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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297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6月 7日（星期三）下午 4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副市長 陵三(林市長 佳龍 公差)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陳姿伶 

伍、指（裁）示事項： 

一、大家午安，雖然是議會總質詢期間，但為掌握今年度第二次追加（減）

預算等相關提案及墊付案送請議會審議時程，因此召開臨時市政會

議，希冀各項業務能順利執行。(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二、上星期的大雨，讓全臺各地出現不少災情，惟臺中挺過豪大雨侵襲，

無嚴重損害，在此感謝各機關平時的努力。尤其是水利局與環保局，

從 3、4月份就從清理側溝、下水道著手，還包括靜宜大學與弘光科

技大學上方之沉沙池及滯洪池的清理，成功避免逢雨必淹之情形發

生，除肯定同仁的努力，也與大家分享此次豪大雨期間市府的各項

作為：(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一)上星期五我親自至靜宜大學與弘光科大視察，在市府的努力

下，已無過去逢雨必淹的「黃河」景像。尤其，當日近破曉時

分，現場就已有工人 stand by，以應付落石或樹葉遮蔽出水口

等各種臨時突發狀況，在此感謝市府各局處於汛期前的努力，

以及水利局對山坡地與水土保持的維護。另外，此次豪大雨導

致全臺各地災情不斷，對於安然挺過災害的台中，或許有人會

說我們只是運氣好，但我不表認同，因為本市 3 天就降下超過

1,000 釐米的雨量，沒有災情發生是不容抹滅的事實，更是市

府同仁一同努力，成功守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成果。 

(二)上星期天我到石岡水壩視察，並與自來水公司郭董事長、水利

署中水局陳局長就豐原淨水廠出口堵塞事件進行討論，決議將

被堵住的淨水口雜草清除，減壓後供水，而非停止供水，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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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市民的不便。 

(三)大甲溪德基水庫計有 7 個壩，由於此次豪大雨帶來的驚人雨

量，而有洩洪需求，日前我就站在德基水庫的壩頂，親身感受

可謂萬馬奔騰之景象。在此有感而發，提醒市府各機關，今年

颱風季尚未到來，務必兢兢業業，全力應付瞬息萬變的天氣所

造成之各種突發情形，以維護市民權益。 

三、颱風或風災來襲後，常造成菜價波動情形，除了請經發局及農業局

研議，宣導市民不急於搶購蔬菜，以杜絕菜價高漲之歪風外，針對

人為哄抬菜價情形，也請積極處理，勿讓社會處於緊張狀態，以提

供市民良好的基本生活條件。(辦理單位：經發局、農業局) 

四、此次風災來襲，市府以不勞師動眾為原則，災害應變中心採二級開

設，並將心力著重於各項問題的確實解決。另外，感謝民政局及各

區里長協助宣導民眾勿將花盆等物品擺放側溝，由於有效減少堵塞

情形，也讓淹水情形顯著改善。因此，為能擴大效益，也請環保局

與新聞局協助宣導民眾，排水孔有垃圾堵塞情形時，能舉手之勞將

垃圾撿起，一同守護環境、減少淹水之可能。(辦理單位：環境保護

局、新聞局) 

五、簡單分享近期市政建設： 

(一)「臺日觀光高峰論壇」歷年由臺、日兩國輪流舉辦，是觀光界

的盛事。市長上星期應邀至日本出席會議，由於明年將輪由臺

中擔任主辦城市，請觀旅局預為籌劃，俾利活動順利完成。另

外，年底踩街活動也請觀旅局儘早著手處理，讓活動圓滿達成。

(辦理單位：觀光旅遊局) 

(二)為提升社會福利品質，市府規劃於大里區興建「甲興社會福利

綜合大樓」，並於 6月 4日正式動工，預計明(107)年 8月完工。

請社會局積極提供市民各項社會福利措施，如愛鄰守護、食物

銀行、長照政策等，讓臺中的市民生活更加安心快樂。(辦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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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社會局) 

六、今日會議討論的各項提案與墊付案全數通過，期許各機關務必讓每

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發揮各項市政建設的最大效益。(辦理單位：

本府各機關) 

陸、散會(下午 4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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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97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6年 6月 7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教育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市發展體育教育基金會」

105年度決算書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2 主計處 

為因應各機關業務執行所需，本市106 年度

地方總預算第2 次追加(減)預算案，已依相

關規定彙編完竣，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3 都市發展局 

為修正「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申請免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第五條」草案，敬請

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墊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市辦理「106 年度

推展原住民長期照顧部落文化健康站實施計

畫」計新臺幣81 萬840 元整，擬請准予辦理

墊付1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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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106 

年度『借問站』創新旅遊服務推廣計畫」經

費62 萬3,700 元整，本府106 年度已編列配

合款6 萬9,300 元整，合計69 萬3,000 元

整，以上補助款62 萬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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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3 經濟發展局 

有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06 年度輸變

電促協金（運轉中）-中科超高壓變電所」，

補助本市西屯區電力設施周邊地區藝文活動

費及林厝里小型工程(含綠美化設施及工程)

之經費計新臺幣420 萬元，其中增列之30 萬

元因未及編列於106 年度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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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 年度補助臺中

市大甲區衛生所辦理長照十年計畫2.0 之社

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之經費計新臺幣121 萬

6,000 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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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 

墊 05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106 年度休閒農業區跨域輔導計畫」經費

1,751 萬3000元，本府105 年度已編列配合

款346 萬元整，其他配合款214 萬4000 元，

合計2,311 萬7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1,751 

萬3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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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補助106 年度本局辦理「臺中市潭子

區頭家段興辦社會住宅先期規劃」、「臺中

市霧峰區錦州段興辦社會住宅先期規劃」及

「臺中市臺中肉品市場興辦社會住宅先期規

劃」等3 案之經費，總計45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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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局 

為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本市西屯區公所106 年

度「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之

經費計新臺幣205 萬4,693 元整，因未及編

列於106 年度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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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局 

為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辦理「國土

計畫規劃案」經費新臺幣400 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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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6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區域合作垃圾處理補助款運用計畫」經費

新臺幣(下同)639萬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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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 

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本局辦理「106 

年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工作計畫」第2 階段

工作經費652萬8,100 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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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墊付案，提請審議。 

墊 11 經濟發展局 

有關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本市大里區公所106 

年度「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計畫」

經費新台幣128 萬元一案，擬先行墊付支用

辦理，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12 都市發展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106 年度補助本府辦理「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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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度已編列配合款807 萬6,000 元整，合計

2,307 萬6,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1,500 萬

元整，本府於106 年預先匡列400 萬元整納

入預算，餘1,100 萬元整補助款擬請同意辦

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13 都市發展局 

為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增加106 年度「整合

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之業務推動費共計

398 萬2,40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並納入107 年度預算辦理帳務轉正，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1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 年度補助本府農業局

（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改善政府動物管

制收容設施計畫」經費392 萬元整，本府106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168 萬元整，合計560 萬

元整，以上補助款計392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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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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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動物用藥品抽查取締及宣導工作計

畫」經費新臺幣10 萬1,000 元整，本府106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1 萬8,000元整，合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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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9,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計10 萬1,000 元

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 16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6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106 年度強化農會主管機關輔導功能計

畫」經費新臺幣25萬元整，本府106 年度已

編列配合款新臺幣15 萬元整，合計新臺幣40 

萬元整，以上補助款新臺幣25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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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局辦理106 年度「臺中市

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經常門提案

經費計新臺幣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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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市辦理106 年度

「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B 

類）計畫經費2,324 萬1,611 元整，本府尚

需編列配合款2,118萬3,111 元整，共計新臺

幣4,442 萬4,722 元整，以上經費4,442 萬

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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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