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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51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3月 10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簡報室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蔡副市長炳坤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王俞人 

伍、指（裁）示事項： 

一、今日有一封信要宣讀：「親愛的胡市長：有感而發寫了這封感謝函…『人

間處處有溫情，尋獲真好—臺中溫馨滿人間』。難忘的 228 紀念日，老弟

一片孝心，趁著難得的假日加上好天氣帶著老人家到臺中走走，我怕塞車

不想跟，在家享享清閒沉澱心情。晚上九點多突然接到老媽來電：爸爸不

見了，患有失智症的爸爸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突然走失，如海底撈針很難

尋找，弟弟心急如焚、非常自責，於是展開搜尋大計畫，兒子在家透過網

路尋找附近的便利商店，一一打電話看阿公有沒有去買香菸，我則建議先

到派出所報案協尋，時間如熱鍋的螞蟻一點一點的過去，一直沒有消息。

我在臺北這端真的也使不上力，妹妹與妹夫索性建議開車到臺中協尋，免

得弟弟與弟妹孤立無援，多了三雙腿三個方向，老天應該會多眷顧。想到

九點多時，弟弟有跟老爸通過一通電話，之後電話就不通了，這是一條有

力的線索，打電話尋求臺灣大哥大協助定位尋找，也沒有辦法得到這方面

的服務，可能是個資法的關係，一定得透過警政管道循正常手續才辦得

到。黃金時間深夜人少比較好找人，到了白天逢甲商圈人潮熙熙攘攘，有

誰會關心一個走失的老人。人間處處有溫情，到了臺中已是深夜兩點多

了，循警務管道至派出所製作筆錄，發出全國協尋通報，尋求臺灣大哥大

最後一通通話紀錄地點，折騰了近一小時終於找到了關鍵的方向，先前協

尋的員警犧牲睡眠，繼續穿著便服幫忙尋找，因為他也有同理心，家中也

有一位與我父親相差一歲的失智媽媽，看到我們全家凝聚向心力、心急如

焚，也跟著騎摩托車往可能的方向繼續尋找。上午五點十分終於好消息透

過手機傳來，譚警員鍥而不捨終於找到了。一整晚的尋人驚魂記到此落

幕，要感謝很多貴人伸出援手，臺灣處處有溫情，基層警察令人感動萬分，

同事熱心幫忙，由衷感激…感謝第六分局西屯所洪副所長，尤其特別感謝

有同理心的譚警員犧牲睡眠，如同找自己親人般地協尋，忙了一整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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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辛苦地受理筆錄的呂警員…感謝人：新北市民陳○○」。民眾對於本

市治安大多存有刻板印象，覺得治安不好，但是透過我們的努力，民眾可

以感受到警察的可信、可靠、可愛、值得親近，感謝警察局長的領導，基

層同仁為一位失智老人的失蹤，犧牲自己的下班時間騎機車協尋，終於找

到失智老人。本人在此向警察同仁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並已將此信件

轉交予警察局長，請邱局長給予同仁適當的鼓勵及表揚。(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二、最近本人於週末跑行程，偶爾到若干飯店遇到民眾打招呼，告訴本人臺中

的飯店住房率很高，顯示臺中市很吸引人。清明連假即將到來，請觀光局

規劃每逢連假如何吸引更多人潮至本市遊玩。(辦理機關：觀光局) 

三、 本次會議提案第二案「財團法人臺中縣勞工福利基金會」，該基金會因成

立之初為原縣府預算及民間捐贈，未含原臺中市預算投入，故仍以臺中縣

為名，其章程總說明之服務對象也限制原臺中縣境內，所以本案送至議會

勢必引起爭議。目前很多人民團體改以大臺中、臺中直轄市等名稱予以區

隔，亦可透過本府挹注資金或向民間籌募資金等改變資金比例的方式，解

決名稱沿用原臺中縣的問題，請勞工局妥善協調基金會的意見。由於本案

為該基金會 103年度預算，時間緊迫需送議會審議，爰本案仍先送本市議

會審議，同時請勞工局持續與該基金會溝通，盡可能將基金會之服務範圍

擴大為全臺中市，以求長遠體制之發展。(辦理機關：勞工局) 

四、 有關水利局「臺中港特定區南山截水溝整體治理工程辦理情形」專案報

告，近日到地方談到本工程，許多民眾都表示關心及肯定，同時也會詢問

何時開始施作，尤其是沙鹿區、龍井區等民眾非常關心。目前已開始進行

局部工程，整體施作工程之進度期程，請水利局研議如何宣導，以使民眾

清楚瞭解目前已做了那些、大型工程何時開始施作等相關進程，並請提供

資料予市長、副市長、相關區長以適時說明及宣導。 

本案是十分重要的工程，除了本府按照期程編列預算外，將請經濟部水利

署協助完成臺中港特定區市管區域排水計畫堤防預定線的審查；並請中央

相關部會在後續 6年 660億「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預算，以分年分期

方式補助本府辦理工程；另外請農委會水保局、內政府營建署持續協助本

府辦理大肚山上游坡地水土保持工程以及下游雨水下水道工程，才能讓整

體計畫達到預期目標。(辦理機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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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建設局吳局長報告之「市政路（環中路至工業區一路）開闢工程」已

獲內政部營建署核定納入 104 年-107 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補助，總經

費約 43 億元，本府負擔 27%，工程由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市長非常重視

本工程，工程在西屯區非常感謝楊委員瓊瓔協助爭取，本府將按照程序編

列預算，以儘快達成此重大建設，亦請建設局將此交通建設願景及未來推

動期程加以宣導，以利民眾瞭解。(辦理機關：建設局) 

六、有關水利局劉局長針對近日媒體報導特別澄清兩件事，會後請水利局以新

聞稿方式向媒體說明本府執行過程： 

(一)上週監察委員至本市巡察，有民眾向監委陳情本市「南屯區公 93 公

園滯洪池工程」有圖利開發商之嫌：水利局表示目前中央採行總合

治水、分區改善、多重防護之策略，以降低排水逕流量，打造海綿

城市。本府依此策略，分區尋找適當地區設置滯洪池以改善淹水問

題，本工程特別感謝都發局向內政部營建署爭取城鄉風貌經費 650

萬元辦理，並於今年 2月 8日完工，可提供 7,000立方公尺滯洪量，

有效降低下游惠來溪的排洪負荷及上游黎明社區的淹水風險，是一

項雙贏工程。此外，本府也透過楊委員瓊瓔於中科后里基地爭取設

置兩處滯洪池，以提供 56,000立方公尺滯洪量，解決后里市區之淹

水問題。目前本市滯洪設施已超過 120 萬立方公尺滯洪量，水利局

將持續興建滯洪設施以增加滯洪量，解決淹水問題。 

(二)有關「清水區鰲峰山公園整建工程」將移植大量樹木一案：水利局為

進行園區樹木盤點及調查，因此於樹木貼上編號，經統計共有 74株

大樹，但並非全面移植，依目前工程規劃僅需移植 4 株。另外，經

與當地人士討論，將於後參道種植櫻花，至其他地方團體建議種植

之原生種樹木苦楝樹、相思樹等，規劃於公園外之未開發區逐年種

植。(辦理機關：水利局) 

七、上週監察委員高鳳仙與劉玉山至本市大里區巡察，劉委員特別關心因選舉

將至，原縣區邊緣化之議題又再度被關注。在此感謝研考會整理一份詳細

資料，藉此資料蔡副市長特別向監察委員解釋，合併三年多來，本府於原

縣區投入許多建設經費，以大里區為例，100萬元以上的建設，每年至少

投入 3 億多元經費，相較合併前僅有 1 億多元經費，成長 261%。另外，

位於大里區的臺中軟體園區開發期程最短、招商最順利，之後尚有大里國



 4 

民運動中心的建設，所以根本沒有邊緣化的問題。請各局處首長至地方宣

導時，妥善利用研考會的資料以數據呈現本府建設成果。(辦理機關：各

機關) 

八、上週末全臺各地舉行反核遊行活動，市長提出「緩核」的概念，以積極尋

找替代能源，逐步減少對核能的依賴。本市於替代能源的發展上具有三大

優勢，第一是水力發電，以大甲溪德基發電廠為主，年產量達 1,140百萬

瓦(MW)；第二是風力發電，本市沿海地區是臺灣最優質的風場之一，陸續

有企業向本府申請增設風力發電設備，目前年產量 42 百萬瓦；第三是本

市的最大優勢-太陽能發電，光是友達森勁太陽能發電廠年電量就達 9.2

百萬瓦，全市太陽能年發電量達 30 百萬瓦。由政府部門提供公有建物屋

頂設置太陽能板的年發電量也有 360 千瓦（KW），例如教育局及警察局的

建物屋頂多已設置太陽能板，而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也在設置中，希望未來

各局處都能提供更多公有建物屋頂出租，廣設太陽能板。本府都發局也積

極鼓勵本市各大樓於頂樓、屋頂設置太陽能板，期望達到 5,000棟的目標。 

本人認為，反核的同時必須思考能源從哪裡來？若臺灣要建立一個非核家

園就必須加速替代能源的開發；再者，也必須體認到替代能源需要付出更

多的電費成本，因此大家更需要節約能源。 

另外，針對徐副市長指示，希望經發局與環保局共同努力，針對龍井區臺

電火力發電廠污染排放量進行管理及減量，以督促臺電公司改善相關設

備。目前本府制訂之「臺中市低碳城市發展自治條例」正在等中央核定，

中央核定後，本府即可依據該條例擬訂相關規範，要求大型企業、工廠提

報自主管理計畫，以進行污染排放量之管理，逐步降低本市溫室氣體及空

氣污染物排放量。(辦理機關：經發局、都發局、環保局、各機關) 

 

伍、散 會：上午 10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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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51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3年 3月 10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組織規程」第

七條、第十三條修正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2 勞工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縣勞工福利基金會」

103年度預算書，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並請勞工局與

該基金會持續協調基金

會名稱及服務對象等事

宜。 

03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南屯區黎明段1382

地號等24筆市有非公用土地及東區練武

段75建號等2棟市有非公用建物提案，敬

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墊01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102年度公所

辦理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者現地勘查

補助計畫」之經費新臺幣2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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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02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市辦理103

年度「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之

經費新臺幣2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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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03 

客家事務

委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3年度小

學客家講古比賽活動」及「103年高中職 

客家美食烹飪比賽」經費新臺幣100,000

元整(講古比賽及烹飪比賽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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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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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04 文化局 

為財政部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霧峰光

復新村省府眷舍文化景觀ROT可行性評

估計畫」、「臺中市歷史建築林懋陽故

居及楊逵紀念館OT案前置作業計畫」之

經費新臺幣290萬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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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

「建構心智障礙者雙老高風險家庭服務

模式試辦計畫」（計畫編號：

1031G2372-2）計新臺幣99萬元整，辦理

經費先行墊付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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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