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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238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2月 1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蔡瑋婷 

伍、 指（裁）示事項： 

一、 各位同仁早安！再過一個禮拜就是農曆新年。今天也是我們在過年

前的最後一次市政會議。過年腳步越來越近，在此先向大家拜個早

年！正如市府的春聯「迎侯晉福-迎接充滿幸福的猴年」，希望大家

都能過個好年，未來新的一年，也希望大家能發揮猴子的精神，以

更靈巧、更聰明的方法做事，事半功倍，提升工作效率。（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 

二、 市府對於過年前後的施政重點更應重視，包括對於弱勢團體的照護、

春節交通疏運與觀光人潮，以及食安、公安及治安等各面向，都要

發揮政府應有的效能。事實上，市府已啟動多項機制，包括提前辦

理各項社會福利補助或津貼，預計在 2月 4日農曆年前撥款，約可

讓 9萬 4千多位弱勢民眾在春節前獲得補助。此外，市府也推出春

節期間服務不打烊措施，包括社會局建立緊急聯絡窗口及危機處理

機制，提供經濟扶助、食物援助、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居家照護服務，

防凍計畫，以及替代役男到獨居老人家中協助清掃等，發揮愛鄰守

護隊的精神；衛生局有喘息服務、24小時免費心理諮商電話服務、

西醫門診不打烊服務等便民措施；環保局在春節除夕及初四提供日

間沿街垃圾收運，初一至初三提供定點定時垃圾收運，初五則恢復

正常垃圾收運，同時，為維護清潔隊員的權益，勞工局提供自願於

春節期間上班者補休及加發薪資的保障；交通的營運設施維護、公

車班次調整及酒後代駕等服務，則確保市民行的安全；另外還有警

政治安維護與消防救災應變等作為，其他還有強化觀光旅遊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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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各區公所在地的服務，以及市府的門面-1999專線等等，我

也預計於除夕前往話務中心視察，感謝 1999 話務人員過年服務不

打烊，讓市民平安快樂過新年。（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本府各機關） 

三、 今年的年假共 9天，許多人趁機安排國內外的旅遊，我要特別向國

人推薦到臺中來玩！新聞局已編印年節旅遊資訊-臺中嬉遊記，另

外還有文化局的-文化報報以及觀旅局-觀光網站資訊。臺中市幅員

廣闊、觀光景色豐富多元、具山區、海邊及市區特色，可以到和平

谷關泡溫泉，到福壽山與武陵農場賞櫻，或者到大雪山享受芬多精；

或者到光復新村、審計新村跟摘星山莊等青創基地，欣賞青年人的

創意與熱情；市府規劃了三條走春路線、以及三大燈區(豐原、清

水、臺中)，也歡迎民眾多利用 i-Bike或公車暢遊臺中。臺中在過

去一年來推出「七七計畫」及「中彰投苗雲嘉嘉」七縣市觀光聯盟，

也努力擴增清泉崗機場的國際航線，海線地區尚有梧棲漁港、鰲峰

山、高美濕地等獨特的觀光景點；豐原也是臺中自行車路網的建置

重點，去年東豐及后豐自行車道入選「全國十大經典自行車道」，

而「百里環城自行車道」工程，便是以豐原大道為主要路線，完工

後可串聯現有東豐、后豐、潭雅神及旱溪等 4條休閒自行車道，進

一步往市區及海線地區延伸；未來更可搭配 2018 世界花博，打造

臺中成為花園城市。（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 春節期間，請三位副市長及秘書長輪流駐守臺中，各機關局處首長

妥善安排代理制度，並向市長室登記，即可安心休假。此外，教育

局顏慶祥局長基於個人生涯規劃請辭，很感謝顏局長一年多來的貢

獻，不論是協助推動托育一條龍、營養午餐加碼升級、實驗教育、

青年希望工程等多項教育新政，都為將來奠定良好的發展基礎。（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 與大家分享上週的市政推動：（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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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週舉辦「臺中清泉崗機場與中臺灣觀光發展」論壇，邀請中

臺灣七縣市的觀光產官學界，還有多位航空學者專家、民航局

長等，一同倡議將清泉崗機場強化為國際機場。清泉崗機場發

展為國際機場，不僅可成為中部七縣市未來與國際接軌、客貨

運的樞紐，更可減低桃園國際機場的負擔；截至目前為止，我

們已促使航空公司開拓 9個航點，今年 3月起，華航預計開闢

日本名古屋和臺中的包機航線；我也將率團包機赴名古屋，拜

會政府機關、旅行社、航空公司，積極爭取開闢臺中與名古屋

的定期航線、簽署觀光協議等。去年清泉崗的國際與兩岸航線

旅客，較前年增加 20 萬 7,034 人次，成長率達 15 %，成績相

當良好。未來我們將向中央積極爭取改善機場滑行跑道、過夜

停機坪，延長宵禁時間至晚間 12 時，甚至建設民航機專用跑

道，打造中部成為具國際規模的區域，作為臺灣未來發展的動

能，實現「中部崛起，領航臺灣」的願景。 

(二) 產業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因應新的總統當選人蔡英文的三個五

計畫(五大社會安定計畫、五大創新研發計畫、五大政治改革

計畫)，我們應配合中央制訂政策優先推動，以達事半功倍之

效。其中，臺中是航太業的發展重鎮，上週市府與華錫鈞航空

基金會簽署合作協議書，該基金會具產官學研之能量、為智庫

性質，之後將以市府作為平臺，發展航太產業。市府未來將規

劃航太專區，由於航太產業專業性、技術性極高，若能由漢翔、

長榮等公司擔任領頭羊、發展航太工業，進而帶動中部精密機

械的發展，這也是本市發展產業 4.0的重點之一，可望發揮群

聚效應，包括清泉崗計畫、水湳經貿園區二期、豐洲科技園區

等聚落。 

(三) 2019 東亞青運 EAGA 理事會議、籌備會議首次在臺中召開，東

亞青運與環境議題、文化交流息息相關，我們已正式向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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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將自由車與輕艇納入競賽項目，我們也將製作說帖，爭

取其他 8個會員國/地區的支持，包括中國大陸、港、澳、日、

韓、蒙古、關島等，加強遊說並進行城市外交。爭取將自由車

與輕艇納入競賽項目，其價值為「Young＆Green」，透過舉辦

國際性運動賽事為手段，帶動城市與國際的交流，正如 2018

世界花博一樣，將成為帶動城市轉型的契機。 

六、 春安工作從今天(2 月 1 日)展開，我也會到春安工作各單位視察，

特別感謝守望相助隊、民防、義警、消防、義交等單位的協助。此

外，近期發生許多一氧化碳中毒、火災等事件，請消防局加強宣導

熱水器、電暖爐等電器產品使用安全。（辦理機關：消防局） 

七、 有關今天凌晨大肚區「興太化學製藥」工廠發生大火案，請林副市

長協助督導相關局處召開會議，研商後續處置事宜，包括完整的調

查、災後復原重建、協助傷亡者/家屬取得撫卹或賠償費用、以及

工安檢查的落實等。由於本市有臺中工業區、臺中港區等為高風險

地區，務必做好工安稽查、加強宣導，並強化演練機制與救災能量，

以期風險發生率及影響降到最低。（辦理機關：消防局、經濟發展

局、勞工局、環境保護局） 

八、 我們將臺中定位為生活首都，展現於各生活層面，這是臺中有別於

其他城市的文化，其中之一就是自行車。臺中具自行車產業、零件、

自行車道等先天優勢，因此，我們將發展自行車城市列為 2025 臺

中好生活 13 項旗艦計畫之一，該項旗艦計畫融合了交通、產業、

運動及觀光旅遊等多項層面，如今天的專案報告，整合自行車道與

百里登山步道，更能發揮綜效，從人本交通、城市行銷的觀光旅遊

到 2019 東亞青運的競賽項目，包括健全硬體設施及人才培育，讓

Giant Gity/Bike City 成為臺中在國際上的代名詞，這涉及了生

活、生產、生態「三生」層面。以目前臺中推動產業 4.0而言，自

行車產業具優勢競爭力，以及高附加價值，應作為臺中的策略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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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自行車 369」的願景目標，是要在 4 年內建置超過 600 公

里自行車道路網，然而觀旅局一舉規劃超過 700公里的自行車路網，

我予以肯定，也要請同仁落實執行本旗艦計畫中的各項目。以下針

對觀旅局「臺中市休閒型自行車道系統建置計畫暨百里登山步道規

劃」專案報告，做以下幾點裁示： 

(一) 跨縣市的自行車道是中臺灣區域治理的成果展現，能直接帶動

中臺灣觀光產業，更可促進中部自行車產業的升級，進而開展

新興的健康休閒產業。請觀旅局、經發局及相關局處，加強與

彰化、南投及苗栗等三縣市的路網及產業整合，推廣自行車低

碳旅遊，建構本市成為「自行車城市」。（辦理機關：觀光旅遊

局、經濟發展局） 

(二) 針對新建或延伸的自行車道及登山步道，請觀光旅遊局掌握

「以人為本」的原則；檢視相關設施，包括公共廁所及休息站

的建置是否足夠、路線標示是否清楚等，方便民眾使用；此外，

部分機車道與自行車道產生的競合問題，也應設法解決。（辦

理機關：觀光旅遊局、交通局） 

(三) 自行車道及登山步道建置完成後，應進行巡檢與修復，夜間的

照明維護及垃圾清運等後續的維護與管理，同樣重要；除了完

成建置公里數的量化目標，更應提升步道品質。請觀旅局、建

設局、環保局及相關局處積極與各區公所協調分工，以「永續」

為原則，打造讓市民安心使用的休閒設施及環境。（辦理機關：

觀光旅遊局、建設局、環境保護局） 

(四) 為提供民眾舒適遊憩空間，不論是車道或是步道都應強化植栽

綠蔭，請觀旅局邀請農業局、建設局、水利局，研商車道、步

道甚至是河道沿線的行道樹及植栽；結合 8年 100萬棵植栽計

畫，落實臺中成為低碳城市。（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農業

局、建設局、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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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請觀光旅遊局加強自然景觀、生態體驗及文化歷史三大特色之

登山步道系統的建置，並連結 29 區，打造步道觀光特色，強

化登山步道的故事性。此外，也請各機關鼓勵社會企業參與登

山步道的經營管理及保育工作，例如透過企業自發性的淨山活

動，不僅強健員工身心，並能兼顧公益；而捷安特公司也將出

資於中科設置三站 i-Bike，激發社會大眾對於自然環境的認同

與責任。（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農業局、建設局） 

(六) 自行車道及登山步道，是市民戶外運動的重要設施，如能進一

步結合大眾運輸工具，讓市民方便快速地抵達，將更增加民眾

使用意願。請觀旅局與交通局合作，於規劃路線時一併考量公

車路線、公車站牌位置及 iBike租賃站的位置，從市民角度出

發，建構起最舒適的戶外休閒旅遊空間。（辦理機關：觀光旅

遊局、交通局） 

(七) 在複合式大眾運輸系統「MR B&B」中，由高鐵或各個轉運站,

完整的公車轉乘及自行車系統，就像人體動脈到微血管一樣。

因此，四通八達的自行車道及步道重要性很高，不能流於個別

局處的業務，因此，有關自行車的相關推動事項，請林副市長

協助督導，必要時請研考會召開跨局處協商會議，就上述各項

跨局處事項進行協調，並加強管考，讓自行車 369計畫的推動

更優質化。（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九、 對於交通局「105年農曆春節期間臺中區域交通疏運計畫」專案報

告做以下幾點裁示： 

(一) 春節期間，桃園國際機場常因停留霧致機場關閉，飛機轉至備

用機場降落，因本市清泉崗機場為備用機場之一，請交通局與

交通部民航局密切聯繫，於清泉崗機場啟用備用機場時，加強

疏運下機旅客轉乘臺鐵、高鐵等交通接駁工具，並與臺鐵、高

鐵及公路總局保持聯繫，配合各項疏運及管制措施，提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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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駁服務。（辦理機關：交通局） 

(二) 國道高乘載管制由高公局控管，而省道之匝道儀控與高乘載管

制則由警察局、交通局控管；曾經發生各地方政府匝道高乘載

管制不確實之情況，請落實匝道高乘載管制，俾舒緩車流壅塞

情況。（辦理機關：交通局、警察局） 

(三) 春節疏運除了在返鄉車潮、收假車潮兩個尖峰時段外，在年貨

大街、百貨商場、大型購物商圈及大甲鎮瀾宮等廟宇，也常湧

入大量人潮、車潮，周遭交通壅塞。請警察局配合安排交管人

力，或實行封街管制措施，確保交通安全與順暢。（辦理機關：

交通局、警察局） 

(四) 有關春節期間，計程車收費標準、停車場收費時段等相關資訊

請提供新聞局廣為宣傳，並提供給 1999 話務人員，俾回答民

眾諮詢；如有計程車營運未依規跳表收費等消費糾紛，請法制

局消保官協助維護民眾權益。（辦理機關：交通局、警察局、

新聞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法制局） 

(五) 后里環保公園花卉盛開，常有民眾透過網路分享賞花遊記，並

吸引更多人前往賞花，由於該區沿線道路狹窄，請建設局針對

可能有大量賞花人潮湧入，造成交通壅塞情況預做準備，並研

擬因應措施。（辦理機關：建設局） 

陸、散 會（中午 12 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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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38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5年 2月 1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建設局 

檢陳「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辦法」廢止總

說明、廢止法規整理表及條文各1份，敬

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

發布廢止。 

02 警察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派遣

與管理辦法」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

發布施行。 

03 主計處 

本市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特別預算

案，業經本市議會第2屆第2次定期會審議

修正通過，審議意見經各機關依規區分類

型為「主決議」及「附帶決議」二部分，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主決議」

依照議會決議辦理，

「附帶決議」送研考會

列管。 

墊 01 
客家事務委

員會 

客家委員會補助「臺中市2016客家桐花祭

計畫」之經費50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

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

議會審議。 

墊 02 文化局 

文化部補助本局辦理「105年綻放文創新

視界－巧藝臺中計畫」經費200萬元整，

本府105年度已編列配合款135萬元整，合

計335萬元整，以上補助款200萬元整，擬

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

議會審議。 

墊 03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5年度補助本

局辦理「多元照顧中心(小規模多機能)

服務計畫」及「強化臺中市政府整備長期

照顧服務資源工作計畫」之經費計新臺幣

52萬6,00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

議會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