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里馬場馬術綜合觀光休憩園區 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一次居民說明會會議記

錄 

壹、時間：民國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十時 

貳、地點：后里馬場中正堂（地址：臺中市后里區寺山路 41號） 

參、主持人：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陳副局長 育正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說明會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 

感謝鄉親及議員之參與，本次主要為辦理后里馬場馬術綜合觀光休憩園

區開發許可之環境影響說明會，各位鄉親都了解馬場過去之狀況，臺中縣市

合併後后里馬場由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接管後，面臨一個重要問題為土地尚未

變更，依目前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導致於使用及經營有

較多限制，藉由配合本市此次舉辦花博的機會，期望針對馬場未來整體開發

做完善規劃及用地部分完成變更作業，作業過程中需有開發相關計畫之研擬

與送審，例如：環評、水保及開發計劃書等，今日主要是針對環境影響說明

書辦理居民說明會。 

於簡報前有幾點必須先向各位鄉親及議員說明，大家都非常關心后里馬

場未來的發展，最重要就是馬場前的寺山路，過去我們曾討論是否要配合園

區整體規劃完整性而廢道改道的問題，日前本局同仁曾去拜會里長及區長，

得到一些居民反對之意見，經向府內長官報告後裁示，寺山路確定不廢道不

改道，但因花博期間大量人潮將湧入，故辦理花博期間寺山路將做交通管制，

這是目前府內政策方向。 



馬場未來開發的部分，過去因用地問題一直無法突破，期完成變更程序

後，將來變更遊憩用地能讓未來發展有更多彈性，馬場透過用地變更開發及

舉辦花博後，定會帶動周邊地區產業更加繁榮發展。今天也邀請了本府相關

局處，包括農業局、建設局、環保局、水利局、交通局、都發局及地政局，

也感謝議員及各里長及鄉親到場關心，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疑問都可以提出

來，我們會逐一說明，如果今天無法解決或回復的，會請顧問公司與市府各

相關單位探討，並於下一次說明會再來跟大家報告。 

陸、出席議員致詞： 

陳議員本添 

陳副局長、市府各單位、里長及各位鄉親，大家早安，現場包括本

人都在此長大，所以當上議員後，一直希望后里馬場可以好好規劃，市

府曾經規劃引進外食，並由外部業者來經營，後來因有議員質疑而中斷，

現在藉由花博，市政府也準備將地目變更讓馬場可有更多的開發利用，

剛剛副局長也提到寺山路不廢道，鄉親們可以放心，希望花博的規劃盡

量不要影響道周邊居民之生計。馬場內之建築有許多為古蹟或歷史建

築，希望市府可保留，並配合花博做整體之規劃，期望花博可順利進行。 

柒、開發單位簡報：詳簡報資料。 

捌、出席單位及居民意見：（依據發言順序） 

出席人員意見 意見回覆 

后里區廣福里第 3鄰 陳鄰長 

1. 對於花博是樂觀其成，市府是否有規劃交通確實是花博非常重要的問題，目前花博



聯外道路，怕塞車影響居民出入。 參觀人數期望於六個月內至少達到八百萬人

次，這是當初設立之目標。這樣大量的人潮

要在六個月內擠進后里、外埔和豐原葫蘆墩

公園，交通問題及配套確實是非常重要。目

前聯外交通的部分建設局和交通局都已經在

規劃，最主要我們會新開闢一條花馬道，於

后里車站會增加一個后里東站，從后里東站

會有一條路直接通到馬場。這條路在花博期

間就是給遊客進來的，在花博以後這條路要

變成自行車道，一直可以通到后里東站。今

天交通局沒來，因此無法做詳細的說明，但

是聯外交通及停車問題是本案重要的一環，

市府已針對此部分進行探討，請大家放心。

（交通局、建設局） 

2. 希望花博會不要影響在地居民的安全及

產業發展，不要影響大家的生活，不要

影響生態，希望花博對我們當地有更多

的幫助，並將損害降到最低。 

開發前針對現況進行調查與說明環境因應的

對策，目的就是不要影響生態。馬場在民國

41 年正式成立後，從軍方到縣政府到現在市

政府管理，臺灣有許多重要的比賽都在后里

馬場舉辦，未來我們一定會確保此功能繼續

存在。另外我們馬場內部，此區為馬場最重

要的精華區，剛才陳議員有提到目前馬場內

有許多古蹟及歷史建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

題，目前文化局文資處預計將此主要區域指

定為文化景觀範圍來加強保存維護，花博期

間相關設施需整修，都必須邀請文資委員參

與審查，后里馬場過去的紋理及文資保存維

護，此部分府內是非常重視的。（觀旅局、文

化局） 

至於聯外交通的部分，於下次說明會時將請

交通局向大家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說明。(交通

局) 

后里區廣福里第 7鄰 董鄰長 

 剛有提到寺山路這條路不要廢道，又說

到花博期間要做管制的問題，我想請問

一下管制的辦法是甚麼？希望管制不會

影響到居民的通行，管制方式到底是時

間或人員…等方式都必須確切告知當地

馬場前方寺山路目前決定不廢道，剛剛有特

別強調因為辦理花博期間中間有一條寺山

路，而兩邊為展場，到時勢必有許多民眾進

入此區域來，所以活動期間將會做一些交通

管制，目前的管制方式尚未確定，利用管制



居民。 方式避免大量車輛進入馬場，僅於花博期間

進行暫時管制，花博過後將恢復寺山路原本

的通行，至於實際的管制方式將由府內相關

單位進行探討。 

後續相關的管制措施確定後會儘速讓鄉親知

道，馬場南北兩側將各新闢 15 m 道路做為替

代方案，且會直接通到后科路，因此居民在

進出上基本上不會有問題，這部分主要是為

了讓花博整體規劃較完善且使活動較為順利

而實施的暫時性做法。寺山路絕不廢除，相

關交通管制措施將於花博結束後取消，並恢

復寺山路原本的通行。(建設局) 

后里區廣福里辦公處 郭里長明洲 

1. 水土（山坡地）保育區的開放，不應該

只是開放馬場，應向外增加，擴及整廣

福里。 

有關山坡地保育區範圍之解編與否，非觀光

旅遊局權管，將請本府權責單位回復。 

農業局：有關郭里長說的山坡地保護區土地

變更（解編）乙節，依規定是都發局及地政

局業務權管，非農業局權責。 

水利局：有關山坡地保育區解編乙事，本局

去年有做臺中市全區的規劃報告，現在有收

到各區公所依需求提報市政府，但目前沒有

收到后里區公所提報的資料，待回去查證，

如有后里區的資料下次會跟大家報告，如果

當初沒有提報，就不會有後續的進度，要請

后里區公所去做確認。(都發局、地政局、水

利局、后里區公所 ) 

2. 地價稅的增加，土地項目的編定及變更。 

3. 花博回饋的機制為何？開發對地方有何

益處？ 

此部分會記錄下來，與府內進行討論再回

復。（農業局花博辦公室） 

4. 本案請提供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老人

有幾個懂網路?叫我們自己上網去查合

理嗎?） 

 

因目前區內配置還在調整，環境影響評估說

明書也尚於撰寫階段，為了解當地居民之想

法，故觀光旅遊局協同規劃單位於說明書製

作完成前於今日先舉辦一次說明會，並依據

居民意見調整配置及提出相關之對策，故此

次會議才無法提供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觀

旅局) 

5. 未來施工工程品質的管制，砂土不外

運，土方要平衡。 

此部分會記錄下來，轉知相關單位未來施工



時特別注意事項。（建設局、觀光旅遊局） 

6. 交通替代方案及管制的程序如何處理。 建設局：考量當地居民於花博期間通勤的部

分，目前規劃保留寺山路 38巷，基地南北兩

側將各新闢 15 m 之道路，讓影響降到最低。

北側基地內約有五到六棵的老樹將保留作為

一個緩衝綠帶。為了讓園區比較完整，我們

將馬場路部分廢道，並於南北兩側各別開闢

15 m 道路，且與原本的自行車道做結合，這

樣對大家的影響是最小的。 

這次觀光旅遊局召開的說明會可能大家會有

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聲音，在此向大家說明市

政府都是有站在居民的立場來想的。希望透

過辦花博這個機會可以帶動整個地區繁榮發

展。也希望各位鄉親支持這個案子，辦花博

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一定可以促進整個后里

區的發展。寺山路不會廢道，只是花博期間

基於遊客的安全的考量，所以我們在半年的

展覽期間暫時管制。如果有任何建議我們建

設局都會虛心檢討，把大家的建議列為最優

先的考量，謝謝大家。（建設局） 

7. 建請花博辦公室郭副總秘書長於下次會

議參與指導，邀各相關局處一次出席將

花博規劃向居民說清楚。 

此部分會記錄下來，向府內長官報告討論。

（農業局花博辦公室） 

居民 1 

1. 廢除寺山路及馬場路是不明智之做法。

可以天橋或地下道立體交叉方式處理，

為何非得廢除？ 

此部分會記錄下來，與府內進行討論是否可

行。（建設局） 

居民 2 

1. 請相關規劃單位能親自到花博週邊居民

的生活圈了解，才不會形成世界花博與

貧民區之強烈對比寺山路 38巷。週邊建

築老舊簡陋，市府是否應進行拉皮整

修？ 

此部分會記錄下來，與府內進行討論是否可

行。（農業局花博辦公室） 

后里區廣福里第 8鄰 莊鄰長 

1. 我今年九十歲，住在這裡五十年，到台

灣六十六年，這裡是我住一輩子的地

方，市府未來將把直路改彎路，還要做

此部分會記錄下來，建設局將另召開道路

廢、改道說明會向大家說明清楚。（建設局、



交通管制，對於我來說是種負擔，增加

我生活的困擾，這是利民、便民嗎？希

望可以多為我們這邊的居民多想想。 

農業局花博辦公室） 

居民 3 

1. 馬場北側鄰近寺山路 38巷之新闢 15m道

路之西側出口位於哪裡？ 

此部分會記錄下來，建設局將另召開道路

廢、改道說明會向大家說明清楚。（建設局、

農業局花博辦公室） 

居民 4  

1. 廢改道的簡圖應發給廣福里每戶知曉，

由大家都知悉後，才能充分了解居民對

交通改變後對居民影響。 

建設局：本局將針對廢改道另召開說明會，

馬場路要廢掉是因為整個區塊是在展場的規

劃範圍內，因為跑馬場跟南邊的停車場是整

體視為一塊基地在做規劃，也有一些設施在

上面，所以才會在南、北兩側各開一條 15m

寬道路來做替代道路。 

原本整個基地是可以整體規劃的，現在寺山

路已它切成兩半，如保留馬場路會將基地分

成三塊，故為了未來之規劃，目前就是於基

地南北兩側各開闢 1條 15 m 道路。所以進出

上是不會有影響的，只是在花博期間寺山路

要管制。（建設局、農業局花博辦公室） 

居民 5 

 我們的郭里長講的非常有道理，因為我

們每次搬到一個地方的時候就要去拜那

個土地公去聽在地人的心聲，好好的用

心去聆聽要怎麼讓他們去滿意，如果花

博舉辦時可讓我們這些居民去挺你們，

讓那些遊客說這個地方不只地方美還有

人的人情味，是多麼美好的事所以我們

這些居民的心聲希望你們可以聽進去，

而且現在大家都很常出國到世界各地去

玩，別人有很多做的非常成功，我希望

你們的花博能夠做比較有國際觀一點，

做的成功一點。聽說花博要永久保存，

希望你們可以做的用心一點做得好一

點，能夠對我們有好處，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我們想要的。 

未來規劃預計於前方園區蓋一個永久館（花

艷館），永久館一定會保留下來，目前政策也

指示未來花博結束後，由觀光旅遊局統一委

外經營管理。 

上次的會勘沒有找到在地廣福里里長這部

分，雖然不是本局舉辦，但還是代表市政府

跟里長說聲抱歉，之後會特別注意處理。 

大家有甚麼意見也歡迎大家提供給本局，其

實多年前已有規劃要做環評，但是因為花博

才延到今天，目的就是希望馬場未來可以更

好，當然對地方也要更好，市府也會朝這個

方向儘量來做。（建設局、農業局花博辦公

室、觀旅局） 

 



后里區廣福里社區發展協會 王總幹事文斌 

1. 寺山路在花博展期間將會有區段及時段

管制（封閉部分路段），建請市府相關局

處，將管制範圍及替代路線圖以及相關

說明細項、管制辦法，備妥紙本在下次

說明會前三天送予社區居民每人一份並

輔以影像解說。 

 

今天多數的問題是針對馬場前方園區道路及

外圍的規劃，下次擇大家比較有空的時間舉

行第二次說明會，我們再請相關局處務必參

加解答各鄉親之問題，並提供相關資料給各

位參考。（建設局、農業局花博辦公室） 

2. 馬場內花博用地現為【山坡地保育區】

若確認為開發花博用地須解編目前山坡

地保育區用地限制，則廣福里在地居民

要求市府必須將廣福里所有區域內民有

之【山坡地保育區】用地一併比照花博

用地作解編。居民絕不接受公家單位為

凸顯政績或以任何行政理由（花博）就

獨厚政府單位喊解編就解編，而在地居

民卻受限那未經徵詢公告的【山坡地保

育區】土地法令限制，把在地居民的樸

實在視為鄉愿踐踏。若市府無法將此要

求解編【山坡地保育區】則廣福里在地

居民將不接受市府（花博）入進，若強

行動工興建居民必定群起抗爭以行動抵

制到底。 

后里馬場為未來長遠觀光發展考量，故申請

「后里馬場馬術綜合觀光休憩園區」開發許

可及用地變更等作業，依法辦理環評、水保

等作業程序。至於建議將廣福里所有山坡地

保育區解編乙案，將請本府相關局處依權責

回覆。（都發局、地政局、水利局、后里區公

所） 

3. 山坡地保育區解編作業煩請市府負責局

處（承辦人），以最明確方式告知居民如

何行政作業 ，例（提案、提報、承辦、

權責單位....等）或是否必須居民聯署。 

此部分會記錄下來，轉知相關單位。（都發

局、地政局、水利局、后里區公所） 

4. 寺山路三十八巷為一老舊眷區建築，礙

於法令居民也無法做整體翻建或翻

新 ，而此巷又與現有花博規劃展覽館僅

一牆之隔，若花博能順建完成，但是牆

內作為世界級的展館建築與牆外猶如貧

民窟的老舊建築相比較，實在難以想像

國人如何去面對來自世界各地到訪的遊

客做解釋，所以也建請市府一併處理，

看是放寬法令或由市府作規劃拉皮整

修，就算做個表面環境美化經費也不會

佔去整個花博經費多少比例，規劃單位

應該現場勘查納入周邊環境美化工程。 

此部分會記錄下來，與府內進行討論是否可

行。（農業局花博辦公室） 



5. 馬場路兩側因為規劃為整體展場必須廢

除馬場路新闢南北兩側道路，南側道路

為場內用地應該較無慮。但北側緊鄰牛

稠坑溪及七星活動中心，活動中心前面

公園也會被利用而縮減使用面積，居民

質疑如何因應。再就路線出口如何銜接

也請市府及規畫單位做明確說明（含路

線圖）。 

此部分會記錄下來，建設局也說明將擇期召

開廢改道說明會。（建設局） 

6. 綜合以上必須請市府及相關局處（承辦

人）也請必須到場接收詢問，相關單位

做最充分最完整的準備，俟下次說明會

時回覆廣福里居民，以及會議現場提出

問題疑慮時能一併給予說明。 

此部分會記錄下來，轉知相關單位。（觀旅

局、農業局花博辦公室） 

7. 世界級花博展（館）能在臺中后里（廣

福里）舉辦，對整個國家與在地而言都

是莫大的光榮。但是政府單位在做規劃

時候必須考量到當地居民的生活是否會

遭受衝擊。若是配套做得好環境變好

了、人潮也有經濟效益也能讓在地居民

受益，相信在地居民沒有反對的理由，

所創造出來的整體效益也會是三贏。市

府說法花博會為后里帶來繁榮與經濟效

益，身為后里居民深感榮焉，但是什麼

是效益?是地價上漲還是土地增值?這對

於土生土長在廣福里的居民根本無感，

因為我們都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在地人】

沒有人會為了所謂土地增值上漲賣土地

拋棄家園，我們都是【世居於此】的在

地人自己的土地卻必須被豪不相干的

【外地人】所設限的所謂法令約束。如

果花博帶給整個國家以及臺中市還有后

里區是正面的施政，那政（市）府單位

更該多尊重廣福里居民的訴求，更該多

給於廣福里居民多項福利。 

此部分會記錄下來，與府內進行討論是否可

行。（農業局花博辦公室） 

居民 6 

1. 是否有通知基地上方之軍營來參與本次 

說明會？（586 旅） 

公文有發給此單位，但今天無人出席。 

(觀旅局) 

2. 地方說明會是否可一起召開，並於晚上

或假日召開，避免影響居民上班時間。 

目前預計於 105 年 1 月中召開第二次說明

會，並於晚上或假日召開，以避免影響居民



上班時間。(觀旅局) 

捌、散會：中午十二時。 



后里馬場馬術綜合觀光休憩園區  

環境影響說明書居民說明會照片（104.12.14） 

 

 

公開說明會會場 公開說明會入口標示 

  

規劃單位簡報 規劃單位簡報 

  

公開說明會會場情況 公開說明會會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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