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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250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5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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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仁大家早安，今天的市政會議大家心情一定很複雜，因為這

是潘副市長榮膺教育部長前，最後一次參加我們的市政會議，我特

別挑選雕塑家黃映蒲的一座銅雕「指揮家」作為紀念品贈予潘副市

長，我也題字「教育，是一首繁複的交響樂；指揮，化眾聲合為美

妙之音」，期盼潘副市長能像指揮家一般，將各界對於教育的「關

心喧嘩之音」，轉換成「和諧美妙之音」。（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一) 潘副市長行政歷練極為豐富，加上愛心與耐心，善於溝通協調，

將許多爭議性問題理出頭緒並澈底解決，對於推動創新市政訂

定 2025 臺中好生活旗艦計畫，皆有很大的助益。在潘副協助

督導下，多項業務卓有成效，包括建立臺中火力發電廠發電降

載 SOP、解決紙廠汙染，推動青年希望工程，落實產學訓用人

才培育；國立高中職改隸與配套方案；食安計畫獲得中央 8,300

萬元獎金；104年度社福評比本市獲得 10項特優等等。 

(二) 潘副市長在府內協助督導業務，包括社會、文化、環保、衛生

等跨局處業務超越教育的範疇，透過在臺中實務參與政策規劃，

正好可檢視中央的政策。潘副市長除了熟悉國教，在擔任副市

長任內也負責與各大專院校的溝通協調，因此，對於高教也相

當了解。相信潘副市長必能與陳良基次長共同為推動國教、高

教提出更多好的方案。此外，本市推動的政策，例如蓬勃發展

的實驗教育、托育一條龍-幼教整合的向下延伸、社會創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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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設計等臺中經驗，值得中央參酌推廣。而 2019 東亞青運

納入自由車與輕艇競賽、建置國家訓練中心-中部訓練基地，

以及 5 年 50 億元推動高中職均、優質化的政策，都有賴中央

支持，希望潘副市長擔任教育部長後，持續支持臺中，臺中也

將持續做為潘副市長的後盾。 

二、 依據憲法規定，國民教育屬地方自治事項，由於教育攸關整體社會

的發展，地方政府是面對學校教育的第一線，因此，本市以直轄市

的角度提出「國立高中職改隸與十二年國教政策推展」，不是以預

算面作為唯一考量，而是透過整體思維，在高中職改隸後，透過行

政體制「事權統一」搭配「青年希望工程」，往上延伸高中職教育，

向下扎根幼教教育，上下打通教育體制「任督二脈」，減輕學子求

學壓力，適性均衡發展，以符合未來社會的多元人才需求。如此一

來，臺中市市立高中職，將有 11所完全中學，加上國立 17校、私

立 22校，將有 50所高中職由本市轄管，教育局已成立改隸及督導

權移轉推動小組，並訂於明年 1月 1日為改隸生效日，改制涉及組

織變革；國立高中職改隸屬於中央政策，本市加速提出配套方案，

希望透過本市的成功經驗，提供給中央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參考，

讓教育的實質效益得以發揮。就教育局「國立高中職改隸與十二年

國教政策推展」專案報告，裁示如下： 

(一) 國立高中職改隸，符合學生受教權利需求，請教育局備妥說帖

向議會說明改隸效益與配套措施，以爭取支持。也請舉辦高中

職改隸政策說明會，透過與學校、教職員及家長的溝通及說明

形成共識，以利政策推動。（辦理機關：教育局） 

(二) 教育部國教署未來每年編列 69 億元經費支應，本府也將負擔

每年 4億餘元的經費，請教育局以不排擠現有市立學校教育資

源方式納入預算編列，也請財主單位全力支持。尤其，「本市



 3 

高級中等學校重大改建、新建及設備更新」高達 2億元的經費，

原則上納入 5 年 50 億經費規劃實施，每年視實情酌予調整，

並爭取中央支持補助經費。（辦理機關：教育局） 

(三) 目前尚有 3所特教學校經費設算尚未完成，請教育局發揮人本

精神，以學生為重，加速辦理，從寬編列。（辦理機關：教育

局） 

(四) 請教育局邀請本府人事處、秘書處、主計處、財政局及法制局

等機關，成立跨局處的改隸作業因應小組，就經費面、人事面

及法制面進行跨局處的合作及研討，以順利推動改隸作業。（辦

理機關：教育局、人事處、秘書處、主計處、財政局、法制局） 

(五) 因應國立高中職改隸，請人事處積極向中央爭取員額編制，於

教育局成立「高中職教育科」，以專門業務管理單位有助本市

高中職教育發展整體策略規劃與推動執行。（辦理機關：人事

處） 

(六) 未來本市市立高中職由 9所增加至 48所、進而到 50所(新增 2

所完全中學)，除了能強化本市特色招生及建教合作專班之開

設，教育局也要加強整合各群科的師資及設備，進而提供國中

生探索、體驗的機會，並向上延伸與本市各大專院校聯結與合

作。另外，也請經發局、勞工局及農業局等局處積極與教育局

合作，以達「產、學、訓、用」合一之目標。（辦理機關：教

育局、經濟發展局、勞工局、農業局） 

(七) 少子女化造成學生人數降低，鐵路高架化後，部分學區也不再

被鐵路阻隔。國立高中職改隸後，請教育局重新進行學區的檢

討，讓教育資源有更合理的分配，請相關單位(如都發局、地

政局等)在學區檢討時，配合一併規劃辦理。（例如：邱素貞議

員建議東峰國中改制為東峰完全中學…)。（辦理機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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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關河川管理權屬，中央衛生署署立醫院改隸等，長期而言皆

涉及城市治理，也應循序漸進推動。（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 對於近期的市政推動，以下與各位分享：  

(一) 行政院核定國 1接臺 74線工程並負擔全額經費(38億元) ，可

望於 110年完工，要感謝本市許多立委積極促成協助，讓延宕

數年的工程可以通過核定，也肯定交通局同仁爭取市民權益的

努力。（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 上週我代表臺中市到行政院受頒食安獲獎計畫表揚，市府「樂

活臺中」食安 APP、烘焙食安「露餡 vs.曙光」139計畫、校園

食安、農政環保及「基礎築底計畫」分別獲獎；這五項計畫也

應落實執行。事實上，市府無論在治安、社福、食安、1999為

民服務專線等評比的獲獎，都是市府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也

感謝同仁的辛苦。（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 上週市府舉辦「新南向政策演講暨產官學界研討會」，也邀請

未來的新南向政策辦公室主任-黃志芳蒞府探討。新南向政策

特別之處在於，地方政府扮演著招商與投資的重要角色，透過

城市之區域經濟與國際對接，做好招商投資與觀光旅遊，提升

臺中競爭力；臺中具有工具機、精密機械等產業聚落，更是進

軍東協的良好利基。（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四) 大甲民生地下道曾因豪大雨淹水，發生婦人溺斃之憾事。為免

憾事重演，市府團隊上任後，已於去年底完成大甲民生地下道

與防汛工程已迅速完工，治標也治本、澈底解決水患，在此肯

定水利局的努力。（辦理機關：水利局） 

(五) 有關規劃在石岡區設置輕艇運動基地，由於爭取將輕艇納入

2019東亞青運，場地必須符合比賽標準，因此應積極覓妥訓練

場地，或者與南投縣政府研商將日月潭調整為符合國際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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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艇運動場地，以符區域聯合共同發展。（辦理機關：教育局） 

(六) 昨天是臺中火車站建站 111週年的日子，然而就火車站體而言，

明年建造滿 100週年，搭配鐵路高架化的新站啟用，也是臺中

媽祖七媽會、中區第二市場滿 100週年的時刻，應辦理大型慶

典活動。明年是臺中的百年風華，代表上個世紀的結束、下個

世紀的開始。接下來的三年將是臺中城市改造的契機，透過

2017 文化城中城、2018 世界花博、2019 東亞青運帶動城市大

活動。（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陸、散 會（上午 11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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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50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5年 5月 16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文化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市文教基金會」、「財團

法人臺中市文化建設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臺

中市港區文化藝術基金會」104 年度決算書各

乙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2 建設局 
檢陳修正「大里都市計畫第2號道路開闢工程

受益費徵收計劃書」乙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3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各區圖書館組織規程」廢止案，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

制局發布施行。 

04 建設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條例」草案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5 都市發展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住宅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

治條例」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6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大甲區岷山段497地號等

19筆，面積合計1,881.47㎡(569.14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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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1 都市發展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105年度補助本府辦理「105年

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推動建築物騎樓

整平計畫」經費1,500萬元整，本府105年度已

編列配合款900萬元整，合計2,400萬元整，以

上補助款1,50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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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畜

牧場登記與管理計畫」經費7萬5,000元整，本

府已編列配合款3萬9,000元整，合計11萬

4,000元整，以上補助款7萬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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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強

化畜牧場斃死畜禽管理計畫」經費28萬元整，

本府已編列配合款8萬3,000元整，合計36萬

3,000元整，以上補助款28萬元整，擬請同意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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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 0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5年度補助「強化畜牧場

污泥清理再利用計畫」經費計6萬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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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5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度補助「強化畜禽糞

管理及再利用計畫」經費2萬元整，本府105年

度已編列配合款3,000元整，合計2萬3,000元

整，以上補助款2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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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度補助「強化雞糞再

利用輔導計畫」經費5萬2,000元整，本府105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7,000元整，合計5萬9,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5萬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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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7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105

年度強化農會主管機關輔導功能計畫」經費27

萬4,000元整，本府已編列配合款11萬元整，

合計38萬4,000元整，以上補助款27萬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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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