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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48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2月 17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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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俞人 

伍、指（裁）示事項： 

一、剛剛頒發慈光獎章予市民林榮昌先生，林先生於 102 年 12 月捐贈救護車

及救護急救器材配備予消防局，消防局為感謝其貢獻，爰依「臺中市傑出

人士獎章頒給實施要點」頒發慈光獎章。若各機關收到市民捐贈，可依相

關規定簽辦頒發慈光獎章，以感謝市民熱心參與。(辦理機關：本府各機

關) 

二、本人週末參加許多活動，包括新社櫻花季、東勢新丁粄節及東勢果樹認養

活動等，這些活動都辦得非常好，很受當地居民的歡迎及肯定。感謝客委

會賴主委全力支持東勢新丁粄節，以及經發局於現場支援泰迪熊展示，這

個活動對於客家文化傳承、地區經濟發展都有非常好的效益，本人在此特

別表達謝意。針對徐副市長建議，因應性別主流化趨勢，東勢新丁粄節是

否修正名稱為新金丁粄節，請客委會諮詢東勢區及客家族群之意見妥善研

議。此外，后里泰安派出所櫻花盛開，感謝觀光局的努力，為地方帶來商

機，在此也特別感謝警察同仁的支援與協助。(辦理機關：客委會、本府

各機關) 

三、本人週末參加商會新春團拜，發現許多商會同仁對於本市經濟發展狀況不

是那麼了解，例如本市 100年度工商及服務普查結果與 95年相較，工商、

服務業場所單位數及相關從業人員數之成長率均為五都第一；本市失業率

4.1%低於全國平均 4.18%，這對聚集較多求職者的都會地區來說，是很不

容易的事。本市在勞工局的努力下，舉辦的就業活動媒合成功率高，因此

能保持失業率較全國平均低的成果。另一項令人振奮的消息是，本市 5

年內 GDP(全年境內生產總額)成長 45%，95 年為 2 兆 1,152 億元，100 年

為 3兆 832億元，5年內成長 9,680億元，這也是工商界的貢獻，但本市

商會的工商界領袖都不曉得這些訊息，表示這個宣導還要再加強，讓工商

界領袖、磐石會及市民大眾等都了解這些令人振奮的訊息。此外，農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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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銷售成績，去年 7月東勢高接梨於新加坡的超市成功鋪貨，取代原本

韓國的梨子而成為主流，以及本市觀光人數的成長數都很驚人，這些消息

都應該多加宣傳，畢竟市府這麼努力，應讓市民了解本市施政成果。(辦

理機關：新聞局、本府各機關) 

四、過去本人時常強調，請各機關首長及區長每日上午先閱讀報紙以掌握媒體

資訊、立即處理及回應。近日報載關於水湳機場的不同意見，本人在此特

別澄清，水湳機場原是軍民合用，在本人向當時之總統陳水扁積極爭取

下，於民國 93年終於將民用航空站遷移至清泉崗國際機場，94年解除機

場周邊地區飛航禁限建管制，96 年機場土地移交國有財產局管理，部分

交由本府代管，本府原意是維護草皮及空地並開放予市民休閒運動，惟因

尚有空警隊及部分設施而無法開放，本府每年卻得花費上千萬元維護，直

至李述德先生擔任財政部長時，本府以 150億元買下國有地，至此才算塵

埃落定，本府得以使用。原本水湳機場以「水湳經貿生態園區」為名，96

年本府委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建築學院院長 Stan Allen 所領導的團隊辦

理水湳機場原址地區整體規劃時，該團隊主動為這個園區取了一個名字

「gateway project」。因為本案其中一區為經貿園區，包括會展中心、購

物中心、旅館及轉運中心等，為了避免經貿園區之名稱重複造成混淆，而

且水湳為臺中之對外門戶，因此本人以「gateway project」之中文譯名

「大宅門特區」為水湳經貿生態園區重新命名。此外，今日報載有市籍立

委指出，臺灣塔的工程有弊端，請政風處立即調查，若有弊端立刻送檢調，

若非事實也還主辦機關清白聲譽，這樣本府才算是有回應的政府。(辦理

機關：都發局、政風處、本府各機關) 

五、記得本人剛任原臺中市長時，即面臨國家音樂廳的案子，當時請文建會陳

郁秀主委予以協助，後來才知道本人上任前這個案子是送至省政府。後來

陳主委建議，臺北已有國家音樂廳，建議本案更名為歌劇院，又因本市自

行興建，因此本人決議以大都會歌劇院為名，今年底歌劇院即將落成並舉

辦金馬獎，讓華人藝文圈一睹這個建築物之風采。 

去年獲悉中央將立法成立行政法人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北有國家兩廳

院、高雄有衛武營藝術中心，獨缺臺中，因此本府全力爭取納入大都會歌

劇院。剛開始文化部不肯接受，直至立法院三讀通過立法後，才依法辦理。 

本人認為大都會歌劇院升級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對市民而言絕對是個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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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未來可與臺北、高雄連線表演，節目水準一定提升，而且移轉予中央

之土地，中央拿不走也賣不掉，只要不做歌劇院使用就必須還給臺中。更

何況每年三億元營運經費、土地稅、場地維護費用等都由中央負責，市民

在當地就可以享受國際級演出，對臺中市只有加分沒有減分。請文化局積

極與本市議員溝通，以爭取於本次議會臨時會順利通過。(辦理機關：文

化局、本府各機關) 

六、有關人事處「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情形」專案報

告，本人提供幾點意見：首先，委外不代表市府就沒有責任，市府仍要妥

善監督，使委外結果比我們自己做得更好。第二，由於公務員業務逐漸增

加，委外即是借重民間專業力量把事情做得更好。例如縣市合併後都發局

業務繁重，因此委託專業技師代審代勘，以提升效率。希望各機關及外界

不要一味排斥委外，而是要「聰明委外、績優委外」，並以效能提升為原

則。(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七、 有關觀光旅遊局「大安濱海樂園開發興建工程執行進度」專案報告，以下

幾點意見，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辦理機關：民政局、建設局、水利局、

交通局、農業局、觀光局、環保局、本府各機關) 

(一)觀光局之園區規劃比想像中更好，可依徐副市長建議增加沙雕館，並

增加夜間燈光及規劃更多住宿方案，讓民眾到甲安埔遊玩後住在當

地，創造更多經濟效益。園區亦可參考阿拉伯園區的構想，增添豐富

多元的觀光特色。另請提前規劃冬天淡季時期的因應對策。 

(二)有關大安的污水問題，環保局刻正執行三年之改善計畫，農業局則協

助大安附近養豬戶進行廢水處理。請務必於園區完工前徹底解決污水

問題，提供民眾良好之水質。 

(三)請建設局妥善規劃園區之聯外道路，以因應交通需求。 

(四)由於當地海風很強，建議景觀橋重建之材質，請盡量避免選擇金屬材

質，以免鏽蝕而難以維護。 

(五)請民政局儘早推動第八公墓的遷建，以配合整體景觀規劃並提供停車

需求。 

八、有關大安區之自來水接管，感謝徐副市長的努力，使大安區自來水接管率

從縣市合併之初的 17%至目前的 34%，這是幾十年沒有解決的事情，在這

短短三年有很大的成效，請各位繼續費心，體恤每一位市民的需求。(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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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關：經發局) 

九、內政部近日發布防災型都更計畫，選定八大區域為推動試點，其中包括臺

中市舊火車站附近，請都發局再向內政部反映，爭取納入體二更新案。(辦

理機關：都發局) 

 

伍、散 會：上午 10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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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48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3年 2 月 17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民政局 
檢陳「臺中市臨時使用道路搭棚辦理殯

葬事宜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敬請 審議。 

本案仍請民政局再與中

央溝通，並斟酌管理辦

法之訂定，另行提會。 

02 建設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公園委託經營及管理

維護辦法」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3 衛生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食品衛生檢驗收費辦

法」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4 衛生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公共飲食場所衛生管

理辦法」第一條條文草案1份，敬請 審

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5 
環境保護

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機關學校一般廢棄物

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草案1份，敬請 審

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6 社會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

屋補助辦法」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另請社會局加強宣導本

案及空間行善團，以擴

大執行。 

07 文化局 

為辦理「臺中大都會歌劇院」土地、建

築物及相關財產依法無償捐贈為國有事

宜，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墊01 社會局 

有關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府

社會局辦理「臺中市103年度婦女及單親 

家庭福利服務效能提升計畫」案(計畫編

號：1031MS061)，補助經費計新臺幣89 

萬1,000元整，辦理經費先行墊付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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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02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辦理

「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業務行政費

用補助計畫」（計畫編號：1031D2001I）

計新臺幣72萬元整，辦理經費先行墊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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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103年「臺中

市政府執行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及中低 

收入戶審核業務人力充實計畫」案，補

助經費計新臺幣162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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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低收入戶

家庭服務個案管理方案」之經費新臺幣

44萬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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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市本

(103)年度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經費

計新臺幣1,800萬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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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 

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本局辦理

「103年癌症篩檢管理中心工作計畫」之 

經費新臺幣140萬9,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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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