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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30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年 11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00分 

貳、地點：陽明市政大樓 3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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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仁，早安!相信大家很關心昨天臺灣對波多黎各的棒球大戰，

雖然臺灣輸了，但是我要講一句話「作伙打拚，歡喜輸贏」，在 5

場球賽中，臺灣選手精銳盡出，上千位沒買到門票的民眾，也聚集

在市府前廣場，共同觀看大螢幕的球賽實況轉播。在過程中我們可

以發現，棒球比賽凝聚了國人的向心力，不分黨派、族群、階級差

異，共同為臺灣加油。此外，剛才我頒發獎狀及加菜金給本市球隊

-運動家棒球隊，他們成軍後首次參加「2015年第五屆海峽兩岸棒

球對抗賽」即榮獲亞軍佳績，相當不容易!近期臺中再度興起棒球

熱，臺中是唯一榮獲世界棒協總會頒發「世界棒球之都」美譽的城

市，就國際賽事而言，不管是世界棒球經典賽、世界 12強棒球錦

標賽或者 2020奧運棒壘球賽等，我們都勇於舉辦；事實上，這次

世界 12強棒球錦標賽中，臺灣選手新秀輩出，可預期下一個五年，

這些新秀在球賽中將承擔更重要的角色，這也突顯棒球教育向下扎

根的重要性! 原本由市府出 4成、企業出 6成預算所成立的「棒球

運動基金會」，在改組之後，許多企業界與公益人士出錢出力，讓

棒球運動基金會培育更多棒球人才，也計畫建立社區棒球隊，藉由

山、海、屯、市區等 4個隊伍的成立，讓棒球運動往社區拓展，並

向下扎根，像是本市中山國中與西苑高中日前分別獲得 2015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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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棒聯盟 LLB次青少棒錦標賽冠軍及 LLB青棒錦標賽世界組第三名

的佳績。我們希望透過推廣棒球、將洲際棒球場擴大為棒球運動休

閒園區，讓運動熱潮在 2019東亞青運達到最高點，打造本市成為

真正的棒球之都、運動城市! (辦理機關：教育局)  

二、 上週本市有許多精彩的文化藝術活動持續辦理中，在此與大家分

享： 

(一) 新社花海節在林副市長及張副市長督導下，大家比照臺灣燈會

的規模辦理，相當熱鬧。囿於新社周遭道路的環境限制，雖透

過接駁車等大眾運輸系統紓解部分人潮，但成效有限，此外，

發車班次、時間、及駕駛服務態度等，皆有待改進。(辦理機

關：交通局) 

(二) 與文化部合辦臺中國家歌劇院開幕的系列演出活動，已在夏綠

地公園開展，第一場演出是由甫獲得柴可夫斯基音樂大賽肯定

的曾宇謙先生與 NSO國家交響樂團合作表演，獲得民眾熱烈的

響應，之後還有幾場演出，請交通局協助交維計畫，避免影響

週遭人車出入。(辦理機關：交通局) 

(三) 「簡單生活節」首次由臺北移師國內其他城市舉行，選擇臺中

市政公園舉行，也是將該空間解構為市民共享的空間，「簡單

生活節」結合了文創作品、庶民生活、演講及各種展示的呈現，

這樣的活動相當受年輕朋友的歡迎，往年「簡單生活節」需要

買票入場，但移師臺中後，我們爭取民間企業支援，開放所有

市民免費參觀，讓民眾體驗「生活才是王道、慢活才是樂活」

的城市步調，正是臺中與其他城市不同之處。(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三、 周末我參加多項路跑健行、鳴槍開跑活動，包括舒跑杯路跑、舒果

健走活動等，我也相當關心近期眾所矚目的空氣污染問題，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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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細懸浮微粒、出現紫爆(空氣品質極不良)的問題，事實上，

空氣污染具長期性、跨域性，對全民的健康造成影響，需要中央與

地方政府共同解決。我擔任立委時期，極力倡議空氣污染總量管制

的訂定由原「環保署『會同』經濟部共同訂定」修正為「環保署『會

商』經濟部共同訂定」，希望環保署不受制於經濟部，對於空氣污

染提出強有力的管制措施，然而中央在環境議題上態度過於保守，

未善盡職責，為改善全國空氣品質，籲請行政院環保署及經濟部等

中央部會應做好空污總量管制及減量措施，並將臺中列入空污總量

管制地區，對於污染源進行減量。空氣污染可分為三個來源，包括

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逸散污染源，而中部最主要的污染來源

係臺電火力發電廠及雲林六輕，市府對於空氣污染防治及改善已提

出許多因應作為： 

(一) 固定污染源： 

1. 本市擬定「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

（草案）」已經議會一讀通過，議會將針對此自治條例在一個

月內召開聽證會，請相關局處積極溝通、爭取議會支持，務

必讓自治條例於本會期三讀通過，保障民眾健康。(辦理機關：

環境保護局) 

2. 經過市府半年多的努力，臺中火力發電廠及中龍鋼鐵廠兩大

空氣污染源，皆已提出善意回應及各項改善措施。包括空污

嚴重時，臺電將配合降載發電量，近日即由潘副市長協調臺

電臺中火力發電廠，現有 10個發電機組中，除歲修的 1個機

組外，其餘 9個機組發電量都從原來從 550萬千瓦降至 450

萬千瓦，至少減少了 6%的 PM2.5污染量；而中龍鋼鐵也正研

擬，善用煉鋼所產生的熱氣、以減少燃料使用。與此同時，

臺電火力發電廠及中龍鋼鐵廠也允諾未來將興建室內原料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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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場，改善現行露天儲放生煤，導致海線地區空氣污染嚴重

的問題；目前已加強澆灌措施，改善空氣污染的情況。此外，

對於其他工廠違法排放廢氣，需加強監控及處罰措施。(辦理

機關：環境保護局) 

(二) 移動污染源：由於臺中目前缺少良好的大眾運輸工具，所以市

民出門多以汽機車代步，短期內，請環保局與交通局加速配合

環保署政策，汰換二行程機車與管制燃燒柴油的汽車；長期而

言，我們仍以推動完善的大眾運輸、軌道系統，以期根本解決

此類污染源。(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交通局) 

(三) 逸散污染源：一部分是地表裸露的揚塵，人類濫砍樹木也導致

這類問題惡化，因此除推動 8年 100萬棵樹計畫，也籲請中央

相關單位，包括林務局、河川局等做好河川周邊，防風林的綠

化種樹措施；另一部分揚塵來自於施工中的工地，因此，就公

/私部門等工程，請建設局、水利局等相關局處要求施工單位

落實灑水、覆蓋等措施，並請環保局加強道路洗掃，以期有效

改善揚塵導致空污問題。(辦理機關：建設局、水利局、環境

保護局) 

(四) 請教育局要求各級學校落實懸掛空品旗，依據空氣品質狀況調

整學生作息，並藉由「空氣品質資訊行動 APP」，提供即時、正

確的空氣品質資訊；透過修法、監測等各項措施，回應市民對

市府處理空污的期待。(辦理機關：教育局、環境保護局) 

(五) 很開心民間企業能善盡社會責任，像是臺積電這週末發起淨山

活動，拔除大肚山萬里長城步道周遭、小花蔓澤蘭等相關外來

種，承諾 1年清潔 1千公里道路解決揚塵問題、收購農民稻草

避免燃燒等；而友達也在后里地區種下 5,000棵樹。在大專院

校方面，東海大學響應市府「8年 100萬棵樹」政策，召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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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生一起種樹、由農業局提供臺灣原生樹種，至少種了 5000

棵樹，假若臺中 17間大學都效法東海的作法，以每校 3000名

學生計算，1年就可以多種下 5萬棵樹，透過大家的努力，共

同達到綠化減碳之效。(辦理機關：教育局) 

四、 上週東海國小第一期校舍已正式落成，這樣的好消息令人振奮!東

海國小位於大肚山上、在東海藝術村附近、人口相當密集，但是學

童卻必須到 3公里遠的龍峰國小/國安國小上課；在市府及各界積

極推動下，得以在當地設立小學，感謝潘副市長及教育局的努力，

第一期校舍已正式完成，第二期校舍也應盡速推動，這是縮短城鄉

差距在教育方面的具體展現!(辦理機關：教育局) 

五、 教育的場域及範疇相當多元，包括學校、家庭、社會及幼教、終身

學習等，無法單一定義；因此涉及教育的局處也相當多，像是社會

局活躍老化、勞工局與經發局等產學訓用、合作，甚至是農業局的

青年加農政策、培育青年農民，透過跨局處整合，以達到人才培育

之目的。事實上，教育的本質在於人本、人文及人才，如何引導每

個生命、讓他們活出自我，在「實現小我」的同時，也成就更大的

我(社群)。常言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應以人為本、讓

每個生命得以適性發展，教育不宜以上一代的方式教育下一代，而

是應與時俱進，讓他們在學習中有所感受、消化、理解，進而創新、

創造、並發揮創意，培養下一代可以帶著走的能力，才得以立足於

社會。以下就今天教育局專案報告「教育新政」作以下幾點裁示：  

(一) 有關 2019東亞青運部分： 

1. 由於辦理時程緊迫，請教育局依期程備妥資料於 11月 27日

前召開東亞青年運動會理事會暨特設會議的工作籌備會議。

(辦理機關：教育局) 

2. 有關爭取增加比賽項目 10+2部分，申辦項目應考量搭配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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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為運動城市，請教育局向主辦單位爭取優先以自行車及

棒球兩項運動項目為主，並爭取修改棒球運動人數上限至

1,500人，由於東亞青運屬奧運體系賽事，應透過東亞青運創

造辦理國際賽事典範，成為臺灣申辦亞運的門票。如本次舉

辦世界 12強棒球錦標賽，相當感謝張副市長、潘副市長協調

旅館業者提供平價且優質的住宿環境，辦理國際賽事，需注

意做好包括開會、住宿等接待事宜，透過運動及文化等城市

交流，成為城市進行國際行銷的良好契機。(辦理機關：教育

局) 

(二) 實驗教育三法已通過，本市較偏遠的學校，如太平區東汴國小、

和平區達觀國小在推行實驗教育後，反而吸引更多學生就讀。

請教育局對於公立學校推行翻轉教育、或者私立學校實驗教育

等給予支援，並研議引進公辦民營的機制，加速推動實驗教育

的落實；此外，在特殊教育部分，也可結合公益慈善活動，共

同推行。(辦理機關：教育局) 

(三) 經全面盤點本市老舊校舍耐震補強與拆除重建，初估經費約需

50億元，請教育局向中央政府爭取補助經費、逐年編列預算，

並於 8年內完成老舊校舍補強/重建計畫；就空餘校舍活化部

分，請潘副市長積極協調社會局等相關單位，盡快推動老幼共

學/共餐等活化空餘校舍計畫。(辦理機關：教育局、社會局) 

(四) 有關本市為維護「安心校園」，提高學校維安人力經費等各項

教育新政措施，除教育局已與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合作製播「臺

中好棒、教育好樣」廣播節目宣傳之外，為深化新政意象，請

新聞局協助教育局透過新聞稿等方式就各項新政內容詳加說

明，讓民眾更加瞭解。(辦理機關：新聞局) 

(五) 就青年希望工程部分，請勞工局、經發局、農業局、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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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等積極進行跨局處、跨部門整合，媒合大學院校相關科

系，加強產學合作，並請教育局積極爭取國立高中職等學校改

隸本市，以利進行完善的人才培育計畫。(辦理機關：教育局) 

(六) 有關新住民教育方面，以社會資本的角度觀之，新住民影響了

臺灣的文化教育、經濟資材等，請教育局召開跨局處會議，研

擬新住民下一代的教育政策，讓新住民的下一代未來成為臺灣

國際化、多元化的力量! (辦理機關：教育局) 

六、 本市首次舉辦花都藝術，在時間緊迫及預算經費有限的情況下，能

在山海屯市區等 26 個場地、舉辦超過 205 場次活動，參與人次逾

300萬人次，相當不容易，在此先肯定文化局及相關局處同仁，特

別是活動期間，交通局與警察局是維持交通順暢最大的幕後英雄，

感謝同仁們的努力及付出。以下我就文化局「2015 臺中花都藝術

節執行成果暨檢討」專案報告作以下裁示： 

(一) 依據研考會在花都藝術節結束後所進行的民調結果顯示，約有

6成 8市民知道市府舉辦花都藝術節，這結果與活動舉行前 10

天只有 2成 5市民知道，有顯著差異。代表後來活動的宣傳與

執行確實讓更多市民注意，而曾實際參與活動的民眾中，有 82%

對活動感到滿意，且約 87%的民眾，肯定花都藝術節的多樣性

及擴大到山海屯各區舉辦的作為。這顯示就投入的資源與產出

的效果而言，效益良好，也感謝新聞局的大力宣傳及相關局處

的全力投入!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 「均衡城鄉差異、落實文化平權」是我們重要的施政理念，從

花都藝術節中，皮克斯交響音樂會擇定大甲舉行、馬友友音樂

會擇定屯區藝文中心，引起海線民眾相當大的迴響，2016年的

跨年活動我們也擇定於梧棲辦理。此次活動邀請許多在地表演

團體演出，對於扶植本地藝文團體與文化新秀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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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藝術下鄉、落實各區均衡發展。(辦理機關：文化局) 

(三) 請文化局、觀旅局、農業局等相關局處共同研議將「花都藝術

節」朝「花都藝術季」的方式擴大辦理；請張副市長及潘副市

長共同協助督導，讓本市一年四季都有主軸性活動、質量較為

平均，從過年、大甲媽祖文化節、端午南屯木屐節，搭配體育

賽事等，就花都藝術節，新社花海與國際花毯節分別於不同場

地辦理等進行年度活動規劃，並將臺中打造為臺灣花都的城市

意象，讓本市成為 EVENT CITY!(辦理機關：文化局、觀光旅遊

局、農業局) 

(四) 今年花車部分受限時間、經費與採購限制，引起外界不同的看

法。未來可以研擬朝向減少花車數量，集中設計提升花車質感，

例如採用 1臺大花車配上 2臺小花車方式。此外，日後花都藝

術節中國際踩街活動，可融入花的元素，一併納入規劃。花都

藝術節是 2018世界花博的暖身活動，屆時應邀請各學校、社

區及企業界共同參與，讓花博成為全市民的活動，這也是公民

參與的表現。(辦理機關：文化局、農業局) 

七、 有關水利局所提廢止「臺中市使用排水道排注廢水管理辦法」後，

排放廢水回歸環保及水利法規案，徒法不足以自行，要從源頭管理，

重懲違規排放污水的廠商!請環保局加強取締、採取連續罰，定期

將違規污水排放情況簽報本人。(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陸、散 會（中午 12 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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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都市發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

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六

條」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

制局發布施行。 

02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南屯區黎明段429地號

等31筆市有非公用土地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3 交通局 
檢陳「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

制局發布施行。 

04 水利局 
檢陳廢止「臺中市使用排水道排注廢水管理

辦法」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

制局發布施行。 

05 都市發展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取費

用自治條例」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01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4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居家服務人力留任計畫」及「失智症

居家服務訓練計畫」之經費243萬5,220元

整，本府已編列配合款27萬580元整，合計270

萬5,800元整，以上補助款243萬5,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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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104年度辦理工

程項目經費明細表(第五次核定)」經費新臺

幣494萬6,785元整，本府建設局已編列配合

款212萬50元整，合計706萬6,835元整，以上

補助款494萬6,7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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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文化局 

教育部補助本局辦理「104年度教育部補助公

共圖書館設置幸福家庭閱讀專區計畫」之經

費15萬元整，本府已編列配合款3萬3,000元

整，合計18萬3,000元整，以上補助款1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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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