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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29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2年 9月 9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地點：外埔區農民研習中心 1樓禮堂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劉呈恩 

伍、指（裁）示事項： 

一、本人一直對於外埔區公所每週一早上例行舉辦的傳統升旗典禮感到相當

有特色，目前公務機關已很少見，甚至連學校每週辦理升旗的次數也不會

超過 2次，因此今天除特地移師外埔區參加升旗典禮外，同時也藉由此次

召開府外市政會議的機會，期許各機關熟悉基層的相關業務運作情形，以

深入瞭解地方的實際需要，進一步提供相關協助；本人在前來會議場地的

途中，即發現在外埔區劉陳區長的用心籌劃，首先是沿途安排區公所同仁

指揮交通，以引導與會人員順利前往會場，然後進入會場後，在各位首長

的座位前方擺放早餐的餐點介紹說明，甚至安排各機關首長座車司機之共

同休息室，其接待之熱情、及想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之用心，著實令人感

動！在此除表達感謝外，也期許各機關首長「看到別人、想想自己」，辦

理各項業務都需要認真與用心的精神，否則一不小心容易付出不可預料的

代價，以本人擔任市長的經驗來說，各機關即使盡力做好 99 件受到民眾

肯定的事情，但只要 1件事未妥善處理即遭抱怨，甚至刊登於媒體，那麼

先前民眾所肯定的功勞將化為烏有，外埔區公所的做事精神值得我們參考

學習。(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康健雜誌》每年均進行「健康城市」的評選，今年為連續第 14年評選，

並以「兒童虐待」議題檢視全國，主要針對 22縣市於兒少保護「執行力」、

「人力」、「積極度」等共計 15 項指標進行調查，成績分成 5 個等級，本

市與臺北市、高雄市等 8個縣市並列 5片銀杏葉的最高等級，本市並在「通

報後 24 小時立即受理率」及「每月探訪安置兒少率」等 2 項皆達 100%，

榮獲全國第一名，同時，如將澎湖縣、連江縣、金門縣等外島縣排除，「兒

童保護社工員」的流動率最低，也是全國第一名，本人除對此次本市囊括

多項全國第一的成績給予肯定外，也特別感謝社會局同仁的用心與努力。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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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日媒體刊登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100年各縣市工商及服務普查資料，與

95年統計結果相較，本市在「工商及服務業企業場所單位家數」成長 8.15% 

(100年底為 16萬 7,184家，較 95年底增加 1萬 2,594家)、「工商及服務

從業員工人數」成長 11.73% (100 年底為 100 萬 9,620 人，較 95 年底增

加 10萬 5,959人)、「企業利潤率」高達 9.67%等 3項均為五都第一；此外，

從本市過去 5 年經濟成長的來源進行分析，以製造業生產總額增加 5,066

億 4,000 萬元居冠，占全體工商及服務業增額的 64.85%，5 年間成長

44.63%，是擴增產值的主要產業，由上述各項數據顯示，臺中市的經濟狀

況 5年以來持續進步中，在一片經濟景氣不佳之情況，亦顯難能可貴，但

是一般民眾並不清楚，因此，為使表現如此績優的正面訊息廣為周知，請

經發局、勞工局、新聞局等相關局處積極宣傳，形成良性循環，讓大家對

臺中未來的經濟發展更有信心。(辦理機關：經發局、勞工局、新聞局) 

四、有關蔡副市長提到，9月 8日晚間在洲際棒球場進行的世界盃青棒錦標賽

閉幕典禮，雖然中華隊僅獲第四名，但臺中市卻於典禮中獲得國際棒球總

會唯一頒發的「世界棒球之都」獎牌殊榮，國際棒球總會並於頒獎時細數

本市近年舉行大型國際棒球比賽的次數，包括：2006 年洲際盃、2008 年

奧運資格排名賽、2012 年亞洲職棒大賽、2013 年 WBC 世界棒球經典賽及

剛剛落幕的世界盃青棒錦標賽，緊接著今年 11月還將舉行亞洲職棒大賽，

明年更將舉行世界盃大學棒球錦標賽，這些貢獻使本市堪稱「世界棒球之

都」，對於此項榮譽，本人除感謝教育局及體育處的辛勞外，也肯定此次

世界盃青棒賽中，中華隊能維持世界前四強的地位，已相當不易；此外，

以本市選手為班底的中華滑冰隊，日前在 2013 亞洲盃短道競速滑冰錦標

賽中勇奪 8金 7銀 4銅，其中 5面金牌由豐原區的選手獲得，為使如此佳

績持續保持，並考量選手的優異表現與地域優勢，請蔡副市長督導教育局

研議於規劃中的豐原區運動中心內設置滑冰場的可行性，以提供溜冰選手

更合適的訓練場地。(辦理機關：教育局) 

五、有關農業局蔡局長「臺中市政府全力保護千年茄苳樹為第一優先，不會同

意興建大樓」工作報告提到，西區後龍里千年茄苳老樹保護問題持續受到

各界高度關切，經過專家的會勘，這棵老樹已呈現衰退狀態，原因包括周

圍已填入的廢棄土，使得老樹底部被墊高，以及周邊不透水鋪面必須改善

等問題，本人提出 5 點說明及注意事項，請相關局處配合辦理：(辦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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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都發局、農業局、警察局、消防局、新聞局) 

(一)本府對於這棵千年茄苳老樹一直相當重視，從未動搖護樹的決心，並

秉持著「救樹如救人，保樹如保命」的立場，這家建商取得的建照為

20年前所取得，如今時空背景已經不同，農業局也將本項「自然地景」

類之文化保存提送農委會審查認定中，我們應該重新審視這個地區的

發展，誠如蔡副市長所言，政府成立不過百年，而老樹已活千年，本

府絕不會同意進行新建案而傷害老樹。 

(二)硬體的改善一定要迅速：對於保護這棵老樹，請農業局務必迅速改善

硬體，如公文會辦程序應提升效率，並於每月提出進度督導報告，以

免延誤。 

(三)軟體的改善要溫柔：是否將老樹周邊的壞土壤移除，換上好土壤，請

農業局聘請專家評估後，再決定最適合的處理方式。 

(四)治安的維護要加強：過去臺中有許多維護自然與人文古蹟的努力迭遭

有心人士破壞，為避免相同案例再次發生，除請警察局加強附近巡邏

外，也請消防局檢查相關防火措施，以維安全。 

(五)目前外界對於市府秉持的立場似乎不甚清楚，因此請新聞局加強宣

傳，務必讓市民瞭解本府保護老樹的決心。 

六、本人近日整理媒體刊登民眾反映的工程問題，卻未見積極作為，請相關權

責機關加強改善：(辦理機關：建設局、水利局、環保局) 

(一)太平區長龍路土地公崁休閒公園一座木棧道，一年多前開始出現護欄

和鋪面毀壞情形，經風吹日曬雨淋，腐朽傾倒殘破不堪，區公所雖表

示因時常毀壞而不斷修復，卻始終未能完全修復，但本人認為應請建

設局負起責任，儘速解決此問題。 

(二)本市地下道建設原為建設局主管，目前已全數委託區公所辦理，但沙

鹿天橋下的地下道仍天天冒出水，以致民眾須涉水而過，引起民怨，

為妥善解決問題，請建設局協助區公所儘速處理，如因相關通報系統

發生問題而延誤，也請建設局進一步檢討，以免媒體誤會。 

(三)大肚區萬里長城登山步道旁一條產業道路，日前因颱風過境，遭水流

侵蝕崩壞，本府雖已修復可暫時行走的便道，但卻在步道崩壞處路面

下方發現露出成堆的雜物垃圾，為求周延辦理，請建設局會同環保局

調查此事，必要時應追究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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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聯繫豐原區與新社區的南坑產業道路，於康芮颱風襲臺時走山，路段

崩塌約 80公尺，建設局雖已與水利局進行聯合會勘，並預計年底前完

成地質評估，明年汛期前完成整治，但在此仍提醒水利局對於雨季的

規劃不能太樂觀，應儘速辦理，研議縮短工期的可行性，以免雨季來

臨釀災，而危及用路人安全。 

七、有關外埔區劉陳區長「外埔區公所簡介」專案報告提到，由於大甲交流道

的長期塞車問題，而影響旅客及居民進出外埔區的便利性以及地方觀光，

為解決此交通問題，並加強聯外道路的闢建，請建設局妥為研議劉陳區長

所提出二崁路拓寬的可行性，以協助促進觀光及休閒農業的發展。(辦理

機關：建設局、外埔區公所) 

陸、散 會：上午 10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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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12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2年 9月 9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環境保護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

場及資源回收站管理自治條例」草案1

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02 主計處 

本市103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

預算及綜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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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主計處 

本市102年度地方總預算第1次追加

(減)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營業基金（配合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

限公司設立修正部分），業經本市議會

第1屆第14次臨時會審議完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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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決議」遵照臺中市

議會決議辦理，「附帶

決議」移請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依規列管。 

04 教育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

育諮商或輔導辦法草案」1份，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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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預算書及工作計畫，

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墊01 交通局 

為交通部「102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昇

計畫」協助本府辦理「臺中市市區汽車

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計畫」，核撥補助

經費計新臺幣6,498萬4,6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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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02 文化局 

為客家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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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市豐原區翁社里客家文化生活環境

營造計畫」新臺幣17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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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有關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市

和平區公所辦理「原住民族地區鄉

(鎮、市、區)狂犬病防治宣導計畫」經

費計新臺幣5萬元辦理先行墊付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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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補助「畜禽產品安全衛生預警體系計

畫」之經費新臺幣18萬7,000元整，辦

理先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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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