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中市政府第 205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5月 4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1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蔡瑋婷 

伍、指（裁）示事項： 

一、 上週幾乎是臺中的文化週，有相當多文化活動的發展，在此與大家分享： 

(一) 我代表臺中市到臺北受頒《天下雜誌》2015年金牌服務業調查「節慶

活動」類，由本府推動的「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首度超越去年

霸主宜蘭童玩節，榮獲冠軍。這是由文化局及相關單位推動串聯 12

宮廟的活動，讓媽祖遶境不僅是宗教的活動，更結合了文化、觀光、

城市形象及行銷。如何賦予傳統文化或活動更加現代化、生活化的意

義，尚待大家集思廣益、發揮創意、存舊立新，以帶動城市發展。(辦

理機關：文化局) 

(二) 由文化部主辦、本市參展的「2015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目前

在臺北華山 1914 文創園區展出，我們以極少的預算辦出極具特色的

展覽，以「賞臺中」為主題，結合茶與餅的飲食文化，展出臺中下午

茶的特色風格。該展出結合茶具、漆器等器皿與藍染等文創之藝術文

化，呈現「南北呷飽，臺中呷巧」的飲食文化特色，值得未來持續推

動。(辦理機關：文化局) 

(三) 前天我參加臺灣大道一段(原中正路)上「臺灣太陽餅博物館」的開幕

活動，該博物館是由百年的建築物「全安堂」整建而成，太陽餅幾乎

已成為臺中的代名詞，此次由民間帶動中區再生，是一件值得肯定的

事。 

(四) 上週本市臺中第一座主題式公園「臺中文學館」正式啟用，該歷史建

築一度面臨遭拆除的命運，所幸 5年多前在當地文化界、民意代表以

及本人的努力下獲得保存；相較之下，臺中一中紅樓未獲保存、相當

可惜。「臺中文學館」的建築是日據時期的警察官舍，我們除了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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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改造為公園外，更以文學為主題，整合文學家、文學創作等，串

聯附近的柳川、臺中州廳、第五市場等成為文學步道，也配合 i-bike

自行車道的推展，將每個景點串成美麗的珍珠項鍊，發展成為優質的

觀光景點。(辦理機關：文化局、觀光旅遊局) 

二、 臺中一中日前慶祝建校百年，而該校創校紀念碑上雋刻著一段話：「吾臺

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臺中一中為日據時期，臺灣人為創辦在地

的教育所創立的學校，此後許多以臺灣為主的文化運動多以臺中為最重

要的基地。近來適逢多項中區代表性建築創建達百年，包括明年柳原教

會 100年以及 2017年臺中火車站 100週年、第二市場 100年、萬春宮媽

祖遶境 100年等，皆與臺中的發展緊密結合，本府將以 2017年作為臺中

第二個文化世紀的新起點，以推動「臺中文化城中城」的概念，對於過

去的 100年我們要存舊立新，未來的 100年我們將透過鐵路高架捷運化、

大眾運輸的建構，以中區再生帶動城市發展的可能性。臺中是日據時期

第一個完整規劃的城市，有完整的街廓規劃，藉由點到線的發展，讓臺

中不僅是臺灣唯一(only one)、更要成為臺灣第一(number one)! 

(一) 新市府團隊將積極推動文化城中城的計畫，臺糖生態園區的開發、鐵

路高架化後以臺中火車站為軸心打造綠空鐵道的走廊，從火車站 2樓

可以看到舊有鐵道的保存，下一個一百年，要讓子弟們看到上一代所

留下歷史發展的軌跡，而不是破壞歷史遺跡，成為另一條人車行走的

道路。(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二) 我在上週親自主持「臺中市都市再生及發展委員會」第一次大會，中

區再生已由參與式預算正式啟動，以中區作為城中城(Inner City)的

再生計畫。清朝時期，臺中的發展以火車站為核心，向東、西、南、

北四個城門的方向擴展，而今，中區的再生我們以臺中火車站為核

心，透過交通網路建置、經濟廊帶復甦、觀光效益提升、水綠景觀軸

帶、文化地景再造、建立行政機制等六大面向進行細部規劃。中區再

生議題涉及的局處相當多，請研考會協助都發局規劃各局處分工及執

行期程，並於一週內呈報。此外，文化城中城為旗艦計畫的重點之一，

請三位副市長及秘書長協助分別督導專責議題的推動，以做好橫向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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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與協調。(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都市發展局) 

三、 環境是人類的基本生存權，減少空氣汙染更是整個國際趨勢，臺灣無法

缺席。環境保護也是國際交流良好的議題，我在上個月到南韓參加「2015

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ICLEI）世界大會」時，向該委員會爭取將臺

中設為臺灣的基地，我們要將威脅轉為機會，推動環保成為世界的典範。

我國空氣汙染防制法在 20年前立法通過，卻因設定空氣汙染總量管制需

由環保署「會同」經濟部訂定以致無法落實，於是我擔任立委時推動修

法，將「會同」改為「會商」以真正落實空氣汙染總量管制。本次臺積

電要在臺中設置 18吋晶圓廠，我們除要求環保署審慎辦理環評外，更要

求制定臺中市區空汙管制總量。 

細懸浮微粒(PM2.5)是看不見的隱形殺手，因其體積小於 2.5微米，可穿

透肺泡進入血管中，對呼吸、心血管系統造成傷害，導致哮喘、肺癌、

心血管疾病等，2013 年 WHO(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為致癌物，可見對人體

健康影響極大。上個月中部六縣市已簽訂共同宣誓禁用生煤及石油焦，

向 PM2.5宣戰，而在 4月 22日世界地球日當天，美國環保署、亞洲清潔

空氣中心（CAA）與我國環保署合作推動的「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

（CCAP），也已率先在臺中啟動，讓臺中與世界接軌，共同攜手改善空氣

品質。臺中市共有 16家業者使用生煤，其中臺中火力發電廠使用量高達

全市 82%，中龍鋼鐵占 16%次之，如何降低大型污染源的排放量為當務之

急，我們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燃煤火力發電廠，其發電量佔全國 20%以上，

發電利潤交由中央政府統籌分配，污染卻由臺中市民承擔，這樣的作法

未符環境正義，我們必須有所作為。 

(一) 請環保局儘速完成「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

例」立法程序，並請經濟發展局訂定清潔生產專案推動計畫，全力輔

導公私場所改用天然氣等清潔燃料，讓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可以獲得

雙贏局面。(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經濟發展局) 

(二) 請環保局研訂再加嚴「臺中市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臺中

市鋼鐵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及新訂「臺中市使用固體燃料之固定

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加速削減空氣污染排放量。(辦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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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環境保護局) 

(三) 請環保局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 24條至 26條訂定「臺

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管理及減量辦法」，加速推動本市大型污染源如

臺中火力發電廠及中龍鋼鐵公司溫室氣體及空氣污染物的減量工作， 

有效改善中部地區之空氣品質。(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四) 請環保局本(5)月底前成立跨局處空氣污染物減量行動小組，由本人

擔任召集人，配合中彰投區域空氣污染減量行動平臺，定期研商空氣

污染改善對策及實施目標。並將 3 月 29 日臺中市環境空氣品質管制

策略研討會議，與會專家學者及民眾所達成議題共識納入未來推動重

點。(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五) 空氣污染防制必須多面向的努力，因此本府各局處都應配合管制策略

所訂的 10 項策略，請交通局、農業局、民政局、經發局等，擬訂相

關措施並執行。(辦理機關：交通局、農業局、民政局、經濟發展局)  

四、 雖然今年水情嚴峻，旱象尚未解除，惟若逢颱風及豪雨季節仍不可掉以

輕心，有鑑於往年汛期造成災情慘重。本府因應汛期將屆，今年特別提

前於汛期(5月 1日)前完成清淤防汛整治作業，在此感謝林副市長、李副

秘書長、水利局周局長及建設局、環保局等相關局處協助清淤作業，我

認為「看不到的建設才是一個偉大城市的檢驗標準」，本人也將於近期內

前往抽查水利局清淤防汛的成果，請研考會安排實地勘查，如有需要，

我也會「全副武裝」親自進入下水道視察。(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 

(一) 汛期已經開始，在水利局、環保局及各區公所同仁們的努力，分工合

作完成本市排水路(區域排水、道路側溝、雨水下水道)共約 3,233件、

清淤長度共 377公里、雨水下水道清出 5.5噸淤泥等清疏維護工作，

多一分準備，少ㄧ分災害，請各機關應持續各項防汛整備工作。針對

各項排水路的清疏維護工作加強辦理。(辦理機關：水利局、建設局、

環境保護局、各區公所) 

(二) 要讓市民對於排水維護工作有感，應以下列原則進行：(辦理機關：

水利局、建設局、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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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動巡查，即時維護。 

2、 多元便捷的通報管道。 

3、 責任分區快速清理。 

4、 利用開口契約可以機動備援。 

5、 專人追蹤結案回報。 

6、 推動社區認養。 

(三) 水岸環境的維護需要市民共同參與，很多民間團體、社區組織及熱心

民眾都非常關心排水路暢通、水質與綠美化議題，所以推動社區認養

藉由民間力量共同維護排水路之環境是可以努力的目標，請環保局、

水利局積極研議推動執行。(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水利局) 

(四) 各排水路清疏維護要落實當然需要經費及人力的支持，各機關應於預

算編列時優先考量，防汛工作絕不可因經費人力因素而有所輕忽，務

必確實做好維護管理工作，以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辦理機關：

水利局、建設局) 

(五) 謝謝水利局、環保局、消防局、建設局及區公所等相關同仁的努力，

雖然目前已完成防汛初步階段性任務，我們仍要防患未然，維持水路

暢通，特別是雨後要檢視道路側溝的排水路，以預防淹水及災害的發

生。請李副秘書長協助督導相關局處進行清淤清疏等相關災害的預防

及整備：(辦理機關：水利局、環境保護局、建設局、消防局、各區

公所) 

1.請環保、水利、建設及公所主秘以上層級成立排水路清疏聯繫平

臺，以利迅速掌握、通力合作完成清疏工程。 

2.對於機具及清溝車不足的部分，請環保局進行檢討並補足機具。 

3.部分公所執行水利局委辦清疏工程出現經費不足的現象，請水利

局於年終結束前召集各區公所就下年度排水路清淤計畫提出彙

整，以預先辦理清疏開口契約，並列為年度重點工作項目。 

4.進行下水道清淤作業時，務必保持空氣暢通，避免發生工安事件，

並確保施工人員的安全。 

5.請建立全市性 CPR(心肺復甦術)的 SOP圖示，提供緊急救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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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請水利局針對易淹水潛勢地區納入都市發展局相關區域計畫及都市

計畫規劃中，進行整體考量，以建置系統性、整體性的大臺中整體滯

洪設施。(辦理機關：水利局、都市發展局) 

五、 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臺中市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計畫，

在此請農業局和觀旅局對於本市休閒農場(包含民宿)等觀光旅遊業者，

研提整體輔導的政策及措施，包括週邊設施及土地使用等，以提升民宿

的安全性及合法性。如何輔導未合法立案業者能合法經營；以及推廣良

好的發展經驗，請基於整體觀光旅遊發展的立場進行政策規劃。(辦理機

關：農業局、觀光旅遊局) 

陸、散 會（中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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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05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 5月 4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都市發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

助實施辦法」第七條、第九條草案1份，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墊01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全額補助「104年度

推展健康原氣、樂活原鄉實施計畫」經

費共計新臺幣10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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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 

為本府承接衛生福利部辦理「104年減

免優生保健相關措施費用補助相關作

業及經費預算」，經行政院核定，由中

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全額補助之經費

共計新臺幣1,863萬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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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

「104年度臺中市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

計畫」經費新臺幣71萬9,000元整，本

府已編列新臺幣14萬元整，其中71萬

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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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文化局 

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歷史建築

『北溝故宮文物典藏山洞』調查研究及

修復再利用計畫」之經費新臺幣90萬元

整，本府已編列新臺幣6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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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104年推動

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畫」之經費新

臺幣310萬3,000元整，本府已編列新臺

幣222萬1,000元整，其中310萬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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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