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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67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7月 14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分 

貳、地點：大安區農會 4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林怡君 

伍、指（裁）示事項： 

一、今天本府借用大安區農會漂亮的場所召開府外市政會議，在此向理事

長以及總幹事致謝，請各機關多支持大安區農會，感謝農會提供這

麼好的場地，顯然農會的場地優於區公所，區公所才會向農會借場

地，請民政局幫忙思考如何改善區公所的場地，也感謝大安區莊區

長協助舉辦本次會議。本府移師府外召開市政會議，深入了解地方

需求，多與地方溝通，絕對是一件好事情。大安是個好地方，除了

生態公園，還可以欣賞美麗的夕陽，未來大安媽祖文化園區落成

後，將成為藍帶海岸特色觀光景點，若能逐步推展民宿，相信會吸

引更多遊客來玩，使大安地區觀光發展更加興盛。(辦理機關：民政

局、本府各機關) 

二、大家都知道我非常重視民眾的來函，今天我要宣讀一封民眾來函：

「胡市長：您好，今年 6 月間家父於新社山區失蹤，報案後得到東

勢分局蔡分局長榮林及林副分局長裕宸的大力協尋，5 日後家父終

於被尋獲並緊急送醫治療，目前正逐漸康復中。非常感激東勢分局

蔡分局長榮林、林副分局長裕宸及所有警察同仁的幫忙，他們非常

能夠體諒家族們焦急的心情，並由蔡分局長積極地指揮調度，發揮

豐富的協尋經驗，順利找到家父，有這樣的人民保母實為市民的福

氣，做為人民生命安全的後盾，他們當之無愧，希望胡市長能予以

嘉勉與鼓勵，我們家族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謝謝市長、謝謝所有

警察同仁。」這是一位老先生在山區失蹤，5 天能夠獲救真是福氣，

在山上飢寒交迫其實非常危險，所以我在這裡感謝警察同仁的努

力，也請邱局長代為轉達，給予熱忱服務的同仁肯定與獎勵，同時

請消防局與警察局加強注意山區救援的重要性，最近消防局已專案

加強山區救援的訓練，並且重新編組，以及民用救難能力的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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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府能夠做到最好，不要再有人犧牲。(辦理機關：警察局、消

防局) 

三、以往申請臺電供電作業時間動輒半年以上，我們做好了交通號誌或路

燈申請臺電供電，以前至少要等 6 個月才能完成，我非常無法接受

這樣的效率，也不懂為何要這麼久。經過建設局與臺電不斷地協

調，直到上個月已克服線路補助與道路挖掘等費用互繳問題，成功

取得臺電一個半月內完成供電的承諾，若有特急案件，還可再縮短

為三星期完成。對於建設局的努力與突破，我予以肯定，雖申請供

電的件數龐大，我仍期待臺電能再提升效率，讓工期再縮短，請建

設局與臺電再協調溝通。(辦理機關：建設局) 

四、目前小黑蚊已是全臺問題，除了中央的努力外，市府對於除蚊問題

也必須想辦法，媒體報導秋紅谷有小黑蚊肆虐，經發局表示應該不是

小黑蚊，但如果有蚊蟲孳生一定要解決，請經發局持續定期清潔與

消毒，加強落實小黑蚊防治。有關大臺中小黑蚊的問題，本府以前

有過成功經驗，創全國先例與小黑蚊宣戰，設法減少小黑蚊造成傷

害的比例，從一小塊面積咬 200 多次降為 70 次，雖然小黑蚊無法斷

根，但是大幅地減少了小黑蚊肆虐的嚴重程度。該案當時由環保局負責，

沒有農業局，但因為小黑蚊的防治與施肥、清除青苔等有關，仍須請農

業局協助，依環保局長報告，目前中央分工以農委會為權責機關，本府

由農業局主政，請環保局將此案調出來簽報給我，但無論如何本府各機

關仍應共同合作，持續努力改善蚊蟲孳生問題，也許以大坑為主，

其他地區也必須加強，以提升本市的生活與觀光旅遊品質。(辦理機關：

經濟發展局、農業局、環境保護局、本府各機關) 

五、日前有媒體報導，原本只有豐原客運一家公車可到達石岡國中山腳

下，但豐原客運上午 7 時 10 分才由龍興里發車，到校時間已是 7

時 40 分，因此大多數學生無法搭乘此班車，轉而搭乘一早 6 時的

班次；而下午學生 5 時放學，步行至山下公車站已經 5 時 15 分，

也趕不及搭乘下午 4 時的公車，因此要步行很久才能下山回家。針

對此事提出三點意見，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辦理機關：教育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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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局) 

  （一）「公車如校車」，將校車與公車結合，對偏遠地區尤其重要，

請教育局務必成為上游，先調查是否能滿足每個偏遠學校的搭

車需求，從學校端掌握需求，再透過交通局協調公車業者，務

必讓學生有車可搭。 

  （二）有關石岡國中龍興里的學生因上、下學無法配合公車搭乘時間，

需步行上下學產生安全疑慮，教育局吳局長表示已與交通局協

調豐原客運解決此問題，豐原客運同意上午提早 5 分鐘發車，

下午增加 1 個班次，提供學生上下學的便利，落實本人「公車

如校車」的願景。 

  （三）此外，我也很重視路邊公車站牌與候車亭的問題，為改善市容

觀瞻，應將多個公車站牌整併為一個候車亭，之前我接受交通

局長「逐步改善」的說法，但如果像媒體報導的目前候車亭僅

佔 8%，那麼步調實在太慢了，請替公車通勤族著想，加速改善

其候車環境。 

六、臺中市大安區在縣市合併前，自來水普及率僅個位數，合併初期則

提升到 17%左右，本府向中央陸續爭取了新臺幣三億三千萬元改善

經費，使得普及率已成長到 34%，是 29 區成長最多的行政區，本府

未來也會繼續爭取其他補助，有信心明年大安區普及率 3 公里內能

突破 45%。原本國科會規劃在五年內編列新臺幣九千萬元補助臺中

提升自來水普及率，但我認為五年實在拖太久了，於是親自寫信給

行政院江院長，建議改以院長預備金支應，最後行政院決定由國科

會改為一次編足新臺幣九千萬元，本府將用於補助提升大安、大肚、

烏日、外埔等地區自來水普及率，目前已送行政院核定中，本府應

積極行事，請經發局王局長於會後打電話給蕭副祕書長，務必促使

本案順利通過。 (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七、有關觀光旅遊局「大安濱海市政建設」專案報告，為了能讓更多民眾了

解臺中藍帶海線的美景，並刺激當地的觀光產業，特地舉辦「臺中藍帶

海洋觀光季」活動，其中本府去年於大安濱海樂園舉辦的「2013 臺中大

http://find.sina.com.tw/news/觀光產業
http://find.sina.com.tw/news/海洋觀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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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洋音樂祭」活動，原本估計 6 千至 1 萬人次參與活動，為期僅兩天

的周末活動卻來了 6 萬人次的遊客，真是令人大為驚喜，這使得我們對

大安地區的未來產生極大的信心，以下提出四點意見，請相關機關配合

辦理：(辦理機關：建設局、水利局、交通局、農業局、觀光旅遊局、環

保局、本府各機關) 

（一）  大安海水浴場因水質含大腸桿菌數超標而關閉，有誰能想像得到海

水浴場可以恢復昔日的功能與光輝，這次舉辦活動預估有 6 至 10

萬人次參與活動，那麼交通會是很大的問題，距離音樂祭活動僅

剩 2個多星期的時間，即便已規劃好停車場，但塞車情況仍然可能

相當嚴重，請觀光旅遊局務必儘速妥為規劃好交通計畫，以 10 萬

人的交通壓力考量，來重新規劃停車場配置等相關事宜，可向交通

局與警察局請教如何加強接駁車，並配置適當距離的停車場，以因

應眾多遊客之搭車與停車需求，讓民眾體驗海洋風情不必擔心

交通問題。 

（二） 針對大安部分海域大腸桿菌超標問題，解決上游養豬戶污水及生活

污水排放是重要項目，經過本府一年的努力，大腸桿菌的數目已

降低一半，今年的「大安歡暢音樂祭」活動，仍然必須像去年區

隔出大腸桿菌符合標準的水質乾淨海域，讓民眾安心地玩水。相信

未來必定會恢復全面開放大安海水浴場，徐副市長還提議蓋一座沙

雕博物館，這是個好點子，誰說我們不能使大安海水浴場成為中臺

灣最棒的海灘。為落實大安海水浴場水質改善相關措施，由陳副

秘書長主持一個專案會議，短短一年的時間就有如此好的成效，剩

下一年的時間，請相關機關持續努力改善大安海水浴場水質污染

源問題，澈底解決污水問題。 

（三） 本府日後舉辦活動時，建議農特產品之展售以當地的特色為

主，強調在地性，本府特別以區域行銷概念，結合大甲、大安、

外埔「三地一體」，喊出「甲安埔、呷了平安擱ㄟ補」的響亮口號，

三地一起努力發展觀光產業，未來清水、沙鹿、梧棲可效法成為「清

鹿棲」，龍井、烏日、大肚也可效法成為「龍日大」，一條龍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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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除了名字好聽外，又不會引起地區發展不均衡的民怨，數區一

同發展的力量會更大。 

（四） 為因應大安媽祖園區一帶的交通需求，建設局於其北側及南

側皆已規劃園區之聯外道路，南側是大安濱海樂園與大安港

路聯絡道拓寬工程，總經費是新臺幣 2,200 萬元，待音樂祭結

束即可於 8 月 10 日動工；北側則為大安區海墘里北汕路拓寬工

程，總經費是新臺幣 1 億元，因屬非都市計畫道路，必須再做

詳細規劃，預計於年底動工。以上道路開闢，市府施工時應

多聽取當地民眾的意見，並多加以溝通，避免完工後地方有

意見，造成雙方不愉快。 

陸、散 會：上午 10時 40分 



 6 

臺中市政府第 167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3年 7月 14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交通局 
檢陳「臺中市酒醉駕車防制自治條例」

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墊01 衛生局 

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補助「103

年度加強市售食品衛生安全專案計畫」 

之經費新臺幣396萬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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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補助「102年

度大甲溪大茅埔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

售分離作業公益支出經費執行計畫」之

經費新臺幣1,893萬6,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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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度大安溪內灣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

分離作業公益支出經費執行計畫」之經

費共計新臺幣995萬6,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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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保護局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本府103

年度「購置垃圾車申請補助計畫」之經

費新臺幣939萬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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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103

年度臺中市休閒農業產業聚落化輔導計

畫」之經費新臺幣1,189萬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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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