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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38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2年 12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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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市政會議特地表揚本府優秀的模範公務人員，由於市府同仁長久以來

為業務盡心付出與積極努力，因此本人對於整個市府團隊感到非常驕傲，

同時可以從以下 2點事例，證明臺中市始終不斷在進步，也請相關機關配

合辦理，第一、臺中州廳上週末上演「築•光•臺中-3D光雕藝術展」，前

往觀賞的市民相當踴躍，而且嘆為觀止，本人也發現，透過這樣結合現代

科技與古老歷史的表現方式，為市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感動，在此除肯定

活動的成功外，文化局未來也可以考慮將光雕表演運用在各區的舊式建築

上，營造更加與眾不同的創意發想，讓市民有更多不同的體驗；第二、文

化局今年特別委託「明華園戲劇總團」創作的全新戶外大戲《媽祖》，明

華園除結合臺中地區的媽祖宮廟共同協助表演之外，同時也是臺灣的創

舉，更受到市民的極度肯定，成效相當好，本人在觀賞這齣精彩的戲劇表

演之後，深深覺得這樣的國際級歌劇方式，表現超越歌劇《杜蘭朵》，明

華園團長陳勝福不輸國際名導張藝謀，因此，為了讓更多的市民享受如此

美好的文化饗宴，請文化局與各區宮廟共同研議增加表演場次的可能性，

以回應民眾的殷殷期盼。(辦理機關：文化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二、最近媒體時常報導市府舉辦的 2 項活動，第一項是新社花海節，根據統

計，今年活動舉辦至第 20 天，累計參觀人次已超過 185 萬人次，已突破

先前 30 天累計 180 萬人次的紀錄，甚至本人的朋友也聽到計程車司機表

示今年載客量特別高，生意較往年佳，然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即使市府

一再呼籲並鼓勵市民踴躍搭乘接駁車，但塞車問題仍對該地交通造成不小

的影響，因此為進一步解決此項問題，請交通局、農業局以及觀光旅遊局

研議相關改善對策，以降低對新社區在地居民的交通衝擊；第二項是來自

蘇格蘭的「皇家史特林風笛樂團」，一連數日在臺中帶來風笛表演，本人

日前至大甲觀賞，發現人山人海的情景，而這也與最近舉辦的「2013泰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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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臺中樂活嘉年華」，參觀人數踴躍的情境相似，充分展現出繁榮都市的

象徵，差別在於泰迪熊嘉年華的展出作品多為廠商贊助，活動日期結束，

即由廠商自行收回，較難至各區進行巡迴展覽。本人提出這 2項活動的用

意，除了主要感謝每位承辦同仁的努力與辛勞外，為期更多市民享受福

利，也請經發局研議將此次泰迪熊嘉年華延長展出時程與擴大至各區辦理

的可行性。(辦理機關：經發局、交通局、農業局、觀光旅遊局) 

三、這裡宣讀一封來自宜蘭冬山鄉黃姓民眾的感謝信，「11 月 23 日本人和全

家從宜蘭直奔臺中新社花海節，到臺中已經下午 1點多，從停車場下車，

大家都內急找廁所，從路旁看板知道廁所在那裡，直奔五星級廁所，人超

多，左邊有流動廁所，就不如到流動廁所去排隊，這個時候正好有穿著臺

中市政府環保局背心的男性員工 3 人正在打掃廁所，3 個大男人掃女生流

動廁所，我覺得不可思議，看他們細心打掃，一個一個專心打掃，而且分

工合作，對遊客也是輕聲細語，請他們去使用打掃乾淨的廁所，而環保局

員工則是往下一間繼續打掃，我好奇詢問環保局員工，你們都是這裡的人

嗎？回答說，他們是北屯區隊前來支援花海的工作人員，看到他們的用

心，我覺得真該給他們一個掌聲鼓勵，感謝他們給遊客一個乾淨使用廁所

空間，我真該對清潔隊的觀念改變了。」本人建議環保局可將信件內容放

大，並置於公布欄，提供整個北屯區清潔隊員參考，以激勵士氣，考量來

信民眾具有隱私權，因此毋需公開姓名，在此也對辛苦協助花海節活動清

掃廁所的同仁表示由衷感謝。(辦理機關：環保局) 

四、最近行政院等部會在觀賞《看見臺灣》這部電影之後，要求中央與地方通

力合作，並在 30 天內提報改善成果，否則將公布縣市名稱，本人雖然不

反對這樣的作法，但也認為中央也要公布自己沒做好的單位，以示公平，

同時也藉此機會鼓勵各位首長觀賞這部電影，畢竟它對我們內心的衝擊非

常大，並請各局處與區公所進一步瞭解業務上的相關問題，通力合作提出

因應之道，以改善對土地傷害的情形，市府勢必全力給予支持，期許各機

關積極努力。(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五、這裡還有一封本人認為相當重要的市民來信，「…很高興你對草悟道的規

劃與建設，讓我們臺中市更加多元與精彩，然而，很不幸地，有些管理上

的不足，卻造成我們這一群終日 24 小時在草悟道旁居住的市民逃脫不了

的惡夢，分述如下，敬請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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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天從黃昏時辰起，街頭藝人的駐點表演應該是賞心悅目的好活動，

但是大部分的演唱藝人，藉由擴音器強力推銷，若偶爾駐足傾聽，倒

也可以，可惜我們卻是接受整晚的轟炸，過了晚間 10點，耳根還是不

能清靜，說實在的，這已經成了另類的懲罰與精神凌虐，希望市府首

長能夠親身體驗，瞭解我們的煩惱，能不能對音量方面設下客觀標準，

譬如避免使用擴音器，讓有興趣的聽眾欣賞即可，或者對分貝明白地

規範，別讓家門口夜夜都是演唱會。 

(二)每逢假日，草悟道成了貓狗聚集展示道，動物排泄物隨處可見，氣味

與衛生令人擔憂，市民到此休閒，大家都很高興，但是能不能有效約

束或管制不負責任的飼主，讓我們不必再步步驚心、時時聞臭。 

(三)草悟道的停車場雖然已經落成，應該有充足的停車空間，可是不守法

的駕駛卻依舊隨意違停，導致險象環生，可不可以有效取締，不僅確

保交通安全與順暢，而且對市民的安全也有幫助。 

(四)不知道市府對街頭藝人的表演，有沒有一定的規劃與規範，感覺上好

像沒有人稽查與管理，草悟道彷彿漸漸成為演出者占地盤、拼場面，

與各式流動攤販的另一個夜市，逐漸失去應有的格調，草悟道的建設

是臺中市的重要建設，深深期待不要因為軟體的缺乏管理，讓草悟道

逐漸成為市民批判的毒瘤。 

為周延處理此事，本人將這封信交由秘書長分辦各主政機關，但仍請

各位首長就業務層面思考可進一步協助之處，以免因現在未妥適管理，而

造成未來的市政問題。(辦理機關：建設局、交通局、警察局、環保局、文

化局、本府各機關) 

六、最近友人提出 1項不錯的建議，本人有 2點想法可以提供相關局處參考： 

(一)友人提到所居的大樓管理委員會，為提供住戶進一步瞭解大樓內部各

項裝修工程、相關問題處理的改善、追蹤，甚至地震、颱風巡察、環

境整理等相關進度事宜，均透過 Line 或 Facebook 等網路平臺傳達訊

息，且獲得住戶的好評，以掌握執行狀況及工作成效，住戶如有建議

亦可立即回應，目前市府對此似乎未有相關參採作為，猶記早期建設

局曾在網路上舉辦為大都會歌劇院監控執行進度的活動，最後卻因參

與人次未如預期效益即停止辦理，相當可惜，因此，為鼓勵民眾共同

監督市府推動之各項工程進度，各機關也可透過 Line 或 Faceboo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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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傳達相關執行進度，周知民眾。 

(二)本人日前也接獲民眾反映，部分道路工程未按核可時間施工，造成民

怨四起，更因罰則過輕而無所忌憚，屢次違規，因此，為避免民眾衍

生對市府施工管理不當之誤解，仍請各機關加強與相關業者之溝通，

如仍未改善，必要時甚至加重開罰額度，以達嚇阻效果。(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七、今日市政會議出示一張民眾提供的照片，照片中樹木因移植需要而被過度

修剪到只剩下枝幹，建設局由於接受移植專家的建議，為了增加移植樹木

存活率，趁冬天加以修剪枝幹，本人雖然無法質疑任何移植專家的意見，

但基於愛護樹木已經成為人類共同的文明，許多民眾待樹木如自己的小

孩，因此無法接受樹木被過度修剪到枝葉無存，雖然目前很多公務同仁都

非常認真也努力保護樹木，然而卻因為溝通問題，讓民眾產生誤會。因此，

本人要求未來移植樹木的工程應以一次到位為原則，並主動與保護樹木的

團體溝通，甚至透過 Line或 Facebook通知訊息，以減少因資訊溝通的誤

差，造成該團體對政府產生不信任感，同時農業局、建設局、交通局、水

利局也可以藉由舉辦座談方式，共同與樹木保護團體充分溝通，取得共

識。(辦理機關：建設局、交通局、農業局、水利局) 

八、有關黃副市長提到，時序已屆 12 月，102 年度也即將結束，許多局處因

業務需要而請多位外聘委員協助，考量委員任期即將屆滿，因此提醒各機

關應儘速簽辦續聘或改聘事宜，猶記本人第一年擔任原臺中市長時，到了

第 2年，仍有部分機關仍在簽辦聘任前一年的委員，甚至到了 4月份，還

上簽回溯任期至當年 1月份，本人認為這是市府的疏忽，因此再重申，有

關所有委員的續聘或改聘事宜，務請於 12月 15日前簽辦至市長室，不得

有所延誤，以免影響市府的形象。(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九、有關議會聯絡小組執行長張顧問國輝提到，目前各機關尚有許多自治條例

或墊付案欲送至議會審議，在參考目前議會所排定的議程後，議會聯絡小

組認為今日是提送相關議案彙整的最佳時機，並預計 3 日後送至議會審

議，考量臺中市議會第 1屆第 6次定期會第四次會議即將於 12月 16日進

行三讀議案，時間上較為急迫，是否再度召開程序委員會仍未確定，因此，

為求掌握時效，請各機關如有提案，請務必於今日下午 3時前，送至議會

聯絡小組彙整。此外，為增加本府與議會的互動與聯繫，請各局處首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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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上午市政會議審議通過的墊付案，最遲應於下午向議長報告說明，期

使墊付案順利通過。(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十、有關潭子區簡區長提到，「教育局辦理本市參加全國音樂比賽的初賽，因

部分評審評語不妥，導致家長質疑」，以及「潭子區東寶國小幼兒園與潭

子游泳池的報廢事宜未妥適處理」等 2事，除請教育局檢討改進外，也請

研考會針對潭子游泳池報廢進度乙事確實管考，以免因進度不佳，而影響

市民觀感。(辦理機關：教育局、研考會、潭子區公所) 

十一、內政部 12 月 1 日公布 102 年度第 3 季治安績效民調，指臺中市在居住

縣市的整體治安滿意度 63.95%，且以密件方式處理，因為中央要地方政府

自己跟自己比，自己好好努力求進步，但內政部卻出爾反爾逕行公布，而

中央也未提出有效對策，令本人感到相當意外，臺中市民對於自己居住附

近環境滿意度高達 87%以上，但受重大刑案影響，根據一般印象，對臺中

整體治安卻感到不滿意，覺得還有改善的空間，本人對於民眾這樣的反應

都能接受，但仍期許民眾能瞭解臺中治安早已大幅改善，並全力支持警

察。(辦理機關：警察局) 

十二、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的 100 年工商普查結果，與 95 年相較，臺中

市 5年來工商企業家數與從業人員均有成長，工商、服務業場所單位數增

加 1 萬 2,594 家，成長率為 8.15%，相關從業人員數增加 10 萬 5,959 人，

成長率為 11.73％。全年在地場所生產總額更從 2 兆 1,152 億 400 萬元增為

3 兆 832 億 3,000 萬元，成長幅度高達 45.77％，位居五都之冠，因此本人

再次強調，大臺中的經濟狀況其實並不悶，但媒體卻一直說悶，為讓市民

多加瞭解，請研考會利用多重管道（如：Line）將此訊息發送，期使各位

首長均能瞭解，並協助於推動相關業務時加強宣導。(辦理機關：研考會、

本府各機關) 

陸、散 會：上午 11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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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138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2年 12月 2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都市發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

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草案1

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2 環境保護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公私有土地未懸掛車

牌廢棄車輛清除處理自治條例」草案1

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03 農業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遭難漁民漁船救助辦

法」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4 水利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辦

法(草案)」1份，敬請 審議。 

本案退回，請水利局妥

為研酌，俟法案內容周

延無誤後再提送市政會

議討論。 

05 水利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排水計畫審查收費標

準(草案)」1份，敬請 審議。 

本案退回，請水利局妥

為研酌，俟法案內容周

延無誤後再提送市政會

議討論。 

06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中區重慶段六小

段5-9地號等37筆市有非公用土地提

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07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組織規

程」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8 民政局 
檢陳「臺中市骨灰拋灑植存實施辦法」

修正草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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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9 民政局 
檢陳廢止「臺中市公共性紀念墓園設置

辦法」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辦

理廢止。 

10 建設局 
檢陳「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墊01 交通局 

為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102年度臺中

市市區汽車客運購車補助-第二次汰舊

換新、第二次新闢路線計畫」案，核撥

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6,945萬 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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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補助「因應H7N9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

加強防疫計畫(追加)」之經費新臺幣

35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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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補助本市

石岡區公所辦理「大甲溪大茅埔段疏濬

工程公益支出經費執行計畫」之經費新

臺幣11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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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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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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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102

年度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

施計畫-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第三次)」

之經費新臺幣4,996萬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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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經濟發展局 

為辦理「中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策

略計畫」之經費新臺幣200萬元整(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補助款150萬元，本

府自籌款50萬元)，擬辦理先行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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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局 

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補助本市后里區公館里

「臺中市后里區公館里申請自來水接

管補助款計畫」之經費新臺幣 73萬

3,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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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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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配合款之經費新臺幣216萬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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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強化

臺中市政府整備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工

作計畫」之經費新臺幣190萬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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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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10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益彩券

回饋金補助本市辦理「建構聽障兒童無

障礙溝通能力口語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44萬5,000元)、「建構身心障礙者多

元支持與生涯轉銜服務計畫」(425萬

9,000元)、「臺中市視障者生活重建服

務方案」(293萬7,000元)、「身心障礙

者自立生活支持計劃」(299萬6,000元)

及「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營運服

務計畫」(329萬3,000元)，共計新臺幣

1,393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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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 

為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102年度臺中

市市區汽車客運購車補助-第三次汰舊

換新計畫」案，核撥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1億8,111萬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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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觀光旅遊局 

為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103年度整

備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海線地區觀

光景點整建計畫等3件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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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旅遊局 

為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103年度臺

中市旅遊服務中心營運管理補助計畫」

之經費新臺幣209萬5,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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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