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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66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年 6月 4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地點：新市政大樓 9樓市政簡報室 

參、主持人：蕭副市長 家淇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林本源 

伍、指（裁）示事項： 

一、由於本市獲得全球智慧社群論壇（ICF）評選為 2012 年七大頂尖智慧城

市，市長日前率隊前往紐約受獎，市長人雖不在國內，但對於各局處是否

已做好瑪娃颱風來襲相關因應措施甚為關心，因此，請各機關務必積極準

備，尤其相關防洪措施務必做好，雖然瑪娃颱風直接侵襲本島的可能性不

高，但亦可能帶來可觀雨量而造成災情，請水利局及各區公所等相關機關

審慎做好防颱防洪準備工作，以確保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辦理機關：

水利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二、為期兩週的臺中市議會市政總質詢已於上週五結束，有關議員的關心事項

及相關缺失，請各機關務必詳實紀錄並努力改善，以彰顯市府行政效率。

另外，目前本府正積極進行明年度先期計畫審查作業，並依類別分由研考

會、財政局、新聞局、主計處、人事處等機關進行審查作業，請各機關依

排定審查期程配合辦理，尤其明年度的預算希望可以達到零成長，請各機

關仔細檢討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以有利明年度預算覈實編列。（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三、國立臺中圖書館於昨日正式開幕，場面相當熱鬧，教育部蔣部長亦受邀出

席，本人趁此機會與部長討論未來國立高中職改制的相關問題，獲得部長

允諾將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來處理改制問題，同時也不會讓地方政府吃虧，

因此，有關國立高中職改制所衍生之相關經費及人員等相關議題，請教育

局與教育部保持密切聯繫，以期獲得圓滿解決。(辦理機關：教育局) 

四、由於本市觀光活動興盛，近期有許多觀光飯店陸續於本市設立，包括市府

路的富信大飯店、五權路的城市商旅、市政路與惠中路口的日月千禧酒

店、民權路的成旅晶贊及其他尚在興建或整修的飯店，對於這些觀光飯店

的加入，將能有效提升本市觀光產業的發展動能，因此，請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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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局及經濟發展局等機關主動關心並邀請業者，就需要市府介入之處提

供協助，以共同合作提升本市觀光商機。(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觀光

旅遊局、新聞局) 

五、市長向來關心海空雙星自由貿易港區開發計畫的推動，此計畫包括臺中市

清泉崗及臺中港 2大發展計劃，而臺中港目前已成立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

務分公司，市長指派本人擔任該公司的董事，並參與董事會運作，各機關

如有臺中港發展的相關建議，也請提供給本人，以利於該公司董事會上提

議討論;另外，中央目前正由經建會規劃「自由經濟示範區」，請相關機關

全力配合，積極爭取臺中港列入示範區。至於梧棲區陳區長提到海空雙星

連結快捷巴士(BRT)的規劃進度及新市鎮中心規劃興建購物中心兩案，其

中 BRT的部分，交通局林局長已於今年 3月份於市政會議報告本市 BRT規

劃方案，未來交通局規劃方式如有改變，請務必向區長說明，以利區長掌

握資訊並回應民眾詢問；另外，購物中心的部分，區長所提出 3處建議地

點，亦請經濟發展局及財政局妥為研議，並與公所密切配合，以符合地方

的需求與期待。(辦理機關：財政局、經濟發展局、交通局、梧棲區公所、

本府各機關) 

六、有關地政局曾局長「土地開發與城市文化之塑造」專案報告。感謝地政局

長久以來以基金撥入市庫來支持本市各式重大建設的推動，不僅減輕市庫

負擔，同時也創造了許多文化建設。另外，文化局及地政局也請依徐副市

長指示加強合作，在本市 29 個行政區，共同努力塑造具地方特色及文化

內容的城市景觀。而蔡副市長也提到，在開發時除了融入文化藝術之外，

同時希望能加上低碳、綠能、節水及省電等元素，以符合未來低碳趨勢，

至於因土地開發遭受波及的樹木，也建議以移植代替砍除，以符合時代的

潮流與民眾的期待。除此，林參事輝堂建議未來不論是公辦重劃或自辦重

劃相關計畫，都應該與文化設施緊密連結，以減少類似張慶興堂遭拆等憾

事發生，相關建議請地政局納入參辦。(辦理機關：文化局、地政局、本

府各機關) 

七、豐富專案的用地除了軍方的土地之外，另外還有部分是私人土地，目前地

政局正積極進行私人土地是否納入豐富園區共同開發的意見調查，對此，

市長曾明確指示務必要尊重地主的意願，如果地主不願意納入就予以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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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單純以軍方土地進行即可，豐富專案辦理進度不會受影響，請地政局

妥為規劃辦理。另外，為配合國防部釋出甲保廠土地並遷往潭子新田營

區，建設局以「代拆代建、先建後拆」方式協助營區搬遷，目前新田營區

已完成建築師的遴選，辦理進度符合預期，有關潭子區簡區長表示樂觀其

成並希冀召開說明會乙節，建議建設局與地方保持密切溝通及聯繫，讓市

府重大建設的推動更加圓滿。另由於豐富專案地處豐原交流道下之門面位

置，未來在園區動工後，亦請考量注入藝文元素，達到美化本市城市景觀

之目的。(辦理機關：建設局、地政局) 

八、有關近日本市發生一名即將臨盆之孕婦，由於 119勤務中心「就近送醫院」

之規定，險延誤送醫而質疑消防局不近人情之媒體報導。依據消防局及衛

生局長的說明，為避免民眾濫用救護資源，造成非緊急事件排擠急需救護

民眾醫療資源的情形發生，政府確實需要對民眾加強「救護車是救急用

的！」相關宣導，並凝聚共識，期使有限的消防救護資源可以「用在刀口

上」。另外，為遏止非緊急救護濫用救護車，目前桃園、新竹等縣市已實

施非緊急救護收費制度，相關做法亦請消防局及衛生局納入參考；除此之

外，在考量民眾觀感及避免救護資源浪費的同時，亦請以確保民眾生命安

全為優先考量審慎評估，以符合「緊急醫療救護法」的立法原意。(辦理

機關：消防局、衛生局) 

九、同仁的電話禮貌向來是本府服務品質的指標之一，但是都是在強調接聽電

話時的禮貌，而不是打電話時的禮貌，對此，秘書長在此善意提醒各位主

管及同仁留意撥打電話時的禮貌，尤其是撥打電話至議員、長官或同仁的

手機時，原則上最好都能自己撥打，不要請秘書撥打後再轉接給自己，如

此讓接聽的人等待，感覺有失禮儀，針對這點，亦請各位主管納入參考。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陸、散 會：上午 10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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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66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1年 6月 4日)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教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優先招收

不利條件幼兒辦法」草案1份，敬請  審

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2 教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

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教學原則及輔

導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3 教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

緩入學實施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4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組織規

程修正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墊01 經濟發展局 

為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

補助臺中市潭子區公所辦理「潭子區和

平路129巷地下水污染封井緊急供應自

來水之水費差額補助款」，經費新臺幣

13萬7,972元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 號函

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

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2 都市發展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獎助本府辦理「101年

度加強綠建築推動計畫」之經費新臺幣

180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 號函

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

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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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墊03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市辦理101

年度「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建構高價值

產銷體系-輔導農業經營專區之規劃與

推動」計畫之經費新臺幣2,079,000元

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 號函

規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

非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4 社會局 

為行政院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補助

「101年度社會福利津貼調整所需(第

2-4季)之經費」計新臺幣4億9,724萬

6,000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5 文化局 

為教育部補助「101年度閱讀推廣與館

藏充實實施計畫」之經費新臺幣89萬

5,000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6 文化局 

為文化部(原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補助101年度「推廣地方文學活動計畫」

之經費新臺幣49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

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7 水利局 

為經濟部水利署補助「101年度違法水

井處置計畫」之經費新臺幣50萬元整，

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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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墊08 消防局 

為內政部消防署101年評鑑本市績優民

間救難團體充實救災裝備補助之經費

新臺幣225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9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

廠補助本市東勢區公所辦理「臺中市東

勢區新成國民小學30週年校慶暨節約

能源宣導活動」之經費新臺幣9萬元

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10 衛生局 

為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補助本府

衛生局101年第2階段「菸害防制工作計

畫」工作經費新臺幣386萬9,978元及

「衛生保健工作計畫」經費93萬3,540

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