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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89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年 11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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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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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議會總質詢期間，市政會議也多次停開，我想請各位首長好好想

想，有無影響市府的效率？尤其，本人注意到這段期間公文處理的速度明

顯變慢了，本人向來堅持公文不過夜的原則，只要有公文沒批完，我就睡

不著覺，因此也請各位首長重視，可以考量適度的授權，使公文的處理更

有效率。除此之外，議會總質詢期間，議員的批評如與事實未符，我們要

盡力澄清，並加強與媒體溝通，對於議員的指教我們也要心存感激，並且

積極改正，尤其有時本人依各機關提供給我的資料對議員做出承諾後，主

管機關就應積極辦理後續事宜，否則議員後來再提及時，卻沒有辦理進

度，不僅本人無言以對，同時也傷害市府形象。(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各區公所) 

二、另外，在此與各位討論市政會議的效率問題，先前我們不斷修改開會方

式，為的就是希望開會有效率，不要讓會議流於形式而浪費大家的時間，

因此，本人有幾點想法，第一，市政會議是法定會議，許多法案必須提請

市政會議通過後才能移送議會審議，因此不能不開，但是如果一定要開就

一定要有效率，請各位思考現行的規劃在制度上是否還有可以改善之處；

第二，各位參與市政會議的立場及態度也會影響會議的品質，如果只是出

席卻不表示意見，很容易使會議流於形式，誠實來講，先前曾有區長在會

議上表示意見，就被媒體解讀成「嗆聲」，因此後來區長在發言時就會有

所顧慮，但我仍希望各位可以本於為民服務的初衷提供建言，讓會議面對

面的溝通更有效率；第三，會議作成的結論，推動上如果成效不彰，甚至

無法落實，也會讓會議無法發揮作用。今天在此報告心裡的話，就是希望

各位的表現在全民、議會及媒體的監督下，可以做到最好，同時希望市政

會議的召開更具實效。(辦理機關:研考會、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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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這裡有封市民來函，是一位住在豐原的陳先生寫來的信，題目是「讓市民

有感的公務員」，內容如下：「近來的軍公教人員被批評得猶如過街老鼠，

感覺很可悲，公務人員辛勞付出都被模糊了，每天、每月、每年堆積如山

的為民服務案件都被淹沒了，執政者應多表揚同仁以提高士氣，例如經濟

發展局的工業科陳科長，就是一位值得鼓勵的模範公務人員，本人前往洽

辦業務或請教法令時，陳科長總客氣的站起來，並不厭其煩的詳細解說，

讓人有被尊敬的感覺，另由側面了解，科長的為人處事也受到全科同仁肯

定，建議表揚鼓勵，以為公務人員模範，進而提升服務品質。」這封信會

交給權責單位處理，因為本人向來要求嚴格，因此，如有機會也會給予同

仁慷慨的肯定。另外，近來軍公教人員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對待，誠如我在

議會報告過的，此社會風氣未必完全正確，任何事情可能都很難禁得起放

大解讀，省錢雖然是美德，但我認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流動能，應該在擴

大財富而非一味的撙節成本，否則將只會成就一個均貧社會，而非達到原

先預期更繁榮之目標。（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四、今天通過的墊付案，議會聯絡小組將協調以議長交議的方式交大會審議，

因此，請各主辦機關依人事處林處長的意見，先行與議會陳秘書長聯繫，

以示對議會的尊重並有利納入議會議程審議，如有困難，可請張參議國輝

或人事處林處長協助。除此之外，我認為議會聯絡小組很辛苦，尤其今天

通過的墊付案，竟然有 9 月份的中央來函，何以遲至 11 月才簽報提送市

政會議審議？遲延提送不僅增加議會連絡小組運作上的困擾，同時也是沒

有效率的表現，此次請研考會將遲延作業的名單簽報給我，未來再有類此

情形發生，一定追究相關人員責任。(辦理機關:研考會、本府各機關) 

五、有關主計處蔣處長「本市教育經費編列概況及與其他直轄市比較分析」專

案報告。之前有議員質疑本市教育經費扣除人事費用後實質只有 60 多億

元，占總預算比率不到 6%，居五都之末而加以批評，但依據蔣處長今天的

專案報告，102 年度本市教育經費預算占總預算比率為 8.08%，實為五都

第 2，僅次於臺南市(雖然臺南市比例比我們高，但是臺南市在國小老師員

額編制方面尚未符合中央每班 1.55之規定)。另外，此事值得檢討之處，

在於議員所引用的資料來自「親子天下」雜誌的民調，該項資料最終還是

來自教育局，可能由於溝通上的問題，致使教育局提供資料之基礎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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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有別，才會有所落差而引來批評，除了在此提出澄清之外，爾後為減

少類此情形發生，有關預算方面之數據資料，可先送請主計處協助檢核，

以求真確。(辦理機關:教育局、主計處) 

六、在此與各位分享「市長信箱處理原則」專案報告。這則專案報告，係由於

天秤颱風過後的一封市民來信，民眾質疑天秤颱風未見風雨，何以市府急

著宣佈放颱風假？人事處林處長曾向我報告，依中央規定，如氣象預報達

到停班停課標準，地方首長沒有行政裁量權，需依規宣布停班停課，人事

處也據實回信給民眾，我看過回覆內容後，覺得不滿意，因為回覆用語多

為法規條文及公家制式詞庫，因此請人事處簡化處理，第二次的回信，就

顯得簡短清楚多了，不過人事處林處長事後仍不滿意，決定親自回信，以

很口語化、很清楚的方式來表達，就像寫信給朋友一樣，我相信民眾一定

看了就懂，同時也能從中了解市府的誠意及作為，本人對於林處長的用心

覺得很感動，因此就請研考會將這些內容做成這份簡報，與各位分享，也

希望各位可以從中體會與市民溝通的心態與技巧。(辦理機關:本府各機

關、各區公所) 

七、為了提高預算執行率，除非迫不得已，否則預算盡量不保留，之前也要求

各機關，需於十月底前上簽說明，始准予專案保留，但是，十月簽准專案

保留後一直到年底，仍有幾個月的時間，也請相關機關繼續努力，盡可能

使預算發生權責；另外，本府各機關很多委員會的任期都到年底屆滿，如

果要續聘，秘書長也在此提醒各位應及早辦理，以示對委員的尊重，因此，

我想請各位至遲於 12月 15日前需將續聘簽辦完畢，以免空窗期的發生；

除此，也在此提醒各位，今年過年前薪資發放務必不能耽擱，需將心比心，

不能因為支薪科目的不同，而讓同仁無法在過年前領到薪資，影響同仁基

本權益。(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八、新社花海節及中臺灣農業博覽會於日前熱鬧開幕，但由於下雨的關係，人

潮不如預期，因此工策會王總幹事在此為攤商請命，希望各位可以踴躍前

往消費，例如區公所可以安排鄰里長自強活動、各機關也可以安排志工旅

遊…等，建議可與觀光旅遊局聯繫，不僅支持市府舉辦的活動，同時也是

對同仁一年以來的辛勞付出的肯定，尤其現在新社花海節剛開幕，人潮較

少，不僅旅遊品質較好，同時亦能減少塞車之苦，因此我想請觀光局、農



 4 

業局試著想出一些具體做法，積極鼓勵同仁前往，如有本人可以協助之

處，我也會全力支持。（辦理機關：農業局、觀光旅遊局、本府各機關、

各區公所） 

九、有關交通部觀光局目前正舉辦「臺灣觀光年曆縣市國際活動遴選計畫」第

一階段網路票選活動，本市有「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及「臺中爵士音樂

節」2 項大型活動入圍初選，在全部 29 個活動中，一定要入選 23 名內才

能進入第二階段的專家評選，如果能順利入選，將有利本市大型活動的國

際行銷，為爭取本市活動網票選佳績，請各機關首長協助鼓勵所屬同仁踴

躍上網投票(網址:http://www.eventaiwan.tw；101年 11月 26日中午 12

時截止)。（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陸、散 會：上午 11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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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8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1年 11月 19日)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四

條、第八條之一、第十六條修正草案，

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發

布施行。 

02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

程修正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發

布施行。 

03 交通局 

檢陳「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

辦法」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修正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發

布施行。 

04 社會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

屋補助辦法」部分條文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發

布施行。 

05 社會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四條、第四

條之一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發

布施行。 

06 消防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攤販使用液化石油氣

管理自治條例」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暫時保留，除請專案

報請中央訂定全國適用

的推動標準之外，並請參

酌法制局意見，制定可行

性更高的方法。 

07 環境保護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水肥資源處理中心回

饋地方自治條例」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議

會審議。 

08 主計處 

本市101年度地方總預算第二次追加

(減)預算，案經本市議會第1屆第10次

臨時會審議通過，議會審議意見經各機

關依規區分類型為「主決議」及「附帶

決議」二部分，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主決議」共

計 1項、「附帶決議」共

計 35項，移請本府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依規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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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墊01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

「101年度追加原住民幼兒托教」補助

之經費共計新臺幣30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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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發電廠

補助本市大肚區公所辦理「臺中市大肚

區蔗廍里太平路7巷1弄路面改善工程」

之經費新臺幣23萬4,000元整及「臺中

市大肚區王田里交流道旁路面及排水

溝改善工程」之經費新臺幣176萬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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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社會局 

為內政部補助本府社會局101年度辦理

「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及就學生活、低收

入戶及中低入戶醫療補助(第3期)」

案，補助經費計新臺幣6,403萬8,000元

整，辦理先行墊付執行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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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支應

本府101年度「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及「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及就學生活補

助」重新調整撥款數第4季分別為新臺

幣 3,846 萬 3,000 及 新 臺幣 3,594 萬

5,000元，其中新臺幣2,183萬元辦理先

行墊付執行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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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局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臺中市大肚

區垃圾掩埋場蘇拉風災修復工程計畫」

及「臺中市太平區垃圾掩埋場蘇拉風災

修復工程計畫」等2項經費合計新臺幣

205萬4,000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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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請 審議。 

墊06 文化局 

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局所屬文

化資產管理中心（以下簡稱文資中心）

辦理「臺中市霧峰光復新村省府眷舍文

化景觀口述歷史訪談及家戶文物蒐集

建檔計畫」96萬元、「臺中市霧峰光復

新村省府眷舍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及保存計畫整體規劃研究」226萬8,000

元與「牛罵頭遺址界牆斷面保存維護管

理計畫案」24萬9,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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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