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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5 次市政會議紀錄 

壹、時間：101 年 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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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是同學參加國際奧林匹克機器人世界賽或是績優商圈、優良傳統市場

經營的獲獎，都是在不斷的競爭及進步中所得到的肯定，其中有兩項頒獎

我要在此特別說明：一是研考會代表本府參加內政部辦理「國土資訊系統

資料倉儲及網路服務共通平臺(TGOS)績效評比」，在一共 4 種獎項中，我

們就獲得了其中 2項殊榮，一項是地方政府中唯一獲獎，另一項則是與臺

北市政府同時獲獎，本府表現相當傑出，雖然民眾不一定感受得到研考

會、法制局及政風處等幕僚機關的工作表現，但是在工作崗位上都很盡心

盡力，在此表示肯定；第二個是交通局公共運輸處王處長獲得經理人月刊

2011 年「100MVP 經理人」的肯定，這是在彰顯專業經理人的價值與貢獻

的獎項，王處長此次與高鐵公司歐董事長晉德並列同獲殊榮，足見此獎項

在企業界所受到的關注，獲獎的背後同時代表對於本市公車建設的肯定，

猶記得，本人初上任時本市每天平均僅 1.3 萬人次載運量，經過八年任期

之後，增加為每天平均 9 萬人次，到目前更是提昇為每天平均 20 萬人次，

成長速度驚人，未來市府團隊也要繼續努力。(辦理機關：交通局、研考

會、本府各機關) 

二、今天召開的是新年度的第一個市政會議，除在此深深鞠躬感謝各位去年一

整年的努力之外，展望未來，我有 3 點想法期勉各位同仁：第一點，未來

施政還是要以民意為依歸，以 16 個字來說明就是「瞭解民意、掌握民意、

遵循民意、滿足民意」，政府的存在就是為了滿足民意，就像我一直強調

的，施工時一定要以 A4 紙張向附近民眾說明工程的原因及期程，最近我

路過一個工地，看到施工單位以現場架設跑馬燈的方式加強對附近民眾工

程內容的說明，我認為這是確實以民意為依歸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相

信各位也一定能理解我的想法；第二點是「跨越磨合、迎向突破」，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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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前一年，原市府與縣府就不斷針對合併後可能發生的問題開會研商，

合併後一年，尤其是上半年，還是有所謂的磨合期，但在大家共同攜手努

力下已經順利渡過，面對 2012 年，期勉各位跨越磨合，為民眾創造更多

權益；第三點是「自我挑戰、再創佳績」， 過去一年，市府在各方面的績

效卓著，例如治安方面，自合併後一直名列五都第 1、全國第 7，全年都

維持在類此水平，成績很優異，但我們仍要自我改善，自己與自己比較，

再求成績的精進與突破；交通方面，大眾運輸載運量增加 58%，公車路線

數增加 117%，路線里程更是增加 127%，成長速度驚人；另外，農產品國

內外銷售量增加 63%，其中次級品加工成果汁促銷，收購量增加 100%；而

觀光遊客人數成長幅度也達到 38%，社福及教育也有很好的表現。這些優

異的數據，經過研考會整理之後，也已經登載於研考會的網站上，歡迎各

位首長及同仁多加參考並妥為運用宣傳市府努力成果。(辦理機關：研考

會、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三、在此特別感謝市議會在去年年底通過了市府的預算，尤其臺灣塔及 BRT 這

2 項重大建設都獲得了議會的支持，這些指標性的計畫，不僅只能成功不

能失敗，而且一定要做到最好，不能只低空略過就自我滿足。議會通過預

算時，記者朋友問我有沒有鬆一口氣，我說，不是鬆一口氣而是應該要加

一口氣才對，希望各位同仁與我一起加油，為臺中市美好的未來繼續努

力。（辦理機關：交通局、都市發展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四、這兩天本市各地的跨年活動，不論是臺灣體育學院體育場、谷關地區或是

其他區舉辦的跨年晚會，都辦得很成功，尤其谷關的跨年活動，旅館都是

爆滿的狀況，一口氣湧入了 3 千多人一同跨年，堪稱歷來之最，而體育場

跨年活動結束後，環保局志工也立即將現場整理乾淨，隔天一早就回復整

潔，相當盡責。因此我要在此謝謝各位首長、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

及原民會、觀光局、新聞局及環保局等機關的努力。另外，今年我實踐了

就職時的承諾，親至梨山參加升旗典禮，感謝研考會彙總很多本府在和平

區的相關建設及措施的資料，請研考會將這些資料提供給新聞局發送新聞

稿，與大家一同分享市府在偏鄉地區的努力及建設成果。(辦理機關：觀

光局、新聞局、研考會、原民會) 

五、大遠百開幕以來，交通問題一直被大家所關注，尤其年關將近，年節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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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勢必帶進更龐大的車潮及人潮，請相關機關務必妥為因應。另外，有關

報載本人要求警察局不要對大遠百周邊違停機車開罰乙節，我要在此澄清

說明，22 日大遠百開幕那天交通狀況大致還好，但人行道上停了很多機

車，本人與交通局長聯繫後，請交通局與警察局、消防局進行橫向聯繫，

就行人便利及顧及商圈繁榮予以權衡並進行專業考量，釐清違停機車開立

紅單或先行以白單勸導何者為宜，因此，本人並非要求警察局不取締違停

機車，請基層同仁要對市長有信心，我不是獨斷獨行的人，取締與否仍要

回歸到警察及消防的專業。另外，就整體交通而言，由於騎機車造成交通

壅塞的影響相對較小，所以才會有鼓勵民眾騎乘機車前來的想法，為解決

機車停車問題，後來我還去附近找了塊專門用來停放機車的空地，盡力減

少機車停車的不方便，這些站在市長高度的考量，希望相關局處首長能轉

達基層同仁知悉。(辦理機關：交通局、警察局、消防局) 

六、議會的附帶議決事項很多，請各位首長務必先行了解，該執行的就儘速執

行，如確有窒礙難行之處，亦請務必發函議會說明原委，否則就是默認，

將來勢必發生很多問題。另外，我知道議會的附帶議決係由研考會列管，

但是有時議員的意見或是市長的承諾並非以附帶議決的方式呈現，因此就

有賴各機關府會聯絡員自行認列，然而，如此做法，有時會因各機關府會

聯絡員的認知不同，而會有漏列的情形發生，直到一年半載後議員追問才

亟思補救方法，為減少遺漏情形並確實掌握辦理時效，在此我想請研考會

除列管附帶議決之外，並請針對議員有具體要求及市長有承諾的案件予以

列管，再指定相關機關來落實執行，相信一定能減少遺漏列管的情形發

生。（辦理機關：研考會、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七、有關政風處蕭處長「公務員廉政倫理規範暨道路工程查驗小組執行情形專

案報告」專案報告。秘書長提到，去年開始由參事、參議協同研考會組成

「公園綠地景觀督考小組」進行各項工程的督考，成效顯著，尤其業務機

關依建議事項改善完成之後，里長的回覆意見都呈現高度滿意，足見督考

小組確實有發揮功能，然而囿於研考會人力不足，致使督考公園綠地的數

量及範圍無法增加，為解決此項問題，請建設局協助研考會增加 1 名業務

助理來辦理此項業務，以查核更多的公園綠地，期使與民眾生活習習相關

的設施更臻完善。另外，蔡副市長提到，報備的登錄制度是被動的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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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未來可以建立預警制度，在同仁出現違反規定的跡象時就可以先予提

醒，不用等到事情發生了再來依法辦理，以新北市爆發午餐弊端為例，此

為積弊已久的問題，仍然發生，足見預警制度的不足，相信如有預警制度

的建立，應能化被動為主動，而得以發揮更大功用。另外，我認為剛才大

家提的意見都是善意而且有建設性的，在此我也提出兩點補充說明：第一

點，我認為「登錄是一種保護」，落實完善登錄制度不僅能保障公務員，

對於提昇本府清廉施政形象有一定之助益，例如，接受廠商請吃飯或送

禮，如果沒有登錄，就容易被居心不良的廠商陷害而無法保護自己，我知

道有很多機關登錄很積極，但也有些機關未確實落實，宜請加強宣導；第

二點，有些人覺得過多的工程查核機制不是常態，但是，以人的身體舉例

而言，健康出了問題就一定要檢查，而且問題愈多所需要的檢查也會相對

愈多，反之亦然，因此，權責單位不僅要把路平、燈亮、水溝通等市民未

臻滿意的工程做到完善之外，同時也要做到廉潔，相信未來的查核工作也

一定會相對減少。（辦理機關：建設局、政風處、研考會、本府各機關、

各區公所） 

八、上週蔡副市長率團赴大陸東北行銷甜柿、雪梨及椪柑，不僅順利打開了本

市農產品在大陸東北的銷售市場，而且成果豐碩，尤其蔡副市長在大連以

「柿不分梨」為口號，不僅啟發當地廠商，促成柿、梨合裝商品的熱銷盛

況，同時讓我們見識到本市農產品轉化為文創商品的成功之處；另外，蔡

副市長在瀋陽召開的記者會上一口甜柿一口酒的行銷手法，不僅打破當地

甜柿不能配酒的禁忌，同時也成功引起了話題。一連串的巧思可謂盡心盡

力，在此我要特別感謝蔡副市長、農業局及工策會的努力，此行不僅銷售

數量可觀，而且也為農民賣到了好價錢，真正照顧了本市農民的生活。（辦

理機關：農業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九、有關地政局曾局長提到，立法院上月 13 日通過土地徵收條例的修正案，

主要是土地徵收條例的第 30 條改以市價補償，內政部完成施行細則的訂

定約需要 6 個月的時間，這段時間的空窗期，希望各機關的徵收案件儘量

以協議價購方式完成，如果協議價購不成而要強制徵收，也請各機關與地

政局聯繫，該局會透過地價評議委員會作為執行的依據。另外，由於強制

徵收費用的增加，各機關原編工程款勢必不足，請相關工程單位針對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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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先行研議，以減項發包或減項施作等方式預先因應，以減少法令修訂

帶來的衝擊。(辦理機關：地政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十、都發局為了加速建照的核發，自今天開始施行「建照一路發」及「建照不

過年」兩項專案，加速農曆年前的審照速度，尤其對於 5 樓以下的建築物，

其至可以做到今天早上申請、下午會勘及明天發照的速度，對民眾來說可

謂一大福音，亦請都發局向建築公會等團體多加宣導相關措施。(辦理機

關：都市發展局)  

十一、有關徐副市長提到，建設局成立了 4個工程大隊，專責路燈修理及路樹

修剪的工作，為進一步提升路平專案的處理效率，也都有拜訪轄內的里

長，深獲里長的好評，但是，仍有些里長尚未拜訪，是否能請各工程大隊

在一週內將轄內里長拜訪完畢，相信對未來的工程也會更加順利。(辦理

機關：建設局) 

十二、本市上週發生兩起 B 型流感造成孩童死亡的案件，因此本市除密集召開

了 3 場記者會加強宣導之外，也舉行了擴大防疫會報以加強相關局處的協

調聯繫，齊力防堵疫情的擴大。另外，我們也要在此呼籲市民家中如有 65

歲以上長者或 6 個月至 6 歲年紀的小朋友，請趕緊帶到合約醫療院所施打

免費的流感疫苗，不是免費施打對象的市民，為了自我健康著想，也鼓勵

踴躍自費施打；除此之外，感染 B 型流感的民眾請多多在家休息，並戴上

口罩及勤洗手，以減少病毒的傳播。面對 B 型流感的來勢兇兇，近來接種

流感疫苗的情形有增多的趨勢，同時市長也很關心學童的健康，今天早上

就會發一封信函給家長及學童，一方面表達市長的關心，另外也提示各種

自我保護的方式，全面對抗 B 型流感所帶來的健康威脅。(辦理機關：衛

生局) 

十三、有關蔡副市長提到，由於年關將近，請各機關注意其所屬臨時人員、約

用人員、上級補助款的聘用人員及學校的代課老師等人員之薪資、年終獎

金之發放，應盡量在過年前支付，以減少同仁的擔憂或疑慮，另外廠商的

應付款項也是如此，希望大家都能過個好年，此事再請財政局、主計處及

相關機關多加留意。(辦理機關：財政局、主計處、本府各機關、各區公

所) 

陸、散 會：上午 10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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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5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1 年 1 月 2 日)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主計處 

本市100年度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臺

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金，業經本市議會

第1屆第2次定期會第3次會議審議通

過，議會審議意見經本府地政局依規區

分類型為「對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之決

議」及「附帶決議」2部分，提請審議。

「對預算附加條件或期

限之決議」請地政局依

意見內容辦理；「附帶

決議」移請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列管。 

02 財政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公務人員交代條例施

行細則部分條文」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行。 

03 交通局 

檢陳「臺中市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及覆議

收費辦法」第四條、第六條修正草案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行。 

04 文化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使用管

理辦法部分條文(草案)」1份，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辦

理發布，並送臺中市議

會備查後公告。 

05 教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市立高級中學收取學

生費用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行。 

06 建設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人行道設置斜坡道申

請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請建設局於法規說明欄

加註後照案通過，送法

制局發布施行。 

07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政府觀光旅遊局組織規

程」部分條文及「臺中市風景區管理所

組織規程」第四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

總說明、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各一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