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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9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0年 6月 20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臺中市霧峰區綜合社會福利館(以文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林本源 

伍、指（裁）示事項： 

一、今天是本市成為院轄市之後首次在府外舉行市政會議，在霧峰區誠摯邀請

及農業局精心規劃下造訪霧峰，經由林區長及蔡局長的報告，我們深刻瞭

解到霧峰不僅有益全香米、新品種荔枝「翠玉」、金鑽鳳梨及各種菇類等

特色農產品，也有霧峰林家花園、921地震園區等觀光景點，表現其深度

人文涵養的一面，加上中二高、中投公路及興建中的生活圈四號等交通系

統，霧峰可說是一個極具發展潛力的地方，而林區長簡報中反映的相關問

題(防汛道路橋樑的修復、自行車道休閒步道加強綠化及路燈裝置、青桐

林生態園區設置廁所問題、乾溪自行車道工程、加強中心瓏登山步道指

標、亞洲大學周邊新訂都市計畫相關問題、霧峰斷層帶修復建辦法擬定、

到高鐵站之接駁車問題及烏溪橋到臺中市區之公車發車時間能否提早到

6 點等…)，也請各相關局處盡力協助霧峰區的各項建設推展，讓霧峰未

來更繁榮發展。(辦理機關：建設局、交通局、都市發展局、農業局、觀

光旅遊局、霧峰區公所) 

二、6月 12日有篇報導，主題是「夠我回味一輩子的甘甜」，是一位嫁到台灣

的大陸配偶描述搭公車前往臺中市戶政事務所辦理入戶手續時發生的事

情，內容簡述如下：「…這裡的公車不像大陸多，等了半小時，好不容易

公車來了趕緊上車，雖然公車前 8公里免費，但是因為身上沒卡，所以愣

在那裡不知所措，此時有位年約 70 歲左右的老媽媽從座位上站起說他有

兩張卡，一邊說一邊幫我刷了卡，然後，把卡遞到我手裡。但是，我不知

道應如何歸還卡片，此時，又有另名年輕人，表示他和老媽媽的兒子是同

事，且與我在同一站下車，屆時可代為返還卡片，老媽媽此時也認出了這

位年輕人，很高興的談起話來。對於我一位異鄉客，驚動並耽誤大家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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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心中滿是歉意與感激，只好靜靜飽享這一幕幕人間溫暖。…」我要說

的是，我真的很感激這位老媽媽及這位年輕人的熱心助人，這樣的風氣讓

臺中更顯美好。(辦理機關：交通局、各機關) 

三、上週福建省經貿採購團到台灣進行採購，不僅舉辦了座談會、晚會以加強

兩岸交流，最重要的是在臺中市的採購平台交易對談上採購 47 億的台灣

產品，其中臺中的採購金額就佔了 15 億，可說是歷來最多，尤其農特產

品採購金額就達到 1億元。另外，因為陸方的採購訂單，對於廠商來說是

最直接的幫助，目前也還有 15 億台幣的生意尚在洽談中，在此，除感謝

工策會、經發局、農業局、文化局及接待機關秘書處之外，也請大家再齊

心努力，加強本市各項產品的行銷推廣。(辦理機關：各機關) 

四、本府邀請國際巨星女神卡卡(Lady Gaga)於 7 月 3 日至本市戶外圓滿劇場

舉辦歌迷會，因為活動是以購買 CD 換取入場券的方式舉辦，因此在此呼

籲歌迷，沒有入場券的人，不要到現場排隊，我很怕全國各地幾十萬人聞

訊湧入臺中文心森林公園，造成臺中市環保、交通及公安惡夢。另外，也

請相關機關儘速與唱片公司溝通協調，能否在活動現場架設電視牆，讓不

能進場的歌迷也能一同感受流行音樂天后的無比魅力。(辦理機關：交通

局、環境保護局、文化局) 

五、今天在報紙上看到大鵬新城發生火災的報導，幸好火災不嚴重，是不幸中

的大幸，但也再度凸顯出大鵬新城的公安問題。對於大鵬新城管委會與國

防部之間，因為公共設施點交不清，致使消防設備無法周全一事，我在兩

年前就已甚為重視，當時並將層級提昇至秘書長。為了能順利解決這個問

題，我想請消防局主政、都發局協助，成立一個小組，必要時請秘書長召

開會議，全面檢討大鵬新城的公安問題，以保護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另

外，關於媒體及民眾質疑大鵬新城本次火災如發生在中庭，恐怕會發生消

防車進不去的情況，也請一併檢討。(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消防局) 

六、上週警察局刁局長主動致電給我，向我說明 5年前龍井區命案的偵辦過程

可能有不夠周全之處。針對這個案件，我認為局長一方面已對社會表達了

歉意，另一方面也秉持勇敢、客觀的態度來面對事情、認真查證，雖是 5

年前發生的案件，責任並不在刁局長，但是既然已經發生，就全力以赴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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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解決方法，這是值得肯定的處事態度。(辦理機關：警察局) 

七、有關今天報載「新竹市警察局首創監視器整合系統，整合二千多部監視

器，即時影像一指通」乙節，就我所知，本府警察局對於監視器整合的工

作也做得很好，而且本市也沒有另篇報導中新竹市出現監視器損壞未修等

「盲眼」情況，但是，卻未獲媒體特別的關注報導，不過，也請警察局對

於新竹市警察局做得好的部分多加參考，若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也請效法

改進。(辦理機關：警察局) 

八、因為議會臨時會即將於 7月下旬舉行，因此，議會程序委員會可能會在 7

月中召開，依此時程推估，各機關如有需要提送議會審議之相關提案，請

務必至遲提送 7月 4日市政會議審議，也請各機關首長回去轉知同仁，務

必遵守此時程規定。(辦理機關：議會聯絡小組、各機關) 

九、霧峰光復新村是一個依照都市計畫興建，很漂亮的園區，但目前是處於荒

廢、閒置的狀態，是否請霧峰區公所、本府財政局及都市發展局可以提供

一些建議，並向中央機關表達地方政府的立場，期使占地幾十公頃的光復

新村可以活化利用，造福地方居民。(辦理機關：財政局、都市發展局、

霧峰區公所) 

 

陸、散 會：上午 10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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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100年第 1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交通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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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交通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

覆議收費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3 交通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

處理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4 交通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辦法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5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坐落本市西區土庫段

101-208地號等100筆市有土地及5棟市

有建物提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06 教育局 

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局辦

理[臺中市北區(中正)國民運動中心興

建計畫]先期作業經費新臺幣800萬元

整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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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教育局 

為教育部核定補助本局辦理龍泉國小

(龍泉樓)辦理加速國中小老舊校舍及

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之100年度校舍

「補強工程(含監造)」經費計新臺幣

903萬8,725元整(不含補強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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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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觀光旅遊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后里馬場清潔維護及

場地設施使用收費標準草案」1份，敬

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9 社會局 
檢陳「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

核作業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保留。 

10 社會局 
檢陳「臺中市急難救助辦法草案」1份，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11 社會局 

為內政部補助辦理「補助莫拉克颱風受

災縣市100年度修建避難收容場所及充

實避難收容場所設施」之經費新臺幣

235萬5,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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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社會局 
檢陳「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草案」

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13 社會局 
檢陳「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

貼審核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保留。 

14 衛生局 

為行政院衛生署補助本局辦理「臺中市

弱勢族群就醫補助計畫」經費新臺幣30

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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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環境保護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案件獎勵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16 新聞局 

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補助「臺中市和

平區數位電視改善站建置申請專案補

助計畫」之經費新臺幣1,063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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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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地方稅務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使用牌照稅徵收細則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18 地方稅務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房屋稅徵收細則草

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19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

條、第十五條修正草案1份，敬請 審

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會

審議。 

臨1 環境保護局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本市

「100年度臺中市辦理一般廢棄物資源

循環推動計畫」之經費新臺幣2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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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2 環境保護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水污染防治基金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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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3 環境保護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垃圾子車設置及管理

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臨4 社會局 
檢陳「臺中市志願服務獎勵辦法草案」

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布

施行。 

臨5 環境保護局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100年度環

境教育專案計畫」之經費新臺幣59萬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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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6 觀光旅遊局 

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大臺中市自

行車道系統整合及改善計畫」之經費新

臺幣9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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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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7 文化局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局

辦理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大臺

中．新願景－縣市磨合．城鄉雙贏」新

臺幣820萬元整，擬辦理納入本局本

(100)年度追加預算，並請准予先行墊

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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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8 文化局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局

辦理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1,555萬

6,000元整，歲出部分須追加共新臺幣

843萬2,000元，擬請准予辦理納入本局

本(100)年度追加預算，並請准予先行

墊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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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