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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9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 年 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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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很高興頒給都市發展局榮獲內政府營建署「100 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特優機關」的獎項，足見本市在無障礙生活環境的營

造方面表現優異，然而，今天在報紙上同樣也看到一則批評本市「道路行

人環境無障礙考評」為五都之末的報導， 經了解後發現，由於本市各項衡

量指標的平均值表現優異，所以在五都中與臺北市、新北市並列為特優等

級，然而，其中「道路行人環境無障礙考評」的部分表現差強人意，因此

就被議員提出來批評，我認為對努力的同仁來說不盡公平，但是仍期勉同

仁對於表現不夠好的地方還要再精益求精，畢竟我們是強調競爭力與表現

優秀的團隊。另外，也要再次提醒各位機關首長，務必要一早就看過報紙，

不僅即時掌握與各局處業務相關的訊息，對輿情也能立即反映。(辦理機

關：建設局、都市發展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二、我覺得今年本市的元宵燈會辦得非常不錯，不僅主燈區的文心森林公園市

民參觀踴躍，豐原燈會同樣也是人潮滿滿，相較有些縣市政府砸下 8 千萬

元編列燈會預算或全國燈會的一億多元經費，我們只用了 2 千萬元，就能

做到這種效果，足見觀光旅遊局同仁的用心規劃。另外，今年 文化局也

結合了本市六間歷史超過 200 年的媽祖廟，熱鬧舉辦媽祖慶元宵的活動，

很不簡單；每年在東勢區舉辦的新丁粄節今年也擴大辦理，由原本 2、3

天的活動期間延長到 7 天，並成為地方上的主流活動，參與的人潮之多，

讓代表本人參與活動的徐副市長感到十分震驚；霧峰區今年也有千人踩街

的活動，吸引萬人共襄盛舉，現場鑼鼓喧天、洋溢濃濃的元宵氣氛…這些

活動都辦得十分成功，除了要感謝各主辦機關同仁的辛苦，警察、消防、

交通及環保單位同仁也很努力，在年節時舉辦應景的節慶活動，不僅突顯

各局處主辦業務的特色，同時也讓民眾感受到城市裡熱鬧的年節氣氛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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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重要的。(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三、繼幾年前警察局長葉坤福先生因破獲社會指標性案件有功而獲頒榮譽獎

章之後，今天很高興研考會廖主委也獲此殊榮。而其得獎首要原因係由於

廖主委及其所帶領的團隊積極參與及推動，讓本市首次參與全球智慧城市

的選拔，就在 400 多個參賽城市中脫穎而出入選 21 大智慧城市，今年再

度入選「2012 全球頂尖 7 大智慧城市」，並且是亞太地區唯一入選的城市，

優異成績相當令人振奮，足見本市推動智慧城市的成果已受國際的肯定，

尤其獲獎重要理由，是認為縣市合併的系統整合很有效率，不僅合併過程

平順，且越來越能得到市民的肯定及認同，相當值得讚許，地方行政史上

更是少見，感謝所有機關的努力配合，也恭喜臺中市民可以得到國際的肯

定。第二個原因，是 1999 為民服務熱線達到 99%的高滿意度，也彰顯出本

府服務團隊的效率。第三個原因，就是不斷的參考仿效標竿城市的優良政

策，以持續精進施政作為，我們在合併前幾年就開始將北、高二市值得學

習的政策納入參考，合併後一年以來，研考會更將參照的對象擴大至香

港、新加坡及西雅圖等國際城市，從環保、經濟、建設、交通、都發到文

化創意等面向，只要是好的政策都拿來作比較以精進市府行政作為，坦白

說，用心的程度，我覺得比研究所的論文都寫得好，讓人印象深刻，也顯

見研考會的進步及努力，非常感謝廖主委及其研考會團隊的用心。(辦理

機關：研考會) 

四、昨天有媒體報導，本市烏日區高鐵軌道下方的土地被盜採砂石 2次，挖出

了大洞，雖然主管機關應是高鐵局或交通部，但烏日警方獲報後就努力偵

破，並將 20 多名嫌犯移送法辦，值得肯定；但針對這個事件，仍要請水

利局及政風處了解一下，市府有沒有相關責任，我認為只要發生在大臺中

地區，影響到公共安全或治水防洪，我們都要認真積極檢討，並期勉未來

不再發生此類情況，才能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辦理機關：水利局、

警察局、政風處) 

五、最近屢有人行道地磚破裂的負面報導，包括陽明大樓周邊同樣也有地磚破

損的情形，報導並批評市府接獲通報後，相關機關仍沒有進行維修，讓民

眾很錯愕，尤其梧棲區甚至還有導盲磚破損未修的情形，對盲人朋友造成

很大的不便與危險，相關權責機關務必予以檢討改進，還給市民安全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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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行空間。(辦理機關：建設局) 

六、近些年來，由於公園駐在所的努力，臺中公園裡的街友與流鶯大量減少，

公園裡的環境及廁所也變得很乾淨，現在連小學生都會到臺中公園進行戶

外教學，這也是有為的政府應該做的事情。但是，最近在報上看到，公園

附近仍有皮條客在拉客，拉客不成還會謾罵路人，這種行為已嚴重影響外

地遊客對本市印象，我要請警察局重視此事，並予以處理，讓市民或是外

地遊客可以安心無虞的到臺中公園觀光遊憩。(辦理機關：警察局) 

七、有關財政局李局長「臺中市 100 年度整體歲收情形專案報告」。我有三點

補充說明，第一點，各機關「100 年度計畫型補助收入執行情形表」執行

率偏低的原因，大致而言，都是由於中央實際補助的額度比原本發函承諾

的補助來得少，各機關又未及時追減預算，才造成執行率偏低，未來，除

請各機關要注意追減預算的時程之外，也建議財政局在製作本表之前，應

該給各機關有最後修正的機會，讓統計的數據較符合實際。第二點，雖然

本市的財政狀況並不是最差，但我們仍應該要全力爭取中央的計畫型補助

款，為了方便各機關爭取中央計畫型補助，目前徐副市長已經請經建會提

供本市中央計畫型補助的相關資料，千萬不要白白浪費徐副市長及經建會

長官的好意，也請研考會擔任彙辦窗口，協助徐副市長率領各機關竭盡全

力向中央爭取計畫型補助款。第三點，對於已經爭取到的補助款也要全力

執行，並請各位首長緊盯執行進度，今年我會特別重視執行效率並嚴格執

行，如無特殊原因，不會准許預算保留。最後，我也期許各位首長應該要

確實掌握業務所需的財政資源，並以前瞻角度來進行財政的規劃，也讓市

府有更充裕的時間籌措財源，計畫也才能順利推動。(辦理機關：財政局、

研考會、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八、有關經發局黃局長「雲端運算產業推動進展報告」。蔡副市長有兩點補充

說明，第一點，中央為推動雲端運算產業，目前正由相關部會推動 15 項

計畫，不久之前，經濟部也在行政院會上作了相關的專案報告，同時也提

報相關部會的執行情形，就我所知，本府除了經發局之外，交通局「智慧

型交通控制系統」、都發局「建築資訊模型（BIM）計畫」及教育局推動的

電子書包等計晝，可能都與雲端產業有所關聯，建議相關機關可檢視推動

計畫內容是否與中央 15 項計畫相符，並向中央提出具體需求以順勢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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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經費。第二點，建議經發局在下次作簡報時可以彙總其他機關的執行

情形，讓同仁了解其他相關計畫的執行進度及情形，並得以了解本案的全

貌。(辦理機關：教育局、經濟發展局、交通局、都市發展局) 

九、關於經發局黃局長的報告，我認為很重要，因為雲端運算的概念在這兩年

已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我們必須盡早了解這項新觀念。另外，我也有幾

點補充說明，第一點，很高興經發局同時進行臺中軟體園區的專案報告，

這是一個具體可行的計畫，不會因選舉過後而沈寂，請經發局會同其他機

關全力推動，並隨時注意經濟部的推動期程。第二點，建議經發局可與工

策會合作，為中小企業辦理說明會或訓練班，幫助中小企業了解這項產業

的趨勢，不僅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也讓大臺中產業可以贏在起跑點。(辦

理機關：經發局) 

十、有關研考會廖主委「2012 全球七大頂尖智慧城市專案報告」。我們能得到

全球頂尖七大城市的殊榮，真的很不容易，雖然不敢奢望是否能在之後的

評選奪得第一名，但仍希望同仁可以全力以赴。有關研考會提出成立專案

小組的建議，我覺得很好，請研考會先簽出來，我們再一同好好研究，我

認為至少要由副市長以上的層級來召集專案會議，並透過產學研各界的合

作，以發揮智慧城市的效益。另外，預計 4 月份進行的 ICF 實地考查，除

了要好好的準備及接待之外，也請各機關全力協助研考會以爭取最佳成

績。這項評選與大臺中的競爭力很有關係，畢竟我們不只在臺灣進步，還

要在地球村裡進步，感謝所有同仁的努力，並請繼續加油。(辦理機關：

研考會、本府各機關) 

十一、大甲是我們很重要的信仰中心，也因此而入選交通部觀光局舉辦的十大

觀光小城的競逐名單，但是由於很多的信徒不知道票選活動的訊息，所以

大甲區目前的票數仍落後很多，請各位同仁發揮上次支持梧棲漁港入選十

大漁港的精神，一同踴躍上網投票或寄送明信片支持大甲區，讓大甲區可

以順利成為本國十大觀光小鎮。(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本府各機關、

各區公所) 

十二、為辦理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的通盤檢討，都市發展局自 101 年 2 月 14

日起至 3月 8 日期間，總計召開 11 場次公聽會，廣徵本市都市與區域發

展相關意見，讓大臺中的整體規劃能與地方上的發展需求彼此契合，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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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以踴躍參加並表達意見。(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本府各機關、各

區公所) 

十三、今年的中臺灣燈會辦得很成功，然而，就我所知，很多里長都沒有來參

觀，我覺得很可惜，請民政局研究一下，能否以遊覽車或其他方式邀請各

區里長一同參觀，不僅共襄盛舉，同享佳節氣氛，亦能增進團隊精神。(辦

理機關：民政局、各區公所) 

陸、散 會：上午 1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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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9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1 年 2 月 6 日)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教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

殊教育評鑑實施辦法」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2 教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

殊教育方案申請辦法」草案1份，敬請

審議。 

文字部分修正後通過，

送法制局發布施行。  

03 社會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市民醫療補助辦法」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4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立托兒所組織規程」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5 人事處 
檢陳訂定「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

託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6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組織規

程」暨編制表、「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

處組織規程」暨編制表、「臺中市海岸

資源漁業發展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

「臺中市公共運輸處組織規程」暨編制

表、「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組織規程」暨

編制表、「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

員會組織規程」暨編制表及「臺中市捷

運工程處組織規程」暨編制表草案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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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坐落本市南屯區黎明

段972-7地號等53筆市有土地提案，敬

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墊01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

理「101年度原住民經濟事業財務金融

輔導計畫」之經費新臺幣5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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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局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本府101

年度「購置垃圾車申請補助計畫」新臺

幣2,64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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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局 

為臺中港務局補助「沙鹿區明秀公園及

鎮立公園景觀植裁工程」之經費新臺幣

46萬8,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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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01 

(墊付

案) 
建設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100年11月函文補助本

府「101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

環境改善計畫」核定之補助經費案，計

有8案獲補助，有關中央補助款(補助計

畫案之70%)計新臺幣4,929萬元整，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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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