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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236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1月 18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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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仁早安!臺灣選出新的總統與新的國會，相信整個局勢也將

氣象一新。這是大選後首次市政會議，未來新中央政府對於本市市

政推動將有很大的影響。這次的選舉受到全球矚目，也創造多項歷

史紀錄，包括：（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一) 選出臺灣第一位女性總統；完成總統大選第三次政黨輪替。 

(二) 總統所屬政黨(民進黨)在國會擁有過半席次，將是穩定多數的

政府，有助於行政立法的良好互動。 

(三) 第三大政黨出現(時代力量)，代表新世代及其價值觀透過民主

選舉的方式進入國會，這也顯示臺灣社會有了足夠開放性，民

主發展更進一步。 

二、 選舉期間各黨派有所競爭、在所難免，然而選後應不分黨派、體察

民意，做到興利除弊，新的總統當選人提出：「謙卑、謙卑、再謙

卑!」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皆應以謙卑的心，整合民意，共同推動

國政與市政，因此，今天特別請社會局進行「市民安心政策」專案

報告，選舉結果相當程度反映民眾對於市府施政的信任投票，這次

選舉結果顯示我們第一年的施政成績及格，但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我也希望各位同仁以更謙虛的心推動市政，尤其是縮短城鄉差距、

促進公平分配與世代正義，並因應新的中央政府政策，推出相應政

策，加速推動臺中的蛻變。（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 蔡英文總統當選人於競選期間提出三個五：「五大社會安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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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創新研發計畫、五大政治改革計畫」，以五大安心計畫而言，

包括：「安心住宅、食品安全、社區照顧、年金永續、治安維護」

等面向，今天的專案報告即針對這五大面向提出因應策略，若市政

推動方向與中央一致，將可事半功倍，未來我可以透過出席行政院

會、未來執政黨的中常委會議，或者臺中市區域立委提案，共同為

臺中發聲。過去一年來，市政創新作為，包括：托育及托老一條龍、

愛鄰守護隊、8年 1萬戶社會住宅、食安 139政策等，獲得外界好

評，也希望未來這些政策能獲得中央的參採，進而推廣到全國。此

外，新總統所提「五大創新研發計畫」中，如「智慧機械之都在臺

中」與經發局相關，未來請相關局處針對新政府所提列之社會、產

業發展等計畫，於近期市政會議提出本市施政的專案報告。（辦理

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本府各機關） 

四、 區域聯合治理是重大課題，蔡英文總統相當肯定區域治理平台從

「中彰投」擴展到「中彰投苗」四個縣市，並達成 54 項合作案，

這些案件應進行盤點，並就需要中央協助的部分向新政府提出。（辦

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五、 明天開始，議會將召開臨時會，再次感謝民進黨團號召 31 位跨黨

派議員連署提案召開議會臨時會，各黨團也表態支持，選後呈現新

的民意，我相信府會也更能體察民意，放下黨派與意識型態的差異，

共謀市民的福利；臨時會將於 1月 19日至 1月 26日召開，籲請議

會就 105年度預算進行理性討論與修正，以期順利通過，讓市政得

以正常運作。（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六、 剛才所提中央與地方的合作關係，不僅透過行政院、立法院或政黨

協商，更重要的是中部四縣市已建立橫向協調機制，中彰投區域治

理平台跨越了黨派之別，進行合作，如能向下擴及局處首長，辦理

「一級主管共識營」，加強四縣市局處長等主管間的橫向聯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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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分享與未來合作都相當重要。由於魏縣長建議由彰化主辦首次

一級主管共識營，除了欣然尊重外，也請研考會及人事處積極協助，

讓第一次共識營的舉辦順利成功。（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人事處） 

七、 另一項涉及臺灣整體區域均衡發展的重要規劃，是「首都減壓、國

會先行」，亦即將立法院遷移臺中，由於目前立法院在臺北的用地

非國有地，每年需付高額租金，建議立法院遷移台中，節省辦公廳

舍租金，也提高國家安全、均衡區域發展。因立法委員來自全國各

地，不似其他行政部門遷移，可能對多數居住於臺北市的行政人員

造成較大影響，而且臺中本來就有立法院中部辦公室，立法院遷移

影響層面最小，因此，將積極爭取立委支持立法院遷移臺中。（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八、 針對都發局、農業局、衛生局、警察局、經發局、環保局、人事處

就今日「市民安心政策」專案報告的口頭補充，提出回應：（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一) 在社會住宅部分，以中央推動「8年 20萬戶社會住宅」政策而

言，臺中市至少需達 8年 2萬戶社會住宅。然而中央政府需提

供興建誘因，中央制訂相關法規時，地方政府也需參與。此外，

本次總統大選，部分候選人涉及「軍宅」買賣爭議，我認為，

應研議軍宅做為社會住宅之用，進一步檢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條例，全面檢討住宅政策，並傾聽民意。 

(二) 就食安及衛生方面，本市在研擬食安政策時，已由陳建仁副總

統當選人、李明亮前衛生署長等人共同討論擬定，為相對完善

之制度，然而食安無法僅由單一縣市獨力完成，未來應更進一

步研擬中央地方的合作機制。 

(三) 以治安而言，不管客觀指標或主觀感受，臺中市的治安已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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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改善，相當值得肯定。然而治安良窳涉及大環境經濟好壞、

民眾的倫理道德、法治教育等多方面因素，在重視犯罪破案率

外，更應著重犯罪預防、偵防並重，運用科技辦案，尤其是涉

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者，應優先處理。此外，警民合作相當重

要，例如本市率全國之先，制定臺中保全日，就是引進民力，

改善治安的表現；也希望中央政府給予人力及資源挹注，共同

改善本市治安。 

(四) 在社會福利政策面，應引進創新投資概念，才能永續發展，而

非僅為社會資源重分配的零和關係。以托育一條龍而言，我們

引進社會創投，一方面照顧幼兒、另一方面也創造工作機會。

這類雙贏的政策可提供中央參考，也希望未來中央地方關係應

為良好的雙向溝通，讓市政推展更順暢。 

(五) 在環境方面，空污、水污及廢棄物等許多環境問題需要中央政

策支持，包括爭取本市空污管制分級改納為三級空品區等，透

過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改善空污這類影響民眾健康的無

形殺手。 

九、 對於今日社會局「市民安心政策」專案報告做以下幾點裁示： 

(一) 大選結束至新總統就職，舊政府處於看守時期、新政府尚未就

任，有長達 4個月的空窗期、對於整體國政有著不確定性的影

響。請新聞局密切掌握與市政推動相關的輿情，提供各機關掌

握未來新政府政策脈動，以期盡早無縫接軌。（辦理機關：新

聞局、本府各機關） 

(二) 為實踐居住正義，新政府將力推 8 年 20 萬戶社會住宅政策，

與本府推動 8年 1萬戶社會住宅之立意，方向一致。請都發局

與中央權責機關保持密切聯繫，建請中央對於本市所面臨須修

改的法令及執行面等形成中央政策，以利推動。（辦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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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 

(三) 食安風暴凸顯了法令保障的不夠周延。未來的新政府、立法院

可望提出多項食安修正法案。請衛生局、農業局密切注意發展，

本府現正研擬「臺中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等法案，

也應納入相關修法立意與精神。（辦理機關：衛生局、農業局） 

(四)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中、彰、投三縣市已共同成立「中彰投消

保聯合律師團」，日前並針對消費者保護法，提出 4 大修正建

議。請法制局儘速與彰化、南投，以及苗栗合作，共同向行政

院消保處，提出修法建議，以落實消費者權益保護。（辦理機

關：法制局） 

(五) 本市許多創新政策，例如「0-6 歲托育一條龍」政策，我曾在

行政院會建議中央參採，也獲得各界肯定。未來應積極向新政

府建言，由中央統籌整合幼托政策，並挹注更多資源，既可解

決少子化的國安問題，也能降低地方財政的負擔。（辦理機關：

社會局） 

(六) 有關打造宜居城市的政策，包含托育一條龍、三好一公道、食

品安全及環境議題等，這些並非個別政策，請教育局、都發局、

社會局等局處加強內部整合與橫向聯繫，也請相關副市長針對

重大業務推動進行督導。（辦理機關：社會局、都市發展局、

教育局、衛生局、農業局、環境保護局） 

(七) 改善治安是市民的期許，本市率全國之先將 12月 30日定為「臺

中保全日」，並展開與本市 3 萬多名保全業的密切夥伴合作關

係，協助警方維護治安。請警察局將本市此項創舉，報請內政

部警政署，推動到全國，以利全國治安良性發展。（辦理機關：

警察局） 

(八) 有關公務員員額部分，我上次已於行政院會提請中央協助，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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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員額限制，預估今年 3月，本市人口就能突破 275萬人，公

務員法定員額可達 11,700 人。然而，由於行政院員額管制限

制，目前本市員額僅 7,078人，以致包括運動局、捷運工程局、

都市更新及住宅處等機關難以成立。請人事處備妥說帖，積極

與新政府進行溝通協調，解除不當的員額管制規定。（辦理機

關：人事處） 

(九) 新政府上任後，各局處應全面盤點需中央支持之政策或建設，

並積極爭取。請潘副市長督導，財政局主政，研考會及主計處

協助，修訂本府爭取中央補助業務績效考核要點，督促各局處

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經費，健全本市財政體質。另外，本府設

有臺北聯絡處，預期未來中央府會關係將較為暢順，請各局處

善用臺北聯絡處，可協助安排與中央部會協調，以利經費爭取。

（辦理機關：財政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計處、本府各

機關） 

(十) 請各局處依據今天的報告做為參考並預作準備，因應新任總統

及國會組成欲推動的新政，由於總統所提出的這些政見會轉化

為政策，本府各局處應重新盤點現有相關政策措施，對於與總

統政見相對應之政策，請研考會彙整簽報，以利後續爭取中央

補助，或進一步合作推動，為市民謀求最大福利。（辦理機關：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本府各機關） 

陸、散 會（上午 11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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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36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5年 1月 18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交通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軌道系統場站及其毗鄰

地區土地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法制局

發布施行。 

02 民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后里區文德段220-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案，敬請審議。 
本案擱置。 

墊 01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中央都市

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補

助作業」經費計241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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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2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營建署增額補助本府辦理「103年

度臺中市租屋服務平臺你租我管試辦計

畫」經費計新臺幣117萬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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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3 經濟發展局 

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全額補助本市

豐原區「104年度輸變電協助金(施工中)-

翁子D/S改建工程」工程完工後促協金，

經費計216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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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4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中

市大甲區幸福社區活動中心頂樓防水工

程」經費新臺幣31萬7,000元整，本府 

105年度已編列配合款新臺幣13萬7,000

元整，合計45萬4,000元整，以上補助款

新臺幣31萬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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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5年度補助本

局辦理「提升臺中市復康巴士服務能量計

畫」經費計359萬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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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