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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334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4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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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姿伶 

伍、指（裁）示事項： 

一、各位同仁大家早安。最近地震頻仍，請市民多加注意，尤其臺中市

將有許多大型活動與工程，如花博、捷運、東亞青奧等，因此安全

問題特別重要。面對地震，從市府到市民都應該做好準備，才能於

災害來臨時有最好的應變，因此災害防救與應變演練相當重要，都

發局也可結合本市結構技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建築師公會等專

業意見，發布有關住宅安全結構等影音或圖文資訊，提供民眾運

用。此外，也因應清明連續假期的到來，特別感謝同仁們對於掃墓

接駁、消防安全等事宜的把關與辛勞。(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都市發展局) 

二、花博即將到來，與大家分享近期的進度： 

(一)花博園區籌備進度，再受 AIPH 會長肯定：我們特意將石虎列

為 2018臺中花博的吉祥物，是為了彰顯「Rediscover Green, 

Nature and People，生活、生產與生態共存」的價值。上週

一（3 月 26 日）我與 AIPH 會長 Bernard Oosterom、秘書長

Tim Briercliffe等人一同出席在東勢辦理的「國際庭園及國

際室內花卉競賽參展進度說明會」，他同時對我們的花博籌備

進度相當肯定，表示「彷彿已聽見花開的聲音」，令人欣慰。(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6 大企業館發佈記者會（3 月 30 日），打造票房亮點：這次花

博盛會在后里森林園區以及豐原葫蘆墩園區將有臺灣 6 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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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友達光電、臺中精機、正隆紙廠、臺灣土地開發、臺中市

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中區創業楷模企業）進駐，展現值

得驕傲的在地力量。6大企業館除了強調各自產業的特色，也

將融合科技與文化，結合市府 6大主題館，讓我們拭目以待年

底花博開幕的時刻!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市政建設： 

(一)另一個生產、生活相互帶動的投資喜事是繼臺中港三井 OUTLET 

PARK（3 月 20 日）上樑後，麗寶 Outlet Mall 二期計畫也開

始進行發包準備，未來完工後兩期店家數加總達 226家，將可

與花博作結合，帶動更多人潮。(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本市綠川整治成功效應仍持續發光，成為亮點，然而日前網路

有謠言指出綠川整治其實只是在原本的綠川上加個蓋子，將未

整治的污水藏在下方，上方則打造清水池塘，局部引入自來水

或是地下水。我在此要澄清，綠川為流動的活水，河水雖然分

為民眾看得見的上河道以及通過箱涵的下河道，但所有的水都

先淨化送到污水廠處理後才排入河道，而且綠川整治除了污水

改善外，我們更重視防洪安全。部分有心人士為了政治目製造

不實謠言，不但傷害了在地居民與商家，更傷害了臺中市民的

光榮感，這是非常不可取的行為，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

的，臺中市民絕對有智慧分辦真偽，也希望各局處首長要於第

一線捍衛市府所作的政策，讓市民看到我們對市政所做的努力

與用心。(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臺 61 線西濱快速公路「大安到大甲」以及「房裡到大安」高

架主線工程已完工並舉行通車典禮，目前中部路段只剩苗栗縣

境內白沙屯到南通灣「最後一哩路」預計在今年中（6月）打

通，未來從彰化王功交流道到苗栗通霄可提供一條南北向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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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系統，串聯中苗生活圈，不僅可以強化觀光經濟，對海線

地區的發展也會有極大助益。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花博是改造臺中成為花園城市的目標與策略，也因此整座城市都要

動起來。要成為花園城市，綠地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市府將持續推

動公墓綠美化，臺中市公墓約有 100 多座，目前停葬、禁葬約 50

幾座，倘若加速辦理禁葬與遷葬，將可以有許多綠地產生，請民政

局與建設局加速辦理。另外，我也認為，臺中近幾年的發展已受外

界肯定，包括交通、治安、水環境、公路網等，甚至空氣品質也是，

我們的施政建設都有數據為證，我相信只要讓市民看到願景、看到

城市未來發展的曙光，市民一定會願意等待。(辦理機關：本府各

機關、民政局、建設局) 

五、今日農業局專案報告「攜手打造石虎友善生活環境」裁示如下： 

(一)齊力落實石虎保育自治條例： 

1、 配合推動「石虎保育自治條例」：本市全國首創石虎保育自

治條例，已於上周 3月 26日第 333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送

臺中市議會審議，其中自治條例第三條涉及農業局、警察

局、民政局、新聞局、環保局、教育局、文化局、經發局、

觀旅局、都發局等 10個機關權管部分，也請加強辦理，不

只是要加強取締及保育工作，更要透過教育札根及融入文

化創意產業等積極作為，讓石虎保育意識深入全體市民。

(辦理機關：民政局、教育局、經濟發展局、農業局、觀光

旅遊局、都市發展局、警察局、環境保護局、文化局、新

聞局) 

2、 友善道路環境減少石虎路殺：依據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路

殺社）公布 2012 至 2017 年數據，有 54 隻石虎被路殺，

因此本府各項道路、水利、交通等公共設施請務必考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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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友善環境。此外，也請農業局加強宣傳本市府受理野生

動物救傷收容案件處理程序、鼓勵民眾通報、研議於石虎

易出沒處架設高架道路或其他減少路殺之通行方式，以挽

救瀕危動物，營造石虎友善環境。(辦理機關：農業局) 

3、 積極設置石虎保育基金：為利石虎保育有足夠資源挹注，

除了請農業局依自治條例規定儘速設置成立石虎保育基金

及訂定管理辦法外，也請張副市長督導，由農業局定期開

會督導相關局處推辦情形，並訂定相關獎勵辦法，讓自治

條例順利落實。(辦理機關：農業局) 

4、 后里區仁里里過去有「貓仔坑」之名，這個名稱的由來是

早期仁里里經常有石虎的出現，又社區的地形為山坡地型

的村落，本地居民就稱這裡為「貓仔坑」；正因如此，我認

為該地用花博吉祥物「石虎」導入社區意象將能產生良好

效果，請農業局與當地居民溝通，營造友善石虎環境地區，

例如減少農藥噴灑、石虎易路殺路段擺放警告標誌等，讓

石虎得以安心生存。(辦理機關：農業局、后里區公所) 

(二)跨縣市合作，提升保育量能： 

1、 中彰投苗攜手石虎保育：農業局已經規劃與苗栗縣政府進

行石虎保育合作簽署儀式（4月 3日），會後也請農業局提

案至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臺，擴大石虎保育宣傳益，發揮

區域治理效能。(辦理機關：農業局) 

2、 利用中臺灣農博加強行銷：今年中臺灣農業博覽會輪由苗

栗主政，請農業局與苗栗縣政府農業處研商，期透過 2018

中農博加強宣導石虎保育概念，也為 2018 花博暖身。(辦

理機關：農業局) 

(三)花博不只是臺中的活動，更是世界看見臺灣的機會，本市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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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邀請各縣市共襄盛舉之外，更應加強與世界之接觸，例如

日本琉球的西表山貓等，讓石虎成為花博的主角，讓石虎與城

市行銷作結合。(辦理機關：農業局、新聞局) 

六、今日多數墊付案涉及前瞻與中央補助，這三年來市府積極爭取中央

資源挹注數量與案件頗多，對外我們由北辦聯絡處為窗口，積極與

中央聯繫、爭取資源；對內則由研考會負責檢視各局處爭取之成

果，而目前中央給予臺中多項經費挹注，也代表我們的計畫值得肯

定，因此我認為應對市民加以宣傳，請新聞局及各局處將市府爭取

得來的好成績讓市民知悉；此外，也請財政局持續定期彙整各局處

提報爭取補助情形，各局處也須持續積極爭取中央資源，共同為臺

中市的建設而努力。(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財政局、新聞局、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陸、散會(上午 1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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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34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4月 2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 年度補助本局(動物

保護防疫處)辦理「加強飼料生產與衛生安全

管理計畫」經費5 萬5,000 元整，本府尚需

編列配合款1 萬5,000 元整，合計7 萬元

整，以上補助款5 萬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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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2 社會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7 年度「文化資產保存

維護計畫」（B類）補助本局辦理「歷史建築

臺中市市長公館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經費新

臺幣140 萬元整，本局配合款新臺幣60 萬元

整，合計新臺幣200 萬元整，僅新臺幣140 萬

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3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7 年度原

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第二次核

定)」經費計2,062 萬520 元整，尚有1,812 

萬8,896 元未及納入107 年度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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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1 批次防

洪綜合治理工程及107 年度生態檢核補助本

局辦理「霧峰區車籠埤排水1K+700~3K+700 

治 理 工 程 」、「 霧 峰 區 車 籠 埤 排 水

3K+700~5K+300 治理工程」、「霧峰區車籠埤

排水1K+700~3K+700 治理工程-2k+000 四德

九鄰橋、3k+718 北阡二橋、3k+837 無名橋

改建工程」、「大里區中興段排水治理工程」4 

案治理工程及「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107 年度)」，補助經費1 億1,640 萬元整，

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574 萬3,000 元整，合

計1億2,214 萬3,000 元整，以上1 億2,214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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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萬3,000 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

請審議。 

墊 05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補

助本局辦理「107 年臺中市生物多樣性保育

及入侵種管理計畫」經費80 萬元整，本府尚

需編列配合款60 萬元整，合計140 萬元整，

以上補助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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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文化局 

文化部107 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作業要點」規劃案

補助本局辦理「創意城市 生活首都－設計串

聯無限臺中」計畫經費390 萬元整，本府107 

年度同意編列配合款390 萬元整，合計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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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本

局辦理107 年度「農藥管理及品質管制計畫」

（計畫編號：107 管理-3.2-植防-3(1)）計

畫經費計43 萬5,000 元，擬請准予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8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7 年度原住民族土

地規劃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原住民保

留地權利回復計畫」經費95 萬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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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7 年度原住民族土

地規劃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原住民保

留地權利回復計畫-複丈分割地籍整理計畫」

之經費3 萬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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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10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B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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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類）」經費新臺幣3,110 萬8,850 元整，本府

尚需編列配合款新臺幣2,019 萬5,000 元

整，合計新臺幣5,130 萬3,850 元整，擬請

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 11 水利局 

經濟部核定本局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

三期）補助臺中市管河川、區域排水非工程

措施執行計畫書」，107 年度計畫所需經費共

計690 萬元整，其中中央補助款325 萬5,000 

元、本府配合款364 萬5,000 元，因經濟部

107 年3 月15日始核定旨揭計畫，未及納入

107 年度預算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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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水利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辦理柳川污染整

治及環境改善工程(中正公園至舊社公園截

流及淨水場)規劃設計計畫等6 案，總經費

6,502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3,576 萬1,000 

元整，本府配合款2,925 萬9,000 元整)，因

執行年度為107~108 年，就107 年度所需墊

付款為2,600 萬8,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為

1,430 萬4,000 元整;地方配合款為1,170 

萬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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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13 水利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臺中市綠川水質

現地處理設施委託技術服務乙案，總經費

1,0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550 萬元整，本府

配合款450 萬元整)，因執行年度為107~108 

年，就107 年度所需墊付款為400 萬元整(中

央補助款為220 萬元整;地方配合款為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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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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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14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

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第一

期，有關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空間修繕及購置

設施設備經費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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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

構0-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增設東勢

婦女館」(計畫編號：107OS002e)經費計500 

萬元整，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125 萬元整，

合計625 萬元整，以上補助款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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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本局辦理107 

年「強化農業資訊調查與預警制度(1)」計畫

(計畫編號：107 農糧-1.4-企-01)經費計222 

萬1,000 元，擬請准予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17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本局辦理107 

年「農產業保險試辦計畫」(計畫編號：107 農

糧-1.6-企-01(Z))經費計16 萬8,000 元，擬

請准予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18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

畫」經費150 萬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

配合款31 萬8,000 元整，合計181 萬8,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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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交通局 

為交通部核定補助本府辦理「水湳智慧城自

駕車試運行計畫」，107 年度補助經費計525 

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10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20 交通局 

為交通部核定補助本府107 年度辦理「國一

暨臺74 匝道及平面聯絡道號誌協控計畫」，

補助經費計4,000 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

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21 教育局 

衛生福利部106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106 年

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

畫」經費552 萬元整，擬請同意先行墊付，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臨 01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局辦理107年度「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文

化資源司)」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臺幣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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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 02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補助辦理文化部前瞻計畫-場館

營運升級「前瞻大臺中藝文發展計畫-厚植中

臺灣文化軟實力(二)」經費計新臺幣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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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 03 運動局 

教育部體育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參加

國際運動總會聯合會年會（ SportAccord 

Convention）計畫」經費178 萬4,607 元整，

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76 萬4,831 元

整，合計254 萬9,438 元整，以上補助款178 

萬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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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 04 教育局 

教育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教育部前瞻

基礎建設-國民中小學校園數位建設」等9 案

計畫，經費合計5 億1,242 萬9,200 元，本

府尚需編列配合款1 億3,690 萬7,000元整， 

合計6 億4,933 萬6,200 元整 ，以上補助款

6 億4,933 萬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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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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