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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23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年 9月 21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05分 

貳、地點：烏日戶政事務所 3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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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頒獎給「現代神農」蔡東纂教授，蔡教授全力輔導農民耕種，

協助農民賺錢又可改良土地，是催生農業安全、高品質生產的重要

推手。我提出的「新五農」政見，也是受蔡東纂教授的指導，透過

農業、農民、農村、農產品、農產加工品等五大政策，以因應食安

問題；並以「青年加農，賢拜傳承」政策，讓已有成功經驗且具傳

承熱誠的農業達人組成賢拜輔導團隊，傳授青年農民技術與知識，

年輕人也提出新行銷方法，進一步建立自己的品牌，以師徒制的實

務學習機制，減輕青年農民成本投入的壓力，提高農民栽培技術，

增加從農所得，盼未來引導轉作、讓農地再活化。 (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二、 在此先與大家分享上週到大里、霧峰、太平等屯區的視察行程：有

關霧峰乾溪自行車道，串連至后豐、東豐、潭雅神等自行車道，並

推動經烏日串連海線的自行車道，原定 4年內完成本市建置 600

公里自行車道的目標，可望縮短期程，於 2年內完成。而市府推出

的自行車「369」計畫，也獲得捷安特自行車董事長-劉金標先生支

持，公開承諾贊助設置中科 iBike租賃站。此外，市府將於 10月

24日至 11月 1日舉辦為期一週的「0K臺灣 兩馬騎跡」2015自行

車節活動，「0K」即原點(0 km)的意思，屆時將從臺中公園、潭雅

神綠園道及大甲體育場等山海屯區 3線齊發，最後集結在后里馬場

大會師。當地並將舉行自行車大型商品及零組件展示會，自行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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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領頭羊-捷安特座落臺中，具打造本市成為自行車城市的先天

優勢，我們也將藉由自行車城市(GIANT CITY)這樣的城市品牌，

向國際行銷臺中的產業及生活方式。(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經

濟發展局) 

三、 臺中棒球熱也持續燃燒，包括亞錦賽在洲際棒球場舉行、中山國中、

西苑高中獲得 2015世界少棒聯盟 LLB佳績、首屆世界 12強棒球錦

標賽的冠軍金盃揭幕儀式…等，該冠軍金盃是世界棒壘球總會斥資

15萬歐元（折合新臺幣 560萬元）而成，預計將先在新市政中心

展示，請教育局、體育處及新聞局規劃相關活動，提供喜愛棒球的

民眾、特別是學生們，得以參觀冠軍金盃的機會。臺中是唯一獲得

世界棒壘總會頒發「世界棒球之都」美譽的城市，市府除了規劃每

年舉辦國際性棒球比賽之外，為因應 2020年棒球項目可能重返奧

運賽事，本市也將積極營造五級(少棒、青少棒、青棒、成棒、職

棒)棒球選手的環境。由中信贊助、屬於臺中的城市棒球隊「臺中

運動家」已正式成軍，並由廖了以資政擔任董事長；我們不是藍隊、

不是綠隊，而是臺中隊，希望透過棒球凝聚這個城市，同時健全適

合棒球發展的軟硬體設施，像是爭取民間資源-中信集團入主投資

100億元，透過 ROT將洲際棒球場改為主題性運動休閒娛樂園區，

是新市府團隊將問題轉為發展契機的良好例證。(辦理機關：教育

局、新聞局) 

四、 近期市府舉辦多場次音樂藝術文化活動，像是 9月 18日首度在市

政公園舉行「臺中好音樂」活動，活動前新聞局與周邊大樓住戶溝

通，讓民眾多加利用位處市政大樓與市議會中間的綠地公園，我也

到場與市民共享草地、星空、週末夜。此外，今年創辦的花都藝術

節將於下個月登場，結合了音樂與花卉，為 2018花博活動暖身；

針對部分民眾誤解爵士音樂節停辦，事實上，花都藝術節即包含了

原爵士音樂節，而且擴大規模至山海屯區皆有文化藝術活動，請新

聞局加強宣導並澄清。(辦理機關：新聞局) 

五、 上週我出席行政院會，也向中央爭取資源下放地方政府，並提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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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建議：(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一) 有關南部登革熱疫情延燒，本市已成立登革熱防治中心，請潘

副市長督導、並由衛生局長全力主導防疫工作。本市除與臺南

市政府保持密切聯繫，派員學習防疫經驗之外；為避免疫情往

北延燒，並建立中部區域聯防機制，我也請求中央協助辦理中

彰投臨床醫師及第一線人員防疫的教育訓練，並撥專款用於中

部成立登革熱檢驗機構，以提升防治能量與檢驗時效。 

(二) 臺中縣市合併升格後，市府員額與市民比為六都最低，因此我

向中央爭取至少應該解除目前被凍結的員額總數，爭取「市府

員額由 7,140人調整到 7,800人」，讓臺中市民能享有應有的

服務。 

(三) 有關目前土地徵收按市價給予補償，然而卻免繳土地增值稅，

將導致地方政府財政無以為繼，也無法有效建設。因此我們建

議中央修正《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免繳納土地增值

稅的規定，以免政府稅收損失，並落實社會公平正義，帶動都

市發展。 

六、 考量大臺中面積大、人口多，需以長期發展的需求進行城市規劃，

我們希望將大臺中這塊布，依材質裁剪成合適的衣服，而非囿於既

得利益者，影響整體發展。以烏日為例，既是高鐵、臺鐵與捷運綠

線三鐵共構的交通樞紐，同時也是山線海線、城鄉會合的中心；因

此，對於烏日的定位，我們必須超越地方的格局，以整體概念看臺

中市的發展。在我所提出的大臺中 123工程中，有別於各地方政府

僅「伸手要錢」，向中央爭取統籌分配款單一財政收入方式；我們

更強化「開闢財源」的概念，包括爭取大慶到烏日鐵路高架化工程、

成功到追分鐵路雙軌化，以及邀集臺鐵共同合作，研商鐵路改建納

入都市計畫內，也請交通局、都發局、經發局、財政局等研擬透過

區段徵收、都市計畫等方式，提升財務計畫可行性並增加自償率。

此外，交通部訂於 9月 30日針對大臺中山手線計畫進行初步審查，

也請交通局積極準備，俾大臺中山手線計畫獲得中央核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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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交通局) 

七、 今天市政會議首度移師烏日召開，也讓大家了解，我所提出的政見

「大臺中 123」已逐步落實為政策，未來並將轉為政績。事實上，

在高鐵設站及縣市合併升格後，烏日已從過去縣市交界的邊緣地帶

搖身一變成為中彰投的樞紐，而市府對於烏日副都心的發展也有了

完整的規劃。對於都發局今日「烏日副都心計畫」完整規劃的專案

報告，先在此表示肯定之意，在此做以下幾點裁示： 

(一) 要打造「烏日副都心」，必須「鞏固中心性，加強流通性」。

烏日副都心的發展與彰北地區密切相關，目前透過區域聯合治

理的力量，我們與彰化縣正推動烏溪兩岸雙子城的發展，包括

部分交通建設，像是明年即將完工的溪尾大橋，連結了本市烏

日區溪尾里與彰化縣芬園鄉，貓羅溪大橋也已獲得水利署支持

納入工程，請建設局務必掌握工程期程進度。此外，在軌道運

輸方面，搭配臺鐵高架捷運化往彰北延伸，也涉及了彰北整體

的都市計畫，請相關局處與彰化縣合作，積極向中央爭取核定

相關計畫與經費補助案。(辦理機關：建設局、都市發展局) 

(二) 在公路建置方面，應盡速完成烏日轉運站規劃，請交通局積極

辦理；至於軌道部分，則應優先推動大慶到烏日的鐵路高架捷

運化、並協調臺鐵推動成功至追分的雙軌化。這部分請林副市

長帶領交通局、建設局、都發局共同努力，以 TOD（以大眾運

輸導向的開發）為發展導向，並積極爭取中央部會支持。(辦

理機關：交通局、建設局、都市發展局) 

(三) 烏日高鐵副都心的成敗與產業定位息息相關，除引進會議展覽

產業、與高鐵公司合作，並搭配物流、商務、休閒娛樂及康健

體檢等共五大產業，用產業帶動就業，引進居住人口。透過周

遭民間投資帶動烏日產業發展，除烏日會展中心外，請經發局

持續進行招商，都發局協助各項相關執照的申請，提升行政效

率，以加速產業的發展。 (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都市發展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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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打造筏子溪與大肚溪等高鐵周遭水域環境至關重要，請水利局

和中央水利署協調；整個烏溪水系，從治水到親水環境的營造，

包括生態、自行車道與河岸景觀營造、綠美化應同步規劃、分

階段實施，請林副市長協調推動。 (辦理機關：水利局、觀光

旅遊局) 

(五) 有關烏日溪南地區的發展，請經發局積極輔導既有產業轉型加

值與合法化，優先推動低污染產業。至於未來溪尾地區透過跨

溪大橋與彰化芬園跨域合作，也請統合地方需求後，針對該區

域農業休閒發展進行規劃。 (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農業局) 

(六) 有關烏日舊市區的更新，以及高鐵站附近地區開發，請依整體

規劃進行推動，包括臺鐵鋼樑廠、臺灣啤酒廠與國防部兵整廠

等國有地請盡快協調、以利進行都市更新計畫，這部分請林副

市長和張副市長，共同督導跨局處協調與合作，並定期向本人

報告進度與重大決議。(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七) 烏日副都心的定位，不只涉及臺中市的副都心，更是建構大臺

中發展的重要地區，攸關中彰投區域核心的確立。請都發局積

極向中央反映烏日副都心計畫的重要性，爭取中央擬定國土規

劃及都市計畫時，支持本市研提的規劃。(辦理機關：都市發

展局) 

八、 今天的討論提案都相當重要，包括：環保局「臺中市電力設施空氣

污染物排放標準」部分條文修正案、訂定「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

管理及減量辦法」草案；建設局制定「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

例」草案，以及觀旅局所提送墊付案-教育部補助「自行車道整體

路網串接建設計畫-臺中市山線苗栗至南投段自行車道串接工程」

等案件，惟考量市政會議時間有限、議案過多無法充分討論；為滿

足民眾知的權利，請新聞局協助發布新聞稿廣為宣導，也請研考會

對於日後市政會議之議程與議題妥為安排。(辦理機關：新聞局、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一) 有關墊付案第三案-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 104年度生活圈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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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統建設計畫案，請研考會協助建設局、交通局擇期排定

專案報告；墊付案第四案-教育部補助「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

接建設計畫-臺中市山線苗栗至南投段自行車道串接工程」，亦

請觀旅局擇期進行專案報告。(辦理機關：建設局、交通局、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觀光旅遊局) 

(二) 有關環境保護局提案一「臺中市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部分條文修正案、提案四「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管理及減量

辦法」草案，考量生煤及石油焦使用屬中央轄管權責，且「臺

中市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已提送臺中市議會本次

定期會審查，這 2件提案緩議，請俟該自治條例審查通過並進

行報告後再行研擬修正、制定。(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陸、散 會（中午 12 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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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23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 9月 21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環境保護局 
檢陳「臺中市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緩議。 

02 教育局 
檢陳「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草案

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法

制局發布施行。 

03 地方稅務局 
檢陳「臺中市娛樂稅徵收細則第5條、第11條、

第16條修正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法

制局發布施行。 

04 環境保護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管理及減量

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緩議。 

05 建設局 
為制定「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4年度補助本局辦

理「臺中市104年荔枝加工果收購加工計畫」

經費247萬6,418元整，本府104年度已編列配

合款1,114萬3,881元整，合計1,362萬299元

整，以上補助款247萬6,418元整，擬請同意辦

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02 建設局 

為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辦理「潭子區中

86-1潭興路（福林路至新興國小前）拓寬工程」

可行性評估暨先期規劃案及「大里區、霧峰區

大里聯絡道高架橋下增設平面道路工程」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案費用計新臺幣313萬元9,000

元整，本府101年度已編列配合款116萬1,000

元整，合計430萬元整，以上補助款313萬元

9,00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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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03 建設局 

為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104年度生活圈道路交

通系統建設計畫-「潭子區祥和路延伸銜接至

豐原區鐮村路道路開闢工程」等4案用地補償

經費3億3,980萬4,000元整，本府104年度已編

列配合款1億2,807萬5,000元整，本府尚需編

列配合款1億5,188萬2,000元整，合計6億

1,976萬1,000元整，以上補助款3億3,980萬

4,00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04 觀光旅遊局 

教育部104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自行車道整體

路網串連建設計畫-臺中市山線苗栗至南投段

自行車道串接工程」經費1,980萬元整，本府

配合款1,320萬元整已編列於105年度預算辦

理審議，合計3,300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

行墊付，敬請審議。 

修正後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議。 

墊05 建設局 

內政部營建署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公共設

施管線資料調查（監驗）暨管理系統建置第4

期計畫」經費800萬元整，本府105年度已先行

編列配合款800萬元整，合計1,600萬元整，以

上補助款800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修正後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