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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36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2年 11月 4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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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呈恩 

伍、指（裁）示事項： 

一、本人最近收到市民來信，信中概要的內容提到「兄弟倆人由於以往長居香

港，以致國民身分被中斷，現今落葉歸根有意回家鄉定居，所以必須恢復

國籍及領取身分證，在申辦過程中雖然困難重重，不勝其煩，幸得你們前

檯及後檯的陳小姐、劉小姐等各位職員，不厭其煩為我倆尋獲數十年前之

戶籍資料，及在她們的指引及協助下，遊走於各相關單位，終於取得所需

文件，成功辦好我倆之所需。此事令我倆感到國家的文明及進步，雖然只

是 1個地方機構，但見到各位同事態度可親，辦事速度快，觀察到她們對

每個來查詢或辦證之人士，都非常有禮又耐心回答問題，甚至有些事難以

即時解答，但也會請教同事，甚至致電個別機關查詢，他們辦事效率高、

合作精神佳、樂於互相幫助之態度，令我倆感到國外歐美等先進國家的公

職人員是無法比擬的，我倆特別修書表示對閣下領導有方及對團體、個人

的讚賞和謝意。」，相信各位都知道，本人對於收到這類市民的感謝信絕

不會吝嗇表揚，並且一定於市政會議宣讀，以提供各機關見賢思齊的榜

樣，雖然本人向來秉持賞罰分明的態度，也就是對於各機關應負責任的要

求相當嚴格，但相對地，對於應給予的肯定及鼓勵，也絕對不會吝嗇，這

封是市民對於新社區戶政事務所提供溫馨協助的感謝信，請民政局會後進

一步表揚與獎勵承辦同仁，以表彰其事蹟。(辦理機關：民政局、本府各

機關) 

二、本人自 10 月 1 日至 4 日前往摩洛哥參加於拉巴特市所舉辦的「城市與地

方政府聯合會第 4屆世界大會」（The 4th UCLG World Congress），此行主

要目的在於競選 2013 至 2016 年 UCLG 世界理事及執行局委員，其實從臺

灣的國際地位來看，想要當選世界級的執行委員並不容易，本人先前也因

為公務繁忙，而未能參與過去 4 年 UCLG 所召開的各項會議，但為進一步

拓展臺中市的國際能見度，本人仍認為競選連任 UCLG 世界理事及執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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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為了讓本市今年榮獲全球智慧城市首獎的榮耀，

在與會各國中充分展現，甚至獲得國際共鳴，本人在此行出發前 2天，臨

時協請研考會陳主委備妥 200份彩色的相關英文版宣傳資料，以藉由在會

議所安排的「聰明城市（SMART CITY）」專題討論中發放，而研考會也不

負所託，甚至以出乎意料的效率如期備妥資料，使本人得以及時分送資料

予各國與會代表，並順利當選委員，在此對於研考會的努力與積極態度表

示肯定與感謝。(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有關先前曾於市政會議討論，依照教育部去年 6 月 13 日所頒布的「幼兒

園幼童專用車輛與其駕駛人及隨車人員督導管理辦法」規定，本市逾十年

的幼兒專用車須於今年 12月 31日前全部汰換完畢乙事，目前由於國產車

輛因排氣未通過第 5期環保檢測而停產，加上購置進口幼兒專用車一輛動

輒 150 萬元，比原先國產車 70 多萬元貴一倍以上，讓幼教機構面臨無車

可換以及購車成本過高的窘境，為解決這項問題，本人曾向馬總統請求協

助，其後經行政院長轉由教育部研議後，教育部長即於一周內宣布可給予

業者延後一年的換車緩衝期，甚至購置進口車也可補助等訊息，本人對此

相當重視。但最近卻在平面媒體上看到「國產娃娃車停產 幼兒恐沒車坐」

以及「253 輛逾 10 年娃娃車 緩衝 1 年汰換」等 2 則不同的報導，為確保

訊息正確性與幼童安全，請教育局務必釐清教育部的發言內容，並透過新

聞稿將正確訊息提供各幼兒園，以利業者遵循。(辦理機關：教育局) 

四、為減少市民對於本府審照速度過慢的詬病，都發局今年上半年積極於大

肚、太平、沙鹿等區陸續成立服務中心，以落實在地服務，提供便捷措施，

當時本人曾向前都發局何局長提出此方式將造成人力分散，恐影響行政效

率的質疑，但何局長認為這樣除可回應民意代表收件快速的要求外，更可

提高行政效率，然而最近議員發現，部分服務中心竟有 14 天完全無人送

件，讓人力枯耗，突顯服務中心形同虛設，猶記當時本人曾提醒何局長對

此措施應定期進行後續效益評估，如無需要，即應撤回專業人員，以免虛

耗人力，因此為求避免浪費持續性資源，請都發局進一步檢討辦理。(辦

理機關：都發局) 

五、最近媒體報導，烏日區榮泰街、公園路口一盞路燈，報修逾 2週，卻遲遲

未修復，建設局表示，該處地下線路有問題，加上包商剛換，所以修復進

度較慢，本人除對這樣的理由難以接受之外，也強調無論包商如何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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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進度始終不能耽誤，因此，為維護市民權益，請建設局儘速派工修

復，以免因燈光昏暗造成用路人危險。(辦理機關：建設局) 

六、有關建設局今日提出「臺中市公園委託經營管理辦法」草案之審議，在場

與會主管討論相當熱烈，本人也與各位分享 1則個人的行政經驗，提供大

家參考：猶記早期本市火車站前地下道係採委外管理方式，裡面曾經又髒

又臭，本人當時即要求主管單位妥為處理，但主管單位卻以委外理由加以

推辭，本人對於這樣的說法無法接受，因為採委外管理的原則仍必須負起

督導責任，要求委外業者或團體維持一定的品質標準，不能成為市民詬病

的缺點，請各機關務必注意；另外，本人也對於本市各公園廁所及各類休

息站廁所目前的使用狀況相當關心，除請建設局與環保局要求所屬巡查員

確實巡視外，也請要求業者達到乾淨、清潔，讓人耳目一新的標準，這件

事很重要．從廁所清整潔程度即可看出政府的行政效率，因此各局處務必

嚴格要求，以提升市民生活品質。(辦理機關：建設局、環保局、本府各

機關) 

七、有關交通局林局長「臺中市中小學低碳運輸深耕計畫」專案報告提到，為

落實低碳願景，市府努力推動休閒與通勤兩種型態的自行車風氣，休閒部

分近期將以提供公廁為重點，通勤部分則將編列連續 2年共 1億元的公共

自行車租賃﹙i-BIKE﹚計畫，並與興建中的 BRT結合，預計明年中將呈現

初步成果，本人對此提出 3 點注意事項，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辦理機

關：交通局、觀光旅遊局、低碳辦公室) 

(一)為推動低碳運輸，交通局雖已和中小學生積極互動，並對於教師也加

強培訓，立意與成效固然良好，但本人認為本計畫的推動不應僅侷限

於就近市區，原臺中縣區也應加強，同時也期盼低碳辦公室儘速提出

相關具體成果，比方說，交通局所推動的低碳巴士過了 2 年卻仍未見

實質成效，務請儘速辦理。 

(二)有關豐原區張區長提到，旱溪自行車道 3年前在臺中往豐原的區間曾

因開放汽車通行，致發生車禍而暫時封閉，目前則再度開放，為避免

重蹈覆轍，請交通局研議將整條道路規劃為腳踏車以及行人的專用區

之可行性，不再開放汽車通行，以免發生危險。 

(三)日前遊客反映旱溪自行車道雖然很棒，但卻沒有廁所，以及后豐、東

豐及潭雅神等觀光自行車道廁所不足情形等問題，請觀光旅遊局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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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報相關經費與辦理期程，不得再拖，並請於年底前設置完成，以符

市民期待。 

八、有關民政局王局長「戶政 N加 e跨機關便民措施推動情形」專案報告提到，

民政局從 102年 1月 23日首創推出「N加 e」跨機關便民服務，民眾遷戶

口、改名字等資料變更，只要在戶政所填寫申請表，相關機關 7天內完成

資料修改，由於協助民眾節省許多時間與交通花費，因此普遍獲得市民支

持，本人對此仍有 3點想法：(辦理機關：民政局) 

(一)本市許多措施在外縣市來看其實都不錯，比方說，縣市合併前的原臺

中市是最早具體推動教師退休政策的縣市，由於早期原臺中市未編列

足額退休金，以致許多教師未能如願退休，但本人上任後即收到多位

教師請求退休的來信，其後也順應民意編足經費，如願讓教師退休，

甚至教育部也效法相同的作法辦理，這就是本市成功受到外界肯定的

最佳案例之一。 

(二)這次民政局推出「N 加 e」跨機關便民服務更是頗獲好評，中央許多

機關也期盼加入，健保局就是其中一例，因此，考量現有人力負荷與

為民服務品質，請民政局進一步評估是否足以承擔未來更多機關加入。 

(三)誠如徐副市長所提，以臺中市接近 25萬的資深國民人口，2萬多人需

要長期照顧，其中北區區公所轉介率相當高，可能就是因為資訊的透

明化，使得許多弱勢民眾充分善用公所提供收件到家的貼心服務，而

提高轉介率，因此為期各區發揮見賢思齊的效益，民政局也可透過區

長聯誼活動的方式，加強相互交流，以推動更好的區政服務。 

九、有關衛生局黃局長與法制局林局長針對福懋油品混油案之工作報告，本人

提出 3 點注意事項及相關澄清說明，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辦理機關：

衛生局、法制局) 

(一)福懋公司油品爆發不實混合其他油品事件震撼各界，本人相當痛心，

當初市府為求謹慎，並考量仍有其他未檢出不實油品之可能，即由衛

生局清查後，請全市油品廠商切結保證絕對合法，但沒想到仍有違法

情形，真是臺中企業界的「害群之馬」，而食品安全同時也是社會互信

的最後一道防線，但包括 GMP 標章與業者切結書都已不可信，嚴重傷

害社會大眾的信任感，因此為強調本府「除惡務盡」的果斷決心，並

秉持著「危機就是轉機」的信念，即使獲獎的產品也將慎重檢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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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致力恢復消費者信心。 

(二)有關福懋公司已遭衛生局處罰鍰 1,500萬元，並提存 800萬元到銀行

信託作為日後賠償之用乙事，本人認為，或許這樣的金額還不夠，行

政罰鍰大多訂有從低到高的裁罰標準，對於切結過還違規的業者，請

衛生局務必要從重處罰，以收嚇阻之效，而由於日前衛福部曾依行政

罰法第 18條第 2項規定，對大統與富味鄉 2家公司裁處不當利得 18.5

億元與 4.6 億元，為展現本府積極作為的態度，請法制局協助衛生局

向衛福部請示能否依法比照辦理，對不法廠商之不當利得進行裁處，

以確實打擊黑心商人。 

(三)對於業者曾有不配合稽查的情形，未來仍請衛生局持續從市面上找出

問題商品送驗，如確有違法實據，由衛生局報請檢察官帶隊稽查，讓

業者無法拒絕或逃避。 

十、有關議會聯絡小組執行長張顧問國輝提到，臺中市議會第 1屆第 6次定期

會將訂於 11月 6日進行三讀議案之審查，由於今日市政會議通過的 13件

墊付案，涉及各機關今年的預算執行情形，如未能於當日提送審查通過，

這些案件將因無法執行，而面臨預算必須保留的情況，降低執行率，因此

請張顧問積極向議會議長與各議員協調，納入當日審查的議程中，俾如期

審查通過，順利執行本府各項相關政策。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陸、散 會：上午 10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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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136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2年 11月 4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建設局 

檢陳「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

良物補償自治條例」第十六條之一修正

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02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組織規程」及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組織規程」修正草

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3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組織規程」第

四條、第六條、第十四條及「臺中市捷

運工程處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4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組織規程」第

二條、第六條、第十四條、「臺中市立

仁愛之家組織規程」及「臺中市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組織規程」第五

條、第六條、第十條修正草案，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5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組織規

程」、「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織規

程」第三條、第六條、第十條及「臺中

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組織規程」修正

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6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組織規

程」、「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組織規程」

第四條、第七條、第十四條、「臺中市

政府水利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六

條、第十三條、「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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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局組織規程」及「臺中市政府新聞局組

織規程」修正草案，敬請 審議。 

07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立文化中心組織規程」、

「臺中市立屯區藝文中心組織規程」及

「臺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組織規程」廢

止乙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8 建設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公園委託經營管理辦

法」草案1份，敬請 審議。 

本案退回，請建設局妥

為研酌，俟法案周延後

再提送市政會議討論。 

墊01 
客家事務委

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市豐原區公

所辦理「客庄百年˙萬順啟航─2013臺

中市葫蘆墩三山國王文化節」之經費新

臺幣8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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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局 

為行政院及經濟部補助「中央專案加發

康芮颱風暨0831超大豪雨住戶淹水救

助」之經費新臺幣40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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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局 

為經濟部補助本市辦理「103年度水質

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之經

費新臺幣5,571萬8,7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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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交通局 

為交通部補助「102年度公路公共運輸

提昇計畫-建置新式站牌」之經費新臺

幣280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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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

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5 交通局 

為交通部「102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昇

計畫」補助無障礙大客車裝設音響設

備，核撥補助經費計新臺幣22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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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客家事務委

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補助「花都客庄-臺中市

新社區櫻花廊道文化風貌規劃設計計

畫」之經費新臺幣85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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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都市發展局 

為內政部核定本府102年度「城鄉風貌

型塑整體計畫」-「跨域整合建設計部

分」-臺中市藍帶水岸環境景觀營造計

畫及大臺中山海戀-觀光遊憩系統計

畫，核定補助款新臺幣621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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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建設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市102年度「市

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之個案核定

經費新臺幣1,863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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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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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09 社會局 

為行政院主計總處補助本市102年第4

季「低收入戶家庭及就學生活補助」經

費，核定補助新臺幣4,235萬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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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文化局 

為文化部補助本局所屬臺中市文化資

產管理中心辦理「市定古蹟筱雲山莊第

三期修復工程規劃設計」乙案之經費新

臺幣10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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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發電廠

補助本市清水區公所辦理「臺中市清水

區102年公民民主生活教育觀摩研習活

動暨節約用電宣導」經費新臺幣25萬元

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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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觀光旅遊局 

為交通部觀光局補助「103年度臺中市

風景區公共設施整建工程」之經費新臺

幣2,00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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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化局 

為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局所屬臺中市文

化資產管理中心辦理「大夫好客－神岡

大夫第客家文化生活營造計畫」乙案之

經費新臺幣769萬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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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