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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71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年 7月 9日（星期一）上午 9點 30分 

貳、地點：石岡區旅客服務中心(1樓多媒體視聽室)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林本源 

伍、指（裁）示事項： 

一、今天很高興來到石岡區舉辦府外市政會議，感謝觀光旅遊局及石岡區王區

長的細心安排，讓會議可以順利舉辦，藉由「走動式」開會的方式，不僅

讓各位首長看到所轄業務在各區執行的狀況，同時也鼓勵各位可以提早一

點到，增加與地方了解及溝通的機會。另外，雖然我認為走動式開會很重

要，但開完會就走，似乎也有點可惜，因此我特別請民政局在市政會議結

束後，安排了一場地方基層人士與市府一級機關首長的聯誼餐敘活動，請

各位都能踴躍參與，不僅增進與地方人士的溝通、了解地方上的需求，基

層所反映的意見對於市政推動也會有助益，請各位同仁打開心胸、傾聽民

意，讓未來的施政方向更切合地方上的需求。（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各區公所） 

二、在五都成立之前，桃園縣及原臺中市一直是全國人口成長率數一數二的城

市，而在五都成立之後，依據 100年度五都人口成長率的統計資料，自然

人口增加方面，新北市 3.72%為全國第一，原本人口外流的臺北市也因有

回流現象而達到 3.47%，臺中市則是 3.43%，排名第三，臺南市與高雄市

則分別僅有 0.14%與 0.93%；另外，在社會人口增加率方面，臺北市高達

8.75%，排名第一且幅度驚人，是否與鼓勵生產、打壓房市及增加就業機

會有關，目前不得而知，臺中市 2.58%，排名第二，而臺南市、新北市及

高雄市則分別為 1.55%、1.16%及-0.57%。我認為掌握人口變化數據，對各

項施政的推行有很大的幫助，各項施政成果持續進步，本市的人口自然會

增加，這些數據提供各位首長作為施政參考。(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各區公所) 

三、本人對於新聞資料的處理態度，向來認為應該盡量提供給媒體瞭解事情的

真相，但是最近大約有 3、4 則機關為澄清外界誤會所發的新聞稿，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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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看不懂，可以想像，媒體可能也會因為看不懂而未協助登載，因此，本

人在此提出幾點想法，請各位首長務必多加留意，第一點，新聞稿的撰寫

一定要清晰易懂；第二點，新聞稿要能掌握重點，且不能答非所問，我相

信只要寫得有道理，媒體朋友就不會視而不見；第三點，處理新聞不是發

了新聞稿就結案，也不是要對長官應付了事，重點在要讓社會大眾了解事

情的來龍去脈，因此，要盡量使訊息刊登於大部分的報章媒體，才是達到

我們發新聞稿的目的。這些建議，給各位首長參考，我知道市府團隊現在

對於媒體反映的問題，處理速度都比從前來得敏捷許多，不論是路燈維修

或路況維護等問題都能在一、兩天內處理完竣，但對於以新聞稿澄清誤會

的處理品質與效率，則可以再進一步的提升，並期許未來各機關可以做得

更好。(辦理機關：新聞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四、本人曾於 5月 30日於議會指示地政局研議設置「重劃地主諮詢服務中心」， 

以增進重劃地主對於自身的權利的了解，並減少市府推動重劃業務所遭遇

的阻力，隔天地政局也隨即有所作為，開始於每週安排了兩個小時的重劃

地主諮詢時段，供地主蒞府諮詢，當時蕭副市長也批示請地政局視服務人

數研議是否擴大服務，現在已經過了一個多月，執行情況如何？請地政局

整理簽告，不過，我要在此提醒地政局，切勿由於諮詢服務來的人少就認

為地主沒有諮詢的需要，應審慎檢討相關宣導是否足夠？地主是否都知道

此項諮詢服務?及每週固定的諮詢時段是否適當等問題加以瞭解，另外，

我也建議地政局可研究設置電話服務專線的可行性，並且可因應地主的需

求彈性安排諮詢時間，期使將為民服務的工作做到最好。(辦理機關：地

政局) 

五、對於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爆發疑似貪污案件，我感到難過，同時也認為

此事對國家及社會都有很大的傷害，政府應該痛定思痛，檢討公務員如何

強化廉政的作為。本府各政風單位對於防止貪腐一直很努力，也曾經有檢

調單位向我反映，市府不但先行發現正在佈線調查中的案件，更已完成相

關人員的行政懲處，稱讚市府的行政肅貪效率。另外，馬總統也說過，廉

政肅貪不是一個人的工作，而是一整個團隊的事，以阿拉夜店大火及最近

基層警員違法案件為例，往往涉貪情形出現在基層，科長級以上主管都應

該多用心注意同仁的工作情形。同時也在此提醒各位同仁，一旦遇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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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說、饋贈情形，都必須立即向政風單位報備登錄，以避免後續惹來不必

要的麻煩，畢竟公務員一旦被懷疑，就已受重傷了，就算找回清白，也可

能已是幾年後的事，希望大家都能堅持廉政，也才符合民眾對公務人員最

基本的期許。(辦理機關：政風處、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六、有關石岡區王區長及觀光旅遊局張局長的報告，徐副市長提到幾點建議，

第一點，自行車道可以說是石岡的最大資產，可惜的是無法把遊客留下

來，比照臺東縣的關山的自行車道旁都是民宿，每到假日間間客滿，而臺

中石岡每逢週末也有 5萬的人潮，比關山還多，但卻都只是過客，問題出

在都市計畫未針對整個休閒農業特定區做規劃，因此，觀光旅遊局及農業

局常面臨民眾檢舉自行車道旁的租車業及餐廳未符合地目使用的違規問

題，但若自行車道旁沒有休閒相關產業，自行車道的觀光功能亦將減少三

分之二以上，因此，市府應成立專案小組，不論是用休閒農業區或都市計

畫檢討，將自行車道兩旁的地目變更使用方式，讓民宿、餐廳、租車等業

者能合乎法律規定，給遊客好的觀光品質，也活絡當地產業發展；第二點，

可利用豐原大道來串連東豐、潭雅神及旱溪自行車道，使成為環狀的路

網，本市為自行車的生產重鎮，且有非常長的自行車道，要使本市成為自

行車天堂也絕不是件難事，但相關軟硬體設施仍要設法改善，例如，后豐

隧道要發包變更為軟的鋪面、加強東豐自行車道的夜間照明，及為使遊客

遵守自行車交通規則以確保行車空間的安全，請派出所於假日加強巡邏並

持續宣導等；第三點，石岡區王區長提到食水嵙溪的問題，相關機關可以

再好好研究一下蓄水及戲水的可能性，例如以活動式的水壩將食水嵙溪的

水留住並好好運用，不僅上游可以有簡單的泛舟活動，由於親水區域的形

成，對民宿業的發展也會很有幫助。(辦理機關：水利局、都市發展局、

農業局、觀光旅遊局、警察局) 

七、有關議會聯絡小組召集人 張參議國輝提到，由於議會在 8月 22 日之前可

能還會再召開臨時會，並且預計於 8月 3日將召開程序委員會，因此各機

關如有要提送議會審議的案件，請至遲於 7月 23日召開的市政會議提出，

以利審查通過後提送臺中市議會審議。(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

所) 

陸、散 會：上午 11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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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71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1年 7月 9日)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都市發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

員會補助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2 環境保護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案件獎勵辦法」第四條草案1份，敬

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墊01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101

年度設置蘭花生產專區計畫（101農糧

-7.1-作-01）」50,000元，辦理先行墊

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 號函

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

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2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吉園

圃安全蔬果標章推廣與輔導(101農糧

-7.6-資-02)」71,000元，辦理先行墊

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 號函

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

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3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100

年敏感作物種植面積調查計畫（計畫編

號：100公共建設-7.1-糧-02）」410,800

元，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 號函

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

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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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墊04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農作

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計畫 (101農糧

-3.4-資-01)1)」328,000元，辦理先行

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5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補助「101年度農藥管理及品質管制

計畫（101管理-3.2-植防-3（1））」

413,000元，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6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101

年度加強肥料管理計畫(101農糧-3.1-

資-01)」70,000元，辦理先行墊付案，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7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促進

農場經營創新化計畫（101農糧-1.3-企

-01」25,000元，辦理先行墊付案，敬

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8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植物

種苗產業輔導計畫（101農糧-7.5-作

-02）」89,000元，辦理先行墊付案，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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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墊09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農機

使用及免稅油管理計畫(101農糧-3.2-

資-01)」87,000元，辦理先行墊付案，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10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101

年度「強化農業資訊調查與預警制度計

畫（1）」（計畫編號：101農糧-1.4-

企-01）計畫經費2,018,000元，辦理先

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11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農作

物汙染監測管制及損害查處計畫(101

農糧-3.1-資-02)」300,000元，辦理先

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12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農業

產銷班組織輔計畫（101農糧-1.1-企

-01）」1,000,000元，辦理先行墊付案，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13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01年度輸

變電協助金(運轉中)」補助本市后里區

公所辦理「補助仁里里民健保費」等14

案之經費新臺幣430萬元整，辦理先行

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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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墊14 環境保護局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101年度臺

中市廚餘多元再利用工作計畫」之經費

新臺幣19萬4,000元整，辦理先行墊付

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15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市辦理101

年度「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構高價值

產銷體系-輔導農業經營專區之規劃與

推動」計畫之經費新臺幣618,000元

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16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本會辦

理101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造

景計畫」實施計畫-第三次核定各分項

計畫計812萬元，連同第一次核定經費

858萬9,000元，共計增加核定170萬

9,000元（中央補助款136萬7,000元，

本會配合款34萬2,000元），辦理先行

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17 建設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101年度既有市

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境改善計畫」第二

階段補助案之經費新臺幣3,698萬元

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