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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34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1月 4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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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各位同仁新年快樂! 2016 的首次市政會議排定在陽明大樓召

開，特別有意義。上任一年以來，為貫徹「縮短城鄉差距、促進均

衡發展」，我們走到真正需要關心的地方，也代表施政理念的具體

落實。我到梨山、谷關參加跨年活動與升旗典禮，有人問我：「市

長怎麼沒留在臺中市？」我們特別製作看板：「梨山在臺中!」一方

面考量，市長的行程往往成為媒體的焦點；另一方面，政府執行雪

中送炭的政策遠比錦上添花來的重要，因此，透過行動到達最偏鄉

的地區，對我而言，再自然不過。很開心，今年臺中是全國最多跨

年場次的縣市，能同時在市區、港區以及谷關、梨山四個場地辦理

跨年晚會。在觀旅局努力行銷下，104年度和平區觀光人次打破紀

錄，從 150萬人次上升到 210萬人次。（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 在梨山聽到當地居民分享的小故事，讓我既感動又不捨!由於梨山

天候偏冷，學童到校上課寫黑板時，常冷到手發抖，而這樣的情況

已持續了數年。為關心偏鄉教育，我請太太婉如代我前往偏遠地區

學校關心，學校提出了加裝暖氣的需求，不到一個月，我們便完成

了他們的心願。去年許願時，我希望每個人都能走在光裡面；而今

年我也希望，市府每位同仁都能成為發光體，照亮身邊的人，為身

邊的人帶來希望與溫暖，也讓過去許多無法感受「身為臺中人」驕

傲的偏鄉市民，逐步為臺中感到光榮。（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 市府在新的一年，推出多項便民措施，如優先補助易發生職災工會

勞工健檢，沒有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的職業工會會員也能申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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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圖書館的服務時間延長為 12.5 小時，比過去增加 3.5 小時；流

感疫苗 6千劑免費施打，而且不限年齡；交通局的停車繳費多卡通

等。然而部分新興計畫囿於 105年度總預算尚未通過，充滿了不確

定性，也影響市民權益，包括補助勞工健檢及圖書館服務時間延長

等，無法在 1月就開始實施。事實上，總預算未及時審完的負面效

應影響層面廣泛，依法市府無法動支二備金、災準金等經費支應。

舉例而言，上週有多項市政推動受到總預算未過的影響，在此與大

家說明：（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一) 老舊校舍整建：105 年度原編列 6 億元預算整建老舊校舍，因

總預算未過，有 10 所學校受影響，其中包含發生 5 級地震就

會有危險的校舍，我們以 8年 50億元計畫逐步改善老舊校舍，

也積極向教育部爭取補助經費，希望盡速通過預算，讓老舊校

舍儘快整建補強。 

(二) 營養午餐補助：臺中市是第一個加碼補助營養午餐、引導團膳

業者朝向使用非基改食品的縣市，立法院也在去年通過「學校

衛生法」，讓基改食品退出校園，104年度營養午餐每餐加 5元

的補助編列於教育基金，由於營養午餐涉及食安、食農教育等，

提供食品溯源、地產地銷等在地食材供應，因此 105年度將預

算編列於農發基金內，教育局日前已行文議會盡速就本項預算

同意先行動支，避免影響全市學生。 

(三) 道路開闢與拓寬工程：市府希望透過交通縮短城鄉差距，包括

神岡區新庄里聯外道路，是當地居民引頸企盼數十年的重要工

程，隨著神岡人口與工廠的增加，大型車與砂石車佔據一般道

路，常發生車禍造成傷亡、嚴重影響用路人安全，因此市府已

於 105年度編列 1,200萬元道路規劃設計費用，開闢提供砂石

車與大型車行走的聯外道路，還給用路人安全回家的路。另外，

霧峰峰谷路瓶頸段僅 4米寬、會車相當危險，峰谷國小學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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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險象環生，市府已編列規劃案費用，目前也受到預算擱置

的影響。 

(四) 捷運綠線興建進度：經過林副市長的努力，北捷局允諾進行場

站共構作業，目前總工程進度已達 61.4%，得以讓捷運綠線如

期於 2018 年試營運、2020 年全線通車，惟 105 年度總預算案

未過，將影響今年度發包作業。 

四、 因 105年度預算遭擱置造成市政不確定性，也影響市民權益，我已

拜會議長，也請相關局處積極溝通，促成議會盡速召開臨時會。針

對部分議員抨擊本市 105年度預算是六都最高，在此特別澄清，總

預算須加上附屬單位預算及特別預算，依此標準，預算總額應為高

雄市 3987.55億元、臺北市 3952.6億元、新北市 2338.71億元、

桃園市 1410.03億元、臺南市 1068.9億元，臺中市 1789.31億元

僅為六都第四，所以外界批評未盡公允，其未就同樣基礎比較是不

真實的，請新聞局加強對外說明澄清。（辦理機關：新聞局） 

五、 新市府上任後，已減債 153億元，105年度所增加的 138億元當中，

57.7億元是配合中央補助款所編列之配合款，包括捷運綠線及南

山截水溝等重大工程。由於中央補助款經費屬收支對列，既為歲入、

也為歲出，所謂歲出暴增的情況源自於今年補助款較去年多，相對

市府配合款自然增加，並非刻意增加預算。對於爭取中央補助經費

挹注市庫、我一向非常重視，新年度請研考會會同財主單位研議管

考機制，統計各局處向中央爭取的補助款項，積極督請各局處申請

中央補助，若需與中央機關溝通，也可請本府臺北辦事處協助。（辦

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財政局、主計處） 

六、 上週我出席行政院會，2項提案也獲得毛院長正面回應：（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 

(一)請行政院環保署將臺中列為三級空品管制區，並訂定「中部空

品區總量管制計畫」及「PM2.5管道排放標準」，從源頭控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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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品質，還給市民乾淨的空氣。 

(二)請中央政府放寬臺中公務員的員額標準，目前臺中市目前員額

僅 7千多人，每一位公務員需服務 380位市民，高居六都第一。 

(三)這些請求獲得毛院長的正面回應，對於空污管制部分，毛院長

已請行政院環保署召集相關部會研議；而增加員額方面，將由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就直轄市進行通盤檢討。臺中市法定員額

為 9,000多人，但目前卻被行政院凍結為 7,000人，每名公務

員所需服務的市民人數，高居六都之冠；臺中市總人口預估今

年 3月將達 275萬人，屆時法定員額將增加至 1萬 700人，法

定員額與預算員額差距將更大。後續請潘副市長與相關部會聯

繫，及早促成本案的執行。 

(四)上週行政院會專案報告主題為幼托政策，由於本市推出的新政

「0-6 歲托育一條龍」政策整合幼托，並引進社會投資概念，

讓小孩有人照顧、也增加工作機會，這樣的理念受到民眾的支

持；高雄也將托育年齡向下延伸到 2歲幼兒。因此我也建議中

央參考托育一條龍，整合全國的幼托政策，照護全國的幼兒。

托育及托老是重要的社會福利政策。 

七、 臺中升格為直轄市，最重要的是拉近城鄉差距，讓每一位市民均享

同樣的社會福利，今天請交通局進行「交通局 2016 新政。成長」

專案報告，以檢視去年交通改善的情況與交通新政措施。要改善本

市交通，長期而言，要透過 MR.B&B 大眾運輸系統；短期內，則透

過交通管理措施、相當程度改善交通問題。事實上，大眾運輸系統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例如 579 幹線公車就相當有創意，藉由

大數據分析找出原因，並改善交通壅塞等情況。 

(一) 臺中市的交通問題是最大民怨，而臺中當前最需要推動的建設

也是交通，由於臺中升格直轄市、必須透過四通八達的交通網

絡，因此，交通是重點中的重點。去年 IBM「智慧城市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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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計畫以智慧交通作為主題，撰擬專案以提供本市交通改善

參考依據。其中，智慧交通必須建立在大數據的基礎上，善用

大數據分析、可有效具體解決交通問題。這也顯示交通改善需

以使用者的行為及需求為導向，以新思維改善新問題，例如跳

蛙式幹線公車設計，即立基於使用者的需求，進而改善問題。

（辦理機關：本府交通局） 

(二) MR.B&B大眾運輸藍圖是改善臺中交通的對策，並建立安全、人

本及綠色的交通系統，據統計臺中交通事故發生率全臺最高，

請警察局協助製作交通肇事統計比較表、將 104年度與之前年

度相較，找出原因，以擬定目標、提出具體改善措施，例如：

讓公車進校園、減少學生騎機車比率、增設綠斑馬通學步道，

以降低肇事發生率。（辦理機關：警察局、交通局） 

(三) 對於同仁去年(104 年)達到我要求的交通改善目標，在此表達

肯定。截至去年底，捷運綠線進度已如期達成 61.4%、山手線

亦在去年12月25日完成報交通部、捷運藍線也於年底前報部，

自行車 369已達 iBike100站目標，300幹線公車服務延伸到海

線地區等，請交通局就相關政策目標(iBike300站等)盡速依預

定期程辦理。（辦理機關：交通局） 

(四) MR.B&B複合式大眾運輸系統重要的成敗關鍵在於轉運站，八大

轉運站中，水湳、烏日、豐原及臺中四個轉運站計畫已啟動、

是重要樞紐，另外四個轉運站也應進行規劃、做為第二階段推

動重點。如何推動捷運、鐵路、公車、自行車等轉乘系統順利

接軌相當重要，例如火車站於今年 8月鐵路高架化後，可望有

效紓解交通壅塞，尤其是高鐵、臺鐵及捷運三鐵共構，請交通

局與相關單位做好聯繫與協調，讓共站與轉乘發揮效果。（辦

理機關：交通局） 

(五) 成立「易肇事整合平臺」以及相關 APP的開發，是智慧交通的



 6 

創舉，請交通局徵詢專家意見，將這項創舉進行改良、廣為宣

導並加以運用；未來並可提供技術 know-how給中央單位參考，

由交通部來主導，進一步促成全國交通資訊建置的運用，擴大

其規模及效果。（辦理機關：交通局） 

(六) 因應捷運綠線土建工程已陸續完成，沿線圍籬也將適時拆除或

內縮，還路於民以改善交通壅塞情況。雖然去年捷運工安事件

的發生與圍籬拆除無關，然而仍請交通局做好相關配套措施，

確保市民行車的安全與便利。（辦理機關：交通局） 

(七) 停車管理採用新措施，應採先供給後管理，再逐步收費與執法。

這樣的方式市民接受的程度較高，也能減少新政推動的反彈聲

音。請交通局未來在推出停車管理新措施時，務必做好全盤規

劃與配套做法；尤其是涉及違規取締的部分，務必與第一線的

警察局做好事先的溝通，以利政策的落實。（辦理機關：交通

局、警察局） 

(八) 交通局推出幹線公車 500、700、900及健康公車，其中 3條幹

線公車總共經過 47 個學區，採停靠大站跳蛙式服務，提供乘

客更快速之高品質公車服務。後續也請交通局儘速完成車輛、

人員及站牌資訊整備作業，並請各局處給予宣傳上的必要協助，

讓市民瞭解本府創新政策之美意。請比照 300 幹線公車模式，

請林副市長召集跨局處會議，事先做好分工，以利有效宣導。

（辦理機關：交通局、新聞局） 

(九) 機車是市民的主要交通運具之一，尤其本市有 17所大專院校，

學生多以機車代步。為鼓勵多搭乘公共運輸，減少騎乘機車可

能發生的危險，請交通局協調公車業者及校方，積極配合中央

推動「公車入校園」政策。為提高學校周邊交通安全，請交通

局主政、教育局協助，儘快與各校組成「交通改善小組」；依

各校需求，改善校園周邊停車空間、交通號誌與行車動線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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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問題，保障學生安全。（辦理機關：交通局、教育局） 

(十) 本市積極推動自行車 369政策，讓自行車成功串起城市運輸的

最後一哩路。然而，本市自行車道多非封閉式，騎乘過程勢必

經過各銜接路口。請交通局強化路口標誌標線，提高用路人安

全保障；長期而言，仍請研議「臺中市自行車管理要點」，用

明確法源規範，打造城市安全騎乘環境。另外，由於本市公共

自行車站今年將再增100站，使用iBike的市民也會越來越多，

就發生事故時的保險機制，請交通局積極與保險公司洽談細節，

或參考其他縣市做法，盡力照顧本市使用 iBike民眾的騎乘權

益。（辦理機關：交通局、觀光旅遊局） 

(十一)中部七縣市將聯合推出「中臺灣好玩卡」，包括本市現正研擬

的市民卡或交通電子票證，請張副市長協助盡速召開跨局處會

議研商電子票證，並研商與一卡通、悠遊卡的競合關係。（辦

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十二)有關捷運輕軌路網規劃相當重要，是打通大臺中一二三串連

的軸線，也是涉及複合式交通成敗的關鍵，請交通局盡速辦理。

（辦理機關：交通局） 

(十三)感謝建設局於 104 年完成 125 公里路平的目標，特別是以五

權西路做為示範道路，讓市民感受到臺中的路平，請各相關局

處務必強化整合，以降低市民抱怨。（辦理機關：建設局） 

八、 由於臺中市升格，正面臨「囝仔轉大人」時期，這時期政策若該做

不做、重要工程延宕，未來要做也來不及。長痛短痛都要痛，例如

大智路打通，是必要的工程，對於火車站前後站的發展相當重要，

市府會依輕重緩急進行施政，具施政正當性、也獲得民意支持，請

相關局處積極溝通、爭取支持，共謀市民的福利。（辦理機關：建

設局） 

陸、散 會（中午 12 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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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34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5年 1月 4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

「105年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行政

費用補助計畫」案，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71萬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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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教育局 

教育部補助「臺中市鋪設人工草皮足球

場計畫」經費2,500萬元整，本府教育局

(體育處)105年度已編列配合款1,700萬

元整，以上補助款2,50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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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局辦

理「105年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發放

人力補助計畫(計畫編號：1051D2002)」

經費共計新臺幣91萬8,000元整，辦理先

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

議會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