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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310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9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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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姿伶 

伍、指（裁）示事項： 

一、各位同仁早，上週五賴清德院長領導的內閣走馬上任，展現新人新

氣象，在上任後的第一次行政院院會，也與賴院長就臺中建設交換

意見，期許賴院長強化中央與地方合作關係，同時挹注正在「轉大

人」的本市更多建設資源，創造市民福祉。此外，上個月精密機械

園區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第一條生產線也已正式啟用，展現市府拼

經濟之高效率，期待將來能與新內閣各部會密集聯繫，爭取資源建

設大臺中。(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二、臺中成為第二大城後，不只人口增加，市府建設也進入高峰期，努

力推行市政，也積極爭取中央支持，將臺中的總預算挹注於各項關

鍵建設。這幾年，可說是臺中市「轉大人」的階段，因此特別藉由

今日 107年預算專案報告，讓社會更了解市府的努力。依據研考會

於 8月 29日至 31日辦理民意調查之結果顯示，高達 96%的市民認

同臺中是宜居城市，83%對臺中成為全臺第二大城感到光榮，這項

調查結果，代表著打造臺中成為「生活首都」，已不只是市府團隊

的施政願景，而是全體市民的共同目標，我們將打造臺中成為人本

活力永續的宜居城市，讓在此居住的市民有好的生活品質，這才是

真正實質升格直轄市之意義所在。(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三、梨山環山部落首家 7-11 進駐「和平專案」有成：均衡區域發展，

向來是市府重要施政主軸，也因此我時刻督促自己關心偏鄉地區的

發展。日前，環山部落捎來好消息，當地開設了大梨山地區史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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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連鎖便利商店，居民都感到相當開心。對生活在便利城區的我

們來說，一間便利商店不代表什麼，但對大梨山居民而言，不但購

物、繳款更加方便，連鎖便利商店的設立，更象徵居民開始願意在

地紮根、投資做生意、拉近偏遠山區跟都市的距離。此外，我們也

有心照顧原鄉居民福祉，近期梨山茶、水蜜桃銷售價格與銷量都有

顯著提升，交通發展更是有感，未來，我們仍將持續加速偏鄉建設，

讓大家看到梨山的希望！(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四、除了打造宜居城市，臺中也擁有許多休閒自行車道，如東豐、后豐、

潭雅神等鐵馬道，另外，包括本市舒適宜人之氣候條件，以及未來

興辦東亞青奧後留下之場館建設及人才，都是本市發展運動、體

育、競賽等活動之有利條件，市府團隊將致力打造本市成為運動城

市，也希望透過未來每年至少舉辦一項國際運動賽事，讓臺中的運

動產業及運動人才能生生不息。其中，自行車可說是本市最具發展

優勢的項目之一，位於臺中公園內砲臺山旁的第 89 號基石，是歷

史上臺灣地籍測量原點，因此我們以這座「零 K」基石為發想，致

力推動「0K臺灣．臺中自行車嘉年華」，今年自行車嘉年華的活動

相當精彩，特別結合 9月 23日至 24日的「捷安特嘉年華」、10月

1 日「臺中騎旅」以及 11 月 26 日「時代騎輪節」，從自我挑戰型

到親子同樂的休閒型單車運動都有。另外，我們希望自行車在臺中

能成為普遍的大眾運輸工具，讓臺中成為獨特的運動休閒城市，因

為臺中吸引人的地方很多是在巷弄裡，如東區、舊城區，旅人的意

外發現、尋幽訪勝，尤其是歷史建築的活化等，在在都能吸引外地

遊客。而東亞青奧也加入自由車競賽項目、除了整建鰲峰山自由車

場地，未來更將爭取在本市興建第一座自由車室內競賽場，打造自

行車運動休閒園區，讓臺中的自行車運動產業成為臺灣的驕傲。(辦

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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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法單站業餘挑戰賽 9 月 17 日登場：本市溫和的氣候，非常適合

舉辦戶外競賽，不僅降雨日數相對較臺北少，也不像高雄酷暑炎

熱。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我們成功吸引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 L'ÉTAPE 

TAÏWAN環法單站業餘挑戰賽首度登臺，這項賽事將在 9月 17日隆

重登場。賽事組方面，有 122公里的「環法挑戰組」，也有 42公里

的「環法體驗組」，屆時將有約 1,200位單車好手，「騎」聚臺中出

發，活動當天也將邀請 2010年環法冠軍 Andy Schleck共襄盛舉，

並參與挑戰組路線，歡迎市民朋友一起來為臺灣選手加油！(辦理

單位：本府各機關) 

六、打造智慧城市： 

(一)「智慧城市週」為兩大國際會議暖身：「WCIT世界資訊科技大

會」與「APNI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年會這兩個國際型會議，

將於臺灣相繼登場，顯示出臺灣資通訊產業的高水平。其中，

「2017 亞太網路資訊中心年會（APNIC）」是本市於前年成功

爭取的國際會議，即將於本週在臺中登場，彰顯本市做為中央

指定智慧機械之都的重要性，在智慧製造方面領先各縣市之

外，藉由這些活動的舉辦，也讓臺灣科技獲得推廣國際市場的

機會，並同步提升本市在國際的能見度。(辦理單位：本府各

機關) 

(二)智慧警政 升等治安防護：本市智慧城市的推展，除了具體將

相關技術引入水湳智慧城並深化產業合作及國際交流外，警察

局也運用「智慧警政」成功揮別過去治安不佳的刻板印象。所

謂「智慧警政」簡單來說，就是偵查時常用的刑事素行資料、

監視器畫面、違規紀錄、報案紀錄、車型、行車紀錄等各種情

資都整合成單一平臺。在市府團隊近年努力下，治安方面的考

評成績相當亮眼，包括「每 10 萬人口犯罪指標案件發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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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 萬人口全般竊盜發生數」等，臺中都是六都最低，優

異的成績更獲得 CNN等媒體「宜居城市」的讚賞。此外，警察

局打擊詐騙的成果更是令人驚艷，今年上半年共破獲詐騙集團

36 件、查緝詐欺車手 500 人、沒收不法所得 3,592 萬元，各

項績效均為全國最佳，再度獲得警政署肯定，獲評為「特優」

且總成績冠居六都之首，打擊詐騙績效三連霸。今日市政會議

開始前，也由警察局代表獻獎，再次感謝警察局全體同仁的努

力！(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三)鷹眼稽查 空污無所盾形：提到科技辦案，上週環保局也有重

大斬獲。中部地區上週（9 月 6 日）受今年第 17 號颱風「谷

超」外圍環流影響，空氣品質不佳，環保局立即啟動「鷹眼稽

查」，運用高倍率望遠鏡結合空拍、雷射測距儀及測距輪，加

強查核各大汙染源防制情況，成功查獲臺中港西碼頭一間堆置

場未依規取得操作許可證，堆置約 10 萬立方公尺的逸散性粒

料，且無任何空汙防制措施，環保局當場令其停工並將依法處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另一方面，這幾年在市府的

努力之下，雖然將本市的細懸浮微粒（PM2.5），從 103 年的

27微克降至 105年底的 22.8微克，逐年改善空氣品質，然而

空氣能見度卻未見同步提升，讓許多民眾感到疑惑。為解答此

問題，市府結合中央大學、中國醫藥大學與東海大學組成的學

術團隊，引用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的先進設備與遙測技術，在

環保署忠明測站及東海大學設置監測分析點，期望為空氣「把

脈」，找出真正核心問題，改善空氣能見度，提供市民良好之

空氣品質。(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七、臺中已成為臺灣的第二大城，財政的穩健是一座城市發展的重要根

本，若財政不夠穩健，便會制約市政建設的推動，因此我推動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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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的創造性財政，以長遠角度治理臺中，惟有部分民意代表批評

臺中財政不穩健，但其實他們看到的只是帳面上的數字，最重要應

是把錢用在刀口上，很多基礎建設都可以創造未來稅收，深具藏富

於民的特色，因此建設不應僅著重於未來之金錢效益上，而應放大

眼光，著眼於周邊投資效益、開發效益、經濟的提升等。近三年，

經過市府團隊的努力，臺中的人均負債已是六都第二低，因為我們

將錢運用在關鍵地方，不浪費一分一毫。另外，我也對財政局、主

計處與研考會編列 107年度預算的努力表達肯定，請對相關有功人

員加以獎勵、慰勉其辛勞。(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財政局、主

計處、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八、近期由於建設之需要，特別是捷運的興建，讓臺中這幾年成為預算

編列的高峰期，對此，我們有必要讓外界了解臺中的財政情形。以

大型建設來說，所需預算額度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分攤，中央、

直轄市分攤經費比例大約是 3:1，也就是臺中出 3成預算可爭取到

7成補助，長期來看相當值得。除此之外，因應捷運的建設而收購

寸土寸金之土地、對教育的長期投資、國立高中職改隸等，均是本

市預算編列成長之因，而這其實代表著城市經濟是成長的，因為預

算是國力的展現也是城市發展之指標，透過預算興建軟、硬體建

設，才能讓城市擁有發展之力量，提升自身競爭力。(辦理單位：

本府各機關) 

九、臺灣近年已逐漸邁入高齡化社會，因此社福預算也持續地增加，但

我一直強調「社會投資」取代金錢給付之理念，也就是社福的預算

應該思考能創造更大的效益，讓預算活用、滾動，使社會安全體系

能夠永續發展。以本市過去補助老人健保費補助為例，健保費的概

念原本是市民定時繳納少部分保費，以備疾病不時之需，倘若老人

健保費長期由政府代繳，將會變成轉嫁負擔給年輕一輩，並非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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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運用方式。而且這項補助措施，並非法定補助項目，所需

經費從過去的四、五億元，已經逐年上升到十二億元，除了造成預

算沉重負擔、排擠其他中央補助項目、監察院也對此很有意見。因

此，我請社會局研擬改善措施，對老人健保費補助要有排富之機

制，節省的經費可以用在更能實際照顧老人的政策上，例如健康促

進、在地老化等，對於長者的福利照顧完全不會減少，而且也能兼

顧年輕人的就業問題。為了讓市民都能了解這項改變，請社會局與

新聞局對此提供說帖，加上簡要、清楚之圖說，提供各區展開全面、

強力、持續之宣導，消弭外界誤解。(辦理單位：社會局、新聞局、

本市各區公所) 

十、針對今日主計處專案報告「107 年預算說明暨重要亮點計畫」綜合

裁示如下： 

(一)府會溝通：請各機關於定期會開議前，就所提預算積極與議員

溝通，使議員充分了解本府預算編列思維，爭取支持，以建立

互信，讓預算順利通過。(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二)強化預算編列的正當性：請新聞局製作「秒懂臺中 2018預算」

電子文宣，內容請注意加強參與式預算、青年代表建議事項、

下鄉座談基層意見等與本府年度預算編列之連結，以取得社會

大眾認同、強化正當性。(辦理單位：新聞局) 
(三)擴大中央金援： 

1、請各機關積極爭取中央補助經費，特別是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是中央政府當前重點施政項目，上個月底第一期特別預

算已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請各局處主動掌握中央部會調整

情形，依各項補助作業要點積極爭取，同時遊說本市友好

立委支持，俟獲得中央補助款，以追加減預算方式加速辦

理。(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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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例行分配款外，請各機關主動向中央部會洽詢、蒐集擬

推動之計畫、提報行政院之次年度概算及相關補助規定，

並對應中央擬補助地方政府之計畫項目及內容研擬計畫書

請求協助。此外，有關各機關計畫型補助款爭取情形、執

行情形請財政局加強追蹤，以每半年為期提出報告，而各

機關爭取預算補助之成績也是相當重要之指標，亦請研考

會對此加以列管。(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財政局、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 

3、有關現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請財政局再向中央建請檢

討、修正，以落實北、中、南國土均衡發展。(辦理單位：

財政局) 
4、7 月底（7 月 31 日）市政會議已通過「臺中市政府補助及

獎勵企業營運總部投資實施辦法草案」，在議會審議通過

前，請經發局先行盤點名單，由張副市長開始率隊洽商懇

談，議會方面也請妥善溝通，大家共為臺中產業競爭力努

力。(辦理單位：經濟發展局) 
(四)有關地方財政自我強化部分，請各機關落實零基預算精神，檢

視、刪除執行不力及煙火式的預算項目，同時也希望未來能減

少舉債數目，打造良好之財政循環。(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十一、有關近來網路盛讚臺中市區有處堪稱「臺中嘉明湖」、「臺中月牙

灣」的景點，藍天、綠地、水岸的完美結合，讓人很難想像它就

坐落在臺中的都會區內，其實它是本府鼓勵建商推行「基地綠美

化」所獲得的迴響，我們很高興建商響應政策，打造閒置建地成

為美麗花園。本市明年即將到來之 2018 花博，是臺中市的全民

運動，我們要讓整座城市的美感覺醒、美學提升，為此市府也訂

有一連串綠美化政策，請研考會將各區綠美化執行情形列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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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期望讓臺中這座城市成為具有充足美感之花園城市。(辦理

單位：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十二、對於本市各區綠美化執行現況，黃秘書長對此提示，本市空地綠

美化自治條例中已規定區公所需就空地進行清查與造冊，據統

計，神岡及石岡僅提出 3 處、沙鹿 4 處、大安 1 處、大里 2 處、

新社 5處空地綠美化區域，由於是統計到 111年的調查資料，長

達 5年時間，提出綠美化區域數量顯有不足，因此，請相關區公

所於 9月底前加速辦理清查並增加綠美化區域，以利排定環保局

於下個月擴大市政會議中進行報告。(辦理單位：本市各區公所、

神岡區公所、石岡區公所、沙鹿區公所、大安區公所、大里區公

所、新社區公所)  

陸、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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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10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6年 9月 11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組織規程」第

三條修正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2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新建工程處組織規程」第

三條修正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3 主計處 

本市107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

及綜計表，已依相關規定彙編完竣，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4 地方稅務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社會住宅興辦及公益出租

人出租房屋優惠地價稅房屋稅自治條例」草

案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5 地方稅務局 
檢陳廢止「臺中市民間興辦社會住宅減徵地

價稅自治條例」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1 交通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106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

元推升計畫」第1 波後續申請計畫(第3 次)

補助本市辦理「大型活動接駁疏運計畫」之

經費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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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106 年雜糧特作產

業結構調整暨建構產業新價值鏈計畫」之經

費17 萬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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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辦理「組團參加2017 

國際食品展計畫-臺中市」經費新臺幣255 萬

1,000 元整，本府106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254 

萬3,000 元整，其他受補助單位配合款31 萬

元整，合計新臺幣540 萬4,000 元整，以上

補助款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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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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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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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萬

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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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106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

元推升計畫」第1 波後續申請計畫(第3 次)

補助本市辦理「大型活動接駁疏運計畫-2017 

新社花海」之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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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本市龍井區公

所辦理「臺中市龍井區龍田陸橋下溜冰場新

建工程」經費計新臺幣250萬元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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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