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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292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4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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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姿伶 

伍、指（裁）示事項： 

一、各位同仁早安！今日市政會議 29區區長全員到齊，也對新加入「愛

鄰守護隊」的 9區區長進行授證儀式。愛鄰守護隊是全國首創的政

策，在試辦時便獲得議會及市民朋友的一致好評，去（105）年，

已擴及 20區 332里；由 4,000位志工守護 1萬 7,149位獨居老人、

經濟弱勢長輩及兒少扶助家庭，也訪視 7萬 6,832人次，協助轉介

1,651案次。與前（104）年相比，老人機構安置案件減少 86.96%，

不僅成效顯著，更獲得衛生福利部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康健

獎」的肯定。推動執行過程中，也有許多溫馨小故事。例如，北區

一位獨居 80 多歲長者，長期住在漏水濕氣重的房子裡，導致雙腳

膝蓋退化、常常痠痛，無法行走。由於愛鄰守護志工探訪，才發現

屋內漏水嚴重等困境，經主動向民間公益慈善團體申請房屋修繕，

終於解決住的問題。此外，也協助申請基金會送餐服務，落實發揮

愛鄰守護隊關懷獨居長者的功能，讓臺中成為以人為本的陽光城

市。我們也於今年初發表愛鄰守護新書《臺中是我家，用愛守護

鄰》，獲得民眾很大迴響與認同。今天，愛鄰守護隊已進一步擴大

到 29區 579里，期許公私合力，攜手打造臺中成為最溫暖的城市。

(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二、除了對弱勢的照顧，讓青年人充滿希望，也是城市吸引人的地方。

因此，我們努力完善經濟發展環境，讓城市作為人們逐夢、圓夢的

所在。其中，為進一步提供創業青年支持力量，本市再與信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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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打造「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專案」（此次貸款方案釋出「3

個 3」利多，包括最高貸款額度由 100萬元提高至 300萬元、調降

貸款利率 3 碼、3 家貸款銀行提供服務等），提供高達 12 億 5,000

萬元貸款額度，幫助青年朋友在創業路上展翅飛翔。另外，青年希

望工程也從學、訓、用全面展開，期許青年畢業即是就業、甚至創

業的開始，打造一座對青年創業友善的城市。(辦理單位：本府各

機關) 

三、縮短城鄉差距，對偏遠地區持續關懷，是我一直以來的施政理念。

本市和平區占全市一半面積，卻是長期被忽略的偏鄉地區。因此我

在上任後立即啟動和平專案，每個月安排 2位機關首長至和平區夜

宿並舉辦座談會，與市民充分溝通。上個週末，我再次率領局處首

長們上山。這是和平專案自 104年 3月成立以來，本人的第 5次公

開訪視行程，各局處首長也在和平區辦理了 24 場訪視座談會。尤

其，大梨山地區居民最關心的臺 8線修復議題，這個月初林陵三副

市長與和平區林區長、交通部公路總局及市府交通局同仁前往青山

上線踏察，發現儘管青山上線還有部分路段有小坍方的情形，但路

基均屬完整，臺 8線的復建之路指日可待。林陵三副市長也已要求

公路總局進行臺 8 線臨 37 便道的安全提升工程，務必於明年初完

成，屆時將可僅管制車輛，人員不管制。同時，市府也與臺電溝通，

未來青山電廠聯外通道可供救護車 24 小時通行，讓偏鄉居民也能

享受宜居城市帶來的溫暖與福利。(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四、除了偏鄉交通問題外，我們也致力提升自來水普及率，滿足市民生

活的基本需求。因此，日前特地前去新社區福興里，視察簡易自來

水供水系統完工後的成果。福興里緊臨南投縣，五十多年來都是自

行接管飲用溪水，居民們的健康和飲水品質堪慮，因此在市府積極

協助下，順利找到了乾淨水源，並投入五百多萬元經費施作 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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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供水管線及 2座大型蓄水水塔，讓近百戶的居民們可獲得穩定

又健康的飲用水，當地居民對於我親至當地視察的誠意與市府作為

相當感動，也因為市府的努力，終讓當地居民可以不再飲用溪水，

而有乾淨的自來水可供使用。(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五、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是因應現今臺灣環境而生，透過政府擴大投資，

產生社會效益。基礎建設不能只看財務計畫，以日治時代興建縱貫

鐵路為例，當時以供給帶動需求，奠定並帶動本市百年發展；前總

統蔣經國在興建高速公路時，也有人質疑「牛車怎麼走？」，認為高

速公路建設是獨厚開車的有錢人，然而現在卻已成為重要的交通骨

幹。本市所提出的軌道建設，是帶動都市發展、區域治理與國土規

劃的戰略性選擇，將可帶動更多民間投資，深具前瞻性，這些建設

本應由中央政府主動規劃，中臺灣的發展已經「晚做了，也做少了」，

因此絕非僅為外界認為的單純交通建設，在此與大家分享如下： 

(一)日前(4 月 22 日) 林全院長來到臺中，視察前瞻基礎建設中的

水環境計畫；首站就是到后里的鯉魚潭給水廠，視察「大安大

甲溪水源聯合運用工程計畫」，也了解目前大臺中的供水狀況。

大安溪與大甲溪兩流域的水源透過石岡壩及鯉魚潭水庫可相互

聯結運用，發揮 1 加 1 大於 2 的效用。此計畫完成後對臺中、

苗栗也是雙向互惠，有需要時水源可以彼此互通使用。我建議

把計畫更名為臺中或中部活水計畫，讓大家更清楚計畫所帶動

的正面效益。另外，本市針對水環境建設，也向中央提出 184

億元的計畫。其中整合福田、石岡等水資源回收中心，可提供

14萬 3千噸的再生水給臺中科學園區、臺中港、彰濱等工業區

使用。水環境相關計畫，請水利局繼續積極辦理，以提供市民

親水的綠色環境。(辦理單位：水利局) 

(二)在此次 8 年 8,800 億元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優先將「大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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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手線」、「捷運藍線」與「捷運綠線延伸彰化」等 3 項計畫納

入（預算總計 1,912.59 億元），未來我們也會持續向中央爭取

「雙港輕軌捷運」、「捷運藍線延伸至屯區」（未來進一步延伸到

臺中港、南投）、「捷運綠線延伸到大坑」與「苗栗海線雙軌化」

等 4 項建設，以持續建構中臺灣更完善的路網。另外，近期社

會大眾討論有關輕軌的議題，輕軌具有因地制宜、節省經費、

工期縮短的效益，且輕軌在臺中擁有專屬路權，非常適合臺中，

它擁有高架路段，也有地下路段，不侷限於平面道路，目前也

正在進行雙港輕軌捷運之可行性評估，建議交通局王局長可將

輕軌的性質、種類等詳加說明，並投書至媒體，增加國人對輕

軌的認識，將有利本市輕軌建設的後續推展。(辦理單位：交通

局) 

六、本市重大工程進度方面，花博后里馬場森林園區已於 4月 19日開工

動土，在此特別強調，本市的花博絕非一次性展覽，而是永續發展

的基礎，花博期間的場館，將搭配周邊道路作完善規劃，會為地方

留下永久的建設。因此，為因應花博的到來，除了展場硬體設施外，

也需同步進行策展的規劃；同時，民間的參與也相當重要，讓學子、

志工、民間企業等一起參與花博盛會，讓花博成為臺灣人的花博，

讓花博成為世界認識臺灣的最佳舞台!另外，為紓解花博期間帶來的

交通衝擊，市府積極辦理「中科南向聯外道路新闢跨越大甲溪橋梁

及南引道工程」及「國道四號神岡系統交流道跨越大甲溪月眉西側

南向聯絡道（新闢大甲溪橋梁及引道段）」，可望在明年花博前完工，

將能帶動當地的發展。(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七、除了以上的市政分享之外，議會也已在上週審定 4月 27日至 7月 5

日召開第 5次定期會。針對史無前例的 36案專案報告，除請報告機

關妥為因應及準備之外，各機關於此次會期送審的重要法案，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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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拜會議員，加強溝通，以期順利通過，創造市民福祉。(辦理單位：

本府各機關) 

八、運動涉及許多產業及面向，市府成立第一個新局處「運動局」，最主

要是希望能用更寬廣的視野，讓市民體認運動是終身的事。運動局

的成立宗旨，主要有三項，分別是健康市民、卓越競技、活力臺中。

「健康市民」是推動全民體育的核心概念，引導市民用正確的方法

運動，才能帶來健康的人生。「卓越競技」方面，大型賽事除了顯示

成績，還能培育人才、表現出運動家精神。本市也有全臺唯二的臺

體大，因此與其合作就更加重要，透過專業運動機構與人才，提升

本市運動人才專業，也凝聚城市的向心力與光榮感。「活力臺中」部

分，本市是一座陽光城市，不僅腹地大、氣候佳，適宜蓋各式場館，

例如和平區，也是高地訓練方面的合適的場地，在在顯見本市在打

造活力城市方面，有著極佳的先天條件。此外，運動除了帶來健康，

也可為城市帶來經濟，舉辦各種比賽帶來的人潮，涉及食衣住行，

如推動運動餐廳、棒球博物館等；加上臺中本身具有的自行車、鞋

業、運動器材等運動產業，結合運動員未來支持與就業，具有龐大

商機與前景。未來的 3 年，是我們成為運動城市的關鍵時期，我希

望打造一座市民熱愛運動的活力城市，並走向國際，使本市的運動

人才於賽事舞臺上發光發熱。(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九、今日運動局專案報告「運動局 106 年度新政措施暨 2019 東亞青運

籌備情況報告」裁示如下： 

(一)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即將要舉辦，請善用此時機，將 2019

東亞青運的宣傳緊扣「世大運」，讓全臺灣民眾知道，2019 東

亞青運將接續「世大運」盛大舉辦。另也由於 2019東亞青運係

與奧運體系有關，同時也是東亞運動會轉型後的首次賽事，期

許大家全力以赴，將賽事辦到最好。(辦理單位：運動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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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二)2019臺中東亞青年運動會以「East Asia：Young & Green」為

主軸，請加速進行綠色委員會籌組工作，並請運動局、環保局、

低碳辦公室、教育局針對賽會期間之場館、低碳交通、環境教

育、廢棄物處理等推動低碳環境，儘速開始具體規劃工作，企

業參與部分也請儘速推動，期許 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成為日後

賽事舉辦的標竿。(辦理單位：教育局、環境保護局、運動局、

低碳辦公室) 

(三)透過企業及志工等民間的共同參與，能讓賽事由比賽場上的競

技，進一步擴大成為青年的文化交流，例如：透過扶輪社建立

接待家庭等，此請運動局及早規劃，以期將賽事的舉辦效益發

揮最大。(辦理單位：運動局) 

(四)市府規劃於原亞太花卉批發市場預定地，興建符合國際賽事標

準的室內 250m「自由車運動休閒園區」。另外，為了 2018花博

的整體停車規劃，我們已先協調臺糖公司於花博期間，將該址

提供做為臨時停車場使用。本案因涉及其他所有權人土地問

題，請地政局協助依規辦理價購或徵收工作。(辦理單位：運動

局、地政局) 

(五)「運動權」的實踐必須顧及所有市民，特別是高齡長者以及身

障者的權利保障。請運動局考量運動設施普及性，以及市民利

用之可近性，於各座國民運動中心劃設專屬之無障礙運動空

間，包括特殊設計之設施（如升降設備、輪椅席位、身障運動

器具及輔具等）與標示，提供行動不便者專屬且適宜的運動環

境。(辦理單位：運動局) 

(六)除了對象的不同而設置不同運動設施外，也請運動局盤點本市

各區運動比賽，將資源整併、改造，以提升賽事品質。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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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今日審查運動團體法、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對此，本市

也需發聲，因法源為一切之基礎，唯有透過法令為企業帶來誘

因，才能帶動投資，因此請經發局、運動局積極參與相關法令

的研議、提供建言，以吸引企業廠商投注資源於本市運動層面

的意願。(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運動局) 

(七)請教育局、運動局檢視本市運動場館或校園之老舊設施，加以

整建、修復，經費方面，請善用本市友好立委之資源，積極爭

取中央的補助，以提供市民安全的運動環境。(辦理單位：教育

局、運動局) 

(八)四級體育人才培育，有賴企業支撐，透過企業認養選手，才能

讓選手留在臺中，避免人才外流，因此，請思考研議邀請企業

共同參與、與臺體大合作，讓運動指導員擁有得以發展專才的

機會。另外，我期許本市未來能讓至少 100 位運動指導員或輔

導員進入社區或學校，讓市民了解正確運動觀念，此請相關機

關全力以赴。(辦理單位：運動局、教育局) 

(九)為完善中部區域運動網絡，整合中部區域運動軟體資源及硬體

運動設施，請運動局加速進行場館、人力及產業等相關資源盤

點（特別是中彰投苗地區既有資源與運動場地之整合），除了規

劃發展中部運動園區之外，在育才機制及選手職涯發展輔導方

面，並應注意與體育院校的鏈結（尤其是臺體大）。另外，經本

府爭取，教育部已支持於本市設立國家訓練中心的中部訓練基

地，請運動局儘速進行本案建置計畫，以提高本市的競技運動

實力。(辦理單位：運動局) 

(十)有關 2019 東亞青運賽事，請儘速規劃 emblem(標章)及

slogan(標語)等識別系統，以利宣傳行銷；另外，也請擇定適

當場合向行政院體委會報告，爭取中央更多資源挹注，以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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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本市代表臺灣申辦 2026亞運之進行。(辦理單位：運動局) 

十、公共工程有許多行政程序，請各局處採積極預防作為，於規劃時期

即將工程品質、經費等項目納入考慮，以因應未來可能面臨之各種

狀況。另外，因日前部分花博場館的招標遇遇困難，請同仁以此為

鑑，於規劃設計階段即採務實方式執行，以利工程如期完成。今日

工作報告中，施工查核成績甲等比例今年比去年退步，顯見還有很

大的努力空間，除期許本市的工程品質能日益漸佳，針對今日研考

會工作報告「公共工程品質推動委員會 106 年度第 1 季工作報告」

也裁示如下： 

(一)請各機關於工程設計階段，即能落實以金質獎得獎標準來規

劃。今年輔導參與第 17屆公共工程金質獎截至 3月底，計 3件

標案查核成績已達推薦門檻，請主辦機關務必掌握工期並加強

施工品質管控，並請研考會加強查核作業，同時積極協助輔導

參賽，以期再創去年佳績。(辦理單位：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本府各機關) 

(二)本季查核成績乙等且分數未達 75 分的工程，為區公所主辦案

件，請民政局加強輔導區公所標案執行效率，善盡督導責任，

另外，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亦請加強查核與輔導，以提升區

公所工程品質。(辦理單位：民政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本

府各區公所)  

(三)請研考會研議於「區長會報暨強化區公所職能檢討會議」平臺，

提出標案執行落後原因，俾使區公所透過平臺提出問題及尋求

解決方案。(辦理單位：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政局、本府各

區公所) 

(四)「路平」是市民最關心的問題，其施工品質仍是我最重視的項

目，因此請政風處道路工程查驗小組持續加強查驗，以確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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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工程品質。(辦理單位：政風處) 

(五)為提升公共工程建設品質，強化保障採購人員機制，請政風處

積極協調地政局及建設局擇定 3案成立「重大採購廉政平臺」，

藉由資訊公開、定期集會、提供意見等作為，強化政府監督機

制並維護廠商合理權益，提升市政建設品質。(辦理單位：建設

局、地政局、政風處) 

陸、散會(上午 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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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92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6年 4月 24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組織規程」第

三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2 警察局 

為修正「臺中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第

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草案，提請審

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3 民政局 
檢陳「臺中市里編組及調整作業內容」1 份，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 年

度補助本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

「人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防治計畫」之細部

計畫「人畜共通之動物疾病防治(偶蹄類草食

動物)計畫」經費新臺幣36 萬2000 元整，本

府106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6 萬4,000 元整，

合計42 萬6,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36 萬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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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 年

度補助本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

「重要動物傳染病防治計畫」之細部計畫「畜

禽動物疾病防治計畫」經費新臺幣13 萬

1,000 元整，本府106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2 

萬4,000 元整，合計15 萬5,000 元整，以上

補助款13 萬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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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 年

度補助本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

「死廢畜禽化製管理查核計畫」及「口蹄疫

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經費新臺幣

145 萬9,000 元整，本府106 年度已編列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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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款30 萬5,000 元整，合計176 萬4,000 元

整，以上補助款145 萬9,000 元整，擬請同

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 0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 年

度補助本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 辦理

「人畜共通之動物傳染病防治計畫」之細部

計畫「提升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率計畫」經

費新臺幣51 萬3,000 元整及「違法屠宰行為

查緝計畫」經費新臺幣28 萬元整，本府106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25 萬元整，合計104 萬

3,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計79 萬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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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 

行政院106 年補助本局辦理「減免優生保健

相關措施費用補助相關作業及經費預算」經

費共計新臺幣1,863 萬5,000 元整，擬請同

意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6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106 年度補助本會辦理「原

住民學生課後扶植計畫」部分款項計新臺幣

95 萬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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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 

為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06 年

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市區汽

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移撥路線）」補助經

費計6,743 萬8,247 元整，辦理先行墊付

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8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106 年度補助本府農業局(林務自然保育科)

辦理「106 年度臺中市生物多樣性保育及入

侵種管理計畫」經費80 萬元整，本府106 年

度已編列配合款70 萬元整，合計1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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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以上補助款80 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

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 09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106 年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景觀

作物專區計畫」經費新臺幣18 萬1,000 元

整，本府106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18 萬 

1,000 元整，合計36 萬2,000 元整，以上補

助款計18萬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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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106 年度補助本會辦理「鼓

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補助計畫」部分

款項計新臺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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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6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42 戶區修復及

再利用計畫」經費494 萬元整，本府106 年

度已編列配合款212 萬元整，合計706 

萬元整，以上補助款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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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