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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0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0年 9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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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今天獲獎的所有得獎機關及團體，在此表達感謝，尤其是協助於本府

新市政大樓舉辦各式藝文展覽的老師及藝術團體，不僅提供我們很多文藝

作品增進市府大樓的文化氣息，對於提升本市各地公共設施文化水平也有

很大的正面影響力量。（辦理機關：文化局） 

二、由於市長自今天起至本月 17日期間自費出國，所以今天的會議由本人代

為主持，市長此行雖為安排休假自費出國，但仍順道排定演講行程以宣傳

市政，在休假之餘仍將市政工作放在第一位，就像市府許多同仁，即使到

了外地休假旅遊，有時也會安排參訪其他機關，對於同仁的努力付出，深

表敬意。另外，站在人性化的觀點，我認為只要是在法定休假範圍內且不

影響公務的前提下，各機關都應儘量鼓勵同仁休假，因為適度的休息是疏

解壓力的最佳方式，也能增進返回崗位後的工作效率。另外，外界有時會

認為安排機關首長出國是種犒賞，其實不然，以我的經驗而言，因公出國

責任相當重大，尤其擔任團長更是如此，因此，往往在要求局處首長帶隊

出國時，各首長常會以公務繁忙或家庭因素等理由婉拒，不過經奉市長核

派後，各位首長也都能克服萬難完成率團出國之任務，在此向各位首長表

示敬意。（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三、本市的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基金是全國首創也是唯一，立意非常好，但

是由於目前的實施範圍尚未擴及全市，對於未納入統一挖補而自行施工的

部分，請建設局及各區公所確實留意其施工品質，不要因為低價施工而造

成品質低落，不僅影響用路人的安全，也會造成民眾誤以為統一挖補作業

規範內的施工價格過高等負面觀感，尤其路面舖設夯實度務必符合規定，

每 30公分夯實一次，未符合之廠商應依規定開罰，以維用路安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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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建設局、各區公所） 

四、經過同仁的努力，本市的法規，目前已有九成完成整併，此成果已遠超過

臺南市及高雄市等同樣由縣市合併升格之直轄市，雖然縣市合併後原法令

繼續適用之寬限期為兩年，但是以負責任的執政者而言，仍希望法令能夠

儘快完成整合，民眾才不會無所適從，因此，請尚未完成法規整併的機關

加快辦理進度，以維護民眾權益。（辦理機關：法制局、本府各機關、各

區公所） 

五、101年度營業基金、作業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總計 582億元，加上本預算

1,069億元，明年度預算規模合計約 1,652億元。本人特別就預算增列重

點部分簡要說明如下：BRT公車捷運系統編列 20億元、中正運動中心 2.8

億元、南屯區國民運動中心 1.7億元、大里國民運動中心 1.7億元、國際

網球運動中心 4,700萬元，太平營區生態體驗公園 1億元，臺中港聯外道

路特 8-50及 67-20編列 2億元、污水下水道的建設經費 33億元。另外重

大建設部分，巨蛋選在十四期重劃區興建，總經費 28億元由地政局的十

四期重劃基金支出、警察局總局搬遷至潭子區經費約 10億 7,000萬元、

臺灣塔及城市文化三館，共 44億元由水湳經貿園區作業基金支應、臺中

國際會展中心也編列 56億元、電影推廣園區及電影博物館共 12億 3,000

萬元，這些在水湳經貿園區的重大建設都以水湳機場區段徵收作業基金支

應，以減少市庫的負擔。(辦理機關：地政局、主計處、本府各機關、各

區公所) 

六、有關交通局林局長的對於公車捷運系統(BRT)的專案報告，我們知道如果

用捷運建置 186公里的路網，約需 7,000億元，但是用 BRT只要 200多億

元，可以節省下很多的經費。BRT與公車專用道不同，是以雙節公車的方

式來代替捷運，不僅有立體路線及平面路線，也有專用的路權，目前的規

劃是希望先由 BRT再到 MRT。另外，因為 BRT的規劃範圍涵蓋 29個區，為

使各區都了解 BRT的優點，未來交通局也規劃到各區舉辦說明會，屆時請

各區區長全力協助 BRT的推動。同時也請交通局參考蔡副市長的建議，在

BRT公車的造型與美觀上好好發揮，與城市意象作結合，藉以形成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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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另基於低碳城市的考量，未來也建議朝向以電動公車取代目前複合

式燃料公車的方向進行規劃，對城市的節能減碳有會很大貢獻。(辦理機

關：交通局) 

七、謝謝教育局賴局長「校園毒品危害防制策略」專案報告。有鑑於毒品對於

學生的危害非常大，為使學生遠離毒品，應確保資訊同步並減少誤差，請

警察局在查獲青少年涉入毒品時，可以依教育局建議，將該學生相關資料

通報臺中市學生校外會，即時啟動校園輔導機制，俾使個案作最妥適的處

理。另外，也請教育局及警察局依蔡副市長建議審慎規劃，甚至邀請地檢

署一同開會討論，設法建立一個通報窗口，讓必須瞭解個案內容的機關或

單位於第一時間掌握相關資訊，期使教育單位發揮輔導功能，讓學生遠離

毒品的威脅。(辦理機關：教育局、警察局) 

八、建設局沐局長報告，今年中秋節的 3天連假，原臺中市所轄公園、綠地、

園道，維持往例不開放烤肉，而原臺中縣部分，考量原「臺中縣公園綠地

管理辦法」並未有相關禁止烤肉的規定，原則上雖然不會對烤肉的民眾開

罰，但仍會以勸導的方式進行，請民眾體諒並遵守規定。另外，中秋節期

間民眾賞月後可能帶來大量垃圾，也請建設局、環保局及各區公所研商，

考慮以增設垃圾桶或增加環境清理及廁所清潔維護之頻率等方式來維持

環境的清潔，並希望於隔天一早完成垃圾的清運，以維護市容的整潔。(辦

理機關：建設局、環境保護局、各區公所) 

九、有關文化局出版的臺中市藝文設施圖鑑，各位首長及區長如對書中圖片或

文字內容有何建議，或是疏漏的指正，請與文化局聯繫，讓內容可以更充

實完善。另外，文化局主辦的逍遙音樂町已完成了 8個區 3個梯次的活動，

活動辦得很盛大成功，感謝各位同仁的努力也謝謝各區公所的幫忙。(辦

理機關：文化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十、水利署預定投入 74億元，用以進行大安溪與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工程，

預定明年動工，107年完成，完工後可提昇大臺中地區供水的穩定度，屆

時如再發生大甲溪原水濁度飆高之情形，大臺中地區也可以供水無虞。因

為工程範圍涵蓋本市數個行政區，請區長及相關業務機關協助辦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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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建設局沐局長提到，五都之中僅有本市沒有乾淨的親水河川，請建設

局及環保局針對本項工程所增加之水源妥為規劃，如何避免家庭廢水排入

河川，讓河川的淨化可以做得更好。(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建設局、

環保局、各區公所)  

 

陸、散 會：上午 1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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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100年第 30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教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

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部分文字修正後通過，

送法制局發布施行。 

02 建設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

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1份，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3 建設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下水道工程使用土地

支付償金及補償費標準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04 主計處 

本市101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

預算案及其綜計表，已依相關規定彙編

完竣，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05 文化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市文化建設基金會」

及「財團法人臺中市港區文化藝術基金 

會」99年度決算書暨工作報告及101年度

預算書暨工作計畫，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墊01 
經 濟 發 展

局 

為辦理本市大肚區公所提報「大肚區王

田里等六里申請自來水接管計畫」經費

共新臺幣：364萬6,000元整、經濟部同

意補助本市辦理水質水量保護區計畫等

2案共5,351萬8,500元整，擬請准予先行

墊付，並請同意納入101年預算或101年

度第1次追加減，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第 1000001609

號函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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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02 
經 濟 發 展

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

補助本市和平區公所辦理「和平國民小

學教室及辦公室紗窗、紗門改善計畫」

經費新臺幣10萬元整及「梨山國民中小

學新建教學大樓週邊設施計畫」經費新

臺幣10萬元整二案，辦理先行墊付案，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第 1000001609

號函規定辦理。 

墊03 建設局 

為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及第三河

川局，分別請求本局協助辦理「100年度 

石岡壩清淤工程」與「99年度大甲溪裡

冷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計

畫」公益支出補助款共新臺幣4,076萬

1,720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第 1000001609

號函規定辦理。 

墊04 建設局 

有關本市太平新光區段徵收相關7條聯

外道路開闢乙案，其中重要道路優先執

行用地徵收經費5億元擬於100年度先行

墊付辦理並於101年度再行編列預算轉

正，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第 1000001609

號函規定辦理。 

墊05 交通局 

為交通部補助本市「100年度公路公共運

輸發展計畫」之經費新臺幣2億60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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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第 1000001609

號函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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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06 衛生局 

為行政院衛生署補助辦理100年度「長期

照顧整合第一期補助計畫」變更經費一 

案，增加新臺幣510萬6,912元整，辦理

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第 1000001609

號函規定辦理。 

墊07 
都市發展

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100年度住宅補貼

及100年度青年安心成家方案之業務推

動費計畫」之經費新臺幣共計416萬

7,000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第 1000001609

號函規定辦理。 

墊08 建設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100年7月函文補助本府

「100年度既有市區道路景觀與人本環

境改善計畫」第2階補助案，計有6案獲

補助，有關中央補助款(補助計畫案之

70%)計新臺幣4,800萬元整，擬辦理先行

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第 1000001609

號函規定辦理。 

墊09 
環境保護

局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2011金秋環

境季大肚山環境解說教育活動」及「百

年金秋環境季-環境保護知識挑戰擂臺

賽」之經費新臺幣45萬5,000元整，辦理

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第 1000001609

號函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