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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258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7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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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舉行 5 位區長(東勢、西區、清水、大肚、龍

井)的布達典禮，在此恭喜他們，也期望更加強化市府團隊力量。

我一再強調貫徹行動市府、做市民的市長，最重要的就是做好基層

服務。每位區長都是小市長、區公所就是小市府，我們已逐步調整

過去中央集權的做法，透過權、錢、人下放等機制強化區長職權，

讓基層在救災或提供服務時得以即時反應，目前各局處長與區公所

已建立直接聯繫的管道，也增編區公所的預算經費，實施成效良好。

我們希望藉由強化區長職能，讓區公所於第一時間做好危機應變，

成為市府與市民溝通的橋樑降低民怨，我也期勉各位局處長調整心

態，透過「以問題為導向」的方式，成為能解決問題的政府。（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二、 剛才頒獎給運動家棒球隊，該隊自去年成軍以來表現良好，本次拿

下海峽兩岸棒球交流賽冠軍，顯示本市厚植棒球選手的實力，包括

中信兄弟象隊以臺中為主場，運動家棒球隊以及市府積極推動的五

級棒球，讓本市棒球人才培育得以接續。臺中天氣好、交通、生活

機能便利，相當適合發展為運動城市；再加上擁有培育體育人才的

臺體大，以及相關運動產業，包括捷安特自行車以及其他運動器材

等，打造臺中為運動城市具有多方的效益。市府正積極推動五級棒

球，希望藉由「強棒計畫」讓社區棒球從基層紮根，凝聚團隊精神。

事實上，教育局已提出 5年體育發展計畫，其中包括強棒計畫、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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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2019 東亞青奧等，2019 東亞青奧以「Young & Green 環保、生

態、永續」為主題，希望呈現年輕活力與綠色城市的價值；為推廣

各項運動及選手培訓，我們已向教育部爭取將中部訓練基地設置於

臺中，也獲得中央的支持；此外，昨日市府也與臺體大簽訂合作備

忘錄，約定共同推動臺中體育事務，希望臺中在舉辦奧運體系的國

際賽事 2019東亞青奧後，更要爭取舉辦 2026年亞運，向國際展現

臺灣的軟實力，也凝聚國人的光榮感。現值臺中未來百年發展的奠

基時期，不僅要發展硬基礎，更要發展軟實力，透過 2018 世界花

博、2019東亞青運等國際賽事帶動城市轉型。（辦理機關：教育局） 

三、 行政院上週通過「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這是蔡總統五大產業

創研計畫的第一支箭，甫推出即獲得各界好評，值得注意的是，本

方案未來的推動機制是由經濟部與本府共同召集跨部會與單位的

協調，這是史上第一次，中央的政策在形成與推動時都能採納地方

的意見，未來資源分配補助與示範場域，也將由本府提供相關意見；

我們要隨時做好準備，迎接機會的來臨，而我們也要善加把握。打

造臺中成為智慧機械之都，尤其是結合航太與精密機械產業，整合

上中下游的產業鏈，進而與國際接軌。根據估計，未來 20 年國際

航空業訂單商機超過 5.6兆美金，含括飛機製造與零組件等相關維

修，搭配清泉崗機場升級為中部國際機場，目前經發局正在爭取

2017 年臺灣航空展能從臺北移師臺中舉辦，相信可以帶動清泉崗

園區門戶計畫與周邊土地利用。此外，未來「國機國造」的目標，

可望以漢翔為中心，由於漢翔的基地就位於臺中，整合相關產業後

將能發揮連鎖效應，促成整體產業的發展與升級。（辦理機關：經

濟發展局） 

四、 近期國道火燒車事件引發民眾對於交通的關切，我們也向行政院提

出建議，要降低交通肇事率、減少死亡人數，也要加強遊覽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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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主持治安公安會報，在本市治安漸趨穩定後，我們也開始推

動改善交通大作戰，並請林副市長協助督導，易壅塞路口改善計畫

已從 5處擴及 17處，透過燈號、標線、尖峰時刻流量管制等方式，

改善壅塞情況。然而，要澈底解決交通問題，需透過智慧交通的運

用，依據 IBM 團隊的建議，我們將設置智慧交控中心(暫訂於文心

路警察局大樓)；此外，我下午也將視察大慶站等捷運綠線各場站，

而年底臺中火車站鐵路高架化完成後，國光客運的搬遷、建國市場

遷建臺糖園區等，將讓周遭交通更為暢順，請加速辦理。（辦理機

關：交通局、經濟發展局） 

五、 近期中區再生已有相當多的成果展現，包括：千越綠川大樓成立都

更會；長生金融大樓完成拉皮整修；臺中商銀總行大樓重新整建、

美侖美奐；金沙百貨舊址整建成李方艾美酒店；地政局拍攝的微電

影《翻糖臺中預見幸福》在網路上頗受好評；以及綠川與柳川的整

治計畫等。近兩年是臺中發展的關鍵，明年適逢七媽會百年、臺中

火車站百年、第二市場百年，顯見明年是臺中新紀元的開始，透過

舊城翻新，為臺中注入新的生命力。（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六、 稍後我將與環保署李應元署長共同主持「大車小車不噴煙 空氣好

新鮮」記者會，進行空地綠美化、柴油車加裝濾煙器等宣導。臺中

推動環保政策不遺餘力，也希望中央能挹注資源、加速完成二行程

機車汰換。我也將向李署長建議，請中央支持臺中重大污染源防制，

目前本市已通過綠色三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生煤管制自治條例、

空地綠美化自治條例，以期達到空污減量與環境改善的目標，然而

這些需要相關預算的投入，希望中央能協調固定污染源生產者(如

臺中火力發電廠與中龍鋼鐵廠)，每年核撥一定營收投入污染改善、

採用低污染生產設備，以落實環境正義。（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七、 因應今日環保署長來訪，我們也安排環保局進行「臺中市空地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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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推動策略暨掩埋場植樹計畫」，裁示如下： 

(一) 臺中市是經 CNN認證的宜居城市，我們也希望藉以檢視本市各

方面是否符應，其中人均擁有的公園綠地等休閒空間是重要標

準；這涉及許多局處，我們應設定目標，透過目標管理，提升

人均綠地擁有率。我們之前已請研考會就人均綠地擁有率進行

檢討，也發現部分評比指標不符實際，甚而涉及都市計畫與非

都市計畫的計算方式。基此，請研考會檢視最能反應實際可用

之人均擁有綠地，研擬合適之人均綠地評比指標，訂定本市提

升人均公園擁有率之目標，進而提供其他縣市參考。（辦理機

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二) 請環保局督促各區公所就轄區內國有、市有或私有空地進行清

查並造冊列管，俾能加速綠美化績效，並定期追踪執行情形。

（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三) 我們舉辦 2018世界花博提出「1+2+10+N」策略，1就是后里園

區、2是豐原跟外埔、10是希望帶動大甲溪整體流域，具在地

特色區域。另外，針對目前市區充斥騎樓停放機車、攤販林立

的亂象，要改善這樣的景象，需透過群體的感染力而非僅透過

勸導或處罰的手段，其中，里鄰長與市民的參與相當重要，讓

「透過 2018世界花博打造臺中成為臺灣花都」成為臺中市民

共同努力的方向，透過大型國際盛事的舉行，讓市容景觀改造

成為全民運動。（辦理機關：民政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四) 制定政策要引入政策的創新思維才能創造多贏，透過政府發動、

帶動民間共同參與。如空地綠美化一事，公有地綠美化可由政

府主導，然而私有地的部分，就可以透過已制定的空地綠美化

自治條例，鼓勵民間、建商共同參與，以創造人民、地主、政

府的三贏局面；讓人民有好的生活環境、地主可減免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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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得以節省預算支出，以創新思維帶動市政發展，才能產生

良性循環。（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地方稅務局） 

(五) 將掩埋場加以綠美化、設置良好的休閒設施，讓民眾前往遊憩，

就是讓垃圾變成花園，如后里環保公園。我們將 2016國際花

毯節辦在后里環保公園，紓解新社花海的人潮，也為 2018花

博熱身，到后里賞花還能欣賞大甲溪與後山的景緻；請建設局、

觀旅局等相關局處積極推動，也請環保局與新聞局多加宣傳。

（辦理機關：建設局、觀光旅遊局、環境保護局、新聞局） 

(六) 潭子掩埋場移除後，土地將返還給臺糖，有關樹木的種植與相

關的維護請與臺糖協調，希望臺糖善盡社會責任，配合投入更

多的綠美化工作。（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七) 有關建設局黃局長所提出：「由於本市重劃區多，建設與地政、

都發進行研商，就重劃區人行道退縮 2 至 3公尺以種植綠籬。 

公辦重劃區種植綠籬已進入細部設計，希望今年年底即可啟動；

希望透過公辦重劃區人行道退縮種植綠籬計畫，帶動自辦重劃

區得以比照辦理。惟自辦重劃區配地已完成，需與地主進行協

商」由於公辦重劃區面積 1,000公頃、自辦重劃區面積 1,000

公頃，面積共達 2,000公頃。就自辦重劃區部分，請建設局與

地政局持續研商，並請環保局研議是否得由空污基金執行相關

綠美化計畫，以改善重劃區雜草叢生、都市景觀之瘤的問題。

（辦理機關：建設局、環境保護局、地政局） 

八、 有關主計處長報告 105年度第二次追加減預算的部分，我了解各位

同仁戮力從公的用心，然而預算有限；請各局處歸零思考、重新檢

視全年度活動，適時將同質性高的活動整併減量，提升活動品質，

並依據施政的輕重緩急進行檢視，將錢花在刀口上。此外，前次議

會會期部分議員建議本府應藉由排富措施，減少老人健保費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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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非法定支出。為此，請社會局研議設定落日條款，自明年

起補助低收、中低收老人，照顧真正有需要的長者，並將節省下來

的經費，挹注長照與托老一條龍等政策，創造更大社會效益。這部

分請社會局做好輿情溝通，並請財主加強控管。有許多社會投資創

新政策獲得社會好評，如 1位年輕媽媽進入青年加農計畫、每月獲

得 3萬元的補助，也學會一技之長；而她的 2名孩子進入托育一條

龍幼兒園，每月共獲得 6,000元的補助，這類政策能幫助到真正需

要的人、相當值得。此外，第二次追加減預算的部分，再請林副市

長協助督導，財主單位妥為辦理。（辦理機關：社會局、財政局、

主計處、本府各機關） 

陸、散 會（上午 10 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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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58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5年 7月 25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局海資所辦理

「105年度活化人工魚礁區及天然礁區計畫」經費

15萬元整，本府已編列配合款5萬元整，合計20萬

元整，以上補助款15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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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局海資所辦理

105年度「2016臺中梧棲小卷季計畫」經費40萬元

整，本府已編列配合款115萬元整，合計155萬元

整，以上補助款4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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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既有住宅耐震安檢

評估」經費計7,91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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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優良水

稻推廣品種繁殖更新計畫」經費105萬5,500元

整，本府105年度已編列配合款34萬8,000元整，

合計140萬3,500元整，以上補助款105萬5,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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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補助本局海資所辦理

「105年度臺中市濕地型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經

費160萬元整，本府已編列配合款210萬5,000元

整，合計370萬5,000元整，以上補助款1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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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105年度補助本市石

岡區公所及東勢區公所辦理「105年度中區水資源

作業基金石岡壩清淤公益支出申請補助執行計

畫」，經費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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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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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7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105年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工作計畫第2階段」

經費471萬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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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