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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242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3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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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要舉辦 2018 世界花卉博覽會，因此我們也在尋找足以代表

三生：「生態、生產、生活」的臺灣特色代表，樹生酒莊的洪先生、

參與釀造的陳教授，將獲得世界葡萄酒冠軍的金牌獻給市府，我代

表市民接受這樣的榮耀。臺中具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位於大安溪與

大甲溪的沖刷地區，擁有適宜人居的氣候、地理、土壤。「埔桃酒」

贏得 2015年英國世界葡萄酒競賽金牌，該競賽有 47個國家、超過

1 萬 4,000 款葡萄酒參賽，能獲獎相當不容易；此外，「埔桃酒」

也曾於布魯塞爾、舊金山、雪梨等地的世界葡萄酒大賽中獲得金牌、

銀牌的佳績。葡萄酒於西方飲食文化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2018

世界花博如何搭配世界最好的「埔桃酒」，衍生飲食文化、特色餐

廳、薩克斯風等帶動在地產業加值，進而行銷花博、行銷臺中，更

是市府從現在起就要努力的事。2005 年我擔任新聞局長時，適逢

政府開放民間釀酒的爭議，當時充斥著正反兩面的聲音，考量當年

921震後，許多農民遭受重大災損，因此我採取支持開放民間釀酒

的態度，希望透過釀酒發展精緻農業、休閒農業，未料到間接促成

了樹生酒莊釀出榮獲世界金牌的「埔桃酒」。樹生酒莊洪先生堅持

傳承農業的精神，與市府推動的青年加農政策相當契合，也希望推

動大安溪與大甲溪流域，精緻農業與休閒農業的發展，市府鼓勵青

年發展農業，也要提供土地，像是原清水甲南園區的土地，搭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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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農、新五農及農發基金等政策，保留珍貴農業文化。在此我建

議頒發榮譽市民給洪吉倍莊主、陳千浩教授，以感謝他們 2位創立

「埔桃酒」的貢獻。樹生酒莊輝煌的故事，可能成為 2018 世界花

博的最佳代言人。 （辦理機關：農業局、民政局） 

二、 每次到豐原陽明大樓開會，研考會安排的會議議程都讓人感覺很有

生命力，接近土地、深入基層，就越能感受到和人民休戚與共。對

於最近引發熱烈討論的議題：臺中到底有沒有早餐文化，由於臺中

的特色既豐富又多元，很難以單一食物作為代表，為此我也特別致

電劉克襄教授進行溝通，我們也達成一定的共識。事實上，臺中具

存舊立新的活力，飲食文化的不斷演變，正是有別於南部的地方。

例如起源於臺中的泡沫紅茶、珍珠奶茶，逢甲商圈、一中商圈是屬

於年輕人的消費文化；第二市場是屬於日治時期傳承下來，吃飽又

吃巧的文化；臺中的文化有創新的因子，任何食物到臺中都能變化

出不同的創意小吃，例如同樣的飯糰、吐司、蛋餅都會產生不一樣

的做法，這就是城市生命力的展現，不停的創新發展，這就是臺中

味。市府辦理 2018 世界花博時，應該將這樣的特色發揚光大，從

過去到未來、跨越不同的時空，透過交通、區域的鏈結，尋找發展

的可能，形塑新的臺中認同。（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 上週六是植樹節，近期本市舉辦了許多種樹的活動，因此推動 8

年 100萬棵樹的目標是可以達成的，平均每年要種 12萬 5千棵樹。

從去年 4月開始，我們已種下約 8萬 5千棵樹，為盡早達成目標，

並補足去年的數量，請林副市長協助督導相關局處，今年應達成種

植 16 萬 5000 棵樹的目標。此外，如大甲苗圃種了 2500 棵樹，霧

峰高爾夫球場種了 1000棵樹，而民間團體-福智文教基金會也允諾

種植 10 萬棵樹。要改造臺中成為花園城市、健康城市，就從種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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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透過政府、企業與市民共同合作，如東海大學、弘光科大搭

配新生入學、畢業典禮進行種樹活動。另外，要種樹需搭配土地的

取得，請相關局處向中央部會或地方企業爭取，統計可供種樹的土

地數量、範圍，俾提供相關資料給有意種樹的市民、機關、團體。

（辦理機關：建設局、農業局） 

四、 本週議會將召開臨時會，進行 105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審議，請

各局處就追加預算項目，向各黨團議員進行詳盡的說明，爭取議會

支持通過追加預算案。（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 我早上搭乘 700號幹線公車來豐原開會，檢視幹線公車上路後的成

效，時間比原路線節省、車行也較為平穩；579 幹線公車自 3 月 1

日起實施，一個月後我們也將進行成效的檢討。由於幹線公車有效

節省了通勤學生的時間、金錢，許多學生也改變通勤的習慣，搭乘

跳蛙式的幹線公車。此外，4月 6日起，本市全國首創，開放全市

四萬多格路邊停車格，每天上午 11 時到下午 1 時、共 2 個小時，

讓計程車司機免費臨停，可以安心休息吃飯。林副市長擔任交通部

長時，推動計程車免徵汽燃費，即立基於計程車是大眾運輸工具的

相關規定，計程車的安全與品質攸關民眾的權益。包括市府 1999

話務人員由委外改為自聘，也是為了讓市民獲得更好的服務。這些

政策在在顯示了市府看得見市民的需求，也努力讓市民看見市府的

用心。然而，在推動政策的同時，也要做好與市民的宣導溝通，例

如今年登革熱噴藥消毒，環保局取消以往的委外制度，改為自行辦

理，其實是為避免以往委外，發生外包廠商服務品質良莠不齊狀況。

市府增加 300 位清潔人力固定執行每年兩次的預防性戶外環境噴

藥，也會視需求配合里辦公室提供個案消毒的緊急協助，由於未充

分說明，導致外界有所誤解，也請各局處在推行業務時，務必做好



 4 

政策的行銷宣導。（辦理機關：交通局、環境保護局、本府各機關） 

六、 我們將臺中定位為創意的生活首都，臺中是個很適合生活的地方，

創意源源不絕。「文化是城市的靈魂、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不

僅代表過去、也代表未來。如果我們沒有深層去了解城市的文化，

就無法發現城市特色並加以發揚光大，臺中許多在地特色可推及國

際舞臺，相關的文化活動，透過著作、電視電影拍攝，都是城市行

銷的管道。南屯端午木屐節、東勢巧聖仙師廟，這類極別具特色的

活動，有著在地的文化特色與意涵。東勢巧聖仙師廟已有 240年歷

史，是全臺主祀魯班公廟與的開基祖廟。市府推動東勢巧聖仙師文

化祭，除了將原本具有宗教性的活動推廣為文化祭典外，也希望透

過對匠師文化的尊敬，展現實用主義的價值。事實上，無論是現代

設計師、建築師、雕塑師，皆為匠師延伸的領域，可惜的是，在傳

統東方社會士農工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下，匠師

文化逐漸邊緣化。臺中山城的木工、漆藝有相當高的水平，配合市

府現正推動的技職再造、從教育傳承下一代從事工藝匠師的倫理、

敬業的價值觀，也希望透過推動巧聖仙師文化祭，進而打造臺中成

為工匠城市、工藝之都，帶動山城的經濟發展。目前豐原副都心的

規劃，應盤點、耙梳在地特色資源，加以發揚光大，本案請客委會

主政，重新打造客家人的在地光榮感。以下就客委會「2016 臺中

巧聖仙師文化祭規劃情形」進行裁示： 

(一) 除了客委會之外，由於巧聖仙師文化祭是大甲溪觀光文化流域

的重要內涵，請原民會、文化局、觀旅局、水利局、農業局、

新聞局等相關局處，加強豐富大甲溪的文化內涵與宣傳，特別

應釐清主軸、加以豐富化。期望透過原住民族文化原鄉、東勢

石岡的客家風光、后里外埔的花園美景，到大安大甲媽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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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串聯，配合未來 2018世界花博，豐富北臺中的文化生活。（辦

理機關：客家事務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局、觀光旅

遊局、水利局、農業局、新聞局） 

(二) 巧聖仙師文化祭內容多元，請客委會加以整合後，提供各區里

協助宣傳；並請新聞局，利用各式媒體及網路加強放送，提升

成為全國性文化活動。另外，也請客委會邀請苗栗、南投及彰

化等區域治理的合作縣市共同參與，擴大中臺灣的合作及行銷。

（辦理機關：客家事務委員會、新聞局、各區公所） 

(三) 這次祭典，有多項活動集中於 5 月 28、29 二日舉辦，可說是

慶典的高潮。事實上，魯班公的生日在端午節後 2 天、農曆 5

月 7日，未來活動期程也可拉長、避免過度集中；相關活動地

點也可研議擴大為東勢到豐原沿線。本次包括花車遊行路線，

客家文化園區、仙師廟、豐園木藝文創園區等熱點之交通動線

規劃、停車需求及交通管制等，請各主辦機關審慎規劃，並請

交通局及警察局提供協助。（辦理機關：交通局、警察局） 

(四) 木工機械，木藝與漆藝等為本市深具發展歷史之產業，請經發

局結合本次巧聖先師文化祭之契機，積極整合上述產業之公會、

協會，領導業者與學校，充實豐原現有豐園木創園區之創研與

體驗學習能量，並持續爭取中央資源挹注，以展現產業新風貌。

（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五) 為改善青年學用落差，重視技職再造，以提升本市青年勞工就

業並建立基層工作者之社會新價值與勞動尊嚴文化，請勞工局

結合巧聖仙師文化祭辦理職埸達人選拔及新秀競賽、遴選木藝

大師，並製作微電影，將工匠精神及專業技能加以推廣，興起

尊重專業技能的風潮，並透過多元的職場體驗活動，從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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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青年的創意及潛能，鼓勵適性發展，吸引青年勞工投入各

行各業，行行出狀元。（辦理機關：勞工局） 

(六) 東勢高工與工匠達人合作開辦「裝潢人才培育班」，實施效果

相當良好，請教育局持續結合當地文化，開辦學訓用合一的教

育課程，了解實施成效並持續推廣。另外，也請教育局將此深

具歷史文化意涵的主題編入本土教材，由基層教育扎根，讓本

市學童認識在地文化。（辦理機關：教育局） 

(七) 根據客委會的考察，全臺主祀魯班公的廟宇共有 34 間，其中

從東勢祖廟分香出去的有 24間。請民政局研議加強與這 24間

分香廟宇的合作交流，以增加他們對東勢祖廟的向心力。（辦

理機關：民政局） 

(八) 主祀魯班公的廟宇，除了臺灣以外，在山東濟南以及天津、成

都、香港、澳門、越南、馬來西亞等地區都有魯班公廟。請民

政局加強聯繫，逐年將這些廟宇邀請來臺，參加我們的祭典活

動，讓臺中的巧聖仙師文化祭更國際化。（辦理機關：民政局） 

(九) 我要特別強調地方與中央攜手合作的重要性，請客委會、觀旅

局及文化局共同研商，如何搭配蔡英文總統「國家級臺三線客

庄浪漫大道」客家族群政見，盤點山城客庄資源，推出套裝旅

遊行程，循序漸進，打造本市特有的客家文化品牌；讓節慶行

銷做為主軸，帶動周邊包括餐飲、民宿及客家美食品牌的觀光

產業發展。（辦理機關：客家委員會、觀光旅遊局、文化局） 

七、 打造臺中成為生活首都，也要讓臺中成為動物的友善城市。我曾提

出「動物保護政見 5大保證」(流浪犬貓絕育、增設認養寵物會場、

落實犬隻精準捕捉 SOP、廣設狗便清潔袋、犬貓絕育補助)等，皆

以落實於市府的動保政策上，尤其是我就任之初，曾宣示 3年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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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零安樂死的目標，後來配合相關法令修正提前於 2年內達成零

安樂死的目標。因此，我們配合 4 月 4 日「世界流浪動物日」、4

月 8 日「動物保護節」，今天特別請農業局就本市動物保護成效進

行檢視，對於動保處一年多來在動物保護的成效予以肯定。以下就

農業局「動物保護推廣成效」進行裁示： 

(一) 請農業局加速「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條文修正，不只加

嚴寵物登記管理，也要提高罰則，並遏阻動物受虐情事發生。

而為強化源頭管理，亦請農業局加強合法繁殖場的管理，並取

締、嚴懲非法的繁殖業者，提升動物保護案件稽查效能。（辦

理機關：農業局） 

(二) 「草悟道」及「文心森林公園」兩處假日犬貓認養會場外，亦

請建設局協助提供更多適合場地，讓假日犬貓認養活動擴大到

山海屯區舉辦。此外，農業局今年續辦偏鄉免費絕育計畫，同

樣有助拉近城鄉差距，請各區公所協助宣傳，為本市流浪動物

盡一份心力。（辦理機關：建設局、各區公所） 

(三) 請農業局以月為單位，提供「認養主打星」資料給本人，本人

可以放上臉書等加強宣傳，並請以活潑方式提供動物保護小知

識、寵物飼養訣竅（撇步）。（辦理機關：農業局） 

(四) 去年本府推動「校園愛笑犬認養計畫」，藉由貼近學童生活的

方式，推動生命教育，獲得好評。為持續精進計畫內涵，請教

育局與動保處檢討相關配套，研議以更周全方式推動辦理。（辦

理機關：教育局、農業局） 

(五) 有鑒於狂犬病的威脅，請農業局加強流浪狗狂犬病疫苗的注射。

另外，為推廣「認養代替購買」，請評估建置竉物認養 APP 的

效益，並研議獎勵認養措施，例如市民透過認養的寵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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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市府可提供免費的火化措施等，以積極方式提高市民寵物認

養意願，以打造臺中成為更友善的動物城市。（辦理機關：農

業局） 

陸、散 會（中午 12時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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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42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5年 3月 14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環境保護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溫寮溪水區劃定及水體分

類標準」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法

制局發布施行。 

02 教育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學校午餐自治條例」草案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3 都市發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

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辦法第二條、第四條」修

正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法

制局發布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