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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296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5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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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害人不淺，常造成人民與社會危害，因此自蔡

英文總統上任後，積極打擊毒品。日前行政院林全院長曾提出四年

百億強力反毒政策。我們也積極配合中央，在市府同仁努力下，打

擊毒品績效卓著，去年加強查緝新興毒品、推動「護少專案」，績

效創下歷年來最高，獲警政署評為六都第一名，證明本市對緝毒、

反毒之努力與決心，能有這樣的好成績，本市警察同仁的努力，功

不可沒。有關本市霧峰警分局偵查隊前年跨區到竹北查緝販毒集

團，負責第一線攻堅的小隊長何永超，遭對方以改造滾輪霰彈槍擊

中右手臂及右膝，至今手臂還有 5顆未清除的鉛彈丸，去年初市警

局以「特殊功績」報請敘獎，認為應予以破格晉升，遭警政署以「未

居首功」駁回，我對此相當遺憾。查緝毒品之成績，是基層員警冒

險犯難、衝鋒陷陣，甚至在身上留下永久彈痕所換來的，我們不能

抹煞基層同仁的努力，因此，除了請警察局積極將此案件各項證據

與資料補齊，由於警政署的「特殊功績陞職審議會」僅做書面審查，

也在此呼籲警政署應召開第二次會議，甚至有必要時由警察局長親

自率領同仁至警政署說明，給予何小隊長應有的獎勵與肯定，如此

才能鼓舞警察同仁士氣，一同打造本市更安全、宜居的環境。(辦

理單位：警察局、本府各機關) 

二、臺中最美的風景是人，市府計畫以三個步驟來實現「志工首都」願

景。首先，整修中的臺中圖書館精武分館，將在明年 1月以「非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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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組織（NPO）培力實驗專區」的嶄新面貌，和大家見面。其次，

我們也將改建美村路上的聯勤招待所成為非營利組織與志工發展

中心，未來也會積極與中央一同在霧峰打造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

中心，整合國內外志工資源，讓公民社會與民間力量能充分發揮。

此外，本市的志工人數已接近十萬人。上個星期六（5月 20日），

我特地前往麗寶樂園參加「『志工首都‧花現臺中』志願服務宣導

活動」，對於許多市民熱情的回應，我非常感動。畢竟，「人」才是

影響這座城市活動成敗的重要關鍵。市府目前正如火如荼地籌備

2018 臺中世界花博，除了展館、園區以及各項軟硬體的建置工作

之外，我們要讓蒞臨本市的嘉賓們，感受到臺中市是座有溫度的城

市，請各局處努力邀請市民朋友一同加入志工行列，共同打造臺中

成為志工首都模範城，也讓世界看見臺中的熱情。(辦理單位：本

府各機關) 

三、接下來，也與大家分享上週的重要活動與施政亮點： 

(一)明年是花博年，因此市府各局處大型活動，積極與花博鏈結。

文化局於上週辦理「2017 巧聖仙師文化祭－花現臺中生活工

藝展」，以「花食器、花用器、花茶器、花玩器」為四大展覽

主題，展出產學成果作品。除了臺中花博，明年本市也將主辦

臺灣設計展，鼓勵市民一同投入設計的行列，打造本市成為「文

化」立市的創意城市、生活首都！(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二)一座偉大的城市都應該有一座偉大的建築，國家歌劇院不僅是

國家級藝術殿堂，也是臺中成為偉大城市的象徵。市府與

Discovery頻道合作，歷經 8年拍攝完成「建築奇觀：臺中國

家歌劇院」紀錄片，見證臺日建築團隊完成「不可能的建築」，

將於 5 月 28 日晚間 9 時全臺首播，並陸續於亞洲各區播放，

未來市府將利用這座國際級殿堂，引進更多表演團體，讓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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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欣賞臺中獨有的涵洞美聲。(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三)梧棲觀光漁港旁，過去原規劃興建一座白海豚生態館，但白海

豚屬於保育類動物，不應展示活體，因此引發外界質疑，擔心

淪為「沒有白海豚的蚊子館」。我們上任後，重新檢討定位為

「海洋生態館」，加大場館面積，並在入口打造水母水族館，

呈現在地豐富的生態資源。目前臺中海洋生態館已於 5 月 16

日上梁，預計明年 3月完工。未來在海洋生態館完工後，將透

過周邊路網及綠色運具，串聯高美濕地、梧棲漁港及濱海自行

車道，形成海線生態教育觀光路線，帶動海線繁榮發展。(辦

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四)臺中擁有好山、好水、好天氣，更是世界自行車第一大品牌捷

安特的生產基地。這樣的好環境，日前吸引了擁有百年以上歷

史的「環法自行車賽」（Tour de France）青睞，今年首度在

臺灣舉辦「單站業餘挑戰賽」（L’Etape du tour），規劃 9月

17日從臺中麗寶樂園出發。「環法單站業餘挑戰賽」向來有世

界三大運動盛事之一的稱號，此次能夠從臺灣的中心點-臺中

出發，除了感到無比榮耀，由於路線包含南投及苗栗，也可說

是區域治理的一環，透過賽事舉辦，不僅行銷臺中景點，讓臺

灣邁向國際，未來倘能持續舉辦，相信效益絕不亞於其他國際

級活動；為使賽事如期、如質順利完成，除請林陵三副市長統

籌本案，加強運動局、交通局、觀旅局、文化局、民政局共同

合作，並進行跨縣市溝通外，未來也請運動局研議提請交通部

觀光局將之認定為國家級活動，全力提升臺中在國際媒體之能

見度。(辦理單位：民政局、交通局、運動局、觀光旅遊局、

文化局、本府各機關) 

(五)臺中的農產品與農產加工品，向來深具競爭力，為更多元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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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農特產品國內行銷通路，農業局輔導保證責任中都農業生

產合作社，自 5 月 16 日起至 5 月 28 日止在太平洋 SOGO 百貨

臺北店忠孝館舉行「臺中市在地優良農產暨食品夏季展銷活

動」，展出包括臺中契作非基改大豆、大甲芋頭、蜂華蜂蜜等

60 攤產品，成功打響臺中優質農特品名號。此外，為配合中

央新南向政策，本府與臺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

（THIDA）合作，於 5 月 17 日舉辦「清真驗證說明會」，輔導

農民、農會、合作社等申請清真認證，可望將臺中優質農產推

廣至更多穆斯林國家，為本市農民盡一份心力。(辦理單位：

本府各機關) 

四、路平、燈亮、水溝通，不僅是基本民生需求，也是城市生活品質的

重要指標，更是驗證城市施政成效的重要項目。我期許於明年花博

舉辦前，能完成城市改造運動，尤其是最貼近日常生活之路平、燈

亮、水溝通，逐步落實宜居城市的願景。我上任時曾做十大臺中市

民怨調查，交通問題幾乎佔了一半，在市府團隊的努力下，近期的

民調數據，已由批評聲浪轉為肯定聲音，未來我們也將全力做好路

平、燈亮、水溝通的基本建設。除了建設局持續推動「4年 500公

里路平」，市府也陸續在山海屯各地區安裝超過千盞路燈；此外，

水利局及環保局也積極挹注經費，暢通水溝。有鑑於此，市府各機

關跨單位協調至為重要，尤其現今處於資訊爆炸時代，每個人都可

以是媒體傳播者，只要一個畫面、一段影片上傳網路，就能產生相

當大的迴響；因此，區長的角色非常重要，必須苦民所苦、急民所

急，並隨時針對問題，設立即時回應機制，加強溝通速度，摒除本

位主義，方能解決市民的問題。(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本市各

區公所) 

五、今日建設局、水利局、環保局、研考會「路平、燈亮、水溝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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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裁示如下，首先有關「路平」部分： 

(一)烏日高鐵特定區內的三榮路在台灣省政府時代開闢，當時將道

路中央分隔綠帶劃為公園用地，並設置植草磚，惟磚面長期被

車輛輾壓而破裂，常因此發生交通事故。因此請建設局研議根

本解決之道，還給市民安全的交通環境。(辦理單位：建設局) 

(二)建置公共管線資料庫的預算應由中央編列，才能全國一體適

用，一次解決問題。因此，請建設局研擬說帖，我將於立法院

審查總預算時，請本市友好立委提請經濟部要求臺電、臺水、

瓦斯公司編列適當經費，解決問題。(辦理單位：建設局) 

(三)本市的公共設施立體管線資料庫及管理系統應加速建置，請建

設局掌握營建署對前瞻基礎建設之城鄉建設（提升道路品質計

畫）所規劃的評比內容，爭取資源挹注，儘速完成管線設施及

道路資料 3D 化，以有效減少施工問題及縮短災害急難救助的

作業時間。至於，營建署已規劃於 109 年以前完成圖資補正，

為加速建置及成為全國典範，也請建設局加強督導各管線單

位，於 107年前完成管線設施圖資補正。(辦理單位：建設局) 

(四)另外，基於「使用者付費」理念，也應致力外部成本內部化，

由挖補相關單位承擔成本，時程不急者就配合統一挖補時程，

除了能促使挖補單位提早規劃，也能從根源處減少挖補申請案

件，因此請建設局朝向減少挖補頻率至二分之一為長期目標，

全力落實外部成本內部化。(辦理單位：建設局) 

(五)政策宣傳有助減少重大工程施工時之民怨，以路平為例，市府

進行路平施工時，可與周邊建商協調，透過縝密規劃妥善對外

說明，讓市民瞭解。因此，請各單位施工時，適時通知附近店

家、鄰長、里長等，讓市民對此能充分理解，進而支持市府政

策。(辦理單位：建設局、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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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建設局推動路平專案，除了確保委辦廠商依約、依規執行，

及督促做好事前規劃及品質管理外，在施工過程中，更應確實

監督，包括瀝青混凝土厚度、平坦度及瀝青鋪設後靜置時間

等，確保施工品質。(辦理單位：建設局) 

(七)針對近幾個月發生挖斷瓦斯管線之工安事件，除請水利局應對

外界說明，經發局也要加強督導相關事業管線單位配合搶修需

求，並全面檢視開關閥設置之妥適性，另外，建設局等相關局

處也請研議建立委外施工 SOP，並由專責人員督導，杜絕類似

事件再次發生。(辦理單位：水利局、經濟發展局、建設局) 

(八)道路詳細資訊（人行道、側溝、分隔島及車道數等），是作為

改善公路系統行車安全、服務品質重要參考資料。請建設局爭

取中央協助，進行臺中市道路普查建檔及管理系統建置，改善

道路定位不明問題，妥善分配養護經費。(辦理單位：建設局) 

(九)為確實達到減少道路重複挖掘，請建設局研議規劃於人行道下

方施設供給管，以容納各管線單位供給用戶之電纜溝及纜線管

路等管線，並積極向中央爭取協助，未來配合人行道改善作業

分期建置。(辦理單位：建設局) 

(十)本市逐步推動管線統一挖補（原市 8 區及大里、太平）制度，

已有效降低路平後道路開挖的次數，惟仍有零星偷挖補事件，

因此請建設局針對偷挖補事件嚴查、重罰，甚至涉及公共危險

刑責時，以刑法規定處置。(辦理單位：建設局) 

(十一) 道路重新舖築後，除了管挖巡查，也請建設局及各區公所強

化各級道路巡查修補作業，並與坑洞修補機制連結，才能適

時對道路破損進行修復，並立即排除危害因素，確保道路服

務品質與行車安全。(辦理單位：建設局、本市各區公所) 

(十二) 民眾陳情路不平前十大路段主要原因，與本府重大工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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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如捷運工程、十四期重劃區、污水下水道工程等路段。

請建設局就周邊因辦理重大工程而暫緩實施路平之路段適

時發布新聞稿，以減少民怨。而且，陳情原因占比例最多的

是施工或孔蓋不平(高達 63.57%)，除了請建設局對此部分

再作加強外，也請善加利用管線平臺與自來水公司、中華電

信、臺電及天然氣等管線單位協調，經發局、水利局、都發

局提供協助，共同維護道路品質。(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

建設局、都市發展局、水利局) 

六、專案報告「燈亮」部分，裁示如下： 

(一)本市的「水銀路燈落日計畫」，請研考會協助建設局，彙整

LED 路燈裝設後市民的反應，並做必要的因應與調整。也請

建設局持續提升平時路燈之檢修與維護效率。(辦理單位：

建設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二)除了在路燈建置密度方面，透過持續執行「山區農路點燈計

畫」提高，也應注意維持既有路燈放亮，請建設局與民政局

透過區里系統，請在地里長協助巡查、通報，強化山區農路

點燈維修率。(辦理單位：民政局、建設局) 

七、專案報告「水溝通」部分，裁示如下： 

(一)水利局、環保局同仁清淤非常辛苦，於汛期前合計清運雜草

淤泥達 285噸。因此，除應加強宣導，呼籲市民勿將廢水、

垃圾丟進水溝，造成大家集體受害外，也請新聞局協助，拍

攝清理前與清理後之影片，讓市民看到我們的努力，人民才

會有感，建立公民意識，進而扮演維護市容的責任。(辦理

單位：水利局、環保局、新聞局) 

(二)請建設局研議突破傳統「以排為主」的雨水管理，在考量排

水、環境、安全、基礎設施運行等多面向影響下，選定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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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市區道路空間，導入透保水鋪面設計，並持續對其效果及

維護進行監測，未來可依據本市各地區的地質、水文條件逐

步擴大，從點延伸到線，落實海綿城市。(辦理單位：建設

局) 

(三)今年度汛期前的專案型清疏計畫，由水利局、環保局、建設

局及各區公所分工進行，後續請李副秘書長持續督導，針對

易淹水區域改善排水系統。(辦理單位：建設局、水利局、

環境保護局、本市各區公所) 

(四)黃秘書長提示，請水利局於污水下水道施工前知會建設局，

並分區縮小化，工期施作勿超過半年，以避免對建設局路平

政策有所阻礙。另外，環保局清潔人員有時會將落葉、垃圾

掃至格柵附近堆疊，請環保局對此情形加以注意，以避免增

加汛期時之工作量。(辦理單位：建設局、水利局、環境保

護局) 

(五)強降雨道路積水部分，李副秘書長提示，本市道路側溝、下

水道等，並無溢堤情形，因此於強降雨過後，請公所、環保

局實際檢測道路是否有堵塞情形，及時處理。另外，由於區

長位於第一線，因此請各區區長善用災害預備金，以備緊急

時，早日提供市民便利之生活環境。(辦理單位：環境保護

局、本市各區公所) 

陸、散會(中午 12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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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96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6年 5月 22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體育處組織規程」廢止案，敬

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2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組織規程」第

九條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3 教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實

驗教育獎補助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墊 01 經濟發展局 

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本市清水區公

所辦理106年度「辦理國內重大建設參訪活

動」等4項計畫經費新台幣48萬3,000元乙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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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106年度增額補助本局辦理「社工

人員執行風險業務工作補助費」經費14萬

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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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6年度補

助本府辦理「臺中市中科放流管沿線自來水

專案補助計畫－大安區西安里自來水接戶工

程(配合水利署幹管)追加補助經費(31戶)」

經費計71萬3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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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補助「農作物污染監測

管制及損害查處」之經費23萬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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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106年度補助本局辦理「2017大

安沙雕音樂季-浪沙一色沙雕觀光及國際沙

雕競賽推廣活動」經費新臺幣60萬元整，本

府106年度已編列配合款290萬元整，合計350

萬元整，以上補助款60萬元整，擬請同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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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 06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局辦理「2017臺中市活化

縣市文化中心劇場營運計畫-遊藝劇場大臺

中」經費計新臺幣315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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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家庭支持資源網絡及服務躍升計畫」，

經費142萬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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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農業局 

行政院農委會補助「106年度植物種苗產業輔

導計畫」之經費4萬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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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