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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248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5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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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蔡瑋婷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伍、 指（裁）示事項： 

一、 五一勞動節剛過，昨天的活動也很多，在此先感謝偉大的勞工朋友

們!中小企業與勞動朋友的貢獻，是推動臺中市繁榮發展的重要力

量，帶領市民認識並尊重勞動價值，更是城市發展的重要概念。勞

動價值涉及生命尊嚴、生存收入、生活品質三方面；1.生命尊嚴：

勞動讓人感受到存在的意義。2.生存收入：可能來自於工資薪水，

或者社會互助的成就感。3.生活品質：社會上每個人發揮勞動的價

值，各司其職、各取所需，提供人們的生活品質。全國首創的「巧

聖仙師文化祭」結合對於勞工的尊重、除涉及宗教文化與各種職業

的發展，也與技職再造、產學合作息息相關，將職場倫理、敬業態

度及專業技藝帶入校園，俾人盡其才，達社會共榮的境界。（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 上週的市政推動與創業、就業有關，在此與大家分享： 

(一) 本府推動摘星計畫-審計新村，上週已與中興大學、地表最潮

公司(成功打造紅點文旅之公司)簽約，搭配審計新村鄰近草悟

道、美術館園道等景點，以及 NPO 中心、iBike 串連，包括週

遭路面標線規劃 iBike專用等，帶起臺中的巷弄文化，成為未

來拚觀光的最佳亮點。（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 上週我前往沙鹿國小參加已辦理 18 屆的「港洲盃親子捏陶比

賽」，捏陶土攸關孩童的教育，包括 1.人格養成：透過捏掏土

的過程，引導孩子訂定目標、培養專注力。2.美感教育：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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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聲音等方式，讓孩子從生活當中培養品味、以及對美的感

受力。3.社會互動：促進親子同樂，捏陶讓全家可以培養共同

興趣，並能走到戶外與大自然互動，建立良好的家庭社會關係。

因此我已請潘副市長協助督導推動「陶藝教育發展計畫」，先

在山海屯城區挑選 6所種子學校進行培育，並規劃在山海屯城

區各建立一座燒窯設備、成為臺中窯，進而結合學生課程、駐

市藝術家等，增進市民參與，推廣陶藝成為全市性活動。（辦

理機關：教育局） 

(三)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報導臺中是全臺最宜居的城市，為打

造臺中品牌，從臺中早餐、逢甲商圈特色小吃、甚至臺中市旗

進行重新設計，本市人口即將正式突破 275萬人，比起縣市合

併之初，已增加 12 萬人口之多，臺中可望於 2 年內成為臺灣

第二大城市。為推動臺中成為生活首都，市府希望透過新的城

市定位與塑型，如大臺中 123、13 項旗艦計畫以及 2018 世界

花博、2019東亞青運，二個讓臺中轉型為「花園城市」與「運

動城市」的重要契機，透過提升軟硬體的建設，讓臺中成為適

合「移居」與「宜居」的城市。（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 臺中得以成為宜居城市，要特別感謝同仁們的努力，讓本市在食安、

治安、公安上都有具體成果：（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一) 本府以 63萬元建置「樂活臺中」食安 APP，獲得衛福部辦理競

賽計畫的消費者保護業務類組第一名，實為小兵立大功!在這

次衛福部評比中，本市「基礎築底計畫」也榮獲直轄市分組第

一，本次共拿下 3 項第一名、1 項第三名、1 項第五名的好成

績，並獲得共 8,300萬元的獎金。 

(二) 在治安方面，本市在各種客觀指表與主觀滿意度調查部分，所

獲成績是歷來最佳，依據警政署公佈 104年下半年度「治安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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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督導評核」成果，臺中市是六都第二名，如就重大刑案犯罪

率及破獲率來看，本市表現高居六都第一，透過偵防並重、警

民合作，對於犯罪產生嚇阻作用，例如昨天臺中警方查緝販毒

集團時，一併破獲嫌犯位於彰化的大型軍火庫，澈底解決不法

情事。 

(三) 在公安方面，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的評鑑，本市消防局在六都中

有 9 大類成績都是「特優」；其中「危險物品管理」與「火災

調查」的表現是全國最優，特別值得肯定。 

四、 帶動城市國際化、不僅讓臺中走出去，更要讓世界走進來。我在 3、

4月積極出訪進行招商活動，除成功引進三井不動產公司決定投資

臺中港設立 OUTLET 賣場，張副市長也前往美國矽谷，與國際科技

大廠思科(CISCO)洽談招商及水湳園區智慧城市的計畫，目前雙方

已簽訂合作備忘錄(MOU)，希望能促成未來的具體投資，讓水湳成

為低碳、創新、智慧的示範城區。（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 我在議會定期會開議前空檔，利用短短 12 天走訪日本、新加坡、

南韓 3個國家、8個城市、長達 1.6萬公里的飛行里程，這樣的行

程被隨行的媒體記者朋友稱為「鐵人行程」。近幾次出訪多為市府

事前與國外大廠、商討合作事宜達一定程度，因此我以「臺中市長」

的角色代表城市進行國際合約，深信近幾次的出訪是全國各縣市出

國考察成果最豐碩，在此對於相關的規劃局處表達高度肯定。就秘

書處「105年 1至 4月份市長因公出訪成果報告」裁示如下： 

(一)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臺灣已進入城市與區域發展競合的時代，

這是全球化之後形成的趨勢，尤其是臺中市升格為直轄市後，

肩負引領中部 7縣市走向國際的責任。請秘書處針對本市的國

際交流，配合新政府的外交「新南向政策」，整合本府各機關

需求，進一步提出完整的計畫與落實的行動方案，以逐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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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臺中走出去、讓世界走進來」的施政願景。為提升國際事

務處理能量，配合市府推動組織改造，請潘副市長協助規劃的

組改小組納入研擬增設「國際事務處」，目標、定位、組織任

務係推動與國際事務相關，並增加人力、預算。此外，市府原

推動成立運動局，經評估後預計推動成立「運動健康局」，推

動運動產業發展與促進市民健康。這些規劃隨著近期爭取行政

院鬆綁本市公務員員額，時機已近成熟，請加速推動組織改造

作業。（辦理機關：人事處） 

(二) 針對本次交流參訪，要推動的重點及合作成果，特別是雙方達

成協議要推動的事項等均列於出國報告中，請研考會將成果及

交辦事項嚴格管控，定期簽報本人知悉。（辦理機關：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 

(三) 本次出訪除了招商與觀光成果，也考察與都市發展相關的項目，

包括舊市區再生、河川整治、交通以及產業文化等，請各機關

進一步參酌考察結果，修正後續推動計畫。本次出訪也突顯，

若能做好事前規劃，出國能提出重要問題與關鍵解答，就更有

收穫。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市推動市政、城市創新可多參

考國際的成功經驗。（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 今年是本市啟動全球招商的行動元年，招商成果相當豐碩，除

觀光旅遊業外，也具體獲得三井允諾在臺中港投資大型 OUTLET

商場，請經發局召開本府跨局處會議，討論後續協助的事宜，

包括都市計畫的審議、建照的取得、污水排放、大眾交通運輸

等。此外，經發局已於上週啟用市府「投資臺中」網站，建議

納入歷來國際招商經過及成功案例，請各機關持續提供意見、

擴充網站的功能，營造本市友善投資環境。此外，對於出訪期

間獲得對方善意回應交流及回訪的部分，包括新加坡工商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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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來參訪本市、舉辦論壇等，應做好準備，並就 7月份在本市

舉辦的亞洲臺商年會積極進行，以強化在東協國家方面的發展。

新加坡是我們前往東協國家的跳板，能啟動臺中市的新南向政

策，以城市為主體進行推動。我們提出「呼應蔡英文總統新南

向政策具體作為與策略規劃」可提供新政府納入未來的新南向

政策辦理，從地方影響中央，包括招商、觀光及國際運動賽事

等，帶動城市區域的交流。（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五) 有關中彰投三縣市首長一同出訪，搭乘名古屋包機首航，是中

臺灣區域治理的一大突破，未來市府更要透過 2018世界花博、

展示中部花果園藝的成果，以達中臺灣共同崛起、臺灣整合的

目標。（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六) 為提升臺中轉型為國際化城市，雙港計畫相當重要，包括配合

新的中央政府政策，帶動臺中港轉型為商務港、並將清泉崗機

場提升為中部的國際機場，便捷的交通是國際交流、城市發展

的成敗關鍵，已請林副市長協助督導規劃，並提升相關的軟硬

體設施。此外，部分民眾擔心新政府上任後，陸客來臺觀光人

數縮減問題，但實務上比較重要的是我們應提升旅遊品質，吸

引日韓、東協、港澳等地旅客到中部觀光交流，議員誤解部分

航線縮減，主要係出於航空公司的考量，事實上，本市已成功

開拓 11條航線，包括增加南韓仁川、日本名古屋等國際航線，

特別予以澄清。（辦理機關：交通局、觀光旅遊局） 

(七) 有關 2019 東亞青運納入輕艇與自由車競賽項目已成功爭取日

韓支持，有關自由車競賽場館除改善鰲峰山場館成為適合比賽

的場館，市府也將參考香港經驗及場館發展模式，於甲安埔等

地尋找合適地點規劃合適自行車比賽場館，希望今年底前能完

成規劃。東京巨蛋運動場館的發展經驗，對於規劃洲際棒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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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棒球運動休閒園區的模式，非常有參考價值，請教育局妥

善規劃。此外，有關本府爭取教育部支持打造臺中成為國家訓

練中心-中部訓練基地，希望潘副市長到中央後能持續支持本

案。（辦理機關：教育局） 

(八) 鑒於 2020東京奧運籌備會的架構性思考及籌辦方式相當完整，

請農業局就 2018 花博、教育局就 2019 東亞青運參考 2020 東

京奧運的籌備方式，進行整體檢視及籌劃。此外，由於臺中已

取得主辦奧運賽事的門票-辦理 2019東亞青運，加上亞運將於

2019 年公布 2026 亞運主辦城市，為期透過體育進行各種國際

文化交流，請教育局積極爭取由本市主辦 2026亞運。（辦理機

關：農業局、教育局） 

六、 現代社會觀念不應只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市民文化與

勞動息息相關，因此我們應重新定義技職教育，技術工藝不僅是養

家餬口的行業，在木工、營造等技藝背後有著職業的倫理與美德。

「黑手出頭天」，精密機械產業為臺中的經濟發展撐起一片天，因

此我們希望帶領大家、認識並了解匠師「師傅工」特色文化。東勢

巧聖仙師廟已有 240年歷史，是全臺最老的巧聖仙師廟宇發源地，

為打造城市的定位與行銷，市府擇定以該廟作為在地文化特色發展

的切入點，源於全臺共 30多間的巧聖仙師廟宇，有 24間宮廟從東

勢祖廟分靈；市府正推動的產業 4.0以及呼應新政府五大創新研發

計畫-本市為智慧機械之都的規劃都與技職教育相關，我們希望透

過技職再造，改變師生們對於技職教育的觀念，並提升學生們對於

匠師文化的肯定，市府也將持續推動技職再造與產學合作，以吸引

更多人才，創造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就勞工局專案報告「2016

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促進就業魯班公獎選拔與技職教育再造」裁

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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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於巧聖仙師文化祭整體系列活動予以肯定，今年部分活動經

費以第二預備金因應，如木藝大師獎 50 萬元等，請於明年度

正式編列預算。並請勞工局、客委會、民政局、教育局、經發

局、文化局、觀旅局、新聞局等相關局處就巧聖仙師文化祭系

列活動進行整體檢視、逐步擴大，並爭取中央部會(教育部、

經濟部等)共同參與。（辦理機關：勞工局、客家委員會、民政

局、教育局、經濟發展局、文化局、觀光旅遊局、新聞局） 

(二) 技職再造涉及市府推動的青年希望工程旗艦計畫、請教育局積

極推動。由於學位授予法變更，授權實做大師可進入校園授課。

因此、積極推動，各級機關學校可延攬獲獎的大師及達人，返

校擔任講師，透過「雙導師」的師徒制，透過達人們的作品與

經驗，帶動技職教育發展，讓學訓用合一，強化產學研合作。

（辦理機關：教育局） 

(三) 證照的取得相當重要，請學校鼓勵學生取得證照，建立基本技

能認證。除本次辦理達人選拔等競賽活動外，也請教育局、勞

工局、文化局、經發局等權管局處進行檢視，並持續辦理各項

技能競賽，使各項工藝與專技得以延續傳承。（辦理機關：教

育局、勞工局、文化局、經濟發展局） 

(四) 為擴大推動技職再造，請教育局各級學校鼓勵學生投入技職體

系，經發局協調業者增加建教或產學合作機會，降低學用落差。

另外，也請勞工局參考本府推動「青年加農‧賢拜傳承」計畫

之做法，研擬相關計畫，擴大學校體系外，工藝技術的傳承。

（辦理機關：教育局、經濟發展局、勞工局） 

(五) 勞工局已將獲選達人及新秀學習技藝歷程拍成微電影，請新聞

局規劃於電子媒體進行系列報導，發揮更大效益。經發局運用

多元行銷管道協助進行宣傳，也請教育局於各國、高中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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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此外，大師及達人們的作品，也請勞工局協調於學校或

特定區域進行巡迴展示，以加強本市作為工藝之都之宣傳行銷。

（辦理機關：勞工局、新聞局、經濟發展局、教育局） 

七、 有關研考會工作報告「人民陳情案件 105年第 1季質量分析報告」： 

(一) 整體而言，市府團隊上任一年多以來，人民陳情案件的數量有

下降的趨勢，這是正面的發展，在此肯定各局處的努力。但還

是有改進的空間，請各機關善用大數據分析及其他方式，找出

市民經常陳情問題的根本原因，從問題源頭改善。（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二) 從今年 4 月起，本府 1999 話務中心已改成用直接約聘雇的方

式，提升待遇聘用話務人員，希望有效改善過往委外用派遣人

員的缺點，來降低人員流動率提升服務的品質。請研考會在自

聘話務人員滿一季後，向本人提出執行效益報告。（辦理機關：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陸、散 會（中午 12 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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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農業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草

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

制局發布施行。 

02 主計處 

本市105年度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案，業經本市議會第2屆第5次臨時會審議修正通

過，審議意見經各機關依規區分類型為「主決議」

及「附帶決議」二部分，請審議。 

照案通過，「主決

議」依照議會決議

辦理，「附帶決議」

送研考會列管。 

墊 01 教育局 

教育部體育署105年度增額補助本局體育處辦理

「105年運動i臺灣計畫專案」經費新臺幣383萬

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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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加強

飼料生產與衛生安全管理計畫」經費7萬元整，

本府已編列配合款2萬元整，合計9萬元整，以上

補助款7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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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原住民

族事務

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增額補助本會辦理「105年度都

市原住民發展計畫-傳承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

雇用原住民文物（化）館駐館人員經費」計3萬

1,200元整，擬請准予辦理墊付1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4 
觀光旅

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借問站』

創新旅遊服務推廣計畫」經費17萬9,640元整，

本府105年度已編列配合款1萬9,960元整，合計

19萬9,600元整，以上補助款17萬9,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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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