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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93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年 12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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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公車 86 路駕駛吳旻璁先生，由於開公車時製造歡笑，被乘客拍下製

成「歡樂影片」放上網路，短短 2 天就吸引 70 多萬人點閱，目前更已達

286 萬人次，除獲市民讚許之外，更有臺北網友留言，好想吳先生也能到

臺北開公車，因為很想搭乘他開的車；吳先生的熱情，乘客都能感受得到，

不僅以不同語言報站、問候乘客，並且主動介紹車站附近的景點，甚至還

叮嚀學生用功讀書、孝順父母，他的熱情活潑得到乘客的一致讚賞，今天，

我很榮幸能邀請吳先生來市政會議表揚，宣揚這份工作熱情的同時，本人

尤其對於吳先生把乘客當朋友，並且將乘客帶著笑容下車，當作是對他最

大的鼓勵的這種想法感到佩服，在此也請同仁好好想想，對於打電話或親

臨市府洽公的民眾，能不能讓他們在掛上電話或離開時也能帶著笑容，我

想，這是市府存在的最大目的，希望大家加油。而另外一位在此接受表揚

的市民，是家住西屯區河源里，今年已 70 多歲的程賴蔭女士，由於本市

公車 8 公里免費，且年滿 65 歲長者每月都有 1 千元的公車補助，因此，

自 5年前先生過世後，開始坐著公車「趴趴走」，長年以公車代步的結果，

不僅熟悉本市每一條公車路線，深深著迷本市推行的公車政策，同時，街

坊鄰居不知道要如何搭公車時，第一個想到要問的人就是他，本市有程媽

媽這樣支持公車，並用心推廣公車政策的市民，對市府而言就是最大的鼓

勵。(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二、今年的新社花海節、國際花毯節與 3縣市農業博覽會共同舉辦，然而，卻

碰到二個多星期的下雨，造成市民參觀上的不便，未來如能在活動前，就

天候因素多加考量並及早規劃，相信一定能讓活動的進行更加順利。然

而，即使天候不佳，但民眾對花海活動的反應仍然相當熱烈，讓我非常感

動，這裡就有一封參與花海活動多年的民眾來信，對今年的新社花海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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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表示 3 點想法，第一點，由於高齡 93 歲老母親的行動不便，指揮交

通的義工能體恤並特別通融讓他們將車子駛進較靠近展區的地方，民眾非

常感謝；對此，本人建議各局處辦理活動時，務必留意無障礙設施是否完

善，並設法減少行動不便人士的步行距離；第二點，民眾提到花海適合遠

望，建議市府讓觀賞民眾集中在一處攝影，不要踏進花圃中；對此，本人

建議觀光旅遊局研擬設立有高有低的「攝影點」，方便民眾取景，又不致

踩傷花朵；第三點，民眾建議市府對臨時攤販不必太苛責，因為大多是當

地的純樸農民，販賣自家生產的蔬果；對此，則請有關機關納入參考。今

年規劃新社花海活動時，為避免致力衝高觀光人次，而有降低旅遊品質之

虞，因此，並未以「衝破 200萬人次」作為活動目標，然而，在市民的熱

情支持下，仍累計創下 183萬觀賞人次的佳績，對照去年 150萬人次，今

年足足多了 30 多萬人次，我覺得很高興，也感謝觀光旅遊局、農業局、

交通局、警察局及新社區公所的努力與用心。(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

本府各機關) 

三、上週本人在市政會議提到，依據本府民意調查，逾六成民眾不知市府提供

的消費者保護服務，這個結果，近來也引起了媒體關心，此外，有 95.8%

民眾不知道每週一、三、五消保官均會輪流進駐陽明大樓，為北臺中民眾

提供消保服務，另外，96.2%的民眾對於目前以親臨、郵寄、傳真及上網

等方式的申訴管道表示「符合需求」、2.2%的民眾則表示「未符合需求」，

並提出增設送件地點或增設電話專線的建議，這些調查結果，都提供法制

局參考，並請持續加強消保服務的宣傳，例如，上個月本市舉辦秋季國際

旅展期間，法制局消保單位提供駐點諮詢服務，就是一項很好的宣傳方

式，不僅創全國之先、廣獲各界好評，媒體更是正面肯定，這是很好的創

舉，我要對法制局表示肯定。(辦理機關：法制局) 

四、上週末環保媽媽基金會公布今年度鄉鎮環境衛生的調查結果，去年被評為

最髒亂的大甲區，今年雖已提升為「待改善」，但反觀同為去年全國最髒

亂的埔里鎮，今年卻搖身被評為最乾淨，顯示我們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為提升本市整體環境整潔，我想請環保局協助每個區、里加強環境整潔，

臺中市要發展觀光、要成為國際城市，就不能忽視環境衛生及清潔，尤其

大甲區列為本國十大觀光小城之一，同時也是本市的觀光亮點，環保局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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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研擬具體改善計畫，透過與其他相關機關的相互配合，改善環境整潔等

各個面向，請各位加油。(辦理機關：環保局、大甲區公所、本府各機關) 

五、有關農業局蔡局長「本市農產品農藥殘留田間抽檢情形專案報告」，經發

局王局長反映農委會藥物毒物試驗所檢驗程序過慢，致使農藥殘留檢驗結

果失真，對此，請農業局協助解決，以免衍生後續市府賠償問題。另外，

徐副市長提到，本府輔導農民加入吉園圃標章的成效偏低，請農業局加強

推廣。至於，學校的營養午餐能否採用有機蔬果？蔡副市長建議教育局可

透過農業局，與農友契約合作，初期並可分區試辦，讓營養午餐可以採用

有機蔬果，我認為此建議非常可行，尤其目前本市有機蔬果供不應求，且

價格較高，如能透過農業局的協助，教育局或許可以向臺糖承租 10 公頃

的地，找農民種植有機新鮮蔬果，如此必能有效降低採購成本，學童也才

能享受有機蔬果的營養午餐，至於此過渡時期，則建議衛生局提供通過本

市「食在安心」認證的食材供應商名單，讓學童的營養午餐吃得安心，不

用擔心農藥殘留過量的問題。(辦理機關：教育局、農業局、衛生局) 

六、有關地政局曾局長「不動產實價登錄與市價徵收專案報告」，蕭副市長提

到，各行政區評定市價雖然普遍高於公告土地現值加 4成，但實際上仍有

部分個案市價低於公告現值加 4成，且由於市價的評定欠缺參考標準，屆

時民眾對於市價徵收前的價格協議，勢必難以接受，請各需地機關務必謹

慎因應；另外，徐副市長也提到，由於明年公告現值及公告地價都將調高，

對於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的資格是否有所影響？由於民眾經濟弱勢的

情形並不會因為地價調高而有所不同，如因此而失去受補助的資格，勢必

衍生社會問題，請社會局務必提早因應。(辦理機關：社會局、地政局) 

七、有關社會局王局長「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專案報告」，為加速推動

本市性別主流化，徐副市長建議各一級機關首長、副首長及各位區長可以

就生活週遭所觀察到的性別不平等情形，提供社會局彙整改善，例如由於

男女如廁時間不同，應設置相對應的廁所間數即為一例，有了各位的建

議，相信我們可以自行改善，並符合性平會的要求。另外，蔡副市長也提

到幾點建議，第一點，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已正式成立，至於本府婦女權益

促進委員會，是否也應更名為性別平等會？請社會局參考；第二點，臺灣

是少子化最嚴重的國家，然而，為何先進國家仍能普遍維持高出生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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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要思考的，尤其為了鼓勵民眾生小孩，我認為建立完善的托育制度

及打造友善的重返職場制度是首要任務，而這些議題，也都與性別主流化

相關，請社會局、教育局及勞工局設法解決。至於，蕭副市提到，英國為

提高婦女工作參與率，有 Part Time Job 的職場設計，讓婦女可以有接送

小孩、處理家務的彈性工時，即使薪資會因工時減少而相對較低，但民眾

多可接受，雖然本國由於最低薪資的制度設計，而使此制推動相對困難，

但這項建議仍提供相關機關納入參考。(辦理機關：教育局、社會局、勞

工局) 

八、有關秘書長提到，由於各機關很多委員會的任期都到年底屆滿，如果要續

聘，上月在市政會議上，已請各機關至遲應於 12月 15日前完成續聘簽辦，

今天已經是 17 日，請各機關務必再次仔細檢視有無遺漏，以免簽辦作業

延宕，造成委員會的空窗期。另外，徐副市長提到，為了更瞭解並協助解

決區里問題，目前由三位副市長分別主持辦理「副市長訪視基層座談會」，

里長也都很熱烈的出許多建議案，除請各機關積極辦理之外，為提升為民

服務效能，請各權責機關就建議案之參採情形加以研究，並於座談會後 2

週內簽報說明，以利掌握建議案件之辦理時效。(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各區公所) 

陸、散 會：上午 1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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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93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1年 12月 17日)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社會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災害救助金核發辦

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發

布施行。 

02 教育局 

檢陳本府擬辦理坐落本市南區半平厝

段1430、1437地號等2筆國、市、私共

有土地分割提案，敬請  審議。 

本案保留，並請釐清各項

疑義後再提會討論。 

03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坐落本市大雅區四德

段589-3地號等32筆市有土地及豐原區

五汴段379建號1棟市有建物提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議

會審議。 

墊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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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國民

小學慶祝創校九十周年校慶暨原住民

傳統技藝活動」經費新臺幣8萬元及辦

理「和平國民中學原鄉學校推廣閱讀計

畫」經費新臺幣15萬元二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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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2年

度辦理原住民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計

畫」之經費新臺幣146萬3,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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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 

為交通部再補助本市辦理「101年度公

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之「101年度臺

中市市區汽車客運購車補助-第二次汰

舊換新計畫」經費新臺幣2,419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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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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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墊04 水利局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東大溪污染

整治及環境改善規劃及細部設計計畫」

之經費新臺幣122萬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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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為行政院環保署補助「溫寮溪水質淨化

工程規劃及細部設計計畫」之經費新臺

幣220萬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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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墊

01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

理局核定同意補助「臺中市原住民綜合

服務中心開發文創商品計畫」之經費新

臺幣9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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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