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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51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 分 

貳、地點：霧峰區明台高中(政光科技大樓 6樓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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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今天來到霧峰區舉辦本年度第一次府外市政會議，首先要感謝霧峰

林家花園的後人也就是明台高中的林董事長，以及明台高中的林校長提供

這麼好的場地讓我們開會及參觀，同時也謝謝研考會及文化局的用心安

排，讓我們得以在此飽覽霧峰林家花園歷史建築的文化之美。除此，我也

建議研考會未來在舉辦府外市政會議時，應通知區長並邀請該區的議員參

加，讓地方上的需求有表達的機會，同時也藉由市政會議的場合加強地方

特色的行銷，其他機關的同仁也應秉持積極行銷的觀念，為大臺中的未來

發展盡一份心力。（辦理機關：研考會、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二、霧峰區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有臺灣省議會、霧峰林家及光復新村等重

要歷史文化建築及美景，但是來此開會的路上，我注意到有一處公車站樹

立了 7 個公車站牌，顯然是因為有七條公車路線才分別設置站牌，然而，

記得五六年前我在原臺中市就不斷的強調，一定要把公車站牌的整合當做

目標，整併後的公車站牌，不僅可解決站牌高低參差不齊及新舊不同產生

的紊亂情形，同時對於站牌上的廣告也能有效管理，請交通局好好規劃研

究。(辦理機關：交通局) 

三、在本府同仁的努力下，B 型流感及腸病毒在本市得到很大的改善，記得當

時我們率全國之先舉辦流感防制記者會時，中央還有點不太認同，恐怕因

而造成民眾的恐慌，但是經過我們對流感防治的加強宣傳，不僅讓市民對

流感有進一步的認識，同時也有效防堵疫情的擴散，這就是我常說「多做

一點點讓市民感動的事情」。因此，我要在此勉勵各位同仁，趁著舉辦府

外市政會議的機會，一路上可以用一個觀光客的角度來看看這座城市，有

哪些業務經管的部分可以透過我們的努力，讓城市的景緻更加美好，例

如，己超過宣傳期間的政令宣傳紅布條就應主動撤下，不能任由風吹日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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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顯得破舊及缺乏管理，部分營建工地也顯得雜亂無章，權責機關是否應

該適度介入，除此，日前在豐原到東勢的路上，看到路旁停車場的髒亂情

形，權管機關是否也應該進一步思考並尋求改善…諸如此類的事情，各位

同仁應積極任事，秉持為民眾多做一點的正面思考，相信我們的城市一定

會因為各位的用心而更加美好。 (辦理機關：建設局、交通局、本府各機

關、各區公所) 

四、為加強在地文化特色的行銷，今年本府文化局特別規劃了藝遊專車的活

動，本年一共分為 2 梯次並安排了 8條路線，讓市民可以免費暢遊本市的

各文化景點，由於活動規劃極為精彩，民眾踴躍參加而造成一位難求的熱

絡情況，雖然我知道目前因中央尚未進行公債法及財劃法的修法，而讓本

府各局處的預算編列顯得困難，但是為了盡量滿足民眾的需求，也請文化

局好好思考，能否再增加幾條路線及活動梯次，讓多一點市民可以參與本

府藝遊專車活動，享受本市的文化之美。(辦理機關：文化局) 

五、師大商圈店家因違反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管制等法規，而遭到臺北市政府

限期改善甚至勒令停業的新聞報導，在最近造成很大的風波，不僅店家面

臨停業的處分，臺北市政府也同樣形象大傷，對此事件，我們要認真省思，

本市在全力發展商圈以活絡經濟的同時，是否也有可能遭逢此類問題，請

以經發局為主、都發局為輔，好好思考一下，不要等到事情發生了再來處

理，而要預先規劃及準備，不僅能避免問題發生時與商家的對立，同時也

能確保市民的權益。(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都市發展局) 

六、日前營建署公布一項市區道路優劣考評的結果，本市沙鹿區的福德路雖不

是全臺最爛的道路，卻也是倒數第二名，業務主管機關應該好好檢討評分

落後的結果是否屬實及其原因何在，未來並要加以改進，讓民眾對道路平

整的基本要求能得到滿足。(辦理機關：建設局) 

七、有關霧峰區林區長提到的三項需求，第一是有關光復新村共十甲的土地目

前正在積極規劃中，但是規劃經費最快也要七月份第一次追加減預算通過

後始得以動支，建請先行解決此期間的維護經費問題；第二是有關乾溪兩

岸堤防依市長政見應規劃自行車道，另外也請增設路燈，讓區民可以多一

處運動健身的場所；第三是有關霧峰區後山上的步道對民眾而言是一處很

好的休閒去處，建議可以加強指標或指示牌，讓到訪霧峰的遊客可以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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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走走。我認為這三項建議都很好，請相關機關妥為研議辦理。另外，霧

峰林家對臺中而言是很有價值的文化資產，日前煞費苦心才整建完成的五

桂樓曾是梁啟超訪台下榻的建築，身在這美麗悠久的古蹟建物中，就好像

走在歷史中一樣，我知道新聞局目前正努力為霧峰林家爭取拍攝記錄片，

對此仍請新聞局積極向文建會爭取相關補助經費，同時我們也可以用募款

等方式來籌措財源，希望透過市府的努力，讓霧峰林家的美更為世人認識

與喜愛。(辦理機關：民政局、都市發展局、觀光旅遊局、新聞局) 

八、依經發局黃局長的報告，明天(2/21)上午 8 時起至後天(2/22)上午 8 時

止，本市第一供水區將停水 24 小時，影響戶數達到 22 萬 5,000 戶，對於

這項停水訊息，很多媒體都以為是由於民眾的抗議，自來水公司才將原本

36 小時的停水期間縮短為 24 小時，對此，我要加以澄清，其實經發局的

同仁很認真，也非常清楚停水對一般市民及工業區所帶來的不便，因此早

在三週前就將停水的訊息簽給我知道，並不斷地為民眾及自來水公司居中

協調，期使停水的損害減到最小，我要在此肯定經發局同仁為保障民眾福

址所付出的認真及努力，並請媒體朋友協助報導停水訊息，期望將停水帶

給民眾的不便降到最低。另外，徐副市長也提到，本市的供水主要仰賴豐

原區的供水場及鯉魚潭，豐原供水場的處理能量原本僅達 60%，未來能否

將處理能量提升到 100%，以減少未來停水時帶給民眾的不便，這部分也請

經發局進行了解。(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九、有關議會聯絡小組召集人張參議報告，議會臨時會預定 3 月 15 日召開，

自治條例修正案、墊付案件及相關追加預算等要送議會審議的案件，也預

計在 3 月 5 日前要送達議會，因此，請各位首長務必回去轉知同仁，務必

把握時間，在 3 月 5 日前先行完成提送市政會議審查的程序，以利彙送議

會審議。(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十、本市是中區的低碳示範城市，衛生局繼去年舉辦減重計畫有成後，今年再

接再厲推出減碳 101 計畫，鼓勵民眾多吃蔬菜少吃肉，在身體健康之餘，

同時也為節能減碳盡一份心力。另外，有感於本市許多蔬食名店，成功吸

引外地觀光客來本市旅遊，因此，我建議衛生局除了現有的蔬食推廣計畫

之外，請衛生局與觀光旅遊局好好研究在今年或明年舉辦一場全國養生蔬

食的烹飪大賽，在推廣蔬食美味的同時，也打造本市成為蔬食首都，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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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觀光形象加分。(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衛生局) 

陸、散 會：上午 10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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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51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1 年 2 月 20 日)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民政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設置及審議辦法草案」1份，敬請 審

議。 

本案保留，請民政局妥

為研議後再提送市政會

議討論。 

02 農業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3 教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山地地區公立國民中

小學自辦學生午餐補助辦法草案」1

份，敬請審議。 

部分文字修正後通過，送

法制局發布施行。 

04 交通局 

檢陳「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

辦法」第二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1份，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5 法制局 

檢陳「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

例第二條及第四條修正草案」1份，敬

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6 主計處 

本市101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業經本市

議會第1屆第2次定期會審議完畢，議會

審議意見經各機關依規區分類型為「主

決議」、「對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之決

議」及「附帶決議」三部分，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並請本府研考

會依規列管。 

07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體育處組織規程」第

四條及第十條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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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8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檢陳訂定「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場地及宿舍使用管理辦法草案」1份，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9 環境保護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鋼鐵業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10 環境保護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固定污染源六價鉻排

放標準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墊01 教育局 

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定補助辦理「臺

中市大甲區體育場風雨籃球場興建計

畫」等四案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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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局 

為內政部消防署補助「提昇山地鄉消防

救災效能3年中程計畫」之經費新臺幣

82萬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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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教育局 

為教育部匡列補助本局辦理101年度加

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

建計畫100年度第4階段公立國中小（含

幼稚園）校舍「補強工程（含設計監造）」

經費（屬100年度結餘款之保留重分配）

之暫列數額合計新臺幣3,517萬9,459

元（屬資本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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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01 都市發展局 

檢陳「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

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第五條修正草案

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