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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50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年 02 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9時 

貳、地點：新市政大樓 9樓市政簡報室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                               記錄：郭旭明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伍、指（裁）示事項： 

一、首先，感謝春節期間舉辦中臺灣元宵燈會、新丁粄節等活動之各單位，各

項活動參加的人數均非常眾多，而且今年是第一次燈會結束後，由傳統藝

術節接續開辦，另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龍騰媽祖慶元宵活動亦同步

於 6個地區辦理，所以今年大臺中應該於春節期間充滿著喜洋洋的年節氣

氛，而本人對於所有同仁的辛苦，在此亦表示最高的感謝，雖然活動期間

部分媒體或民眾抱持著嚴格的檢視眼光，檢視著活動過程中的不圓滿，但

這也是監督及促進我們將來能夠越辦越好的力量，所以截至目前為止各項

活動大致順利圓滿，當然我們也不能過於自滿，仍要繼續地加油，各單位

應要有：「不是辦得好不好，而是要更好」的心態，故請觀光局即日起針

對明年度燈會活動開始籌劃初步之構想。(辦理機關：觀光局、客委會、

東勢區公所、文化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二、明日即是情人節，在此預先祝福大家：「有情人皆成眷屬」，不論是親情、

友情或愛情皆一切順利。昨日報載豐原有一座橋，是情人們最喜歡的橋，

每年情人節時均有相當多情侶至該橋貼卡片，但近日聽說因鐵路高架化，

所以要拆除了，此事件引起了我一個想法，就是我們在於社會的需求及公

部門的創意間，大家均非常用心及努力，但是不是能更求突破，舉例來說，

明日是情人節，但是哪一個單位會在我們廍子的浪漫情人橋或桃花源橋等

類似的橋或景點，提前舉辦相關活動讓年輕人參加，例如：情侶至該景點

攝影，農業局則贈送或促銷水果…等方式，以促成一種社會風氣，並讓年

輕人有所依歸，這是值得我們思考之處，請主管市府形象之單位，不論是

新聞局、研考會…等單位均可納入參採，或是教育局亦可思考邀請林書豪

來臺中打球之可行性，或是由區公所邀某國外藝人至該區表演…等，各單

位遇到類此節日或事件均應妥為思考，雖然文心公園是最好辦燈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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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但觀光局是否有思考過讓中臺灣元宵燈會就像亞運或市運之模式一

樣，輪流於各區辦理，並邀請國內外知名藝人到場表演，以帶動燈會地區

之繁榮，所以我們應集思廣益，善用每一個人的創意，我敢保證大臺中的

未來，一定會更加繁榮，光看這一次的燈會相關活動，連霧峰的踩街活動

也有上千名民眾參加，所以每一個舉辦活動的單位，均非常具有自我挑戰

的勇氣及能力，當然一打開報紙，人行道有破洞、樹木修剪的太短…等小

事情仍會發生，但這也是我們需要改善之處。有一次我到潭子參觀民眾在

廟裡用米所排成的彩色龍，我立即找觀光局討論邀請專家至文心公園排米

龍之可行性，但觀光局表示此作品只能在室內展示，因為風吹或震動就會

被破壞，而做太小或用黏的，不但不壯觀且失去其巧藝，所以在文心公園

展示幾乎是不可行，但我的意思是為了大臺中的未來，市府由上至下均需

多加發揮任何的創意與想法。(辦理機關：農業局、新聞局、研考會、教

育局、觀光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三、談到創意，近日來各媒體都可以看見報導，原臺中縣許多區種的花卉均於

近期盛開了，本人原定連續二日都要至新社區，結果記者跑來問我為什麼

星期六、日都要去新社區，我說：「一個是區公所的活動，一個是農會的

活動，兩個活動都要我去，我就去啊!」記者說：「市長您每一趟來回就要

80分鐘，卻只在新社停留約 30分鐘」，這實在是新社的花開得美不勝收，

且活動也辦得非常成功，感謝前人種花後人享受，但是現在種花的地方從

后里到原臺中縣的很多地方都有，其實大家都可以想一想，與其讓許多空

地閒置，不如將新社區的成功經驗多多地推廣，難道原臺中市八區不能做

嗎?我們確實沒嘗試過，其實望高寮地區雖然清理了，但是沒有種植花卉，

實在有點可惜，在國外很多山坡隨便將花卉種子一撒，自然一陣子之後即

百花盛開，所以不論是山坡、隧道或是田野，與其使其荒廢成為髒亂點，

如臺中港新市鎮中心市地重劃案，每一次為了雜草重生而飽受批評，所以

現地政局專簽編列經費交由建設局管理，但不論由何單位管理，在還沒有

開發之前，可以先行種植花卉或給民眾種苗圃，勿使類似事件一再重演，

而各機關對於類此地點均應積極任事及發揮創意。(辦理機關：新社區公

所、農業局、地政局、建設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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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人非常感謝衛生局對於本次流感防治方面的推動及努力，其利用歌曲鼓

勵民眾洗手及宣導防治觀念，將一很可能變成災害的現象給遏止住了，緊

接而來是腸病毒及流感潛伏的危機，也拜託各單位配合衛生局的各項措

施，尤其是教育局，應儘量注意及防止這兩項潛伏的危機，以免變成社會

大眾的威脅。(辦理機關：衛生局、教育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五、上禮拜本人參加教育局所主辦的「臺中市公私立中小學校長研討會議」，

教育局所屬同仁均用心及努力地辦好本次的會議，使會議出席比率非常的

高，在場我提出一個重點及概念，就是「孩子第一」，就像我們在辦理各

項施政時的「市民優先」概念一樣，以民意為第一，但辦教育者，若不把

孩子視為第一，即失去焦點，故從孩子第一之立場思考，我們可以把營養

午餐辦得更好一點，當日研討會本人演講之主題為「讓孩子吃好一點」，

任何一位家長把孩子交給我們，均希望孩子長得快、吃得好、快樂的成長，

所以孩子在教育殿堂吃的東西即非常重要，而現在的營養午餐到底夠不夠

好?坊間有媒體報導營養午餐有毒，與軍中辦伙食一樣，買最低價格的食

材，一不小心就會傷害到小朋友的健康，實在值得我們多加費心，所以除

了教育之外，能不能讓孩子吃得好一點?而何時可以辦得好一點?是今年 9

月 1 日可以做到或者是明年 1 月 1 日才可以做到?請教育局應妥為研議。

另制度上是否能改變?尤其是採買、發包制度，應採最低標或是最有利標?

市府財務上負擔的程度?家長須負擔多少?營養師人數是否足夠?需不需要

專責之營養師?另開辦前如果有緩衝期，是否提供獎金開放學校競賽?或納

入評鑑項目，擇優發放加菜金?請教育局一併納入考量。本府應該可以用

較佳之價格供應肉品、果菜及魚貨給承包商採購，但承包廠商卻從來不會

去採購本市之各項在地食材，原因即在於廠商可能為謀求利潤，而購買較

便宜之食材，這起因就在於採購發包的最低標制度，如果我們每年評選 20

所辦理營養午餐優異之學校，頒發 50 萬獎金，應該可以全面改善營養午

餐品質問題及去除缺失，請教育局邀集各校校長針對上述建議集思廣益。

(辦理機關：教育局、經發局) 

六、各區均非常關心的本市十二項旗艦計畫，在馬總統連任之下，本人將持續

追蹤到底，然在此十二項旗艦計畫之外，市府原來就有的各項重大計畫是



 4 

否需與上述十二項計畫整併，其中營養午餐之改革亦為一項大工程，我們

身為一個直轄市政府，擁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市府團隊，本人衷心期望我們

均能達成前述計畫之目標，故十二項旗艦計畫請研考會思考及調查有哪些

單位能獨立執行?是否須全面管考?需向中央申請何種協助?如何與中央接

洽?以上均請研考會立即專簽後，由本人指定一位副市長全面領導管考上

述計畫，因為未來的三年就如同與時間賽跑一般，希望各計畫案能定案的

定案、能開展的開展、能動土的動土，如：BRT、臺中塔…等，都要有一

定的規劃，因為時間是不容我們懈怠地，況且本人是有任期限制的，所以

我們一定要將上述計畫做好，而各區如有相關須由市府一併納入考慮之建

議，亦請適時反映。(辦理機關：教育局、研考會、本府各機關、各區公

所) 

七、本人就任原臺中市市長時發現，臺中市有三十幾所學校四周均沒有鋪設柏

油馬路，因為開設馬路所需的經費太高，所以教育部只補助興建學校而沒

有補助鋪設馬路，而建設局當時亦無編列鋪設馬路之經費，故本人當時即

編列 5 年 25 億經費供學校周邊鋪設馬路用，現在均已全數完成，故攸關

學校校舍安全之改建等重大之計畫，亦請教育局於先期計畫或旗艦計畫中

儘量提報，並積極向教育部申請相關補助。近來，本人也非常感激議會對

BRT 尤其是興建臺灣塔的支持，因此未來幾年之內，如果中央相關法令修

法通過，本人希望能還清本市所有之債務，但該支出或舉債之經費亦須支

出，使本市落後之建設均能改善，尤其是孩子們之校舍安全問題。(辦理

機關：教育局) 

八、有關各局處所舉辦之大型活動，於本府新聞局均有彙整，各單位如有業務

宣導事項，均應做好橫向聯繫工作，本人亦注意到「臺中市公私立中小學

校長研討會議」中均有請各單位派員向校長們說明或請求支持之政策，因

此，請新聞局加強橫向聯繫功能，不但能儘早向民眾宣導相關大型活動之

訊息，亦須讓各單位能提早協調溝通，譬如：本人知道新社區公所及農會

所舉辦之活動，兩者性質不盡相同，所以我都去參加，但各單位如有舉辦

性質相同之活動，仍希望各單位間能儘早協調，以利活動之結合。(辦理

機關：新聞局、新社區公所、農業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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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有關徐副市長針對老舊宿舍補強、修繕等問題指示，因為今年中央編列計

畫型補助經費約計 20 億元，所以請教育局或各單位如有類似案件時，應

儘量向中央申請補助，或與立法委員多加聯繫，並多瞭解中央今年度預算

編列之情形，以便爭取相關經費。(辦理機關：教育局、本府各機關) 

十、本市出產相當多知名的農產品，如：外埔的海藻豬、大安的豬肉、大甲的

芋頭、清水的韭黃、沙鹿的地瓜、霧峰的香米等，各機關如舉辦相關活動

時，請儘量與廠商協調多採購上述農特產品，如：民政局本月於谷關辦理

的市政建設參訪活動，即可與餐廳協調將海藻豬納入菜餚之中，以藉機行

銷本市之農產品。(辦理機關：民政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十一、 有關潭子區簡區長建議拆除潭子國小老舊校舍乙案，因該校舍為百年歷

史建築，為本市難得之歷史資產，故拆除該校舍即須慎重評估，本案請徐

副市長負責，並請都發局、教育局及文化局等相關單位派員至現場會勘，

如仍需拆除，就予以拆除，但如有保留之價值，即辦理相關保留工作，以

便將具有文化資產之歷史建物，得以呈現其歷史價值與意義。(辦理機關：

都發局、教育局、文化局、潭子區公所) 

十二、 有關中區等 4區公所針對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提案乙節，請秘書

處儘速邀集各區公所研商，並妥善協助各區公所辦理。(辦理機關：秘書

處、各區公所) 

十三、 有關梧棲區陳區長反映前(46)次市政會議(區務會報)指示，請教育局針

對所屬運動場舍管理使用要點中使用及場地收費較高之規定部分進行修

訂乙案，請教育局儘速於本週前研議並修訂完成，而各機關及公所同仁辦

理任何事務時，應秉持著能快就快之原則，切勿有僥倖或拖延之心態，以

免造成相關單位執行公務之困擾。(辦理機關：教育局、本府各機關、各

區公所) 

十四、 有關中龍鋼鐵公司因無法提出社區友善計畫，進而延宕宿舍興建之問

題，因委員會之設置即是要專家學者提出專業意見，且政府亦有政府之作

法，對於社區有利之措施，相信在當地也不會有人反對，故凡事均需持平

而論，若廠商認為專家學者所提之意見太過於抽象或有無法理解之處，都

發局即須予以協助，而非以專家學者的建議窒礙難行為藉口，凡事均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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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配合廠商行事。若民眾或廠商有各項意見，本人及各單位只要知

情，即會想辦法協助解決。(辦理機關：都發局、梧棲區公所、本府各機

關、各區公所) 

十五、 有關蕭副市長指示交通部觀光局所舉辦之「臺灣十大觀光小城」選拔活

動，該活動評審委員將於本週開始至 3 月 9日止陸續至大甲區進行實地評

鑑，因該評審委員實地考察分數占 80%，所以請各單位就各該管業務，尤

其是負責環保、人行道、攤販、路障清除、公平交易及友善態度等單位，

儘速做好相關工作，屆時爭取高分。另票選分數雖然只占 20%，但即便如

此，仍請各單位及同仁踴躍投票，並繼續為大甲催票，儘量使票選分數全

數拿到，另簡報部分請研考會妥為協助該區公所，並請新聞局研議與旅遊

或綜藝節目結合，介紹大甲當地及鄰近知名景點或農特產品，如外埔海藻

豬、大安豬肉…等，以帶動海線觀光產業，並擴充經濟效應至鄰近之區域。

(辦理機關：觀光局、環保局、建設局、經發局、警察局、交通局、法制

局、研考會、新聞局、大甲區公所) 

十六、 關於今年度中臺灣燈會活動辦理的相當成功，包含現場及網路瀏覽人數

已突破 500萬人次，但是我們應該要思考，大臺中地區如果有其他地方辦

理之相關活動時，如：豐原、霧峰踩街活動、梧棲浩天宮活動、龍騰媽祖

及傳統藝術節…等活動，應可以在網路上供民眾即時瀏覽，請新聞局妥為

研議，並請觀光局協助辦理，此舉相信對大臺中的行銷一定有所幫助。另

對於燈節相關單位如：環保局、消防局、交通局及警察局等同仁之辛勞及

努力，請觀光局明年度將草地復植、慰勞禮品…等費用編列活動經費中，

以感謝相關機關的協助，並慰勞活動第一線人員之辛勞與奉獻。(辦理機

關：新聞局、觀光局、環保局、消防局、交通局、警察局) 

十七、 今年本市魚市場於春節前之拍賣總額，已超過臺北魚市場，成為全臺最

大之魚市場，而農曆春節後聽聞梧棲、清水一帶之魚市場，生意亦相當鼎

沸，所以大臺中之經濟潛力不容忽視，各單位也需注意類似之趨勢加強行

銷，就算是和平區亦須設法增加各項產業之收入，請經發局邀集各地區之

魚市場宣導及配合梧棲港魚貨收入，或結合各地肉品市場，讓海藻豬能出

現在本市各大餐廳，提昇大臺中整體經濟，並繁榮各地方。(辦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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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局) 

十八、 有關蔡副市長指示本市目前 300 多所學校之營養午餐辦理型態有：自

辦、合辦、公辦民營及委外等方式，各校校長在辦理營養午餐之業務也非

常用心，相信不會有像北部一樣之弊端發生，但營養午餐辦理成功之要

素，即在於午餐所使用之食材，所以請農業局針對優良農產品產銷履歷的

推動上仍需加強，如果能將「吃在地，食當季」之理念實踐，並將本市各

區出產之食材，優先供應於各中小學校園，定能讓小朋友享受到營養且優

質之營養午餐。另為何經發局所屬三大市場之農產品無法供應在各校營養

午餐中，原因出在各校於採購上均容易考量成本問題，故無法與三大市場

配合，所以我們應將前述等問題列為施政目標，由相關單位提供具體可行

之策略，以改善現行之採購模式。最後，請教育局研議如何讓各本地之優

良食材，如：大安豬肉、大甲芋頭、清水韭黃、沙鹿地瓜、霧峰香米…等，

優先納入學校採購營養午餐食材契約之中，雖然成本方面定會增加，但我

們仍可尋求中央補助模式予以解決，讓小朋友能吃好一點(辦理機關：農

業局、經發局、衛生局、教育局) 

 

陸、散 會：上午 10 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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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50次市政會議-區務會報提案 
 

案    號：01 

提案單位：臺中市中區、南區、北區、南屯區公所 

案由 
請協助確認本市各區公所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一案，以利檔管

業務推行。 

說明 

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100 年 5 月 9 日中市秘文字第 1000005003 號

函暨 100 年 5 月 17 日中市秘文字第 1000005496 號函函示請本市

各區公所依檔管局審核意見，於 100年 6月 10日完成修正函送秘

書處，以利後續層轉審核作業，本所已於 100 年 6 月 9 日公所秘

字 1000009835號函送秘書處在案，迄今未接獲審核結果，合先敘

明。 

二、另臺中市政府 101年 1月 19日府授秘文字第 1010008797號函請

公所配合人事類、政風類及共通性基準表重新檢討修正乙節。依

據檔管局共通性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編製說明，各機關均

應編製本機關之檔案分類表，但業務性質相同或同質性高者，如

區公所、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衛生所、（醫療院所）、托兒

所、稅捐處、圖書館、警察分局、公有零售市場、文化中心、清

潔隊、（焚化廠）……等，統由該管業務一級機關編訂，併為一式

共用，以資簡化，依規應層送檔管局核定方能擇期實施適用。 

三、考量今年 5月原 8區公所依市府計畫期程推動公文線上簽核，目

前原 8 區公所使用 4 碼分類號不符合檔管局規範縣市改制後分類

號規定，公所遲未確認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一案，勢必影

響日後檔管及公文線上簽核業務推動。 

辦法 
請市府權責機關本於市府、公所一體，就公所所提送之檔案分類及保

存年限區分表惠予行政指導，並層轉檔管局核定，俾利檔管業務推動。 

權責機關 

擬辦意見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請提案之區公所依本府 101年 1月 19日府授秘文字第 1010008797號

函文，依公所業務屬性，檢討修正各該刻正使用之檔案分類及保存年

限區分表，並配合人事類、政風類及共通性基準表檢討修正，並將修

正後之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報送本府，本府將予以查核後層送

至檔案管理局審核。 

決議 請秘書處儘速邀集各區公所研商，並妥善協助各區公所辦理。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