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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259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8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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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8月 1日是原住民族日，蔡總統將於今日以總

統的身分，正式向原住民族道歉，臺中原住民族群為數眾多，我上

任後相當重視對於少數族群的權益保障，今日起本市也將舉辦原住

民族的系列活動，我們並將頒發「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狀」，在

道歉的同時更要彰顯族群正義的精神，透過原住民土地的返還落實

土地正義。在臺灣民主化近 30 年來，其中，原住民運動是臺灣民

主化很重要的力量。除回復原住民權益的恢復或保障外，更要避免

對原住民的歧視，包括改善偏見或文化壓迫。我就任以來，在落實

原住民權益方面有三大措施包括：  

(一) 呼應中央正推行的原住民族教育、文化等相關措施法制化，本

府已於一年前率先整合跨局處力量推動和平專案，透過預算的

增列、人事權放寬等協助，讓和平區公所、和平區代表會得以

發揮應有功能。 

(二) 位於太平區自強新村、霧峰區花東新村有 921大地震後近 500

名原住民族受災戶，延宕多年的重建問題已於近期獲得解決。 

(三) 擴大並加強大雅區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規劃發展為原住民文

化產業園區，進而建置原住民神話館，讓大家更了解每個原住

民族的起源、傳說，甚而產業及教育的發展。 

此外，本市成立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我也獲邀擔任該校校長；我們

並推動全國第一所原住民族的實驗學校-達觀國小，其已更名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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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瑪國小，「博屋瑪」代表傳承的意思，象徵承襲先人們的經驗與

智慧，這部分稍後將由原民會進行專案報告。我們也盤點本市原住

民族保留地權利回復進度，自 104年度起，市府已輔導 375筆、共

105公頃土地，辦理權利設定及發給土地所有權狀，本市原住民保

留地土地總面積 6,363公頃，其中已設定他項權利為 650公頃，取

得所有權為 908公頃，扣除公家用地與租地外，尚有 3,000公頃餘

之原住民保留地須辦理權利回復，市府將持續輔導原住民辦理設定

及取得土地所有權狀。（辦理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本府各機關） 

二、 蔡總統到臺中視察花博籌辦情況，並將臺中 2018 世界花博定位為

臺灣在辦花博，希望透過花博、讓世界看到臺灣；以及將花果園藝

等各方面的競爭力呈現給全世界。此外，我也爭取中央農委會將臺

灣農業國際開發公司設於花博外埔園區，農委會主委已來臺中洽談

相關事宜，臺中擁有陸、海、空運交通便捷，而農試所、農改場、

種苗場等許多農委會的部門也位於臺中。蔡總統特別期許我們透過

區域聯合治理，讓中彰投苗、甚至全臺都能共同參與花博的展示、

擴大參與，讓花博成為全臺展示的平台、讓各縣市都有參與的角色；

同時也由下而上，讓志工、企業界等民間力量共同參與。（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 

三、 蔡總統到訪豐原果菜市場，見證本市第 6個愛心食材交流平台啟用

儀式，連蔡總統也稱讚這是社會安全網的成功模式，希望全國各縣

市能加以參考；這是建立於全國首創「臺中市食物銀行自治條例」

的基礎上，也希望中央能立法加速進行。這類結合社會互助透過社

區進行的模式，可望解決臺灣社會所面臨的高齡化、少子女化的問

題，包括市府所推動的愛鄰守護隊、愛心食材交流平台、青年返鄉

工作等政策，透過市場供需的整合、創造工作機會，將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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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轉化為社會投資，創造出更大的效益。本市許多政策都具

備這樣的思維，感謝社會局呂局長在社福方面的努力與用心，也相

信等林依瑩副市長到任後，本市在社會安全體系這方面必定能有更

好的成效。（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 很高興「大臺中山手線」計畫有了重大進展，「成追線」(微笑山手

線)計畫，已獲得交通部同意啟動，這條雙線軌道將解決海線邊緣

化的問題。從成功到追分全線 2.1公里的雙軌化工程，總經費預計

15.4億元，臺鐵明年先編 1千萬元辦理規劃設計與用地設計調查，

預計 107年動工、110年完工，對於臺鐵未來整體車站調度將有很

大的助益。（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 與大家分享近期前往視察的市政推展： 

(一) 上週我前往 NPO培力實驗專區(即市立圖書館精武分館)，配合

現正推動的非營利組織與志工發展中心(聯勤招待所)，以及近

期獲中央支持-將霧峰省諮議會改為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中

心，透過三步驟將臺中打造為志工首都，也讓臺中成為臺灣與

國際非政府組織交流的中心。（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 洲際棒球場多功能運動中心，經過市府一年多的努力後，迷你

蛋終於在今年 6月初取得使用執照，未來將進一步結合洲際棒

球場成為全國首創，以運動休閒娛樂為主題的多功能運動休閒

園區，搭配 2019年東亞青奧的舉辦，作為舉重比賽場館之一。

此外，「迷你蛋」亦可考量重新命名，請教育局徵詢各界意見。

（辦理機關：教育局） 

六、 臺中市在治安消防方面的評比，名列前茅： 

(一) 在治安方面，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數據顯示，本市今年上半年

度犯罪指標發生數 6都最低、表現排名第 1，更鞏固本市治安

平穩的形象。警政署採納我們的建議，將「無被害者犯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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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評比，這是鼓勵打擊潛在的犯罪，今年 1至 5月臺中市「無

被害者犯罪」破獲 6038件，比較去年同期增加 7.81個百分點，

也是查緝煙毒等潛在犯罪的現象。警察局也建置「科技偵防情

資整合分析平台」，透過「大數據」分析，主動出擊，偵防並

重，以維護臺中的治安。與各位分享近期一則新聞：有一對擔

任詐騙集團車手的情侶，被特別交代不要在臺中市區提領詐欺

的款項，所以都到雲林、彰化以及南投的超商、銀行提款，結

果因為來臺中找朋友吃飯，就被警察盤查抓到了，他們還抱怨：

「臺中的員警真的太認真了。」；此外，大肚山上發生騎車賞

夜景的民眾，欲拿榔頭傷人的事件，警察局主動緝捕並發布新

聞、提醒民眾注意安全，對未來案件產生嚇阻的效果。所以，

在此很感謝我們警察同仁的努力!（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 在消防方面，本市執行「災害防救深耕第 2期計畫」獲內政部

評鑑榮獲 104年甲類(直轄市)特優，而神岡區、南區及西屯區

等三個區公所也分別榮獲為第 1類、第 2類特優。消防也是安

全的一部分，配合未來將「社區緊急應變隊」精神融入全國首

創的愛鄰守護隊，將治安公安落實到基層，讓全民成為共同守

護治安的力量。（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七、 今天(8 月 1 日)是原住民族日，蔡總統今日以總統的身分、代表國

家向原住民族道歉，是落實轉型正義及族群主流化的關鍵，更重要

的是，加強原住民族人的自信心與社會的認同感，不僅在於對於原

住民的照顧，更要維護原住民的尊嚴。我對於這些年來原住民爭取

正名及相關權益運動，有很深的感觸。臺灣社會上雖然存在著族群

的差異，但我們每個人都是現代的公民，透過權利義務建構社會團

結的基礎，同時，發揚文化多元性才能讓社會得以更加豐富，讓臺

灣成為真正的寶島，原住民在藝術、體育方面有出色的表現，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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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卻還沒有給予充足的發展空間。對於原住民的正名與整體發展，

我有幸經歷了 3個時期，第 1個階段：在學生時代，我參與野百合

學運。野百合是臺灣的原生種，代表著對於臺灣主人的尊重；野百

合很純潔，白色代表著一種理想性，對於是非對錯的堅持、不受威

脅利誘之影響；野百合的生命力很強，只要種籽隨風落地就能生長。

第 2個階段：我擔任新聞局長，排除眾議克服困難，協助原住民電

視臺開辦。第 3個階段：我現在是臺中市長，對於成立和平專案、

到梨山主持跨年典禮，甚至行銷水蜜桃，協助原住民區域教育、產

業等各方面的發展。事實上，臺中梨山的水蜜桃是全臺品質最好、

產量最多的，佔市售水蜜桃 50%以上，應大力宣傳。 

「一枝草、一點露」，身在公部門，應多推行雪中送炭的政策，縮

短城鄉與貧富的差距，這才是政府存在的意義。臺中獲國際媒體

CNN 評選為臺灣最宜居的城市，就應讓每位市民在立足點上能平

等，透過原住民族系列活動落實轉型正義、族群主流化，更要讓國

際了解臺灣是南島語系的發源地。就今天原民會「臺中市原住民政

策規劃與推動成果」專案報告裁示如下： 

(一) 針對霧峰花東新村與自強新村 2個地區已規劃原地重建，請原

民會依預定期程盡速辦理，並請交通局盡速於霧峰、太平轄內

尋找停車場等閒置空間，以作為安置兩新村臨時組合屋使用。

另請原民會與社會局將 2個新村打造為具原民特色的住宅聚落，

除改建新村外，也請研議加入社會福利措施，如老人關懷據點

或幼托服務等資源。（辦理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交通局、

社會局） 

(二) 有關大雅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重新定位為文化產業園區，附近

若能作為原住民社區或住宅請一併進行盤點規劃，包括清泉崗

機場附近的忠義新村、潭雅神自行車道、原住民族神話館等，



 6 

其實大雅是原住民的原鄉，由於後到的漢人迫使原住民不得不

往山上活動定居，請相關局處積極爭取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的資源挹注，發揚原住民族精神，也讓大雅成為都會原住民族

的新故鄉。（辦理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三) 有關松茂部落長期遷建計畫，已於 105年 6月 23日決標，請

落實辦理；如遇颱風來襲，請原民會注意天氣警報，針對未受

安置之居民於危險時，應立即啟動強制安置計畫。（辦理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四) 有關原住民青年返鄉就業的問題，請原民會與勞工局共同研議，

必要時請農業局、觀旅局、經發局甚至文化局協助，透過青年

加農計畫或文創工作者的協助，解決青年回部落就業或創業的

問題，這是攸關原住民政策成敗的關鍵。（辦理機關：原住民

族委員會、勞工局） 

(五) 博屋瑪國小是全國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小學，從 105學

年度上學期起將有自編教材的運用，我們應集中全力予以協助，

與原住民的語言文化相關，希望博屋瑪國小的實驗教育成功後

能產生示範效果，推及全臺灣。此外，我們也要善待新移民，

不管先來後到、都是臺灣人，要平等對待每一個在這塊土地上

的人民。（辦理機關：教育局） 

(六) 請各局處制定相關政策或推展活動時，應具備族群主流化思維，

注重族群平等與多元族群的精神，主動與原民會商議、也請原

民會主動與各局處合作，落實執行。此外，城市外交與原住民

文化相關，日後國際事務委員會應納入對原民事務較了解的委

員共同參與，多進行交流。如今年本市與紐西蘭奧克蘭已締結

姊妹市達 20年，可就原住民文化部分加強交流。（辦理機關：

秘書處、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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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請原民會就本市與原住民相關之福利措施編製成冊，讓原住民

更了解自己的權益，如托育一條龍、老人免費申裝假牙補助計

畫(一般民眾滿 65歲以上、原住民滿 55歲以上)，並加強宣導，

俾民眾加以運用。（辦理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陸、散 會（上午 10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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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5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5年 8月 1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南屯區黎明段932地號等18

筆，面積合計777.58㎡(23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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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社會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審

核辦法第三條」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

請法制局發布

施行。 

墊 01 經濟發展局 

為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本府辦理「節電策略建構與

推廣示範補助計畫」經費計新臺幣300萬元整及

「智慧節電計畫」獲經濟部核撥激勵獎金計新臺

幣11萬8,832元整，合計新臺幣311萬8,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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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2016臺灣自

行車節－0K臺灣樂遊臺中自行車嘉年華」活動經

費350萬元整，本府已編列配合款350萬元整，合

計700萬元整，以上補助款35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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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營建署105年度補助本局辦理第二階段「城

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已完成規劃設計賡續辦理

後續工程計畫」經費計535萬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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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