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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53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年 3月 5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地點：新市政大樓 9樓市政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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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謝農業局對於本市農民的關懷及用心，繼去年荔枝盛產，農業局收購

加工為荔枝汁後，今天，各位桌上看起來簡單的兩瓶椪柑果汁，也是農業

局為解決去年椪柑盛產的問題，而想出來的方法，大家可能只嚐過柳丁榨

汁，但嚐過椪柑果汁之後，會讓人有驚艷的感覺，廠商花了幾千萬元研發

出椪柑的榨汁方式，不僅保留了椪柑的鮮甜，也很可能是世界第一，特別

趁此市政會議的場合，好好為椪柑果汁推廣行銷，讓民眾享受新鮮又健康

的椪柑果汁之餘，同時也能穩定椪柑的市場價格，進而達到照顧本市農民

生計的目的。另外，大安區出產的海藻豬，在市府及公所的大力行銷下，

聲名大噪，連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先生也對海藻豬展現高度興趣，除

請農業局提供海藻豬的相關資料給嚴先生參考之外，其他廠商有興趣我們

也很歡迎，期望藉由市府的大力推廣，進而打響臺中優質農特產品的名

號。(辦理機關：農業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二、本人在此宣讀一封信，「…縣市合併後，市府的人事問題浩大艱辛，本人

多次前往市府洽公，感覺市府同仁都很認真，尤其都發局營造施工科同

仁，桌上案件堆積如山、電話響聲不停、廠商催案件聲音更是此起彼落，

然而，由於案件數量實在過於龐大，即使同仁為維護民眾權益而努力加

班，仍無法回到合併前的效率，在此懇請市長加派人員協助該單位，一方

面照顧市府同仁的健康，同時也讓案件的辦理更有效率。」這封民眾來信，

其實是去年 1月 20日寫的，在我這裡放了近 14個月，期間我與人事處一

談再談，亟思解決之道，直到今年 3月間，相關機關告訴我問題大致解決

後，再與來信民眾取得聯繫，民眾表示「情況已有明顯改善，祝市長及夫

人身體健康。」至此，我才能確認民眾已滿意我們的改善措施，我也將致

贈民眾簽名書本乙冊來表達感謝，本案也才能正式簽結。在此提到這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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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始末，除了表示對同仁認真努力的肯定之外，也藉此重申本人向來強

調「輕易結案是種罪惡」的理念，請同仁務必站在民眾的立場思考，不要

將民眾反映問題輕易結案。(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人事處、本府各機

關、各區公所) 

三、第二封信，是一位住在文心森林公園附近的市民所寫：「…今年本市的龍

年燈會在文心森林公園舉辦，對於日前有市議員質疑市府以 2,000萬元舉

辦燈會,認為有弊案的媒體報導，我認為如此批評實與事實相差太遠，此

次燈會不僅有主燈秀，活動內容也精采萬分，幾經思考決定寫這封信表示

我的想法。我是泛綠選民，不喜歡中國大陸，然而此次燈會讓我有不一樣

的感覺，我每天都會到文心森林公園運動，今年過年期間，我看見二十幾

位身穿四川自貢市燈會背心的師傅從早到晚為燈會施工，不僅工法仔細，

做法也很有創意，讓我對中國仿冒投機的想法稍有改變，而體認到中國的

進步有其道理；而在過年初三、初四，更看到有戴著觀光旅遊局帽子，上

頭寫著科長的人，在監督燈會的施工，大過年還這麼盡職，更讓我扭轉對

公務人員散漫的刻板印象。在此表示對市府成功舉辦燈會的肯定，同時也

希望臺中市的市政可以越來越好，我們也將以身為臺中人為榮。(辦理機

關：觀光旅遊局、本府各機關) 

四、第三封信，是一位住在西屯區的市民所寫的：「市長您好，本人小兒由於

已滿 20 歲，要出國依規需先行辦理役男出國許可，然而由於本人一時不

察，眼見出國在即，卻忘記申請，幸得西屯區公所兵役課吳國慶課長大力

幫忙，而得以順利取得出國許可。此事原本是歸因於本人的疏忽，抱著估

且一試的想法致電公所，沒想到接電話的吳課長立即熱心幫忙解決，並通

知我星期日一早就可以到公所取資料，完全沒有印象中公務員推拖不理的

心態。公務員對外代表市長及市府團隊，很慶幸在市長領導下，市府同仁

都能苦民所苦，覺得相當感動，除表示對市府的肯定之外，也懇請市長給

予吳課長適度獎勵…。」民眾對市府的認同，我們很感謝，也請民政局予

以案內同仁適度獎勵。(辦理機關：民政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五、本人曾在市政會議上提過，能不能在本市尚未開發的空地上撒下草花種

子，讓花卉盛開、進而美化市容的想法，我覺得很多區公所都做得很好，

但是本府一級機關似乎沒有努力去做，可能與我當時未指定辦理機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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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而民眾也很關心這個問題，除來信提醒我們太硬土地不適合種花，應

翻動表層土壤再播下花種之外，並熱心寄來這本「野地的花」，裡頭有兩

百種野地花卉可以參考，這本書我想交給建設局參考。另外，對於近來賞

櫻的熱潮，其實六七年前我就有種櫻花的想法，但當時景觀科告訴我，學

者專家認為臺灣山櫻在平地不適合種植，但是，今年本市的平昌里不僅櫻

花盛開，更是廣受好評，對此，我們應該要好好想想在各自的業務推動上，

是否要再更加投注心力。另外，針對明年的賞櫻熱潮，我們也一定要預為

準備，請觀光旅遊局協調聯繫並請區公所幫忙，集結本市賞櫻地點資訊，

製作一份本市的賞櫻地圖，印出來給民眾並在網站上公布，不僅提供民眾

賞櫻花的資訊，同時也可以分散賞櫻人潮。同時，我也在此感謝徐副市長，

於上個月的行政院院會上向中央提出解決明年賞櫻季本市交通問題的請

求，不僅獲得院長明快的裁示，並且指派退輔會作為窗口處理相關事宜，

本府觀光旅遊局也很積極，很快就簽出建議改善方案，未來觀光旅遊局要

好好配合中央，將明年的賞櫻活動辦得更好。(辦理機關：建設局、觀光

旅遊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六、本人週末到大雅區參加小麥文化節，覺得活動舉辦得非常成功，人潮洶

湧，報上甚至估計有十萬人參加，我覺得應該要好好研究擴大舉辦，將活

動延長為 7 天或 10 天，推廣成一個麥浪季，請觀光旅遊局涉入協助；另

外，我知道當地社區發展協會還打算讓孩子乘坐收割機，以親身體驗的方

式感受活動的魅力，可以看出大雅區絞盡腦汁、吸引人潮的積極努力，難

怪活動辦得如此成功，不過，也請注意體驗活動的安全性，避免意外發生。

另外，新社區及大甲區也都在積極舉辦活動，我也相信每個區都有其特殊

的地理環境及人文風情，各位區長可以好好規劃，發揮各區的特色。(辦

理機關：觀光旅遊局、大雅區公所、各區公所) 

七、大約三個星期前，營建署公布了一項全臺爛路的評比，沙鹿區有條路名列

爛路第二名，建設局同仁很積極，報載當天一早就已派員實地勘查，並對

評比不佳原因進行了解，結果發現最大問題是交通號誌不理想，次要問題

則是溝渠雜草太多，再向營建署深入了解後，我們才知道，這些道路是由

中央隨機抽樣而來，而非針對全臺道路進行全面總體檢，而評比的指標也

很多樣，與民眾對爛路應是地面滿佈坑洞的認知有所不同，但是，不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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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仍在此勉勵同仁，我們是認真的團隊，當看到對臺中不利的情形，都

要深入了解並積極改進，即使是一點小問題都要好好檢討，未來才能做得

更好，並得到市民的認同。(辦理機關：建設局、研考會、本府各機關) 

八、最近很多人在關心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訂定的進度，議會開議後，議員

也一定會關心這個問題，提醒農業局對此自治條例制定的進度好好掌握，

並積極辦理，讓本市的老樹都能受到法規的保障。(辦理機關：農業局) 

九、東勢區葉區長用了二年半時間，積極向國有財產局爭取 88 公頃土地，原

本打算用於興建客家圓樓文化園區，但是依目前農業局的規劃，該用地將

劃設為原住民的公墓用地。關於此案，究竟應考量東勢區 80%客家族群的

需求使用，或依農業局規劃作為原住民公墓用地，亦或是徐副市長建議的

花卉銀行、多樣性植物園區等用途，何種用地規劃較符合民眾期待？請徐

副市長協助進行了解並介入協調，就該用地未來如何使用好好規劃。(辦

理機關：農業局、客委會、原民會、東勢區公所) 

十、有關廖技監德淘「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業務推動專案報告」。為減輕市庫

負擔，除請各機關依財政局建議積極向中央爭取各計畫型補助經費之外，

由於本市為中區低碳示範城市，依中央規劃應有 3 年 50 億元的低碳專案

補助，中央補助窗口為行政院環保署，因此，請環保局彙集各單位提報計

畫後，全力向中央爭取低碳專案經費。另外，低碳白皮書已定稿，請各機

關全力配合落實，共同打造本市成為符合世界潮流的低碳城市。(辦理機

關：財政局、環保局、本府各機關) 

十一、目前本市的重大建設計有 34 項，除了有些例如 BRT 的建置或治水防洪

等全市性的重大建設之外，很多例如豐富專案或中部軟體園區等計畫都是

地區性的建設，並分布在各區，除請各權責機關全力推動之外，也請於推

動及執行過程中，務必與該區公所多加聯繫，讓各區公所了解建設計畫的

內涵，並使計畫的推動更順利。(辦理機關：研考會、本府各機關、各區

公所) 

十二、有關觀光旅遊局張局長「大臺中地區纜車興建推動情形專案報告」。為

有利本市新大線纜車及雪谷線纜車的推動，請觀光旅遊局儘速簽辦成立跨

局處的「空中纜車計畫推動小組」，以進行協調、用地取得規範制定等協

調整合事項，另由於相關用地涉及都市及非都市土地，因此需要都發局及



 5 

地政局的協助，也請將此 2機關納入推動小組，俾利纜車興建計畫的推動。

(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 

十三、有關研考會廖主委「隱匿性服務稽核暨 1999 臺中市民一碼通辦理情形

專案報告」。今天頒發了「100年度隱匿性服務稽核績優服務人員」的獎項，

很感謝這 20 位同仁的認真與努力，發揮為民服務的精神，也提升了市府

整體的服風氣，讓市府越來越好。另外，蕭副市長也提到，隱匿性服務稽

核的工作很重要，警察局及消防局由於工作性質特殊而未納入評比，未來

建議也可參考隱匿性服務(神秘客)計畫的精神與內容，建立一套內部實施

的制度，以進一步提升服務品質，也為市府的整體形象加分。最後，也要

感謝謝謝研考會推動 1999 一碼通的努力，並請各機關隨時配合更新 1999

資料庫內容，俾利提供民眾最新資訊，以維護 1999專線的服務品質。(辦

理機關：警察局、消防局、研考會) 

十四、行政院農委會證實臺灣出現雞隻 H5N2 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本市雖無

疫情發生，但彰化縣已有疫情傳出，除召開緊急防疫會報之外，也請農業

局務必加強消毒防範及相關措施，全力防堵疫情的發生及擴散。另外，有

關農業局蔡局長提到，原臺中縣原有 14 位獸醫，合併後改為技士，致使

目前防疫工作僅依靠動保處同仁而有人力不足的情形發生，為強化防疫能

力，農業局蔡局長提出將獸醫回歸動保處統一指揮調度的建議，請人事處

予以協助，並與民政局好好研議人力配置的問題，以利提升本市防疫能

力，為民眾健康把關。(辦理機關：民政局、農業局、人事處)  

十五、有關財政局近期進行閒置或低度利用建物調查乙案，請各機關依財政局

意見，積極配合全面清查並於 6 月 20 日前填報相關表冊送財政局彙辦，

財政局除就閒置市有建物予以列管之外，並將提供機關學校評估是否有使

用需求，以期活化利用閒置建物，並減少現有建物閒置或低度利用的情

形。(辦理機關：財政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十六、有關秘書長提到，目前雖然有共同供應契約作為各機關採購管道，然而

採購量大時單價仍可能比共同供應契約還要低，因此，秘書處曾行文各機

關，請各機關儘速辦理採購業務，不要到了年底，迫於時限才用共同供應

契約來採辦，無法達成節省經費的目的，因此，在此請各機關依秘書長的

建議及提醒，務必及早進行公告金額案件的採購並落實推動，以節省市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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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陸、散 會：上午 11 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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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53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1 年 3月 5 日)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民政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里民大會及基層建設

座談會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十九條及

第二十五條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02 財政局 
檢陳本府遴選本市市庫代理銀行案，敬

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03 建設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寬頻管道管理辦法」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4 建設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共同管道管理辦法」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5 建設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

治條例」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6 文化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辦法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四條

附表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7 主計處 

本市101年度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

其綜計表，業經本市議會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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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分，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主決議」遵

照議會決議辦理；「附帶

決議」移請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列管。 

08 環境保護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固定污染源異味排放

標準」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保留，並請環保局與

相關機關再行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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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墊01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

理局核定同意補助「101年度原住民文

物館改善計畫」之經費新臺幣4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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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1年

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101年度辦理

原住民兒童及青少年輔導計畫」之經費

新臺幣17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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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同意補

助「101年度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計

畫」、「101年度原住民保留地分割地

籍整理計畫」及「101年度原住民保留

地土地管理資訊系統維護及異動更新

計畫」，就未編列於101年度總預算差

額之經費新臺幣14萬3,5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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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為行政院教育部核定同意補助「101年

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計畫」之經費新臺

幣17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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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同意補

助「101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部落水資源

規劃及供水第三期計畫-簡水系統輔導

管理計簡易修復及養護計畫」之經費新

台幣704萬元，本會需編列配合款計176

萬元，合計880萬元，本年度補助款追

加預算4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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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

「101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族

社會教育學習型系列活動實施計畫」之

經費新台幣2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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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