠燈時間以紓解車流，後續將持續爭取中

央補助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及增加交控設

備維護預算額度，以維持運作。

十 二 、 智 慧 化 動 態 號 誌 系 統 與 臺 中 市 智 慧 交 通

水湳自駕巴士

五權西路建置動態
號誌路口即時燈號

158空間資訊網之3D建物瀏覽畫面

林懋陽故居不定期辦理導覽活動

管 理 系 統 T O P I S 建 置 計 畫 整 合 資 料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公
里

1.5
3.1

建置自駕巴士運行場域之路線長度及其載客人次

4

2

0

6

10

8

14

12 11.6 11.6

〔 場域設施(公里) 〕

2018 2020 2025 2030

人
次 20,000

〔 載客人次 〕

2018 2020 2025 203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0

4,438
861

10,000

成
長
率
(%
︶

智慧化號誌路口完成數成長率

66

64

62

72

70

68

60

58

56

54

2021 2025 2030

60

66

70 比
例
(％
︶

0

100 100 100

建置新成屋3D模型比例

20

40

60

80

100

2021 2025 2030

因目前只計畫建置新成屋，新成屋繪製建物平面圖
時，即建置其3D模型，故其連動該達成率為10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0

730,024

449,064

713,140

720,217

734,534

748,797

文化資產館舍參訪人次成長率

人
次
/
成
長
率
(％
︶

2017 2020 2021(三月) 2021 2025 2030

基準年

因疫情影響導致人數下降

提升1%

提升3%

提升5%

20182017 2019 2020 2021 2025 2030

件
數

500

0

1,000

2,000

3,000

1,500

2,500

4,000

3,500

1,116
1,450

1,742
2,060

2,266

3,082

3,676
樹葬申請成長率(件數)

基準年
成長56%

成長112%

成長153%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永續發展目標檢視及成果永續發展策略架構 臺中市永續發展
專題成果

62



透過結合國內跨領域業者共同組成自駕巴士團

隊，打造國產自駕巴士及車路整合系統，並推

動實證運行計畫，規劃於臺灣大道公車專用道

導入自駕技術，建置約8.5公里長之場域設

備，打造自駕巴士運行友善環境，提供公共運

輸接駁。

十 一 、 自 駕 巴 士 計 畫

本市配合內政部建置新成屋三維地籍產權空間

圖資建號資料與三維國家底圖接合作業，把建

物從平面位置變立體，在做人口決策判斷、規

劃等，更能細部推動，未來資料分析可3D化，

分析將更準確，目前已推行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建置資料庫中。

本市致力於文化資產保存，從文化資產指定、

登錄、修復到活化再利用等各階段不遺餘力，

俾使文化資產歷史、人文價值能延續與傳承，

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發揚多

元文化，故持續推廣及提升文化資產館舍參訪

人次，另因應疫情，也透過數位學習專區，提

供線上體驗文化資產活動，帶動參與，達到文

化資產保存及推廣目標。

十 三 、 邁 向 3 D 智 慧 國 土 - 國 家 底 圖 空 間

十 四 、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及 推 廣

透過綠色殯葬相關政策推動及宣傳自然環保葬

法，鼓勵民眾以「樹葬」取代傳統土葬或火化

後入塔之葬法，減少珍貴土地資源之佔用。以

近年樹葬推廣成果而言，從2012年申請量253

件至2020年2060件，成長約8倍有餘，未來

也將持續推動，以邁向環境永續發展。

十 五 、 綠 色 環 保 節 葬 政 策

為解決市區交通流量，自2017年起推動智慧化

動態號誌系統整合本市智慧交通管理系統

TOPIS建置計畫，於主要幹道、高速公路交流

道周邊路口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2018年

於國道1號及臺74線匝道周邊道路，共20處路

口導入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2019年於中清路

8處主要號誌路口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及

2020年於五權西路17處主要號誌路口規劃建

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預計2022年底於臺

灣大道完成10處智慧化號誌路口，全市智慧號

誌路口數達55處，系統可依交通量變化，即時

調整綠燈時間以紓解車流，後續將持續爭取中

央補助建置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及增加交控設

備維護預算額度，以維持運作。

十 二 、 智 慧 化 動 態 號 誌 系 統 與 臺 中 市 智 慧 交 通

水湳自駕巴士

五權西路建置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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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空間資訊網之3D建物瀏覽畫面

林懋陽故居不定期辦理導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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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持續推動「藍天白雲行動計畫」，針對固

定、移動、逸散等空氣污染源，以「先公後

私、先大後小」原則推動改善對策，包括專案

稽查污染排放工廠、汰換空污防制設備、推動

燃煤鍋爐退場、補助汰舊車輛、推動低碳運具

及發展綠色大眾運輸等方式，持續滾動檢討及

修正各項空氣品質改善對策，達成短、中、長

期目標，另也透過污染防制計畫書或其他相關

管制策略，要求中火落實減煤政策，期盼各界

能與地方政府一起督促中央，加速中火燃煤機

組汰除，共同守護空氣品質，保障人民的居住

安全。

十 六 、 藍 天 白 雲 行 動 計 畫

本市於2020年完成大坑4、5、6、9、10號步

道整建、涼亭整建、新設平台及太平、霧峰、

北屯、豐原、后里、石岡等行政區之登山步道

整建，另也透過汰換老舊步道路段、新增休憩

設施、增設眺望平台景點等措施，提供市民安

全、舒適登山環境。

十 七 、 優 化 整 建 既 有 步 道

登山步道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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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持續推動「藍天白雲行動計畫」，針對固

定、移動、逸散等空氣污染源，以「先公後

私、先大後小」原則推動改善對策，包括專案

稽查污染排放工廠、汰換空污防制設備、推動

燃煤鍋爐退場、補助汰舊車輛、推動低碳運具

及發展綠色大眾運輸等方式，持續滾動檢討及

修正各項空氣品質改善對策，達成短、中、長

期目標，另也透過污染防制計畫書或其他相關

管制策略，要求中火落實減煤政策，期盼各界

能與地方政府一起督促中央，加速中火燃煤機

組汰除，共同守護空氣品質，保障人民的居住

安全。

十 六 、 藍 天 白 雲 行 動 計 畫

本市於2020年完成大坑4、5、6、9、10號步

道整建、涼亭整建、新設平台及太平、霧峰、

北屯、豐原、后里、石岡等行政區之登山步道

整建，另也透過汰換老舊步道路段、新增休憩

設施、增設眺望平台景點等措施，提供市民安

全、舒適登山環境。

十 七 、 優 化 整 建 既 有 步 道

登山步道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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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優化既有公園之生態及無障礙環境，以創

造陽光公廁、設置合格兒童遊戲場等手法改善

公園設施，維持都市公園綠地包容、安全、韌

性及永續性，並透過民間參與、公墓轉型綠美

化方式新闢公園，邁向2030年增加25公頃綠

地目標。

十八、美樂地計畫
本市針對行人出入需求高的路段積極進行無障

礙斜坡道改善，以每年改善150處以上無障礙

斜坡道為目標，同時也改善人行道之無障礙環

境（視障定位點、拆除車阻），提供弱勢或行

動不便者友善之通行空間，提升市民通行品

質。

二十一、無障礙斜坡道改善

配合「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規劃推

動宗教團體執行各項低碳及節能措施，在尊重

傳統宗教前提下進行改革，如推廣拜拜一炷

香、宗教場所低碳認證、環保慶典鞭炮減碳、

電子鞭炮、減爐敬神明、拜拜少用紙錢及響應

紙錢集中燃燒、空氣緊急惡化應變機制、空氣

品質宣導旗幟等，以改善空氣品質，營造良好

生活環境。預計2022年前，持續推動中部七

縣市低碳認證標章及至少達每年56家低碳認證

宗教場所。

二十二、輔導推動低碳宗教場所

配合中央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及相關規範，持續

改善既有人行道及建置人本通行環境，2020

年建置及改善人行道合計11公里，預估每年累

計改善人行道長度5公里，每年累計長度成長

率增加10%，未來將以2025年成長率增加

50%及2030年成長率增加100%為推動目標，

提升本市人行環境品質，建構人本、生態及美

感之街道生活環境。

十九、人本通行環境建置計畫

「燙平專案」是以各區主要、次要道路及人行

道為改善主軸，同時改善6米寬度以下鄰里巷

道、人行道，採三者併進的方式提升並精進道

路品質。本專案以每年改善長度100公里以上

為目標，利用再生材料推動低碳循環經濟，並

採用低衝擊工法，打造海綿城市，以提升本市

道路品質。

二十、道路燙平專案

美樂地計畫-南區文林公園

人行道改善

道路燙平再前進-成功爭取9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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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優化既有公園之生態及無障礙環境，以創

造陽光公廁、設置合格兒童遊戲場等手法改善

公園設施，維持都市公園綠地包容、安全、韌

性及永續性，並透過民間參與、公墓轉型綠美

化方式新闢公園，邁向2030年增加25公頃綠

地目標。

十八、美樂地計畫
本市針對行人出入需求高的路段積極進行無障

礙斜坡道改善，以每年改善150處以上無障礙

斜坡道為目標，同時也改善人行道之無障礙環

境（視障定位點、拆除車阻），提供弱勢或行

動不便者友善之通行空間，提升市民通行品

質。

二十一、無障礙斜坡道改善

配合「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規劃推

動宗教團體執行各項低碳及節能措施，在尊重

傳統宗教前提下進行改革，如推廣拜拜一炷

香、宗教場所低碳認證、環保慶典鞭炮減碳、

電子鞭炮、減爐敬神明、拜拜少用紙錢及響應

紙錢集中燃燒、空氣緊急惡化應變機制、空氣

品質宣導旗幟等，以改善空氣品質，營造良好

生活環境。預計2022年前，持續推動中部七

縣市低碳認證標章及至少達每年56家低碳認證

宗教場所。

二十二、輔導推動低碳宗教場所

配合中央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及相關規範，持續

改善既有人行道及建置人本通行環境，2020

年建置及改善人行道合計11公里，預估每年累

計改善人行道長度5公里，每年累計長度成長

率增加10%，未來將以2025年成長率增加

50%及2030年成長率增加100%為推動目標，

提升本市人行環境品質，建構人本、生態及美

感之街道生活環境。

十九、人本通行環境建置計畫

「燙平專案」是以各區主要、次要道路及人行

道為改善主軸，同時改善6米寬度以下鄰里巷

道、人行道，採三者併進的方式提升並精進道

路品質。本專案以每年改善長度100公里以上

為目標，利用再生材料推動低碳循環經濟，並

採用低衝擊工法，打造海綿城市，以提升本市

道路品質。

二十、道路燙平專案

美樂地計畫-南區文林公園

人行道改善

道路燙平再前進-成功爭取9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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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都市設計審議制度，輔導都市設計案設置

屋頂及垂直綠化設計，以達每年進步1%屋頂及

垂直綠化設計比率推動，管制本市建築物屋頂

綠化及垂直綠化（陽台、露台及花台等）品質

與數量，以期達到良好住宅品質及都市生活環

境目標。

二十三、都市設計審議制度

透過鼓勵開發業者設置垂直綠化及垂直鄰里設

施，增加喬木種植數量，透過點、線、面三部

曲，扭轉都市水泥叢林變成花園都會，於都市

中創造全新綠化環境，打造幸福花園城市，並

增加累計固碳量。

二十四、推動宜居建築

逐年打通騎樓封圍空間，以溝通協調方式，凝

聚社區共識，改善騎樓通行環境，解決原本騎

樓高低差及破損鋪面問題，營造「有愛無礙」

人行空間。

二十五、騎樓安學及騎樓整平計畫

評比，督導公廁管理單位落實自主清潔維護管

理，逐步提升全市公廁特優級比例至99%，符

合不同族群、年齡層之使用需求，打造安全、

具包容性的如廁空間。

本市積極興建及修繕公廁，2019至2020年共

計完成137座公廁改善，改善後馬桶坐蹲比設

置比例達2：3，2019年至2020年特優級公廁

比例提升10.3%，另透過巡檢、辦理績優公廁

二十六、推動友善公廁計畫

以「區徵共好」作為願景，辦理區段徵收時強

化溝通協調，同時規劃8大安置計畫妥善安置

開發區內原有居民，以降低開發阻力，並帶動

地方均衡發展。為落實居住正義，烏日前竹、

烏日九德開發案預計提供400戶社會住宅，以

強化城鄉間社經環境之正面連結。

二十八、區徵共好，富市臺中

土地重劃業務為市政建設重要基礎，於土地交

換分合之過程中，藉由土地分配及工程施工達

成「土地價值增加」、「公平負擔」及「健全

都市發展」等價值。本市以「陽光重劃」為願

景，將陽光透明理念導入重劃業務，貼近民眾

所需。

二十七、陽光重劃共好臺中，打造

利用大臺中地區委外重測計畫、早期農地重劃

區確定測量地籍整理（數值法重測）計畫加速

推動地籍圖重測之數量，透過高精度的圖資確

保人民財產權的建立，避免產權糾紛。

二十九、地籍圖重測

建築物立面垂直綠化

北屯區四張犁公園-親子廁間-尿布檯-兒童洗手台及安全座椅 臺中市南區-南屯區第13期大慶市地重劃區

宜居樂活城市

臺中糖廠區段徵收區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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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都市設計審議制度，輔導都市設計案設置

屋頂及垂直綠化設計，以達每年進步1%屋頂及

垂直綠化設計比率推動，管制本市建築物屋頂

綠化及垂直綠化（陽台、露台及花台等）品質

與數量，以期達到良好住宅品質及都市生活環

境目標。

二十三、都市設計審議制度

透過鼓勵開發業者設置垂直綠化及垂直鄰里設

施，增加喬木種植數量，透過點、線、面三部

曲，扭轉都市水泥叢林變成花園都會，於都市

中創造全新綠化環境，打造幸福花園城市，並

增加累計固碳量。

二十四、推動宜居建築

逐年打通騎樓封圍空間，以溝通協調方式，凝

聚社區共識，改善騎樓通行環境，解決原本騎

樓高低差及破損鋪面問題，營造「有愛無礙」

人行空間。

二十五、騎樓安學及騎樓整平計畫

評比，督導公廁管理單位落實自主清潔維護管

理，逐步提升全市公廁特優級比例至99%，符

合不同族群、年齡層之使用需求，打造安全、

具包容性的如廁空間。

本市積極興建及修繕公廁，2019至2020年共

計完成137座公廁改善，改善後馬桶坐蹲比設

置比例達2：3，2019年至2020年特優級公廁

比例提升10.3%，另透過巡檢、辦理績優公廁

二十六、推動友善公廁計畫

以「區徵共好」作為願景，辦理區段徵收時強

化溝通協調，同時規劃8大安置計畫妥善安置

開發區內原有居民，以降低開發阻力，並帶動

地方均衡發展。為落實居住正義，烏日前竹、

烏日九德開發案預計提供400戶社會住宅，以

強化城鄉間社經環境之正面連結。

二十八、區徵共好，富市臺中

土地重劃業務為市政建設重要基礎，於土地交

換分合之過程中，藉由土地分配及工程施工達

成「土地價值增加」、「公平負擔」及「健全

都市發展」等價值。本市以「陽光重劃」為願

景，將陽光透明理念導入重劃業務，貼近民眾

所需。

二十七、陽光重劃共好臺中，打造

利用大臺中地區委外重測計畫、早期農地重劃

區確定測量地籍整理（數值法重測）計畫加速

推動地籍圖重測之數量，透過高精度的圖資確

保人民財產權的建立，避免產權糾紛。

二十九、地籍圖重測

建築物立面垂直綠化

北屯區四張犁公園-親子廁間-尿布檯-兒童洗手台及安全座椅 臺中市南區-南屯區第13期大慶市地重劃區

宜居樂活城市

臺中糖廠區段徵收區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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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本市有機農業發展，本府除加碼補助有

機農產品驗證費用，配合農委會辦理有機農業

推廣相關計畫補助生產、加工設備及有機適用

肥料外，並設置本市有機農業集團栽培區、辦

理臺中市有機米供校園午餐使用計畫與有機食

農教育活動，產銷同步推動，以降低農民生產

成本、穩定市場通路。截至2021年8月已取得

有機驗證面積365公頃；未來將進一步規劃及

結合有機促進區，加強輔導，目標2030年達

600公頃。

透過辦理在地農民市集，推廣地產地消，落實

吃在地、食當季理念，降低食物里程及運銷碳

足跡，解決農產品產銷調節與供需問題，另也

結合多元行銷策略辦理農特產品行銷活動，增

加消費者對在地農產品之認同與信賴，提升農

民收益，達到節能減碳效益。截至2020年，

已辦理350場次農民市集及在地行銷展售活

動，估計可減少批發市場運銷350車次，年度

總減碳量達219.45公噸；2021年8月底止，共

舉辦94場次農民市集與展售活動，減碳量約

59公噸，未來將持續推動，減少碳足跡。

二 、 2 0 3 0 增 加 有 機 耕 種 面 積 達 6 0 0 公 頃

本市積極推動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具體作為

如下：

四 、 垃 圾 減 量 資 源 回 收 再 利 用三 、 地 產 地 消 - 在 地 農 民 市 集

SDG 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本市推動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積極拓展有機耕種面積、推廣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再利用，並且將

焚化底渣再進行利用，以實現資源永續利用及管理。

Target 12.4：在西元2020年以前，依據議定的國際架構，在化學藥品與廢棄物的

生命週期中，以符合環保的方式妥善管理化學藥品與廢棄物，大幅減少他們釋放到

空氣、水與土壤中，以減少他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不利影響。

Target 12.5：在西元2030年以前，透過預防、減量、回收與再使用大幅減少廢棄

物的產生。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推動農夫市集，減少碳足跡

店家設置二手袋循環回收站

1.

2.

3.

4.

5.

6.

社區設置資源回收細分類設施，落實垃圾

分類及資源回收。

推廣生熟廚餘分類回收。

推動減塑，結合轄內大型活動或運動賽事

等，輔導或導入重複性清洗餐具租賃使

用，避免使用一次性用品。

學校機關帶頭禁用一次性用品，引領企

業、家戶逐步落實。

擴大設置「二手袋循環回收站」及「愛心

飲料提袋借用回收站」。

鼓勵產業研發回收處理技術，暢通去化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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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廠場之安全管

理、防堵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流入食品供

應鏈，加強輔導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場所，從源頭管控廠家運作紀錄申報情形，以

降低異常申報比率為目標，並持續強化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安全。

一 、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運 作 流 向

勾 稽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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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本市有機農業發展，本府除加碼補助有

機農產品驗證費用，配合農委會辦理有機農業

推廣相關計畫補助生產、加工設備及有機適用

肥料外，並設置本市有機農業集團栽培區、辦

理臺中市有機米供校園午餐使用計畫與有機食

農教育活動，產銷同步推動，以降低農民生產

成本、穩定市場通路。截至2021年8月已取得

有機驗證面積365公頃；未來將進一步規劃及

結合有機促進區，加強輔導，目標2030年達

600公頃。

透過辦理在地農民市集，推廣地產地消，落實

吃在地、食當季理念，降低食物里程及運銷碳

足跡，解決農產品產銷調節與供需問題，另也

結合多元行銷策略辦理農特產品行銷活動，增

加消費者對在地農產品之認同與信賴，提升農

民收益，達到節能減碳效益。截至2020年，

已辦理350場次農民市集及在地行銷展售活

動，估計可減少批發市場運銷350車次，年度

總減碳量達219.45公噸；2021年8月底止，共

舉辦94場次農民市集與展售活動，減碳量約

59公噸，未來將持續推動，減少碳足跡。

二 、 2 0 3 0 增 加 有 機 耕 種 面 積 達 6 0 0 公 頃

本市積極推動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具體作為

如下：

四 、 垃 圾 減 量 資 源 回 收 再 利 用三 、 地 產 地 消 - 在 地 農 民 市 集

SDG 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本市推動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積極拓展有機耕種面積、推廣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再利用，並且將

焚化底渣再進行利用，以實現資源永續利用及管理。

Target 12.4：在西元2020年以前，依據議定的國際架構，在化學藥品與廢棄物的

生命週期中，以符合環保的方式妥善管理化學藥品與廢棄物，大幅減少他們釋放到

空氣、水與土壤中，以減少他們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不利影響。

Target 12.5：在西元2030年以前，透過預防、減量、回收與再使用大幅減少廢棄

物的產生。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推動農夫市集，減少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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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減塑，結合轄內大型活動或運動賽事

等，輔導或導入重複性清洗餐具租賃使

用，避免使用一次性用品。

學校機關帶頭禁用一次性用品，引領企

業、家戶逐步落實。

擴大設置「二手袋循環回收站」及「愛心

飲料提袋借用回收站」。

鼓勵產業研發回收處理技術，暢通去化管

道。

200

100

300

0

400

500

600

700

490
550

600

有機(含轉型期)農產品驗證面積
公
頃

2021 2025 2030

100

50

150

0

200

250

300

350

170
210

300

地產地消年度減碳量
公
噸

2021 2025 2030

回
收
率
(%
︶

資源回收率
66

64

62

60

58

56

54

2021 2025 2030

58

60

65

為提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廠場之安全管

理、防堵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流入食品供

應鏈，加強輔導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場所，從源頭管控廠家運作紀錄申報情形，以

降低異常申報比率為目標，並持續強化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安全。

一 、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運 作 流 向

勾 稽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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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

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要求轄內公務機關及公用

單位公共工程應優先使用焚化再生粒料至少

50%。底渣經再利用處理程序、熟化及檢驗合

格後，可作為級配粒料基層、基地及路堤填

築、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無筋混凝土添加

料、瀝青混凝土添加料及磚品添加料等用途，

期望焚化底渣以符合法令規定及不危害人類健

康及環境的原則下妥善利用。

五 、 焚 化 底 渣 再 利 用

本市致力於低碳政策推動，於2014年制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已推動29項子法或

計畫，另訂有「臺中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設定6大部門目標(如下圖)推展106項計畫，響應

國際倡議，本市於110年1月18日簽署「氣候緊急宣言」，提出永續168目標策略，展現本市朝向低

碳永續城市發展之決心，並規劃於2023年邁向無煤城市、2030年溫室氣體減量達30%、2050年

邁向淨零碳排目標。

一 、 建 構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策 略

為增加垃圾去化管道，設置垃圾分選及固體再

生燃料廠，每年RDF-5去化可達300噸以上，

並協調造紙業者協助試燒垃圾衍生燃料，確認

空污排放符合法規及鍋爐操作條件穩定可行，

推動垃圾衍生燃料取代生煤，建立永續消費及

生產模式。

六 、 垃 圾 衍 生 燃 料 （ R D F - 5 / S R F ）

試 辦 計 畫

SDG 13 氣候行動
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因應日益嚴峻的氣候變遷趨勢，本市將氣候變遷措施納入政策規劃，提出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積極設置環境教育場所及推廣環境教育，以強化因應氣候風險的災後復原能力與調適能力。

Target 13.2：將氣候變遷措施納入國家政策、策略與規劃之中。

Target 13.3：在氣候變遷的減險、適應、影響減少與早期預警上，改善教育，提升

意識，增進人與機構的能力。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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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電 倍 增 ・ 回 饋 公 益
推動公司部門設置光電設備，達到光電裝置容量四倍增目標，並推
動綠能公益模式

植 樹 綠 化 ・ 生 態 保 育
推動植樹造林、友善操作、既有生態及綠地保育，以及空地綠美化
等，提升本市固碳量

藍 天 白 雲 ・ 無 煤 臺 中
輔導本市工業鍋爐燃料替代，將燃煤鍋爐全數改燒低污染或循環經濟
燃料，提升本市空氣品質

資 源 永 續 ・ 循 環 利 用
將底渣、綠資材、家具、廚餘、污水等資源回收再利用，落實循環
經濟及永續環境

智 慧 運 輸 ・ 任 意 轉 乘
將公車結合高鐵、台鐵、捷運、i-Bike、汽機車停車場，形成可以自由
轉乘的交通任意門，並導入智慧交通運輸系統，提升本市空氣品質

住 商 節 能 ・ 智 慧 管 理
推動住商部門節電設備補助，並打造本市微電網示範點及本府新市政
大樓智能中心，作為本市智慧節能推廣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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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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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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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

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要求轄內公務機關及公用

單位公共工程應優先使用焚化再生粒料至少

50%。底渣經再利用處理程序、熟化及檢驗合

格後，可作為級配粒料基層、基地及路堤填

築、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無筋混凝土添加

料、瀝青混凝土添加料及磚品添加料等用途，

期望焚化底渣以符合法令規定及不危害人類健

康及環境的原則下妥善利用。

五 、 焚 化 底 渣 再 利 用

本市致力於低碳政策推動，於2014年制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已推動29項子法或

計畫，另訂有「臺中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設定6大部門目標(如下圖)推展106項計畫，響應

國際倡議，本市於110年1月18日簽署「氣候緊急宣言」，提出永續168目標策略，展現本市朝向低

碳永續城市發展之決心，並規劃於2023年邁向無煤城市、2030年溫室氣體減量達30%、2050年

邁向淨零碳排目標。

一 、 建 構 氣 候 變 遷 因 應 策 略

為增加垃圾去化管道，設置垃圾分選及固體再

生燃料廠，每年RDF-5去化可達300噸以上，

並協調造紙業者協助試燒垃圾衍生燃料，確認

空污排放符合法規及鍋爐操作條件穩定可行，

推動垃圾衍生燃料取代生煤，建立永續消費及

生產模式。

六 、 垃 圾 衍 生 燃 料 （ R D F - 5 / S R F ）

試 辦 計 畫

SDG 13 氣候行動
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因應日益嚴峻的氣候變遷趨勢，本市將氣候變遷措施納入政策規劃，提出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

積極設置環境教育場所及推廣環境教育，以強化因應氣候風險的災後復原能力與調適能力。

Target 13.2：將氣候變遷措施納入國家政策、策略與規劃之中。

Target 13.3：在氣候變遷的減險、適應、影響減少與早期預警上，改善教育，提升

意識，增進人與機構的能力。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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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電 倍 增 ・ 回 饋 公 益
推動公司部門設置光電設備，達到光電裝置容量四倍增目標，並推
動綠能公益模式

植 樹 綠 化 ・ 生 態 保 育
推動植樹造林、友善操作、既有生態及綠地保育，以及空地綠美化
等，提升本市固碳量

藍 天 白 雲 ・ 無 煤 臺 中
輔導本市工業鍋爐燃料替代，將燃煤鍋爐全數改燒低污染或循環經濟
燃料，提升本市空氣品質

資 源 永 續 ・ 循 環 利 用
將底渣、綠資材、家具、廚餘、污水等資源回收再利用，落實循環
經濟及永續環境

智 慧 運 輸 ・ 任 意 轉 乘
將公車結合高鐵、台鐵、捷運、i-Bike、汽機車停車場，形成可以自由
轉乘的交通任意門，並導入智慧交通運輸系統，提升本市空氣品質

住 商 節 能 ・ 智 慧 管 理
推動住商部門節電設備補助，並打造本市微電網示範點及本府新市政
大樓智能中心，作為本市智慧節能推廣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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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氣候變遷加劇本市乾旱、降雨以及都市

熱島效應的強度，盧市長上任後提出三大目標

「即刻行動、先公後私」、「光電倍增、回饋

公益」及「親水承洪、韌性降溫」，並響應

「引風」、「增綠」、「留藍」策略，聚焦於

降低熱島效應的影響，也強化都市對於洪水災

害的應變能力。

月累計水資源環境教育參與人次達18場計904

人次，透過深耕、共好、永續的精神，致力於

水文化的建立，強調實作、遊戲、導覽、戶外

實察，讓民眾更認識本市水環境，同時愛護水

資源。

防災士是以民眾能自助、互助為目標，於平時

推動防災宣導社區防災；災時及災後可自助、

互助，並協助社區收容及重建復原工作，有強

化社區與民眾自主防災能力，2020年已培訓

187人次。

六都首創引入城市風廊概念給予2%-5%都市

更新容積獎勵，獎勵項目於2020年11月3日發

布實施，藉由更多元容積獎勵，增加民眾申請

都市更新誘因，加速推動都市更新。

三 、 推 動 防 災 士 制 度
為有效減少海洋中廢棄漁網及廢棄物，2021年

培養漁民將網具實名並將破損網具及生活廢棄

物攜回岸上集中，2021年至8月廢棄漁網回收

10公噸及廢棄物清運56公噸，以減輕海洋環境

污染的壓力，藉由取締違法漁業行為，維護海

洋漁業資源合理的永續利用。

一 、 減 少 海 洋 污 染 回 收 廢 棄 漁 網 及 廢 棄 物 /

本市現已建置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綠川、筏子溪及東大溪水文化暨環

境教育館，自2019年2月1日起統計至2021年4

二 、 設 置 環 境 教 育 設 施 場 所 推 廣
都 市 更 新 獎 勵 城 市 風 廊

水 環 境 教 育

市長在綠色和平見證下簽署氣候緊急宣言

推動廢網具回收獎勵

SDG 14 海洋生態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海洋環境劣化

本市在海洋生態保護部分，積極推動減少海洋污染及回收廢棄漁網等廢棄物，並加強海上查緝非法

漁業行為，以維護海洋與海岸之生態與永續發展。

Target 14.1：在西元2025年以前，預防及大幅減少各式各樣的海洋污染，尤其是來

自陸上活動的污染，包括海洋廢棄物以及營養鹽污染。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加 強 海 上 查 緝 非 法 漁 業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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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每月海上非法查緝次數

海上聯合查緝 平均一年12次

短期目標

中期目標

長期目標

每年平均回收海洋廢棄物 100公噸以上

海上聯合查緝 每月1次以上

引風策略

淺在風廊的模擬
保護既有風廊
都市特定開發案進行風廊的模擬測試

增綠策略

留藍策略

建置本市微氣象地圖，對熱點進行綠化降溫
公私協力打造綠帶
點、線、面垂直增綠

城市水環境改善
保水、滯洪功能之排水基礎設施
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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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氣候變遷加劇本市乾旱、降雨以及都市

熱島效應的強度，盧市長上任後提出三大目標

「即刻行動、先公後私」、「光電倍增、回饋

公益」及「親水承洪、韌性降溫」，並響應

「引風」、「增綠」、「留藍」策略，聚焦於

降低熱島效應的影響，也強化都市對於洪水災

害的應變能力。

月累計水資源環境教育參與人次達18場計904

人次，透過深耕、共好、永續的精神，致力於

水文化的建立，強調實作、遊戲、導覽、戶外

實察，讓民眾更認識本市水環境，同時愛護水

資源。

防災士是以民眾能自助、互助為目標，於平時

推動防災宣導社區防災；災時及災後可自助、

互助，並協助社區收容及重建復原工作，有強

化社區與民眾自主防災能力，2020年已培訓

187人次。

六都首創引入城市風廊概念給予2%-5%都市

更新容積獎勵，獎勵項目於2020年11月3日發

布實施，藉由更多元容積獎勵，增加民眾申請

都市更新誘因，加速推動都市更新。

三 、 推 動 防 災 士 制 度
為有效減少海洋中廢棄漁網及廢棄物，2021年

培養漁民將網具實名並將破損網具及生活廢棄

物攜回岸上集中，2021年至8月廢棄漁網回收

10公噸及廢棄物清運56公噸，以減輕海洋環境

污染的壓力，藉由取締違法漁業行為，維護海

洋漁業資源合理的永續利用。

一 、 減 少 海 洋 污 染 回 收 廢 棄 漁 網 及 廢 棄 物 /

本市現已建置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綠川、筏子溪及東大溪水文化暨環

境教育館，自2019年2月1日起統計至2021年4

二 、 設 置 環 境 教 育 設 施 場 所 推 廣
都 市 更 新 獎 勵 城 市 風 廊

水 環 境 教 育

市長在綠色和平見證下簽署氣候緊急宣言

推動廢網具回收獎勵

SDG 14 海洋生態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海洋環境劣化

本市在海洋生態保護部分，積極推動減少海洋污染及回收廢棄漁網等廢棄物，並加強海上查緝非法

漁業行為，以維護海洋與海岸之生態與永續發展。

Target 14.1：在西元2025年以前，預防及大幅減少各式各樣的海洋污染，尤其是來

自陸上活動的污染，包括海洋廢棄物以及營養鹽污染。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加 強 海 上 查 緝 非 法 漁 業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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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每月海上非法查緝次數

海上聯合查緝 平均一年12次

短期目標

中期目標

長期目標

每年平均回收海洋廢棄物 100公噸以上

海上聯合查緝 每月1次以上

引風策略

淺在風廊的模擬
保護既有風廊
都市特定開發案進行風廊的模擬測試

增綠策略

留藍策略

建置本市微氣象地圖，對熱點進行綠化降溫
公私協力打造綠帶
點、線、面垂直增綠

城市水環境改善
保水、滯洪功能之排水基礎設施
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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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包

括稀有的雲林莞草、當地的鳥類紀錄也高達

190種，是成群南遷北移候鳥重要的食物補給

站及度冬區。為保護珍貴濕地，向民眾宣導推

廣生物多樣性之生態教育，以建立環境生態保

育觀念。

2019年共辦理8場、2020年共辦理12場，每場開放

45人參加，以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之植物、鳥類、螃

蟹等為主，以體驗方式了解高美濕地生物多樣性。

2018年舉辦室內活動7場及室外活動4場，共計11場

513位參與。

2019年舉辦室內活動6場及室外活動4場，共計10場

525位參與。

2020年舉辦室內活動3場及室外活動3場，共計6場

327位參與。

2021年因COVID-19 疫情影響，為避免群聚改採少人

多場次，採用快閃模式以現場造訪遊客為導覽對象，

達20人即辦理導覽解說，增進遊客對保護區生態的瞭

解，預計辦理25場次共500位參與。

一 、 濕 地 及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生 態 教 育

2 0 2 1 年本市生物多樣性保護區覆蓋率為

24%，推動擴大生態保育與生物多樣性區域，

嚴審野生動物保護區或各級溼地內之各項開發

案件，以降低因開發而導致生物多樣性區域的

喪失。

二 、 生 態 保 育 及 擴 大 生 物 多 樣 性

本市積極推動陸域生態保育，2021年持續委由

臺灣石虎保育協會辦理「110年度臺中地區石

虎族群生態研究及保育教育推廣計畫」，進行

新社區石虎棲地與活動範圍繫放調查，並預計

辦理30場次中小學保育宣導；另也執行「110

年臺中市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

動計畫」，推動友善石虎農地生態服務給付、

社區自主參與棲地維護獎勵、石虎入侵放養家

禽場域通報，補償鼓勵友善石虎農業，營造人

與野生動物和平共處的生態環境，並依「臺中

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刻正辦理「臺中市石虎

保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由市府跨局處

代表、專家學者及相關團體組成委員會，未來

將審查石虎保育計畫、石虎熱區興辦公共工程

諮詢等各項任務。

石 虎 自 治 條 例

SDG 15 陸地生態
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為維護及保育陸地生態，本市透過濕地維護及野生動物保護、造林等方式維護陸域生態，以遏止生

物多樣性的喪失。

Target 15.1：在西元2020年以前，依照在國際協定下的義務，保護、恢復及永續使

用領地與內陸淡水生態系統與他們的服務，尤其是森林、沼澤、山脈與旱地。

Target 15.5：採取緊急且重要的行動，減少自然棲息地的破壞，終止生物多樣性的

喪失，在西元2020年以前，保護及預防瀕危物種的絕種。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高美濕地生態導覽

高美生物多樣性生態體驗活動

外來入侵植物互花米草移除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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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包

括稀有的雲林莞草、當地的鳥類紀錄也高達

190種，是成群南遷北移候鳥重要的食物補給

站及度冬區。為保護珍貴濕地，向民眾宣導推

廣生物多樣性之生態教育，以建立環境生態保

育觀念。

2019年共辦理8場、2020年共辦理12場，每場開放

45人參加，以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之植物、鳥類、螃

蟹等為主，以體驗方式了解高美濕地生物多樣性。

2018年舉辦室內活動7場及室外活動4場，共計11場

513位參與。

2019年舉辦室內活動6場及室外活動4場，共計10場

525位參與。

2020年舉辦室內活動3場及室外活動3場，共計6場

327位參與。

2021年因COVID-19 疫情影響，為避免群聚改採少人

多場次，採用快閃模式以現場造訪遊客為導覽對象，

達20人即辦理導覽解說，增進遊客對保護區生態的瞭

解，預計辦理25場次共500位參與。

一 、 濕 地 及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生 態 教 育

2 0 2 1 年本市生物多樣性保護區覆蓋率為

24%，推動擴大生態保育與生物多樣性區域，

嚴審野生動物保護區或各級溼地內之各項開發

案件，以降低因開發而導致生物多樣性區域的

喪失。

二 、 生 態 保 育 及 擴 大 生 物 多 樣 性

本市積極推動陸域生態保育，2021年持續委由

臺灣石虎保育協會辦理「110年度臺中地區石

虎族群生態研究及保育教育推廣計畫」，進行

新社區石虎棲地與活動範圍繫放調查，並預計

辦理30場次中小學保育宣導；另也執行「110

年臺中市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

動計畫」，推動友善石虎農地生態服務給付、

社區自主參與棲地維護獎勵、石虎入侵放養家

禽場域通報，補償鼓勵友善石虎農業，營造人

與野生動物和平共處的生態環境，並依「臺中

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刻正辦理「臺中市石虎

保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由市府跨局處

代表、專家學者及相關團體組成委員會，未來

將審查石虎保育計畫、石虎熱區興辦公共工程

諮詢等各項任務。

石 虎 自 治 條 例

SDG 15 陸地生態
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為維護及保育陸地生態，本市透過濕地維護及野生動物保護、造林等方式維護陸域生態，以遏止生

物多樣性的喪失。

Target 15.1：在西元2020年以前，依照在國際協定下的義務，保護、恢復及永續使

用領地與內陸淡水生態系統與他們的服務，尤其是森林、沼澤、山脈與旱地。

Target 15.5：採取緊急且重要的行動，減少自然棲息地的破壞，終止生物多樣性的

喪失，在西元2020年以前，保護及預防瀕危物種的絕種。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高美濕地生態導覽

高美生物多樣性生態體驗活動

外來入侵植物互花米草移除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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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建置「科技偵防情資整合分析平臺」，

強化犯罪偵防能量，提升全般刑案破獲率，結

合路口監視器及車牌辨識系統，於刑案發生時

能迅速蒐集證據破案，有助於大幅減少各種形

式的暴力及相關事件死亡率。

交通違規行為，進而建立用路人守法觀念，維

護汽（機）車、自行車、行人等各用路族群的

通行空間及交通秩序，以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

會。

一 、 強 化 犯 罪 偵 防 能 量 ， 提 升 刑 案 破 獲 率

運用衛生福利部2019年新版結構化評估工具，

提升精進社工員處遇品質，協助服務家庭提升

保護因子，並強化網絡合作機制，整合服務更

有效，針對危機風險較高案件，以密集式處遇

模式增加訪視頻率高達每月至少4次，以確保

兒少於家庭中之安全並避免兒虐案件再發生，

有助於推動終結各種形式的兒童虐待、剝削、

走私、暴力以及施虐。

二 、 提 供 網 絡 整 合 服 務 ， 終 結 兒 虐 案 件
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係由當事人自主、自決，

並經雙方合意之共同解決紛爭方法，消費爭議

調解案件之調解制度即為其中之一。調解程序

之進行較無訟爭性，當事人得自主解決紛爭，

減省紛爭解決之時間與費用，不但為紛爭解決

之較佳方式之一，且有助於建立有效的、負責

且包容的制度。

四 、 強 化 消 費 爭 議 調 解 機 制
以交通執法、宣導與工程改善等面向著手，落

實交通路口安全大執法等勤務作為，應用智慧

科技分析，建置：（1）「科技執法監控中

心」、（2）「區間平均速率執法設備」、

（3）「多功能違規偵測系統」、（4）「違規

停車科技執法設備」、（5）「禁行大車暨跨

越槽化線違規自動偵測系統」等科技措施提升

執法效能，透過24小時不間斷違規偵測，遏止

三 、 智 慧 分 析 提 升 交 通 執 法 效 能

提供民眾於本市地方稅務局網站（Web），或

透 過 通 訊 應 用 程 式 L I N E @ （ I D ： @ t a i c -

hungtax）詢問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

稅、土地增值稅、契稅、娛樂稅、印花稅等各

項稅務問題，智能客服提供24小時即問即答全

年無休的便捷諮詢功能，2019 年至2020 年民

眾提問數已提升6.33%，有助於落實沒有歧視

的稅法與稅制。好的措施亦獲得中央肯定，本

府刻正協助建置全國性的地方稅智能客服。

本市致力於打造和平及包容性社會，推動訴訟

外 紛 爭 解 決 機 制 ( 如 : 「 調 解 」 、 「 採 購 申

訴」、「國賠審議」等機制)及消費爭議調解案

件，統計本府消費爭議調解案件，2019年達

459件、2020年達452件，未來也將持續精進

調解率，以建立公平及有效率的司法制度。

五 、 2 4 小 時 x 3 6 5 天 「 A I 智 能 客 服 」

訴 訟 外 紛 爭 解 決 機 制

SDG 16 和平與正義制度
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

本市運用科技執法機制及建立公平、公開的法治社會，打造有效率、和平及具包容性的社會。

Target 16.1：大幅減少各地各種形式的暴力以及有關的死亡率。

Target 16.2：終結各種形式的兒童虐待、剝削、走私、暴力以及施虐。

Target 16.6：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

Target 16.7：確保各個階層的決策回應民意，是包容的、參與的且具有代表性。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公車停靠區違規停車科技執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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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建置「科技偵防情資整合分析平臺」，

強化犯罪偵防能量，提升全般刑案破獲率，結

合路口監視器及車牌辨識系統，於刑案發生時

能迅速蒐集證據破案，有助於大幅減少各種形

式的暴力及相關事件死亡率。

交通違規行為，進而建立用路人守法觀念，維

護汽（機）車、自行車、行人等各用路族群的

通行空間及交通秩序，以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

會。

一 、 強 化 犯 罪 偵 防 能 量 ， 提 升 刑 案 破 獲 率

運用衛生福利部2019年新版結構化評估工具，

提升精進社工員處遇品質，協助服務家庭提升

保護因子，並強化網絡合作機制，整合服務更

有效，針對危機風險較高案件，以密集式處遇

模式增加訪視頻率高達每月至少4次，以確保

兒少於家庭中之安全並避免兒虐案件再發生，

有助於推動終結各種形式的兒童虐待、剝削、

走私、暴力以及施虐。

二 、 提 供 網 絡 整 合 服 務 ， 終 結 兒 虐 案 件
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係由當事人自主、自決，

並經雙方合意之共同解決紛爭方法，消費爭議

調解案件之調解制度即為其中之一。調解程序

之進行較無訟爭性，當事人得自主解決紛爭，

減省紛爭解決之時間與費用，不但為紛爭解決

之較佳方式之一，且有助於建立有效的、負責

且包容的制度。

四 、 強 化 消 費 爭 議 調 解 機 制
以交通執法、宣導與工程改善等面向著手，落

實交通路口安全大執法等勤務作為，應用智慧

科技分析，建置：（1）「科技執法監控中

心」、（2）「區間平均速率執法設備」、

（3）「多功能違規偵測系統」、（4）「違規

停車科技執法設備」、（5）「禁行大車暨跨

越槽化線違規自動偵測系統」等科技措施提升

執法效能，透過24小時不間斷違規偵測，遏止

三 、 智 慧 分 析 提 升 交 通 執 法 效 能

提供民眾於本市地方稅務局網站（Web），或

透 過 通 訊 應 用 程 式 L I N E @ （ I D ： @ t a i c -

hungtax）詢問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

稅、土地增值稅、契稅、娛樂稅、印花稅等各

項稅務問題，智能客服提供24小時即問即答全

年無休的便捷諮詢功能，2019 年至2020 年民

眾提問數已提升6.33%，有助於落實沒有歧視

的稅法與稅制。好的措施亦獲得中央肯定，本

府刻正協助建置全國性的地方稅智能客服。

本市致力於打造和平及包容性社會，推動訴訟

外 紛 爭 解 決 機 制 ( 如 : 「 調 解 」 、 「 採 購 申

訴」、「國賠審議」等機制)及消費爭議調解案

件，統計本府消費爭議調解案件，2019年達

459件、2020年達452件，未來也將持續精進

調解率，以建立公平及有效率的司法制度。

五 、 2 4 小 時 x 3 6 5 天 「 A I 智 能 客 服 」

訴 訟 外 紛 爭 解 決 機 制

SDG 16 和平與正義制度
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

本市運用科技執法機制及建立公平、公開的法治社會，打造有效率、和平及具包容性的社會。

Target 16.1：大幅減少各地各種形式的暴力以及有關的死亡率。

Target 16.2：終結各種形式的兒童虐待、剝削、走私、暴力以及施虐。

Target 16.6：在所有的階層發展有效的、負責的且透明的制度。

Target 16.7：確保各個階層的決策回應民意，是包容的、參與的且具有代表性。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公車停靠區違規停車科技執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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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整合市政資源，結合企業、民間社團與僑民力

量，如：姊妹市/友好城市交流及外賓接待參訪等業務

交流，深化國際城市締盟合作，並參與國際組織交流

平台，積極延續國際交流，分享相關市政經驗，促進

協力合作關係，如：「2020台灣燈會-璀璨台中」參

選「第4屆UCLG-墨西哥市21世紀國際文化獎」

（The 4th International Award UCLG-Mexico 

City-Culture 21），獲評審團選為符合SDG 11, 12, 15, 

17之最佳案例分享。另也因應疫情，以視訊方式進行

市政經驗交流分享，落實多邊合作之永續發展目標，

例如2021年9月參加澳洲布里斯本市舉辦之「2021亞

太城市高峰會」（APCS），發表專題演講分享本市

推動永續、宜居城市相關成果。

一 、 城 市 外 交 永 續 夥 伴 計 畫

加 入 國 際 氣 候 組 織 ， 宣 示 減 碳 決 心

本市積極加入國際氣候組織，如：地方政府永續發展

理事會（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ICLEI）、全球氣候與能源市長聯盟(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 GCoM)、脫煤者聯

盟（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碳揭露專案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等組織。其中，本

市已連續三年（2018年至2020年）榮獲碳揭露專案

評比最高級(A級)佳績，另也因應國際氣候緊急狀態，

與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簽署氣候緊急宣言，向國

際宣示減碳決心。

本市積極推廣志願服務，以融入幸福（Happ i-

ness）、機會（Opportunity）、參與（Participa-

tion）與熱忱（Enthusiasm）四大理念，訂定志願服

務願景【HOPE125】，倡導每1位市民皆為志工，每

位志工每月從事2小時服務，即可創造5倍公民社會產

值。本府持續引導及觸發角色，鼓勵更多市民投入志

願服務行列，促進社會參與。

二 、 志 願 服 務 實 施 計 畫

SDG 17 全球夥伴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本市積極加入國際組織與發展城市外交，並透過國際合作及永續夥伴志願服務加強全球夥伴關係。

Target 17.16：透過多邊合作輔助並提高全球在永續發展上的合作，動員及分享知

識、專業、科技與財務資源，以協助所有國家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尤其是開發中國

家。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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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 臺 中 市 永 續 發 展 專 題 成 果

推 動 國 際 非 政 府 組 織 ， 建 立 全 國 夥 伴 關 係

本市也積極推動國際非政府組織中心(INGO CENTER 

IN　TAIWAN)，透過國內、外非政府組織的交流與訓

練，吸引民主人權、災害人道救援、永續發展、公衛

醫療及社會福利等領域的非政府組織落腳臺中，成為

亞太地區NGO工作者的重要聚落，以建立長期穩定的

全球夥伴關係。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永續發展目標
檢視及成果

未來推動方向臺中市永續發展專題成果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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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整合市政資源，結合企業、民間社團與僑民力

量，如：姊妹市/友好城市交流及外賓接待參訪等業務

交流，深化國際城市締盟合作，並參與國際組織交流

平台，積極延續國際交流，分享相關市政經驗，促進

協力合作關係，如：「2020台灣燈會-璀璨台中」參

選「第4屆UCLG-墨西哥市21世紀國際文化獎」

（The 4th International Award UCLG-Mexico 

City-Culture 21），獲評審團選為符合SDG 11, 12, 15, 

17之最佳案例分享。另也因應疫情，以視訊方式進行

市政經驗交流分享，落實多邊合作之永續發展目標，

例如2021年9月參加澳洲布里斯本市舉辦之「2021亞

太城市高峰會」（APCS），發表專題演講分享本市

推動永續、宜居城市相關成果。

一 、 城 市 外 交 永 續 夥 伴 計 畫

加 入 國 際 氣 候 組 織 ， 宣 示 減 碳 決 心

本市積極加入國際氣候組織，如：地方政府永續發展

理事會（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ICLEI）、全球氣候與能源市長聯盟(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 GCoM)、脫煤者聯

盟（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碳揭露專案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等組織。其中，本

市已連續三年（2018年至2020年）榮獲碳揭露專案

評比最高級(A級)佳績，另也因應國際氣候緊急狀態，

與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簽署氣候緊急宣言，向國

際宣示減碳決心。

本市積極推廣志願服務，以融入幸福（Happ i-

ness）、機會（Opportunity）、參與（Participa-

tion）與熱忱（Enthusiasm）四大理念，訂定志願服

務願景【HOPE125】，倡導每1位市民皆為志工，每

位志工每月從事2小時服務，即可創造5倍公民社會產

值。本府持續引導及觸發角色，鼓勵更多市民投入志

願服務行列，促進社會參與。

二 、 志 願 服 務 實 施 計 畫

SDG 17 全球夥伴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本市積極加入國際組織與發展城市外交，並透過國際合作及永續夥伴志願服務加強全球夥伴關係。

Target 17.16：透過多邊合作輔助並提高全球在永續發展上的合作，動員及分享知

識、專業、科技與財務資源，以協助所有國家實現永續發展目標，尤其是開發中國

家。

本 市 檢 視 之 聯 合 國 細 項 目 標 （ T a r g e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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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 臺 中 市 永 續 發 展 專 題 成 果

推 動 國 際 非 政 府 組 織 ， 建 立 全 國 夥 伴 關 係

本市也積極推動國際非政府組織中心(INGO CENTER 

IN　TAIWAN)，透過國內、外非政府組織的交流與訓

練，吸引民主人權、災害人道救援、永續發展、公衛

醫療及社會福利等領域的非政府組織落腳臺中，成為

亞太地區NGO工作者的重要聚落，以建立長期穩定的

全球夥伴關係。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永續發展目標
檢視及成果

未來推動方向臺中市永續發展專題成果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81



近年來，全球永續發展浪潮興起，各國及城市

陸續將SDGs目標納入施政發展方向，期望透

過各項永續發展策略與韌性城市措施，強化因

應風險能力，達到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與環境

保護的目標。

本市的「水湳經貿園區」已被行政院列入科學

城低碳智慧環境基礎建置之前瞻建設，本市積

極推動，並以邁向全國首座全方位低碳智慧示

範園區為目標，期望樹立低碳智慧城市標竿。

水湳經貿園區以「智慧、低碳、創新」為開發

願景，以「生態環境營造原則」進行建造，

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及通過智慧建築分級

評估合格級以上，符合「節能管理指標」規

定，並裝設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EMS）。

另依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全面於園區

內建築施行碳揭露盤查之認證及推動「臺中

市水湳經貿園區智慧連網設備與資訊整合計

畫」，建構智慧/連網設備及資訊應用管理平

台以整合多元資訊。

整體而言，水湳經貿園區整合了「生活、生

產、生態」-「三生」的管理思維與模式，可

達到「SDG 6 淨水及衛生」、「SDG 7 可負

擔能源」、「SDG８就業與經濟成長」、

「SDG 9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SDG 11 

永續城市」之永續發展目標，使臺中邁向國

際永續城市。

臺中國際會展中心位於水湳經貿園區北側入

口，是具備前瞻性、國際性、創意性、智慧

化及永續性之專業展覽設施與產業交流門

戶，發展目標以「經貿發展」為核心，「會

展產業」為主領產業，會展中心導入綠建築

設計理念，獲得8項黃金級標章，另也擁有智

慧展場物流平台、展演、生活消費、大型集

會與會議功能，未來可帶動本市經濟發展，

奠定臺中與國際接軌的基石。

一、永續低碳智慧城市示範區

中央公園與科湳愛琴橋

主要對應SDGs

臺中國際會展中心水湳經貿園區

臺中國際會展中心

水湳經貿園區規劃設置水資源回收中心，透

過「中水道管網系統」，針對再生水水質淨

化技術及完整中水管網系統、健全建照審查

規範要求等進行完善的規劃，其再生水廠設

置及佈設3.5公里輸水管線至中科臺中園區，

可將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輸送至再生

水廠，預計每日可產約1萬噸再生水供中科臺

中園區使用。

水資源回收中心

水湳經貿園區五大園區規劃

經貿專用區

集國際會展、商圈購物、運輸交通於一身的國際

經貿特區。

高優質住宅及落實生態社區理念，營造出人本舒

適健康與永續發展的新生活典範。

生態住宅專用區

林蔭大道、精品購物商街，並有文化創意設施進

駐。

文化商業專用區

研創機構、人才培育中心，進行國際學術交流。

創新研發專用區

大學城、學習環境升級。

文教專用區

水湳經貿園區之永續發展亮點項目

水湳經貿園區內的中央公園，占地67.34公

頃，是全國首座大型都會型生態公園，亦是

全國設置太陽能板面積最大的公園，其太陽

能光電板面積達1萬平方公尺，年發電量約

188萬度，可自行種電、發電，落實永續能源

精神。園區亦設置12感官遊具設施，更依地

形設置5座滯洪池，兼具雨水暫置與防洪功

能，其中4座以乾式方式設計成濕地，平時可

做公共空間，汛期則可將雨水過濾滲透為地

下水層，達到保水疏洪，構築臺中邁向「海

綿城市」。

中央公園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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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永續發展浪潮興起，各國及城市

陸續將SDGs目標納入施政發展方向，期望透

過各項永續發展策略與韌性城市措施，強化因

應風險能力，達到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與環境

保護的目標。

本市的「水湳經貿園區」已被行政院列入科學

城低碳智慧環境基礎建置之前瞻建設，本市積

極推動，並以邁向全國首座全方位低碳智慧示

範園區為目標，期望樹立低碳智慧城市標竿。

水湳經貿園區以「智慧、低碳、創新」為開發

願景，以「生態環境營造原則」進行建造，

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及通過智慧建築分級

評估合格級以上，符合「節能管理指標」規

定，並裝設建築能源管理系統（BEMS）。

另依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全面於園區

內建築施行碳揭露盤查之認證及推動「臺中

市水湳經貿園區智慧連網設備與資訊整合計

畫」，建構智慧/連網設備及資訊應用管理平

台以整合多元資訊。

整體而言，水湳經貿園區整合了「生活、生

產、生態」-「三生」的管理思維與模式，可

達到「SDG 6 淨水及衛生」、「SDG 7 可負

擔能源」、「SDG８就業與經濟成長」、

「SDG 9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SDG 11 

永續城市」之永續發展目標，使臺中邁向國

際永續城市。

臺中國際會展中心位於水湳經貿園區北側入

口，是具備前瞻性、國際性、創意性、智慧

化及永續性之專業展覽設施與產業交流門

戶，發展目標以「經貿發展」為核心，「會

展產業」為主領產業，會展中心導入綠建築

設計理念，獲得8項黃金級標章，另也擁有智

慧展場物流平台、展演、生活消費、大型集

會與會議功能，未來可帶動本市經濟發展，

奠定臺中與國際接軌的基石。

一、永續低碳智慧城市示範區

中央公園與科湳愛琴橋

主要對應SDGs

臺中國際會展中心水湳經貿園區

臺中國際會展中心

水湳經貿園區規劃設置水資源回收中心，透

過「中水道管網系統」，針對再生水水質淨

化技術及完整中水管網系統、健全建照審查

規範要求等進行完善的規劃，其再生水廠設

置及佈設3.5公里輸水管線至中科臺中園區，

可將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輸送至再生

水廠，預計每日可產約1萬噸再生水供中科臺

中園區使用。

水資源回收中心

水湳經貿園區五大園區規劃

經貿專用區

集國際會展、商圈購物、運輸交通於一身的國際

經貿特區。

高優質住宅及落實生態社區理念，營造出人本舒

適健康與永續發展的新生活典範。

生態住宅專用區

林蔭大道、精品購物商街，並有文化創意設施進

駐。

文化商業專用區

研創機構、人才培育中心，進行國際學術交流。

創新研發專用區

大學城、學習環境升級。

文教專用區

水湳經貿園區之永續發展亮點項目

水湳經貿園區內的中央公園，占地67.34公

頃，是全國首座大型都會型生態公園，亦是

全國設置太陽能板面積最大的公園，其太陽

能光電板面積達1萬平方公尺，年發電量約

188萬度，可自行種電、發電，落實永續能源

精神。園區亦設置12感官遊具設施，更依地

形設置5座滯洪池，兼具雨水暫置與防洪功

能，其中4座以乾式方式設計成濕地，平時可

做公共空間，汛期則可將雨水過濾滲透為地

下水層，達到保水疏洪，構築臺中邁向「海

綿城市」。

中央公園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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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綠美圖座落於臺中中央公圜，為全國第

一座美術館與圖書館共構建築，被譽為公園

中的圖書館、森林中的美術館，未來將成為

臺中市最亮眼的城市名片。臺中綠美圖率全

國之先採用隔震系統，可有效保護館藏與提

供民眾閱讀安全性，並透過水資源回收與建

置雨水利用設備，達到節水目的。 本市於今（2021）年面臨到嚴峻的特殊傳染性

肺炎（簡稱COVID-19）疫情，對社會、經濟

與環境造成嚴重衝擊，因此，針對防疫及紓困

措施進行專章論述。

根據衛生福利部調查顯示，COVID-19疫情自

2019年11月起，已蔓延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

區，統計至2021年9月8日，臺灣累計確診數

已達16,056例、累積死亡達837例，本市累計

確診數已達207例，COVID-19疫情使本市面

臨到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與環境的衝擊，盤

點本市於此次疫情，主要受到影響的SDGs目

標包含了「SDG 1消除貧窮」、「SDG 3健康

與福祉」、「SDG4教育品質」、「SDG 8 就

業與經濟成長」。

為因應上述挑戰，本府以超前部署、跨域合

作為防疫基本方針，並以「疫情監測，即時

應變」、「社區防疫，醫療整備」、「挹注

資源、多元紓困」、「運用科技、生活無

礙」、「關懷服務、齊力抗疫」、「交通運

輸、全面防疫」等防疫6大方針為主軸，整合

跨局處防疫量能，降低疫情帶來的社會、經

濟與環境衝擊，將危機化為轉機，使臺中邁

向永續城市。

臺中綠美圖

本市規劃打造兼具地標性及智慧營運內容的

「臺灣智慧營運塔」，期望透過創新產業加

入與數位科技結合，創造符合觀光效益之臺

中市地標性建築。

臺灣智慧營運塔
透過場域驗證與服務合作計畫，結合民間企

業的創意及在地需求，打造「智慧安防」、

「智慧生活」、「智慧經濟」、「智慧交

通」，運用科技帶動新創就業及衍生產業經

濟，同時也協助企業提供商轉機會。

場域驗證與服務合作

臺中綠美圖模擬圖

臺中綠美圖-美術館大廳挑高模擬圖

臺灣智慧營運塔模擬圖

二、COVID-19防疫措施與主要對應

主要對應SDGs

SDGs永續發展作為

疫情衝擊人民生計，導致收入銳減，
造成家庭、生活陷入貧窮

人民遭受疫情感染或陷入病毒傳染
風險之中，健康受到嚴重影響

疫情導致學校停課，影響學生學習
權益

疫情影響經濟活動，造成薪資減損
與就業衝擊

臺中市受COVID-19影響之SDGs目標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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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綠美圖座落於臺中中央公圜，為全國第

一座美術館與圖書館共構建築，被譽為公園

中的圖書館、森林中的美術館，未來將成為

臺中市最亮眼的城市名片。臺中綠美圖率全

國之先採用隔震系統，可有效保護館藏與提

供民眾閱讀安全性，並透過水資源回收與建

置雨水利用設備，達到節水目的。 本市於今（2021）年面臨到嚴峻的特殊傳染性

肺炎（簡稱COVID-19）疫情，對社會、經濟

與環境造成嚴重衝擊，因此，針對防疫及紓困

措施進行專章論述。

根據衛生福利部調查顯示，COVID-19疫情自

2019年11月起，已蔓延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

區，統計至2021年9月8日，臺灣累計確診數

已達16,056例、累積死亡達837例，本市累計

確診數已達207例，COVID-19疫情使本市面

臨到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與環境的衝擊，盤

點本市於此次疫情，主要受到影響的SDGs目

標包含了「SDG 1消除貧窮」、「SDG 3健康

與福祉」、「SDG4教育品質」、「SDG 8 就

業與經濟成長」。

為因應上述挑戰，本府以超前部署、跨域合

作為防疫基本方針，並以「疫情監測，即時

應變」、「社區防疫，醫療整備」、「挹注

資源、多元紓困」、「運用科技、生活無

礙」、「關懷服務、齊力抗疫」、「交通運

輸、全面防疫」等防疫6大方針為主軸，整合

跨局處防疫量能，降低疫情帶來的社會、經

濟與環境衝擊，將危機化為轉機，使臺中邁

向永續城市。

臺中綠美圖

本市規劃打造兼具地標性及智慧營運內容的

「臺灣智慧營運塔」，期望透過創新產業加

入與數位科技結合，創造符合觀光效益之臺

中市地標性建築。

臺灣智慧營運塔
透過場域驗證與服務合作計畫，結合民間企

業的創意及在地需求，打造「智慧安防」、

「智慧生活」、「智慧經濟」、「智慧交

通」，運用科技帶動新創就業及衍生產業經

濟，同時也協助企業提供商轉機會。

場域驗證與服務合作

臺中綠美圖模擬圖

臺中綠美圖-美術館大廳挑高模擬圖

臺灣智慧營運塔模擬圖

二、COVID-19防疫措施與主要對應

主要對應SDGs

SDGs永續發展作為

疫情衝擊人民生計，導致收入銳減，
造成家庭、生活陷入貧窮

人民遭受疫情感染或陷入病毒傳染
風險之中，健康受到嚴重影響

疫情導致學校停課，影響學生學習
權益

疫情影響經濟活動，造成薪資減損
與就業衝擊

臺中市受COVID-19影響之SDGs目標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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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整備

疫情監測，即時應變

社區防疫，醫療整備

挹注資源、多元紓困

夜市集停業租金免收1

2

3

4

5

6

7

8

9

10

市場夜市6-9月規費減半
成立資金紓困單一窗口

安心即時上工
青創貸款利息補貼延一年

溫泉使用費分期
市府場館規費減緩繳

稅捐緩繳減免
演藝紓困補助

勞工失業生活及其子女就學補助

本市定期監測國際COVID-19疫情動態與最新

研究新知，掌握本土及境外移入之確診個

案，持續與中央密切合作並視疫情狀況，滾

動式調整各項防疫措施及策略，杜絕任何可

能的防疫缺口。

疫情期間定期與中央及跨局處召開防疫會

議，透過多元化管道，即時提供最新防疫資

訊；並隨時視疫情狀況加開臨時會議，防堵

疫情擴散；另為超前部署、積極防疫，本府

更於2021年5月15日針對三級警戒預作兵棋

推演，召集市府一級主管、防疫中心代表、

軍方民防等單位，分為3階段、17項議題進行

演練，藉由提前因應未來防疫工作，讓臺中

在疫情防堵與處理上更有準備，市民更安

心。

服務市民。截至2021年8月12日，全市施打

第一劑已達100萬164人，正式突破百萬大

關。18歲以上市民接種覆蓋率已達42.63%，

全市人口覆蓋率達35.46%。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各項防疫政策，

落實風險個案之追蹤與管理，以維社區安

全。

統計至2021年9月，本市共25家指定採檢醫

院，每日約可提供8,000人次核酸檢測，19

家專責醫院共計234床專責病床、27床專責

ICU及69床負壓隔離病床提供收治，並視疫

情調整隔離病床數量。

快篩檢疫

市場分流運動

家庭防疫新生活運動

臺中市紓困10方

因應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本市自2021年5月

19日起陸續設立社區篩檢站，提供與確診個

案有接觸史或同時足跡重疊之本市居民/就業

/就學者免費服務。截至2021年9月9日，累

計篩檢4萬9,730人次。

防疫物資整備

因應疫情現況，定期進行防疫物資整備，包

括進行N95、一般醫用口罩、外科手術口

罩、全身式防護衣、一般隔離衣等防疫物資

安全存量盤點，以維持防疫物資安全存量。

全國首創設立疫苗快打站，提升疫苗覆蓋率

為快速提供民眾接種COVID-19疫苗，全國首

創設立快速接種站，方便長者接種COVID-19

疫苗，提升長者保護力。2021年6月15日至8

月6日止，共開設31天快打站，總計完成49

萬9,466人接種。

為提升本市疫苗人口涵蓋率，降低COVID-19

重症的發生率。2021年6月15日起在本市29

區開設67處疫苗快打站，加速本市新冠肺炎

疫苗接種率。另配合學校開學，本府也啟動

快打站2.0計畫，共盤點45處合宜場所，接續

前進指揮所

從2021年5月初起分別於梨山平等國小、朝

陽科大、泰安附幼、北屯區大坑里以及十甲

旺市場及美麗殿社區等高風險感染地區，在

最短的時間內，鎖定風險對象進行前進指揮

所專案快篩，總共開設12場篩檢站，篩檢

7,066人，主動發現了32例確診病例，成功

防堵社區爆發群聚感染的風險。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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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整備

疫情監測，即時應變

社區防疫，醫療整備

挹注資源、多元紓困

夜市集停業租金免收1

2

3

4

5

6

7

8

9

10

市場夜市6-9月規費減半
成立資金紓困單一窗口

安心即時上工
青創貸款利息補貼延一年

溫泉使用費分期
市府場館規費減緩繳

稅捐緩繳減免
演藝紓困補助

勞工失業生活及其子女就學補助

本市定期監測國際COVID-19疫情動態與最新

研究新知，掌握本土及境外移入之確診個

案，持續與中央密切合作並視疫情狀況，滾

動式調整各項防疫措施及策略，杜絕任何可

能的防疫缺口。

疫情期間定期與中央及跨局處召開防疫會

議，透過多元化管道，即時提供最新防疫資

訊；並隨時視疫情狀況加開臨時會議，防堵

疫情擴散；另為超前部署、積極防疫，本府

更於2021年5月15日針對三級警戒預作兵棋

推演，召集市府一級主管、防疫中心代表、

軍方民防等單位，分為3階段、17項議題進行

演練，藉由提前因應未來防疫工作，讓臺中

在疫情防堵與處理上更有準備，市民更安

心。

服務市民。截至2021年8月12日，全市施打

第一劑已達100萬164人，正式突破百萬大

關。18歲以上市民接種覆蓋率已達42.63%，

全市人口覆蓋率達35.46%。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各項防疫政策，

落實風險個案之追蹤與管理，以維社區安

全。

統計至2021年9月，本市共25家指定採檢醫

院，每日約可提供8,000人次核酸檢測，19

家專責醫院共計234床專責病床、27床專責

ICU及69床負壓隔離病床提供收治，並視疫

情調整隔離病床數量。

快篩檢疫

市場分流運動

家庭防疫新生活運動

臺中市紓困10方

因應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本市自2021年5月

19日起陸續設立社區篩檢站，提供與確診個

案有接觸史或同時足跡重疊之本市居民/就業

/就學者免費服務。截至2021年9月9日，累

計篩檢4萬9,730人次。

防疫物資整備

因應疫情現況，定期進行防疫物資整備，包

括進行N95、一般醫用口罩、外科手術口

罩、全身式防護衣、一般隔離衣等防疫物資

安全存量盤點，以維持防疫物資安全存量。

全國首創設立疫苗快打站，提升疫苗覆蓋率

為快速提供民眾接種COVID-19疫苗，全國首

創設立快速接種站，方便長者接種COVID-19

疫苗，提升長者保護力。2021年6月15日至8

月6日止，共開設31天快打站，總計完成49

萬9,466人接種。

為提升本市疫苗人口涵蓋率，降低COVID-19

重症的發生率。2021年6月15日起在本市29

區開設67處疫苗快打站，加速本市新冠肺炎

疫苗接種率。另配合學校開學，本府也啟動

快打站2.0計畫，共盤點45處合宜場所，接續

前進指揮所

從2021年5月初起分別於梨山平等國小、朝

陽科大、泰安附幼、北屯區大坑里以及十甲

旺市場及美麗殿社區等高風險感染地區，在

最短的時間內，鎖定風險對象進行前進指揮

所專案快篩，總共開設12場篩檢站，篩檢

7,066人，主動發現了32例確診病例，成功

防堵社區爆發群聚感染的風險。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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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紓困措施

本市推動安心即時上工計畫，核給工作津

貼，維持勞動意願，降低薪資減損對其生活

造成之影響。另為擴大協助受疫情影響的勞

工，也開發職缺，並函請中央增列本市員

額，以穩定勞工於疫情期間的就業與基本經

濟生活所需。

臺中確診足跡地圖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GIS中心)與

臺中市政府合作，開發「臺中確診足跡地

圖」，可將確診足跡資訊整合，便於民眾查

閱查詢足跡點位，落實防疫。

全國首創「環保局消毒地圖」

因應疫情，環保局成立防疫消毒大隊，針對

人潮聚集場域進行戶外公共環境消毒，以降

低傳染風險。本市也率全國之先，首創「環

保局消毒地圖」，事前公布主動清消場域，

資訊公開透明供市民查詢。

學生線上學習停課不停學

因應疫情，培訓師生具備使用數位平臺進行

學習能力，辦理全市性同步線上視訊教學演

練，建置「臺中市線上教學資源中心」，整

合各科各版本學習影片及補充教材，另備有

行動載具及行動網卡供經濟弱勢學生免費借

用，避免疫情導致學習中斷。

防疫首創鞋底消毒

考量鞋底恐有傳播病毒風險，本市首創於人

潮眾多的交通場站，設置「鞋底消毒設

施」，降低病毒傳播風險，防堵疫情擴散。

到府施打

為讓本市失能、臥床者能儘早產生新冠肺炎

保護力，於2021年6月18日啟動「到宅接

種」服務，結合醫師公會及診所協會安排醫

師到府為18歲以上失能7-8等級者施打疫

苗，截至2021年8月止，共93組醫護出勤，

已施打人數為736人。

全國首創零接觸下車鈴APP

透過「零接觸下車鈴APP」，降低接觸感染

風險。

運用科技、生活無礙 關懷服務、齊力抗疫

交通運輸、全面防疫

設立「臺中市防疫專區」網

本市亦設立「臺中市防疫專區」網，整合中

央與本市各項防疫資訊及措施，如:「紓困專

區」、「確認足跡地圖」、「振興經濟大補

帖」、「疫苗預約平台」等相關內容，以協

助民眾快速掌握各項防疫資訊。

全國首創「環保局消毒地圖」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永續發展目標
檢視及成果

未來推動方向臺中市永續發展專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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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紓困措施

本市推動安心即時上工計畫，核給工作津

貼，維持勞動意願，降低薪資減損對其生活

造成之影響。另為擴大協助受疫情影響的勞

工，也開發職缺，並函請中央增列本市員

額，以穩定勞工於疫情期間的就業與基本經

濟生活所需。

臺中確診足跡地圖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GIS中心)與

臺中市政府合作，開發「臺中確診足跡地

圖」，可將確診足跡資訊整合，便於民眾查

閱查詢足跡點位，落實防疫。

全國首創「環保局消毒地圖」

因應疫情，環保局成立防疫消毒大隊，針對

人潮聚集場域進行戶外公共環境消毒，以降

低傳染風險。本市也率全國之先，首創「環

保局消毒地圖」，事前公布主動清消場域，

資訊公開透明供市民查詢。

學生線上學習停課不停學

因應疫情，培訓師生具備使用數位平臺進行

學習能力，辦理全市性同步線上視訊教學演

練，建置「臺中市線上教學資源中心」，整

合各科各版本學習影片及補充教材，另備有

行動載具及行動網卡供經濟弱勢學生免費借

用，避免疫情導致學習中斷。

防疫首創鞋底消毒

考量鞋底恐有傳播病毒風險，本市首創於人

潮眾多的交通場站，設置「鞋底消毒設

施」，降低病毒傳播風險，防堵疫情擴散。

到府施打

為讓本市失能、臥床者能儘早產生新冠肺炎

保護力，於2021年6月18日啟動「到宅接

種」服務，結合醫師公會及診所協會安排醫

師到府為18歲以上失能7-8等級者施打疫

苗，截至2021年8月止，共93組醫護出勤，

已施打人數為736人。

全國首創零接觸下車鈴APP

透過「零接觸下車鈴APP」，降低接觸感染

風險。

運用科技、生活無礙 關懷服務、齊力抗疫

交通運輸、全面防疫

設立「臺中市防疫專區」網

本市亦設立「臺中市防疫專區」網，整合中

央與本市各項防疫資訊及措施，如:「紓困專

區」、「確認足跡地圖」、「振興經濟大補

帖」、「疫苗預約平台」等相關內容，以協

助民眾快速掌握各項防疫資訊。

全國首創「環保局消毒地圖」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永續發展目標
檢視及成果

未來推動方向臺中市永續發展專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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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一直致力於參與國際合作，同時也積極與各地方政府進行永續發展交流，未來

本市也將於全球環境戰略研究院（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的VLR Lab平台分享本市自願檢視報告，持續參與國際組織及永續發展相關

會議，並進行永續城市交流，分享推動經驗，以持續精進及學習。

二、國內外永續城市交流

2021年本市透過各局處同仁的齊心協力，已完成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未來將持續推

動及精進本市之永續發展，並且滾動式檢討及修正地方自願檢視報告，適時調整策

略方向與增修指標，以因應未來社會之趨勢。

一、持續檢視永續發展目標推動成果

三、強化全民參與及教育推廣

永續發展是全球民眾關注議題，更需要全民參與及動員，因此本市未來也將結合

產、官、學、研、民之力量，發揮利害關係人之協同合作，並透過媒體行銷、教育

宣導及永續相關活動之舉辦，讓永續概念深植於民心，同時兼顧各年齡、族群、性

別之福祉及均衡發展。

國際城市

國際組織

地方政府

公民團體

企業

玖  |  未 來 推 動 方 向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臺中市永續發展
專題成果

附件未來推動方向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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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一直致力於參與國際合作，同時也積極與各地方政府進行永續發展交流，未來

本市也將於全球環境戰略研究院（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的VLR Lab平台分享本市自願檢視報告，持續參與國際組織及永續發展相關

會議，並進行永續城市交流，分享推動經驗，以持續精進及學習。

二、國內外永續城市交流

2021年本市透過各局處同仁的齊心協力，已完成地方自願檢視報告，未來將持續推

動及精進本市之永續發展，並且滾動式檢討及修正地方自願檢視報告，適時調整策

略方向與增修指標，以因應未來社會之趨勢。

一、持續檢視永續發展目標推動成果

三、強化全民參與及教育推廣

永續發展是全球民眾關注議題，更需要全民參與及動員，因此本市未來也將結合

產、官、學、研、民之力量，發揮利害關係人之協同合作，並透過媒體行銷、教育

宣導及永續相關活動之舉辦，讓永續概念深植於民心，同時兼顧各年齡、族群、性

別之福祉及均衡發展。

國際城市

國際組織

地方政府

公民團體

企業

玖  |  未 來 推 動 方 向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臺中市永續發展
專題成果

附件未來推動方向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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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  附 件

SDGs目標

SDG 2 消除飢餓 社會領域面向 經濟

SDGs目標
領域面向SDG 1 消除貧窮 社會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

社會局

社會局

社會局

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脆弱家庭個案參與家庭社區支

持服務涵蓋率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申請開戶率

低（中低）收入戶參與脫貧措

施涵蓋率

1.

2.

3.

布建家庭社區支持服務計畫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脫貧計畫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

農業局

農業局

衛生局

12大施政發展策略

效能好政府

效能好政府

效能好政府

施用有機質肥料面積

批發市場農產品用藥不合格率

食品業者登錄家數成長率

4.

5.

6.

為確保永續發展的糧食生產系

統

保障消費者安全蔬果加強批發

市場農藥攔檢

強化食品業者登錄

SDGs目標

SDG 3 健康與福祉 社會領 域 面 向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嬰兒死亡率

結核病發生率

愛滋感染者服藥比率

長輩參與長青學苑人次

身障社區式服務（社區日間照

顧、小作所）據點數

長照服務使用比率

7.

8.

9.

10.

11.

12.

1.

2.

3.

SDGs目標
領域面向SDG 4 教育品質 社會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公共化幼兒園增班數

公共托育設施設置及整修數與

收托人數

國際教育計畫學生參與人次

終身學習相關課程參與人次

人均借閱圖書量

高中以下師生參與科技教育

人次

辦理教師精進場次

20.

21.

22.

23.

24.

25.

26.

公幼倍增計畫

公托倍增計畫

推動國際教育

推動終身學習

提升借閱成長計畫

推動科技教育

精進教師教學專業

20.

21.

22.

23.

24.

25.

26.

4.

5.

6.

SDGs目標

SDG 5 性別平等 社會領域面向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

社會局

社會局

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幸福宜居城 性別平等友善措施數27.

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主

流化實施計畫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推動

性別平等創新計畫

27.

28.

7.

8.

9.

10.

11.

12.

孕產婦兒健康關懷服務

潛伏結核全都治計畫

愛滋感染者服藥

推動長青學苑計畫

身障共融幸福倍增計畫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社會局

社會局

衛生局

附件一、臺中市施政策略、永續發展指標、計畫/行動方案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健康活力道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思用型教育

思用型教育

意象新美學

思用型教育

思用型教育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長照即時通APP涵蓋率

心理諮詢服務成長率

65歲以上長者流感疫苗接種率

文化健康站數

每十萬人建築物火災發生數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OHCA案件康復出院人數及

EMTP人數

13.

14.

15.

16.

17.

18.

19.

長照即時通APP

長者到宅及定點心理諮詢服務

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

站實施計畫

有效降低建築物火災數計畫

國民運動中心新建計畫

提升大臺中緊急救護能量

13.

14.

15.

16.

17.

18.

19.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原民會

消防局

運動局

消防局

教育局

社會局

教育局

教育局

文化局

教育局

教育局

推
動
性
別
主
流
化

（共計103項指標、106項計畫）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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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  附 件

SDGs目標

SDG 2 消除飢餓 社會領域面向 經濟

SDGs目標
領域面向SDG 1 消除貧窮 社會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

社會局

社會局

社會局

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脆弱家庭個案參與家庭社區支

持服務涵蓋率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申請開戶率

低（中低）收入戶參與脫貧措

施涵蓋率

1.

2.

3.

布建家庭社區支持服務計畫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脫貧計畫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

農業局

農業局

衛生局

12大施政發展策略

效能好政府

效能好政府

效能好政府

施用有機質肥料面積

批發市場農產品用藥不合格率

食品業者登錄家數成長率

4.

5.

6.

為確保永續發展的糧食生產系

統

保障消費者安全蔬果加強批發

市場農藥攔檢

強化食品業者登錄

SDGs目標

SDG 3 健康與福祉 社會領 域 面 向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嬰兒死亡率

結核病發生率

愛滋感染者服藥比率

長輩參與長青學苑人次

身障社區式服務（社區日間照

顧、小作所）據點數

長照服務使用比率

7.

8.

9.

10.

11.

12.

1.

2.

3.

SDGs目標
領域面向SDG 4 教育品質 社會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公共化幼兒園增班數

公共托育設施設置及整修數與

收托人數

國際教育計畫學生參與人次

終身學習相關課程參與人次

人均借閱圖書量

高中以下師生參與科技教育

人次

辦理教師精進場次

20.

21.

22.

23.

24.

25.

26.

公幼倍增計畫

公托倍增計畫

推動國際教育

推動終身學習

提升借閱成長計畫

推動科技教育

精進教師教學專業

20.

21.

22.

23.

24.

25.

26.

4.

5.

6.

SDGs目標

SDG 5 性別平等 社會領域面向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

社會局

社會局

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幸福宜居城 性別平等友善措施數27.

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主

流化實施計畫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推動

性別平等創新計畫

27.

28.

7.

8.

9.

10.

11.

12.

孕產婦兒健康關懷服務

潛伏結核全都治計畫

愛滋感染者服藥

推動長青學苑計畫

身障共融幸福倍增計畫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社會局

社會局

衛生局

附件一、臺中市施政策略、永續發展指標、計畫/行動方案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健康活力道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思用型教育

思用型教育

意象新美學

思用型教育

思用型教育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長照即時通APP涵蓋率

心理諮詢服務成長率

65歲以上長者流感疫苗接種率

文化健康站數

每十萬人建築物火災發生數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OHCA案件康復出院人數及

EMTP人數

13.

14.

15.

16.

17.

18.

19.

長照即時通APP

長者到宅及定點心理諮詢服務

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

站實施計畫

有效降低建築物火災數計畫

國民運動中心新建計畫

提升大臺中緊急救護能量

13.

14.

15.

16.

17.

18.

19.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原民會

消防局

運動局

消防局

教育局

社會局

教育局

教育局

文化局

教育局

教育局

推
動
性
別
主
流
化

（共計103項指標、106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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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目標
領域面向SDG 6 淨水及衛生 環境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飲用水不合格率

整體污水處理率

河川未受污染比例

（RPI≦2.0）

28.

29.

30.

維護市民飲用水安全

推動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建設

計畫

水質保護

29.

30.

31.

環保局

水利局

環保局

韌性水共生

韌性水共生

韌性水共生

SDGs目標
領域面向SDG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經濟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APP使

用次數成長率

37. 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營運服

務

42. 經發局效能好政府

SDGs目標

SDG 7 可負擔能源 經濟領域面向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再生能源使用率

再生能源累計發電度數

太陽能發電累計設置容量

轄權內工業區新租購案，廠商

須於屋頂50%面積設置光電

資源循環發電量

LED智能路燈換裝比例

31.

32.

33.

34.

35.

36.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經發局

經發局

經發局

經發局

經發局

經發局

經發局

經發局

環保局

建設局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計畫

綠能屋頂全民推動計畫

市管公用案場建置太陽

光電

工廠屋頂設置太陽光電

用電大戶設置太陽光電

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實施計畫

臺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

區

產業綠能運用提升計畫

資源循環發電計畫

LED智能路燈換裝計畫

清秀樂臺中

創新創業城

創新創業城

思用型教育

創新創業城

思用型教育

效能好政府

創新創業城

創新創業城

創新創業城

意象新美學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輔導創業家次

累計訪廠家數

求職就業率

身障生就業率

輔導文創業者成長率

職訓後就業率

保險給付職業災害千人率

旅宿業住宿總人次

參與動畫影展人次成長率

協拍件次成長率

藝文活動參加人次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臺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委託經

營管理計畫

策略性產業招商

提供就業服務資源，強化求職

者就業準備力

身心障礙學生就業準備講座

文創輔導計畫

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計畫

職場安全及健康精進計畫2.0

推廣觀光旅遊

臺中電影節

打造臺灣影視重鎮

推廣藝文活動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經發局

經發局

勞工局

勞工局

文化局

勞工局

勞工局

觀旅局

新聞局

新聞局

文化局

SDGs目標

SDG 9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雨水下水道建置率

設透水人行道累計長度成長率

49.

50.

提升雨水下水道建置率，建全

都市區域排洪能力

建置具透水功能人行道

54.

55.

韌性水共生

韌性水共生

水利局

建設局

環境領域面向 經濟

SDGs目標

SDG 10 減少不平等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客語能力認證報考累計人數

偏遠地區民眾接受公共衛生醫

療保健服務人次成長率

51.

52.

鼓勵參與客語能力認證

偏遠地區民眾衛生保健及醫療

健康服務

56.

57.

思用型教育

幸福宜居城

客委會

衛生局

社會領域面向

積
極
推
動
再
生
能
源
，
力
促
能
源
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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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目標
領域面向SDG 6 淨水及衛生 環境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飲用水不合格率

整體污水處理率

河川未受污染比例

（RPI≦2.0）

28.

29.

30.

維護市民飲用水安全

推動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建設

計畫

水質保護

29.

30.

31.

環保局

水利局

環保局

韌性水共生

韌性水共生

韌性水共生

SDGs目標
領域面向SDG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經濟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APP使

用次數成長率

37. 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營運服

務

42. 經發局效能好政府

SDGs目標

SDG 7 可負擔能源 經濟領域面向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再生能源使用率

再生能源累計發電度數

太陽能發電累計設置容量

轄權內工業區新租購案，廠商

須於屋頂50%面積設置光電

資源循環發電量

LED智能路燈換裝比例

31.

32.

33.

34.

35.

36.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經發局

經發局

經發局

經發局

經發局

經發局

經發局

經發局

環保局

建設局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計畫

綠能屋頂全民推動計畫

市管公用案場建置太陽

光電

工廠屋頂設置太陽光電

用電大戶設置太陽光電

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實施計畫

臺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

區

產業綠能運用提升計畫

資源循環發電計畫

LED智能路燈換裝計畫

清秀樂臺中

創新創業城

創新創業城

思用型教育

創新創業城

思用型教育

效能好政府

創新創業城

創新創業城

創新創業城

意象新美學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輔導創業家次

累計訪廠家數

求職就業率

身障生就業率

輔導文創業者成長率

職訓後就業率

保險給付職業災害千人率

旅宿業住宿總人次

參與動畫影展人次成長率

協拍件次成長率

藝文活動參加人次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臺中跨境體驗示範基地委託經

營管理計畫

策略性產業招商

提供就業服務資源，強化求職

者就業準備力

身心障礙學生就業準備講座

文創輔導計畫

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計畫

職場安全及健康精進計畫2.0

推廣觀光旅遊

臺中電影節

打造臺灣影視重鎮

推廣藝文活動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經發局

經發局

勞工局

勞工局

文化局

勞工局

勞工局

觀旅局

新聞局

新聞局

文化局

SDGs目標

SDG 9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雨水下水道建置率

設透水人行道累計長度成長率

49.

50.

提升雨水下水道建置率，建全

都市區域排洪能力

建置具透水功能人行道

54.

55.

韌性水共生

韌性水共生

水利局

建設局

環境領域面向 經濟

SDGs目標

SDG 10 減少不平等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客語能力認證報考累計人數

偏遠地區民眾接受公共衛生醫

療保健服務人次成長率

51.

52.

鼓勵參與客語能力認證

偏遠地區民眾衛生保健及醫療

健康服務

56.

57.

思用型教育

幸福宜居城

客委會

衛生局

社會領域面向

積
極
推
動
再
生
能
源
，
力
促
能
源
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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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目標

SDG 11 永續城市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社會住宅興建累計完工戶數

自行車道優化率

電動汽機車充、換電站成長率

電動機車成長率

公有停車場電動汽車充電站達

成率

電動公車數目(電動公車佔比)

無障礙公車車輛數

市公車運量數

全市停車場智慧化比例

非現金支付比例

iBike累計租借人次

建置自駕巴士運行場域設之路

線長度及其載客人次

智慧化號誌路口完成數成長率

建置新成屋3D模型比例

文化資產館舍參訪人次成長率

樹葬申請成長率(件數)

PM2.5年平均濃度

空氣品質良率(AQI≦100)

O38小時濃度紅色警戒等級發

生比例

完成步道優化整建總長度之比

例

新闢公園面積之比例

改善人行道長度成長率

道路燙平長度

無障礙斜坡道改善數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共好社宅

優化休閒型自行車道

推廣電動車充、換電站

老舊機車汰購及新購低污染車

輛補助計畫

公有停車場申請用電暨電動汽

車充電設備維護工作

推動中央「2030市區公車電

動化執行計畫」

無障礙公車

公車運量提升計畫

停車智慧化

iBike倍增計畫

自駕巴士計畫

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與臺中市

智慧交通管理系統TOPIS建置

計畫整合

邁向3D智慧國土-國家底圖空

間資料基礎建設計畫

文化資產保存及推廣

綠色環保節葬政策

藍天白雲行動計畫

優化整建既有步道

美樂地計畫

人本通行環境建置計畫

道路燙平專案

無障礙斜坡道改善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都發局

觀旅局

環保局

環保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地政局

文化局

民政局

環保局

觀旅局

建設局

建設局

建設局

建設局

幸福宜居城

健康活力道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效能好政府

意象新美學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健康活力道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低碳認證宗教場所成長率(件

數)

都市設計審議輔導設置屋頂及

垂直綠化設計比率

宜居建築固碳量

騎樓安學長度(騎樓整平長度)

公廁特優級比例

公辦市地重劃累計辦理面積

區段徵收累計辦理面積

地籍整理土地筆數比例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輔導推動低碳宗教場所

都市設計審議制度

推動宜居建築

騎樓安學及騎樓整平計畫

推動友善公廁計畫

陽光重劃共好臺中，打造宜居

樂活城市

區徵共好，富市臺中

大臺中地區委外重測計畫

早期農地重劃區確定測量

地籍整理（數值法重測）

計畫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民政局

都發局

都發局

都發局

環保局

地政局

地政局

地政局

地政局

清淨新家園

韌性水共生

韌性水共生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新國際門戶

效能好政府

環境領域面向 社會

SDGs目標

SDG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流向勾稽異常比率

有機(含轉型期)農產品驗證面

積

地產地消年度減碳量

資源回收率

焚化底渣再利用之資源循環率

協助造紙業者RDF-5去化噸數

85.

86.

87.

88.

89.

90.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流向

勾稽計畫

2030年增加有機耕種面積達

600公頃

地產地消-在地農民市集

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再利用

焚化底渣再利用

垃圾衍生燃料(RDF-5/SRF)試

辦計畫

88.

89.

90.

91.

92.

93.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創新創業城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環保局

農業局

農業局

環保局

環保局

環保局

環境領域面向 經濟

地
籍
圖
重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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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目標

SDG 11 永續城市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社會住宅興建累計完工戶數

自行車道優化率

電動汽機車充、換電站成長率

電動機車成長率

公有停車場電動汽車充電站達

成率

電動公車數目(電動公車佔比)

無障礙公車車輛數

市公車運量數

全市停車場智慧化比例

非現金支付比例

iBike累計租借人次

建置自駕巴士運行場域設之路

線長度及其載客人次

智慧化號誌路口完成數成長率

建置新成屋3D模型比例

文化資產館舍參訪人次成長率

樹葬申請成長率(件數)

PM2.5年平均濃度

空氣品質良率(AQI≦100)

O38小時濃度紅色警戒等級發

生比例

完成步道優化整建總長度之比

例

新闢公園面積之比例

改善人行道長度成長率

道路燙平長度

無障礙斜坡道改善數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共好社宅

優化休閒型自行車道

推廣電動車充、換電站

老舊機車汰購及新購低污染車

輛補助計畫

公有停車場申請用電暨電動汽

車充電設備維護工作

推動中央「2030市區公車電

動化執行計畫」

無障礙公車

公車運量提升計畫

停車智慧化

iBike倍增計畫

自駕巴士計畫

智慧化動態號誌系統與臺中市

智慧交通管理系統TOPIS建置

計畫整合

邁向3D智慧國土-國家底圖空

間資料基礎建設計畫

文化資產保存及推廣

綠色環保節葬政策

藍天白雲行動計畫

優化整建既有步道

美樂地計畫

人本通行環境建置計畫

道路燙平專案

無障礙斜坡道改善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都發局

觀旅局

環保局

環保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

地政局

文化局

民政局

環保局

觀旅局

建設局

建設局

建設局

建設局

幸福宜居城

健康活力道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交通任意門

效能好政府

意象新美學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健康活力道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低碳認證宗教場所成長率(件

數)

都市設計審議輔導設置屋頂及

垂直綠化設計比率

宜居建築固碳量

騎樓安學長度(騎樓整平長度)

公廁特優級比例

公辦市地重劃累計辦理面積

區段徵收累計辦理面積

地籍整理土地筆數比例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輔導推動低碳宗教場所

都市設計審議制度

推動宜居建築

騎樓安學及騎樓整平計畫

推動友善公廁計畫

陽光重劃共好臺中，打造宜居

樂活城市

區徵共好，富市臺中

大臺中地區委外重測計畫

早期農地重劃區確定測量

地籍整理（數值法重測）

計畫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民政局

都發局

都發局

都發局

環保局

地政局

地政局

地政局

地政局

清淨新家園

韌性水共生

韌性水共生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幸福宜居城

新國際門戶

效能好政府

環境領域面向 社會

SDGs目標

SDG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流向勾稽異常比率

有機(含轉型期)農產品驗證面

積

地產地消年度減碳量

資源回收率

焚化底渣再利用之資源循環率

協助造紙業者RDF-5去化噸數

85.

86.

87.

88.

89.

90.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流向

勾稽計畫

2030年增加有機耕種面積達

600公頃

地產地消-在地農民市集

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再利用

焚化底渣再利用

垃圾衍生燃料(RDF-5/SRF)試

辦計畫

88.

89.

90.

91.

92.

93.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創新創業城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清淨新家園

環保局

農業局

農業局

環保局

環保局

環保局

環境領域面向 經濟

地
籍
圖
重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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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目標

SDG 14 海洋生態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回收廢棄漁網及廢棄物數量及

每月海上非法查緝次數

94. 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廢棄漁網及

廢棄物/加強海上查緝非法漁

業行為

97.韌性水共生 農業局

環境領域面向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比率

水資源環境教育參與人次

防災士培訓比例

91.

92.

93.

建構氣候變遷因應策略

設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廣水

環境教育

推動防災士制度

94.

95.

96.

環保局

水利局

消防局

清淨新家園

意象新美學

韌性水共生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暴力受虐有效介入率

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消費爭議案件調解率

民眾透過智能客服提問數

98.

99.

100.

101.

102.

103.

提供網絡整合服務，終結兒虐

案件

智慧分析提升交通執法效能

強化消費爭議調解機制

24小時x365天「AI智能客服」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社會局

警察局

法制局

地稅局

效能好政府

效能好政府

效能好政府

效能好政府

SDGs目標

SDG 17 全球夥伴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國際城市交流場次

事業主管機關志工總人數成長

率

城市外交永續夥伴計畫

志願服務實施計畫

清秀樂臺中

思用型教育

秘書處

社會局

SDGs目標

SDG 15 陸地生態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濕地生態教育宣導活動場次及

人次

生物多樣性保護區覆蓋率

95.

96.

濕地及野生動物保護區生態教

育

生態保育及擴大生物多樣性

98.

99.

韌性水共生

韌性水共生

農業局

農業局

環境領域面向

SDGs目標

SDG 16 和平與正義制度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全般刑案破獲率97. 強化犯罪偵防能量，提升刑案

破獲率

100.效能好政府 警察局

領域面向 社會

環境領域面向 經濟 社會

SDGs目標

SDG 13 氣候行動 環境領域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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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目標

SDG 14 海洋生態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回收廢棄漁網及廢棄物數量及

每月海上非法查緝次數

94. 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廢棄漁網及

廢棄物/加強海上查緝非法漁

業行為

97.韌性水共生 農業局

環境領域面向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比率

水資源環境教育參與人次

防災士培訓比例

91.

92.

93.

建構氣候變遷因應策略

設置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推廣水

環境教育

推動防災士制度

94.

95.

96.

環保局

水利局

消防局

清淨新家園

意象新美學

韌性水共生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暴力受虐有效介入率

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消費爭議案件調解率

民眾透過智能客服提問數

98.

99.

100.

101.

102.

103.

提供網絡整合服務，終結兒虐

案件

智慧分析提升交通執法效能

強化消費爭議調解機制

24小時x365天「AI智能客服」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社會局

警察局

法制局

地稅局

效能好政府

效能好政府

效能好政府

效能好政府

SDGs目標

SDG 17 全球夥伴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國際城市交流場次

事業主管機關志工總人數成長

率

城市外交永續夥伴計畫

志願服務實施計畫

清秀樂臺中

思用型教育

秘書處

社會局

SDGs目標

SDG 15 陸地生態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濕地生態教育宣導活動場次及

人次

生物多樣性保護區覆蓋率

95.

96.

濕地及野生動物保護區生態教

育

生態保育及擴大生物多樣性

98.

99.

韌性水共生

韌性水共生

農業局

農業局

環境領域面向

SDGs目標

SDG 16 和平與正義制度

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 臺中市永續發展計畫/行動方案 局處12大施政發展策略

全般刑案破獲率97. 強化犯罪偵防能量，提升刑案

破獲率

100.效能好政府 警察局

領域面向 社會

環境領域面向 經濟 社會

SDGs目標

SDG 13 氣候行動 環境領域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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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核心目標

SDG 1 消除貧窮

SDGs核心目標

SDG 2 消除飢餓

附件二、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說明及短、中、長期目標值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參與家庭社區支持服務人數 / 脆弱家庭開案服務總人數 X 100%

1. 脆弱家庭個案參與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涵蓋率

具體目標  1.2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2016年1月1日以後出生至年滿18歲列冊之中低（低）收入戶或長期安置之兒童及

少年

每年實際申請開戶人數 / 每年符合計畫資格人數 X 100%

2.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申請開戶率

具體目標  1.4
55% 60% 65%

12% 13% 14%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當年嬰兒死亡數 / 當年活產嬰兒數) X 1,000

7. 嬰兒死亡率

具體目標  3.2
2.5‰ 2.49‰ 2.45‰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有至少1次服藥紀錄之存活且未離境之本市本國籍愛滋感染者 / 存活且未離境之

本市本國籍愛滋感染者）X 100%

9. 愛滋感染者服藥比率

具體目標  3.3
93% 94% 95%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結核病新案發生數 / 年中人口數）X 100,000

8. 結核病發生率

具體目標  3.3
28.4% 24.4% 19.4%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參與脫貧措施人數 / 低（中低）收入人數 X 100%

3. 低（中低）收入戶參與脫貧措施涵蓋率

具體目標  1.4
6% 7% 8%

SDGs目標

SDG 3 健康與福祉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2020年食品業者登錄家數為基數（27,412家）

(年度食品業者登錄家數 - 2020年食品業者登錄家數）/ 2020年登錄家數 X 

100%

6. 食品業者登錄家數成長率

具體目標  2.c
15% 55% 80%

指標名稱

定      義：農民申請施用具肥料登記證有機質肥料之面積

5. 施用有機質肥料面積

具體目標  2.4
7,600
公頃

8,500
公頃

10,000
公頃

指標名稱

定      義：依批發市場現場隨機抽驗農產品用藥不合格比率

4. 批發市場農產品用藥不合格率

具體目標  2.1
10% 8% 6%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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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核心目標

SDG 1 消除貧窮

SDGs核心目標

SDG 2 消除飢餓

附件二、臺中市永續發展指標說明及短、中、長期目標值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參與家庭社區支持服務人數 / 脆弱家庭開案服務總人數 X 100%

1. 脆弱家庭個案參與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涵蓋率

具體目標  1.2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2016年1月1日以後出生至年滿18歲列冊之中低（低）收入戶或長期安置之兒童及

少年

每年實際申請開戶人數 / 每年符合計畫資格人數 X 100%

2.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申請開戶率

具體目標  1.4
55% 60% 65%

12% 13% 14%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當年嬰兒死亡數 / 當年活產嬰兒數) X 1,000

7. 嬰兒死亡率

具體目標  3.2
2.5‰ 2.49‰ 2.45‰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有至少1次服藥紀錄之存活且未離境之本市本國籍愛滋感染者 / 存活且未離境之

本市本國籍愛滋感染者）X 100%

9. 愛滋感染者服藥比率

具體目標  3.3
93% 94% 95%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結核病新案發生數 / 年中人口數）X 100,000

8. 結核病發生率

具體目標  3.3
28.4% 24.4% 19.4%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參與脫貧措施人數 / 低（中低）收入人數 X 100%

3. 低（中低）收入戶參與脫貧措施涵蓋率

具體目標  1.4
6% 7% 8%

SDGs目標

SDG 3 健康與福祉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2020年食品業者登錄家數為基數（27,412家）

(年度食品業者登錄家數 - 2020年食品業者登錄家數）/ 2020年登錄家數 X 

100%

6. 食品業者登錄家數成長率

具體目標  2.c
15% 55% 80%

指標名稱

定      義：農民申請施用具肥料登記證有機質肥料之面積

5. 施用有機質肥料面積

具體目標  2.4
7,600
公頃

8,500
公頃

10,000
公頃

指標名稱

定      義：依批發市場現場隨機抽驗農產品用藥不合格比率

4. 批發市場農產品用藥不合格率

具體目標  2.1
10% 8% 6%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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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長青學苑平均每年50,000受益人次為基準。

長青學苑受益人次每年成長1,000人次（當年受益人次 - 前年受益人次）

10. 長輩參與長青學苑人次

具體目標  3.7
51,000
人次

55,000
人次

60,000
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身障服務據點達成數數量

11. 身障社區式服務（社區日間照顧、小作所）據點數

具體目標  3.8
40處 50處 60處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使用長照服務 / 推估長照需求人數 X 100%

12. 長照服務使用比率

具體目標  3.8
50% 60% 65%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當年度長照APP下載率 / 當年度長照服務使用人數 X 100%

13. 長照即時通APP涵蓋率

具體目標  3.8
25% 50% 80%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針對本市有情緒困擾及高風險民眾由專業心理師提供心理諮詢服務。以2020年心

理諮詢服務量為基準值（3,600人次）

(當年度心理諮詢服務量-2020年服務量）/ 2020年服務量 X 100%

14. 心理諮詢服務成長率

具體目標  3.8
5% 10% 15%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本市65歲以上長者（含安養、養護、長期照顧等機構內受照顧者，但不包含機構

工作人員）

接種數 / 本市65歲以上年中人口數 X 100%

15. 65歲以上長者流感疫苗接種率

具體目標  3.8
50% 52% 54%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依臺中市內所設文化健康站數計算

16. 文化健康站數

具體目標  3.8
24站 26站 28站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建築物火災數 / 人口數（十萬）

17. 每十萬人建築物火災發生數

具體目標  3.9
28 25 22

指標名稱

定      義：臺中市18歲以上一週內運動3次每次30分鐘運動人口比率

18.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具體目標  3.d
33.6% 34% 34.5%

指標名稱

定      義：康復出院人數計算方式，係經醫院診斷神經學狀態為CPC1或CPC2出院人數

19. OHCA案件康復出院人數及EMTP人數

具體目標  3.d
OHCA案件
康復出院
人數100人

OHCA案件
康復出院
人數110人

OHCA案件
康復出院
人數120人

EMTP
人數116人

EMTP
人數150人

EMTP
人數200人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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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長青學苑平均每年50,000受益人次為基準。

長青學苑受益人次每年成長1,000人次（當年受益人次 - 前年受益人次）

10. 長輩參與長青學苑人次

具體目標  3.7
51,000
人次

55,000
人次

60,000
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身障服務據點達成數數量

11. 身障社區式服務（社區日間照顧、小作所）據點數

具體目標  3.8
40處 50處 60處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使用長照服務 / 推估長照需求人數 X 100%

12. 長照服務使用比率

具體目標  3.8
50% 60% 65%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當年度長照APP下載率 / 當年度長照服務使用人數 X 100%

13. 長照即時通APP涵蓋率

具體目標  3.8
25% 50% 80%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針對本市有情緒困擾及高風險民眾由專業心理師提供心理諮詢服務。以2020年心

理諮詢服務量為基準值（3,600人次）

(當年度心理諮詢服務量-2020年服務量）/ 2020年服務量 X 100%

14. 心理諮詢服務成長率

具體目標  3.8
5% 10% 15%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本市65歲以上長者（含安養、養護、長期照顧等機構內受照顧者，但不包含機構

工作人員）

接種數 / 本市65歲以上年中人口數 X 100%

15. 65歲以上長者流感疫苗接種率

具體目標  3.8
50% 52% 54%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依臺中市內所設文化健康站數計算

16. 文化健康站數

具體目標  3.8
24站 26站 28站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建築物火災數 / 人口數（十萬）

17. 每十萬人建築物火災發生數

具體目標  3.9
28 25 22

指標名稱

定      義：臺中市18歲以上一週內運動3次每次30分鐘運動人口比率

18. 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具體目標  3.d
33.6% 34% 34.5%

指標名稱

定      義：康復出院人數計算方式，係經醫院診斷神經學狀態為CPC1或CPC2出院人數

19. OHCA案件康復出院人數及EMTP人數

具體目標  3.d
OHCA案件
康復出院
人數100人

OHCA案件
康復出院
人數110人

OHCA案件
康復出院
人數120人

EMTP
人數116人

EMTP
人數150人

EMTP
人數200人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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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核心目標

SDG 4 教育品質

指標名稱

定      義：依本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增班數計算

20. 公共化幼兒園增班數

具體目標  4.2
25班 累計

90班
累計
130班

指標名稱

定      義：參與該計畫各相關課程及活動之師生人次加總，包括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課程、

活動、營隊及自造教育競賽、科展、科學園遊會

25. 高中以下師生參與科技教育人次

具體目標  4.b
15,000
人次

25,000
人次

50,000
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性別平等政策措施包含去除性別刻板印象措施、建構性別友善環境措施及提升女

性經濟力措施，如共融公園、哺集乳室、廁所男女比例改善等

27. 性別平等友善措施數

具體目標  5.c
60項 70項 80項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教育品質源自於教師的專業與付出，教師是專業工作者，需持續精進專業發展以

支持學生學習

辦理針對精進教師教學相關研習及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場次數作為指標之參

據

26. 辦理教師精進場次

具體目標  4.c
辦理

1,300場次
累計辦理
1,500場次

累計辦理
1,800場次

指標名稱

定      義：本市參與雲端英語學堂、雙聯學制計畫、雙語及國際實驗班之學生人次

22. 國際教育計畫學生參與人次

具體目標  4.7
8,000
人次

9,000
人次

10,000
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參與本市社區大學及樂齡學習中心開設各類終身學習相關課程參與人次

23. 終身學習相關課程參與人次

具體目標  4.a
180,000
人次

190,000
人次

200,000
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用以評估圖書館館藏的使用率，亦可反映館藏品質與圖書館推廣閱讀的能力

人均借閱量 = 年度總借閱冊數 / 服務人口數

24. 人均借閱圖書量

具體目標  4.a.
4.99
冊/人

5.13
冊/人

5.29
冊/人

指標名稱

定      義：公共托育設施設置及整修數=本市公托及家園數；收托人數=本市公托及家園可收

托總人數

21. 公共托育設施設置及整修數與收托人數

具體目標  4.2
設施設置及
整修數28間

設施設置及
整修數50間

設施設置及
整修數60間

收托總人數
750人

收托總人數
1,400

收托總人數
1,700

SDGs核心目標

SDG 5 性別平等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依本市自來水淨水場處理後之水質抽驗件數計算

不合格件數 / 抽驗件數 X ‰

28. 飲用水不合格率

具體目標  6.1
3‰
以下

2‰
以下

1‰
以下

SDGs核心目標

SDG 6 淨水及衛生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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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核心目標

SDG 4 教育品質

指標名稱

定      義：依本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增班數計算

20. 公共化幼兒園增班數

具體目標  4.2
25班 累計

90班
累計
130班

指標名稱

定      義：參與該計畫各相關課程及活動之師生人次加總，包括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課程、

活動、營隊及自造教育競賽、科展、科學園遊會

25. 高中以下師生參與科技教育人次

具體目標  4.b
15,000
人次

25,000
人次

50,000
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性別平等政策措施包含去除性別刻板印象措施、建構性別友善環境措施及提升女

性經濟力措施，如共融公園、哺集乳室、廁所男女比例改善等

27. 性別平等友善措施數

具體目標  5.c
60項 70項 80項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教育品質源自於教師的專業與付出，教師是專業工作者，需持續精進專業發展以

支持學生學習

辦理針對精進教師教學相關研習及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場次數作為指標之參

據

26. 辦理教師精進場次

具體目標  4.c
辦理

1,300場次
累計辦理
1,500場次

累計辦理
1,800場次

指標名稱

定      義：本市參與雲端英語學堂、雙聯學制計畫、雙語及國際實驗班之學生人次

22. 國際教育計畫學生參與人次

具體目標  4.7
8,000
人次

9,000
人次

10,000
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參與本市社區大學及樂齡學習中心開設各類終身學習相關課程參與人次

23. 終身學習相關課程參與人次

具體目標  4.a
180,000
人次

190,000
人次

200,000
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用以評估圖書館館藏的使用率，亦可反映館藏品質與圖書館推廣閱讀的能力

人均借閱量 = 年度總借閱冊數 / 服務人口數

24. 人均借閱圖書量

具體目標  4.a.
4.99
冊/人

5.13
冊/人

5.29
冊/人

指標名稱

定      義：公共托育設施設置及整修數=本市公托及家園數；收托人數=本市公托及家園可收

托總人數

21. 公共托育設施設置及整修數與收托人數

具體目標  4.2
設施設置及
整修數28間

設施設置及
整修數50間

設施設置及
整修數60間

收托總人數
750人

收托總人數
1,400

收托總人數
1,700

SDGs核心目標

SDG 5 性別平等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依本市自來水淨水場處理後之水質抽驗件數計算

不合格件數 / 抽驗件數 X ‰

28. 飲用水不合格率

具體目標  6.1
3‰
以下

2‰
以下

1‰
以下

SDGs核心目標

SDG 6 淨水及衛生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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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核心目標

SDG 7 可負擔能源

指標名稱

定      義：本市再生能源供應佔本市用電量

31. 再生能源使用率

具體目標  7.a
11% 13% 20%

指標名稱

定      義：2030年再生能源發電達60億度

32. 再生能源累計發電度數

具體目標  7.a
35億度 38億度 60億度

指標名稱

定      義：本市太陽能發電累計設置容量2030達1GW

33. 太陽能發電累計設置容量

具體目標  7.a
太陽光電之
裝置容量
達400MW

太陽光電之
裝置容量
達600MW

太陽光電之
裝置容量
達1GW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 專用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 建築物污水設施設置率

29. 整體污水處理率

具體目標  6.3
68.94% 78% 90%

指標名稱

定      義：建築物屋頂扣除不可設置區域後，其餘50%以上面積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施

（所稱屋頂不可設置區域，指屋頂雜項工作物、屋頂綠化設施及屋頂透空框架投

影、經審核遮陰區域、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確有困難者等面積後所占之面積）

34. 轄權內工業區新租購案，廠商須於屋頂50%面積設置光電

具體目標  7.a
1,026.74
m2

6,718.12
m2

12,034
m2

指標名稱

定      義：LED智能路燈占臺中市權管路燈總數比例

36. LED智能路燈換裝比例

具體目標  7.b
1% 35% 100%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 焚化廠發電量為焚燒垃圾後汽電共生資源循環實際的發電量度數

廚餘厭氧發電：以2020年度實際發電為基準年，同年9月實際發電趨於穩定後

計算

1.

2.

35. 資源循環發電量

具體目標  7.a
汽電共生發
電量為4億
4,200萬度

汽電共生發
電量為4億
4,200萬度

汽電共生發
電量為5億度

廚餘厭氧
發電180萬
度電

廚餘厭氧
發電250萬
度電

廚餘厭氧
發電500萬
度電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本市轄內三大流域（烏溪、大甲溪、大安溪）未（稍）受污染河段長度 / 本市轄

內三大流域（烏溪、大甲溪、大安溪）河段長度。

30. 河川未受污染比例（RPI≦2.0）

具體目標  6.3
80% 85% 90%

註：需視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實際營運狀況滾動式調整
因本市焚化廠除汰舊換新工程外並未針對發電設備進行改善，仍以2021年發電量為目標

指標名稱

定      義：以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累計服務人次（使用次數）作為量化評估之基礎

37. 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APP使用次數成長率

具體目標  8.3
2.5%
以2020
為基期

10%
以2021年
為基期

5%
以2025年
為基期

SDGs核心目標

SDG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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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核心目標

SDG 7 可負擔能源

指標名稱

定      義：本市再生能源供應佔本市用電量

31. 再生能源使用率

具體目標  7.a
11% 13% 20%

指標名稱

定      義：2030年再生能源發電達60億度

32. 再生能源累計發電度數

具體目標  7.a
35億度 38億度 60億度

指標名稱

定      義：本市太陽能發電累計設置容量2030達1GW

33. 太陽能發電累計設置容量

具體目標  7.a
太陽光電之
裝置容量
達400MW

太陽光電之
裝置容量
達600MW

太陽光電之
裝置容量
達1GW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 專用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 建築物污水設施設置率

29. 整體污水處理率

具體目標  6.3
68.94% 78% 90%

指標名稱

定      義：建築物屋頂扣除不可設置區域後，其餘50%以上面積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設施

（所稱屋頂不可設置區域，指屋頂雜項工作物、屋頂綠化設施及屋頂透空框架投

影、經審核遮陰區域、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確有困難者等面積後所占之面積）

34. 轄權內工業區新租購案，廠商須於屋頂50%面積設置光電

具體目標  7.a
1,026.74
m2

6,718.12
m2

12,034
m2

指標名稱

定      義：LED智能路燈占臺中市權管路燈總數比例

36. LED智能路燈換裝比例

具體目標  7.b
1% 35% 100%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 焚化廠發電量為焚燒垃圾後汽電共生資源循環實際的發電量度數

廚餘厭氧發電：以2020年度實際發電為基準年，同年9月實際發電趨於穩定後

計算

1.

2.

35. 資源循環發電量

具體目標  7.a
汽電共生發
電量為4億
4,200萬度

汽電共生發
電量為4億
4,200萬度

汽電共生發
電量為5億度

廚餘厭氧
發電180萬
度電

廚餘厭氧
發電250萬
度電

廚餘厭氧
發電500萬
度電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本市轄內三大流域（烏溪、大甲溪、大安溪）未（稍）受污染河段長度 / 本市轄

內三大流域（烏溪、大甲溪、大安溪）河段長度。

30. 河川未受污染比例（RPI≦2.0）

具體目標  6.3
80% 85% 90%

註：需視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實際營運狀況滾動式調整
因本市焚化廠除汰舊換新工程外並未針對發電設備進行改善，仍以2021年發電量為目標

指標名稱

定      義：以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累計服務人次（使用次數）作為量化評估之基礎

37. 臺中生活經濟資訊平台APP使用次數成長率

具體目標  8.3
2.5%
以2020
為基期

10%
以2021年
為基期

5%
以2025年
為基期

SDGs核心目標

SDG 8 就業與經濟成長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附件未來推動方向

107



指標名稱

定      義：輔導創業者在臺中設立登記或取得相關補助資源、發展跨境商務

38. 輔導創業家次

具體目標  8.3
累計
30家次

累計
75家次

累計
150家次

註：以2020年14家業者達成異業合作為計算基期

指標名稱

定      義：透過單一窗口招商服務、營運總部獎勵補助、投資障礙排除會議等方式，協助廠

商投資落地，帶動經濟發展

39. 累計訪廠家數

具體目標  8.3
25家 25家 25家

指標名稱

定      義：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指標計算方式，求職就業率為本市

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除以本市求職新登記人數（本市近10年求職就業率為

62.44%）

40. 求職就業率

具體目標  8.5
65% 68% 70%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依特教通報網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轉銜本局之身障應屆畢業學生已就業比例

身障生就業率 = 該學年度轉銜勞政之身障學生就業人數 / 該學年度轉銜勞政之身

障學生總人數（2020年身障生就業率33.5%）

41. 身障生就業率

具體目標  8.5
35% 37% 40%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輔導創業者在臺中設立登記或取得相關補助資源、發展跨境商務

以2020年14家業者達成異業合作為計算基期

42. 輔導文創業者成長率

具體目標  8.5
5% 10% 15%

指標名稱

定      義：訓後3個月內就業占訓練人數比率（近3年訓後就業率為79.5%）

43. 職訓後就業率

具體目標  8.6
80% 80.5% 81%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年職業災害千人率（‰）= 全年領取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人次 ／ 年平均勞工保險投

保人數 Ｘ 1,000（2020年年職業災害千人率3.142‰）

44. 保險給付職業災害千人率

具體目標  8.6
下降至
2.932‰

下降至
2.847‰

下降至
2.764‰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住宿率提升

以2020年旅宿業住宿總人次為基準值（645萬人次）

45. 旅宿業住宿總人次

具體目標  8.9
2020年住宿
人次60%

成長
10%

成長
15%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依「臺中國際動畫影展」2020年總放映場觀影人次及周邊活動人次之總和做為成

長率計算基數

46. 參與動畫影展人次成長率

具體目標  8.9
7% 13% 25%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依劇組2019年至2020年至臺中拍片需求統計件次之平均值做為年成長率計算基數

47. 協拍件次成長率

具體目標  8.9
10% 15% 20%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本市藝文活動參與人次 / 臺中市戶籍地人口數

48. 藝文活動參加人次

具體目標  8.9
9.0次
/每人

9.2次
/每人

9.4次
/每人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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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      義：輔導創業者在臺中設立登記或取得相關補助資源、發展跨境商務

38. 輔導創業家次

具體目標  8.3
累計
30家次

累計
75家次

累計
150家次

註：以2020年14家業者達成異業合作為計算基期

指標名稱

定      義：透過單一窗口招商服務、營運總部獎勵補助、投資障礙排除會議等方式，協助廠

商投資落地，帶動經濟發展

39. 累計訪廠家數

具體目標  8.3
25家 25家 25家

指標名稱

定      義：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指標計算方式，求職就業率為本市

有效求職推介就業人數除以本市求職新登記人數（本市近10年求職就業率為

62.44%）

40. 求職就業率

具體目標  8.5
65% 68% 70%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依特教通報網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轉銜本局之身障應屆畢業學生已就業比例

身障生就業率 = 該學年度轉銜勞政之身障學生就業人數 / 該學年度轉銜勞政之身

障學生總人數（2020年身障生就業率33.5%）

41. 身障生就業率

具體目標  8.5
35% 37% 40%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輔導創業者在臺中設立登記或取得相關補助資源、發展跨境商務

以2020年14家業者達成異業合作為計算基期

42. 輔導文創業者成長率

具體目標  8.5
5% 10% 15%

指標名稱

定      義：訓後3個月內就業占訓練人數比率（近3年訓後就業率為79.5%）

43. 職訓後就業率

具體目標  8.6
80% 80.5% 81%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年職業災害千人率（‰）= 全年領取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人次 ／ 年平均勞工保險投

保人數 Ｘ 1,000（2020年年職業災害千人率3.142‰）

44. 保險給付職業災害千人率

具體目標  8.6
下降至
2.932‰

下降至
2.847‰

下降至
2.764‰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住宿率提升

以2020年旅宿業住宿總人次為基準值（645萬人次）

45. 旅宿業住宿總人次

具體目標  8.9
2020年住宿
人次60%

成長
10%

成長
15%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依「臺中國際動畫影展」2020年總放映場觀影人次及周邊活動人次之總和做為成

長率計算基數

46. 參與動畫影展人次成長率

具體目標  8.9
7% 13% 25%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依劇組2019年至2020年至臺中拍片需求統計件次之平均值做為年成長率計算基數

47. 協拍件次成長率

具體目標  8.9
10% 15% 20%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本市藝文活動參與人次 / 臺中市戶籍地人口數

48. 藝文活動參加人次

具體目標  8.9
9.0次
/每人

9.2次
/每人

9.4次
/每人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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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核心目標

SDG 9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逐年提升雨水下水道建置率，以建全都市區域排洪能力

每年雨水下水道建置長度 / 本市雨水下水道規劃長度

49. 雨水下水道建置率

具體目標  9.1
78% 82% 90%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2020年透水鋪面長度為基準值（5.89公里）

(當年度累積透水鋪面長度 - 5.89）/ 5.89 Ｘ 100%

50. 設透水人行道累計長度成長率

具體目標  9.1
5% 25% 50%

SDGs核心目標

SDG 11 永續城市

指標名稱

定      義：以社宅申報完工為基準統計完工戶數

53. 社會住宅興建累計完工戶數

具體目標  11.1
1,411戶 6,048戶 6,953戶

指標名稱

定      義：針對本局權管53條休閒型自行車道進行優化（新建、整建、修建）

54. 自行車道優化率

具體目標  11.2
10% 15% 20%

指標名稱

定      義：以2019年電動機車數量為基準值（43,649輛）

56. 電動機車成長率

具體目標  11.2
60% 130% 200%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2022年起每年預計約設置站數為2018年至2020年之每年新增設置站數取最小值

(20站）

(當期目標 / 長期目標) X 100%

57. 公有停車場電動汽車充電站達成率

具體目標  11.2
58.1%
250站

76.7%
330站

100%
430站

指標名稱

定      義：以本市2019年為基準年，2030年規劃各類充、換電站目標設定相較基準年成長率

100%；2019年電動汽車充電站437站、電動機車充電站530站、電動機車換電站

274站

55. 電動汽機車充、換電站成長率

具體目標  11.2
28% 45% 100%

SDGs核心目標

SDG 10 減少不平等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客語能力認證報考人數累計數

51. 客語能力認證報考累計人數

具體目標  10.2
8,500人 11,900人 14,900人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當年度服務總人次 - 2020年度服務總人次  /2020年服務總人次）Ｘ 100%

52. 偏遠地區民眾接受公共衛生醫療保健服務人次成長率

具體目標  10.4
1% 2% 3%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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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核心目標

SDG 9 工業、創新基礎建設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逐年提升雨水下水道建置率，以建全都市區域排洪能力

每年雨水下水道建置長度 / 本市雨水下水道規劃長度

49. 雨水下水道建置率

具體目標  9.1
78% 82% 90%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2020年透水鋪面長度為基準值（5.89公里）

(當年度累積透水鋪面長度 - 5.89）/ 5.89 Ｘ 100%

50. 設透水人行道累計長度成長率

具體目標  9.1
5% 25% 50%

SDGs核心目標

SDG 11 永續城市

指標名稱

定      義：以社宅申報完工為基準統計完工戶數

53. 社會住宅興建累計完工戶數

具體目標  11.1
1,411戶 6,048戶 6,953戶

指標名稱

定      義：針對本局權管53條休閒型自行車道進行優化（新建、整建、修建）

54. 自行車道優化率

具體目標  11.2
10% 15% 20%

指標名稱

定      義：以2019年電動機車數量為基準值（43,649輛）

56. 電動機車成長率

具體目標  11.2
60% 130% 200%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2022年起每年預計約設置站數為2018年至2020年之每年新增設置站數取最小值

(20站）

(當期目標 / 長期目標) X 100%

57. 公有停車場電動汽車充電站達成率

具體目標  11.2
58.1%
250站

76.7%
330站

100%
430站

指標名稱

定      義：以本市2019年為基準年，2030年規劃各類充、換電站目標設定相較基準年成長率

100%；2019年電動汽車充電站437站、電動機車充電站530站、電動機車換電站

274站

55. 電動汽機車充、換電站成長率

具體目標  11.2
28% 45% 100%

SDGs核心目標

SDG 10 減少不平等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客語能力認證報考人數累計數

51. 客語能力認證報考累計人數

具體目標  10.2
8,500人 11,900人 14,900人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當年度服務總人次 - 2020年度服務總人次  /2020年服務總人次）Ｘ 100%

52. 偏遠地區民眾接受公共衛生醫療保健服務人次成長率

具體目標  10.4
1% 2% 3%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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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      義：目前只計畫建置新成屋，新成屋繪製建物平面圖時，即建置其3D模型，故其連動

該達成率為100%

66. 建置新成屋3D模型比例

具體目標  11.3
100% 100% 100%

指標名稱

定      義：本市文化局經營管理之有形文化資產館舍每年受參訪累計人次與2020年累計之受

參訪人次之比例計算（2020年受參訪人次為713,140人）

67. 文化資產館舍參訪人次成長率

具體目標  11.4
提升1% 提升3% 提升5%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2018年樹葬申請數為基準值（1,450件）

(當年度申請數 - 2018年申請數）/ 2018年之申請數 X 100%

68. 樹葬申請成長率（件數）

具體目標  11.6
56% 112% 153%

指標名稱

定      義：本市市區公車總數 = 本市電動公車占比

58. 電動公車數目（電動公車佔比）

具體目標  11.2
215輛
13%

640輛
40%

1,600輛
100% 指標名稱

定      義：自駕巴士運行場域設施之路線公里數，及目標年之自駕巴士載客人次

64. 建置自駕巴士運行場域之路線長度及其載客人次

具體目標  11.2
完成自駕
巴士路線
規劃及爭
取經費

11.6公里
10,000人次

11.6公里
20,000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無障礙公車車輛數為低地板公車車輛數與通用無障礙公車車輛數之總和

59. 無障礙公車車輛數

具體目標  11.2
1,256輛 1,400輛 1,600輛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智慧化號誌路口可透過佈設偵測器蒐集交通流量，即時演算產出最佳化控制策

略，並傳輸至智慧化號誌路口調整為最適時制，可達提升車流紓解效率，降低壅

塞情形發生

(當期目標-前期目標/前期目標）X 100%

65. 智慧化號誌路口完成數成長率

具體目標  11.2
60% 66% 70%

指標名稱

定      義：以2020年運量為基礎（1.1億）

60. 市公車運量數

具體目標  11.2
0.58億 1.36億 1.5億

指標名稱

定      義：計算各年度累積租借次數

63. iBike累計租借人次

具體目標  11.2
4,500萬
人次

9,000萬
人次

1億5千萬
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非現金支付包含行動支付及金融電信代扣，藉由地磁+PDA開立停車費通知單，減

少超商臨櫃繳費，促使民眾利用行動支付繳納停車費，此外，透過行動支付繳費

享折扣優惠方案，增加黏著度，提升繳費比例

62. 非現金支付比例

具體目標  11.2
15% 30% 50%

指標名稱

定      義：結合科技、導入車牌辨識技術，提供民眾進出停車場以無票化的科技服務體驗，

加速車輛進出效率，同時確實記錄進出時間，打造智慧化停車環境

61. 全市停車場智慧化比例

具體目標  11.2 公有停車場智慧化
完成率達96%
民營停車場完成率

達50%

公有停車場智慧化
完成率達100%
民營停車場完成率

達70%

民營停車場
完成率達9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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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      義：目前只計畫建置新成屋，新成屋繪製建物平面圖時，即建置其3D模型，故其連動

該達成率為100%

66. 建置新成屋3D模型比例

具體目標  11.3
100% 100% 100%

指標名稱

定      義：本市文化局經營管理之有形文化資產館舍每年受參訪累計人次與2020年累計之受

參訪人次之比例計算（2020年受參訪人次為713,140人）

67. 文化資產館舍參訪人次成長率

具體目標  11.4
提升1% 提升3% 提升5%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2018年樹葬申請數為基準值（1,450件）

(當年度申請數 - 2018年申請數）/ 2018年之申請數 X 100%

68. 樹葬申請成長率（件數）

具體目標  11.6
56% 112% 153%

指標名稱

定      義：本市市區公車總數 = 本市電動公車占比

58. 電動公車數目（電動公車佔比）

具體目標  11.2
215輛
13%

640輛
40%

1,600輛
100% 指標名稱

定      義：自駕巴士運行場域設施之路線公里數，及目標年之自駕巴士載客人次

64. 建置自駕巴士運行場域之路線長度及其載客人次

具體目標  11.2
完成自駕
巴士路線
規劃及爭
取經費

11.6公里
10,000人次

11.6公里
20,000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無障礙公車車輛數為低地板公車車輛數與通用無障礙公車車輛數之總和

59. 無障礙公車車輛數

具體目標  11.2
1,256輛 1,400輛 1,600輛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智慧化號誌路口可透過佈設偵測器蒐集交通流量，即時演算產出最佳化控制策

略，並傳輸至智慧化號誌路口調整為最適時制，可達提升車流紓解效率，降低壅

塞情形發生

(當期目標-前期目標/前期目標）X 100%

65. 智慧化號誌路口完成數成長率

具體目標  11.2
60% 66% 70%

指標名稱

定      義：以2020年運量為基礎（1.1億）

60. 市公車運量數

具體目標  11.2
0.58億 1.36億 1.5億

指標名稱

定      義：計算各年度累積租借次數

63. iBike累計租借人次

具體目標  11.2
4,500萬
人次

9,000萬
人次

1億5千萬
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非現金支付包含行動支付及金融電信代扣，藉由地磁+PDA開立停車費通知單，減

少超商臨櫃繳費，促使民眾利用行動支付繳納停車費，此外，透過行動支付繳費

享折扣優惠方案，增加黏著度，提升繳費比例

62. 非現金支付比例

具體目標  11.2
15% 30% 50%

指標名稱

定      義：結合科技、導入車牌辨識技術，提供民眾進出停車場以無票化的科技服務體驗，

加速車輛進出效率，同時確實記錄進出時間，打造智慧化停車環境

61. 全市停車場智慧化比例

具體目標  11.2 公有停車場智慧化
完成率達96%
民營停車場完成率

達50%

公有停車場智慧化
完成率達100%
民營停車場完成率

達70%

民營停車場
完成率達9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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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2020年改善人行道為基準（11公里）

(當年度建置及改善置人行道累計長度 - 11）/ 11 X 100%

74. 改善人行道長度成長率

具體目標  11.7
10% 50% 100%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2018年低碳認證宗教場所數認證數為基準值（44件）

(當年度認證數 - 2018年認證數）/ 2018年之認證數 X 100%

77. 低碳認證宗教場所成長率（件數）

具體目標  11.7
20% 25% 29%

指標名稱

定      義：以各區主要、次要道路及人行道為改善主軸，同時改善6米寬度以下鄰里巷道、人

行道

75. 道路燙平長度

具體目標  11.7
100

公里以上
500
公里

1,000
公里

指標名稱

定      義：針對本市行人出入需求高的路段積極提升無障礙斜坡道改善數量

76. 無障礙斜坡道改善數

具體目標  11.7
150處 750處 1,500處

指標名稱

定      義：每年進步2%屋頂及垂直綠化設計比率（2020年為78.1%）

78. 都市設計審議輔導設置屋頂及垂直綠化設計比率

具體目標  11.7
80% 85% 90%

指標名稱

定      義：依臺中市境內環保署（自動）測站O3最大連續8小時移動平均值≧86ppb之站日數

除以總有效站日數計算

71. O38小時濃度紅色警戒等級發生比例

具體目標  11.6
0.7% 0.65% 0.6%

指標名稱

定      義：依臺中市境內環保署（自動）測站PM2.5年平均之算術平均值計算

69. PM2.5年平均濃度

具體目標  11.6
15.4
μg/m3

14
μg/m3

12
μg/m3

指標名稱

定      義：依臺中市境內環保署（自動）測站AQI≦100站日數除以總有效站日數計算

70. 空氣品質良率（AQI≦100）

具體目標  11.6
91.3% 92% 95%

指標名稱

定      義：針對本局維管既有步道，進行優化整建

72. 完成步道優化整建總長度之比例

具體目標  11.7
2% 10% 20%

指標名稱

定      義：以2030年增加25公頃公園綠地為目標研擬

73. 新闢公園面積之比例

具體目標  11.7
10% 50% 100%

指標名稱

定      義：2021~2025年目標：年增加660公噸固碳量；2026~2030年目標：年增加990公

噸固碳量

79. 宜居建築固碳量

具體目標  11.7
8,000
公噸

9,500
公噸

11,000
公噸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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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2020年改善人行道為基準（11公里）

(當年度建置及改善置人行道累計長度 - 11）/ 11 X 100%

74. 改善人行道長度成長率

具體目標  11.7
10% 50% 100%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2018年低碳認證宗教場所數認證數為基準值（44件）

(當年度認證數 - 2018年認證數）/ 2018年之認證數 X 100%

77. 低碳認證宗教場所成長率（件數）

具體目標  11.7
20% 25% 29%

指標名稱

定      義：以各區主要、次要道路及人行道為改善主軸，同時改善6米寬度以下鄰里巷道、人

行道

75. 道路燙平長度

具體目標  11.7
100

公里以上
500
公里

1,000
公里

指標名稱

定      義：針對本市行人出入需求高的路段積極提升無障礙斜坡道改善數量

76. 無障礙斜坡道改善數

具體目標  11.7
150處 750處 1,500處

指標名稱

定      義：每年進步2%屋頂及垂直綠化設計比率（2020年為78.1%）

78. 都市設計審議輔導設置屋頂及垂直綠化設計比率

具體目標  11.7
80% 85% 90%

指標名稱

定      義：依臺中市境內環保署（自動）測站O3最大連續8小時移動平均值≧86ppb之站日數

除以總有效站日數計算

71. O38小時濃度紅色警戒等級發生比例

具體目標  11.6
0.7% 0.65% 0.6%

指標名稱

定      義：依臺中市境內環保署（自動）測站PM2.5年平均之算術平均值計算

69. PM2.5年平均濃度

具體目標  11.6
15.4
μg/m3

14
μg/m3

12
μg/m3

指標名稱

定      義：依臺中市境內環保署（自動）測站AQI≦100站日數除以總有效站日數計算

70. 空氣品質良率（AQI≦100）

具體目標  11.6
91.3% 92% 95%

指標名稱

定      義：針對本局維管既有步道，進行優化整建

72. 完成步道優化整建總長度之比例

具體目標  11.7
2% 10% 20%

指標名稱

定      義：以2030年增加25公頃公園綠地為目標研擬

73. 新闢公園面積之比例

具體目標  11.7
10% 50% 100%

指標名稱

定      義：2021~2025年目標：年增加660公噸固碳量；2026~2030年目標：年增加990公

噸固碳量

79. 宜居建築固碳量

具體目標  11.7
8,000
公噸

9,500
公噸

11,000
公噸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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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本市公廁特優級數量 / 本市列管公廁數量

81. 公廁特優級比例

具體目標  11.7
97% 98% 99%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累計辦理完成公辦市地重劃面積（2020年已累計3,025公頃）

82. 公辦市地重劃累計辦理面積

具體目標  11.a
3,031.96
公頃

3,036.09
公頃

3,395.29
公頃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開辦之區段徵收案面積

83. 區段徵收累計辦理面積

具體目標  11.a
469.71
公頃

499.58
公頃

505.44
公頃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自2021年起已完成地籍整理土地筆數/亟待地籍整理土地筆數

84. 地籍整理土地筆數比例

具體目標  11.a
8% 60% 100%

指標名稱

定      義：須經有機促進法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審查申請驗證者其特定農產品之生產、加

工、分裝及流通過程符合該法規定

86. 有機(含轉型期)農產品驗證面積

具體目標  12.4
490公頃 550公頃 600公頃

SDGs核心目標

SDG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指標名稱

定      義：

88. 資源回收率

具體目標  12.4
58% 60% 65%

指標名稱

定      義：依減少運銷至臺北及臺中批發市場車次數估算減少之排碳量

87. 地產地消年度減碳量

具體目標  12.5
170公噸 210公噸 300公噸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底渣再利用量 / 3座焚化廠底渣總產生量 X 100%

89. 焚化底渣再利用之資源循環率

具體目標  12.5
95% 98% 100%

本市資源回收率逐年提升至2021年達58%

參考臺北市執行隨袋徵收資源回收率約65%，故訂定本市2030年資源回收率目

標值為65%

1.

2.

指標名稱

定      義：每年依提報路段預計完成2,000公尺

80. 騎樓安學長度（騎樓整平長度）

具體目標  11.7
120,000
公尺

150,000
公尺

200,000
公尺 指標名稱

定      義：依2020年本市毒化物廠商總申報50,143筆數為基準，2020年運作紀錄流向勾稽異

常比率為5‰，預計2030年運作紀錄流向勾稽異常比率達4‰以下

85.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流向勾稽異常比率

具體目標  12.4
5‰
以下

4.5‰
以下

4‰
以下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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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本市公廁特優級數量 / 本市列管公廁數量

81. 公廁特優級比例

具體目標  11.7
97% 98% 99%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累計辦理完成公辦市地重劃面積（2020年已累計3,025公頃）

82. 公辦市地重劃累計辦理面積

具體目標  11.a
3,031.96
公頃

3,036.09
公頃

3,395.29
公頃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開辦之區段徵收案面積

83. 區段徵收累計辦理面積

具體目標  11.a
469.71
公頃

499.58
公頃

505.44
公頃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自2021年起已完成地籍整理土地筆數/亟待地籍整理土地筆數

84. 地籍整理土地筆數比例

具體目標  11.a
8% 60% 100%

指標名稱

定      義：須經有機促進法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審查申請驗證者其特定農產品之生產、加

工、分裝及流通過程符合該法規定

86. 有機(含轉型期)農產品驗證面積

具體目標  12.4
490公頃 550公頃 600公頃

SDGs核心目標

SDG 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指標名稱

定      義：

88. 資源回收率

具體目標  12.4
58% 60% 65%

指標名稱

定      義：依減少運銷至臺北及臺中批發市場車次數估算減少之排碳量

87. 地產地消年度減碳量

具體目標  12.5
170公噸 210公噸 300公噸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底渣再利用量 / 3座焚化廠底渣總產生量 X 100%

89. 焚化底渣再利用之資源循環率

具體目標  12.5
95% 98% 100%

本市資源回收率逐年提升至2021年達58%

參考臺北市執行隨袋徵收資源回收率約65%，故訂定本市2030年資源回收率目

標值為65%

1.

2.

指標名稱

定      義：每年依提報路段預計完成2,000公尺

80. 騎樓安學長度（騎樓整平長度）

具體目標  11.7
120,000
公尺

150,000
公尺

200,000
公尺 指標名稱

定      義：依2020年本市毒化物廠商總申報50,143筆數為基準，2020年運作紀錄流向勾稽異

常比率為5‰，預計2030年運作紀錄流向勾稽異常比率達4‰以下

85.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流向勾稽異常比率

具體目標  12.4
5‰
以下

4.5‰
以下

4‰
以下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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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定      義：本市紙廠鍋爐實際協助燃燒去化的RDF噸數

90. 協助造紙業者RDF-5去化噸數

具體目標  12.5
300噸 12,000噸 20,000噸

指標名稱

定      義：相較基準年（2005年）溫室氣體減量

91. 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比率

具體目標  13.2
3% 15% 30%

SDGs核心目標

SDG 13 氣候行動

指標名稱

定      義：執行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環教活動，每場約30-40人

92. 水資源環境教育參與人次

具體目標  13.3
360
人次

1,500
人次

3,000
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以2020年防災士人數（200人）平均年成長20%計算年成長比例

93. 防災士培訓比例

具體目標  13.3
20% 100% 200%

指標名稱

回收廢棄漁網及廢棄物數量

定      義：

計算方式：

每月海上非法查緝次數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實質減少海洋中廢棄漁網及廢棄物為目標

以漁船拾回及漁民自行集中之廢棄漁網及海漂垃圾重量為依據，訂出每年以100公

噸以上為目標

取締海上非法漁業行為，降低非法濫捕，使本市漁業資源能永續利用

每月至少1次以上辦理海上聯合查緝非法

94. 回收廢棄漁網及廢棄物數量及每月海上非法查緝次數

具體目標  14.1

指標名稱

定      義：依辦理推廣宣導活動場次計，並合計各場次之參加人次

95. 濕地生態教育宣導活動場次及人次

具體目標  15.1
20場
600人次

30場
900人次

40場
1,200人次

SDGs核心目標

SDG 15 陸地生態

指標名稱

定      義：以中央與地方經管之敏感區位土地/全市總土地面積（%）

96. 生物多樣性保護區覆蓋率

具體目標  15.5
24% 27% 30%

SDGs核心目標

SDG 14 海洋生態

100公噸以上、海上聯
合查緝每月1次以上

100公噸以上、海上聯
合查緝每月1次以上

100公噸以上、海上聯
合查緝每月1次以上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臺 中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附件未來推動方向

118



指標名稱

定      義：本市紙廠鍋爐實際協助燃燒去化的RDF噸數

90. 協助造紙業者RDF-5去化噸數

具體目標  12.5
300噸 12,000噸 20,000噸

指標名稱

定      義：相較基準年（2005年）溫室氣體減量

91. 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比率

具體目標  13.2
3% 15% 30%

SDGs核心目標

SDG 13 氣候行動

指標名稱

定      義：執行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環教活動，每場約30-40人

92. 水資源環境教育參與人次

具體目標  13.3
360
人次

1,500
人次

3,000
人次

指標名稱

定      義：以2020年防災士人數（200人）平均年成長20%計算年成長比例

93. 防災士培訓比例

具體目標  13.3
20% 100% 200%

指標名稱

回收廢棄漁網及廢棄物數量

定      義：

計算方式：

每月海上非法查緝次數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實質減少海洋中廢棄漁網及廢棄物為目標

以漁船拾回及漁民自行集中之廢棄漁網及海漂垃圾重量為依據，訂出每年以100公

噸以上為目標

取締海上非法漁業行為，降低非法濫捕，使本市漁業資源能永續利用

每月至少1次以上辦理海上聯合查緝非法

94. 回收廢棄漁網及廢棄物數量及每月海上非法查緝次數

具體目標  14.1

指標名稱

定      義：依辦理推廣宣導活動場次計，並合計各場次之參加人次

95. 濕地生態教育宣導活動場次及人次

具體目標  15.1
20場
600人次

30場
900人次

40場
1,200人次

SDGs核心目標

SDG 15 陸地生態

指標名稱

定      義：以中央與地方經管之敏感區位土地/全市總土地面積（%）

96. 生物多樣性保護區覆蓋率

具體目標  15.5
24% 27% 30%

SDGs核心目標

SDG 14 海洋生態

100公噸以上、海上聯
合查緝每月1次以上

100公噸以上、海上聯
合查緝每月1次以上

100公噸以上、海上聯
合查緝每月1次以上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短期目標 2021 中期目標 2025 長期目標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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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姊妹市 / 友好城市交流 ＋ 外賓接待參訪 ＋ 國際組織及會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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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式：2030志工人數 - 2020志工人數 / 2020志工人數 X 100%

103. 事業主管機關志工總人數成長率

具體目標  17.16
2% 5% 8%

指標名稱

定      義：

計算方式：

以最近十年全般刑案破獲率平均值增加1%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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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全般刑案破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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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89.5%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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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8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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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82
人

指標名稱

計算方式：當年度消費爭議調解案件調解成立件數 / 當年度進行調解會議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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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

執行單位

協力單位

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

農業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市政府

民政局、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政府運動局、臺中市

政府地方稅務局、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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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in the high-risk area and quick climate 

changes, the center gravity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will be replaced gradually b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for any government, and thus we pursue 

the city development and the balance 

according with the natural ecology.

Ther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enacted laws 

for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n 2015, including 3 dimensio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progress, and 

economy growth.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ill become the educational rul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2030 and the 

common language for the worl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vision.

Taichung City is a livable city with pleasant 

climate and abundant resources. To prosper 

this beautiful 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lways an important idea for our policy 

planning. Early 2011, Taichung City created 

the “Promoting Low-carbon-city Office of 

Taichung City”, which was the first city 

adopting the low-carbon among the 

administrative unit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ichung has become the global 

model low-carbon city.

What kind of the city is an ideal one in your 

mind?

To actively promote Taichung to become a 

sustainable city and reach the SDGs made by the 

United Nations, Mayor of Taichung, Lu Shiow-Yen 

and her team have set the goals “Sustainable 

Happiness, Rich Taichung” as the visions.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merges the “sun, air, and water” 

into the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communities, 

and tailors policies for Taichung City, including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 Action Plan” is to improve the 

air quality, making PM2.5 decline 32.5% in 2020 and 

becoming the lowest level among 6 metropolise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aichung MRT Green Line 

officially opened in April, 2021. Since then, Taichung 

has become the third city which owns MRT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we continue the plans for building 

the Blue Line, implementing a low-carbon city by 

taking more public transportations. We build the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S.T.E.P)” as a 

demonstration based on the ideas of “wisdom, 

low-carbon and innovation” and The Central Park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urban ecological park in Taiwan. 

Taichung is also the first city to present “the setting 

and refund of livable ecological building”, to bring 

more greens to the city and build a salubrious living 

environment. The growth of the electric bus and 

electric motor is also the highest in Taiwa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has won the Premium Awar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 Executive 

Yuan”for 9 consecutive years, and assessed the 

Level A for “A score of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for 3 years in a row.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ponder behind these great achievements, 

sticking with the cooperation and hardworking of our 

government and all sectors, we are able to share 

these honors with our citizens.

The climate change is gradually getting worse and 

becoming “climate emergence”. Mayor Lu 

Shiow-yen signed the “Climate Emergency 

Declaration” on behalf of Taichung in January, 2021, 

proposed the “Sustainable 168 Goals Strategy”, and 

declared the determination of building Taichung as a

non-carbon city. The strategies include: “Promoting 

the usage of renewable energy to achieve the rate of 

20% by 2030”, “Building solar power facilities with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of 1GW by 2030”, “For 

the new hire purchase case in an industrial zone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city, the manufacturers 

have to install the photovoltaic to the amount of 50% 

on the roof area”, “Increas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electric vehicles by 40% by 2030”, “The growth rate 

of electric motorcycle reaches to the amount of 

200% by 2030”,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M2.5 reaches the goal of 12 μg/m3 by 2030”. We 

hope that in the coming 10 years, we can truly 

imple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oroughly to build Taichung as a pleasant and 

well-living city.

There will be many challenges ahead in the future, 

but we will keep confronting them. We will never 

slacken the prevention for the pandemic, continue 

protecting the safety of our citizens, and help to get 

through the pandemic crisis by means of all kinds of 

medical plans. Facing the water shortage that might 

happen again anytime, we will also be actively work 

on the drought resistance preparing and related 

strain, trying our best to lower the effects of life 

inconveniences brought by water shortage.

A happy city must be a city where people and 

ecology are in harmony. By implementing the first 

Voluntary Local Review (VLR), we present the results 

and view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aichung, 

inviting our citizens to work with us,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make Taichung a better and 

sustainable happy city.

I .  Mayor’s Preface

Mayor

The Highlight Performance 
SDGs in Taichung 

Contents Mayor’s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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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c i a l

E c o n o m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II. The Highlight Performance SDGs in Taichung

The number of Chinese medicine clinics and western 
medicine clinics are the top comparing to 6 
metropolises. (2019)

The coverage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is the top 
comparing to 6 metropolises. (2021)

Fee for taking care children is the lowest comparing 
to 6 metropolises. (2020)

The number of foreign English Teachers ranks the top 
comparing to 6 metropolises. (2021)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entrepreneurs is close to 
32%, which ranks the top comparing to 6 
metropolises. (2021)

The first “Gender Equality General Assembly Exam” in 
Taiwan was held in Taichung World Flora Exposition. 
(2018)

The first city hosts “Female Theme Activities”. (2021)

The highest device capacity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2021)

The highest subsidy of safety self-guide tour. (2020)

The highest Investment promotion comparing to 6 
metropolitan cities. (2020)

The evaluation of autonomous flood prevention 
communities held by the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has been ranked the top in Taiwan. 
(2021)

The number of electric vehicles charging station ranks 
the top in the country. (2021)

Scooter, Electric scooter： (2021)

1.

2.

3.

4.

The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electric 
scooter/motorcycles has ranked the top in the 
country.
The number of electric scooter/motorcycles 
charging station has ranked the second top in the 
country.
The number of electric scooter/motorcycle 
battery exchange station has ranked the second 
in the country.
The frequency of Periodic inspection for 
scooter/motorcycle has ranked the top in the 
country.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wning public toilets for 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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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d the MRT Green Line. (2021)

The number of Air Quality Micro Sensor has ranked 
the top in Taiwan. (2021)

Taichung Central Park has won the Silver Award in the 
FIABCI World Prix d'Excellence Awards. (2021)

The per capita green space of the residents has 
increased to the number of 9.56m2, and ranked the 
second in Taiwan. (2020)

1.

2.

The number of electric buses has ranked the top 
in Taiwan.
The first city designs the “Zero-touch” bell to 
inform drivers while passengers get off b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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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The Introduc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United Nations published the《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 2015, setting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covering the global issue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Progress, Economy 

Growth, and including the 5P principles : the“Planet” of environment value, the “People” 

of social value, “Prosperity” and “Peace” of economy value, and the “Partnership” of the 

operational level. We hope that all citizens regardless of identities and background, we 

have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y to realize their life potential, and to live with dignity and 

high-quality life in a healthy environment.

No Poverty
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

Zero Hunger
End hunger, assure food security and improve nutrition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Ensure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e well-being for all ages.

Quality Education
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Gender Equality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all women and girls.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Ensure availability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sanitation for all.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Ensure access to affordable,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modern energy for all.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Promote sustained,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ful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jobs offered  for all.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Buil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promot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ster innovation.

Reduce Inequalities
Reduc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mong countries.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Make cities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Ensur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Climate Action
Take urgent action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s.

Life below Water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the oceans, seas and marine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fe on Land
Protect, restore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use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sustainably manage forests, combat 
desertification, and halt and reverse land degradation and halt biodiversity loss.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Promote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e access to justice for all and 
build effective, accountable and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Strengthen the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and revitaliz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 S D G s )

Introduction on 
Taichung

The Highlight Performance 
SDGs in Taichung The Introd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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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pulation of Taichung City has grown from 

264 million and 8,419 to 281 million and 8,139 in 

August 2021 since the registration was censored 

in 25th December 2010, and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n Taiwan. The population 

growth also reflects the social increase rate.

Geography Introduction

Before the city-
county merger

2,648,419 people

Population

IV. Introduction on Taichung

TAICHUNG

2,818,139 people

2021. August

Statistics to August 2021

Before 2010/12/25

After the city-
county merger

14% 72% 14%

Elderly 
Population

Young 
Population

Infant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from Civil Affairs 

Bureau in March 2021,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Taichung City was mainly composed of 72% young 

population, and the infants and the elderly occupy 

the 14% of the population respectively.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Chief Accounting Office; the 

birthrate has been declining.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from Civil Affairs 

Bureau in August 2021, the female population are 

computed as 1,434,684 people, and the male 

population are computed as 1,383,455 people. The 

proportion of gender can be shown as 50.91% of 

female and 49.09% of male, the gender proportion is 

rather balanced.

The Minnan ethnic stand the most part (about 79%), and secondly is Hakka ethnic (about 18%), foreign nationality and 

new resident (about 2%), and the aboriginal ethnic (about 1%) arranged in order.

Gender Distribution

Ethnic Distribution

49.09 %

50.91 %
Male

Female

1. Basic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 total area cover Taichung City 2,215 square kilometers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in Taichung City 29
Occupies

total area in Taiwan.

of the6.2％

Taichung City covers the total area of 2,215 square kilometers, 

wide and broad. Topographically, the east side of Taichung is 

higher than the west, and occupies 6.2% of the total area in 

Taiwan. There are 29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in Taichung City, 

each of the area develops its ow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Heping District is the district belonging to the 

aboriginal from mountain side and they have their own local 

autonomy in this area.

The Profile of VLRThe Introduc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troduction on 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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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2.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The Advantage of Location Hub

Pleasant Climate

Taichung City stands in the middle of East-South Asia hub area, owning Taichung Harbor and 

Taich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ping with both advantage of sea and sky. Taichung has become 

a four-hour social circle accessible to South East Asia, Japan, Korea, and the coastal cities of 

China. Furthermore, Taichung City is also the center hub of Taiwan High Speed Rail and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aiwan, regarded as a convenient lo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west side mountain area classified as temperate climate, the 

other parts of Taichung City belong to subtropical climate.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is 23.7℃, having a cozy weather with no scorching heat and severe 

cold throughout the year.

Le Cordon Bleu City

The main river in Taichung territory including Dajia River, Daan River, and Wu River, the secondary ones include Dali 

River, Han River, Toubiankeng River, Butze Creek, Caohu River, Gan River, and Fazi River, and the ordinary river 

includes Wenliao Creek. Most of the rivers come from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and Xue Mountain Range. 

Although there is no long and wide river in Taichung City, streams are seen ubiquitous. Han River, Luchuan Canal, 

Liuchuan Canal, Meichuan Canal, Mayuantou River, and Fazi River are relatively on a larger scale. Bring water into 

Taichung City by means of the city blue belt, achieving the effect of urban cooling by regulating the climate.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Manila

Singapore

Ho Chi Minh City

Bangkok

Hong Kong

Shanghai

Seoul Tokyo

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23.7℃

Taichung City is an important production base of tools like mechanical, aerospace, hand tools, machine tools, 

photoelectric panel, bicycle industry in domestic. Through the upgrad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y, the 

fine industries take the leads in purchasing,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lated with production and 

components. The city government cooperate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build Taichung as the city of 

smartness, machine, and mechanical. Taichung City also promotes the industry of offshore wind power, and makes 

Taichung Harbor into the important base of wind power, building a complete wind power industry supply chain and 

bring up the green industry development.

Machine Tools

Mechanical

Ranked the 7th production in the globe
Ranked the 5th export in the globe

90% manufacture clustering in the central area

Ranked the 4th in the globe
90% manufacture clustering in the central area

Hand Tools
Ranked the 3rd export in the globe

68% manufacture clustering in the central area

Photoelectric Panel

Bicycle Industry

Ranked the 10th in the globe
10% of global output value
70% manufacture clustering in the central area

50% of global output value
78%  manufacture clustering in the central area

Aerospace
90% of air plane components come from the “Han-Shian”
Rank the 6th of  the aerospace manufacturing in the world

The 6 
Industrial Parks

Taich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Taichung

Port

Central Meteorological Bureau
199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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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from Taiwan Power Company 

in 2021, the total device capacity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has ranked the top among 6 metropolises. The 

total capacity is 1,638,174 MW. The solar energy 

generation is an outstanding part in Taichung, the 

original plan was to make a triple growth to reach 353 

MW in 2022, but the goal has been the breakthrough and 

reached the number of 355.15 MW in early 2021 which 

means that the goal will be set as 1GW in 2030.

Economically Active Cit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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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1202020192018201720162015201420132012

4.9 15.7
29.7 47.9 59.8

74.5

137.3

244.2

352.5
355.15 353

108 MW
3 times multiplication 
for solar photovoltaic

108 MW
Multiplication for solar 
photovoltaic

108 MW

Wind installation

Solar photovoltaic device

132,145 MW

355,154 MW

Hydraulic device

1,150,875 MW
(Approximately 80% of the total 
power generation)

1,638,174 MW
The total device capacity

Rank the top among 
6 metropolises

3 times increasing of solar photovoltaic up to the goal.
(The capacity approximately 355,154 MW - Statistics by February 2021)

Reaching the goal of 1 GW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 Houli Park

Shengang Fungch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al 

Taichung City Precision Machinery Innovation Technology Park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Export
Processing Zone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 Taichung Park

There are also perfect industry chain structures, such as the Central Science Industrial Park and the 

Processing Export Zone in Taichung, and together they become the “Industrial Corridor of Taichung”. We also 

have Taichung Harbor and Taich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which become a portal advantage in Taichung, 

promoting the intelligent machinery level, and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connect with global cities.

Our city promotes an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named “3 Enriching Strategies of Taichung City：the front store, 

back factory, and the free port”. Taichung promotes the exhibition property through the “front store”, support the local 

company and wider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setting allowance such as exhibition awards and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and is able to prepare the investment ability of exhibition. Also, we build up the base of “back factory”, to develop the 

industrial park, and build up the perfect industrial settlement. The last one is to lower the tax and simplify the policy, 

providing investors with assistances and building the “prefecture of Taiwanese businessman” ahead of other 5 

metropolises, making Taichung into a “free port” and marching into a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city.

Taichu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Front
Store
Build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Back
Factory

The total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ation capacity
in Taichung City

MW

Taich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Taichung
Port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Build the industrial corridor 

for Taichung Metro Area

The Brilliant Performance of Renewable Energy

To invite investments

To promote employment opportunity

To build Rich Taichung and new life

Build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host 

exhibitions, presentations 

for investments,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dustry Center 

Development, Qingquangang 

Logistics Business Park, 

enrich the industrial park, 

bicycle industrial center, 

Wensh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rk.

Combine the advantage 

of harbor, airport, 

high-speed rail and MRT 

to build Taichung City as 

a free port with free 

economic and trade hub.

Build up the 
perfect industrial 

settlement.

Free Port
Build Taichung 
City into a free 
economic and 
trade hub in 
cent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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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ly and Livable City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romotes the “Well-designed Council House”, creates amiable 

environment for childcare, and assures harmonious life for the senior. We provide many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to all age groups, and therefore win the good reputation of the livable city.

3. Team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There are 29 first-level sectors i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In accord with the trend of Sustainable Goals of UN, 

The Committee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plan for building a low-carbon 

city”. By means of the effort and cooperation working with each bureau, we inpu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to our governance guidelines and show the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sustainable goals.

Team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Mayor of Taichung

Deputy Mayor

Secretary - general

Deputy Secretary - general

01  Secretariat

02  Civil Affairs Bureau

03  Finance Bureau

04  Education Bureau

05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06  Construction Bureau

07  Transportation Bureau

08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09  Water Resources Bureau

10  Agriculture Bureau

11  Tourism and Travel Bureau

12  Social Affairs Bureau

13  Labor Affairs Bureau

14  Police Department

15  Fire Bureau

16  Health Bureau

17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18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19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20  Legal Affairs Bureau

21  Information Bureau

22  Local Tax Bureau

23  Sports Bureau

24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Office

25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26  Civil Service Ethics Office

27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28  Indigenous People Commission

29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According to 2020 survey of “Happy City” from 

Common Wealth Magazine, Taichung has won 

the honor of the most livable city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The optimal city in Taiwan that people want 

to live the most

We have deployed 1,457 service spots classified 

level “ABC” types, and create a caring mode for 

the community.

A: Community Integrated Service Center.
B: Compound Service Center.
C: Long-term Care for The General Citizens.

Well-organized the long-term care

City Government resumed the subsidy of the 

elderly health insurance in July 2019. Over 22 

million senior citizens have benefited.

Resume the subsidy of the elderly health 

insurance

City Government plans to increase at least 180 

kindergartens started from 2019 to 2022.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kindergartens

There have been 4 council houses built in Taichung City, and 9 more ones will be planned to be built soo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rovides cozy residence, a social welfare agency, medical treatment, youth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resources for our citizens to meet the demands.

Council Hous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the 50+ and the 

Global Views Monthly Magazine, Taichung City 

has become the most livable and friendly city in 

minds of the citizens.

The most livable city for the senior citizens

There are about 430 spots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 by 2020.

Spots for community care

There have been about 12 parent-child center 

and 7 childcare resource centers since July, 

2021.

Build the “Parent-child Center” and “Child 

Care Resource Center” widely

There have been 10 public and private 

baby-care centers and 6 public community 

childcare centers since July 2021.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childcare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City Promot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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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ly and Livable City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romotes the “Well-designed Council House”, creates amiable 

environment for childcare, and assures harmonious life for the senior. We provide many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to all age groups, and therefore win the good reputation of the livable city.

3. Team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There are 29 first-level sectors i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In accord with the trend of Sustainable Goals of UN, 

The Committee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plan for building a low-carbon 

city”. By means of the effort and cooperation working with each bureau, we inpu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to our governance guidelines and show the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sustainable goals.

Team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Mayor of Taichung

Deputy Mayor

Secretary - general

Deputy Secretary - general

01  Secretariat

02  Civil Affairs Bureau

03  Finance Bureau

04  Education Bureau

05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06  Construction Bureau

07  Transportation Bureau

08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09  Water Resources Bureau

10  Agriculture Bureau

11  Tourism and Travel Bureau

12  Social Affairs Bureau

13  Labor Affairs Bureau

14  Police Department

15  Fire Bureau

16  Health Bureau

17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18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19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20  Legal Affairs Bureau

21  Information Bureau

22  Local Tax Bureau

23  Sports Bureau

24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Office

25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26  Civil Service Ethics Office

27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28  Indigenous People Commission

29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According to 2020 survey of “Happy City” from 

Common Wealth Magazine, Taichung has won 

the honor of the most livable city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The optimal city in Taiwan that people want 

to live the most

We have deployed 1,457 service spots classified 

level “ABC” types, and create a caring mode for 

the community.

A: Community Integrated Service Center.
B: Compound Service Center.
C: Long-term Care for The General Citizens.

Well-organized the long-term care

City Government resumed the subsidy of the 

elderly health insurance in July 2019. Over 22 

million senior citizens have benefited.

Resume the subsidy of the elderly health 

insurance

City Government plans to increase at least 180 

kindergartens started from 2019 to 2022.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kindergartens

There have been 4 council houses built in Taichung City, and 9 more ones will be planned to be built soo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rovides cozy residence, a social welfare agency, medical treatment, youth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resources for our citizens to meet the demands.

Council Hous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the 50+ and the 

Global Views Monthly Magazine, Taichung City 

has become the most livable and friendly city in 

minds of the citizens.

The most livable city for the senior citizens

There are about 430 spots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 by 2020.

Spots for community care

There have been about 12 parent-child center 

and 7 childcare resource centers since July, 

2021.

Build the “Parent-child Center” and “Child 

Care Resource Center” widely

There have been 10 public and private 

baby-care centers and 6 public community 

childcare centers since July 2021.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childcare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City Promot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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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scrutinized the challenge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we might face i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so 

that we have formulated the strategies and target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V. The Profile of VLR

1. Pres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Living with multiethnic.
The merging of county and city causes the 
increasing emigrant population.
Urban space, increasing living cost, the usage of 
resource.
The trend of declining birthrate and the aged 
society.
COVID-19 causes an impact on people’s life.

1.
2.

3.

4.

5.

To assure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s, cultures, 
ages, and genders receive equal resource and 
profit.
Promote the social welfare policy, assure the 
equality of resource, profit, and medical care for all 
age group, create an equal and inclusive society.

1.

2.
Social

Lack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chain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marketing.
Difficulties of industrial marketing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from the law.
COVID-19 causes economic impacts.

1.

2.

3.

Continue working on upgrad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marching the goal of 
the finance in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related policies of financial aid and 
employment, install safety network for working 
place and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1.

2.

Climate change, heat island effect, drought and 
flood.
The biggest thermal power plant causes air 
pollution and affects the citizens’ health.
The consumption of the car and scooter fuel in 
Taichung is the major reason which affect the air 
quality.

1.

2.

3.

Merge the climate change measure into the policy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To alleviate climate 
changes and adjust to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after the damages brought by the 
natural disasters.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and continue to urge 
the Taichung Power Plant lowering the emission of 
greenhouse ga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s in the meantime, to control and 
replace those vehicles which emit high-pollution.

1.

2.

3.

Economy

Environment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esent Challenges Future Solutions

The Organization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aichung

The committee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Promotion City” is a 

dedicated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mmittee will hold a meeting every 6 months, 

promoting the polic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progress,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 Office for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Promotion” is affiliated in the committee 

divided into 7 sections including “The Sustainable Education and Planning Section”,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Carbon Reduction and the Green Energy Development Section”, “The Environmental Ecology Section”, “The 

Eco Transportation Section”, “The Urban Resilience Section”, “The Sustainable Society Section”, and “Th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ectio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City Promoting Committee

Chairman Post held by the Mayor of Taichung

Assistant Chairman
Post held by the directo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Promoting Offic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Post held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Promoting Office.

Post will be assigned by the Mayor
Two Deputy Mayors hold posts as aiders

Two Secretaries se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City Promoting Office

Group 
Leader

Members of 
Committee

Advisory
Group

9-15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One group leader, Deputy Director or Chief Secretary 
holds the concurrent post.

Deputy Head held by Senior Secretary or above

27 Directors
7-8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Counselor, Consultant, or Technical Supervisor 
hold concurrent post

Sustainable 
Education 

and Programmed 
Group

Energy Saving, 
Carbon Reduction and 

Green Energy 
Development Group

Environmental 
Ecology Group

Resilient City Group Green 
Transportation Group

Sustainable 
Society Group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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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scrutinized the challenge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we might face i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so 

that we have formulated the strategies and target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V. The Profile of VLR

1. Pres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Living with multiethnic.
The merging of county and city causes the 
increasing emigrant population.
Urban space, increasing living cost, the usage of 
resource.
The trend of declining birthrate and the aged 
society.
COVID-19 causes an impact on people’s life.

1.
2.

3.

4.

5.

To assure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s, cultures, 
ages, and genders receive equal resource and 
profit.
Promote the social welfare policy, assure the 
equality of resource, profit, and medical care for all 
age group, create an equal and inclusive society.

1.

2.
Social

Lack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chain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marketing.
Difficulties of industrial marketing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from the law.
COVID-19 causes economic impacts.

1.

2.

3.

Continue working on upgrad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marching the goal of 
the finance in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related policies of financial aid and 
employment, install safety network for working 
place and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1.

2.

Climate change, heat island effect, drought and 
flood.
The biggest thermal power plant causes air 
pollution and affects the citizens’ health.
The consumption of the car and scooter fuel in 
Taichung is the major reason which affect the air 
quality.

1.

2.

3.

Merge the climate change measure into the policy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To alleviate climate 
changes and adjust to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after the damages brought by the 
natural disasters.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and continue to urge 
the Taichung Power Plant lowering the emission of 
greenhouse ga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s in the meantime, to control and 
replace those vehicles which emit high-pollution.

1.

2.

3.

Economy

Environment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esent Challenges Future Solutions

The Organization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aichung

The committee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Promotion City” is a 

dedicated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mmittee will hold a meeting every 6 months, 

promoting the polic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progress,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 Office for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Promotion” is affiliated in the committee 

divided into 7 sections including “The Sustainable Education and Planning Section”,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Carbon Reduction and the Green Energy Development Section”, “The Environmental Ecology Section”, “The 

Eco Transportation Section”, “The Urban Resilience Section”, “The Sustainable Society Section”, and “Th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ectio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City Promoting Committee

Chairman Post held by the Mayor of Taichung

Assistant Chairman
Post held by the directo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Promoting Offic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Post held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Promoting Office.

Post will be assigned by the Mayor
Two Deputy Mayors hold posts as aiders

Two Secretaries se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City Promoting Office

Group 
Leader

Members of 
Committee

Advisory
Group

9-15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One group leader, Deputy Director or Chief Secretary 
holds the concurrent post.

Deputy Head held by Senior Secretary or above

27 Directors
7-8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Counselor, Consultant, or Technical Supervisor 
hold concurrent post

Sustainable 
Education 

and Programmed 
Group

Energy Saving, 
Carbon Reduction and 

Green Energy 
Development Group

Environmental 
Ecology Group

Resilient City Group Green 
Transportation Group

Sustainable 
Society Group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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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upgrade the governance of Taichung City, 

combining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create a better promoting regulatio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checks through different VLRs and 

accumulates experiences from different global and 

local cities to inventory the most suitable vision and 

features for Taichung C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chung VLR are the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SDGs and the “12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overnance”, combining with the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rojects, and targets, 

correspond with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social 

dimension.

2. Execution
3. Inspections and Features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ity.01

Establish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02

To scrutinize the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target specification.03

Diversified Consulting.04

Inventory and analyze the advantages, resourc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city whe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aim the challenges of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that the city might face, we initiate 

the VLR for Taichung, planning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 

promoting the related polici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ading Taichung to become a global 

city with sustainable happiness.

When finishing the first draft of the VLR, we invite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stakeholders covering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 area to revise the report. By taking their advice, we will be able 

to improve the contents of the VLR.

Present the VLR.05

The VLR will be presented after the content is modified, and will be revised annual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bureau and scrutinize every policy

We have organized 22 meetings and have profound communications with 25 bureaus, scrutinize 

every target under the “12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overnance”, and set up goals and targets 

that will keep improving and achieving them by 2030.

References from made by glob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We adopt the referenc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dex of The Competition” form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VLRs from Taipei City, New Taipei City, Taoyuan City, and other targets 

made by other global cities.

To establish a target system

By mean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ums with each bureau, we sort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03 Targets and 106 Plans.

Governances’ merges SDGs

We scrutinize the highlight resul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vernances led by the team of Mayor Lu 

Shiow-Yen. We respond to the current global trends to 

present the important policies which present the 

achievement of Taichung. In addition, we refer to the 

“Sustainable Low-carbon Smart City Demonstration 

Zone – Shuinan Economic and Trade Park” and the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tion” as the thematic resul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rutinize the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highlight results

The contents of Taichung VLR cover the projects and 

targets of the main responsible bureaus with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examine profoundly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in able to scrutinize annually through the 

policy goals and how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be completed by each bureau by 2030.

Profound review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 burea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Framework

Introduction on 
Taichung The Profile of V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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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upgrade the governance of Taichung City, 

combining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create a better promoting regulatio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checks through different VLRs and 

accumulates experiences from different global and 

local cities to inventory the most suitable vision and 

features for Taichung C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chung VLR are the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SDGs and the “12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overnance”, combining with the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rojects, and targets, 

correspond with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social 

dimension.

2. Execution
3. Inspections and Features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ity.01

Establish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02

To scrutinize the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target specification.03

Diversified Consulting.04

Inventory and analyze the advantages, resourc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city whe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aim the challenges of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that the city might face, we initiate 

the VLR for Taichung, planning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 

promoting the related polici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ading Taichung to become a global 

city with sustainable happiness.

When finishing the first draft of the VLR, we invite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stakeholders covering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 area to revise the report. By taking their advice, we will be able 

to improve the contents of the VLR.

Present the VLR.05

The VLR will be presented after the content is modified, and will be revised annual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bureau and scrutinize every policy

We have organized 22 meetings and have profound communications with 25 bureaus, scrutinize 

every target under the “12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overnance”, and set up goals and targets 

that will keep improving and achieving them by 2030.

References from made by glob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We adopt the referenc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dex of The Competition” form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VLRs from Taipei City, New Taipei City, Taoyuan City, and other targets 

made by other global cities.

To establish a target system

By mean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ums with each bureau, we sort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03 Targets and 106 Plans.

Governances’ merges SDGs

We scrutinize the highlight resul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vernances led by the team of Mayor Lu 

Shiow-Yen. We respond to the current global trends to 

present the important policies which present the 

achievement of Taichung. In addition, we refer to the 

“Sustainable Low-carbon Smart City Demonstration 

Zone – Shuinan Economic and Trade Park” and the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tion” as the thematic resul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rutinize the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highlight results

The contents of Taichung VLR cover the projects and 

targets of the main responsible bureaus with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examine profoundly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in able to scrutinize annually through the 

policy goals and how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be completed by each bureau by 2030.

Profound review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 burea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Framework

Introduction on 
Taichung The Profile of V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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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of Taichung City, the challenges we might face around environment dimension in 

2030, social dimension, and economy dimension; along with the policy plans of Taichung City so as to establish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create the sense of happiness for the citizen in Taichu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c framework 

of Taichung sets “Sustainable Happiness, Rich Taichung” as the future vision. According to the 3 dimensions of social,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iable, Livable, and Communion Society”, “Expand 

constructions with flowing economy” and “Transformative energy and zero-carbon environment” a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f Taichung City.

Each of the goals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United N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connect with the “12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overnance” of Taichung. By connecting with the governance direction and the main core of 

SDGs, Taichung City will be an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happy city.

Since Lu Shiow-Yen took the helm as the mayor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he has actively made improvements of 5 

dimensions including “finance”, “infrastructure”,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social welfare”. In the meantime, she is 

also committed to building into Taichung as “the vision of happiness” which makes all the citizens be able to feel blessed. 

As a result, “Sustainable Happiness, Rich City” has been set a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or Taichung City.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the “Happiness” from the vision of “Sustainable Happiness”, Taichung, the most 

livable city in Taiwan, presents 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care-service for multiethnic,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gender equality by promoting the social welfare policy.

VI.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c Framew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c Framework in Taichung City

Amiable, livable, and 
communion society

Expand constructions 
with flowing economy

Transformative energy and 
zero-carbon environment

12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Governance

The 3 main go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Sustainable Happiness
Rich Taichung

VISION 

New 
International 

Portal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Features for 
Regions

Healthy and 
Energetic Trail

Clean and 
Clear 

Hometow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ity

Imagery New 
Aesthetics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Effective 
Government

Create 
Employment 
for the Youth

Thoughtful 
Education

Happy and 
Livable City

1. Vision：Sustainable Happiness, Rich City

2. The 3 Major Go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aichung

Amiable, Livable, and Inclusive Society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the “Rich Taichung” as the vision, Taichung expects to stimulate more investments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o that they will boost the employment rate and the growth of economy. 

In additio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assures to complete major constructions gradually and provide better 

life for all the citizens.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and Vital Economy

Adopting the concept “Sustainable Happiness” as the visio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values the ideas of 

governing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sun, air, and water”, coping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to sign the urgent 

declaration.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sustainable energy and promote the recycl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s so that we can alleviat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to march ahead clea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following with the goal of zero-carbon.

Transformative Energy and Zero-carbon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Results

The Profile of VL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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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of Taichung City, the challenges we might face around environment dimension in 

2030, social dimension, and economy dimension; along with the policy plans of Taichung City so as to establish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create the sense of happiness for the citizen in Taichu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c framework 

of Taichung sets “Sustainable Happiness, Rich Taichung” as the future vision. According to the 3 dimensions of social,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iable, Livable, and Communion Society”, “Expand 

constructions with flowing economy” and “Transformative energy and zero-carbon environment” a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f Taichung City.

Each of the goals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United N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connect with the “12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overnance” of Taichung. By connecting with the governance direction and the main core of 

SDGs, Taichung City will be an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happy city.

Since Lu Shiow-Yen took the helm as the mayor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he has actively made improvements of 5 

dimensions including “finance”, “infrastructure”,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social welfare”. In the meantime, she is 

also committed to building into Taichung as “the vision of happiness” which makes all the citizens be able to feel blessed. 

As a result, “Sustainable Happiness, Rich City” has been set a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or Taichung City.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the “Happiness” from the vision of “Sustainable Happiness”, Taichung, the most 

livable city in Taiwan, presents 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care-service for multiethnic,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gender equality by promoting the social welfare policy.

VI.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c Framew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c Framework in Taichung City

Amiable, livable, and 
communion society

Expand constructions 
with flowing economy

Transformative energy and 
zero-carbon environment

12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Governance

The 3 main go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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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sion：Sustainable Happiness, Rich City

2. The 3 Major Go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aichung

Amiable, Livable, and Inclusive Society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the “Rich Taichung” as the vision, Taichung expects to stimulate more investments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o that they will boost the employment rate and the growth of economy. 

In additio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assures to complete major constructions gradually and provide better 

life for all the citizens.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and Vital Economy

Adopting the concept “Sustainable Happiness” as the visio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values the ideas of 

governing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sun, air, and water”, coping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to sign the urgent 

declaration.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sustainable energy and promote the recycl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s so that we can alleviat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to march ahead clea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following with the goal of zero-carbon.

Transformative Energy and Zero-carbon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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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Strategies as Developmental Governance

To promote the gateway of airport, Taichung harbor, 
High-speed Rail and so on developing  trade and the economy 
zones to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s at home and abroad.

International Portal

To develop the railway and build life network circle to promote 
green transportation and smart traffic service systems.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To guard the safety for water and soil, implement the reduction 
of air pollution,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promot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to achieve the usages and 
manag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resources. 

Green Environment

Since Mayor Lu assumed the office, she has actively built Taichung as the goal of “Home Plus” and extended 12 

strategies as the developmental governance and each strategy links with SDG goals so that we can check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between the governance achievements and SDG by 2030. Moreover, we can readjust the overall 

planning for the city’s governance blueprint by strategies and promoting Taichung as the city of sustainable happiness.

To promote “3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aichung’s prosperous economy, smart indust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nd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y, and 
workable circular economy.

Innovation and Venture

To promote city beautification proje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 the nature and human resources.

Imagery Aesthetics

To provide fair and high-quality education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ethnic groups, to achieve the idea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onforming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oughtful Education

Ⅶ.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Results

To promote well-designed council houses, create kindly 
nursing environment, improve public space, assure equal 
medical treatment, social welfare and livable life for genders 
and the elderly, and multi-ethnic socie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To promote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for ocean and land, build related constructions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promot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the recovery after disasters and the 
ability of climate adjustment.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To promote agriculture industry in different districts, build the 
industry mixing with innovation, tour, and leisure and respect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Features for Districts

Implement the 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regional 
manage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smart governance, and 
create a sociality with efficiency, peace, and inclusiveness.

Effective Government

To build city oasis, create humanistic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complete bicycle systems and the care network for health and 
vitality.

Health and Vitality

To encourage the youth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create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dop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enforcement to create a gateway for the fair and public judicial.

Create Employment for The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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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Strategies as Developmental Governance

To promote the gateway of airport, Taichung harbor, 
High-speed Rail and so on developing  trade and the economy 
zones to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s at home and abroad.

International Portal

To develop the railway and build life network circle to promote 
green transportation and smart traffic service systems.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To guard the safety for water and soil, implement the reduction 
of air pollution,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promot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to achieve the usages and 
manag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resources. 

Green Environment

Since Mayor Lu assumed the office, she has actively built Taichung as the goal of “Home Plus” and extended 12 

strategies as the developmental governance and each strategy links with SDG goals so that we can check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between the governance achievements and SDG by 2030. Moreover, we can readjust the overall 

planning for the city’s governance blueprint by strategies and promoting Taichung as the city of sustainable happiness.

To promote “3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aichung’s prosperous economy, smart indust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nd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y, and 
workable circular economy.

Innovation and Venture

To promote city beautification proje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 the nature and human resources.

Imagery Aesthetics

To provide fair and high-quality education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ethnic groups, to achieve the idea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onforming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oughtful Education

Ⅶ.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Results

To promote well-designed council houses, create kindly 
nursing environment, improve public space, assure equal 
medical treatment, social welfare and livable life for genders 
and the elderly, and multi-ethnic socie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To promote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for ocean and land, build related constructions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promot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the recovery after disasters and the 
ability of climate adjustment.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To promote agriculture industry in different districts, build the 
industry mixing with innovation, tour, and leisure and respect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Features for Districts

Implement the 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regional 
manage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smart governance, and 
create a sociality with efficiency, peace, and inclusiveness.

Effective Government

To build city oasis, create humanistic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complete bicycle systems and the care network for health and 
vitality.

Health and Vitality

To encourage the youth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create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dop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enforcement to create a gateway for the fair and public judicial.

Create Employment for The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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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1 No Poverty
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

Thanks to private charity units for donating materials to 
children’s accounts for stable payment to households

Youth groups - Self-exploration and career preparation course

1. Deploy Family Community to Support Service Project

2. Opening Bank Account for Children Education 
Development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rovides subsidies and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to disadvantaged families, children, 

teenagers, and low (low-middle) income households and so on. We are committed to assisting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to cast off poverty and gradually return to a stable and safe life.

To develop “Strengthen integrated services for families 

with multiple problems” and build a cross-system 

collaboration network with family-centered and 

community-based. Focus the problems from individual 

to family, and realize case unmet needs. Further develop 

individual and specialized services with community 

network resource. Deploy family and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 In response to vulnerable families multiple 

needs. Help family build a safe protection net by social 

welfare center.

3. The Project for Poverty Reduction

Taichung implements diversifi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and encourages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such as low-income households and 

low-middle-income households to participate in. 

Combine and strengthen cross-domai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Provide diverse 

supports. Strengthen disadvantaged households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accumulating assets,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self-reliance in employ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and return to a stable and 

safe life gradually.

With positive assistance and social investment concept 

and savings account model.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or long-term placement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 born 

after January first in 2016. Encourage them cultivate the 

habit of long-term monthly savings money. Each person 

can save up to 15,000 NTD per year,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allocate the same amount. Accumulate 

futur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s for children to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arget 1.2：By 2030, reduce at least by half the proportion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of all ages 

living in poverty in all its dimensions according to national definitions.

Target 1.4：By 2030, ensure that all men and women, in particular the poor and the vulnerable, have 

equal rights to economic resources, as well as access to basic services, ownership and control over 

land and other forms of property, inheritance, natural resources, appropriate new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cluding micr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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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1 No Poverty
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

Thanks to private charity units for donating materials to 
children’s accounts for stable payment to households

Youth groups - Self-exploration and career preparation course

1. Deploy Family Community to Support Service Project

2. Opening Bank Account for Children Education 
Development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rovides subsidies and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to disadvantaged families, children, 

teenagers, and low (low-middle) income households and so on. We are committed to assisting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to cast off poverty and gradually return to a stable and safe life.

To develop “Strengthen integrated services for families 

with multiple problems” and build a cross-system 

collaboration network with family-centered and 

community-based. Focus the problems from individual 

to family, and realize case unmet needs. Further develop 

individual and specialized services with community 

network resource. Deploy family and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 In response to vulnerable families multiple 

needs. Help family build a safe protection net by social 

welfare center.

3. The Project for Poverty Reduction

Taichung implements diversifi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and encourages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such as low-income households and 

low-middle-income households to participate in. 

Combine and strengthen cross-domai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Provide diverse 

supports. Strengthen disadvantaged households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accumulating assets,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self-reliance in employmen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and return to a stable and 

safe life gradually.

With positive assistance and social investment concept 

and savings account model.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or long-term placement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 born 

after January first in 2016. Encourage them cultivate the 

habit of long-term monthly savings money. Each person 

can save up to 15,000 NTD per year,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allocate the same amount. Accumulate 

futur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s for children to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arget 1.2：By 2030, reduce at least by half the proportion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of all ages 

living in poverty in all its dimensions according to national definitions.

Target 1.4：By 2030, ensure that all men and women, in particular the poor and the vulnerable, have 

equal rights to economic resources, as well as access to basic services, ownership and control over 

land and other forms of property, inheritance, natural resources, appropriate new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cluding micr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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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2 Zero Hunger
End hunger, achieve food security and improved nutrition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3. Enhance Food Industry Registration on FDA Platform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values food security. We improve land and quality of land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od product system. Elevate the capacity of food and productivity, assure to supply sufficient food, promote the 

pesticide inspection at wholesale market and food industry registration on FDA platform to ensure food safety.

Taichung implements the food registration on the 

platform of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so as

to effectively supervise the guidance and audit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we will provide registration 

and consultation service nearby 30 public health centers 

in 29 districts in order to rise the rate of registrations.

The five links of food security are quality control, rebuild 

production management, strengthen inspection, 

aggravate the punishment of unscrupulous companies 

and supervise food safety. Taichung was awarded the 

first prize of keeping food safety among six 

municipalities in 2019. 

2. Strengthen the Inspections of Using Pesticide in
Wholesale Markets to Keep Food Prod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ecurity crop production for citizens 

and implement safety checks at every link in the supply 

chain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self-directed 

pesticide used by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iers, we set 

up the mass spectrometer at wholesale market which is 

much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 than biochemical 

method to test the type of pesticide and forbid or 

destroy the crop products of improper using pesticide in 

the market. We establish specifications for suppliers 

who fail to pass the inspec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the wholesale market. If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unqualified inspections reaches 2 times, the 

supply and the suppliers’ qualifications will be 

suspended. However, the suppliers’ qualifications will be 

abolished if reaching 3 times of unqualified inspections.

hectares applied for in 2019, it increases approximately 

1.11%. Our target will reach up to 10,000 hectares by 

2030.

To reduce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improve 

the soil quality, Taichung encourages farmers to adopt 

domestic organic fertilizers in crop production. It also 

can increase the amount of crop production and keep 

foods safety. For th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we 

construct Eco-friendly farming and maintain the 

ecosystem. In addition to the allowance from the 

Agriculture and Food Administration of domestic 

organic fertilizers. Taichung provides extra subsidy of 

one NTD per kilogram and the maximum for 6 metric 

tons out of per hectare.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area are 

up to 7,584 hectares. Comparing with the area of 6,816 

Target 2.1：By 2030, end hunger and ensure access by all people, in particular the poor and people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including infants, to safe, nutritious and sufficient food all year round.

Target 2.4：By 2030, ensure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systems and implement resilient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at increase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that help maintain ecosystems, that strengthen 

capacity fo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extreme weather, drought, flooding and other disasters and 

that progressively improve land and soil quality.

Target 2.c：Adopt measures to ensure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food commodity markets and their 

derivatives and facilitate timely access to market information, including on food reserves, in order to 

help limit extreme food price vola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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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2 Zero Hunger
End hunger, achieve food security and improved nutrition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3. Enhance Food Industry Registration on FDA Platform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values food security. We improve land and quality of land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od product system. Elevate the capacity of food and productivity, assure to supply sufficient food, promote the 

pesticide inspection at wholesale market and food industry registration on FDA platform to ensure food safety.

Taichung implements the food registration on the 

platform of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so as

to effectively supervise the guidance and audit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we will provide registration 

and consultation service nearby 30 public health centers 

in 29 districts in order to rise the rate of registrations.

The five links of food security are quality control, rebuild 

production management, strengthen inspection, 

aggravate the punishment of unscrupulous companies 

and supervise food safety. Taichung was awarded the 

first prize of keeping food safety among six 

municipalities in 2019. 

2. Strengthen the Inspections of Using Pesticide in
Wholesale Markets to Keep Food Prod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ecurity crop production for citizens 

and implement safety checks at every link in the supply 

chain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self-directed 

pesticide used by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iers, we set 

up the mass spectrometer at wholesale market which is 

much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 than biochemical 

method to test the type of pesticide and forbid or 

destroy the crop products of improper using pesticide in 

the market. We establish specifications for suppliers 

who fail to pass the inspec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the wholesale market. If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unqualified inspections reaches 2 times, the 

supply and the suppliers’ qualifications will be 

suspended. However, the suppliers’ qualifications will be 

abolished if reaching 3 times of unqualified inspections.

hectares applied for in 2019, it increases approximately 

1.11%. Our target will reach up to 10,000 hectares by 

2030.

To reduce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improve 

the soil quality, Taichung encourages farmers to adopt 

domestic organic fertilizers in crop production. It also 

can increase the amount of crop production and keep 

foods safety. For th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we 

construct Eco-friendly farming and maintain the 

ecosystem. In addition to the allowance from the 

Agriculture and Food Administration of domestic 

organic fertilizers. Taichung provides extra subsidy of 

one NTD per kilogram and the maximum for 6 metric 

tons out of per hectare.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area are 

up to 7,584 hectares. Comparing with the area of 6,816 

Target 2.1：By 2030, end hunger and ensure access by all people, in particular the poor and people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including infants, to safe, nutritious and sufficient food all year round.

Target 2.4：By 2030, ensure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systems and implement resilient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at increase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that help maintain ecosystems, that strengthen 

capacity fo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extreme weather, drought, flooding and other disasters and 

that progressively improve land and soil quality.

Target 2.c：Adopt measures to ensure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food commodity markets and their 

derivatives and facilitate timely access to market information, including on food reserves, in order to 

help limit extreme food price volatility.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2021

G
row

th rate (%
)

2025 2030

10

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5

55

80

The growth rate of the login of food industry

※Based on 2020,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food industry 
   (total 27,412)

1. To Ensure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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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 performs tests for the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test

2. Directly Observed Therapy Treatment of Latent 
Tuberculosis

For those high-risk group (e.g., contacts,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residents and staffs, diabetes, 

hemodialysis, correction organizations and so on), we 

provide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 (IGRA), 

identify positive cases of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immediately and provide treatment for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to reduce the risk of subsequent 

tuberculosis.

3. Medicine Supply for AIDS Infected

The medical system helps AIDS infectors recieve 

treatment earlier through health education, and teach 

them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medication regularly. 

Enhance the right cognition of taking medicine to 

increase the motivation. Eliminate the difficulty of taking 

medicine and reduce the amount of HIV in the body. To 

avoid drug resistance because of unregularly taking 

medicine and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 for steady life. 

Hence, the goal of HIV infectors taking medicine rate 

will increase to 95% by 2030.

4. Promoting the Project of Learning Centers for the 
Elderly

The elderly changes the characters from cared to 

self-care through learning. We encourage elder 

participants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to realize the spirit 

of live and learn and expand their knowledge field. To 

raise the elderly’s life quality not only prevent disability 

and dementia, but also assure their health and 

well-being.

5. The Project for the Disabled to Create an Inclusive 
Society

To implement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Taichung offers proper and 

multiple community service and care to achieve 

participant equally, community care and inclusive 

society. Taichung will continue inventory the needs of 

each region, and make effort for funds to establish 

additional service bases. Support the disabled people 

can implement self-choice to live in community so as to 

reach SD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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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alth Care Service for Pregnant Women and Children

Taichung promotes the program for follow-up care of 

pregnant women and infants in high-risk groups fit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To provide health 

services for pregnant women with risk factors for health 

(e.g., tobacco, alcohol, multiple gestation, gestational 

high blood pressure, gestational diabetes, drug use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 socio-economic risk factors 

(e.g., pregnancy under the age of 20,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without prenatal examination) or infant born to mother 

without prenatal examination, including health 

education, follow up care and referral services from 

pregnancy to 6 weeks / 6 months after delivery to 

improve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the future 

we not only enhance the corpo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epart but also promote the proper age for marriage 

and the pregnant health code through division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ealthy Public Center and 

social media (e.g., Facebook, LINE). Reduce the rate of 

high-risk pregnancy comorbidity risk and preterm birth.

SDG 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Ensure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e well-being for all at all ages

Taichung City owns complete infant, children and pregnant women care system and long-term system. We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fairness of medical resource and disabled. Prevent disease and death actively. Ensure citizen’s health 

and well-being.

Target 3.2：By 2030, end preventable deaths of newborns and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 with all 

countries aiming to reduce neonatal mortality to at least as low as 12 per 1,000 live births and under-5 

mortality to at least as low as 25 per 1,000 live births.

Target 3.3：By 2030, end the epidemics of AIDS, tuberculosis, malaria and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and combat hepatitis, water-borne diseases and other communicable diseases.

Target 3.7：By 2030, ensure universal access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care services, 

including for family planning,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productive health 

into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programmes.

Target 3.8：Achiev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cluding financial risk protection, access to quality 

essential health-care services and access to safe, effective, quality and affordable essential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all.

Target 3.9：By 2030,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number of deaths and illnesses from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air, water and soil pollution and contamination.

Target 3.d：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all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early 

warning, risk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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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 performs tests for the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test

2. Directly Observed Therapy Treatment of Latent 
Tuberculosis

For those high-risk group (e.g., contacts,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residents and staffs, diabetes, 

hemodialysis, correction organizations and so on), we 

provide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 (IGRA), 

identify positive cases of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immediately and provide treatment for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to reduce the risk of subsequent 

tuberculosis.

3. Medicine Supply for AIDS Infected

The medical system helps AIDS infectors recieve 

treatment earlier through health education, and teach 

them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medication regularly. 

Enhance the right cognition of taking medicine to 

increase the motivation. Eliminate the difficulty of taking 

medicine and reduce the amount of HIV in the body. To 

avoid drug resistance because of unregularly taking 

medicine and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 for steady life. 

Hence, the goal of HIV infectors taking medicine rate 

will increase to 95% by 2030.

4. Promoting the Project of Learning Centers for the 
Elderly

The elderly changes the characters from cared to 

self-care through learning. We encourage elder 

participants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to realize the spirit 

of live and learn and expand their knowledge field. To 

raise the elderly’s life quality not only prevent disability 

and dementia, but also assure their health and 

well-being.

5. The Project for the Disabled to Create an Inclusive 
Society

To implement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Taichung offers proper and 

multiple community service and care to achieve 

participant equally, community care and inclusive 

society. Taichung will continue inventory the needs of 

each region, and make effort for funds to establish 

additional service bases. Support the disabled people 

can implement self-choice to live in community so as to 

reach SD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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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alth Care Service for Pregnant Women and Children

Taichung promotes the program for follow-up care of 

pregnant women and infants in high-risk groups fit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To provide health 

services for pregnant women with risk factors for health 

(e.g., tobacco, alcohol, multiple gestation, gestational 

high blood pressure, gestational diabetes, drug use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 socio-economic risk factors 

(e.g., pregnancy under the age of 20,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without prenatal examination) or infant born to mother 

without prenatal examination, including health 

education, follow up care and referral services from 

pregnancy to 6 weeks / 6 months after delivery to 

improve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the future 

we not only enhance the corpo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epart but also promote the proper age for marriage 

and the pregnant health code through division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ealthy Public Center and 

social media (e.g., Facebook, LINE). Reduce the rate of 

high-risk pregnancy comorbidity risk and preterm birth.

SDG 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Ensure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e well-being for all at all ages

Taichung City owns complete infant, children and pregnant women care system and long-term system. We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fairness of medical resource and disabled. Prevent disease and death actively. Ensure citizen’s health 

and well-being.

Target 3.2：By 2030, end preventable deaths of newborns and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 with all 

countries aiming to reduce neonatal mortality to at least as low as 12 per 1,000 live births and under-5 

mortality to at least as low as 25 per 1,000 live births.

Target 3.3：By 2030, end the epidemics of AIDS, tuberculosis, malaria and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and combat hepatitis, water-borne diseases and other communicable diseases.

Target 3.7：By 2030, ensure universal access 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care services, 

including for family planning,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productive health 

into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programmes.

Target 3.8：Achiev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cluding financial risk protection, access to quality 

essential health-care services and access to safe, effective, quality and affordable essential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all.

Target 3.9：By 2030,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number of deaths and illnesses from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air, water and soil pollution and contamination.

Target 3.d：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all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early 

warning, risk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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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issioner of Health Bureau demonstrates how to use 
the long-term care APP for the elderly people

Community daycare students are engaged in leisure activity- 
gardening maintenance

To those who need long-term care can apply for dial 

long-term care dedicated line 1966 or long-term care 

by APP. The APP can provide long-term care, check 

approved items, and limit usage. Keep abreast of the 

family's use of the service, and provide the latest 

long-term care service in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disabled not to move easily and need long-term 

transportation. The APP will combine long-term 

transporta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 on-line 

reservation for family and individual case. To assist 

service units to contact with family and individual case 

easily.

7. APP-Set for Long-term Care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and the second base of the 

geriatric hospital in a single case BOT method for 

overall planning. According to Act for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publicly 

solicit private investors, to plan and establish Taichung 

City Elderly Rehabilitation General Hospital with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edical and care. Provide 

citizens with diverse services such as acute and chronic 

medical care, rehabilitation, geriatrics and long-term 

care.

6. The Project for Ten Years of Long-term Care 2.0

Provide fully long-term care and establish service spot 

for disabled elderly. The coverage of long-term care is 

48.62% and it w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6 

metropolises in Taiwan in March, 2021. In the future we 

will development potential case through promote, 

long-term center and service units so as to increase the 

coverage of long-term care to 65% by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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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vide more professional and local fully medical 

care service, we increase medical care service for 

Beitun district and other district. Integrate the original 

Modernization Municipal Hospital

8.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ome and Fixed Spots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Provid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by 

professional psychologists for citizens with emotional 

distress and high-risk.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in 2020 (3,600 

person-times). In order to improve citizens physical 

health, the city will plan accessible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 at Taichung’s districts in the future. 

Also provide home-visiting service for disabled elder 

with emotional distress.

10. Long-term Care for Indigenous People – Plan for 
Setting Up Culture and Health Station

According to the Long-term Care for Indigenous People 

– Plan for Setting Up Culture and Health Station in 2021 

released by Taichung Indigenous People Commission, 

the health station is made up with profession team to 

take care of elder. Enhance the aboriginal to support 

each other’s culture. Provide long-term care service 

with act according to ethnicity and local conditions by 

“indigenous people take care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 

Maintain the inheritance of tribal culture and fit the c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resource-poo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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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2019 were 3,600 peopl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

9. Influenza Vaccination Project

Elderly people over 65 years old are a high-risk group 

with severe flu complicated by influenza. Handle 

influenza vaccination project for qualified citizen with 

government-funded every year. Establish influenza 

vaccination station to increase accessibility and 

motivation for vaccination. The vaccination rate reaches 

50%. 

The vaccination rate for 65 years old citizens was 

49.9% in 2017, 46.2% in 2018 and 54.1% in 2019 

respectively. The vaccination rate will be effected by the 

numbers of vaccine and side-effect after getting shots. 

In order to keep elder’s health and raise the willing of 

vaccination, the city provides the various incentive 

measures and multiple promotion channels.

There are 741,270 doses of influenza vaccine which 

have been administered. The population of coverage 

rate is 26.29%. 2020 Influenza vaccination plan 

evaluation-projec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ward, 

Taichung City won the special prize among 6 

metropolises in Taiwan. Expected to start on October 1st 

in 2021.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order to keep women out of the threat of cervical 

cancer, we cooperate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use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e (HPV) 

campus vaccination services for first-year female 

stude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Cervical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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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issioner of Health Bureau demonstrates how to use 
the long-term care APP for the elderly people

Community daycare students are engaged in leisure activity- 
gardening maintenance

To those who need long-term care can apply for dial 

long-term care dedicated line 1966 or long-term care 

by APP. The APP can provide long-term care, check 

approved items, and limit usage. Keep abreast of the 

family's use of the service, and provide the latest 

long-term care service in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disabled not to move easily and need long-term 

transportation. The APP will combine long-term 

transporta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 on-line 

reservation for family and individual case. To assist 

service units to contact with family and individual case 

easily.

7. APP-Set for Long-term Care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and the second base of the 

geriatric hospital in a single case BOT method for 

overall planning. According to Act for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publicly 

solicit private investors, to plan and establish Taichung 

City Elderly Rehabilitation General Hospital with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edical and care. Provide 

citizens with diverse services such as acute and chronic 

medical care, rehabilitation, geriatrics and long-term 

care.

6. The Project for Ten Years of Long-term Care 2.0

Provide fully long-term care and establish service spot 

for disabled elderly. The coverage of long-term care is 

48.62% and it w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6 

metropolises in Taiwan in March, 2021. In the future we 

will development potential case through promote, 

long-term center and service units so as to increase the 

coverage of long-term care to 65% by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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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vide more professional and local fully medical 

care service, we increase medical care service for 

Beitun district and other district. Integrate the original 

Modernization Municipal Hospital

8.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ome and Fixed Spots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Provid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by 

professional psychologists for citizens with emotional 

distress and high-risk.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in 2020 (3,600 

person-times). In order to improve citizens physical 

health, the city will plan accessible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 at Taichung’s districts in the future. 

Also provide home-visiting service for disabled elder 

with emotional distress.

10. Long-term Care for Indigenous People – Plan for 
Setting Up Culture and Health Station

According to the Long-term Care for Indigenous People 

– Plan for Setting Up Culture and Health Station in 2021 

released by Taichung Indigenous People Commission, 

the health station is made up with profession team to 

take care of elder. Enhance the aboriginal to support 

each other’s culture. Provide long-term care service 

with act according to ethnicity and local conditions by 

“indigenous people take care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 

Maintain the inheritance of tribal culture and fit the c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resource-poor areas.

2019

G
row

th rate (%
)

2020 2021 2025 2030

10

5

0

15

25

20

30

5

13

18

23

28

The growth rat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

※Based on 2019 were 3,600 peopl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

9. Influenza Vaccination Project

Elderly people over 65 years old are a high-risk group 

with severe flu complicated by influenza. Handle 

influenza vaccination project for qualified citizen with 

government-funded every year. Establish influenza 

vaccination station to increase accessibility and 

motivation for vaccination. The vaccination rate reaches 

50%. 

The vaccination rate for 65 years old citizens was 

49.9% in 2017, 46.2% in 2018 and 54.1% in 2019 

respectively. The vaccination rate will be effected by the 

numbers of vaccine and side-effect after getting shots. 

In order to keep elder’s health and raise the willing of 

vaccination, the city provides the various incentive 

measures and multiple promotion channels.

There are 741,270 doses of influenza vaccine which 

have been administered. The population of coverage 

rate is 26.29%. 2020 Influenza vaccination plan 

evaluation-projec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ward, 

Taichung City won the special prize among 6 

metropolises in Taiwan. Expected to start on October 1st 

in 2021.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order to keep women out of the threat of cervical 

cancer, we cooperate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use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e (HPV) 

campus vaccination services for first-year female 

stude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Cervical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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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e Project for Building National Sports Cente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ports center venues 

enriches the city's sports facilities. Provide a good sport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good exercise habits. Increase 

citizen’s motivation for sport. To development various 

physical fitness, sports, fitness, etc. as the goal through 

establish national sports centers.

So far, North, Nantun, Xitun and South District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National Sports Center. Now we 

plan to establish at Qingshui, Taiping, Beitun, Tanzi, 

Dali, and Fengyuan. To build a sports and energetic city. 

In the future, through integr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outsourcing operations. By means of private 

13. To Elevate the Training for Emergency Medical 
Paramedic

There are five links of chink of survival and each one is 

indispensable. One of the links is to rescue patients with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 case implement 

advanced cardiac life support skill by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Paramedic (EMTP) on site.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and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in OHCA cases in this city.

The large number of emergence cases are the first, 

third, sixth and eight corps and the second corps 

located at remote area. Choose one corps gather 

EMPTs and implement dual-track ambulance services 

(basic life support and advanced life support) for acute 

and severe cases to increase implementation rate of 

pre-established medical procedures by EMPT. Extend 

the emergency treatment in the emergency room of the 

hospital to the scene, provide professional and effective 

emergency treatment immediately. To provide the 

citizens with a better-quality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 and be a standard city of emergency ambulance 

in Taiwan.

industry recruiting profession sport and operate talents 

for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Private demand and 

current sports trend planning cours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opening of operations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the regular exercise population.

1.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Preschools

In response to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and create a safe 

and parity child-care environment, and alleviate the 

burden of child-care for parents, Taichung City has 

cooperated with the “countermeasure project of 

declining birthrate” in Taichung (2018~2022). 

Accelerate the spreading of publicizing the education 

insurance, we actively inventory the surplus space, free 

space of public facilities of schools in Taichung City. 

Adding public kindergartens and non-profit 

kindergartens in order to lift the chance for children 

going into public kindergartens, and satisfy childcare 

needs for parents.

In view of that preschool educatio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par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security 

service is presented by the cooperation publicly and  

privately. The propor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s is 3:7. According to the countermeasure 

project of declining birthrate (2018~2022), we set up a   

goal of providing at least 40% of children to be able to 

learn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To accomplish this goal, 

we set up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preschools”, 

and promote middle-term and long-term goals to make 

11. Plan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Caused 
by Fir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building 

fires, actively use the results of fire investigations to 

effectively feedback fire prevention. For specific types 

of fires (such as construction sites or illegal buildings, 

etc.) assist in the investigation or strengthen 

management of the relevant letter. The number of 

building fires from January to May in 2021 was 251. At 

the same period in 2020 was 412. Reduce 161 cases in 

total. In the future, we will also actively feedback the 

results of fire investigations into fire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continue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building fires,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yor and kindergarten students in 
Buzi non-profit preschool

SDG 4 Quality Education
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ducation in Taichung values fairness, and adaptability for all ages and ethnic groups along with 

thoughtful and practical concepts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Target 4.2：By 2030, ensure that all girls and boys have access to quality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care and pre-primary education so that they are ready for primary education.

Target 4.7：By 2030, ensure that all learners acquir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needed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ing, among others, through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lifestyles, human rights, gender equality, promotion of a culture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global citizenship and 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of culture’s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rget 4.a：Build and upgrade education facilities that are child, disability and gender sensitive and 

provide safe, non-violent, inclusive and 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all.

Target 4.b：By 2020, substantially expand globally the number of scholarships availabl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African countries, 

for enrol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cluding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echnical, engineering and scientific programm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arget 4.c：By 2030, substantially increase the supply of qualified teachers, includ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teacher trai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Dali Civil and Sports Center

2019

N
um

ber

2020 2021 2025 203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25
28

35.4
30

22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caused by fires per 100,000

2021

P
roportion of population (%

) 2025 2030

33.2
33

33.4
33.6
33.8

34
34.2
34.4
34.6

33.6

34

34.5

The proportion of the citizens taking exercise regularly

20192018 2020 2021 2025 2030

100

50

0

150

250

200

72
96

114 116
150

200

The number of people recovering from OHCA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and EMPT

73 92

Number of people EMTP
Number of people OHCA recovery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95 100 110 120

P
eople

Taichung City Case Studi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Framew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Results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34



12. The Project for Building National Sports Cente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ports center venues 

enriches the city's sports facilities. Provide a good sport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good exercise habits. Increase 

citizen’s motivation for sport. To development various 

physical fitness, sports, fitness, etc. as the goal through 

establish national sports centers.

So far, North, Nantun, Xitun and South District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National Sports Center. Now we 

plan to establish at Qingshui, Taiping, Beitun, Tanzi, 

Dali, and Fengyuan. To build a sports and energetic city. 

In the future, through integr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outsourcing operations. By means of private 

13. To Elevate the Training for Emergency Medical 
Paramedic

There are five links of chink of survival and each one is 

indispensable. One of the links is to rescue patients with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 case implement 

advanced cardiac life support skill by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Paramedic (EMTP) on site.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and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in OHCA cases in this city.

The large number of emergence cases are the first, 

third, sixth and eight corps and the second corps 

located at remote area. Choose one corps gather 

EMPTs and implement dual-track ambulance services 

(basic life support and advanced life support) for acute 

and severe cases to increase implementation rate of 

pre-established medical procedures by EMPT. Extend 

the emergency treatment in the emergency room of the 

hospital to the scene, provide professional and effective 

emergency treatment immediately. To provide the 

citizens with a better-quality emergency ambulance 

service and be a standard city of emergency ambulance 

in Taiwan.

industry recruiting profession sport and operate talents 

for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Private demand and 

current sports trend planning cours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opening of operations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the regular exercise population.

1.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Preschools

In response to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and create a safe 

and parity child-care environment, and alleviate the 

burden of child-care for parents, Taichung City has 

cooperated with the “countermeasure project of 

declining birthrate” in Taichung (2018~2022). 

Accelerate the spreading of publicizing the education 

insurance, we actively inventory the surplus space, free 

space of public facilities of schools in Taichung City. 

Adding public kindergartens and non-profit 

kindergartens in order to lift the chance for children 

going into public kindergartens, and satisfy childcare 

needs for parents.

In view of that preschool educatio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par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security 

service is presented by the cooperation publicly and  

privately. The propor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kindergartens is 3:7. According to the countermeasure 

project of declining birthrate (2018~2022), we set up a   

goal of providing at least 40% of children to be able to 

learn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To accomplish this goal, 

we set up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preschools”, 

and promote middle-term and long-term goals to make 

11. Plan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Caused 
by Fir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building 

fires, actively use the results of fire investigations to 

effectively feedback fire prevention. For specific types 

of fires (such as construction sites or illegal buildings, 

etc.) assist in the investigation or strengthen 

management of the relevant letter. The number of 

building fires from January to May in 2021 was 251. At 

the same period in 2020 was 412. Reduce 161 cases in 

total. In the future, we will also actively feedback the 

results of fire investigations into fire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continue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building fires,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yor and kindergarten students in 
Buzi non-profit preschool

SDG 4 Quality Education
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ducation in Taichung values fairness, and adaptability for all ages and ethnic groups along with 

thoughtful and practical concepts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Target 4.2：By 2030, ensure that all girls and boys have access to quality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care and pre-primary education so that they are ready for primary education.

Target 4.7：By 2030, ensure that all learners acquir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needed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ing, among others, through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lifestyles, human rights, gender equality, promotion of a culture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global citizenship and 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of culture’s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rget 4.a：Build and upgrade education facilities that are child, disability and gender sensitive and 

provide safe, non-violent, inclusive and 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all.

Target 4.b：By 2020, substantially expand globally the number of scholarships availabl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African countries, 

for enrol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cluding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echnical, engineering and scientific programm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arget 4.c：By 2030, substantially increase the supply of qualified teachers, includ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teacher trai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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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Nursery Centers

To alleviate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and respond the 

request of the needs about public nursery from the 

citizens and promote affordable and convenient nursery 

service, Taichung helps young parents to get into 

employment market without barriers. Therefore, we 

promote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nursery 

centers” to spread the action of “public nursery” widely.

In order to speed the schedule of public nursery,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es the “promoting group of 

increasing the public nursery”. Social Affairs Bureaus,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City Fire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Education Bureau, Civil Affairs Bureau, and Office of 

Housing Development provide the contact person to 

help to search for suitable places for installing public 

nursery, consulting about setting up the public nursery 

and achieving the goal of setting up the public nursery 

successfully. To reach the increasing 10 times of the 

goal, we assure to provide the health care and welfare 

for the young children.

sure that every child is able to receive the high-quality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care, and well prepared for 

primary school.

3. Promot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mote English cloud-lesson, the joint dual-degree 

project,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projects of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 classes. By setting up of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cooperating with schools and 

education system at home and abroad, nourishing 

students to master English, creating a high-light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 Taichung.

and mentally handicappers, new residents, and 

aboriginals) with their allowance and courses offer on 

educa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ambi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eliminate the learning dilemma of resource 

gap.

4.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Taichung City establishes 11 community colleges and 29 

senior learning centers by the diversified courses not 

only build up their own learning career planning but 

arouse their consciousness of the citizenship. In 

addition, Taichung citizens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public affairs to keep up with international views along 

with local identities.  By means of characteristic courses 

from the senior learning center, we boost citizens over 

55-year-old to maintain their health-care and raise up 

the quality of living to be able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offer services.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ions respond to different 

learning needs and offer multi-learning courses, keep 

supplying disadvantaged groups (such as the physically 

5. The Project for the Growth of Using Libraries

We keep enriching resources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 

Taichung City. The annually growth target of the number 

of books being borrowed has been set since 2019. We 

encourage every library to promote reading, also 

encourage people to borrow books from libraries, using 

the resources in the librar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ifelong learning.

The total number of collecting resources in 2020 was 

5,331,294 books, the total number of borrowings was 

13,812,839 books. In average, each person borrowed 4.9 

books, and the number of reading books was 8,373,478 

books.

Furthermore, we started buying every kind of E-books 

and digital resources, the number of E-Book collection 

Build a quality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Teach the elders to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of their hands by 
making handicraft with environmental paper clay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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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Center of 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 Education in Taichung C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Taichung, we establish the 

“Development Center of 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 Education in Taichung City”. We 

promote organizations such as guidance group 

of implementation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working group, counseling team of group 

lessons, information center of career 

temp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ission 

group, equipment, lessons,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career explo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We also draw up an annual implementation work 

plan, implementing the staggered connection, 

cooperating with Education Bureau,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and Labor Affairs Bureau, 

promoting th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in Taiwan to achieve 

the vision of the functionary within th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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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Nursery Centers

To alleviate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and respond the 

request of the needs about public nursery from the 

citizens and promote affordable and convenient nursery 

service, Taichung helps young parents to get into 

employment market without barriers. Therefore, we 

promote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nursery 

centers” to spread the action of “public nursery” widely.

In order to speed the schedule of public nursery,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es the “promoting group of 

increasing the public nursery”. Social Affairs Bureaus,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City Fire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Education Bureau, Civil Affairs Bureau, and Office of 

Housing Development provide the contact person to 

help to search for suitable places for installing public 

nursery, consulting about setting up the public nursery 

and achieving the goal of setting up the public nursery 

successfully. To reach the increasing 10 times of the 

goal, we assure to provide the health care and welfare 

for the young children.

sure that every child is able to receive the high-quality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care, and well prepared for 

primary school.

3. Promot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mote English cloud-lesson, the joint dual-degree 

project,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projects of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 classes. By setting up of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cooperating with schools and 

education system at home and abroad, nourishing 

students to master English, creating a high-light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 Taichung.

and mentally handicappers, new residents, and 

aboriginals) with their allowance and courses offer on 

educa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ambi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eliminate the learning dilemma of resource 

gap.

4.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Taichung City establishes 11 community colleges and 29 

senior learning centers by the diversified courses not 

only build up their own learning career planning but 

arouse their consciousness of the citizenship. In 

addition, Taichung citizens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public affairs to keep up with international views along 

with local identities.  By means of characteristic courses 

from the senior learning center, we boost citizens over 

55-year-old to maintain their health-care and raise up 

the quality of living to be able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offer services.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ions respond to different 

learning needs and offer multi-learning courses, keep 

supplying disadvantaged groups (such as the physically 

5. The Project for the Growth of Using Libraries

We keep enriching resources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 

Taichung City. The annually growth target of the number 

of books being borrowed has been set since 2019. We 

encourage every library to promote reading, also 

encourage people to borrow books from libraries, using 

the resources in the librar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ifelong learning.

The total number of collecting resources in 2020 was 

5,331,294 books, the total number of borrowings was 

13,812,839 books. In average, each person borrowed 4.9 

books, and the number of reading books was 8,373,478 

books.

Furthermore, we started buying every kind of E-books 

and digital resources, the number of E-Book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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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Center of 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 Education in Taichung C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Taichung, we establish the 

“Development Center of 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 Education in Taichung City”. We 

promote organizations such as guidance group 

of implementation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working group, counseling team of group 

lessons, information center of career 

temp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ission 

group, equipment, lessons,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career explo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We also draw up an annual implementation work 

plan, implementing the staggered connection, 

cooperating with Education Bureau,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and Labor Affairs Bureau, 

promoting th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in Taiwan to achieve 

the vision of the functionary within th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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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braries to reach the number of 52,389 book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borrowing books reached 325,632 

times in 2020.

We will keep promoting the resources in libraries in the 

future, such as holding book fairs with specific themes, 

or using the internet and SNS to promote the collection 

to raise the visibility for the libraries. Combining with the 

“Moving Library” and working with different schools let 

the collections can be seen in not only the communities 

and schools, but also in rural areas, social welfare 

agencies, and correction institutions to learn without 

restrictions and let reading become more convenient.

6. Promo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Taichung has added technology education since 2019 in 

order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and mechanical city. With 

the concept of cross disciplinary knowledge base, we 

highlight literacy guidance course and evaluation. To 

provide students the integrated learning experience so 

that training student have knowledge, ability and 

attitude of solve problems in the real world. The 

facilities and resources in Self-mad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can offer technology course and 

teach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group as an 

experimental field and plan various research and 

workshops togeth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elf-made education.

7. Intensive Workshops for Teachers

The concept of the education “focus on adaptive 

learning and own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is the main 

education policy in Taichung. Principle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quality are 

relatively important. By promoting principle and 

teacher’s mechanism and professional lead, the quality 

teaching contains disciplinary knowledge, teaching 

ability and attitude.

1. To Promote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order to lead in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into 

the daily business of variou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offices, and make people feel 

gender-friendly everywhere in their lives, we promote 

several genders-friendly measures to cover all aspects 

of life, and gradually build gender-friendly city to 

implement gender equality.

toilets is 1:3 and Taichung is the first in Taiwan to 

improve the gender ratios for toilets to 1:4 to implement 

gender equality. 

Taichung City values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and 

hopes to create a friendly and inclusive society. 

Therefore, the Sunshine Public Toilet Plan is promoted 

by gender rate, men and women with different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oileting time, and the rate 

of male and female public toilets should be adjusted 

appropriately.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s 

“Building Technical Regulations”, the gender ratios for 

Bookmobile seen ubiquitously

Self-mad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The restroom of Wen-Xin Forest Park MRT station, 
incorporate into the music dresser table and attend to 
gender-friendliness and aesthetics

Breastfeeding room set up in the Houli Forest Park Area
of Flora Exposition

SDG 5 Gender Equality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all women and girls

In response to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wareness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the gender equality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to promote gender-friendly measures and e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gender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 concerning about gender equality, environmental safety,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arget 5.c：Adopt and strengthen sound policies and enforceable legisl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all women and girls at all levels.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To welcome international large-scale events such as 

“Flora Exposition” and “Lantern Festival”, we create the 

first “Gender-Friendly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dicators” including the installment of the 

breastfeeding room, pedestrian walkways for 

wheelchairs and walking, and clear multi-lingual 

publicity signs. The indicators are combined to create a 

gender-friendly environment.

The Pioneer in Taiwan, Adjusting the Gender 
Rate of Public Toilets to 1:4

Establish Gender-friendly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Flora Exposition” 
and “Lantern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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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braries to reach the number of 52,389 book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borrowing books reached 325,632 

times in 2020.

We will keep promoting the resources in libraries in the 

future, such as holding book fairs with specific themes, 

or using the internet and SNS to promote the collection 

to raise the visibility for the libraries. Combining with the 

“Moving Library” and working with different schools let 

the collections can be seen in not only the communities 

and schools, but also in rural areas, social welfare 

agencies, and correction institutions to learn without 

restrictions and let reading become more convenient.

6. Promo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Taichung has added technology education since 2019 in 

order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and mechanical city. With 

the concept of cross disciplinary knowledge base, we 

highlight literacy guidance course and evaluation. To 

provide students the integrated learning experience so 

that training student have knowledge, ability and 

attitude of solve problems in the real world. The 

facilities and resources in Self-mad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can offer technology course and 

teach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group as an 

experimental field and plan various research and 

workshops togeth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elf-made education.

7. Intensive Workshops for Teachers

The concept of the education “focus on adaptive 

learning and own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is the main 

education policy in Taichung. Principle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quality are 

relatively important. By promoting principle and 

teacher’s mechanism and professional lead, the quality 

teaching contains disciplinary knowledge, teaching 

ability and attitude.

1. To Promote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order to lead in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into 

the daily business of variou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offices, and make people feel 

gender-friendly everywhere in their lives, we promote 

several genders-friendly measures to cover all aspects 

of life, and gradually build gender-friendly city to 

implement gender equality.

toilets is 1:3 and Taichung is the first in Taiwan to 

improve the gender ratios for toilets to 1:4 to implement 

gender equality. 

Taichung City values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and 

hopes to create a friendly and inclusive society. 

Therefore, the Sunshine Public Toilet Plan is promoted 

by gender rate, men and women with different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oileting time, and the rate 

of male and female public toilets should be adjusted 

appropriately.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s 

“Building Technical Regulations”, the gender ratios for 

Bookmobile seen ubiquitously

Self-mad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The restroom of Wen-Xin Forest Park MRT station, 
incorporate into the music dresser table and attend to 
gender-friendliness and aesthetics

Breastfeeding room set up in the Houli Forest Park Area
of Flora Exposition

SDG 5 Gender Equality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all women and girls

In response to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wareness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the gender equality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to promote gender-friendly measures and e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gender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 concerning about gender equality, environmental safety, social welfa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arget 5.c：Adopt and strengthen sound policies and enforceable legisl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all women and girls at all levels.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To welcome international large-scale events such as 

“Flora Exposition” and “Lantern Festival”, we create the 

first “Gender-Friendly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dicators” including the installment of the 

breastfeeding room, pedestrian walkways for 

wheelchairs and walking, and clear multi-lingual 

publicity signs. The indicators are combined to create a 

gender-friendl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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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ichung City, the “Gender Mainstreaming 

Implementation Project” and the “Promote the 

Innovative Project for Gender Equality” guide all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offices to lead in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into activities in the neighborhoods.

Taichung sets the first shopping festival which creates 

the consumption amount of more than 1.6 billion in view 

of women’s economy, combining beauty, sports, and 

leisure, and lodging and catering, boosting local 

industries and improve economic efficiency. In addition, 

statistics on female-managed companies in our city a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value, leaping to 

the first of the six capitals.

Press conference of “2020 Women Go”

Running water quality sampling

SDG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Ensure availability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sanitation for all

Taichung City cares for drink water security. Protect water and land environment, promote water resource education 

and maintain sewage treatment works positively to ensure clean and sanitary running water available for the citizens.

Target 6.1：By 2030, achieve universal and equitable access to safe and affordable drinking water for 

all.

Target 6.3：By 2030, improve water quality by reducing pollution, eliminating dumping and minimizing 

releas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materials, halving the proportion of untreated wastewater and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recycling and safe reuse globally.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1. To Assure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for Citizens

Promote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ampling plan. Test 

water quality of 25 water treatment plants and water 

supply point in Taichung. To enhance the test quality of 

water treatment plants after the alarm of typhoon or 

torrential rain dismiss. In order to provide safe drinking 

water for citizen, we supervise water quality strictly.

2.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Connecting 
Pipes of the Sewage Sewer Users

Promote the project to increase pipes connecting and 

ratio of sewage treatment. By 2030, the goals of 

sewage treatment will rise to 90%. Back alley along with 

obstacle without connecting pipes should be removed 

before deadline or it will be torn down mandatorily by 

law. The ratio of the front alley connect pipes covers 

only 60%. Back alley connecting pipes mandatorily 

raising to 90% which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pipe’s connection. It is estimated to accumulate users to 

350 thousand in the future by 2025. 430 thousand 

accumulated users in total reaches by 2030. Improve 

water quality and reduce river pollution to ensure 

availability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sanitation for all.

Gender-friendly in Taichung

Shopping Festival of Taichung Women Go,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wareness and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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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ichung City, the “Gender Mainstreaming 

Implementation Project” and the “Promote the 

Innovative Project for Gender Equality” guide all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offices to lead in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into activities in the neighborhoods.

Taichung sets the first shopping festival which creates 

the consumption amount of more than 1.6 billion in view 

of women’s economy, combining beauty, sports, and 

leisure, and lodging and catering, boosting local 

industries and improve economic efficiency. In addition, 

statistics on female-managed companies in our city a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value, leaping to 

the first of the six capitals.

Press conference of “2020 Women Go”

Running water quality sampling

SDG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Ensure availability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sanitation for all

Taichung City cares for drink water security. Protect water and land environment, promote water resource education 

and maintain sewage treatment works positively to ensure clean and sanitary running water available for the citizens.

Target 6.1：By 2030, achieve universal and equitable access to safe and affordable drinking water for 

all.

Target 6.3：By 2030, improve water quality by reducing pollution, eliminating dumping and minimizing 

releas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materials, halving the proportion of untreated wastewater and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recycling and safe reuse glo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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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 Assure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for Citizens

Promote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ampling plan. Test 

water quality of 25 water treatment plants and water 

supply point in Taichung. To enhance the test quality of 

water treatment plants after the alarm of typhoon or 

torrential rain dismiss. In order to provide safe drinking 

water for citizen, we supervise water quality strictly.

2.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Connecting 
Pipes of the Sewage Sewer Users

Promote the project to increase pipes connecting and 

ratio of sewage treatment. By 2030, the goals of 

sewage treatment will rise to 90%. Back alley along with 

obstacle without connecting pipes should be removed 

before deadline or it will be torn down mandatorily by 

law. The ratio of the front alley connect pipes covers 

only 60%. Back alley connecting pipes mandatorily 

raising to 90% which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pipe’s connection. It is estimated to accumulate users to 

350 thousand in the future by 2025. 430 thousand 

accumulated users in total reaches by 2030. Improve 

water quality and reduce river pollution to ensure 

availability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water and 

sanitation for all.

Gender-friendly in Taichung

Shopping Festival of Taichung Women Go,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wareness and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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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up the water box

farming can be reused on farming. Change the manure 

polluted wastewater into nature fertilizer. Reduce waste 

water flowing into river directly so as to reduce river 

pollution.

3. Protection for Maintaining Water Quality

Taichung is dedicated to maintaining water quality from 

source by coach industry to reduce pollution. Tracking 

pollution by using technology  (water sensor, time-lapse 

camera, water quality automatically continuous 

monitoring and so on). Promote waste water from stock 

Taichung promotes and plans for river renovation and 

water quality positively, included Liuchuan, Luchuan, 

Dong Da River, Wu-qi Ditch, Li Ming Ditch, Hui Lai River, 

Chao Yang River, Han Xi ditch, Fazi River and so on. By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Taichung City will be 

built as a beautiful water-culture city.

In order to soothe the water restrictions brought 

inconveniences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industries, the 

government seeks for the substitute water resource 

instantly. The government sets up 10 sets of Q-Water 

Purification Equipment at the new construction site and 

other suitable places (Such as Nantun District Wenxin 

Aiyue, Dali District Yuanlin Zhuging, North District Lao 

Fo Ye, East District LaLaport e.g.), using the 

underground water from the construction ,the water will 

be available to supply after the purification and filter. 

There were 10 sets of equipment been installed before 

April 30, 2021, and worked till July 15, 2021. There are 3 

sets of equipment being moved to the Fazi River Water 

Treatment Plant, and other 7 sets of equipment have 

been moved to Water Resources Bureaus under the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and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for continuing to use.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installs 3 sets of large RO 

water purification and filters equipment used separately 

at the Shuinan Water Resources Center and Wenshan 

Water Resources Center, with total 6 sets of equipment. 

This equipment can supply cooling water for industry 

and even for technologist replacing tap water, and been 

installed before the end of May, 2021.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informed Taichung’s water-using lights has remained 

the normal operation since August 5, 2021. As a result, 

the water purification equipment will stop working 

temporarily and begin to be refurbished. These 6 sets of 

RO water purification and filter equipment were 

escrowed by Taichung after being refurbished, and 

halted before October 30, 2021 at the Wenshan Water 

Resources Center.

After rectification of Liuchuan Canal, it is the first landscape river bank in Taiwan with a low-impact development design

The ongoing construction for sewage project in West 
District

After sewage disposal, water purifi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greenification in Luchuan, trees are viewed along the riverbank 
with beautiful sight

Improvement For Rivers and Water Quality 
Project

Water purification facilities of Q-WATER

Due to the drought resistance this year (2021),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works with the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and promote the “Drought Resistance 

Water Source Emergency Plan 2.0”. There were about 

338 temporary water supply stations, now has added to 

the total amount of 347 stations, assisting medical 

institutions, schools and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become the priority to receive the water supply, 

initiating the district water supply of “supply 5 days and 

stop 2” in April, 2021.

Drought Resistance Urgently, 10 Sets of 
Q-Water Purification Equipment and 6 Sets of 
RO Water Purification and Filters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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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up the water box

farming can be reused on farming. Change the manure 

polluted wastewater into nature fertilizer. Reduce waste 

water flowing into river directly so as to reduce river 

pollution.

3. Protection for Maintaining Water Quality

Taichung is dedicated to maintaining water quality from 

source by coach industry to reduce pollution. Tracking 

pollution by using technology  (water sensor, time-lapse 

camera, water quality automatically continuous 

monitoring and so on). Promote waste water from stock 

Taichung promotes and plans for river renovation and 

water quality positively, included Liuchuan, Luchuan, 

Dong Da River, Wu-qi Ditch, Li Ming Ditch, Hui Lai River, 

Chao Yang River, Han Xi ditch, Fazi River and so on. By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Taichung City will be 

built as a beautiful water-culture city.

In order to soothe the water restrictions brought 

inconveniences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industries, the 

government seeks for the substitute water resource 

instantly. The government sets up 10 sets of Q-Water 

Purification Equipment at the new construction site and 

other suitable places (Such as Nantun District Wenxin 

Aiyue, Dali District Yuanlin Zhuging, North District Lao 

Fo Ye, East District LaLaport e.g.), using the 

underground water from the construction ,the water will 

be available to supply after the purification and filter. 

There were 10 sets of equipment been installed before 

April 30, 2021, and worked till July 15, 2021. There are 3 

sets of equipment being moved to the Fazi River Water 

Treatment Plant, and other 7 sets of equipment have 

been moved to Water Resources Bureaus under the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and Taoyuan City 

Government for continuing to use.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installs 3 sets of large RO 

water purification and filters equipment used separately 

at the Shuinan Water Resources Center and Wenshan 

Water Resources Center, with total 6 sets of equipment. 

This equipment can supply cooling water for industry 

and even for technologist replacing tap water, and been 

installed before the end of May, 2021.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informed Taichung’s water-using lights has remained 

the normal operation since August 5, 2021. As a result, 

the water purification equipment will stop working 

temporarily and begin to be refurbished. These 6 sets of 

RO water purification and filter equipment were 

escrowed by Taichung after being refurbished, and 

halted before October 30, 2021 at the Wenshan Water 

Resources Center.

After rectification of Liuchuan Canal, it is the first landscape river bank in Taiwan with a low-impact development design

The ongoing construction for sewage project in West 
District

After sewage disposal, water purifi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greenification in Luchuan, trees are viewed along the riverbank 
with beautiful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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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purification facilities of Q-WATER

Due to the drought resistance this year (2021),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works with the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and promote the “Drought Resistance 

Water Source Emergency Plan 2.0”. There were about 

338 temporary water supply stations, now has added to 

the total amount of 347 stations, assisting medical 

institutions, schools and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become the priority to receive the water supply, 

initiating the district water supply of “supply 5 days and 

stop 2” in April, 2021.

Drought Resistance Urgently, 10 Sets of 
Q-Water Purification Equipment and 6 Sets of 
RO Water Purification and Filters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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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Ensure access to affordable,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modern energy for all

The city actively develops renewable energy through smart street light installation with LED, green energy utilization and 

generation power of resource cycle providing affordable and reliable sustainable energy .

Target 7.a：By 2030,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clean energy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and advanced and cleaner fossil-fuel 

technology, and promote investments in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arget 7.b：By 2030, expand infrastructure and upgrade technology for supplying modern and 

sustainable energy services for al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 and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LDC),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pective programmes of support.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Taipower Company's latest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ation in June 2021 by the 

capacity data, the city's total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ed 

capacity is approximately 1,673MW, ranking the top in 

the country.

Continue to promote remaining public buildings and 

public land, factories, and public housing in the future. 

Photovoltaic installation and assist in developing central 

offshore wind power policies to build offshore wind 

power in the city and upgrade the city's usage rate of 

renewable energy.

1. Actively Promote Renewable Energy and Transition

The city actively promotes energy transition and green 

energy policies, including:

1.

2.

3.

4.

5.

Solar energy on public roofs

Photovoltaic installation for high 

energy-consumption users installation of 10% 

renewable energy 

Promote rooftop-type solar 

Generation power of resource cycle

LED light installed

2. Plan for Promoting to Use Green Energy for Industry

The city proposed an update two-year solar 

photovoltaic development plan in 2021, executing the 

“Plan for promoting to use green energy for the 

industry”, to ensure that all people can get affordable,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modern energy. Taichung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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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 a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by cooperating with 

Port of Taichung,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Corporation to build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zone in Taichung Harbor, currently 

includes: Yeong Guan Energy Technology 

Company, Taiwan Power Company, Tien Li 

Offshore Wind Technology Company, Tai-Shing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mpany and other 

companies have leased land; CS WIND Taiwan and 

Changhua, Taiwan, setting up a tower factory near 

the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ial zone, currently 

also domestic and foreign wind power industry 

players actively contact and cooperate, building a 

complete wind power industry supply chain.  

Taichung Harbor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significant offshore wind power hub, driving green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stablish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Zone in Taichung Harbor to Promote 
Green Energy Industry Development

Efforts made by the bureaus of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campuses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city's solar photovoltaics,  the promotion is undergoing 

smoothly.  According to the data released by Taipower, 

the statistics shown by the end of May 2021, the city's 

solar photovoltaic accumulator has a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376MW. The government sets KPIs for 

each bureau required actively promote the setting solar 

photovoltaic, fully developing solar photovoltaic 

construction. The 353.3MW tripled target expected to 

reach by 2022 which has been fulfilled ahead of the 

schedule. The government once again promotes a 

four-fold increase in solar energy target, the cumulative 

installation capacity will reach 465MW by 2022 and 

spares no effor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lar 

photovoltaics, marching ahead the vision of 1GW by 

2030.

Detention pond floating solar photovoltaic in Wuri H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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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Ensure access to affordable,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modern energy for all

The city actively develops renewable energy through smart street light installation with LED, green energy utilization and 

generation power of resource cycle providing affordable and reliable sustainable energy .

Target 7.a：By 2030,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clean energy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and advanced and cleaner fossil-fuel 

technology, and promote investments in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Target 7.b：By 2030, expand infrastructure and upgrade technology for supplying modern and 

sustainable energy services for al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 and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LDC),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pective programmes of support.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Taipower Company's latest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ation in June 2021 by the 

capacity data, the city's total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ed 

capacity is approximately 1,673MW, ranking the top in 

the country.

Continue to promote remaining public buildings and 

public land, factories, and public housing in the future. 

Photovoltaic installation and assist in developing central 

offshore wind power policies to build offshore wind 

power in the city and upgrade the city's usage rate of 

renewable energy.

1. Actively Promote Renewable Energy and Transition

The city actively promotes energy transition and green 

energy policies, including:

1.

2.

3.

4.

5.

Solar energy on public roofs

Photovoltaic installation for high 

energy-consumption users installation of 10% 

renewable energy 

Promote rooftop-type solar 

Generation power of resource cycle

LED light installed

2. Plan for Promoting to Use Green Energy for Industry

The city proposed an update two-year solar 

photovoltaic development plan in 2021, executing the 

“Plan for promoting to use green energy for the 

industry”, to ensure that all people can get affordable,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modern energy. Taichung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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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 a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by cooperating with 

Port of Taichung,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Corporation to build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zone in Taichung Harbor, currently 

includes: Yeong Guan Energy Technology 

Company, Taiwan Power Company, Tien Li 

Offshore Wind Technology Company, Tai-Shing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mpany and other 

companies have leased land; CS WIND Taiwan and 

Changhua, Taiwan, setting up a tower factory near 

the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ial zone, currently 

also domestic and foreign wind power industry 

players actively contact and cooperate, building a 

complete wind power industry supply chain.  

Taichung Harbor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significant offshore wind power hub, driving green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stablish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Zone in Taichung Harbor to Promote 
Green Energy Industry Development

Efforts made by the bureaus of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campuses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city's solar photovoltaics,  the promotion is undergoing 

smoothly.  According to the data released by Taipower, 

the statistics shown by the end of May 2021, the city's 

solar photovoltaic accumulator has a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376MW. The government sets KPIs for 

each bureau required actively promote the setting solar 

photovoltaic, fully developing solar photovoltaic 

construction. The 353.3MW tripled target expected to 

reach by 2022 which has been fulfilled ahead of the 

schedule. The government once again promotes a 

four-fold increase in solar energy target, the cumulative 

installation capacity will reach 465MW by 2022 and 

spares no effor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lar 

photovoltaics, marching ahead the vision of 1GW by 

2030.

Detention pond floating solar photovoltaic in Wuri H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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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as the industrial zon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refecture as the central axis for the promotion of 

rooftop photovoltaic equipment, encouraging to adopt 

50% of the roof top installed with solar photovoltaic 

facilities.

Taichung is a main production base of the domestic 

machinery industry. With increasing dem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nergy is an essential policy.  

Solar photovoltaic equipment on the roof of the factory 

buildings becomes the priority to promote the goal of 

green energy in the industries within the jurisfication.

In addition to requiring the proper operation of the three 

incineration plants within the city's jurisdiction and 

maintaining stable output and power generation during 

equipment maintenance,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promote the replacement plan for the Wenshan 

Incineration Plant to increase the incineration volume 

and power generation for the Wenshan Incineration 

Plant which supplies more green energy caused by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power.  To properly remove food 

waste, the ROT (Reconstruction-Operation-Transfer) 

method will be used to promote green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which will complete the city's food waste 

processing capacity, reducing the processing load of 

the incineration plant, and ensure to provide affordable,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modern energy for all the 

citizens. 

At present, in addi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trademarks 

for developed industrial parks, the newly-developed 

industrial park will be completed. It will be added to the 

plan to encourage manufacturers to install solar 

photovoltaic equipment designed to maximize power 

generation and reduce construction problems 

subsquently.

Photoelectric installation on the roof of Taichung City Zhongping Junior High School

Anaerobic equipment of WaiPu green energy ecological park

3. The Project for Resource Recycling Power Generation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210,000 street lights in this 

city, in which more than 90,000 been replaced with LED 

energy-saving lamps executed by “the Mercury Street 

Lamp Sunset Project” and “various old street lamp 

replacement projects”, which save approximately NT$ 

100 million on electricity fee every year, reducing 45,272 

metric ton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quivalent to 

the amount of carbon reduction of 88 Taipei Daan Park.

4. The Project for LED Light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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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as the industrial zon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refecture as the central axis for the promotion of 

rooftop photovoltaic equipment, encouraging to adopt 

50% of the roof top installed with solar photovoltaic 

facilities.

Taichung is a main production base of the domestic 

machinery industry. With increasing dem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nergy is an essential policy.  

Solar photovoltaic equipment on the roof of the factory 

buildings becomes the priority to promote the goal of 

green energy in the industries within the jurisfication.

In addition to requiring the proper operation of the three 

incineration plants within the city's jurisdiction and 

maintaining stable output and power generation during 

equipment maintenance,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promote the replacement plan for the Wenshan 

Incineration Plant to increase the incineration volume 

and power generation for the Wenshan Incineration 

Plant which supplies more green energy caused by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power.  To properly remove food 

waste, the ROT (Reconstruction-Operation-Transfer) 

method will be used to promote green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which will complete the city's food waste 

processing capacity, reducing the processing load of 

the incineration plant, and ensure to provide affordable,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modern energy for all the 

citizens. 

At present, in addi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trademarks 

for developed industrial parks, the newly-developed 

industrial park will be completed. It will be added to the 

plan to encourage manufacturers to install solar 

photovoltaic equipment designed to maximize power 

generation and reduce construction problems 

subsquently.

Photoelectric installation on the roof of Taichung City Zhongping Junior High School

Anaerobic equipment of WaiPu green energy ecological park

3. The Project for Resource Recycling Power Generation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210,000 street lights in this 

city, in which more than 90,000 been replaced with LED 

energy-saving lamps executed by “the Mercury Street 

Lamp Sunset Project” and “various old street lamp 

replacement projects”, which save approximately NT$ 

100 million on electricity fee every year, reducing 45,272 

metric ton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quivalent to 

the amount of carbon reduction of 88 Taipei Daan Park.

4. The Project for LED Light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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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Promote sustained,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ful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

To achieve the vision of “Rich Taichung”, the city actively invests in strategic industries, providing diversified employment 

services and entrepreneurial , hosting activities, assisting the unemployed, and the disabled to find jobs, valuing 

workplace safety and safety economic growth.

Taichung has the advantages of owning two ports by 

sea and air. The City Government also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the port.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targets on sightseeing tours among 

business districts, the port service in the professional 

zone, and industrial service zone, etc. handling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The City Government establishes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 

Corporation, Taichung Port as a cooperation channel, 

exchanging investment information and helping to 

eliminate investment barriers.

In response to “The core of the two ports, Two-Port 

Gateway Strategic Zone” connecting with related 

resource construction, new transportation system, new 

urban structure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thinking to

meet current development need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The region quality overall review 

work is executed, discussing the plan for changing land 

to implemen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urban program, booming Taichung Port and the city, 

livable life and sharing modern new district 

development.

Target 8.3：Promote development-oriented policies that support productive activities, decent job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nd encourage the formalization and growth of 

micro-,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through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Target 8.5：By 2030, achieve ful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 women and 

men, including for young people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Target 8.6：By 2020,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the youth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Target 8.9：By 2030, devise and implement policie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tourism that creates jobs 

and promotes local culture and products.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Port, Marching Ahead Prosperity

To construct an image of a city gateway to a 

world-class city, considering the local cluster effect and 

growth trend of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he district, 

moving ahead the concept of the “airport park”, 

planning thoroughly for the airport and surrounding 

areas and development, reserving the airport for 

convenient use of land to smoothly connect the airport's 

mid-term and long-term construction design drawings, 

improving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accessibility and the 

convenience of the transmission system, improving the 

accessibility and the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system.

Airport Gateway Project

The Dadushan area in Taichung is a major domestic 

machine tools important base and a golden technology 

corridor, has the most intensive met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aiwan, including offshore wind turbine tools, 

machine tools, bicycles, hand tools and kitchen utensils 

and become a dense supply chain cluster. Build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and 

Taichung City Precision Machinery Innovation 

Technology Park. The formation of a complete industrial 

cluster in the 60-kilometer Golden Rift Valley will lay a 

solid industrial strength and driv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with high added value, high 

technical content, and intelligence.

Central Golden Technology Corridor, Boosting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Growth

Two Leading Ports , Booming the Port and 
the City

Focus on the potential development of the Taichung Sea 

Line area, the City Government actively assists Mitsui to 

develop the “Mitsui Outlet Park Taichung Port”, 

establishing Cross-Bureau Project Team to complete 

the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fire safety, reviewed by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roject Group.

The first phase of the development opened on 

December 12, 2018, with an investment of 2.5 billion 

yuan and creating 2,000 job opportunities.

The second phase of development starts on 

November 25, 2020, and is expected to be the 2022 

opening of the year. By then, the total number of shops 

will be increased to 220,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he 

overall tourism momentum in the sea line area and 

improving the local life functions.

participated in “ WITSA Global ICT Excellence Awards”, 

presented “Sustainable Urban Business Solution”,  

awarded the first prize of COVID-19 tech solutions for 

cities and localities.

Develop Taichung Mitsui Outlet to Create 
Sea-line Economic Strength

Taichung City participated WITSA Global ICT Excellence 
Awards, presented the sustainable urban business 
solution, awarded the first prize of COVID-19 tech 
solutions for cities and localities

1. Taichung Information Platform Operation Service for 
Living Economy

This platform combined digital service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activities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in 

2020 ,linking Shopping Festival, Halloween, Taxation 

promotion, Industrial Tourism,The Youth’s Innovation 

and Taichung Women Go and so on and APP downloads 

exceeded 360,000 times by the end of 2020.  Taichung 

2. The Project of Taichung Cross-border Experience 
Demonstration Base Entrusted Operation Management

Through the city's cross-border experience 

demonstration base and the city's related enterpris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project, we coach to 

start an undertaking set up registration in Taichung or 

obtain relevant subsidy resources, developing 

cross-borde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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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Promote sustained,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ful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

To achieve the vision of “Rich Taichung”, the city actively invests in strategic industries, providing diversified employment 

services and entrepreneurial , hosting activities, assisting the unemployed, and the disabled to find jobs, valuing 

workplace safety and safety economic growth.

Taichung has the advantages of owning two ports by 

sea and air. The City Government also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the port.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targets on sightseeing tours among 

business districts, the port service in the professional 

zone, and industrial service zone, etc. handling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The City Government establishes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 

Corporation, Taichung Port as a cooperation channel, 

exchanging investment information and helping to 

eliminate investment barriers.

In response to “The core of the two ports, Two-Port 

Gateway Strategic Zone” connecting with related 

resource construction, new transportation system, new 

urban structure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thinking to

meet current development need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The region quality overall review 

work is executed, discussing the plan for changing land 

to implemen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urban program, booming Taichung Port and the city, 

livable life and sharing modern new district 

development.

Target 8.3：Promote development-oriented policies that support productive activities, decent job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nd encourage the formalization and growth of 

micro-,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through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Target 8.5：By 2030, achieve ful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 women and 

men, including for young people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Target 8.6：By 2020,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the youth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Target 8.9：By 2030, devise and implement policie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tourism that creates jobs 

and promotes local culture and products.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Port, Marching Ahead Prosperity

To construct an image of a city gateway to a 

world-class city, considering the local cluster effect and 

growth trend of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he district, 

moving ahead the concept of the “airport park”, 

planning thoroughly for the airport and surrounding 

areas and development, reserving the airport for 

convenient use of land to smoothly connect the airport's 

mid-term and long-term construction design drawings, 

improving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accessibility and the 

convenience of the transmission system, improving the 

accessibility and the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system.

Airport Gateway Project

The Dadushan area in Taichung is a major domestic 

machine tools important base and a golden technology 

corridor, has the most intensive met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aiwan, including offshore wind turbine tools, 

machine tools, bicycles, hand tools and kitchen utensils 

and become a dense supply chain cluster. Build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and 

Taichung City Precision Machinery Innovation 

Technology Park. The formation of a complete industrial 

cluster in the 60-kilometer Golden Rift Valley will lay a 

solid industrial strength and driv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with high added value, high 

technical content, and intelligence.

Central Golden Technology Corridor, Boosting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Growth

Two Leading Ports , Booming the Port and 
the City

Focus on the potential development of the Taichung Sea 

Line area, the City Government actively assists Mitsui to 

develop the “Mitsui Outlet Park Taichung Port”, 

establishing Cross-Bureau Project Team to complete 

the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fire safety, reviewed by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roject Group.

The first phase of the development opened on 

December 12, 2018, with an investment of 2.5 billion 

yuan and creating 2,000 job opportunities.

The second phase of development starts on 

November 25, 2020, and is expected to be the 2022 

opening of the year. By then, the total number of shops 

will be increased to 220,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he 

overall tourism momentum in the sea line area and 

improving the local life functions.

participated in “ WITSA Global ICT Excellence Awards”, 

presented “Sustainable Urban Business Solution”,  

awarded the first prize of COVID-19 tech solutions for 

cities and localities.

Develop Taichung Mitsui Outlet to Create 
Sea-line Economic Strength

Taichung City participated WITSA Global ICT Excellence 
Awards, presented the sustainable urban business 
solution, awarded the first prize of COVID-19 tech 
solutions for cities and localities

1. Taichung Information Platform Operation Service for 
Living Economy

This platform combined digital service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activities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in 

2020 ,linking Shopping Festival, Halloween, Taxation 

promotion, Industrial Tourism,The Youth’s Innovation 

and Taichung Women Go and so on and APP downloads 

exceeded 360,000 times by the end of 2020.  Taichung 

2. The Project of Taichung Cross-border Experience 
Demonstration Base Entrusted Operation Management

Through the city's cross-border experience 

demonstration base and the city's related enterpris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project, we coach to 

start an undertaking set up registration in Taichung or 

obtain relevant subsidy resources, developing 

cross-borde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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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vestors with innovative investment, major 

investment and local procurement , we provide four 

subsidies including rent of premises, house tax and land 

value tax, labor vocational training expenses and labor 

salary subsidy, and encourage other county 

manufacturers to invest in our city.

The operation policy not on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monstration innovation field zone, but also 

provides counseling for the youth, holding matchmaking 

meetings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counseling 

youth entrepreneurs to settle in, and providing common 

space rental to promote Taichung cross-border 

experience demonstration base sustainable operation.

3. Strategic Industry Investment

In order to assist job-seekers in this city to find 

employment and fill up the manpower gaps of 

companies, we expand the employment service bases, 

adding the original one from 23 to 27, increasing the 

capacity of employment services. Set up a one-stop 

customized employment service, to provide employment 

promotion measures and service resources to assist 

young people and job seekers to find jobs. Comb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job opportunities and potential labor 

force, including manufacturers, chief of village,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s, we ar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strengthen 

applicants’ preparation and assist in employment. 

Since 2020,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has shown 

negative growth. For the middle-aged and senior 

citizens, relevant employment promotion programs are 

planned to increase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of Taichung 

City middle-aged and promote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4. Provide Employment Service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Applicants’ Preparation

5. To Hold Lectures of Employment for the Disabled

Visit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manufacturers’ demands

The training class for making exotic food

Use cultural and creative resources and loan briefings to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the 

project of loans for startup funding, and increase the 

opportunities for small and micro cultural and creative 

enterprises or individual workshops to accumulated 

bank credit to obtain funds. At the same time, we assist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workers to establish their 

own brands, expanding market channels, striving for 

external resources, and seeking cross-field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from the same 

industry closely linked to form a complementary 

supportive role, and jointly  achieve synergy and create 

industrial value.

To help disabled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rend of the 

job market and to enter the labor market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the employment,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study and use, and enable the disabled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o fully understand 

employment resources by joining the lectures of 

employment. Allow disabled students to obtain seamless 

and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ssist the disabled students to find 

employment,  we will implement career counseling and 

transfer services for the disabled students to increase 

the employment rate for the disabled students after the 

graduation.

6. Project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unseling

To promote the acquisition of employment skills for 

unemployed or unemployed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seek for the employment and improve their vocational 

skills, we continue to promote “Job trainings for the 

unemployed”, organizing vocational trainings for 

upgrading Taichung City’s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labor shortage, assisting them 

through employment counseling measures. In addition to 

increas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combining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ies, we provide relevant technical 

talents, assist enterprises to root in the region as bas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functions, and 

help to reduce the unemployment rate.

7. The Project for Job Trainings for the Unemployed

Taichung City assists public institutions in apply for 

relevant subsidies and improves safety and sanitation 

facilities, increasing the willingness of public institutions 

8. Safety Guarantee for Working Spots and Health 
Management Projec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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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vestors with innovative investment, major 

investment and local procurement , we provide four 

subsidies including rent of premises, house tax and land 

value tax, labor vocational training expenses and labor 

salary subsidy, and encourage other county 

manufacturers to invest in our city.

The operation policy not on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monstration innovation field zone, but also 

provides counseling for the youth, holding matchmaking 

meetings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counseling 

youth entrepreneurs to settle in, and providing common 

space rental to promote Taichung cross-border 

experience demonstration base sustainable operation.

3. Strategic Industry Investment

In order to assist job-seekers in this city to find 

employment and fill up the manpower gaps of 

companies, we expand the employment service bases, 

adding the original one from 23 to 27, increasing the 

capacity of employment services. Set up a one-stop 

customized employment service, to provide employment 

promotion measures and service resources to assist 

young people and job seekers to find jobs. Comb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job opportunities and potential labor 

force, including manufacturers, chief of village,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s, we ar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strengthen 

applicants’ preparation and assist in employment. 

Since 2020,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has shown 

negative growth. For the middle-aged and senior 

citizens, relevant employment promotion programs are 

planned to increase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of Taichung 

City middle-aged and promote the re-employment of 

the elderly.

4. Provide Employment Service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Applicants’ Preparation

5. To Hold Lectures of Employment for the Disabled

Visit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manufacturers’ demands

The training class for making exotic food

Use cultural and creative resources and loan briefings to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the 

project of loans for startup funding, and increase the 

opportunities for small and micro cultural and creative 

enterprises or individual workshops to accumulated 

bank credit to obtain funds. At the same time, we assist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workers to establish their 

own brands, expanding market channels, striving for 

external resources, and seeking cross-field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from the same 

industry closely linked to form a complementary 

supportive role, and jointly  achieve synergy and create 

industrial value.

To help disabled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rend of the 

job market and to enter the labor market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the employment,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unity of study and use, and enable the disabled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o fully understand 

employment resources by joining the lectures of 

employment. Allow disabled students to obtain seamless 

and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ssist the disabled students to find 

employment,  we will implement career counseling and 

transfer services for the disabled students to increase 

the employment rate for the disabled students after the 

graduation.

6. Project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unseling

To promote the acquisition of employment skills for 

unemployed or unemployed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seek for the employment and improve their vocational 

skills, we continue to promote “Job trainings for the 

unemployed”, organizing vocational trainings for 

upgrading Taichung City’s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labor shortage, assisting them 

through employment counseling measures. In addition to 

increas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combining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ies, we provide relevant technical 

talents, assist enterprises to root in the region as bas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functions, and 

help to reduce the unemployment rate.

7. The Project for Job Trainings for the Unemployed

Taichung City assists public institutions in apply for 

relevant subsidies and improves safety and sanitation 

facilities, increasing the willingness of public institutions 

8. Safety Guarantee for Working Spots and Health 
Management Projec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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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mprove safety facilities and reducing the burden of 

improvement costs. In addition, we assure workplace 

safety to protect labor rights by four-in-one disaster 

reduction strategy of “propaganda, counseling, 

inspection, and subsidy”, combining with the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of employers,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reducing the rate of 

insurance benefit for occupational injury based on per 

thousand people to protect labor safety and health.

Organizing activities for boosting tourism, such as 

“Daan Sand Sculpture and Music Festival”, “Taichung 

Hot Spring Season”, “Taichung International Dance 

Carnival”, and “Taichung International Flower Carpet 

Festival” held in 2020. Taichung actively promotes 

domestic trips to attract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aiwan. In 

2020, the number of tourists reached 46 million. 

Taichung is ranked the top to offer subsidy to 

self-guided trip (approximately 410 million NTD). We will 

continue to organize large-scale tourism activities to 

promote related tourism marketing and strategies for 

bringing in more visitors.

9. Promote the Tourism Industry

To “Build the cor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enter in 

Taiwan” as the policy goal, promote the local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to root in Taichung as bases and 

grow stronger and related counseling policies, to 

provide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subsidies, friendly 

and fully integrated co-filming services. In addition, the 

only public-to-private profess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o in Taiwan, “The Central Taiwan Film Studios”, 

adopting professional field and technical to meet the 

different shooting needs of various film and television 

crews which gradually attracts domestic and foreign 

crews to film in Taichung.

11. Build the Cor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enter in Taiwan

To build the brand of Taichung film festival and combine 

the image of a young and creative city, we focus on 

“animation” as the theme of the film festival, taking 

well-known foreign film festivals as references, and 

organize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Short Films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ilm 

Observation” as the two major film festival features. In 

the future, the Central Taiwan Film Center will be used 

as the main venue of the Taichung Film Festival 

expected to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capital”.

10. Taichung Film Festival Our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y include the “Taichung Jazz 

Festival”,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of an international 

jazz band, booming Taichung City tourism, Taichung 

attracts more than 100,000 music fans every day. In 

addition, the Taichung Mazu International Festival 

combines the city’s century-old temple culture to 

convey local cultural values to attract millions of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each year. In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we develop online performances, online exhibitions, and 

other forms, and continue to organize diversified arts 

and cultural feast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by the end of 

May 2021, the number of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rganized in Taichung city was ranked the top in the 

country.

12. Promotion for Art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aichung Jazz Festival in 2019

Movie “Classmates Minus” taken in Dajia Rihnan

2020 Taichung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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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mprove safety facilities and reducing the burden of 

improvement costs. In addition, we assure workplace 

safety to protect labor rights by four-in-one disaster 

reduction strategy of “propaganda, counseling, 

inspection, and subsidy”, combining with the resources 

and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of employers,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reducing the rate of 

insurance benefit for occupational injury based on per 

thousand people to protect labor safety and health.

Organizing activities for boosting tourism, such as 

“Daan Sand Sculpture and Music Festival”, “Taichung 

Hot Spring Season”, “Taichung International Dance 

Carnival”, and “Taichung International Flower Carpet 

Festival” held in 2020. Taichung actively promotes 

domestic trips to attract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aiwan. In 

2020, the number of tourists reached 46 million. 

Taichung is ranked the top to offer subsidy to 

self-guided trip (approximately 410 million NTD). We will 

continue to organize large-scale tourism activities to 

promote related tourism marketing and strategies for 

bringing in more visitors.

9. Promote the Tourism Industry

To “Build the cor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enter in 

Taiwan” as the policy goal, promote the local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to root in Taichung as bases and 

grow stronger and related counseling policies, to 

provide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subsidies, friendly 

and fully integrated co-filming services. In addition, the 

only public-to-private profess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o in Taiwan, “The Central Taiwan Film Studios”, 

adopting professional field and technical to meet the 

different shooting needs of various film and television 

crews which gradually attracts domestic and foreign 

crews to film in Taichung.

11. Build the Cor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enter in Taiwan

To build the brand of Taichung film festival and combine 

the image of a young and creative city, we focus on 

“animation” as the theme of the film festival, taking 

well-known foreign film festivals as references, and 

organize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Short Films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ilm 

Observation” as the two major film festival features. In 

the future, the Central Taiwan Film Center will be used 

as the main venue of the Taichung Film Festival 

expected to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capital”.

10. Taichung Film Festival Our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y include the “Taichung Jazz 

Festival”,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of an international 

jazz band, booming Taichung City tourism, Taichung 

attracts more than 100,000 music fans every day. In 

addition, the Taichung Mazu International Festival 

combines the city’s century-old temple culture to 

convey local cultural values to attract millions of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each year. In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we develop online performances, online exhibitions, and 

other forms, and continue to organize diversified arts 

and cultural feast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by the end of 

May 2021, the number of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rganized in Taichung city was ranked the top in the 

country.

12. Promotion for Art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aichung Jazz Festival in 2019

Movie “Classmates Minus” taken in Dajia Rihnan

2020 Taichung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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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Buil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promot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ster innovation

To buil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industries, the city actively constructs sidewalks, and rainwater 

channels with permeable functions to develop reliable infrastructure with post-disaster resilience capabilities.

Target 9.1：Develop quality,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regional and 

transborder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 well-being, with a focus on 

affordable and equitable access for all.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The city actively plans to build the storm sewer system 

to improve the rainwater sewer implementation rate, 

strengthen flood control and drainage capacity to 

protect citizens' safety and property. According to the 

storm sewer statistics by the end of 2020, the building 

coverage rate reached 77.1%, and the total construction 

length was 685.7 kilometers. We will continue to build a 

sewer system to increase urban drainage and reduce 

flooding in low-lying areas.

1. Increase the Coverage Rate of the Storm Sewer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City Regional Flood 
Discharge Capacity

From 2016 to 2020,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for Hakka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in this city reached 7,400, and 

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 Hakka will continue to be 

cared, encouraging the public to take the Hakka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test, creating a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for Hakka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ng 

integration and equality for ethnic groups

1.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in Hakka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The city builds permeable functional sidewalks and 

manages urban road space design of permeable 

pavement and rainwater permeation and catchment 

planning in public passage space design and review. In 

2020, the total length of permeable pavement was 

improved 5.89 kilometers and the annual cumulative 

length growth rate was estimated to increase 5%, the 

growth rate will increase by 25% in 2025, 2030 the goal 

will increase the annual growth rate by 50%.

2. Build a Sidewalk with Permeable Function

SDG 10 Reduce Inequalities
Reduc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mong countries

Taichung valu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of all ages, genders, and races and provides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health services for people in remote areas. Reducing all forms of inequality in group society and resources is 

undergoing.

Target 10.2：By 2030, empower and promot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clusion of all, 

irrespective of age, sex, disability, race, ethnicity, origin, religion or economic or other status.

Target 10.4：Adopt policies, especially fiscal, wage and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progressively 

achieve greater equality.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Storm Sewer Project in Minsheng Street, Tanzi District

Presentation of Hakka certification class and promotion of
Hakka as mother 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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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Buil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promot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ster innovation

To buil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industries, the city actively constructs sidewalks, and rainwater 

channels with permeable functions to develop reliable infrastructure with post-disaster resilience capabilities.

Target 9.1：Develop quality, reliabl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regional and 

transborder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 well-being, with a focus on 

affordable and equitable access for all.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The city actively plans to build the storm sewer system 

to improve the rainwater sewer implementation rate, 

strengthen flood control and drainage capacity to 

protect citizens' safety and property. According to the 

storm sewer statistics by the end of 2020, the building 

coverage rate reached 77.1%, and the total construction 

length was 685.7 kilometers. We will continue to build a 

sewer system to increase urban drainage and reduce 

flooding in low-lying areas.

1. Increase the Coverage Rate of the Storm Sewer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City Regional Flood 
Discharge Capacity

From 2016 to 2020,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for Hakka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in this city reached 7,400, and 

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 Hakka will continue to be 

cared, encouraging the public to take the Hakka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test, creating a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for Hakka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ng 

integration and equality for ethnic groups

1.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in Hakka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The city builds permeable functional sidewalks and 

manages urban road space design of permeable 

pavement and rainwater permeation and catchment 

planning in public passage space design and review. In 

2020, the total length of permeable pavement was 

improved 5.89 kilometers and the annual cumulative 

length growth rate was estimated to increase 5%, the 

growth rate will increase by 25% in 2025, 2030 the goal 

will increase the annual growth rate by 50%.

2. Build a Sidewalk with Permeable Function

SDG 10 Reduce Inequalities
Reduc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mong countries

Taichung valu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of all ages, genders, and races and provides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health services for people in remote areas. Reducing all forms of inequality in group society and resources is 

undergoing.

Target 10.2：By 2030, empower and promot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clusion of all, 

irrespective of age, sex, disability, race, ethnicity, origin, religion or economic or other status.

Target 10.4：Adopt policies, especially fiscal, wage and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progressively 

achieve greater equality.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Storm Sewer Project in Minsheng Street, Tanzi District

Presentation of Hakka certification class and promotion of
Hakka as mother 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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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afeguard health of the people in remote areas 

(Heping District), provide medical services,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chest X-ray screening, vaccination, 

screening for four major cancers, and medical services 

such as screening and adult health checks to reduce the 

problem of the shortage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health of people in remote areas. We will 

adopt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and combine private 

resources to strengthen cross-domain cooperation by 

merging propaganda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To link integrated screening and 

inspection activities to block community infections 

chain.

2. Public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Health Services in 
Remote Areas

To give the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source of 

law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implementing 

autonomy in the aboriginal areas. Legislative Yuan 

amended the local legislation to protect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power 

actively responds to the social intentions of the 

aborigines, implementing ethnic equality and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3. Ensuring Indigenous Peopl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ights in Heping District

Council Houses provide the service for settlem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policy of residence. There were 891 houses built 

in April 2021. 3,967 houses are still ongoing built.

1. Council House

SDG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Make cities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Taichung improves air quality actively and promotes different low-carbon and energy saving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ddition to urge the city and residence with comprehension, safety,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by developing greenery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romoting council houses, and improving public 

facilities and social service.

Target 11.1：By 2030, ensure access for all to adequate, safe and affordable housing and basic 

services and upgrade slums.

Target 11.2：By 2030, provide access to safe, affordable, accessible and sustainable transport 

systems for all, improving road safety, notably by expanding public transport,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those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women, childre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older 

persons.

Target 11.3：By 2030, enhanc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and capacity for participatory,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human settlemen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all countries.

Target 11.4：Strengthen efforts to protect and safeguard the world’s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Target 11.6：By 2030, reduce the adverse per capita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cities, including b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air quality and municipal and other waste management.

Target 11.7：By 2030, provide universal access to safe, inclusive and accessible, green and public 

spaces, in particular for women and children, older persons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arget 11.a：Support positiv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links between urban, peri-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strengthen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Nantun District Jingke Lohas Good House, Fengyuan Ankang Phase 1 Council House, 
Dali Guangzheng Section Community House Phase 1

Vaccination services for rural residents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Aboriginal Education Resource 
Center, passing down Aboriginal Culture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in remote areas 

(Heping District) receiving public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2020 was 55,822 people, which included:

Medical services: 45,519 peopl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468 people

Chest X-ray screening: 2,792 people

Vaccination: 5,309 people

Screening for four major cancers: 1,018 people

Adult health check: 776 people

Guang-Long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ing District 

established “Taichung City Aboriginal Education Fund 

Source Center” to assist in training ethnic language 

teachers and pass on ethnic languages culture. In 

addition, the country’s first experimental education for 

indigenous peoples was established “P'uma Elementary 

School”, aiming at the aborigines of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tudents offer ethnic language 

courses, cultural consensus camps, and experiencing 

activities to provide a complet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ethnic languages and culture.

The Country's First Aboriginal Experimental 
Education Elementary School and Junior 
High School

※Based 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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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afeguard health of the people in remot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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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cities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clusive, saf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Taichung improves air quality actively and promotes different low-carbon and energy saving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ddition to urge the city and residence with comprehension, safety,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by developing greenery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romoting council houses, and improving public 

facilities and social service.

Target 11.1：By 2030, ensure access for all to adequate, safe and affordable housing and basic 

services and upgrade slums.

Target 11.2：By 2030, provide access to safe, affordable, accessible and sustainable transport 

systems for all, improving road safety, notably by expanding public transport,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those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women, childre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older 

persons.

Target 11.3：By 2030, enhanc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and capacity for participatory,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human settlemen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all countries.

Target 11.4：Strengthen efforts to protect and safeguard the world’s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Target 11.6：By 2030, reduce the adverse per capita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cities, including b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air quality and municipal and other waste management.

Target 11.7：By 2030, provide universal access to safe, inclusive and accessible, green and public 

spaces, in particular for women and children, older persons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arget 11.a：Support positiv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links between urban, peri-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strengthen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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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in remote areas 

(Heping District) receiving public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2020 was 55,822 people, which included:

Medical services: 45,519 peopl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468 people

Chest X-ray screening: 2,792 people

Vaccination: 5,309 people

Screening for four major cancers: 1,018 people

Adult health check: 776 people

Guang-Long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ing District 

established “Taichung City Aboriginal Education Fund 

Source Center” to assist in training ethnic language 

teachers and pass on ethnic languages culture. In 

addition, the country’s first experimental education for 

indigenous peoples was established “P'uma Elementary 

School”, aiming at the aborigines of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tudents offer ethnic language 

courses, cultural consensus camps, and experiencing 

activities to provide a complet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ethnic languages and culture.

The Country's First Aboriginal Experimental 
Education Elementary School and Junior 
High School

※Based on 2020

2021 2025 2030

0.5

0

1

1.5

2

2.5

3

3.5

1

2

3

Growth rate of people in remote areas 
receiving public health care services

G
row

th rate (%
)

Taichung City Case Studi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Framew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Results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57



Overview Taichung’s recreational bicycle lanes and 

optimizing the service facilities of bicycle lanes to 

increase the security and comfortable of riding. The 

facilities optimizing and reconstructed at Daja seaside 

bicycle lanes such as pavement, rail and so on in 2020. 

In the future continuously reconstruct and maintain 

optimizing bicycle lanes in Taichung so as to promote 

sightseeing service and environment quality.

2. Optimizing Recreational Bicycle Lanes

Promote public parking lot to establish electric car 

charge equipment to promote friendly charge 

environment, the parking lots providing one charging 

equipment for 50 cars essentially. 141 parking lots were 

installed 251 charging equipment in July 2021. First set 

up the electric car charge equipment net, and then 

develop supporting construction of charging equipment 

and finally complete the full net. By 2030, the public 

parking lots will reach 430 charging equipment in 

Taichung.

5. Application of Public Parking Lots for Electricity and 
Maintenance of Electric Automobile Charging Equipment

To encourage citizens, change and purchase electric 

mobile and build friendly charging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exhaust of mobile source of air pollution. 

Taichung promotes the electric motorcycles recharging 

actively. Through the policy of fully charge station 

allowance and clean energy environment establishment 

to increase the motivation of using low-pollution 

vehicle. By 2022, electric car charge station will be up to 

505, electric scooters will be up to 631 and electric 

scooters battery change station will be up to 289 in 

Taichung. 

3. Promote the Electric Motorcycles Recharging

Taichung City GoStation 300th station

Houfeng railway steel beam bridge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equipment in the second parking 
lot of Yangming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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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 total of 891 households have
   been completed as of Apri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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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offers subsidy replacing old motorcycles with 

new low-pollution vehicle and purchasing new electric 

scooter. By higher subsidy and non-limited quota to 

increase the motivation to choose low-pollution vehicle.

In addition, Taichung expands charge stations 

continuously. Establish fully support of charge 

environment synchronous to attract the industry to set 

up the stations and maintenance continuously. 

Encourage organizations, schools, companies, and 

apartment buildings to apply for setting charge station 

to increase the density and breadth and establish full 

electric vehicles by recharging.

4. The Subsidy Project of Replacement of Old 
Motorcycles with New Low Polluted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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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Taichung’s recreational bicycle lanes and 

optimizing the service facilities of bicycle lanes to 

increase the security and comfortable of riding. The 

facilities optimizing and reconstructed at Daja seaside 

bicycle lanes such as pavement, rail and so on in 2020. 

In the future continuously reconstruct and maintain 

optimizing bicycle lanes in Taichung so as to promote 

sightseeing service and environment quality.

2. Optimizing Recreational Bicycle Lanes

Promote public parking lot to establish electric car 

charge equipment to promote friendly charge 

environment, the parking lots providing one charging 

equipment for 50 cars essentially. 141 parking lots were 

installed 251 charging equipment in July 2021. First set 

up the electric car charge equipment net, and then 

develop supporting construction of charging equipment 

and finally complete the full net. By 2030, the public 

parking lots will reach 430 charging equipment in 

Taichung.

5. Application of Public Parking Lots for Electricity and 
Maintenance of Electric Automobile Charging Equipment

To encourage citizens, change and purchase electric 

mobile and build friendly charging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exhaust of mobile source of air pollution. 

Taichung promotes the electric motorcycles recharging 

actively. Through the policy of fully charge station 

allowance and clean energy environment establishment 

to increase the motivation of using low-pollution 

vehicle. By 2022, electric car charge station will be up to 

505, electric scooters will be up to 631 and electric 

scooters battery change station will be up to 289 in 

Taichung. 

3. Promote the Electric Motorcycles Recharging

Taichung City GoStation 300th station

Houfeng railway steel beam bridge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equipment in the second parking 
lot of Yangming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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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offers subsidy replacing old motorcycles with 

new low-pollution vehicle and purchasing new electric 

scooter. By higher subsidy and non-limited quota to 

increase the motivation to choose low-pollution vehicle.

In addition, Taichung expands charge stations 

continuously. Establish fully support of charge 

environment synchronous to attract the industry to set 

up the stations and maintenance continuously. 

Encourage organizations, schools, companies, and 

apartment buildings to apply for setting charge station 

to increase the density and breadth and establish full 

electric vehicles by recharging.

4. The Subsidy Project of Replacement of Old 
Motorcycles with New Low Polluted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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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promotes the planning for the electric buses. 

We strive for the budget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and 

encourage the industry to replace old buses for electric 

ones. Take Taiwan Boulevard as a demonstration line, 

we revise the electric bus development strategy by 

rolling review. Plan the whole charging station and 

routes for bus industries set up in Taichung. Build a low 

carbon and sustainable public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gradually. The numbers of electric buses 

were 145 in 2018, 182 in 2019 and 197 in 2020. Continue 

the promotion so as to reduce the pollution emitted by 

urban area buses.

Strive for the budget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Encourage industries purchasing accessible buses and 

the announcement for the routes designed for 

6. Promote the Plan for the Electric Buses by 2030 
Propos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entral

7. Accessible Bus

Provide people to experience entering and exit the 

parking lot by E-payment system. Speed up the 

in-and-out efficiency of, actually record the time of 

entry and exit, create a smart parking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s of the end of July 2021, a 

total of 118 smart parking lots have been built, with a 

completion rate of 92.9% and 96.8% will be reached by 

the end of 2021; eTag identification department the 

system setting rate reaches 77.1%, a total of 98, mobile 

payment the formula setting rate reaches 75.6%, a total 

of 96; fare waiver service for the disabled the reaches 

84.3% with a total of 107 parking lots.

In addition, a parking fee notice is issued by 

geomagnetism +PDA (expected to be implemented in 

the fourth quarter in 2021), reducing the payment by the 

counters of the supermarkets, encouraging people to 

use mobile payment to pay parking fees. Mobile 

payment is available and cooperate with 

telecommunications helping to pay parking fees with a 

discount plan, increasing the customer engagement and 

the payment rate.

9. Smart Parking 

Fully upgraded system to “YouBike2.0”, plan to add 

1,000 stations, promoting a complete public bicycle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providing transportation 

options for commuting, commuting to school, and 

recreation, making it more convenient for people to rent 

and return bicycles, and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transport. On September 13, 2021, YouBike2.0 exceeded 

700 stations, and accumulating 46 million renters.

10. Plan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iBike

By establishing the bus net, planning for cost-saving 

bus, increase the rate of on-time bus departure, 

promote the manners of taking bus, and award 

well-performed drivers regularly and so on to attract 

citizen to take public transport. To build an accessible 

and friendly modern city.

8. Plan to Increase the Traffic Volume of Bus

accessible buses in urban area. Accessible buses limited 

condition of running route. Make sure each route setting 

with accessible buses. And place the training of 

accessible buses into the assessment of service quality 

assessment on bus carriers. To ensure each driver to be 

able to operate the accessible bus. 16 accessible buses 

and 1,230 low floor buses are available in Taichung. The 

ratio of accessible bus reaches 78.36%.

Electric bus

Encourage school children to take city b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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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promotes the planning for the electric buses. 

We strive for the budget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and 

encourage the industry to replace old buses for electric 

ones. Take Taiwan Boulevard as a demonstration line, 

we revise the electric bus development strategy by 

rolling review. Plan the whole charging station and 

routes for bus industries set up in Taichung. Build a low 

carbon and sustainable public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gradually. The numbers of electric buses 

were 145 in 2018, 182 in 2019 and 197 in 2020. Continue 

the promotion so as to reduce the pollution emitted by 

urban area buses.

Strive for the budget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Encourage industries purchasing accessible buses and 

the announcement for the routes designed for 

6. Promote the Plan for the Electric Buses by 2030 
Propos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entral

7. Accessible Bus

Provide people to experience entering and exit the 

parking lot by E-payment system. Speed up the 

in-and-out efficiency of, actually record the time of 

entry and exit, create a smart parking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s of the end of July 2021, a 

total of 118 smart parking lots have been built, with a 

completion rate of 92.9% and 96.8% will be reached by 

the end of 2021; eTag identification department the 

system setting rate reaches 77.1%, a total of 98, mobile 

payment the formula setting rate reaches 75.6%, a total 

of 96; fare waiver service for the disabled the reaches 

84.3% with a total of 107 parking lots.

In addition, a parking fee notice is issued by 

geomagnetism +PDA (expected to be implemented in 

the fourth quarter in 2021), reducing the payment by the 

counters of the supermarkets, encouraging people to 

use mobile payment to pay parking fees. Mobile 

payment is available and cooperate with 

telecommunications helping to pay parking fees with a 

discount plan, increasing the customer engagement and 

the payment rate.

9. Smart Parking 

Fully upgraded system to “YouBike2.0”, plan to add 

1,000 stations, promoting a complete public bicycle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providing transportation 

options for commuting, commuting to school, and 

recreation, making it more convenient for people to rent 

and return bicycles, and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transport. On September 13, 2021, YouBike2.0 exceeded 

700 stations, and accumulating 46 million renters.

10. Plan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iBike

By establishing the bus net, planning for cost-saving 

bus, increase the rate of on-time bus departure, 

promote the manners of taking bus, and award 

well-performed drivers regularly and so on to attract 

citizen to take public transport. To build an accessible 

and friendly modern city.

8. Plan to Increase the Traffic Volume of Bus

accessible buses in urban area. Accessible buses limited 

condition of running route. Make sure each route setting 

with accessible buses. And place the training of 

accessible buses into the assessment of service quality 

assessment on bus carriers. To ensure each driver to be 

able to operate the accessible bus. 16 accessible buses 

and 1,230 low floor buses are available in Taichung. The 

ratio of accessible bus reaches 7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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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mbining domestic cross-sector players to form a 

self-driving bus team, build a domestic self-driving bus 

and vehicle-road integration system, promoting a 

demonstration operation plan, planning to introduce 

self-driving technology in the bus lanes of Taiwan 

Boulevard, building approximately 8.5 kilometers of field 

equipment, creating a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self-driving buses, and providing shuttle buses.

11. The Project of Autonomous Bus

The city cooperates with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cadastral space map of new 

construction and joins the building numbers data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national base map, changing the 

building from the plane position to three-dimensional, 

making population decision-making, judgment, and 

planning, etc., more detailed promotion, future data 

analysis can be adopted by 3D; the investigation will be 

more accurate. At pres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atabase in local government offices in this city has 

been implemented.

The city is committed to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design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paring no effort in all stages from restoration 

to activation and reuse to enable the continu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history and humanistic value of 

cultural heritage. To ensure the universal and equal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assets and 

to promote multiculturalism, w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an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visit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building. Due to the pandemic, the digital learning zone 

also provides online to boost the particip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ctivitie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13. Marching Ahead 3D Smart Land Project of National 
Spatial Data for Infrastructure

14.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Promote and publicize the natural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rial law through the green funeral and 

interment-related policies. For example, encourage 

people to use “tree burial” instead of traditional burial or 

cremation to enter the tower to reduce the occupation 

of precious land resources. In terms of tree burial 

promotion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253 applications in 

2012 were dealt. By 2020, more than eight times the 

growth of 2060 applications have been dealt,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be promoted in the future to move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

15. The Policy of Eco-green Burial

To solve the urban traffic flow, promoting the plan to 

integrate smart dynamic signal system and installation 

of TOPIS since 2017, establishing an intelligent dynamic 

signal system at the intersections around major arterial 

roads and expressway interchanges. In 2018, the streets 

around the ramp of National Expressway No. 1 and 

Provincial Highway No. 74, a total of 20 intersections 

installed smart, dynamic signs the smart, dynamic sign 

system was built at eight major sign intersections on 

Zhongqing Road in 2019, and a smart, dynamic sign 

system was used at 17 major sign intersections on 

Wuquan West Road in 2020. Ten intelligent signal 

intersections will be completed on Taiwan Boulevard by 

the end of 2022, and the number of smart signal 

intersections in the city will reach 55; the system can 

adjust the green light time in real-time to relieve the 

traffic flow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traffic volume. In 

the future, it will continue to seek central subsidies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dynamic signal system and increase 

traffic control facilities. Prepare maintenance budget for 

the operations.

12. Plan to Integrate of Smart Dynamic Signal System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TOPIS

Shuinan autonomous bus

Install dynamic traffic
signal control on

Wuquan West Road

3D building browsing screen of 158 Space Information Network

Lin Maoyang's former residence holds guided tours from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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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mbining domestic cross-sector players to form a 

self-driving bus team, build a domestic self-driving bus 

and vehicle-road integration system, promoting a 

demonstration operation plan, planning to introduce 

self-driving technology in the bus lanes of Taiwan 

Boulevard, building approximately 8.5 kilometers of field 

equipment, creating a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self-driving buses, and providing shuttle buses.

11. The Project of Autonomous Bus

The city cooperates with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cadastral space map of new 

construction and joins the building numbers data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national base map, changing the 

building from the plane position to three-dimensional, 

making population decision-making, judgment, and 

planning, etc., more detailed promotion, future data 

analysis can be adopted by 3D; the investigation will be 

more accurate. At pres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atabase in local government offices in this city has 

been implemented.

The city is committed to preserv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design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paring no effort in all stages from restoration 

to activation and reuse to enable the continu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history and humanistic value of 

cultural heritage. To ensure the universal and equal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assets and 

to promote multiculturalism, w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an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visit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building. Due to the pandemic, the digital learning zone 

also provides online to boost the particip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ctivitie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13. Marching Ahead 3D Smart Land Project of National 
Spatial Data for Infrastructure

14.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Promote and publicize the natural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rial law through the green funeral and 

interment-related policies. For example, encourage 

people to use “tree burial” instead of traditional burial or 

cremation to enter the tower to reduce the occupation 

of precious land resources. In terms of tree burial 

promotion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253 applications in 

2012 were dealt. By 2020, more than eight times the 

growth of 2060 applications have been dealt,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be promoted in the future to move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

15. The Policy of Eco-green Burial

To solve the urban traffic flow, promoting the plan to 

integrate smart dynamic signal system and installation 

of TOPIS since 2017, establishing an intelligent dynamic 

signal system at the intersections around major arterial 

roads and expressway interchanges. In 2018, the streets 

around the ramp of National Expressway No. 1 and 

Provincial Highway No. 74, a total of 20 intersections 

installed smart, dynamic signs the smart, dynamic sign 

system was built at eight major sign intersections on 

Zhongqing Road in 2019, and a smart, dynamic sign 

system was used at 17 major sign intersections on 

Wuquan West Road in 2020. Ten intelligent signal 

intersections will be completed on Taiwan Boulevard by 

the end of 2022, and the number of smart signal 

intersections in the city will reach 55; the system can 

adjust the green light time in real-time to relieve the 

traffic flow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traffic volume. In 

the future, it will continue to seek central subsidies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dynamic signal system and increase 

traffic control facilities. Prepare maintenance budget for 

the operations.

12. Plan to Integrate of Smart Dynamic Signal System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TOPIS

Shuinan autonomous bus

Install dynamic traffic
signal control on

Wuquan West Road

3D building browsing screen of 158 Space Information Network

Lin Maoyang's former residence holds guided tours from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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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City continuously promotes “the project for 

keeping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dealing with air 

pollution by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interest first, setting 

priority plan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policy.

Those policies including “project of inspect the 

factories which discharge pollution”, “replace the air 

pollution preventive equipment”, “promote the withdraw 

of burning coal boiler”, “promote the withdraw of 

burning coal boiler”, subsidy the replacement of old 

vehicle”, “promote the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and 

“develop the eco public transportation”. Respond to the 

above policies, we actively review all policies annually 

and revise each improve countermeasure of air quality, 

achieve the goal of short-term, middle-term, and 

long-term.

By the project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or other related 

control strategy, Taichung Thermal Power Plant has to 

be implemented the coal-reduction policy as 

requirements, expecting everyone to urge the Center 

Government to accelerate the disuse the coal-fired unit 

of the Taichung Thermal Power Plant. We assure the air 

quality and the residential safety for all citizens.

16. Project for Keeping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Taichung City has finished rebuilding the 4th, 5th, 6th, 9th, 

and 10th trail in Da-Keng, the project including trail 

reconstruction, pavilion renovation, setting new 

platform, the government also rebuild the mountain 

pathways of Taiping, Wufeng, Beitun, Fengyuan, Houli 

and Shigang. We also promote a new and safe, and 

comfortable hiking environment for citizens by 

exchanging the old trail part, adding resting facilities 

and overlook platforms.

17. Optimize and Rebuild Existing Trails

Renovation for hiking tr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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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City continuously promotes “the project for 

keeping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dealing with air 

pollution by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interest first, setting 

priority plan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policy.

Those policies including “project of inspect the 

factories which discharge pollution”, “replace the air 

pollution preventive equipment”, “promote the withdraw 

of burning coal boiler”, “promote the withdraw of 

burning coal boiler”, subsidy the replacement of old 

vehicle”, “promote the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and 

“develop the eco public transportation”. Respond to the 

above policies, we actively review all policies annually 

and revise each improve countermeasure of air quality, 

achieve the goal of short-term, middle-term, and 

long-term.

By the project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or other related 

control strategy, Taichung Thermal Power Plant has to 

be implemented the coal-reduction policy as 

requirements, expecting everyone to urge the Center 

Government to accelerate the disuse the coal-fired unit 

of the Taichung Thermal Power Plant. We assure the air 

quality and the residential safety for all citizens.

16. Project for Keeping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Taichung City has finished rebuilding the 4th, 5th, 6th, 9th, 

and 10th trail in Da-Keng, the project including trail 

reconstruction, pavilion renovation, setting new 

platform, the government also rebuild the mountain 

pathways of Taiping, Wufeng, Beitun, Fengyuan, Houli 

and Shigang. We also promote a new and safe, and 

comfortable hiking environment for citizens by 

exchanging the old trail part, adding resting facilities 

and overlook platforms.

17. Optimize and Rebuild Existing Trails

Renovation for hiking tr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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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optimize the existing park ecology and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Building the bright and clean 

public restrooms and setting qualified children 

playground to improve the park facilities, in order to 

keep the green space with inclusion, safety, tough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urban park. Through the 

involvement of citize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cemetery into green park, reaching the goal of 

increasing 25 hectares by 2030.

18. Project for Taichung Melody

the accessible environment on sidewalk (the visually 

impaired anchor point, remove the car barrier), provide 

a friendly passing way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people with action disability,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pass-way for citizens.

Taichung City actively improves the accessible ramp 

against the roads which is highly demand by pedestrian, 

and set the goal of improving over 150 places of 

accessible ramp each year, at the same time we improve 

21. Improve the Accessible Ramp

Cooperate with “Autonomous Regulations of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in Taichung City”, we 

plan to promote various low-carbon and energy saving 

measure for the religious spots, in premise to respect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when reforming. We promote to 

use only one incense stick when praying, the low carbon 

certification of religious spots, use the eco celebration 

firecrackers for carbon reduction, electric firecrackers, 

extinguish the incense burner while  worshiping God, 

using less spirit money (joss-paper / paper money) and 

requiring the action of burning the spirit money all 

together, the contingency mechanism with the urgent 

deterioration of air quality, design flags for air quality 

promotion to improve the air quality and create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Keep promoting the “low carbon 

certification bandage” of the seven central counties and 

cities, and reach at least 56 places of low-carbon 

religious spots every year.

22. Promote Low-carbon Religious Spots

Cooperate with the “people-oriented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plan and related specification” by center 

government, we actively improve the existing sidewalk 

and build people-oriented passing environment. We built 

and improved 11 kilometers of sidewalk in total in 2020, 

and plan to improve the length of sidewalk 

approximately 5 kilometers per year, the length growth 

rate reaches 10% in total. We have set the goal as the 

growth rate to increase 50% by 2025 and 100% by 

2030, elevating the quality of sidewalk environment in 

Taichung City, creating the environment with 

humanistic, ecology and beautiful street.

19. The Project of Humanity-oriente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The “Road-smoothing Project” is mainly to improve the 

main roads, secondary roads, and sidewalks in each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improve the roads and sidewalks 

that’s under 6 meters wide,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roads by improving the main roads, the secondary roads, 

and the sidewalk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roject set is 

to improve over 100 kilometers each year, using the 

renewable materials to promote the low-carbon 

circulation economy, also use the “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 to create a “sponge city” and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the road in Taichung.

20. Road-smoothing Project

Project of Melody promoting in Wenlin Park of South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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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optimize the existing park ecology and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Building the bright and clean 

public restrooms and setting qualified children 

playground to improve the park facilities, in order to 

keep the green space with inclusion, safety, tough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urban park. Through the 

involvement of citize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cemetery into green park, reaching the goal of 

increasing 25 hectares by 2030.

18. Project for Taichung Melody

the accessible environment on sidewalk (the visually 

impaired anchor point, remove the car barrier), provide 

a friendly passing way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people with action disability,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pass-way for citizens.

Taichung City actively improves the accessible ramp 

against the roads which is highly demand by pedestrian, 

and set the goal of improving over 150 places of 

accessible ramp each year, at the same time we improve 

21. Improve the Accessible Ramp

Cooperate with “Autonomous Regulations of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in Taichung City”, we 

plan to promote various low-carbon and energy saving 

measure for the religious spots, in premise to respect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when reforming. We promote to 

use only one incense stick when praying, the low carbon 

certification of religious spots, use the eco celebration 

firecrackers for carbon reduction, electric firecrackers, 

extinguish the incense burner while  worshiping God, 

using less spirit money (joss-paper / paper money) and 

requiring the action of burning the spirit money all 

together, the contingency mechanism with the urgent 

deterioration of air quality, design flags for air quality 

promotion to improve the air quality and create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Keep promoting the “low carbon 

certification bandage” of the seven central counties and 

cities, and reach at least 56 places of low-carbon 

religious spots every year.

22. Promote Low-carbon Religious Spots

Cooperate with the “people-oriented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plan and related specification” by center 

government, we actively improve the existing sidewalk 

and build people-oriented passing environment. We built 

and improved 11 kilometers of sidewalk in total in 2020, 

and plan to improve the length of sidewalk 

approximately 5 kilometers per year, the length growth 

rate reaches 10% in total. We have set the goal as the 

growth rate to increase 50% by 2025 and 100% by 

2030, elevating the quality of sidewalk environment in 

Taichung City, creating the environment with 

humanistic, ecology and beautiful street.

19. The Project of Humanity-oriente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The “Road-smoothing Project” is mainly to improve the 

main roads, secondary roads, and sidewalks in each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improve the roads and sidewalks 

that’s under 6 meters wide,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roads by improving the main roads, the secondary roads, 

and the sidewalk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roject set is 

to improve over 100 kilometers each year, using the 

renewable materials to promote the low-carbon 

circulation economy, also use the “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 to create a “sponge city” and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the road in Taichung.

20. Road-smoothing Project

Project of Melody promoting in Wenlin Park of South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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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the urban design review, counseling the setting 

of urban design projects roof and vertical greening 

design, promoted by an annual improvement of 1% roof 

and vertical green design rate, control the roofs of 

buildings in this city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greening and 

vertical greening (balconies, terraces, flower stands, 

etc.),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ood residential quality and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23. Urban Design Review

By encouraging developers to implement vertical 

greening and vertical facilities neighborhoo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trees by three steps of point, line, and 

surface, turning the urban concrete jungle into a garden 

city, creating a new green environment in the city, 

creating a happy garden city and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accumulated carbon fixation.

24. Promote the Livable Building

Open up the enclosed space of the arcade year by year,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to link 

community consensus and improving the traffic 

environment of arcades,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he 

original arcade height difference and damaged 

pavement, and create a pedestrian space that “loves 

without hindrance”.

25. To Assure Students’ Safety on the Arcade and the 
Flat Surface of Arcade Plan

restrooms will increase by 10.3%. In addition, through 

inspections and evaluation of high-quality public 

restrooms, supervising public restroom management 

units to implement independent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gradual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premium-grade public restrooms in the 

city to 99%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age groups and create a safe and inclusive 

restroom space.

The city actively builds and renovates public toilets, 

2019 to 2020 total completed the improvement of 137 

public restrooms, after improving the rate of 

squat-toilet installments reaching the rate up to 2:3 

from 2019 to 2020, the rate of well-designed public 

26. The Project for Promoting Amiable Restrooms

The “expropriation for regions” as the vision,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hen handling the 

plan, at the same time, eight resettlement projects are 

planned to properly resettle the original residents in the 

development zone to reduce development resistance 

and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ity. In 

order to implement housing justice, Wuri Qianzhu and 

Wuri Jioude development project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400 social housing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28. Expropriation for Regions and Rich Taichung City

Land readjustmen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municip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land exchange 

and division, through land allocation and construction, 

values such as “increased land value”, “fairly 

affordable” and “complete urban development” are 

achieved. The vision of “land readjustmen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ransparency into the rezone business to 

meet the needs.

27. Create Livable City and Land Readjustment in Taichung

Utilize the project for Taichung City outsources for 

re-measure and plan for executing the cadastral survey 

by early farmland readjustment（re-measure of 

numerical method）to accelerate the number of 

re-build cadastral maps, ens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high-precision maps 

and avoid disputes for  property right.

29. Re-measure the cadastral

Vertical greening of building facade

Sizhangli Park in Beitun District-Parent child toilets-Baby 
changing station-Children's washbasins and safety seats

Taichung City South District-Nantun District phase 13 Daqing 
city urban land consolidation

Aerial view of the Expropriated Zone of Taichung Sugar Factory

20202019 2021 2025 2030
0

73.9 78.1 80 85 90

The rate of urban design review guidance 
of greenery design for roof and vertical

20

40

60

80

100

T
he rate (%

)

20202019

T
he am

ount of accum
ulated 

carbon fi
xation (M

etric tons)

2021 2025 203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2,666.9

7,407.7
8,000.0

9,500.0
11,000.0

The carbon fixation of livable building

20212018-2020 2025 2030

50,000

100,000

200,000

250,000

150,000

0

117,305 120,000
150,000

200,000

Safe arcade length
（the length of arcade-smoothing）M

eter

20202019 2021 2025 2030

85.4

95.7 97 98 99

The rate of well-designed public restroom

75

80

85

90

100 Base Year

T
he rate (%

)

3,025 3,031.96 3,036.09

3,395.29

The readjustment cumulative area for public land

2020 2021 2025 2030
2,800

2,900
3,000

3,100

3,200

3,300

3,400

3,500

H
ectares

200

100

300

0

400

500

600

359

469.71
499.58 505.44

The accumulative area of zone expropriation

2020 2021 2025 2030

H
ectares

100

8

60

The proportion of the cadastral of the number of the land

20

0

40

60

80

100

2021 2025 2030

P
roportion (%

)

Taichung City Case Studi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Framew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Results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68



Promote the urban design review, counseling the setting 

of urban design projects roof and vertical greening 

design, promoted by an annual improvement of 1% roof 

and vertical green design rate, control the roofs of 

buildings in this city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greening and 

vertical greening (balconies, terraces, flower stands, 

etc.), to achieve the goal of good residential quality and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23. Urban Design Review

By encouraging developers to implement vertical 

greening and vertical facilities neighborhoo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trees by three steps of point, line, and 

surface, turning the urban concrete jungle into a garden 

city, creating a new green environment in the city, 

creating a happy garden city and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accumulated carbon fixation.

24. Promote the Livable Building

Open up the enclosed space of the arcade year by year,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to link 

community consensus and improving the traffic 

environment of arcades,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he 

original arcade height difference and damaged 

pavement, and create a pedestrian space that “loves 

without hindrance”.

25. To Assure Students’ Safety on the Arcade and the 
Flat Surface of Arcade Plan

restrooms will increase by 10.3%. In addition, through 

inspections and evaluation of high-quality public 

restrooms, supervising public restroom management 

units to implement independent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gradual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premium-grade public restrooms in the 

city to 99%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age groups and create a safe and inclusive 

restroom space.

The city actively builds and renovates public toilets, 

2019 to 2020 total completed the improvement of 137 

public restrooms, after improving the rate of 

squat-toilet installments reaching the rate up to 2:3 

from 2019 to 2020, the rate of well-designed public 

26. The Project for Promoting Amiable Restrooms

The “expropriation for regions” as the vision,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hen handling the 

plan, at the same time, eight resettlement projects are 

planned to properly resettle the original residents in the 

development zone to reduce development resistance 

and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ity. In 

order to implement housing justice, Wuri Qianzhu and 

Wuri Jioude development project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400 social housing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28. Expropriation for Regions and Rich Taichung City

Land readjustmen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municipal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land exchange 

and division, through land allocation and construction, 

values such as “increased land value”, “fairly 

affordable” and “complete urban development” are 

achieved. The vision of “land readjustmen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ransparency into the rezone business to 

meet the needs.

27. Create Livable City and Land Readjustment in Taichung

Utilize the project for Taichung City outsources for 

re-measure and plan for executing the cadastral survey 

by early farmland readjustment（re-measure of 

numerical method）to accelerate the number of 

re-build cadastral maps, ens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high-precision maps 

and avoid disputes for  property right.

29. Re-measure the cadastral

Vertical greening of building facade

Sizhangli Park in Beitun District-Parent child toilets-Baby 
changing station-Children's washbasins and safety seats

Taichung City South District-Nantun District phase 13 Daqing 
city urban land consolidation

Aerial view of the Expropriated Zone of Taichung Sugar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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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sidy for the verification fee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operating with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o handle organic agriculture promotion 

related plans to subsidize production, processing 

equipment and organic fertilizers, setting up the city’s 

organic agriculture group cultivation area, handling 

Taichung City organic rice for campus lunch plan and 

organic food and educational farming activities, and 

promoting production and sales simultaneously to 

reduce farmers’ production costs and stabilize 

marketing channels. As of August 2021, 365 hectares of 

organic certification was recognized. We will further 

plan and combine the organic promotion zone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reach the goal of covering 600 hectares 

by 2030.

By organizing farmers' markets, promoting local 

production, local consumption, encouraging the concept 

of eating local production and food in season, reducing 

the transportation for the food and carbon emiss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djustment for supply and demand. In 

addition, it also combines diversified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organize marketing activities for speci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reasing consumers' recognition 

and trust on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achieving energy-saving and 

carbon-reduction. As of 2020, we organized 350 farmer 

markets and local marketing exhibitions, which reduced 

350 times for transportation and sales in the wholesale 

market and the total annual carbon reduction reached 

219.45 metric tons. By the end of August 2021, 94 

farmer markets and exhibitions were promoted,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approximately 59 metric 

tons. Nevertheless, w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Taichung City, the government increases 

2. Increase the Area of Organic Farming to 600 
Hectares by 2030

We actively promote waste reduction and recycling and 

the specific actions as shown below:

4. Waste Reduction and Recycling3. Local Production, Local Consumption - 
Local Farmers' Market

SDG 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Ensur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Taichung City promotes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we actively expand the area of organic 

farming, promoting waste reduction, resource recycling, reusing the bottom ash of the incineration and to attain the goal 

of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Target 12.4：By 2020, achieve the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and all wastes 

throughout their life cycle, in accordance with agreed international framework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release to air, water and soil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ir adverse impacts on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Target 12.5：By 2030, substantially reduce waste generation through prevention, reduction, recycling 

and reuse.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Promote farmers' market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Set up second-hand bag recycling stations in stores

1.

2.

3.

4.

5.

6.

Set up resource recycling and categorization 

facilities and implement sort the waste and resource 

recycling in communities.

Promote the sorting and recycling for uncooked and 

cooked food waste.

Promote plastic reduction, cooperate with 

large-scale activities or sports events. Coach to 

rent or use repetitive cleaning tableware and reduce 

using disposable products.

Schools lead to ban disposable product expanding 

to enterprises and households.

Set up “second-hand bag recycling stations” and 

“reusable cup-bag recycling stations”.

Encourage the industry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recycling and treatment technologies, and unblock 

pip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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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enhance toxic and concerned chemical 

substances operation about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 factory, preventing food supply chain from affecting 

chemical substances.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oxic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operation, controlling the 

record of manufacturers' operation from the source to 

reduce the unusual report rate as a goal an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oxic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1. The Project of Concerning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Toxic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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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sidy for the verification fee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operating with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o handle organic agriculture promotion 

related plans to subsidize production, processing 

equipment and organic fertilizers, setting up the city’s 

organic agriculture group cultivation area, handling 

Taichung City organic rice for campus lunch plan and 

organic food and educational farming activities, and 

promoting production and sales simultaneously to 

reduce farmers’ production costs and stabilize 

marketing channels. As of August 2021, 365 hectares of 

organic certification was recognized. We will further 

plan and combine the organic promotion zone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reach the goal of covering 600 hectares 

by 2030.

By organizing farmers' markets, promoting local 

production, local consumption, encouraging the concept 

of eating local production and food in season, reducing 

the transportation for the food and carbon emiss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djustment for supply and demand. In 

addition, it also combines diversified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organize marketing activities for speci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reasing consumers' recognition 

and trust on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achieving energy-saving and 

carbon-reduction. As of 2020, we organized 350 farmer 

markets and local marketing exhibitions, which reduced 

350 times for transportation and sales in the wholesale 

market and the total annual carbon reduction reached 

219.45 metric tons. By the end of August 2021, 94 

farmer markets and exhibitions were promoted,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approximately 59 metric 

tons. Nevertheless, w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Taichung City, the government increases 

2. Increase the Area of Organic Farming to 600 
Hectares by 2030

We actively promote waste reduction and recycling and 

the specific actions as shown below:

4. Waste Reduction and Recycling3. Local Production, Local Consumption - 
Local Farmers' Market

SDG 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Ensur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Taichung City promotes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atterns, we actively expand the area of organic 

farming, promoting waste reduction, resource recycling, reusing the bottom ash of the incineration and to attain the goal 

of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Target 12.4：By 2020, achieve the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and all wastes 

throughout their life cycle, in accordance with agreed international framework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release to air, water and soil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ir adverse impacts on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Target 12.5：By 2030, substantially reduce waste generation through prevention, reduction, recycling 

and reuse.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Promote farmers' market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Set up second-hand bag recycling stations in stores

1.

2.

3.

4.

5.

6.

Set up resource recycling and categorization 

facilities and implement sort the waste and resource 

recycling in communities.

Promote the sorting and recycling for uncooked and 

cooked food waste.

Promote plastic reduction, cooperate with 

large-scale activities or sports events. Coach to 

rent or use repetitive cleaning tableware and reduce 

using disposable products.

Schools lead to ban disposable product expanding 

to enterprises and households.

Set up “second-hand bag recycling stations” and 

“reusable cup-bag recycling stations”.

Encourage the industry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recycling and treatment technologies, and unblock 

pip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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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enhance toxic and concerned chemical 

substances operation about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 factory, preventing food supply chain from affecting 

chemical substances.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oxic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operation, controlling the 

record of manufacturers' operation from the source to 

reduce the unusual report rate as a goal an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oxic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1. The Project of Concerning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Toxic and Chemical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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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made for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Ordinance of the Resourced Products of the Bottom Ash 

of the Incineration” which requires at least 50% of 

incinerating recycled aggregates should be first used in 

the public offices and offic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After the bottom is reused and processed, matured, and 

passed inspection, it can be used as materials for 

soil-aggregate subbase, base and embankment filling, 

controlled low-strength materials, plain concrete 

additives, asphalt concrete and bricks additives. We 

expect that incineration bottom ash will be properly 

used in compli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principle rather than endanger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5. Reuse the Bottom Ash

The city is committed to executing the promotion of low-carbon policies. “The Autonomous Regulations of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in Taichung City” was regulated in 2014 and 29 sub-laws have been promoted or planned, “Taichung 

City Greenhouse Gas Control Implementation Plan”, sets 106 projects for 6 departments (as shown in the figure below) 

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signed by the city on January 18, 2021. “Climate Emergency Declaration”, 

proposing a sustainable 168 goal strategy which presents the city is marching ahead the determination to develop a 

sustainable low-carbon city, and plan to move towards a coal-free city by 2023,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30% by 2030, 2050 towards the goal of net-zero carbon emissions.

1.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Accord with Climate Change

To increase processes for dealing waste, setting up 

waste sorting and solid recovered fuel plants, the annual 

RDF-5 depletion reaches more than 300 tons, and 

coordinate with paper manufacturers to assist burn of 

refuse-derived fuel, confirm air pollution discharge 

complies with regulations and boiler operating 

conditions stable, and promote refuse-derived fuel to 

replace raw coal and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model.

6. The Project for Pilot Scheme of RDF-5/SRF

SDG 13 Climate Action
Take urgent action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s

This city adopts climate change measures as its policy planning and proposes a greenhouse gas control implementation 

plan in response to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climate change. In addition, Taichung actively sets up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ites and promotes ecological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post-disaster resilience and adjustment capabilities in 

response to climate risks.

Target 13.2：Integrate climate change measures into national policies,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Target 13.3：Improve education, awareness-raising and human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daptation, impact reduction and early warning.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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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able and 
Sustainable 
Living 
Environment

Tree Planting and Green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mote afforestation, friendly operation, existing ecology, and green 
space conservation, and green areas, etc.,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the city.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Multiplying and Giving Back to the 
Public Welfare
Promote the installation of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in divisions of the 
compan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quadrupling the capacity of optoelectronic 
devices and promote the green energy for charity.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Coal-Free Taichung
Counseling the city's industrial boiler fuel substitution and converting all 
coal-fired boilers to low-pollution or circular economy.

Smart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fer
Combining buses with high-speed rail, Taiwan railway, MRT, i-Bike, car, and 
motorcycle parking lot, to form a free transfer to any gate, and provide a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city's air quality.

Resource Sustainability and Recycling
Recycle and reuse resources such as bottom ash, green materials, furniture, 
kitchen waste, sewage, etc., and implement the recycling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Residential Energy Saving an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Promote subsidies for electricity-saving equipment in the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sector, and build the city's micro-grid demonstration sites and the 
new municipal government, encourage all buildings as the city's smart 
energy-sav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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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made for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Ordinance of the Resourced Products of the Bottom Ash 

of the Incineration” which requires at least 50% of 

incinerating recycled aggregates should be first used in 

the public offices and offic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After the bottom is reused and processed, matured, and 

passed inspection, it can be used as materials for 

soil-aggregate subbase, base and embankment filling, 

controlled low-strength materials, plain concrete 

additives, asphalt concrete and bricks additives. We 

expect that incineration bottom ash will be properly 

used in compli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principle rather than endanger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5. Reuse the Bottom Ash

The city is committed to executing the promotion of low-carbon policies. “The Autonomous Regulations of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in Taichung City” was regulated in 2014 and 29 sub-laws have been promoted or planned, “Taichung 

City Greenhouse Gas Control Implementation Plan”, sets 106 projects for 6 departments (as shown in the figure below) 

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signed by the city on January 18, 2021. “Climate Emergency Declaration”, 

proposing a sustainable 168 goal strategy which presents the city is marching ahead the determination to develop a 

sustainable low-carbon city, and plan to move towards a coal-free city by 2023,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30% by 2030, 2050 towards the goal of net-zero carbon emissions.

1.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Accord with Climate Change

To increase processes for dealing waste, setting up 

waste sorting and solid recovered fuel plants, the annual 

RDF-5 depletion reaches more than 300 tons, and 

coordinate with paper manufacturers to assist burn of 

refuse-derived fuel, confirm air pollution discharge 

complies with regulations and boiler operating 

conditions stable, and promote refuse-derived fuel to 

replace raw coal and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model.

6. The Project for Pilot Scheme of RDF-5/SRF

SDG 13 Climate Action
Take urgent action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s

This city adopts climate change measures as its policy planning and proposes a greenhouse gas control implementation 

plan in response to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climate change. In addition, Taichung actively sets up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ites and promotes ecological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post-disaster resilience and adjustment capabilities in 

response to climate risks.

Target 13.2：Integrate climate change measures into national policies,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Target 13.3：Improve education, awareness-raising and human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daptation, impact reduction and early warning.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The recycling rate of reusing waste
incineration bottom ash resource

98

97

96

100

99

95

94

93

92

2021 2025 2030

95

98

100T
he reusing rate (%

)

2020 2021 2021 2025 203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0
335 159.17

12,000

20,000

300

To assist paper manufacturers in 
reducing the tonnage of RDF-5

Test Burn Test Burn

T
ons (%

)

Livable and 
Sustainable 
Living 
Environment

Tree Planting and Green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mote afforestation, friendly operation, existing ecology, and green 
space conservation, and green areas, etc.,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the city.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Multiplying and Giving Back to the 
Public Welfare
Promote the installation of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in divisions of the 
compan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quadrupling the capacity of optoelectronic 
devices and promote the green energy for charity.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Coal-Free Taichung
Counseling the city's industrial boiler fuel substitution and converting all 
coal-fired boilers to low-pollution or circular economy.

Smart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fer
Combining buses with high-speed rail, Taiwan railway, MRT, i-Bike, car, and 
motorcycle parking lot, to form a free transfer to any gate, and provide a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city's air quality.

Resource Sustainability and Recycling
Recycle and reuse resources such as bottom ash, green materials, furniture, 
kitchen waste, sewage, etc., and implement the recycling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Residential Energy Saving an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Promote subsidies for electricity-saving equipment in the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sector, and build the city's micro-grid demonstration sites and the 
new municipal government, encourage all buildings as the city's smart 
energy-sav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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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exacerbates drought, rainfall, and urban 

intensity of heat island effect; Mayor Lu proposes three 

goals after assuming the office, “Action, The Public 

Before The Private”,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Multiplying and Public Welfare Feedback, “Hydrophilic 

to Prevent Flood, Resiliently Cool Down The 

Temperature”, in response to “Ventilation”, “Greening”, 

“Blue” to adopt the strategy to focus on reducing the 

impact of a heat island effect, and strengthen the city's 

response to floods resilience to harm.

education reached, 904 people dedicate to seeking the 

common good, and sustainable spirit, we are committed 

to establishing water culture, emphasizing 

implementation, games, guided tours, and outdoor 

observation which help the public know more about the 

water environment of the city while caring for water 

resources.

Disaster prevention workers aim for the people to be 

able to help themselves and help each other, promoting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ublicize community disaster 

prevention in peacetime; self-help and mutual 

assistance during the period and after disasters, and 

assist the community shelter and reconstruction work. In 

2020, 187 people accepted the trainings to improve the 

autonomous disaster prevention capabilities of 

communities and people.

The first among the six municipals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wind corridor of city to offer 2%-5% volume 

reward for the city update, the reward project was 

presented and implemented on November 3, 2020, with 

more diversified volume rewards, boost people's 

applications the urban renewal incentives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urban renewal.

3. Promote the Training for Volunteers Work on 
Preventing Natural Disasters

To effectively reduce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 

in the ocean, in 2021, assist fishers to record the 

real-name registration of their nets and discard 

damaged nets and life bring things back to shore for 

concentration, recycling of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s to 

August 10, 2021, metric tons and 56 metric tons of 

waste was retrieved, to alleviate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 pressure of pollution, by banning illegal fisheries 

reasonable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ocean fishery 

resources.

1. Reduce Marine Pollution and Recycle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Strengthen the Investigation of Illegal 
Fisheries on the Ocean

The city has buil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of 

Shigang Reservoir Water Resources Recovery Center, 

Green Waterway (Midorigawa) Luchuan Canal, Fazi 

River, and Donda River Water 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er; from February 1, 2019, to April 2021, 

18 participations in water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2. Set up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to 
Promote Water-using Concept

Urban Renewal Award for Building Wind 
Corridor for the City

Mayor Lu signs the climate emergency declaration witnessed
by Greenpeace

Promote the recycling of waste nets and rewards

SDG 14 Life below Water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the oceans, seas, and marine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art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city actively promotes the reduc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and the recycling 

of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other wastes. Furthermore, it strengthens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on of illegal fishery 

activities to maintain the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cean and coast. 

Target 14.1：By 2025, prevent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marine pollution of all kinds, in particular from 

land-based activities, including marine debris and nutrient pollution.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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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erm Goals

Average annual recycling of marine waste

More than 100 metric tons

Medium-Term Goals

Joint maritime investigation

12 times a year on average

Long-Term Goals

Joint maritime investigation

More than once a month

Ventilation
Strategy

Greening
Strategy

Blue
Strategy

Simulation of the potential ventilation
Protect the existing ventilation
Simulation test of ventilation for urban specific 
development project

Build a microclimate map of the city to green and cool 
hotspots
Public and private efforts for creating greening

Urban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Drainage infrastructure with water retention and flood 
detention functions
Water resource recycling center, wastewater effluent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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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exacerbates drought, rainfall, and urban 

intensity of heat island effect; Mayor Lu proposes three 

goals after assuming the office, “Action, The Public 

Before The Private”,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Multiplying and Public Welfare Feedback, “Hydrophilic 

to Prevent Flood, Resiliently Cool Down The 

Temperature”, in response to “Ventilation”, “Greening”, 

“Blue” to adopt the strategy to focus on reducing the 

impact of a heat island effect, and strengthen the city's 

response to floods resilience to harm.

education reached, 904 people dedicate to seeking the 

common good, and sustainable spirit, we are committed 

to establishing water culture, emphasizing 

implementation, games, guided tours, and outdoor 

observation which help the public know more about the 

water environment of the city while caring for water 

resources.

Disaster prevention workers aim for the people to be 

able to help themselves and help each other, promoting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ublicize community disaster 

prevention in peacetime; self-help and mutual 

assistance during the period and after disasters, and 

assist the community shelter and reconstruction work. In 

2020, 187 people accepted the trainings to improve the 

autonomous disaster prevention capabilities of 

communities and people.

The first among the six municipals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wind corridor of city to offer 2%-5% volume 

reward for the city update, the reward project was 

presented and implemented on November 3, 2020, with 

more diversified volume rewards, boost people's 

applications the urban renewal incentives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urban renewal.

3. Promote the Training for Volunteers Work on 
Preventing Natural Disasters

To effectively reduce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 

in the ocean, in 2021, assist fishers to record the 

real-name registration of their nets and discard 

damaged nets and life bring things back to shore for 

concentration, recycling of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s to 

August 10, 2021, metric tons and 56 metric tons of 

waste was retrieved, to alleviate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 pressure of pollution, by banning illegal fisheries 

reasonable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ocean fishery 

resources.

1. Reduce Marine Pollution and Recycle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Strengthen the Investigation of Illegal 
Fisheries on the Ocean

The city has buil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of 

Shigang Reservoir Water Resources Recovery Center, 

Green Waterway (Midorigawa) Luchuan Canal, Fazi 

River, and Donda River Water 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er; from February 1, 2019, to April 2021, 

18 participations in water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2. Set up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to 
Promote Water-using Concept

Urban Renewal Award for Building Wind 
Corridor for the City

Mayor Lu signs the climate emergency declaration witnessed
by Greenpeace

Promote the recycling of waste nets and rewards

SDG 14 Life below Water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the oceans, seas, and marine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art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city actively promotes the reduc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and the recycling 

of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other wastes. Furthermore, it strengthens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on of illegal fishery 

activities to maintain the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cean and coast. 

Target 14.1：By 2025, prevent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marine pollution of all kinds, in particular from 

land-based activities, including marine debris and nutrient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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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erm Goals

Average annual recycling of marine waste

More than 100 metric tons

Medium-Term Goals

Joint maritime investigation

12 times a year on average

Long-Term Goals

Joint maritime investigation

More than once a month

Ventilation
Strategy

Greening
Strategy

Blue
Strategy

Simulation of the potential ventilation
Protect the existing ventilation
Simulation test of ventilation for urban specific 
development project

Build a microclimate map of the city to green and cool 
hotspots
Public and private efforts for creating greening

Urban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Drainage infrastructure with water retention and flood 
detention functions
Water resource recycling center, wastewater effluent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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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mei Wildlife Sanctuary owns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rare Bolboschoenus planiculmis; 

the local bird record is as high as 190 species are 

essential food supplies for migratory birds migrating 

south and north in the group's station and hibernating. 

To protect the precious wetlands, the public ecological 

education promotes the biodiversity to creat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on concept.

8 events and 12 events were organized in 2019 and 2020 
separately; each opened for 45 participants, featuring plants, 
birds, and crabs, and learned about the biodiversity by the 
journey of Gaomei Wetland.

Organized seven indoor events and four outdoor events in 2018; 
a total of eleven events for 513 participants.
Six indoor and four outdoor events were organized in 2019; a 
total of ten events for 525 participants.
Three indoor and three outdoor events were organized in 2020; 
a total of six events for 327 participants.
In 2021, due to the pandemic, we adopt fewer participants 
while organizing more events so as not to have gatherings. The 
prompt management is used to guide the visitors on-site, up to 
20 people will be provided with a guide and commentary to 
enhance tourists'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y of the 
protected area, which is expected approximately 500 
participants for 25 events.

1. Ecological Education for Wetlands and Wildlife
Reserves

The city's biodiversity reserve coverage rate in 2021 

reaches 24%, promoting the expansion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areas, strictly reviewing 

various developments in wildlife reserves or wetlands at 

all levels cases to reduce the development forfeit.

2.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xpansion of Biodiversity

The city actively promotes l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require Taiwan Leopard Cat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to conduct the “Annual 

Taichung Area Leopard Cat Clan Ecological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Education Promotion Project”, which 

covers the new community's leopard cat habitat and 

range of activities surveyed, organizing 30 public 

educational sessions for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Meanwhile, “Taichung City's Endangered Species and 

Important Habitat Ecological Service Payments 

Launched Plan in 2021” promotes the payment of 

friendly farmland ecological services for leopard cats 

and encourages the community to participate in habitat 

maintenance rewards and the report for leopard cat 

invading, providing the compensation and 

encouragement of creating friendl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at peacefully to coexist with wild animals, 

and executing “Taichung City Leopard Cat Conservation 

Autonomous Ordinance” engraved with “Taichung City 

Leopard Cat Measur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servation Committee (Draft)”. We will review the 

leopard cat conservation plan and hot spots for leopard 

cats hot to install the consultation and other executions.

A Proposal for the Protection for Leopard Cats

SDG 15 Life on Land
Protect, restore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use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sustainably manage forests, combat desertification, and halt and reverse land 
degradation and halt biodiversity loss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the terrestrial ecology, the city retains the terrestrial ecology by wetland maintenance, wildlife 

protection, and afforestation to curb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Target 15.1：By 2020, ensure the conservation, restor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terrestrial and 

inl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and their services, in particular forests, wetlands, mountains and 

drylands, in line with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Target 15.5：Take urgent and significant action to reduce the degradation of natural habitats, halting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and, by 2020, protect and prevent the extinction of threatened species.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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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mei Wildlife Sanctuary owns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rare Bolboschoenus planiculmis; 

the local bird record is as high as 190 species are 

essential food supplies for migratory birds migrating 

south and north in the group's station and hibernating. 

To protect the precious wetlands, the public ecological 

education promotes the biodiversity to creat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on concept.

8 events and 12 events were organized in 2019 and 2020 
separately; each opened for 45 participants, featuring plants, 
birds, and crabs, and learned about the biodiversity by the 
journey of Gaomei Wetland.

Organized seven indoor events and four outdoor events in 2018; 
a total of eleven events for 513 participants.
Six indoor and four outdoor events were organized in 2019; a 
total of ten events for 525 participants.
Three indoor and three outdoor events were organized in 2020; 
a total of six events for 327 participants.
In 2021, due to the pandemic, we adopt fewer participants 
while organizing more events so as not to have gatherings. The 
prompt management is used to guide the visitors on-site, up to 
20 people will be provided with a guide and commentary to 
enhance tourists'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y of the 
protected area, which is expected approximately 500 
participants for 25 events.

1. Ecological Education for Wetlands and Wildlife
Reserves

The city's biodiversity reserve coverage rate in 2021 

reaches 24%, promoting the expansion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areas, strictly reviewing 

various developments in wildlife reserves or wetlands at 

all levels cases to reduce the development forfeit.

2.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xpansion of Biodiversity

The city actively promotes l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require Taiwan Leopard Cat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to conduct the “Annual 

Taichung Area Leopard Cat Clan Ecological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Education Promotion Project”, which 

covers the new community's leopard cat habitat and 

range of activities surveyed, organizing 30 public 

educational sessions for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Meanwhile, “Taichung City's Endangered Species and 

Important Habitat Ecological Service Payments 

Launched Plan in 2021” promotes the payment of 

friendly farmland ecological services for leopard cats 

and encourages the community to participate in habitat 

maintenance rewards and the report for leopard cat 

invading, providing the compensation and 

encouragement of creating friendl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at peacefully to coexist with wild animals, 

and executing “Taichung City Leopard Cat Conservation 

Autonomous Ordinance” engraved with “Taichung City 

Leopard Cat Measur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servation Committee (Draft)”. We will review the 

leopard cat conservation plan and hot spots for leopard 

cats hot to install the consultation and other executions.

A Proposal for the Protection for Leopard Cats

SDG 15 Life on Land
Protect, restore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use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sustainably manage forests, combat desertification, and halt and reverse land 
degradation and halt biodiversity loss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the terrestrial ecology, the city retains the terrestrial ecology by wetland maintenance, wildlife 

protection, and afforestation to curb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Target 15.1：By 2020, ensure the conservation, restor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terrestrial and 

inl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and their services, in particular forests, wetlands, mountains and 

drylands, in line with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Target 15.5：Take urgent and significant action to reduce the degradation of natural habitats, halting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and, by 2020, protect and prevent the extinction of threatened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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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Department establishes “Fusion Integration 

Platform in Crime Investigation” to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crime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promoting 

the clear-up rate of general criminal offenses of total 

crime, combining with intersection monitor and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system to collect evidence to solve the 

case when crimes occur and helps to greatly reduce the 

death rate of various forms of violence and related 

incidents.

System for Large Cars Violating to Transit the Grooved 

Lik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law enforcement. 

Deter traffic violations by 24-hour non-stop violation 

detection, establish the concept for obeying the law, 

maintain the passage space and traffic for various 

automobiles (motorcycles) and bicycles riders, and 

pedestrians to promote a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y.

1.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Crime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and Increase the Detection Rate of 
Criminal Cases

By means of 2019 new version of the structured 

assessment tool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we enhance the quality of placement of the social 

workers and assist the family for service to improve the 

protective factor, strengthening the network  

cooperation mechanism to integrate services effectively. 

In response to cases with a high risk of crisis, the 

intensive treatment mode has increased the frequency 

of visit to at least 4 times a month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and prevent child abuse cases 

recurring, it can contribute to end abuse, exploitation, 

trafficking and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and torture 

of children.

2. To End Child Abuse, Provide Services on the Internet

Th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s conducted 

independently and self-determinedly by the parties and 

agreed by both parties to jointly resolve disputes and 

4. Enhance th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tart with traffic law enforcement, publicity, and 

engineering improvement, and implement services such 

as traffic junction safety law enforcement, adopting 

smart technology analysis to establish (1) “Technology 

Enforcement Monitoring Center”, (2) “Equipment of 

average speed enforcement”, (3) “Multifunction 

violations detect systems”, (4) “Equipment of parking 

violation technology enforcement” and (5) “Auto Detect 

3. Use Smart Analysis to Improve Traffic Law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Provide the service for citizens on the website of the 

local Tax Bureau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Web), or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app LINE@ (ID: 

@taichungtax) inquire about various tax issues such as 

house tax, land value tax, vehicle license tax, land value 

increment tax, deed tax, amusement tax, stamp tax. AI 

Customer Service customer service provides 24-hour 

question-and-answer convenient consultation function 

all year round. From 2019 to 2020, the number of 

questions inquired by citizens increased 6.33%, which 

implements non-discriminatory tax laws and tax 

systems. Effective measures have also affirm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we assist to establish a 

nationwide local tax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stomer 

service instantly.

the system of mediation for consumption dispute cases 

is one of them. The mediation process is relatively 

non-contentious, and the parties have to resolve 

disputes independently. In addition, saving the time and 

cost of dispute resolution are not only the better ways to 

resolve disputes, but also help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responsible and inclusive system.

Taichung City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y, to promote th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example “mediation”, “complaint about 

procurement”, “state compensation”) and consumer 

dispute mediation case. Statistics of consumer dispute 

mediation cases in Taichung, 459 in 2019 and 452 in 

2020 respectively. W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mediation rate to establish a fair and efficient judicial 

system.

5. The “AI Customer Service” Providing Service all 
Year Round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DG 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Promote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e 
access to justice for all and build effective, accountable, and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Taichung City adop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s and establishes a fair and open society 

under the rule of the law to create an efficient,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y.

Target 16.1：Significantly reduce all forms of violence and related death rates everywhere.

Target 16.2：End abuse, exploitation, trafficking and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and torture of 

children.

Target 16.6：Develop effective, accountable and transparent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Target 16.7：Ensure responsive, inclusive, participatory and representative decision-making at all 

levels.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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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Department establishes “Fusion Integration 

Platform in Crime Investigation” to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crime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promoting 

the clear-up rate of general criminal offenses of total 

crime, combining with intersection monitor and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system to collect evidence to solve the 

case when crimes occur and helps to greatly reduce the 

death rate of various forms of violence and related 

incidents.

System for Large Cars Violating to Transit the Grooved 

Lik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law enforcement. 

Deter traffic violations by 24-hour non-stop violation 

detection, establish the concept for obeying the law, 

maintain the passage space and traffic for various 

automobiles (motorcycles) and bicycles riders, and 

pedestrians to promote a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y.

1.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Crime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and Increase the Detection Rate of 
Criminal Cases

By means of 2019 new version of the structured 

assessment tool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we enhance the quality of placement of the social 

workers and assist the family for service to improve the 

protective factor, strengthening the network  

cooperation mechanism to integrate services effectively. 

In response to cases with a high risk of crisis, the 

intensive treatment mode has increased the frequency 

of visit to at least 4 times a month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and prevent child abuse cases 

recurring, it can contribute to end abuse, exploitation, 

trafficking and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and torture 

of children.

2. To End Child Abuse, Provide Services on the Internet

Th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s conducted 

independently and self-determinedly by the parties and 

agreed by both parties to jointly resolve disputes and 

4. Enhance th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tart with traffic law enforcement, publicity, and 

engineering improvement, and implement services such 

as traffic junction safety law enforcement, adopting 

smart technology analysis to establish (1) “Technology 

Enforcement Monitoring Center”, (2) “Equipment of 

average speed enforcement”, (3) “Multifunction 

violations detect systems”, (4) “Equipment of parking 

violation technology enforcement” and (5) “Auto Detect 

3. Use Smart Analysis to Improve Traffic Law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Provide the service for citizens on the website of the 

local Tax Bureau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Web), or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app LINE@ (ID: 

@taichungtax) inquire about various tax issues such as 

house tax, land value tax, vehicle license tax, land value 

increment tax, deed tax, amusement tax, stamp tax. AI 

Customer Service customer service provides 24-hour 

question-and-answer convenient consultation function 

all year round. From 2019 to 2020, the number of 

questions inquired by citizens increased 6.33%, which 

implements non-discriminatory tax laws and tax 

systems. Effective measures have also affirm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we assist to establish a 

nationwide local tax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stomer 

service instantly.

the system of mediation for consumption dispute cases 

is one of them. The mediation process is relatively 

non-contentious, and the parties have to resolve 

disputes independently. In addition, saving the time and 

cost of dispute resolution are not only the better ways to 

resolve disputes, but also help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responsible and inclusive system.

Taichung City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y, to promote th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example “mediation”, “complaint about 

procurement”, “state compensation”) and consumer 

dispute mediation case. Statistics of consumer dispute 

mediation cases in Taichung, 459 in 2019 and 452 in 

2020 respectively. W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mediation rate to establish a fair and efficient judicial 

system.

5. The “AI Customer Service” Providing Service all 
Year Round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DG 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Promote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e 
access to justice for all and build effective, accountable, and inclusive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Taichung City adop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s and establishes a fair and open society 

under the rule of the law to create an efficient,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y.

Target 16.1：Significantly reduce all forms of violence and related death rates everywhere.

Target 16.2：End abuse, exploitation, trafficking and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and torture of 

children.

Target 16.6：Develop effective, accountable and transparent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Target 16.7：Ensure responsive, inclusive, participatory and representative decision-making at al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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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 integrates municipal resources and combines the 
power of enterprises, civil organizations, and expatriates such 
as the interchange of sister city and foreign guests' reception 
and deepen alliances and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cities,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platform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ctively boost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sharing relevant municipal experience, and promoting 
cooperative partnerships. “2020 Taiwan Lantern Festival in 
Taichung” and “The 4th International Award UCLG-Mexico 
City-Culture 21”, selected by the jury as the best case sharing 
in compliance with SDG 11, 12, 15, 17. In addition, we exchange 
and share the municipal experience through the video due to 
the pandemic and imple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September 2021, 
participate in “2021 Asia-Pacific City Summit” held in 
Brisbane, Australia. Delivering a keynote speech to share 
Taichung City's achievements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and 
livable cities.

1. The Project of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Jo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Organization, 
Declared to Reduce Carbon

Taichung City actively joins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Organization which include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ICLEI”,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 GCoM”, “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 and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mong 
them, we were awarded the highest (Grade A) performance in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appraisal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2018 to 2020).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emergency, we sign a climate emergency declaration with the 
Greenpeace Foundation to declare the world that our 
determination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ary service, and promote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city actively promotes voluntary services of four major 
ideas to integrate Happiness, Opportunity, Participation and 
Enthusiasm to formulate a volunteer service vision【HOPE 
125】, advocating that every citizen is a volunteer, and every 
volunteer can provide 5 times the output value of civil society 
by engaging in 2 hours of service per month.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guide and trigger roles, encourage more citizens  

2. The Project of Voluntary Service

SDG 17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Strengthen the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and revitaliz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ichung City actively joi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s urban diplomacy, and strengthens global 

partnerships b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partner volunteer services.

Target 17.16：Enhanc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lemented by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s that mobilize and share knowledge, expertise,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ll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developing countries.

R e v i e w  S D G  T a r g e t s  o f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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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stablish National Partnerships

Taichung City also actively promotes th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enter (INGO CENTER IN 
TAIWAN), through the exchange and training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NGOs, attractin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disaster 
humanitarian relie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ublic health care 
and social welfare to set in Taichung. Taichung becomes an 
important settlement for NGO work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and stable global partnership.

Ⅷ. Taichung City Ca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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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 integrates municipal resources and combines the 
power of enterprises, civil organizations, and expatriates such 
as the interchange of sister city and foreign guests' reception 
and deepen alliances and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cities,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platform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ctively boost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sharing relevant municipal experience, and promoting 
cooperative partnerships. “2020 Taiwan Lantern Festival in 
Taichung” and “The 4th International Award UCLG-Mexico 
City-Culture 21”, selected by the jury as the best case sharing 
in compliance with SDG 11, 12, 15, 17. In addition, we exchange 
and share the municipal experience through the video due to 
the pandemic and imple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September 2021, 
participate in “2021 Asia-Pacific City Summit” held in 
Brisbane, Australia. Delivering a keynote speech to share 
Taichung City's achievements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and 
livable cities.

1. The Project of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Jo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Organization, 
Declared to Reduce Carbon

Taichung City actively joins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Organization which include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ICLEI”,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 GCoM”, “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 and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mong 
them, we were awarded the highest (Grade A) performance in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appraisal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2018 to 2020).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emergency, we sign a climate emergency declaration with the 
Greenpeace Foundation to declare the world that our 
determination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ary service, and promote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city actively promotes voluntary services of four major 
ideas to integrate Happiness, Opportunity, Participation and 
Enthusiasm to formulate a volunteer service vision【HOPE 
125】, advocating that every citizen is a volunteer, and every 
volunteer can provide 5 times the output value of civil society 
by engaging in 2 hours of service per month.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guide and trigger roles, encourage more citizens  

2. The Project of Voluntary Service

SDG 17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Strengthen the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and revitaliz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ichung City actively joi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s urban diplomacy, and strengthens global 

partnerships b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partner volunteer services.

Target 17.16：Enhance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lemented by 

multi-stakeholder partnerships that mobilize and share knowledge, expertise,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ll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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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stablish National Partnerships

Taichung City also actively promotes th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enter (INGO CENTER IN 
TAIWAN), through the exchange and training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NGOs, attractin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disaster 
humanitarian relie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ublic health care 
and social welfare to set in Taichung. Taichung becomes an 
important settlement for NGO work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and stable global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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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recent years, with the rise of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ends, countries and cities have 

successively incorporated SDGs into the direction of 

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c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urban resilience. We 

strengthen ability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social 

progres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entral Taiwan,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has been list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the 

forward-looking construction with the low-carbon as 

the infrastructure. Taichung is actively promoting and 

aiming to become the country's first comprehensive 

low-carbon demonstration zone as the city 

benchmark.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uses “smart,

low-carbon, and innovation” as its development vision, 

creating the “Principles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a result, it has obtained 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Candidate Certificate and passed the competent 

building grading assessment meeting the expectatio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Index” to install 

the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BEMS）.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main points of land use 

districts which implement the carbon disclosure 

inspection certification for internal buildings and 

promoting “Taichung City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Networking Equipment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Plan”, building an intelligent/connected 

equipment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Taiwan to integrate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integrates the 

management concept and mode of “life, production, 

and ecology” which means “Three Clean Lives” to 

promote “SDG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SDG 

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SDG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SDG 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DG 11: Sustainable City and 

Communities”, making Taichung march into a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city.

Taichu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re located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combining with 

forward-looking, international, creative, intelligent, 

and sustainable professional exhibition facilities, and 

industrial exchange portal, which aim on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as the spindle, and maki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as the primary 

industry, Th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green buildings which awarded eight 

gold medals. The building supplies an intelligent 

exhibition logistics platform, performance, living 

consumption, and large-scale conferences which can 

boost the c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 that it 

will lay the cornerstone for Taichung to connect with 

global partners.

1. Sustainable, Smart, Low-carbon 
   Demonstration Zone-ShuinanTrade 
   and Economic Park (S.T.E.P)

Central Park and Ketan Aegean Bridge

In Response To SDGs

Taichu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Taichu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plans to build a 

Water Recycling Center, through “Water Reclamation 

Network System”, which focus on clean water quality 

for reclaimed water chemical technology and complete 

water reclamation network system, the review of the 

building license, and complete planning f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The center sets up and layouts a 

3.5-kilometer water pipeline to Taichu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Taichung Park through the reclaimed 

water plant. The effluent from Shuinan Water 

Recycling Center can be transported to the reclaimed 

water plant, estimating 10,000 tons of regenerated 

water to be produced daily for use in Taichu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Taichung Park.

Shuinan Water Resources Recycling Center

Five Major Plannings for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business district shopping,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High-quality residential, implementing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creating a new life model to 
aim at people-oriented, comfortabl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Community

Boulevard and boutique shopping malls, cultural and 
creative facilities station in.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Distric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stitutions, personnel 
training center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Academic Corridor

University town and upgrade academic environment.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Zo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The Central Park in the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covers an area of 67.34 km. It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urban ecological park in the country; it is 

the park with the largest solar panel area in the 

country as well. The size of photovoltaic energy panel 

reaches 10,000 square meters, and the annual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is approximately 1.88 million kWh 

for self-using and generating electricity,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energy concept. The park is also equipped 

with 12-sensory locally-like amusement equipment, 

building five flood detention ponds in a circular shape 

with the functions of temporary rainwater storage and 

flood control. Four of the ponds are designed as 

wetlands by using dry way. As the public space, 

rainwater can be filtered and penetrate the ground 

during the flood season, the lower water layer is able 

to reach the water retention and flood dredging, 

constructing Taichung to move towards as “The 

Sponge City”.

Centr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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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recent years, with the rise of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ends, countries and cities have 

successively incorporated SDGs into the direction of 

government development expec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urban resilience. We 

strengthen ability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social 

progres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entral Taiwan,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has been list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the 

forward-looking construction with the low-carbon as 

the infrastructure. Taichung is actively promoting and 

aiming to become the country's first comprehensive 

low-carbon demonstration zone as the city 

benchmark.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uses “smart,

low-carbon, and innovation” as its development vision, 

creating the “Principles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a result, it has obtained 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Candidate Certificate and passed the competent 

building grading assessment meeting the expectatio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Index” to install 

the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BEMS）.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main points of land use 

districts which implement the carbon disclosure 

inspection certification for internal buildings and 

promoting “Taichung City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Networking Equipment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Plan”, building an intelligent/connected 

equipment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Taiwan to integrate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integrates the 

management concept and mode of “life, production, 

and ecology” which means “Three Clean Lives” to 

promote “SDG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SDG 

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SDG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SDG 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DG 11: Sustainable City and 

Communities”, making Taichung march into a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city.

Taichu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re located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combining with 

forward-looking, international, creative, intelligent, 

and sustainable professional exhibition facilities, and 

industrial exchange portal, which aim on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as the spindle, and maki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as the primary 

industry, Th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green buildings which awarded eight 

gold medals. The building supplies an intelligent 

exhibition logistics platform, performance, living 

consumption, and large-scale conferences which can 

boost the c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 that it 

will lay the cornerstone for Taichung to connect with 

global partners.

1. Sustainable, Smart, Low-carbon 
   Demonstration Zone-ShuinanTrade 
   and Economic Park (S.T.E.P)

Central Park and Ketan Aegean Bridge

In Response To SDGs

Taichu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Taichu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plans to build a 

Water Recycling Center, through “Water Reclamation 

Network System”, which focus on clean water quality 

for reclaimed water chemical technology and complete 

water reclamation network system, the review of the 

building license, and complete planning f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The center sets up and layouts a 

3.5-kilometer water pipeline to Taichu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Taichung Park through the reclaimed 

water plant. The effluent from Shuinan Water 

Recycling Center can be transported to the reclaimed 

water plant, estimating 10,000 tons of regenerated 

water to be produced daily for use in Taichu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Taichung Park.

Shuinan Water Resources Recycling Center

Five Major Plannings for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 business district shopping,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High-quality residential, implementing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creating a new life model to 
aim at people-oriented, comfortabl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Community

Boulevard and boutique shopping malls, cultural and 
creative facilities station in.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Distric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stitutions, personnel 
training center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Academic Corridor

University town and upgrade academic environment.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Zo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The Central Park in the Shuinan Trade and Economic 

Park covers an area of 67.34 km. It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urban ecological park in the country; it is 

the park with the largest solar panel area in the 

country as well. The size of photovoltaic energy panel 

reaches 10,000 square meters, and the annual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is approximately 1.88 million kWh 

for self-using and generating electricity,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energy concept. The park is also equipped 

with 12-sensory locally-like amusement equipment, 

building five flood detention ponds in a circular shape 

with the functions of temporary rainwater storage and 

flood control. Four of the ponds are designed as 

wetlands by using dry way. As the public space, 

rainwater can be filtered and penetrate the ground 

during the flood season, the lower water layer is able 

to reach the water retention and flood dredging, 

constructing Taichung to move towards as “The 

Sponge City”.

Centr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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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Green Museumbrary is located in Taichung 

Central Park; it is the first art gallery and library 

co-constructed building in the country, described as 

the library in a park, an art gallery in a forest which will 

become Taichung's brightest landmark in the future. 

Taichung Green Museumbrary also pioneers using 

seismic isolation systems that effectively protects 

collections and provides people with reading safety, 

and by water recycling and building rainwater 

utilization equipmen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water-saving. This year (2021), the city is facing a severe impact from 

the pandemic (aka COVID-19), it’s a serious impact on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Therefore, a specific discussion is organized for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bail-out plan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from November 2019, the pandemic 

has spread to more than 1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statistics showed till September 8, 

2021. The accumulativ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in 

Taiwan reached 16,056 and the accumulative number of 

deaths reached 837. The accumulativ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in this city has reached 207.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impact on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to the city. 

Scrutinizing the main affection of SDGs affected 

includes: “SDG 1：No Poverty”, “SDG 3：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SDG 4：Quality Education”, “SDG 

8：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ahead,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takes advanced deployment and 

cross-domain cooperation as the basic policy of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implementing “Monitor 

pandemic and instant response”, “Community 

pandemic prevention, medical preparation”, “Provide 

various resources and bail-out plans”, “Apply 

technology, life without hinders”, “Care services, fight 

with the pandemic together”, “Quality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pandemic prevention” adopting these 

six anti-pandemic policies as the main axis. In 

addition, our teams integrate cross-office pandemic 

prevention principles and lessen the impact on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which has led Taichung to 

march ahead a sustainable city and made a crisis into 

a turn.

Taichung Green Museumbrary

Taichung plans to build a “Taiwan Intelligence 

Operation Tower” with landmark and intelligent 

operation content. Hoping to build landmark buildings 

in Taichung City to create tourism benefits by 

combining innovative industries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Taiwan Intelligence Operation Tower (T.I.O.T） Through proof-of-concept service programs, 

combining with the creativ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localization requirement “intelligent security”, 

“intelligent living”, “intelligent economy”,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using technology to stimulate new 

ventures and derivative industry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companies with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Proof of Concept and Service

Taichung Green Museumbrary Mimic Diagram

Taichung Green Museumbrary - Simulation of the Height 
of the Gallery Hall

Taiwan Intelligence Operation Tower Mimic Diagram

Anti-COVID-19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tions

In Response to SDGs

SDGs Affected by COVID-19 in Taichung City

COVID-19 has affected people's livelihoods, 
leading to a sharp decline in income and 
families falling into poverty.

People are at risk of being infected by the 
pandemic or falling into virus infections, and 
their health is seriously affected.

COVID-19 has caused schools to shut down, 
affecting students’ learning right .

COVID-19 has affected economic activity, 
causing wage losses and the impact on 
employ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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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Green Museumbrary is located in Taichung 

Central Park; it is the first art gallery and library 

co-constructed building in the country, described as 

the library in a park, an art gallery in a forest which will 

become Taichung's brightest landmark in the future. 

Taichung Green Museumbrary also pioneers using 

seismic isolation systems that effectively protects 

collections and provides people with reading safety, 

and by water recycling and building rainwater 

utilization equipmen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water-saving. This year (2021), the city is facing a severe impact from 

the pandemic (aka COVID-19), it’s a serious impact on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Therefore, a specific discussion is organized for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bail-out plan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from November 2019, the pandemic 

has spread to more than 1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statistics showed till September 8, 

2021. The accumulativ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in 

Taiwan reached 16,056 and the accumulative number of 

deaths reached 837. The accumulativ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in this city has reached 207.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impact on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to the city. 

Scrutinizing the main affection of SDGs affected 

includes: “SDG 1：No Poverty”, “SDG 3：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SDG 4：Quality Education”, “SDG 

8：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ahead,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takes advanced deployment and 

cross-domain cooperation as the basic policy of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implementing “Monitor 

pandemic and instant response”, “Community 

pandemic prevention, medical preparation”, “Provide 

various resources and bail-out plans”, “Apply 

technology, life without hinders”, “Care services, fight 

with the pandemic together”, “Quality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pandemic prevention” adopting these 

six anti-pandemic policies as the main axis. In 

addition, our teams integrate cross-office pandemic 

prevention principles and lessen the impact on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which has led Taichung to 

march ahead a sustainable city and made a crisis into 

a turn.

Taichung Green Museumbrary

Taichung plans to build a “Taiwan Intelligence 

Operation Tower” with landmark and intelligent 

operation content. Hoping to build landmark buildings 

in Taichung City to create tourism benefits by 

combining innovative industries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Taiwan Intelligence Operation Tower (T.I.O.T） Through proof-of-concept service programs, 

combining with the creativ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localization requirement “intelligent security”, 

“intelligent living”, “intelligent economy”,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using technology to stimulate new 

ventures and derivative industry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companies with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Proof of Concept and Service

Taichung Green Museumbrary Mimic Diagram

Taichung Green Museumbrary - Simulation of the Height 
of the Gallery Hall

Taiwan Intelligence Operation Tower Mimic Diagram

Anti-COVID-19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tions

In Response to SDGs

SDGs Affected by COVID-19 in Taichung City

COVID-19 has affected people's livelihoods, 
leading to a sharp decline in income and 
families falling into poverty.

People are at risk of being infected by the 
pandemic or falling into virus infections, and 
their health is seriously affected.

COVID-19 has caused schools to shut down, 
affecting students’ learning right .

COVID-19 has affected economic activity, 
causing wage losses and the impact on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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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Preparation

Monitor Pandemic and Instant Response

Community Pandemic Prevention, 
Medical Preparation

Provide Resources, Bail-out Plans

夜市集停業租金免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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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夜市6-9月規費減半
成立資金紓困單一窗口

安心即時上工
青創貸款利息補貼延一年

溫泉使用費分期
市府場館規費減緩繳

稅捐緩繳減免
演藝紓困補助

勞工失業生活及其子女就學補助

Taichung City regularly monitors the international 

update news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grasping the confirmed cases, locally acquired, and 

imported cases, continuing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adjusting various pan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strategies along with rolling 

adjustments based on the pandemic situation, 

eliminating any possible gaps on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Conferences of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through multi-channels organized by the central and 

inter-bureaus, the latest pandemic prevention 

information will be provided immediately; and 

extraordinary meetings and the advanced deployment 

will be organized at any time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pandemic. On 

May 15, 2021,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reliminarily 

rehearsed a simulation for the level 3 alert and 

summoned the first-level supervisors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center, military, and civil defense units, 

dividing into 3 stages, 17 topics for drilling. By 

responding to future pandemic prevention work in 

advance, Taichung will have more prepar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he pandemic to soothe our citizens.

The vaccination coverage rate for citizens over 18 has 

reached 42.63%, and the city’s population coverage 

rate has reached 35.46%.

Cooperating with the various pandemic prevention 

policies of the Central Pandemic Command Center, we 

implement to track and the manage risky cases to 

maintain community safety.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s of September 2021, there 

were 25 designated inspection hospitals in Taichung 

which could provide about 8,000 nucleic acid tests per 

day, and 19 designated hospitals have 234 

intensive-care beds, 27 ICUs and 69 negative pressure 

isolation wards, adjusting the number of isolation beds 

based on the pandemic situation.

Rapid Test

Promoting Rotatory Market

New Life Movement for Families for 
Pandemic Prevention

10 Economic Relief Packages

In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occurred locally, 

Taichung has successively set up community screening 

stations since May 19, 2021, providing free services for 

residents/employers/students of the city who contact 

with the confirmed or overlapping cases at the same 

time. As of September 9, 2021, 49,730 people had 

been screened.

Prepar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Materials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pidemic, 

regular preparations of pandemic prevention materials, 

including N95, general medical masks, surgical masks, 

full-body protective clothing, general isolation gowns, 

maintaining the safety stock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materials.

The First Vaccination Station Established 
in Taiwan, to Elevate Vaccine Coverage

In order to quickly provide people with COVID-19 

vaccination, the first vaccination station facilitates the 

elderly to receive COVID-19 vaccine shot and enhance 

their protection. From June 15 to August 6, 2021, a 

total of 31-day vaccination stations opened for 

499,466 citizens.

To increase the coverage of the city’s vaccine 

population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evere 

COVID-19. Starting from June 15, 2021, 67 vaccination 

stations opened in 29 districts of the city to speed up 

the city's COVID-19 vaccination rate. In addition, in 

copign with schools begin,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launched 2.0 plan for the vaccination stations in which 

45 suitable places to continue serving the citizens. As 

of August 12, 2021, the city supplied the first dose for 

10,164 people, which officially exceeded one-million. 

Command Po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May 2021 in high-risk infection 

areas such as Li-shan Ping Deng Elementary School,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an affiliated 

childhood, Dakengli in Beitun District, Shijiawang 

Market and Meilidian Community. In the shortest 

period of time, the risk targets were targeted for rapid 

screening of the forward command post. 12 screening 

stations were opened in total, 7,066 people were 

screened, and 32 confirmed cases were proactively 

discovered successfully preventing the risk of cluster 

infections 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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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Preparation

Monitor Pandemic and Instant Response

Community Pandemic Prevention, 
Medical Preparation

Provide Resources, Bail-out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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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夜市6-9月規費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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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即時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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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場館規費減緩繳

稅捐緩繳減免
演藝紓困補助

勞工失業生活及其子女就學補助

Taichung City regularly monitors the international 

update news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grasping the confirmed cases, locally acquired, and 

imported cases, continuing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adjusting various pan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and strategies along with rolling 

adjustments based on the pandemic situation, 

eliminating any possible gaps on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Conferences of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through multi-channels organized by the central and 

inter-bureaus, the latest pandemic prevention 

information will be provided immediately; and 

extraordinary meetings and the advanced deployment 

will be organized at any time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pandemic. On 

May 15, 2021,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reliminarily 

rehearsed a simulation for the level 3 alert and 

summoned the first-level supervisors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center, military, and civil defense units, 

dividing into 3 stages, 17 topics for drilling. By 

responding to future pandemic prevention work in 

advance, Taichung will have more prepar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he pandemic to soothe our citizens.

The vaccination coverage rate for citizens over 18 has 

reached 42.63%, and the city’s population coverage 

rate has reached 35.46%.

Cooperating with the various pandemic prevention 

policies of the Central Pandemic Command Center, we 

implement to track and the manage risky cases to 

maintain community safety.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s of September 2021, there 

were 25 designated inspection hospitals in Taichung 

which could provide about 8,000 nucleic acid tests per 

day, and 19 designated hospitals have 234 

intensive-care beds, 27 ICUs and 69 negative pressure 

isolation wards, adjusting the number of isolation beds 

based on the pandemic situation.

Rapid Test

Promoting Rotatory Market

New Life Movement for Families for 
Pandemic Prevention

10 Economic Relief Packages

In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occurred locally, 

Taichung has successively set up community screening 

stations since May 19, 2021, providing free services for 

residents/employers/students of the city who contact 

with the confirmed or overlapping cases at the same 

time. As of September 9, 2021, 49,730 people had 

been screened.

Prepar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Materials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pidemic, 

regular preparations of pandemic prevention materials, 

including N95, general medical masks, surgical masks, 

full-body protective clothing, general isolation gowns, 

maintaining the safety stock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materials.

The First Vaccination Station Established 
in Taiwan, to Elevate Vaccine Coverage

In order to quickly provide people with COVID-19 

vaccination, the first vaccination station facilitates the 

elderly to receive COVID-19 vaccine shot and enhance 

their protection. From June 15 to August 6, 2021, a 

total of 31-day vaccination stations opened for 

499,466 citizens.

To increase the coverage of the city’s vaccine 

population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evere 

COVID-19. Starting from June 15, 2021, 67 vaccination 

stations opened in 29 districts of the city to speed up 

the city's COVID-19 vaccination rate. In addition, in 

copign with schools begin,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launched 2.0 plan for the vaccination stations in which 

45 suitable places to continue serving the citizens. As 

of August 12, 2021, the city supplied the first dose for 

10,164 people, which officially exceeded one-million. 

Command Po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May 2021 in high-risk infection 

areas such as Li-shan Ping Deng Elementary School,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an affiliated 

childhood, Dakengli in Beitun District, Shijiawang 

Market and Meilidian Community. In the shortest 

period of time, the risk targets were targeted for rapid 

screening of the forward command post. 12 screening 

stations were opened in total, 7,066 people were 

screened, and 32 confirmed cases were proactively 

discovered successfully preventing the risk of cluster 

infections 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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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out Plans for Laborers

Taichung City promotes the instant employment plan, 

approving the work allowance, maintaining the 

willingness to work, and reducing the impact of salary 

reduction on life.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widely 

assistances laborers’ life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and opens more job vacancies, appealing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increase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o stabilize the employment and labors’ 

basic economic requirem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Taichung Confirmed Footprint Map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Research Center 

(GIS Center) of Feng Chia University cooperates with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to develop the “Taichung 

Confirmed Footprint Map”, which can integrate the 

confirmed footprint information so that citizens can 

check the destinations for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The Fir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Disinfection Map” in the Country

In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sets up an epidemic prevention 

disinfection team, we conduct to disinfect crowded 

areas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ion. Taichung is the 

first city, creating the “Disinfection Map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marking the places 

disinfected beforehand, and providing the information 

for citizens.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and Learning 
Never Stops

In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teachers’ trainings, and 

students’ study by E-learning. Holding online video 

teaching drills simultaneously of the whole city. Build 

“Taichung City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center”, 

integrated learning videos and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for all subjects and versions. In addition, we 

prepare mobile vehicles and mobile network cards for 

free-lending for disadvantaged students to avoid the 

interruption of studies caused by the pandemic.

Disinfect the Footwear for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To consider the risk of spreading the virus on shoe 

soles, we pioneer the installation of “shoe sole 

disinfection facilities” in crowded traffic stations to 

reduce the risk of virus transmission and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pandemic.

Vaccination at Home

In order to enable the disabled and bedridden people 

in this city to develop protection against COVID-19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home vaccination” service was 

launched on June 18, 2021, the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clinic associations arranged doctors to the home 

for the disabled over 18 years of age 7- Level 8 people 

have given the vaccine. As of August 2021, 93 groups 

of doctors and nurses have attended, and 736 people 

have been given the vaccine.

The First APP of Zero-touch Bell in the Country

Adopting APP of zero-touch bell, reducing the risk of 

infection.

Apply Technology, Life Without Hinders
Care Services, Fight with the Pandemic 
Together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Epidemic 
Prevention

“Taichung City Pandemic Prevention Zone” 
Website Established

Taichung City has also established the “Taichung City 

Pandemic Prevention Zone” website to integrate 

various pandemic prevention information and 

measure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city, such as: “Bailout Zone”, “Footprint Confirmed 

Map”, “Boosting Economy Project”, “Vaccine 

Appointment Platform” and other related contents to 

help the citizens quickly obtain various pandemic 

prevention information.

The firs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Disinfection Map" in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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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is committed to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actively 

communicating with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aichung will host 

the meeting for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 sharign the city's Voluntary 

Local Review on the VLR Lab platform, continuing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ferences and city exchanges, sharing experience and making 

improvements and learning.

2. Sustainable communication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cities

In 2021, through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colleagues made from all bureaus and offices, the city has 

completed the Voluntary Local Review and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it in the future, promoting and 

improving the cit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lling review and revising the Voluntary Local Review, 

timely adjusting strategic direction and additional revision indicators to cope with future social 

trends.

1. Continue to review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achievements

3. Participation openly and education promo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topic of concern to the global people, and it needs the particip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all people. Therefore, the city will also integrate them in the future. Taichung City will 

be combined with production, officials, learning, research,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to reach the 

collaborations with stakeholders. By marketing, education promo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lated activitie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deeply root in the people's mind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happiness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ll ages, nationalities, genders, and 

other aspec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ocal
Government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Cities

Civic Groups

Ⅸ. Foresight Planning

AppendixTaichung City Case Studies Foresight Planning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90



Taichung is committed to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actively 

communicating with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aichung will host 

the meeting for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 sharign the city's Voluntary 

Local Review on the VLR Lab platform, continuing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ferences and city exchanges, sharing experience and making 

improvements and learning.

2. Sustainable communication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cities

In 2021, through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colleagues made from all bureaus and offices, the city has 

completed the Voluntary Local Review and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it in the future, promoting and 

improving the cit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lling review and revising the Voluntary Local Review, 

timely adjusting strategic direction and additional revision indicators to cope with future social 

trends.

1. Continue to review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achievements

3. Participation openly and education promo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topic of concern to the global people, and it needs the particip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all people. Therefore, the city will also integrate them in the future. Taichung City will 

be combined with production, officials, learning, research,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to reach the 

collaborations with stakeholders. By marketing, education promo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lated activitie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deeply root in the people's mind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happiness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ll ages, nationalities, genders, and 

other aspec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ocal
Government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Cities

Civic Groups

Ⅸ. Foresight Planning

AppendixTaichung City Case Studies Foresight Planning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91



X .   A p p e n d i x

The goal of SDGs
Dimensions

SDG 1 No Poverty
Society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Deploy Family Community to 
Support Service Project

Opening Bank Account for 
Children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Project for Poverty Reduction

1. 

2.

3.

Social Affairs 
Bureau

Social Affairs 
Bureau

Social Affairs 
Bureau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ject of Taichung City / Action Project
（A total of 103 indicators and 106 projects）

The goal of SDGs
Dimensions

SDG 4 Quality Education
Society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Thoughtful Education

Thoughtful Education

Thoughtful Education

Thoughtful Education

Imagery Aesthetics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Preschools
The Project for Increasing Public 
Nursery Centers

Promot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The Project for the Growth of 
Using Libraries
Promo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Intensive Workshops for Teachers

20. 

21.

22.

23.

24.

25.

26.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20. 

21.

22.

23.

24.

25.

26.

Increase Classes for Public Preschools

The Number of Facilities Installed, 
Renovation and Baby Taken-care for 
Public Nurserie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s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Lifelong 
Learning and Related Courses
The Average Amount of Books 
Borrowed by Citizens
The Number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low High School Participat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Managing Intensive Workshops for 
Teachers

Education Bureau

Social Affairs 
Bureau

Education Bureau

Education Bureau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Education Bureau

Education Bureau

The goal of SDGs
Dimensions

SDG 2 Zero Hunger
SocietyEconomy

Appendix 1.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Effective Govern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Strengthen the Inspections of 
Using Pesticide in Wholesale 
Markets to Keep Food Production
To Ensure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System

Enhance Food Industry 
Registration on FDA Platform

4.

5.

6.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4.

5.

6.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rea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Using 
Pesticid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holesale Markets
The Growth Rate of the Login of 
Food Industry

Agriculture Bureau

Agriculture Bureau

Health Bureau

The goal of SDGs

SDG 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Health Care Service for 
Pregnant Women and Children
The Project for Directly 
Observed Therapy Treatment of 
Latent Tuberculosis
Medicine Supply for AIDS 
Infected

7.

8.

9.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7.

8.

9. 

Infant Mortality Rate

The Rate of Being Infected 
Tuberculosis

The Rate of Medicine-taken by the 
AIDS Infected 

Health Bureau

Health Bureau

Health Bureau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ealth and Vital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Promoting the Project of 
Learning Centers for the Elderly
The Project for the Disable to 
Create an Inclusive Society

The Project for Ten Years of 
Long-term Care 2.0
APP-set for Long-term Care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ome and Fixed Spots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Infiuenza Vaccination Project

Long-term Care for Indigenous 
People – Plan for Setting Up 
Culture and Health Station
Plan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Caused by Fire 
Effectively
The Project for Building 
National Sports Center
To Elevate the Training for 
Emergency Medical Paramedic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he Number of the Elderly 
Participating in Learning Centers
Community-style Services for the 
Disabled (daycare center, training 
spots for operating facilities)
The Ratio of Adopting Long-term 
Care Service
The Coverage Rat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 for Long-term Care
The Growth Rat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

The Influenza Vaccination Rate for 
the Elderly Over 65
The Number of Culture and Health 
Stations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Caused by 
Fires Per 100,000 People

The Proportion of the Citizens Taking 
Exercise Regularly
The Number of People Recovering 
from OHCA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and EMPT

Social Affairs 
Bureau

Social Affairs 
Bureau

Health Bureau

Health Bureau

Health Bureau

Health Bureau

Indigenous People 
Commission

Fire Bureau

Sports Bureau

Fire Bureau

Dimensions Society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1.

2.

3. 

The Coverage Rate of Vulnerable 
Families Participating in Supporting 
Community Service
The Rate of Opening Bank Account for 
Child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Coverage Rate of Low (middle and 
low) Income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Reduc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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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A p p e n d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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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Care for Indige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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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and Health Station
Plan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Caused by Fire 
Effectively
The Project for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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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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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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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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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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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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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mber of the Elderly 
Participating in Learning Centers
Community-style Services for the 
Disabled (daycare center, training 
spots for operating facilities)
The Ratio of Adopting Long-term 
Care Service
The Coverage Rat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 for Long-term Care
The Growth Rat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

The Influenza Vaccination Rate for 
the Elderly Over 65
The Number of Culture and Health 
Stations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Caus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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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ortion of the Citizens Taking 
Exercise Regu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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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Dimensions

SDG 5 Gender Equality
Society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Happy and Livable City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romotes 
Gender Mainstreaming 
Implementation Project
Sessions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romote the Innovative 
Project for Gender 
Equality

27. 

28.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27. The Number of Measures for Gender 
Equality with Friendly

Social Affairs 
Bureau

The goal of SDGs
Dimensions

SDG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Environment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o Assure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for Citizen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Connecting pipes of 
the Sewage Sewer Users
Protection for Maintaining 
Water Quality

29. 

30.

31.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28. 

29.

30. 

Unqualified Rate of Drinking Water

The Rate of Overall Wastewater 
Treatment

The Proportion of Uncontaminated 
Rivers (RPI≦2.0)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Water Resources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The goal of SDGs
Dimensions

SDG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Effective Government

Innovation and Venture

Innovation and Venture

Innovation and Venture

Innovation and Venture

Innovation and Venture

Imagery Aesthetics

Innovation and Venture

Thoughtful Education

Thoughtful Education

Effective Government

Creat Employment 
for The Youth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aichung Information Platform 
Operation Service for Living Economy

The Project of Taichung Cross-border 
Experience Demonstration Base 
Entrusted Oper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c Investment for Industry

Provide Employment Service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Applicants’ Preparation
To Hold Lectures of Employment 
for the Disabled
Project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unseling
The Project for Job Trainings for 
the Unemployed
Safety Guarantee for Working 
Spots and Health Management 
Project 2.0
Promote the Tourism Industry

Taichung Film Festival

Build the Cor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enter in Taiwan
Promotion of Art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The Growth rate of Using Taichung 
Living Economic Information Platform 
App
The Number of Times to Coach to 
Start an Undertaking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Visiting 
Manufacturers

The Rate of Job Seeking

The Employment Rate for the 
Disabled Students
The Growth Rate of Coach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Workers
The Employment Rate After 
Vocational Training
The Rate of Insurance Benefit for 
Occupational Injury by Per Thousand 
People
Total Number of Lodgers in the Hotel 
Industry
The Growth Rate of Attendees 
Participating in Film Exhibitions
The Rate of Co-filming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or Art 
Activit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Labor Affairs 

Bureau

Labor Affairs 
Bureau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Labor Affairs 
Bureau

Labor Affairs 
Bureau

Tourism and 
Travel Bureau
Information 

Bureau
Information 

Bureau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The goal of SDGs
DimensionsSDG 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Economy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he Project for Saving 
Electricity with County and 
City
The Project for Promoting 
Rooftop-type Solar
Photovoltaic Installation for 
Public Buildings and Public 
Land
Photovoltaic Installation on 
the Roof of the Factory
Photovoltaic Installation for 
High Energy-consumption 
Users

32.
 

33.

34.

35.

36.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31.

 

32.

The Usage Rate of Renewable Energy

Accumulation of the Generation 
Degree for Renewable Energ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o Subsidize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Photovoltaic 
Generation System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Zone in Taichung 
Harbor
Plan for Promoting to Use 
Green Energy for Industry

The Project for Resource 
Recycling Power Generation

The Project for Smart 
Street Light Installation with 
LED

37.
 

38.

39.

40.

41.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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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The Cumulative Capacity for Solar Power 
Generation

For a New Lease-purchase Case in an 
Industrial Zone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Owners Must Install a Sizeable 
Photoelectric System on 50% of the Roof
Generation Power of Resource Cycle

The Replacement Rate of LED Smart 
Street Lamp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A
ctively prom

ote renew
able energy

To prom
ote the M

ai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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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Dimensions

SDG 5 Gender Equality
Society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Happy and Livable City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romotes 
Gender Mainstreaming 
Implementation Project
Sessions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romote the Innovative 
Project for Gender 
Equality

27. 

28.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27. The Number of Measures for Gender 
Equality with Friendly

Social Affairs 
Bureau

The goal of SDGs
Dimensions

SDG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Environment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o Assure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for Citizen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Connecting pipes of 
the Sewage Sewer Users
Protection for Maintaining 
Water Quality

29. 

30.

31.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28. 

29.

30. 

Unqualified Rate of Drinking Water

The Rate of Overall Wastewater 
Treatment

The Proportion of Uncontaminated 
Rivers (RPI≦2.0)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Water Resources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The goal of SDGs
Dimensions

SDG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Effective Government

Innovation and Venture

Innovation and Venture

Innovation and Venture

Innovation and Venture

Innovation and Venture

Imagery Aesthetics

Innovation and Venture

Thoughtful Education

Thoughtful Education

Effective Government

Creat Employment 
for The Youth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aichung Information Platform 
Operation Service for Living Economy

The Project of Taichung Cross-border 
Experience Demonstration Base 
Entrusted Oper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c Investment for Industry

Provide Employment Service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Applicants’ Preparation
To Hold Lectures of Employment 
for the Disabled
Project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unseling
The Project for Job Trainings for 
the Unemployed
Safety Guarantee for Working 
Spots and Health Management 
Project 2.0
Promote the Tourism Industry

Taichung Film Festival

Build the Cor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enter in Taiwan
Promotion of Art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The Growth rate of Using Taichung 
Living Economic Information Platform 
App
The Number of Times to Coach to 
Start an Undertaking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Visiting 
Manufacturers

The Rate of Job Seeking

The Employment Rate for the 
Disabled Students
The Growth Rate of Coach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Workers
The Employment Rate After 
Vocational Training
The Rate of Insurance Benefit for 
Occupational Injury by Per Thousand 
People
Total Number of Lodgers in the Hotel 
Industry
The Growth Rate of Attendees 
Participating in Film Exhibitions
The Rate of Co-filming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or Art 
Activit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Labor Affairs 

Bureau

Labor Affairs 
Bureau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Labor Affairs 
Bureau

Labor Affairs 
Bureau

Tourism and 
Travel Bureau
Information 

Bureau
Information 

Bureau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The goal of SDGs
DimensionsSDG 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Economy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he Project for Saving 
Electricity with County and 
City
The Project for Promoting 
Rooftop-type Solar
Photovoltaic Installation for 
Public Buildings and Public 
Land
Photovoltaic Installation on 
the Roof of the Factory
Photovoltaic Installation for 
High Energy-consumption 
Users

32.
 

33.

34.

35.

36.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31.

 

32.

The Usage Rate of Renewable Energy

Accumulation of the Generation 
Degree for Renewable Energ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o Subsidize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Photovoltaic 
Generation System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Zone in Taichung 
Harbor
Plan for Promoting to Use 
Green Energy for Industry

The Project for Resource 
Recycling Power Generation

The Project for Smart 
Street Light Installation with 
LED

37.
 

38.

39.

40.

41.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33.

 
34.

35.

36.

The Cumulative Capacity for Solar Power 
Generation

For a New Lease-purchase Case in an 
Industrial Zone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Owners Must Install a Sizeable 
Photoelectric System on 50% of the Roof
Generation Power of Resource Cycle

The Replacement Rate of LED Smart 
Street Lamp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A
ctively prom

ote renew
able energy

To prom
ote the M

ainstream
 

of the  G
ender 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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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o Increase the Building Coverage 
Ratio of Rainwater Sewerages and 
Improve the Food Drainage 
Capacity in Downtown of the City
Build Sidewalk With Permeable 
Function

54. 

55.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49. 

50.

The Coverage rate of Rainwater 
Sewerages Built

The Growth Rate of the Cumulative 
Length of Using Permeable Pavement

Water Resources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Effective Government

Imagery aesthetics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Health and Vital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International Portal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Plan to Increase the Traffic 
Volume of Bus 
Smart Parking

Plan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iBike
The Project of Autonomous Bus

Plan to Integrate of Smart 
Dynamic Signal System and 
Installation of TOPIS 
Marching Forward 3D Smart Land 
Project of National Spatial Data 
for Infrastructur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The Policy of Eco-green Burial

Optimize and Rebuild Existing 
Trails
Melody Project

The Project of Humanity-oriente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Road-smoothing Project

Improve the Accessible Ramp

Promote Low-carbon Religious 
Spots
Urban Design Review

Promote the Livable Building

To Assure Students’ Safety on the 
Arcade and the Flat Surface of 
Arcade
Promote Amiable Restrooms

Create Livable City and Land 
Readjustment in Taichung
Zone Expropriation and Rich 
Taichung City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Transportation Volume of the Bus in the 
City
The Proportion of Smart Parking Lots
The Proportion of E-payment
Cumulative Frequency of Renting iBike

Build an Autonomous Bus Operation 
Field, Route Length, and Passenger 
Capacity
The Completion Growth Rate of Smart 
Signs

The Rate of New Construction of 3D 
Model

The Growth Rate of Visit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Building
The Growth Rat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ree Burial (count)
The Annual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M2.5

The Ratio of Fine air Quality (AQI≦100)
O3 8-hour concentration red alert level 
occurrence rate
The Proportion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Optimizing Trails
The Proportion of the New-built Park 
Area
The Growth Rate of Improving Sidewalk 
Length
The Length of Road-smoothing

The Number of Improvement for 
Accessible Ramp
The Growth Rate of Certified 
Low-carbon Religious Places (count)
The Rate of Urban Design Review 
Guidance of Greenery Design for Roof 
and Vertical 
The Carbon Fixation of Livable Building

Safe Arcade Length (the length of 
arcade-smoothing)

The Rate of Well-designed Public 
Restroom
The Readjustment Cumulative Area for 
Public Land
The Accumulative Area of Zone 
Expropriati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Cadastral of the 
Number of the Land

84.

Transporta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Civil Affairs 
Bureau

Tourism and 
Travel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Civil Affairs 

Bureau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Effective Government

The Project for Taichung 

City Outsources for 

Re-build

Plan for Making Cadastral 

Survey by Early Farmland 

Readjustment (re-measure 

of numerical method)

86.

87.

The P
roportion of the N

um
ber 

of C
adastral C

onsolidation 
Land R

e-build P
roject

Dimensions Economy Environment

The goal of SDGs

SDG 10 Reduce Inequalities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Thoughtful Education

Happy and Livable City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Encourag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Obtaining the Certificate of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Health 
Services of People Living in 
Remote Areas

56. 

57.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51. 

52.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the 
Candidates for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People in 
Remote Areas Receiving Public Health 
Care Services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Health Bureau

Dimensions Society

The goal of SDGs

SDG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ealth and Vitality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Council House

Optimizing Recreational Bicycle 
Lanes
Promote the Electric 
Motorcycles Recharging
The Subsidy Project of 
Replacement of Old Motorcycles 
with New Low Polluted Vehicle
Public Parking Lots Application 
for Electricity and Maintenance 
of Electric Automobile Charging 
Equipment
Promote the Plan for the 
Electric Buses in 2030
Accessible Bus 

58. 

59.

60.

61.

62.

63.

64.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53. 

54.

55.

56.

57.

58.

59.

The Number of the Completion of 
Council House
The Growth Rate of Bike Lane 
Optimization
The Growth Rate of Electric 
Motorcycles Recharging
The Growth Rate of Electric Scooters

Achieving Rate of Electric Automobile 
Charging Station in Public Parking Lots

The Number of Electric Buses
(Proportion of electric buses)
The Number of Accessible Buses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Tourism and Travel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Dimensions Society Environment

The Project for Keeping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73.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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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o Increase the Building Coverage 
Ratio of Rainwater Sewerages and 
Improve the Food Drainage 
Capacity in Downtown of the City
Build Sidewalk With Permeable 
Function

54. 

55.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49. 

50.

The Coverage rate of Rainwater 
Sewerages Built

The Growth Rate of the Cumulative 
Length of Using Permeable Pavement

Water Resources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Effective Government

Imagery aesthetics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Health and Vital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appy and Livable City

International Portal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Plan to Increase the Traffic 
Volume of Bus 
Smart Parking

Plan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iBike
The Project of Autonomous Bus

Plan to Integrate of Smart 
Dynamic Signal System and 
Installation of TOPIS 
Marching Forward 3D Smart Land 
Project of National Spatial Data 
for Infrastructur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The Policy of Eco-green Burial

Optimize and Rebuild Existing 
Trails
Melody Project

The Project of Humanity-oriente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Road-smoothing Project

Improve the Accessible Ramp

Promote Low-carbon Religious 
Spots
Urban Design Review

Promote the Livable Building

To Assure Students’ Safety on the 
Arcade and the Flat Surface of 
Arcade
Promote Amiable Restrooms

Create Livable City and Land 
Readjustment in Taichung
Zone Expropriation and Rich 
Taichung City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Transportation Volume of the Bus in the 
City
The Proportion of Smart Parking Lots
The Proportion of E-payment
Cumulative Frequency of Renting iBike

Build an Autonomous Bus Operation 
Field, Route Length, and Passenger 
Capacity
The Completion Growth Rate of Smart 
Signs

The Rate of New Construction of 3D 
Model

The Growth Rate of Visit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Building
The Growth Rat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ree Burial (count)
The Annual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M2.5

The Ratio of Fine air Quality (AQI≦100)
O3 8-hour concentration red alert level 
occurrence rate
The Proportion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Optimizing Trails
The Proportion of the New-built Park 
Area
The Growth Rate of Improving Sidewalk 
Length
The Length of Road-smoothing

The Number of Improvement for 
Accessible Ramp
The Growth Rate of Certified 
Low-carbon Religious Places (count)
The Rate of Urban Design Review 
Guidance of Greenery Design for Roof 
and Vertical 
The Carbon Fixation of Livable Building

Safe Arcade Length (the length of 
arcade-smoothing)

The Rate of Well-designed Public 
Restroom
The Readjustment Cumulative Area for 
Public Land
The Accumulative Area of Zone 
Expropriati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Cadastral of the 
Number of the Land

84.

Transporta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Civil Affairs 
Bureau

Tourism and 
Travel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Civil Affairs 

Bureau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Effective Government

The Project for Taichung 

City Outsources for 

Re-build

Plan for Making Cadastral 

Survey by Early Farmland 

Readjustment (re-measure 

of numerical method)

86.

87.

The P
roportion of the N

um
ber 

of C
adastral C

onsolidation 
Land R

e-build P
roject

Dimensions Economy Environment

The goal of SDGs

SDG 10 Reduce Inequalities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Thoughtful Education

Happy and Livable City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Encourag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Obtaining the Certificate of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Health 
Services of People Living in 
Remote Areas

56. 

57.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51. 

52.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the 
Candidates for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People in 
Remote Areas Receiving Public Health 
Care Services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Health Bureau

Dimensions Society

The goal of SDGs

SDG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Happy and Livable City

Health and Vitality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Accessible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Council House

Optimizing Recreational Bicycle 
Lanes
Promote the Electric 
Motorcycles Recharging
The Subsidy Project of 
Replacement of Old Motorcycles 
with New Low Polluted Vehicle
Public Parking Lots Application 
for Electricity and Maintenance 
of Electric Automobile Charging 
Equipment
Promote the Plan for the 
Electric Buses in 2030
Accessible Bus 

58. 

59.

60.

61.

62.

63.

64.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53. 

54.

55.

56.

57.

58.

59.

The Number of the Completion of 
Council House
The Growth Rate of Bike Lane 
Optimization
The Growth Rate of Electric 
Motorcycles Recharging
The Growth Rate of Electric Scooters

Achieving Rate of Electric Automobile 
Charging Station in Public Parking Lots

The Number of Electric Buses
(Proportion of electric buses)
The Number of Accessible Buses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Tourism and Travel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Dimensions Society Environment

The Project for Keeping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73.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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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13 Climate Action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Green Environment

Imagery Aesthetics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in 
Accord with Climate Change
Set up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to Promote 
Water-using Concept
Promote the Training for 
Volunteers Work on Preventing 
Natural Disasters

94. 

95.

96.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91. 

92.

93.

The Reduction Ratio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or the 
Workshop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Training for 
Members Working for Preventing 
Natural Disaster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Water Resources 

Bureau

Fire Bureau

Dimensions

The goal of SDGs

SDG 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Innovation and Venture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he Project to Implement Toxic 
and Concerned Chemical 
Substances
Increase the Area of Organic 
Farming to 600 Hectares in 2030

Local Production, Local 
Consumption - Local Farmers' 
Market
Reduction Reuse and Recycling

Reuse the Bottom Ash

Pilot Scheme of RDF-5/SRF

88. 

89.

90.

91.

92.

93.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85.
 

86.

87.

88.

89.

90.

The Unusual Rate of Toxic and 
Concern for Chemical Substances 
Operation Record Flow Direction
The Verification Area of Organic 
(including transformation perio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Annul Carbon Reduction of Local 
Food and Local Market

The Rate of Recycle

The Recycling Rate of Reusing Waste 
Incineration Bottom ash Resource
To Assist Paper Manufacturers in 
Reducing the Tonnage of RDF-5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Agriculture Bureau

Agriculture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Dimensions Economy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The goal of SDGs

SDG 14 Life below Water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Green Environment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Reduce Marine Pollution, 
Recycle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 Strengthen the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of 
Illegal Fisheries on the Sea

97.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94. The Number of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 and th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for Illegal Trade on the 
Sea Each Month

Agriculture Bureau

Dimensions Environment

The goal of SDGs

SDG 15 Life on Land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Ecological Education in 
Wetlands and Wildlife Reserve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xpansion of Biodiversity

98.

99.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95.

96. 

The Number of Guideline Workshops 
and Attendants for Wetland Ecology
The Coverage of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s

Agriculture Bureau

Agriculture Bureau

Dimensions Environment

The goal of SDGs

SDG 17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Creat Employment 
for The Young

Thoughtful Education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he Project of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The Project of Voluntary Service

105.

106.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102.

103. 

The Number of Exchange Meeting 
with International Cities

The Growth Rat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olunteers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Secretariat

Social Affairs 
Bureau

The goal of SDGs

SDG 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Effective Govern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Crime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and Increase the Detection Rate 
of Criminal Cases
To End Child Abuse and Provide 
Services on the Internet
Use Smart Analysis to Improve 
Traffic Law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Enhance th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The “AI Customer Service” 
Served all Year R ound

100.

101.

102.

103.

104.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97.

98.

99.

100.

101.

The Clear-up rate of General Criminal 
Offenses

The Rate of Effective Intervention for 
Violent Abuse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Caused by 
Traffic Accidents

The Rate of Mediating for 
Consumption Dispute Case
The Number of People Raising 
Questions Via Smart Customer Service

Police Department

Social Affairs 
Bureau

Police Department

Legal Affairs 
Bureau

Local Tax Bureau

Dimensions Society

Dimensions Economy Environmen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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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13 Climate Action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Green Environment

Imagery Aesthetics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in 
Accord with Climate Change
Set up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to Promote 
Water-using Concept
Promote the Training for 
Volunteers Work on Preventing 
Natural Disasters

94. 

95.

96.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91. 

92.

93.

The Reduction Ratio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or the 
Workshop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Training for 
Members Working for Preventing 
Natural Disaster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Water Resources 

Bureau

Fire Bureau

Dimensions

The goal of SDGs

SDG 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Green Environment

Innovation and Venture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he Project to Implement Toxic 
and Concerned Chemical 
Substances
Increase the Area of Organic 
Farming to 600 Hectares in 2030

Local Production, Local 
Consumption - Local Farmers' 
Market
Reduction Reuse and Recycling

Reuse the Bottom Ash

Pilot Scheme of RDF-5/SRF

88. 

89.

90.

91.

92.

93.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85.
 

86.

87.

88.

89.

90.

The Unusual Rate of Toxic and 
Concern for Chemical Substances 
Operation Record Flow Direction
The Verification Area of Organic 
(including transformation perio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Annul Carbon Reduction of Local 
Food and Local Market

The Rate of Recycle

The Recycling Rate of Reusing Waste 
Incineration Bottom ash Resource
To Assist Paper Manufacturers in 
Reducing the Tonnage of RDF-5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Agriculture Bureau

Agriculture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Dimensions Economy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The goal of SDGs

SDG 14 Life below Water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Green Environment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Reduce Marine Pollution, 
Recycle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 Strengthen the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of 
Illegal Fisheries on the Sea

97.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94. The Number of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 and th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for Illegal Trade on the 
Sea Each Month

Agriculture Bureau

Dimensions Environment

The goal of SDGs

SDG 15 Life on Land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tion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Ecological Education in 
Wetlands and Wildlife Reserve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xpansion of Biodiversity

98.

99.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95.

96. 

The Number of Guideline Workshops 
and Attendants for Wetland Ecology
The Coverage of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s

Agriculture Bureau

Agriculture Bureau

Dimensions Environment

The goal of SDGs

SDG 17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Creat Employment 
for The Young

Thoughtful Education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The Project of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The Project of Voluntary Service

105.

106.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102.

103. 

The Number of Exchange Meeting 
with International Cities

The Growth Rat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olunteers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Secretariat

Social Affairs 
Bureau

The goal of SDGs

SDG 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Offices
Development of 
12 strategic policies

Effective Govern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Crime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and Increase the Detection Rate 
of Criminal Cases
To End Child Abuse and Provide 
Services on the Internet
Use Smart Analysis to Improve 
Traffic Law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Enhance th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The “AI Customer Service” 
Served all Year R ound

100.

101.

102.

103.

104.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City

97.

98.

99.

100.

101.

The Clear-up rate of General Criminal 
Offenses

The Rate of Effective Intervention for 
Violent Abuse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Caused by 
Traffic Accidents

The Rate of Mediating for 
Consumption Dispute Case
The Number of People Raising 
Questions Via Smart Customer Service

Police Department

Social Affairs 
Bureau

Police Department

Legal Affairs 
Bureau

Local Tax Bureau

Dimensions Society

Dimensions Economy Environmen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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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1 No Poverty

The goal of SDGs

SDG 2 Zero Hunger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family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 Total number of vulnerable family 
cases opened x 100%

Target  1.2
12% 13% 14%

The goal of SDGs

SDG 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Taichung 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ject/Action Project
（A total of 103 indicators, 106 projects）

Appendix 2.

1. The coverage rate of vulnerable families participating in supporting community service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poverty reduction measures / The number of family (low-and middle) incomes 
x 100%

Target  1.4
6% 7% 8%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 The coverage rate of low (middle and low) income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reduction measur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Unqualified rate of use pesticid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spected randomly on wholesale.

Target  2.1
10% 8% 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using pesticid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holesale market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amount of organic ferterlize using on qualified area applied by farmers.

Target  2.4
7,600 

hectares
8,500 

hectares
10,000 
hectares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rea

Indicator

Calculation : ( The infant mortality rate for the year / The infant mortality rate for 2019) x 1,000

Target  3.2
2.5‰ 2.49‰ 2.4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 Infant mortality rate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new tuberculosis cases / Mid-year population)  x 100,000

Target  3.3
28.4% 24.4% 19.4%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 The rate of being infected tuberculosi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Children and the adolescent born after January 1, 2016, at 18 years old, including low- and middle-income 
(low) income families or long-term dependents.
The actual number of people who apply for opening an account each year / The number of people qualified 
for the project per year x 100%

Target  1.4
55% 60% 6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 The rate of opening bank account for chil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Based on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food companies in 2020 (27,412 companies).
(The number of food industry logined per year – the number of food operators registered in 2020) / The 
number of registrations by 2020 x 100%

Target  2.c
15% 55% 80%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 The growth rate of the login of food industry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city's native HIV-infected at least one medication record being cured and without leaving the town / 
The city's native HIV-infected being cured and without leaving the country) x 100%

Target  3.3
93% 94% 9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 The rate of medicine-taken by the AIDS in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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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1 No Poverty

The goal of SDGs

SDG 2 Zero Hunger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family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 Total number of vulnerable family 
cases opened x 100%

Target  1.2
12% 13% 14%

The goal of SDGs

SDG 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Taichung 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ject/Action Project
（A total of 103 indicators, 106 projects）

Appendix 2.

1. The coverage rate of vulnerable families participating in supporting community service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poverty reduction measures / The number of family (low-and middle) incomes 
x 100%

Target  1.4
6% 7% 8%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 The coverage rate of low (middle and low) income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reduction measur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Unqualified rate of use pesticid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spected randomly on wholesale.

Target  2.1
10% 8% 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using pesticid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holesale market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amount of organic ferterlize using on qualified area applied by farmers.

Target  2.4
7,600 

hectares
8,500 

hectares
10,000 
hectares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area

Indicator

Calculation : ( The infant mortality rate for the year / The infant mortality rate for 2019) x 1,000

Target  3.2
2.5‰ 2.49‰ 2.4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 Infant mortality rate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new tuberculosis cases / Mid-year population)  x 100,000

Target  3.3
28.4% 24.4% 19.4%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 The rate of being infected tuberculosi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Children and the adolescent born after January 1, 2016, at 18 years old, including low- and middle-income 
(low) income families or long-term dependents.
The actual number of people who apply for opening an account each year / The number of people qualified 
for the project per year x 100%

Target  1.4
55% 60% 6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 The rate of opening bank account for chil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Based on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food companies in 2020 (27,412 companies).
(The number of food industry logined per year – the number of food operators registered in 2020) / The 
number of registrations by 2020 x 100%

Target  2.c
15% 55% 80%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 The growth rate of the login of food industry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city's native HIV-infected at least one medication record being cured and without leaving the town / 
The city's native HIV-infected being cured and without leaving the country) x 100%

Target  3.3
93% 94% 9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 The rate of medicine-taken by the AIDS in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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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service bases for the disabled.

Target  3.8
40 places 50 places 60 places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1. Community-style services for the disabled (daycare center, training spots for operating facilities)

Indicator

Calculation :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ultural health stations set up in Taichung City.

Target  3.8
24 stops 26 stops 28 stops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6. The number of culture and health stations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caused byfires/population (100,000)

Target  3.9
28 25 2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7.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caused by fires per 100,000 people

Indicator

Calculation : Adopting long-term care services / Estimate the the number of long-term demands.

Target  3.8
50% 60% 6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2. The ratio of adopting long-term care service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average annual benefits 50,000 elderly based on the date of learing center.
Learning centers benefits elderly increasing 1,000 person-time per year (beneficiaries in the current year - 
beneficiaries in the previous year)

Target  3.7
51,000

person-times
55,000

person-times
60,000 

person-times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0. The number of the elderly participating in learning center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elderly over 65 years of age in this city. (Including those in nursing homes, senior care,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al staff not included).
The number of injections / The number of the mid-aged population over 65 years of age in this city x 100%

Target  3.8
50% 52% 54%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5. The influenza vaccination rate for the elderly over 65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Citizens suffering from emotional distress and high-risk people consulted by professional psychologist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in 2020 (3,600 person-times).
(Current year'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 volume - 2020 service volume) / 2020 service volume x 
100%

Target  3.8
5% 10% 1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4. The growth rat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

Indicator

Definition : Citizens at 18 or older exercise three times a week 30 minutes each.

Target  3.d
33.6% 34% 34.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8. The proportion of the citizens taking exercise regularly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number of people discharged from the rehabilitation, the number of people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with a neurological status of CPC1 or CPC2 diagnosed by the hospital.

Target  3.d
1.Number of OHCA cases 

recovered and discharged: 100
1.Number of OHCA cases 

recovered and discharged: 110
1.Number of OHCA cases 

recovered and discharged: 120

2.Number of EMTP: 116 2.Number of EMTP: 150 2.Number of EMTP: 200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9. The number of people recovering from OHCA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and EMPT

Indicator

Calculation : Long-term care APP download rate for the year / The number of users for long-term care services in the 
current year x 100%

Target  3.8
25% 50% 80%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3. The coverage rat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 for long-term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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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service bases for the disabled.

Target  3.8
40 places 50 places 60 places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1. Community-style services for the disabled (daycare center, training spots for operating facilities)

Indicator

Calculation :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ultural health stations set up in Taichung City.

Target  3.8
24 stops 26 stops 28 stops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6. The number of culture and health stations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caused byfires/population (100,000)

Target  3.9
28 25 2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7. The number of buildings caused by fires per 100,000 people

Indicator

Calculation : Adopting long-term care services / Estimate the the number of long-term demands.

Target  3.8
50% 60% 6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2. The ratio of adopting long-term care service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average annual benefits 50,000 elderly based on the date of learing center.
Learning centers benefits elderly increasing 1,000 person-time per year (beneficiaries in the current year - 
beneficiaries in the previous year)

Target  3.7
51,000

person-times
55,000

person-times
60,000 

person-times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0. The number of the elderly participating in learning center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elderly over 65 years of age in this city. (Including those in nursing homes, senior care,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al staff not included).
The number of injections / The number of the mid-aged population over 65 years of age in this city x 100%

Target  3.8
50% 52% 54%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5. The influenza vaccination rate for the elderly over 65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Citizens suffering from emotional distress and high-risk people consulted by professional psychologist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s in 2020 (3,600 person-times).
(Current year'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 volume - 2020 service volume) / 2020 service volume x 
100%

Target  3.8
5% 10% 1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4. The growth rat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

Indicator

Definition : Citizens at 18 or older exercise three times a week 30 minutes each.

Target  3.d
33.6% 34% 34.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8. The proportion of the citizens taking exercise regularly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number of people discharged from the rehabilitation, the number of people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with a neurological status of CPC1 or CPC2 diagnosed by the hospital.

Target  3.d
1.Number of OHCA cases 

recovered and discharged: 100
1.Number of OHCA cases 

recovered and discharged: 110
1.Number of OHCA cases 

recovered and discharged: 120

2.Number of EMTP: 116 2.Number of EMTP: 150 2.Number of EMTP: 200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9. The number of people recovering from OHCA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and EMPT

Indicator

Calculation : Long-term care APP download rate for the year / The number of users for long-term care services in the 
current year x 100%

Target  3.8
25% 50% 80%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3. The coverage rate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 for long-term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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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4 Quality Education

The goal of SDGs

SDG 5 Gender Equality

The goal of SDGs

SDG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number of additional courses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and non-profit kindergartens 
in this city.

Target  4.2
25 classes 90 classes in total 130 classes in total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0. Increase classes for public preschool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total number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relevant cours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project, 
including DIY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courses, activities, camps and DIY education competitions, 
science exhibitions, and science parks.

Target  4.b
15,000 person-times 25,000 person-times 50,000 person-times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5. The number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low high school participat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public nursery facilities set up and renovated = the number of public trustees and homes in 
this city; the number of consignees =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registrated in public care centers.

Target  4.2 Number of public nursery 
facilities installed and 

renovated: 28

Number of public nursery 
facilities installed and 

renovated: 50

Number of public nursery 
facilities installed and 

renovated: 60

Total number of recipients: 750 Total number of recipients: 1,400 Total number of recipients: 1,700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1. The number of facilities installed, renovation and baby taken-care for public nurseri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Cloud English Teaching System, the dual school program, 
bilingual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classes.

Target  4.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2.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s

8,000 person-times 9,000 person-times 10,000 person-tim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Attendees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lifelong learning and related courses offered by community colleges and 
the Active Aging Learning Center in this city.

Target  4.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3.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lifelong learning and related courses

180,000 person-times 190,000 person-times 200,000 person-tim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To assess library collections' utilization rate and reflect the quality collections and the library's ability to 
promote reading.
Borrowing volume person-times = total annual borrowing volume / times of services

Target  4.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4. The average amount of books borrowed by citizens

4.99 books/
person-times

5.13 books/ 
person-times

5.29books/ 
person-tim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quality education comes from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dedication of teachers, who are professional 
workers and need to continue to develop professionally to support students' learning.
The number of sessions to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related research and promote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as a reference for the index

Target  4.c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6. Managing intensive workshops for teachers

Processed 1,300 
training sessions

A total of 1,500 training 
sessions have been 

handled

A total of 1,800 training 
sessions have been 

handled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According to the city's tap water purification processes, the number of water quality sampling pieces was 
calculated.
The number of non-conforming pieces / The number of sampling pieces

Target  6.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8. Unqualified rate of drinking water

Below 3‰ Below 2‰ Below 1‰

Indicator

Definition : Gender equality policy measures include measures to remove gender stereotypes, measures to create a 
gender-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women's performance on economy, such as an 
inclusive playground, breastfeeding room, and improved gender ratios for toilets.

Target  5.c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7. The number of measures for gender equality with friendly

60 policies 70 policies 80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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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4 Quality Education

The goal of SDGs

SDG 5 Gender Equality

The goal of SDGs

SDG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number of additional courses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and non-profit kindergartens 
in this city.

Target  4.2
25 classes 90 classes in total 130 classes in total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0. Increase classes for public preschool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total number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relevant cours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project, 
including DIY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courses, activities, camps and DIY education competitions, 
science exhibitions, and science parks.

Target  4.b
15,000 person-times 25,000 person-times 50,000 person-times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5. The number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low high school participat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public nursery facilities set up and renovated = the number of public trustees and homes in 
this city; the number of consignees =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registrated in public care centers.

Target  4.2 Number of public nursery 
facilities installed and 

renovated: 28

Number of public nursery 
facilities installed and 

renovated: 50

Number of public nursery 
facilities installed and 

renovated: 60

Total number of recipients: 750 Total number of recipients: 1,400 Total number of recipients: 1,700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1. The number of facilities installed, renovation and baby taken-care for public nurseri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Cloud English Teaching System, the dual school program, 
bilingual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classes.

Target  4.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2.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s

8,000 person-times 9,000 person-times 10,000 person-tim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Attendees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lifelong learning and related courses offered by community colleges and 
the Active Aging Learning Center in this city.

Target  4.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3.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lifelong learning and related courses

180,000 person-times 190,000 person-times 200,000 person-tim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To assess library collections' utilization rate and reflect the quality collections and the library's ability to 
promote reading.
Borrowing volume person-times = total annual borrowing volume / times of services

Target  4.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4. The average amount of books borrowed by citizens

4.99 books/
person-times

5.13 books/ 
person-times

5.29books/ 
person-tim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quality education comes from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dedication of teachers, who are professional 
workers and need to continue to develop professionally to support students' learning.
The number of sessions to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related research and promote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as a reference for the index

Target  4.c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6. Managing intensive workshops for teachers

Processed 1,300 
training sessions

A total of 1,500 training 
sessions have been 

handled

A total of 1,800 training 
sessions have been 

handled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According to the city's tap water purification processes, the number of water quality sampling pieces was 
calculated.
The number of non-conforming pieces / The number of sampling pieces

Target  6.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8. Unqualified rate of drinking water

Below 3‰ Below 2‰ Below 1‰

Indicator

Definition : Gender equality policy measures include measures to remove gender stereotypes, measures to create a 
gender-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women's performance on economy, such as an 
inclusive playground, breastfeeding room, and improved gender ratios for toilets.

Target  5.c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7. The number of measures for gender equality with friendly

60 policies 70 policies 80 policies

Contents Appendix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A L S

105



The goal of SDGs

SDG 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The goal of SDGs

SDG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public sewage sewer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dedicated sewage sewers, and the 
setting rate of sewage facilities in buildings

Target  6.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9. The rate of overall wastewater treatment

68.94% 78% 90%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length of three major river (Wuchi, Dajia, Da-An)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ity not (slightly) 
contaminated / The length of the three major river (Wuchi, Dajia, Da-An )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ity

Target  6.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0. The proportion of uncontaminated rivers(RPI≦2.0)

80% 85% 9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city's renewable energy supply accounts for the city's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arget  7.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1. The usage rate of renewable energy 

11% 13% 20%

Indicator

Definition : LED smart street lights account for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ipeline lights in Taichung City.

Target  7.b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6. The replacement rate of LED smart street lamp

1% 35% 1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Use the accumulated service times (the number of times of using) of the Taichung Life Economic 
Information Platform as the basis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Target  8.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7. The growth rate of using Taichung living economic Information platform App

2.5%
(Based on 2020)

10%
(Based on 2021)

5%
(Based on 2025)

Indicator

Definition : Renewable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will reach 6 billion kWh in 2030.

Target  7.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2. Accumulation of the generation degree for renewable energy

3.5 billion degrees 3.8 billion degrees 6 billion degre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cumulative installed capacity of solar power generation in this city will reach 1GW by 2030.

Target  7.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3. The cumulative capacity for solar power generation

Solar photovoltaic device 
capacity up to 400MW

Solar photovoltaic device 
capacity up to 600MW

Solar photovoltaic device 
capacity up to 1GW

Indicator

Definition : After deducting the non-set area, the remaining area of more than 50% is set up solar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ies (the so-called roof non-set area referring to the space occupied by roof miscellaneous 
work objects, roof greening facilities, and roof permeable frame projection, audited shade area, the 
installation of solar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ies and other areas).

Target  7.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4. For a new lease-purchase case in an industrial zone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owners must install a sizeable 
photoelectric system on 50% of the roof

1,026.74m2 6,718.12m2 12,034m2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of the incinerator project is the actual power generation measure of the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resource cycle after the waste is burned
Anaerobic production of Food waste anaerobic power generation: based on the actual power generation 
in 2020 as the base year, after the existing power generation stabilized in September of the same year

Depending on the actual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Wai-Pu Green Energy Ecological Park, rolling 
adjustment is required.
For the city's incinerator project has not improved its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except for the 
replacement project and still aims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in 2021.

1.

2.

1.

2.

Target  7.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5. Generation power of resource cycle

The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system generates 

442 million kWh

The symbiotic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of the steam power 
project is 442 million degrees

The cogeneration of steam 
and electricity generates 

500 million kWh

Food waste anaerobic 
power generation 
180 million kWh

Food waste anaerobic 
power generation 
250 million kWh

Food waste anaerobic 
power generation 
500 million kWh

※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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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The goal of SDGs

SDG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public sewage sewer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dedicated sewage sewers, and the 
setting rate of sewage facilities in buildings

Target  6.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29. The rate of overall wastewater treatment

68.94% 78% 90%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length of three major river (Wuchi, Dajia, Da-An)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ity not (slightly) 
contaminated / The length of the three major river (Wuchi, Dajia, Da-An )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ity

Target  6.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0. The proportion of uncontaminated rivers(RPI≦2.0)

80% 85% 9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city's renewable energy supply accounts for the city's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arget  7.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1. The usage rate of renewable energy 

11% 13% 20%

Indicator

Definition : LED smart street lights account for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ipeline lights in Taichung City.

Target  7.b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6. The replacement rate of LED smart street lamp

1% 35% 1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Use the accumulated service times (the number of times of using) of the Taichung Life Economic 
Information Platform as the basis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Target  8.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7. The growth rate of using Taichung living economic Information platform App

2.5%
(Based on 2020)

10%
(Based on 2021)

5%
(Based on 2025)

Indicator

Definition : Renewable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will reach 6 billion kWh in 2030.

Target  7.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2. Accumulation of the generation degree for renewable energy

3.5 billion degrees 3.8 billion degrees 6 billion degre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cumulative installed capacity of solar power generation in this city will reach 1GW by 2030.

Target  7.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3. The cumulative capacity for solar power generation

Solar photovoltaic device 
capacity up to 400MW

Solar photovoltaic device 
capacity up to 600MW

Solar photovoltaic device 
capacity up to 1GW

Indicator

Definition : After deducting the non-set area, the remaining area of more than 50% is set up solar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ies (the so-called roof non-set area referring to the space occupied by roof miscellaneous 
work objects, roof greening facilities, and roof permeable frame projection, audited shade area, the 
installation of solar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ies and other areas).

Target  7.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4. For a new lease-purchase case in an industrial zone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owners must install a sizeable 
photoelectric system on 50% of the roof

1,026.74m2 6,718.12m2 12,034m2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of the incinerator project is the actual power generation measure of the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resource cycle after the waste is burned
Anaerobic production of Food waste anaerobic power generation: based on the actual power generation 
in 2020 as the base year, after the existing power generation stabilized in September of the same year

Depending on the actual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Wai-Pu Green Energy Ecological Park, rolling 
adjustment is required.
For the city's incinerator project has not improved its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except for the 
replacement project and still aims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in 2021.

1.

2.

1.

2.

Target  7.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5. Generation power of resource cycle

The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system generates 

442 million kWh

The symbiotic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of the steam power 
project is 442 million degrees

The cogeneration of steam 
and electricity generates 

500 million kWh

Food waste anaerobic 
power generation 
180 million kWh

Food waste anaerobic 
power generation 
250 million kWh

Food waste anaerobic 
power generation 
500 million kWh

※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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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

Definition : To coach to start an untaking and set up registrations or obtain relevant subsidy resources to develop 
cross-border business.

Note: The calculation base period is based on the 14 companies reaching Industries based on cooperatives in 2020.

Target  8.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8. The number of times to coach to start an undertaking

Accumulated 
30 times

Accumulated 
75 times

Accumulated 
150 tim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Assist manufacturers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one-stop investment promotion services, 
operating headquarters incentives and subsidies, meetings for eliminating investment barriers, etc.

Target  8.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9.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visiting manufacturers

25 companies 25 companies 25 compani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ratio of employment to the number of trained persons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training (The employ-
ment rate after accepting training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s 79.5%).

Target  8.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3. The employment rate after vocational training

80% 80.5% 81%

Indicator

Calculation : Occupational Accident Thousand people rate（‰）= number of people receiving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benefits throughout the year／Average number of people insured by labor insurance per year × 
1,000（The annual occupational accident rate of 3.142 per thousand in 2020）

Target  8.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4. The rate of insurance benefit for occupational injury by per thousand people

Decrease to 2.932‰ Decrease to 2.847‰ Decrease to 2.764‰

Indicator

Definition : According to the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Ministry of Labor employment servic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system indicator calculation method, the job-seeking rate is the number of practical job-seeking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city divided by the number of newly registered job-seekers in this city (The 
employment rate of job hunting in this city in the past ten years is 62.44%).

Target  8.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0. The rate of job seeking 

65% 68% 7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ing the disabled transferred to be employed through a unique education transfer 
network.
Employment rate of disabled students = In the school year, the transfer information will be reported to the 
soci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nd the number of labor-disabled employees /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who reported the transfer service information to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labor in the academic year. (The employment rate of disabled students is 33.5% in 2020)

Target  8.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1. The employment rate for the disabled students

35% 37% 4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Coaching Entrepreneurs to apply for registrations in Taichung or obtained relevant subsidy resources to 
develop cross-border business.
The calculation base period is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14 Alliance across Industries In 2020

Target  8.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2. The growth rate of coach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workers

5% 10% 15%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Increase the accommodation rate.
According to the total number of lodgers in the hotel industry in 2020 (6.45 million person-times)

Target  8.9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5. Total number of lodgers in the hotel industry

60% of accommodation
 by 2020

10% growth 15% growth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aichung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2020 comprehensive screening of moviegoer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surrounding activities as the growth rate calculation base

Target  8.9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6. The growth rate of attendees participating in film exhibitions

7% 13% 25%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annual growth rate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average number of the filming crew demand from 2018 to 
2020 in Taichung

Target  8.9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7. The rate of co-filming

10% 15% 20%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is city / Population of registered residence in 
Taichung City

Target  8.9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8. The number of participaants for art activities

9.0 times/per person 9.2 times/per person 9.4 times/per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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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

Definition : To coach to start an untaking and set up registrations or obtain relevant subsidy resources to develop 
cross-border business.

Note: The calculation base period is based on the 14 companies reaching Industries based on cooperatives in 2020.

Target  8.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8. The number of times to coach to start an undertaking

Accumulated 
30 times

Accumulated 
75 times

Accumulated 
150 tim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Assist manufacturers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one-stop investment promotion services, 
operating headquarters incentives and subsidies, meetings for eliminating investment barriers, etc.

Target  8.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39.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visiting manufacturers

25 companies 25 companies 25 compani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ratio of employment to the number of trained persons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training (The employ-
ment rate after accepting training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s 79.5%).

Target  8.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3. The employment rate after vocational training

80% 80.5% 81%

Indicator

Calculation : Occupational Accident Thousand people rate（‰）= number of people receiving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benefits throughout the year／Average number of people insured by labor insurance per year × 
1,000（The annual occupational accident rate of 3.142 per thousand in 2020）

Target  8.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4. The rate of insurance benefit for occupational injury by per thousand people

Decrease to 2.932‰ Decrease to 2.847‰ Decrease to 2.764‰

Indicator

Definition : According to the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Ministry of Labor employment servic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system indicator calculation method, the job-seeking rate is the number of practical job-seeking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city divided by the number of newly registered job-seekers in this city (The 
employment rate of job hunting in this city in the past ten years is 62.44%).

Target  8.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0. The rate of job seeking 

65% 68% 7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ing the disabled transferred to be employed through a unique education transfer 
network.
Employment rate of disabled students = In the school year, the transfer information will be reported to the 
soci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nd the number of labor-disabled employees /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who reported the transfer service information to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labor in the academic year. (The employment rate of disabled students is 33.5% in 2020)

Target  8.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1. The employment rate for the disabled students

35% 37% 4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Coaching Entrepreneurs to apply for registrations in Taichung or obtained relevant subsidy resources to 
develop cross-border business.
The calculation base period is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14 Alliance across Industries In 2020

Target  8.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2. The growth rate of coach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workers

5% 10% 15%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Increase the accommodation rate.
According to the total number of lodgers in the hotel industry in 2020 (6.45 million person-times)

Target  8.9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5. Total number of lodgers in the hotel industry

60% of accommodation
 by 2020

10% growth 15% growth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aichung International Animation Festival” 2020 comprehensive screening of moviegoer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surrounding activities as the growth rate calculation base

Target  8.9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6. The growth rate of attendees participating in film exhibitions

7% 13% 25%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annual growth rate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average number of the filming crew demand from 2018 to 
2020 in Taichung

Target  8.9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7. The rate of co-filming

10% 15% 20%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is city / Population of registered residence in 
Taichung City

Target  8.9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8. The number of participaants for art activities

9.0 times/per person 9.2 times/per person 9.4 times/per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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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The goal of SDGs

SDG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The goal of SDGs

SDG 10 Reduce Inequaliti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Length of annual rainwater sewer construction / length of projectning of rainwater sewer in the city

Target  9.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9. The coverage rate of rainwater sewerages built

78% 82% 9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annual cumulative permeable paving length - 5.89) / 5.89 x 100%

Target  9.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0. The growth rate of the cumulative length of using permeable pavement

5% 25% 5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council houses completed is counted by the declaration of completion of council houses.

Target  11.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3.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the completion of council houses

1,411 households 6,048 households 6,953 households

Indicator

Definition : Optimize the 53 recreational bicycle lanes wihtin the jurisdiction (new construction, renovation, construction).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4. The growth rate of bicycle lane optimization

10% 15% 20%

Indicator

Definition : 2019, as the base year, in 2030, the target set for various charging and replace the battery station will be 
set at a growth rate of 100% compared to the base year.
In 2019, 437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s, 530 electric motorcycle charging stations, and 274 electric 
motorcycles replacing the battery stations.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5. The growth rate of electric vehicles and electric motorcycles charging stations and replacing battery station

28% 45% 1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electric motorcycles in 2019 fiducial value (43,649).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6. The growth rate of electric scooters

60% 130% 2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Starting from 2022,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stations installed each year will be the minimum number of 
newly installed stations from 2018 to 2020 (20 stations).
(Current target-previous target/previous target) x 100%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7. The achieving rate of electric automobile charging station in public parking lots

58.1%（250 stations） 76.7%（330 stations） 100%（430 stations）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applicants for the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Target  10.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1.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the candidates for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8,500 People 11,900 People 14,900 People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otal number of services in the current year - Total number of benefits in 2020 / Total number of services 
in 2020) x 100%

Target  10.4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2. The growth rate of the people in remote areas receiving public health care services

1% 2% 3%

Increase the rainwater sewer built coverage ratio by year to build flood drainage capacity in all city areas.

Based on the length of permeable pavement in 2020 as the fiducial value (5.89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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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The goal of SDGs

SDG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The goal of SDGs

SDG 10 Reduce Inequaliti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Length of annual rainwater sewer construction / length of projectning of rainwater sewer in the city

Target  9.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49. The coverage rate of rainwater sewerages built

78% 82% 9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annual cumulative permeable paving length - 5.89) / 5.89 x 100%

Target  9.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0. The growth rate of the cumulative length of using permeable pavement

5% 25% 5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council houses completed is counted by the declaration of completion of council houses.

Target  11.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3.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the completion of council houses

1,411 households 6,048 households 6,953 households

Indicator

Definition : Optimize the 53 recreational bicycle lanes wihtin the jurisdiction (new construction, renovation, construction).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4. The growth rate of bicycle lane optimization

10% 15% 20%

Indicator

Definition : 2019, as the base year, in 2030, the target set for various charging and replace the battery station will be 
set at a growth rate of 100% compared to the base year.
In 2019, 437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s, 530 electric motorcycle charging stations, and 274 electric 
motorcycles replacing the battery stations.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5. The growth rate of electric vehicles and electric motorcycles charging stations and replacing battery station

28% 45% 1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electric motorcycles in 2019 fiducial value (43,649).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6. The growth rate of electric scooters

60% 130% 2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Starting from 2022,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stations installed each year will be the minimum number of 
newly installed stations from 2018 to 2020 (20 stations).
(Current target-previous target/previous target) x 100%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7. The achieving rate of electric automobile charging station in public parking lots

58.1%（250 stations） 76.7%（330 stations） 100%（430 stations）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applicants for the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Target  10.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1.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the candidates for Hakka 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ion

8,500 People 11,900 People 14,900 People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otal number of services in the current year - Total number of benefits in 2020 / Total number of services 
in 2020) x 100%

Target  10.4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2. The growth rate of the people in remote areas receiving public health care services

1% 2% 3%

Increase the rainwater sewer built coverage ratio by year to build flood drainage capacity in all city areas.

Based on the length of permeable pavement in 2020 as the fiducial value (5.89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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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total number of urban buses in this city = the ratio of electric buses in this city.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8. The number of electric buses (proportion of electric buses)

215 vehicles（15%） 640 vehicles（40%） 1,600 vehicles（1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route kilometers of the autonomous bus operating field facilities and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in the 
target year.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4. Build the route length of autonomous bus operating area and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Complete the project of 
autonomous bus route and 

seek funding

11.6 km 10,000
peoson-times

11.6 km 20,000
peoson-tim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urrently projects mere for new-built houses. When a new home is drawn on the floor project of the 
building, the linkage achievement rate will be reached 100% by 3D model.

Target  11.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6. Setting 3D model scales for new- built houses

100% 100% 1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calculation of the ratio of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visiting the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emises 
operated and managed by the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and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visitors in 2020 
(the number of visitors in 2020 is 713,140). 

Target  11.4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7. The growth rate of visitors to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al sites 

1% increase 3% increase 5% increase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tree burial applications in 2018 fiducial value (1,450).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the current year -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2018) /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2018 x 100%

Target  11.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8. The growth rat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ree burial (the number of pieces)

56% 112% 153%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Smart traffic flow can be collected through the deployment of detectors at intersections with smart signs, 
and the optimal control strategy can be calculated in proper time and transmitted to the intersections with 
smart signs to adjust to the most timely system, which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raffic flow and reduce 
congestion occuring.
(Current target - previous target / previous target) x 100%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5. The growth rate of the number of completion for smart traffic signs

60% 66% 7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e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rentals per year.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3.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iBike leases

45 million 
peoson-times

90 million
 peoson-times

150 million
peoson-tim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accessible buses is the sum of the number of low-floor buses and the number of 
general-accessible buses.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9. The number of accessible buses

1,256 vehicles 1,400 vehicles 1,600 vehicl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traffic volume in 2020 foundation (110 million).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0. The traffic volume of city buses

58 million 136 million 150 million

Indicator

Definition : Combining technology and introducing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o provide people with no ticket 
required technology service experience when entering and exiting the parking lot, accelerating the efficiency 
of vehicle entry and exit, and accurately recording the time of entry and exit to create an smart parking 
environment.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1.  The proportion of smart parking lots

The completion rate of intelligent
public parking lots reached 96%; 

the completion rate of private 
parking lots advanced 50%

The completion rate of brilliant 
public parking lots reached 100%; 

the completion rate of 
private parking lots reached 70%

The completion rate of private 
parking lots reaches 9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shless payment includes mobile payment and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 withholding. Using geomagne-
tism + PDA to release a mobile parking billing system can reduce super commercial counters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use mobile payment to pay parking fees. In addition, payment through mobile payment enjoys 
discount scheme, increasing stickiness capacity and payment ratio.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2. The proportion of E-payment

15%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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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total number of urban buses in this city = the ratio of electric buses in this city.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8. The number of electric buses (proportion of electric buses)

215 vehicles（15%） 640 vehicles（40%） 1,600 vehicles（1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route kilometers of the autonomous bus operating field facilities and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in the 
target year.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4. Build the route length of autonomous bus operating area and the number of passengers

Complete the project of 
autonomous bus route and 

seek funding

11.6 km 10,000
peoson-times

11.6 km 20,000
peoson-tim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urrently projects mere for new-built houses. When a new home is drawn on the floor project of the 
building, the linkage achievement rate will be reached 100% by 3D model.

Target  11.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6. Setting 3D model scales for new- built houses

100% 100% 1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calculation of the ratio of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visiting the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emises 
operated and managed by the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and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visitors in 2020 
(the number of visitors in 2020 is 713,140). 

Target  11.4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7. The growth rate of visitors to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al sites 

1% increase 3% increase 5% increase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tree burial applications in 2018 fiducial value (1,450).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the current year -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2018) /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2018 x 100%

Target  11.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8. The growth rat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ree burial (the number of pieces)

56% 112% 153%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Smart traffic flow can be collected through the deployment of detectors at intersections with smart signs, 
and the optimal control strategy can be calculated in proper time and transmitted to the intersections with 
smart signs to adjust to the most timely system, which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raffic flow and reduce 
congestion occuring.
(Current target - previous target / previous target) x 100%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5. The growth rate of the number of completion for smart traffic signs

60% 66% 7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e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rentals per year.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3.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iBike leases

45 million 
peoson-times

90 million
 peoson-times

150 million
peoson-tim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accessible buses is the sum of the number of low-floor buses and the number of 
general-accessible buses.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59. The number of accessible buses

1,256 vehicles 1,400 vehicles 1,600 vehicl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traffic volume in 2020 foundation (110 million).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0. The traffic volume of city buses

58 million 136 million 150 million

Indicator

Definition : Combining technology and introducing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o provide people with no ticket 
required technology service experience when entering and exiting the parking lot, accelerating the efficiency 
of vehicle entry and exit, and accurately recording the time of entry and exit to create an smart parking 
environment.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1.  The proportion of smart parking lots

The completion rate of intelligent
public parking lots reached 96%; 

the completion rate of private 
parking lots advanced 50%

The completion rate of brilliant 
public parking lots reached 100%; 

the completion rate of 
private parking lots reached 70%

The completion rate of private 
parking lots reaches 9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shless payment includes mobile payment and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 withholding. Using geomagne-
tism + PDA to release a mobile parking billing system can reduce super commercial counters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use mobile payment to pay parking fees. In addition, payment through mobile payment enjoys 
discount scheme, increasing stickiness capacity and payment ratio.

Target  11.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2. The proportion of E-payment

15%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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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arithmetic average of the annual average PM2.5 of the (automatic) monitoring 
s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in Taichung City.

Target  11.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9. The annual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M2.5

15.4μg/m3 14μg/m3 12μg/m3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ed by dividing AQI≦100 station days by the total effective station day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utomatic) station in Taichung City.

Target  11.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0. The ratio of fine air quality (AQI≦100)

91.3% 92% 95%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number of station days with the maximum continuous 8-hour moving average of 
O3 (automatic) station O3 ≧86ppb by the total number of valid station days in Taichung City.

Target  11.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1. The occurrence rate of O38 hour concentration red alert level

0.7% 0.65% 0.6%

Indicator

Definition : To optimize and rebuild the existing walking trails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under the 
supervision.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2. The proportion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optimizing trails

2% 10% 2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ake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roads and sidewalks of each district as the central improvement axis, and 
improve the roadways nearby and sidewalks below 6 meters in width at the same time.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5. The length of smooth roads

More than 100
 kilometers

500
kilometers

1,000
kilometers

Indicator

Definition : Active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barrier-free ramps to improve the number of road sections meeting 
pedestrians high demand in this city.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6. The number of improvements for accessible ramp

150 places 750 places 1,500 plac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2% annual improvement in the top and vertical greening design ratio (78.1% by 2020).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8. The ration of urban design review counseling set on the roof and vertical greenery design

80% 85% 9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arget 2021-2025: 660 metric tons of selected carbon content per year, and 2026-2030 target: 990 metric 
tons of fixed carbon content per year.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9. The carbon fixation for livable buildings

8,000 metric tons 9,500 metric tons 11,000 metric ton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Based on the number of tree burial applications in 2018, fiducial value (1,450).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the current year -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2018) /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2018 x 100%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7. The growth rate of low-carbon certified religious spots ( the number of pieces)

20% 25% 29%

Indicator

Definition : Aims to increase 25 hectares of green park space by 2030.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3. The proportion of the new-built park area

10% 50% 1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Improved sidewalk by 2020 benchmark (11km).
(Cumulative length of sidewalks constructed and improved in the current year - 11) / 11 x 100%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4. The growth rate of improving the length of the sidewalk

1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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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arithmetic average of the annual average PM2.5 of the (automatic) monitoring 
s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in Taichung City.

Target  11.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69. The annual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M2.5

15.4μg/m3 14μg/m3 12μg/m3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ed by dividing AQI≦100 station days by the total effective station day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utomatic) station in Taichung City.

Target  11.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0. The ratio of fine air quality (AQI≦100)

91.3% 92% 95%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number of station days with the maximum continuous 8-hour moving average of 
O3 (automatic) station O3 ≧86ppb by the total number of valid station days in Taichung City.

Target  11.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1. The occurrence rate of O38 hour concentration red alert level

0.7% 0.65% 0.6%

Indicator

Definition : To optimize and rebuild the existing walking trails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under the 
supervision.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2. The proportion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optimizing trails

2% 10% 2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ake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roads and sidewalks of each district as the central improvement axis, and 
improve the roadways nearby and sidewalks below 6 meters in width at the same time.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5. The length of smooth roads

More than 100
 kilometers

500
kilometers

1,000
kilometers

Indicator

Definition : Active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barrier-free ramps to improve the number of road sections meeting 
pedestrians high demand in this city.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6. The number of improvements for accessible ramp

150 places 750 places 1,500 plac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2% annual improvement in the top and vertical greening design ratio (78.1% by 2020).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8. The ration of urban design review counseling set on the roof and vertical greenery design

80% 85% 9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arget 2021-2025: 660 metric tons of selected carbon content per year, and 2026-2030 target: 990 metric 
tons of fixed carbon content per year.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9. The carbon fixation for livable buildings

8,000 metric tons 9,500 metric tons 11,000 metric ton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Based on the number of tree burial applications in 2018, fiducial value (1,450).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the current year -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2018) /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2018 x 100%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7. The growth rate of low-carbon certified religious spots ( the number of pieces)

20% 25% 29%

Indicator

Definition : Aims to increase 25 hectares of green park space by 2030.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3. The proportion of the new-built park area

10% 50% 1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Improved sidewalk by 2020 benchmark (11km).
(Cumulative length of sidewalks constructed and improved in the current year - 11) / 11 x 100%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74. The growth rate of improving the length of the sidewalk

1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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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dicator

Definition : 2,000 meters are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every year, based on the report.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0. Safe arcade length (the length of smooth arcade)

120,000 meters 150,000 meters 200,000 meter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total number of 50,143 base number declarations made by toxic chemical manufacturers in this city in 
2020, the unusual rate of articulation of operational records in 2020 reaches 5‰, and is expected that the 
rate of unusual articulation of active forms in 2030 will be less than 4‰.

Target  12.4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5. The unusual rate of toxic and concern for chemical substances operation record flow direction

Less than 5‰ Less than 4.5‰ Less than 4‰

Indicator

Definition : Estimated reduction in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a reduced number of vehicles shipped to wholesale 
markets in Taipei and Taichung.

Target  12.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7. The annul carbon reduction of local food and local market

170 metric tons 210 metric tons 300 metric tons

Indicator

Definition : Reusing waste incineration bottom ash / 3 incinerators total slag production x 100%.

Target  12.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9. The recycling rate of reusing waste incineration bottom ash resource

95% 98% 1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city's resource recovery rate will increase year by year to 58% in 2021.
Referring to Taipei City's implementation of a designated trash bag recovery rate of about 65%, so the 
city's 2030 resource recovery rate target value is set at 65%.

1.
2.

Target  12.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8. The rate of recycle

58% 60% 65%

Indicator

Definition : A certified certification subject to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Promotion Act to verify that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dispensing, and circulation of a particular agricultural product of the applicant complying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Promotion Act to obtain certification and provide proved-document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safe ingredients to consumers.

Target  12.4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6. The verification area of organic (including transformation period) agricultural products

490 hectares 550 hectares 600 hectar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well-designed public restrooms ex / The number of public toilets listed in the town.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1. The ratio of well-designed public restrooms

97% 98% 99%

Indicator

Definition : Cumulatively completed readjustment of urban land (3,025 hectares by 2020).

Target  11.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2. The readjustment cumulative area for public land

3,031.96 hectares 3,036.09 hectares 3,395.29 hectar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levied size for the section.

Target  11.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3. The cumulative area of zone expropriation

469.71 hectares 499.58 hectares 505.44 hectar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dastral consolidation land completed staring from 2021 / Number of emergency cadastral arrangements.

Target  11.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4. The proportion of the cadastral of the number of the land

8% 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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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dicator

Definition : 2,000 meters are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every year, based on the report.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0. Safe arcade length (the length of smooth arcade)

120,000 meters 150,000 meters 200,000 meter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total number of 50,143 base number declarations made by toxic chemical manufacturers in this city in 
2020, the unusual rate of articulation of operational records in 2020 reaches 5‰, and is expected that the 
rate of unusual articulation of active forms in 2030 will be less than 4‰.

Target  12.4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5. The unusual rate of toxic and concern for chemical substances operation record flow direction

Less than 5‰ Less than 4.5‰ Less than 4‰

Indicator

Definition : Estimated reduction in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a reduced number of vehicles shipped to wholesale 
markets in Taipei and Taichung.

Target  12.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7. The annul carbon reduction of local food and local market

170 metric tons 210 metric tons 300 metric tons

Indicator

Definition : Reusing waste incineration bottom ash / 3 incinerators total slag production x 100%.

Target  12.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9. The recycling rate of reusing waste incineration bottom ash resource

95% 98% 1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city's resource recovery rate will increase year by year to 58% in 2021.
Referring to Taipei City's implementation of a designated trash bag recovery rate of about 65%, so the 
city's 2030 resource recovery rate target value is set at 65%.

1.
2.

Target  12.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8. The rate of recycle

58% 60% 65%

Indicator

Definition : A certified certification subject to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Promotion Act to verify that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dispensing, and circulation of a particular agricultural product of the applicant complying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Promotion Act to obtain certification and provide proved-document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safe ingredients to consumers.

Target  12.4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6. The verification area of organic (including transformation period) agricultural products

490 hectares 550 hectares 600 hectar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well-designed public restrooms ex / The number of public toilets listed in the town.

Target  11.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1. The ratio of well-designed public restrooms

97% 98% 99%

Indicator

Definition : Cumulatively completed readjustment of urban land (3,025 hectares by 2020).

Target  11.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2. The readjustment cumulative area for public land

3,031.96 hectares 3,036.09 hectares 3,395.29 hectar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levied size for the section.

Target  11.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3. The cumulative area of zone expropriation

469.71 hectares 499.58 hectares 505.44 hectare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dastral consolidation land completed staring from 2021 / Number of emergency cadastral arrangements.

Target  11.a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84. The proportion of the cadastral of the number of the land

8% 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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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13 Climate Action

The goal of SDGs

SDG 15 Life on Land

The goal of SDGs

SDG 14 Life below Water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RDF tons assisted in the combustion and decontamination by incinerators.

Target  12.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0. To assist paper manufacturers in reducing the tonnage of RDF-5

300 tons 12,000 tons 20,000 tons

Indicator

Target  14.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4. The number of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 and th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for illegal trade on the sea 
each month

More than 100 tons, maritime
 joint investigation and seizure

 more than once a month

More than 100 tons, maritime 
joint investigation and seizure 

more than once a month

More than 100 tons, maritime 
joint investigation and seizure 

more than once a month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reduction in greenhouse gases compared to the base year (2005).

Target  13.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1. The reduction ratio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3% 15% 3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o execute ecolog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places, 
each accommodating about 30-40 people.

Target  13.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2.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or the workshop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60 people 1,500 people 3,000 people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annual growth rate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20% of the number of 
disaster prevention workers (200) in 2020.

Target  13.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3. The proportion of the training for members working for preventing natural disasters

20% 100% 2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number of events managed for promotion and publicity activiti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each event.

Target  15.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5. The number of guideline workshops and attendants for wetland ecology

20 places
600 person-times

30 places
900 person-times

40 places
1,200 person-times

Indicator

Calculation : Land in sensitive locations managed by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 Total land area of the city (%)

Target  15.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6. The coverage of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s

24% 27% 30%

Number of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 recycling

The number of banning illegal trade at sea per month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goal is to drastically reduce the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 in the ocean.
Based on the weight of abandoned nets and drift waste collected by fishing vessels and collected by 
fishermen themselves, it is set to target more than 100 tons per year.

To prohibit illegal fishing at sea, reduce illegal and indiscriminate fisheries so that the city's fishery resources 
can be used sustainably.
Joint sea seizure shall be carried out at least once a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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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13 Climate Action

The goal of SDGs

SDG 15 Life on Land

The goal of SDGs

SDG 14 Life below Water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RDF tons assisted in the combustion and decontamination by incinerators.

Target  12.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0. To assist paper manufacturers in reducing the tonnage of RDF-5

300 tons 12,000 tons 20,000 tons

Indicator

Target  14.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4. The number of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 and th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for illegal trade on the sea 
each month

More than 100 tons, maritime
 joint investigation and seizure

 more than once a month

More than 100 tons, maritime 
joint investigation and seizure 

more than once a month

More than 100 tons, maritime 
joint investigation and seizure 

more than once a month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reduction in greenhouse gases compared to the base year (2005).

Target  13.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1. The reduction ratio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3% 15% 30%

Indicator

Definition : To execute ecolog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places, 
each accommodating about 30-40 people.

Target  13.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2.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or the workshop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60 people 1,500 people 3,000 people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annual growth rate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20% of the number of 
disaster prevention workers (200) in 2020.

Target  13.3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3. The proportion of the training for members working for preventing natural disasters

20% 100% 200%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number of events managed for promotion and publicity activiti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each event.

Target  15.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5. The number of guideline workshops and attendants for wetland ecology

20 places
600 person-times

30 places
900 person-times

40 places
1,200 person-times

Indicator

Calculation : Land in sensitive locations managed by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 Total land area of the city (%)

Target  15.5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6. The coverage of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s

24% 27% 30%

Number of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 recycling

The number of banning illegal trade at sea per month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goal is to drastically reduce the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nd waste in the ocean.
Based on the weight of abandoned nets and drift waste collected by fishing vessels and collected by 
fishermen themselves, it is set to target more than 100 tons per year.

To prohibit illegal fishing at sea, reduce illegal and indiscriminate fisheries so that the city's fishery resources 
can be used sustainably.
Joint sea seizure shall be carried out at least once a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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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17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The goal of SDGs

SDG 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goal is to increase the average breakthrough rate of general criminal cases by 1% in the last ten years.
The number of general criminal / The number of clear-up cases for criminal

Target  16.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7. The clear-up rate of general criminal offenses

88.5% 89.5% 90.5%

Indicator

Calculation : Sister City / Friendly City Exchange + Foreign Guests Reception and Visit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Conference Participation

Target  17.1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02. The number of exchange meeting with international cities

40 times 70 times 110 times

Indicator

Calculation : 2030 number of volunteers-2020 Number of volunteers / 2020 number of volunteers x 100%

Target  17.1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03. The growth rat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olunteers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2% 5% 8%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consumer dispute mediation cases established by mediation in the current year / The number 
of mediation meetings held in the current year

Target  16.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00. The rate of mediating for consumption dispute case

50~53% 52~55% 54~59%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people raising questions via smart customer service each year.

Target  16.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01. The number of people raising questions via smart customer service

26,000
times

30,000
times

35,000
times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the violence has slowed down, the cause of abuse disappeared, or the 
treatment target has been achieved / The number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child protection cases conclud-
ed in the current year x 100%

Target  16.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8. The rate of effective intervention for violent abuse

76% 80% 84%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caused by traffic accidents A1 + A2.

Target  16.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9.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caused by traffic accidents

60,078 people 57,711 people 54,882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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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SDGs

SDG 17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The goal of SDGs

SDG 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Indicator

Definition :
Calculation :

The goal is to increase the average breakthrough rate of general criminal cases by 1% in the last ten years.
The number of general criminal / The number of clear-up cases for criminal

Target  16.1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7. The clear-up rate of general criminal offenses

88.5% 89.5% 90.5%

Indicator

Calculation : Sister City / Friendly City Exchange + Foreign Guests Reception and Visit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Conference Participation

Target  17.1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02. The number of exchange meeting with international cities

40 times 70 times 110 times

Indicator

Calculation : 2030 number of volunteers-2020 Number of volunteers / 2020 number of volunteers x 100%

Target  17.1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03. The growth rat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olunteers from the administration

2% 5% 8%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consumer dispute mediation cases established by mediation in the current year / The number 
of mediation meetings held in the current year

Target  16.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00. The rate of mediating for consumption dispute case

50~53% 52~55% 54~59%

Indicator

Definition : The number of people raising questions via smart customer service each year.

Target  16.7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101. The number of people raising questions via smart customer service

26,000
times

30,000
times

35,000
times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the violence has slowed down, the cause of abuse disappeared, or the 
treatment target has been achieved / The number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child protection cases conclud-
ed in the current year x 100%

Target  16.2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8. The rate of effective intervention for violent abuse

76% 80% 84%

Indicator

Calculation :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caused by traffic accidents A1 + A2.

Target  16.6

Short-term goal
2021

Medium-term goal
2025

Long-term goal
2030

99.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caused by traffic accidents

60,078 people 57,711 people 54,882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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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ed by

Organized by

Co-organized by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w-carbon Promoting Offic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Urban Development Burea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Water Resources Bureau, Transportation 

Bureau, Construction Bureau, Health Bureau, Social Affairs Bureau, Education Bureau, Agriculture 

Bureau, Labor Affairs Bureau,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Information Bureau, Civil Affairs Bureau, 

Tourism and Travel Bureau, Fire Bureau, Legal Affairs Bureau, Police Department, Secretariat, L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Sports Bureau, Local Tax Bureau, Indigenous People Commission,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Green Ideas Synerg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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