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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329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2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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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政會議頒發工作獎勵金及慰問金給支援花蓮 2月 6日大地震

災害搶救有功人員，在此致上感謝之意，謝謝他們在地震發生當下

即前往提供援助。除此之外，一同前往花蓮援助之搜救犬-鐵雄雖

然於搜救過程中負傷，但仍盡忠職守相當令人感動。另外，國際非

政府組織中心專案辦公室也與消防局協調，將安排德國 BRH與 ISAR

會長於光復新村針對德國犬隊來臺事宜與市府簽署 MOU，同時致贈

本府消防犬隊感謝狀並任命鐵雄為城市大使。另外，也感謝「臺中

市消防協會」支援本次震災救助，因為政府力量有限、民間資源無

窮，因此由民間成立之「臺中市消防協會」未來將可全力協助政府

救災體系，讓民眾免於災害威脅。(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為讓臺中市民都能放心過好年，農曆年前中市檢警合作執行警政署

與高等法院檢察署規劃「安居緝毒專案」，針對查緝不易的社區大

樓、販毒及施用、交易毒品的各處熱點實施強力掃蕩，展現警察掃

毒的決心，亮眼的績效獲得行政院評為機關組六都第 1名，由警察

局長楊源明代表受獎。其實長久以來防毒、緝毒、反毒工作就是市

府重點工作，此次能獲得如此佳績，再次代表臺中治安已進入持續

穩定的狀態，成功洗刷過去本市治安不佳之污名。(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三、農曆年前行政院賴清德院長至臺中視察，本市收獲成果豐碩，除稱

許本市綠川的治理為「最具典範之河川改造工程」，同時也肯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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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配合中央長照 2.0推動之托老一條龍政策，大力讚許本市善用中

央政策導入資源，也代表本市政策深獲中央支持與肯定。此外，大

臺中 123政策賴院長也特別予以回應，表示將會促使大臺中 123為

「成真 123」，山手線一次核定、二條捷運軌道、串聯中彰投三縣

市，這是極大之政策性宣示，相信在中央的資源挹注下，大臺中地

區呈現更美好的未來。(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臺中盛會遊不完： 

(一)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登場：新年走春除了綠川、柳川之外，

「2018 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百年宮廟風華」系列活動

也於上星期一（2 月 19 日）正式登場。每年大年初四本市媽

祖國際觀光文化節都由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新社九庄媽遶境

揭開序幕，同時也是全臺第一個媽祖遶境活動。此外，包括九

庄媽在內，今年也有 12 座媽祖百年宮廟共襄盛舉，從傳統文

化中激發臺中的藝術力，讓媽祖節慶不只是宗教活動還是文化

活動，更是我們引以為傲的觀光資產。(辦理機關：本府各機

關) 

(二)中臺灣元宵燈會，臺中公園、清水雙燈區啟動：今年中臺灣元

宵燈會同樣採用雙主場形式，上星期六（2 月 24 日）於臺中

公園及港區藝術中心同步盛大展開，點亮臺中夜空。今年元宵

燈會取名「喜迎來富」，就是期待今年中臺灣燈會能夠跟大家

一起喜迎來富，讓新的一年每個人都是旺旺年。其中，臺中公

園以「公犬遠瞻」為造型，港區藝術中心則以「母犬守護」為

主題。今年燈會，我們更特地邀請日本青森縣平川市 5米高的

「扇型睡魔花燈」首度來臺展出，也邀請日本青森縣、駒根市、

鳥取縣傳統表演團體來臺表演，增進臺中與日本傳統民俗文化

交流。(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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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捷運綠線將在年底試運轉、109 年底全線通車，交通局針對沿線 6

塊共構開發基地已舉行許多場次之招商宣傳，投資人參與踴躍，在

充分蒐集市場迴響、進行財務分析等綜合評估考量後，市府今日正

式公告啟動首批北屯 G5、南屯 G11 站招商，兩站未來開發總銷金

額初估上看 50 億元。倘沒有捷運藍線通過，我相信捷運綠線未來

發展難獲外界看好，因為僅有綠線交通就無法四通八達，因此我們

積極將 BRT回到名實相符之公車專用道，如此一來才得以成功爭取

交通部支持捷運藍線，相信將得以帶動經濟發展與場站開發。(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六、參訪以色列，參考經驗發展臺中智慧城： 

(一)我在除夕前幾天（2月 10日）率團飛往以色列參加第 32屆「全

球市長會議」，與來自世界各國 35位市長針對智慧、永續與安

全城市建構進行討論，並且與以色列前三大城市特拉維夫、耶

路撒冷與海法的市長會面，同時與佩塔提克瓦簽訂為姊妹市，

並積極宣傳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期待世界各地的朋友

都能看見臺中的美。(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參觀耶路撒冷觀光創新中心，學習舊城區新創產業發展。以色

列是新創事業國家，被譽為「創新的國度」。其中耶路撒冷觀

光新創基地是由該城的舊火車站打造，原被稱為「第一站」，

因為 1892 年中東第 1 輛火車，就是從雅法駛往耶路撒冷，而

後該火車站轉型為新創中心，成為文化和美食的集中地。(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自動駕駛電動車是未來運輸系統趨勢，因此我在以色列參訪期

間也前往 Mobileye 自動駕駛科技公司，實地參觀該公司無人

駕駛汽車設備的裝設工作室，了解自動駕駛技術所帶來的智慧

交通革命。(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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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此外，我也參訪特拉維夫市政府智慧城市營運中心，學習以色

列的智慧創新便民服務。這是我們打造水湳智慧城、建置「智

慧應變暨交控中心」的最好借鏡。特拉維夫 24 小時運作的智

慧城市營運中心，在該市各個公共區域廣布多功能攝影機，透

過無線網路即時回傳分析判讀，若偵測出不尋常，則立即透過

警報系統示警，以利全市市民第一時間緊急應變。(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七、除了剛剛所提的這些參訪之外，我也與各國市長一同參訪以色列猶

太人大屠殺紀念館，透過真實紀錄片、虛擬影像、歷史照片及猶太

人倖存者所捐獻文物，讓人反思人權的意義與珍貴。「人權」是普

世價值，是每個人作為一個人而應享有的權利。但做為一個人，究

竟應享有什麼樣的權利？對此我們需要不斷地反思、修正求取進

步，人權是在不斷遭受踐踏以及強壓下，慢慢被確立與受到保護，

除了二戰時期猶太人大屠殺的悲劇之外，臺灣的 228事件、戒嚴及

白色恐怖也是對人權的迫害，因此，我們必須透過教育及法制的雙

重管道從根本來保護人權。在臺中，市府於 2 月 28 日至 4 月 7 日

言論自由日這段期間擴大舉辦「人權文化季」，目的就是為了推動

人權教育；另一方面，也期盼中央政府進一步制定人權教育法，落

實人權教育，避免類似不幸事件再次發生。人權是很簡單也是很複

雜的問題，有些作為可以由政府來推動，但其實踐過程仍會受環境

影響，而這便是不斷努力的過程。處於地球村時代，人與人之關係

並非建立於相互計算過程上，人生而具有基本人權，除了捍衛自己

的人權，我們也要積極維護他人之人權，免於被壓迫，這就要靠教

育的手段來達成，因此如何透過學校教育來培養公民人權觀念，就

成為社會發展之重要前提。(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八、今日民政局、社會局專案報告「臺中市人權維護推展作為」裁示如



 5 

下： 

(一)學校教育： 

1、 設計課程：請教育局統籌，邀集社會局、民政局、法制局

及研考會設計本市國小、國中、高中學生使用的人權教學

計畫案，重點是能啟發青年學子對於人權議題的興趣並提

供機會讓孩子應用人權。(辦理機關：民政局、教育局、社

會局、法制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 與臺中學結合：教育部宣布 12年國教新課綱自 108學年度

起依不同教育階段（國學、國中及高中）逐年實施，除了

中央統一「部定課程」外，也開放各學校結合辦學、在地

特色彈性規劃「校訂課程」，而本市特有之民運歷史相當適

合結合臺中學與人權教育，因此請教育局徵詢有意願之學

校作為前導學校，並邀集具臺中文史與人權專業知識的人

士與老師共同備課、研發教材。(辦理機關：教育局) 

3、 培訓教師：人權與民主知識的教學，教師是關鍵，目前本

府已統轄 12年國教事權，請教育局提供教師在職培訓、教

材設計等資源協助或辦理研習、教學交流、專家講座等，

同時可納入 108 年新課綱上路銜接問題一併規劃，進一步

提高效益。(辦理機關：教育局) 

4、 充實教材：本府在推動 INGO中心歷程中已集結許多民間組

織資源可供運用，請教育局統籌，社會局提供有興趣之自

由民主人權專業組織與教育局共同討論課程內涵與可行性

高的教材，向中央提出具體建議。(辦理機關：教育局、社

會局) 

(二)公民教育： 

1、 除了教育學子，一般民眾能認知並自覺權利也很重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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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與民政局將素材融入區里、社區聯誼活動，透過藝

文表演、文學繪畫比賽等讓市民對人權有更多了解。(辦理

機關：民政局、社會局) 

2、 成熟的公民是支撐民主政治穩定發展的根本，請法制局與

民政局研議人權行動教室讓公民知識下鄉，可結合本市參

與式預算辦公室各地說明會、講座，增進參與公共生活所

需的思考、判斷、溝通等各項能力。(辦理機關：民政局、

法制局) 

(三)家庭暴力防範與兒少權利保護： 

1、 請社會局設法強化與中央及私人機構合作辨識高風險兒童

及家庭，亦可考慮製作簡易「家庭暴力、性侵害、高風險

及兒少保護通報流程」懶人包，提供民眾多元運用。(辦理

機關：社會局) 

2、 請社會局落實兒少受虐待及疏忽照顧案件調查及研判，針

對開案服務者應追蹤處遇至少三個月以上；未達開案標準

者，勿忽略兒少及家庭整體需求，應主動評估是否轉介生

活扶助、社區精神醫療等其他支持性服務。(辦理機關：社

會局) 

3、 不管是本府同仁或民間醫事、社工、教育者甚至是公寓大

廈管理服務員都有高風險通報責任，請衛生局、教育局、

民政局、都發局、社會局等不定期宣導對於兒童受虐或照

管不良情節保持警覺；請民政局透過區里行政系統以及愛

鄰守護隊積極提升公眾對虐童與家暴之認識。(辦理機關：

民政局、教育局、社會局、都市發展局、衛生局) 

4、 兒少安置困境：目前全臺親屬家庭有限、寄養家庭普遍滿

床，因此如何提高家外安置處所以及社工人力，請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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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市執行經驗向中央提出討論。(辦理機關：社會局) 

5、 外籍移工受虐與強迫勞動部分：請勞工局採取主動作為強

化本市移工查察計畫，也請擴大宣傳「1955」外籍移工 24

小時保護專線；另外也請警察局、社會局積極注意人身侵

害案件通報。(辦理機關。勞工局、社會局、警察局) 

6、 身心障礙人士：2015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後，

規定公共建設和娛樂場所、大眾運輸必須提供無障礙設

施，但一些較為老舊的建築和停車場仍未符合，請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推動工作小組列為重點工作項目輔導改善，

也請相關業務主管機關配合推動。(辦理機關：社會局) 

7、 原住民族與土地正義：人權和環境密不可分，我們申請阿

美族馬太鞍部落「Palakaw（巴拉告）傳統捕魚工法」授權，

用原住民族最傳統智慧提醒民眾對自然與土地的尊重，因

此請原民會與博屋瑪國小在後續部落漫遊探訪、部落連線

短片拍攝計畫積極合作，提高品質才能使投入真的有效，

吸引遊客之注意。(辦理機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四)價值體現的實體場域： 

1、 本府與外交部合力於霧峰光復新村推動設置國際非政府組

織中心（INGO），請國際非政府組織中心專案辦公室、社會

局加強與中央聯繫，儘速達成審議共識，爭取列入 108 年

度國家發展中長期重要建設計畫。(辦理機關：社會局) 

2、 在 INGO中心設置完成前，可請國際非政府組織中心專案辦

公室結合相關民間組織不定期於霧峰辦理相關活動，透過

展示、市集或互動體驗吸引民眾注意，並預先凝聚印象與

能量。(辦理機關：社會局) 

3、 為讓人權價值深入臺灣人心，我建議中央政府訂定「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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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因此請法制局在適當時機場合向中央呼籲，也請

研考會聯繫中央研議。(辦理機關：法制局、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陸、散會(上午 10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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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2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2月 26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組織規程」

第三條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2 建設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草案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3 地政局 
檢陳「臺中市市有耕地及養殖用地放租辦法」

修正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4 民政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草案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5 都市發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

施辦法」修正第四條、第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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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1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中市都市

更新先期規劃案（潭子、后里區等）」經費375 

萬元整，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125 萬元整，

合計500 萬元整，以上補助款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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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106 年度補助本府辦理「前

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改善停車問題計

畫」之「停車整體規劃案」經費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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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補助本局辦理

「106-107 年度(第1 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食品安全建設-強化衛生單位食安稽查及檢

驗量能計畫」經費670 萬4,000 元整，本府

尚需應編列配合款223 萬5,000 元整，合計

893 萬9,000 元整，以上計畫總經費893 萬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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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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 04 經濟發展局 

有關本府向經濟部申請107 年度「臺中市推

廣再生能源補助計畫」，獲該部核定補助本府

經費計新臺幣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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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建設局 

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107 年度「提升道路品

質計畫(內政部)」第二次核定工程及補助經

費案，核定總經費為新臺幣4 億3,069.2 萬

元，包括中央補助款2 億1,534.8 萬元及地

方配合款2 億1,534.4 萬元；合計新臺幣4 

億3,069.2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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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本府辦理「提升道路品

質建設計畫(公路系統)」第一期案件及經

費，中央補助款新臺幣1 億6,550 萬元整，

地方配合款1 億6,550 萬元整，合計核定總

經費為3 億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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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 

行政院107 年度補助本會（資訊中心）辦理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強化政府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中彰投區域聯防計畫」經費1,495 

萬2,000 元整，本府尚需配合款996 萬8,000 

元整，合計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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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中市公有

零售市場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委託技術服務」

經費22 萬4,000 元整，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

9 萬6,000 元整，合計32 萬元整，以上補助

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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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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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 09 觀光旅遊局 

教育部體育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東后

豐自行車道及周邊基礎建設改善計畫」經費

計新臺幣3,600 萬元，本府需編列配合款

2,400 萬元整，合計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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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