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中市政府第 339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5月 7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沙鹿區公所五樓大禮堂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計 9 案墊付案，決議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詳

如附件）                                        記錄：陳姿伶 

伍、指（裁）示事項： 

一、各位同仁大家早安！今天很開心能夠來到沙鹿開市政會議。這幾年

我們在沙鹿投入相當多的建設，特別是造成地方很大困擾的淹水問

題目前正逐漸改善中，以靜宜大學周邊為例，過去逢雨必淹，透過

雨水下水道、滯洪池、野溪整治等改善工程，近年未再出現淹水情

形，當地居民終於不用屢屢在雨季來臨時辛苦地涉水通勤。此外，

近年來市府也積極建設海線，包括成功引進日本三井不動產在臺中

港投資的 Outlet Park即將於年底開幕，也期望成為領頭羊角色，

讓更多資金流入海線；加上高美遊客服務中心公 69 新建工程，及

梧棲發展觀光漁港等工程，海線已有重大改變。另外，臺鐵成功追

分雙軌化先前也已開始推動，未來海線進入市區的班次將提高到一

天四十幾班，約半小時就有一班，便利海線民眾搭乘，配合「海線

雙港副都心」規劃，整個海線從高美、梧棲，轉變為大甲溪南與溪

北將可一起共榮發展。(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上週市政與大家分享如下： 

(一)行政院支持藍線延伸臺中港：很高興在上星期一藍線延伸臺中

港的規劃評估獲得行政院國發會的認同與支持，捷運藍線西起

臺中港行經沙鹿車站、臺灣大道進入市區，與捷運綠線在市政

府站共站，串聯形成十字路網再進入臺中大車站，很感謝行政

院對我們的支持，也謝謝賴清德院長今年初對臺中市民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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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真 123」承諾，也就是「1 次核定、2 條軌道、串聯 3 個

城市」的支持。地方的市政推動需要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也

期望未來能持續深化中央與地方的合作關係。(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二)蔡英文總統蒞臨臺中視察花博防災及豐原社宅，深化中央地方

合作：上星期四（5月 3日蔡英文總統也來到臺中視察花博的

防災演習及豐原安康段社會住宅，這場規模盛大且層級拉高至

國家等級的災防演習，展現我們對災害防救的決心，因為我們

對於活動安全上的缺失絕對是零容忍，有信心保障今年底的花

博盛會，能讓民眾玩得安心。另一方面，蔡總統也視察臺中第

一處完工的共好社宅－豐原安康段，我常說要做就要做到最

好，「三好一公道」的社會住宅不僅是提供地段好、建物好、

生活機能好及價格公道的社會住宅讓民眾居住而已，搭配全國

獨創融入長照、幼托、青年創業及社區營造等多元功能的共好

精神，臺中的社會住宅將會是全國領先的典範。(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三)花博卡吸睛亮相，設計感領先全國：領先全國的還有我們對設

計美學的堅持，上星期二（5月 1日）眾所期待的花博卡終於

正式亮相，這張設計獨特的花博卡也在網路上掀起一波好評，

網友甚至票選臺中的花博卡為全國最好看的電子票券！花博

卡目前申請已經突破 100萬張並持續增加中，功能豐富且兼具

設計美學的卡片值得大家珍藏，也盼藉此凝聚市民認同及城市

光榮感。(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后里國中聯外道路拓寬完工，紓解花博交通：后里國中聯外道

路拓寬已於上星期五（5月 4日）正式完工，今年年底的花博

盛會其中一個主要展場就在后里，后里國中這條聯外道路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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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甲后路、山線路、公安路以及國道 4號從神岡系統交流道跨

越大甲溪到后里的道路，完工後不僅方便在地居民也便利外地

來參觀花博的旅客，有助地方繁榮發展。此外，后里成功路延

伸至南村路也同樣在上星期五正式完工，該工程改善了成功路

往南無尾路的狀況，縮短城鄉差距之餘也能發揮紓解花博南北

向觀光車流的功能。(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文心路首段路平完工，文心路呈現嶄新風貌：文心路路平第一

段工程（公益路至大墩七街）已於上星期一（4 月 30 日）完

工，拓寬的人行道加上平順美觀的路面讓文心路呈現嶄新風

貌。我們路平成果也受到中央的肯定，除連續 2年獲得內政部

評比全國第一，今年 4月底我們再獲得內政部營建署第 3階段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補助，總經費高達 10 億 4,678 萬元，感謝

中央再度對我們路平專案表示支持並提供資源，也請建設局在

第一段路平目標達成後，儘早規劃並執行「路平 2.0」計畫，

讓更多路面煥然一新，也讓用路人的安全更有保障。(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 

三、今日與會之尤碧鈴議員、王立任議員與楊典忠議員所提建議，也請

各權責機關研議辦理： 

(一)尤碧鈴議員：整體而言，在市府的努力下，海線的淹水情形與

各項發展均已有初步成果，惟梧棲大排水質惡臭問題仍未有顯

著改善，建議市府應採治本方式改善水質；安良港大排之布袋

蓮成長快速影響水流，也希望市府儘速清除、疏濬後重新加以

整治、規劃。高美濕地遊客眾多，應儘速改善當地交通，同時

將濱海橋予以拓寬重建，以因應大量造訪之遊客。道路方面，

也建議市府儘速將東晉七街打通至東晉六街，同時由於英才路

口至沙田路口的路平仍未完全完工，期盼市府早日完成，以提



 4 

供用路人安全的道路環境。三井 Outlet Park年底即將開幕，

地方都相當期待，建議市府再融入社區營造的概念，讓遊客來

到三井 Outlet 時也能一併走訪梧棲老街，帶動地方整體觀光

發展。(辦理機關：建設局、水利局) 

(二)王立任議員：大肚山區湧泉資源豐富，建議可打造成為親水公

園等做法，不僅提供市民親水環境，也能妥善利用珍貴之水資

源，可謂一舉多得。此外，臺中擁有海空雙港，前景看好，尤

其清泉崗機場已升格為臺中國際機場，期盼捷運藍線未來能與

國際機場銜接，讓旅客移動更加便利。(辦理機關：建設局、

交通局) 

(三)楊典忠議員：肯定市府致力於海線防洪整治工作，有效改善沙

鹿長年以來的淹水情形，也期待市府藉由規劃安良港大排、清

水大排等整治計畫，進一步提升地方防洪能量。(辦理機關：

水利局) 

四、臺中的建設是以上位政策作為起點，翻轉過去的單點建設，針對未

來的 4年甚至 8年所進行的完整規劃，除了都發局對海線雙星已有

完整發展藍圖，以大肚山產業發展為例，經發局對工業區土地利用

進行整體性規劃帶動關連工業區的發展，也重新定位離岸風力發電

已解編的土地，奠定基礎建設的同時，各項產業政策、交通發展、

環境營造等也都是我們努力的目標。此外，在海線的規劃上，我們

以雙港計畫、清泉崗國際機場、臺中港 2.0等為發展項目，並以雙

港副都心 50 萬人口生活圈致力基礎建設，同時透過招商引資全力

發展海線經濟。經過市府團隊的努力，這三年來的施政成果，讓人

民最有感項目是臺中雙治（治水與治安），治安改善顯現在具體數

據表現上，治水方面則表現在淹水情形的改善與各項水利工程施

作，今日水利局播放的影片，在地里長認同治水有成的現身說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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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信力，同時也是對市府團隊的最大肯定，未來我們將持續以整

體流域治理概念，打造臺中成為具有永續韌性的宜居城市。(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今日水利局專案報告「臺中市防汛整備及易淹水地區水患改善成

果」裁示如下： 

(一)落實防汛作為，邁向智慧防災： 

1、 滾動檢視本府「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請消防局滾動檢

視本府「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訂有水旱風震等共 12

種災害類型），並請各機關積極因應以保障市民安全。(辦

理機關：消防局) 

2、 檢討提高防洪標準並落實清理作業：本國防洪標準已不符

合現今氣候變遷需求，除請水利局持續進行各行政區區域

排水及雨水下水道系統重新檢討防洪標準，並依災情開設

水情監控小組之外，也請環保局、建設局及各區公所依 4

月份召開汛期前進度管控會議決議，持續針對所轄進行清

理作業，從根本提升排水及滯洪能力。(辦理機關：建設局、

環境保護局、本市各區公所) 

3、 協力建構智慧防救災系統：水利局運用既有「地理防災資

訊系統」及「臺中水情 APP」建置智慧庫房監控系統，以

手機、電腦全天候監控庫房檔案安全，打造科技化智慧監

控庫房，在去年第 15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脫穎而出，成

為地方組唯一獲獎的工程機關，相當難得。未來更應積極

整合，加入本市即將成立的智慧應變暨交控中心以及籌劃

中的水湳智慧城「智慧營運中心」。(辦理機關：水利局) 

(二)由社區到學校，強化自主防汛能量：106年度水利署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評鑑，全國 50處獲獎社區本市就占其中 10處，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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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全國第一。除了請新聞局協助宣傳、鼓勵民眾下載臺中水情

APP提高防汛意識之外，也請水利局今年賡續辦理防汛演練及

教育訓練，並安排優良防災社區經驗分享，讓更多社區加入自

主防災的行列。此外，也請教育局推廣本府建置「防災教育資

訊數位平臺」，讓學童防災意識從小札根。(辦理機關：教育局、

水利局、新聞局) 

(三)營造水環境：河川整治不只要防洪安全也要兼顧生態多樣性，

因此，我們以生態工法進行南勢溪環境營造工程，除請水利局

持續與環保團體重申本府南海溪蟹保育的立場外，南勢溪 9月

完工之後亦請水利局加強臺灣原生種植物的栽種，同時亦請農

業局及沙鹿區公所加強周邊有機農業輔導或宣導減少農業用

藥，屆時豐富的生態結合當地湧泉文化定能打造成為沙鹿觀光

亮點。(辦理機關：水利局、農業局、沙鹿區公所) 

(四)強化與中央合作： 

1、 環保署將升格為環境資源部，請加強與中央業務對接：行

政院會上週通過 6個部會的組織改革法案，原本「水利署」

的業務未來將 1 分為 2，將經濟發展有關的「河川疏濬治

理工程、工業用水調度」留在「經濟及能源部」，而與環保

有關的「水資源保育」業務則移到「環境資源部」，兼顧經

濟發展與水資源的保育。對此組織變革請水利局、環保局、

經發局與水利署密切聯繫，配合中央組改分工做好中央與

地方業務聯繫的無縫接軌。(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水利

局、環境保護局) 

2、 加強辦理前瞻 7.6 億元排水改善計畫：市府向營建署積極

爭取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目前已獲核定第一階

段（106 至 107 年）約 7.6 億元辦理「河川及區域排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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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改善計畫」，請水利局務必掌握各項工程期程，提高都市

防洪能量。(辦理機關：水利局) 

3、 積極爭取中央支持，突破用地瓶頸：筏子溪及旱溪均為中

央管河川，為能配合用地徵收作業發揮治水效益，水利局

已向水利署提出包括「筏子溪整治計畫（農路橋上游段及

東海橋下游段）」、「潭子地區截水道（柳川分洪至旱溪）」、

「旱溪大康橋計畫（國光橋至六順橋）」等請求協助案件，

初估用地徵收及工程經費合計高達四十多億元，請水利局

透過關心此案的立委持續向中央爭取資源挹注，全力突破

用地瓶頸。(辦理機關：水利局) 

陸、散會(上午 11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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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3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5月 7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1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107 年度臺

中市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行銷宣傳案」經費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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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局 

為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07 年度「前瞻

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建」-梨山分隊廳舍

遷建工程1,874 萬6,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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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7 年

度補助本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

「人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防治計畫」之細部

計畫「人畜共通之動物疾病防治(偶蹄類草食

動物)計畫」經費新臺幣18 萬8,000 元整，

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3 萬4,000 元

整，合計22 萬2,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18 萬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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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7 年

度補助本局(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107 年

死廢畜禽化製管理查核計畫」經費新臺幣13 

萬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2 萬

5,000 元整，合計15 萬5,000 元整，以上補

助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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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 年度補助本府農業局

(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強化偶蹄類草食動

物牛結核病檢驗保定工作計畫」經費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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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萬9,000 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

款4 萬6,000 元整，合計30 萬5,000 元整，

以上補助款25 萬9,000 元整，擬請同意辦理

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 06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7 年

度補助本局辦理「獸醫師管理與功能強化計

畫」經費13 萬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

合款2 萬3,000 元整，合計15萬3,000 元

整，以上補助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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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重要動物傳染病防治計畫」之細部計畫「寵

物及野生動物疾病防治」經費15 萬5,000 元

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2 萬9,000 

元整，合計18 萬4,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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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人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防治計畫」之細部

計畫「提升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率計畫」經

費42 萬2,000 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

合款23 萬元整，合計65 萬2,000 元整，以

上補助款42 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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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客家事務 

委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2018 臺中客家

國樂音樂會巡演活動」經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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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