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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71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8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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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君 

伍、指（裁）示事項： 

一、動保處余處長原本已從本府的動物防疫所所長退休，但四年前我覺

得動保處的業務亟需加強，於是再度請他回來幫忙，以整頓混亂的

動保業務。當年曾發生不肖人士盜賣動物飼料，因而引發大狗吃小

狗的殘酷事件，對本市形象影響甚為嚴重，我對動保業務非常重視，

親自參與動保業務的整頓，對相關涉案人員予以調職、開除，甚至

移送法辦等處分。之後我也到動物收容所視察，被收留的流浪狗見

到人都露出恐懼的樣子，即使隔著柵欄，仍然躲得遠遠的，可見牠

們以往與人類的互動經驗必定是不愉快的；於是我全力整頓動保業

務，讓市府撥經費為流浪狗在操場上興建運動跑道，後來考量到很

難訓練狗跟著跑道跑，便改為壕溝，狗狗們都跑得滿身大汗、很快

樂，運動後還有淋浴設備；這樣的改變，不但獲得網友與中央主管

機關的高度評價，也吸引許多國際動保專家前來臺中參觀。以前民

眾也許是錯誤的認知，總認為政府官員與民間動保團體之對立情況

相當嚴重，余處長到任後，與動保團體開誠佈公，並努力把事做好，

以小狗狗的福利為重要考量，跟所有動保團體相處得非常和諧。如

今余處長因為屆齡必須退休、無法再延，讓我既感激又不捨，在此

感謝余處長對動保業務的貢獻。此外，民眾對政府的要求很高，也

許本府無法完全令民眾滿意，但大家還是要全力以赴，努力把事做

好，並妥善與民眾溝通。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我背後這幅巨型相片是高美濕地—「高處看 好美麗」，高美濕地是如此的

漂亮，這是本府市政建設的成果，生態為首要考量，棧道讓人們可以接近

大自然而不影響生態，這張相片是齊柏林導演拍的，他拍攝的「看見臺灣」

紀錄片歷時 3年，將臺灣美麗與哀傷的景色逐一捕捉，希望喚起國人關懷

土地環境的意識。我從新聞報導得知他找不到地方可以首映，立即請新聞

局與其聯繫，可在能容納 7千人的圓滿戶外劇場舉辦首映會，不讓他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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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沒地方展出，並且請其幫本府拍攝「看見臺中」，本府於今天的市政會

議第一次公開這張高美濕地相片，它引領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看自己的土

地，讓市民疼惜自己的土地，為我們這塊土地付出更多的關愛。(辦理機

關：新聞局、本府各機關) 

三、最近民間組織出版品公布今年全國各縣市教育力大調查結果，臺中

市排名全國第 3，前年的教育力調查臺中排名第 19 名，我非常難以

接受這樣的評比結果，本市新臺幣 1 千多億元的預算中，教育經費

占總預算 38%，為全國最高，這樣努力做，是什麼樣的評比讓臺中

成績落後呢？我立即要求所有相關局處成立專案小組，由蔡副市長

主持，教育局吳局長擔大綱，就每一個指標，逐一檢視哪些地方有

改善的空間，不到兩年時間由第 19 名躍升到全國第 3 名，進步幅度

為全國第一，感謝蔡副市長、教育局吳局長，以及教育界所有校長、

老師的努力。然而本市的教育力評比為全國第 3 還不夠，市府有許

多全國創舉都做的非常好，請繼續努力推動，爭取更好佳績。(辦理

機關：教育局) 

四、我要在這裡宣讀一封民眾來函：「敬愛的市長：您好，上個月底我有寫一

封信到市長信箱，希望市長能幫我讀大二的女兒，爭取出國實習的生活費

用，很幸運地，市長指派社會局西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的尹欣如社工師協

助我們，細心地幫我女兒規劃生活費的分配，也交代出國在外的注意事項

與住宿家庭等問題，真的很感謝她，也謝謝社會局長的支持，才能有這筆

經費，雖然我們是低收入戶，而且我本身罹患多年的重度憂鬱及心血管疾

病，但我還是會撐下去，栽培我的 3個孩子，謝謝市長、謝謝社會局。」

這樣的信到了很多政府單位恐怕會不予處理，因為我們沒有錢幫助人家出

國，但我相信本府社會局一定想盡辦法，用捐助等方式幫助她，以達成她

的心願，我要對社會局表達感謝之意。(辦理機關：社會局) 

五、環保局目前正推動電動機車免費租，累積里程還可以送電視，這正好是最

近某位大學教授寫信提供給我的建議，在美國有若干城市也推動電動機車

免費租，不僅是 i-bike，還有電動機車，感謝環保局的創意，也請環保

局參考美國的相關制度與作法，讓這項政策可以發揮整體成效。(辦理機

關：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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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看見一篇媒體報導︰「化腐朽為神奇！都會區閒置土地淪為藏汙納垢之

所，市長胡志強特要求建設局以最少經費，發揮最大改善效益，3年來改

善豐原區忠勤新村、北屯一德新村、潭子精忠新城、北區一中宿舍、東區

干城綠地等 6處，創造市民的“小確幸”。…」在此我要謝謝建設局的努

力，將都會閒置土地，綠美化供市民休閒，不過仍有許多類似的地方需要

本府予以加強，不一定要做公園，也可做簡易綠美化，以美化市容景觀，

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請各區公所若有需要協助，多與建設局聯繫。(辦

理機關：建設局、各區公所) 

七、這幾天我收到一封民眾來函，表示最近在網路上常常看到「臺中市發展低

碳城市自治條例」已通過，臺中市禁行機車的訊息，有一群網友在尚未深

切了解條例內容的情況下，就大肆批評，就他了解此條例僅適用於特定區

(大宅門特區)，預計於 110年才會實施，很多人誤解臺中禁行機車，於年

底選後就會全面實施，市府應多對民眾加以宣導，才不會讓大家恐慌。這

件事情市府已澄清多次，「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計畫在大宅門

特區內禁止行駛燃油汽機車的路段，過去為水湳機場，原本汽機車就不可

進入，所以根本不會影響到民眾任何權益，民眾以為臺中市要全面禁行汽

機車，這是很大的誤解，請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進一步的宣導，避免民眾

的誤解持續擴展。(辦理機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八、經濟部水利署評估本市到民國 120 年每日供水缺口達 35 萬公噸，因而計

畫辦理「大安大甲溪聯合運用輸水工程」，第一期工程輸水管經過的后里

區廣福里是山坡地，居民擔心挖隧道可能擾動山坡地質，未來可能造成土

石流，恐成為高雄小林村第 2，因而強烈反對，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以溝

通為名，舉辦說明會，變成好像水利署在走行政程序，市民當然會恐慌。

請后里區長轉知廣福里居民，在未取得地方共識前，本府不會同意動工，

並要求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現在應該全面停止行政程序，避免民眾恐慌。

(辦理機關：水利局、后里區公所) 

九、高雄氣爆事件發生至今，本府各局處總動員，希望能善盡一分力量， 

有關本府對高雄氣爆事件的因應各項措施及具體作為如下，也請相

關機關配合辦理：(辦理機關：秘書處、經濟發展局、建設局、社會局、

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新聞局、研考會、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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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在事發當天 8 月 1 日上午 8 點半左右，就要求消防局密切聯繫

高雄市政府，以了解本府可提供的救難人力與器材，高雄市政府

2 日傍晚 5 時多回復，希望本府能派遣 23 位特搜人員支援，本府

立即由特搜大隊副大隊長陳光華帶領 23 名隊員及必要器材，分

別搭乘 7 輛救災車輛，於 2 日晚間 8 時出發趕往現場支援。此外，

本府必須研究如何加強防治意外發生的能量，消防局應評估是否舉行

演習；萬一發生事故，一定要依照消防法的第 23條，有爆炸之虞的警

戒區，應維持淨空；與中央應加強聯繫，各局處間則應加強橫向聯繫；

民眾遇到狀況時，究竟要打哪一支電話通報？建議報案打 110，緊急救

難打 119，訊息查詢打 1999；為避免訊息不明引發民眾恐慌，請新聞

局協助發布即時訊息，同時相關災害主政機關應設置發言人，統一對

外說明。 

（二）我先以信箋傳真高雄市長陳菊表達關切，希望陳市長告知救災或

重建等需求，本府將盡力協助；去了信函後，我再致電確認高雄

市政府是否收到，陳市長則於 10 分鐘後回電表達謝意。 

（三）黃副市長召集主管油氣管線地下化業務的經濟發展局、負責救災的消

防局，以及衛生局、建設局、社會局等本府相關機關首長，召開緊急

會議，就本市內部協調作業進行討論。 

（四）社會局成立兩個專戶，並以本府名義率先捐出新臺幣 200 萬元，

呼籲民眾踴躍捐款，所得款項將轉交高雄市政府統籌運用；社會

局也與高雄市政府聯繫，但目前物資、人力尚不缺乏，於是主動

留下聯絡方式，請高雄市政府隨時告知可協助之項目。 

（五）建設局邀集欣中、欣彰、欣林天然氣公司、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供

氣、供油）及陸軍五支部中部地區補給油料庫臺中油料分庫，召開緊

急會議，要求各石油瓦斯管線單位限期陳報巡查結果，並落實各項日

常維修及定期管線汰換更新，以避免類似災害發生，維護臺中市民生

命財產安全。另為使地下管線資訊透明化，本府也努力建置與更新「公

共設施管線資料庫」的區域管線資料及建立管線圖資更新機制，以期

透過管線資料庫得知相關單位纜線設置情形，可於緊急危難時能發揮

最大效益。此外，對於都市的共同管溝，新做的管溝應再加大且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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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建設局應有效整理地下管線圖，並立即啟動瓦斯供應管路系

統的總體檢。 

（六）經濟發展局表示，全面檢視轄內 3 家天然氣公司及中油公司石化氣管

線，包括用戶安檢情形、防災業務計畫、管線汰舊換新計畫等，避免

發生外洩引發氣爆，以確保民眾安全，並針對公用天然氣事業的災害

防救能力，進行全面盤查；也要求中油公司針對臺中港區特定區內輸

油管線進行檢測。 

（七）衛生局則提列可援助清單，包括臺中市 17 家急救責任醫院、115

部救護車（消防局除外）、6 隊災難救護醫療救護隊，可支援人

力 125 名（包括醫師、護理及行政或技術人員），還有各式醫療

用品包括疫苗等。此外，還有 9 輛稽查車可供載運物資南下，並

可協助募集民生及醫療物資。 

（八）本府發布新聞稿宣布，為表示對不幸往生者的哀悼之意，透過「一

呼百應」系統聯繫本府及所屬機關，自 8 月 2 日起市旗下半旗 1

週，8 月 5、6、7 日再隨行政院同步國旗下半旗 3 天。  

（九）臺中市目前舉辦的各項活動並無慶典性質，我已指示相關單位調

整活動基調，在適當時機表達對高雄氣爆事件的哀悼與祈福，像

是大安音樂祭雖然活動照常舉行，但活動轉型成祈福晚會。 

十、有關社會局「打造全人復康、愛心無礙的城市」專案報告，本府全力建

構多元無障礙支持網絡，包括復康巴士、無障礙計程車、敬老愛心

卡、低地板公車及視障者搭乘計程車費用補助等。其中為協助身心障

礙者解決就醫、就學、就養及其他社區參與活動的交通問題，本市府積極

擴充復康巴士，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市內免費交通接送服務，以建構臺中成

為無障礙城市，以下提出 3點意見︰ (辦理機關：交通局、社會局、環保

局、新聞局、霧峰區公所、各區公所、本府各機關) 

（一） 我有收到民眾來函，表示復康巴士對他們的幫助很大，縣市合併前依

照內政部的規定，縣、市的復康巴士加起來必須 100部以上才符合中

央規定，全國沒有任一縣市符合，為了讓身心障礙朋友出門更方便，

我便承諾大臺中能達到兩百部復康巴士的目標，第 2年大臺中的復康

巴士超過 200部，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民眾捐助的，非常感謝消防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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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轉為捐助復康巴士，目前已達 229部，身心障礙朋友要出門真的

很困難，就算叫計程車也有可能被拒載，復康巴士對他們真的很重

要，因此本府會全力以赴，甚至交通局的巴士也儘量配合，以落實身

心障礙者基本權益之保障。 

（二） 請社會局解決民眾來信反映復康巴士聯絡電話難以打通的問題，

並全力避免復康巴士濫用情形。此外，為了加強司機的服務態

度，請本府一級首長及各區長應廣結善緣，遇到復康巴士、垃

圾車、公共汽車等司機時，向其表達感謝之意，並給予鼓勵，

使其感覺受到尊重，進而提升司機的服務品質。 

（三）復康巴士的接送服務，促成了許多溫馨故事，一位霧峰區的黃媽媽搭 

      乘復康巴士接受早療服務，她將心路歷程及復健成果自製成 DVD，感 

      謝復康巴士的協助，可是她可能沒有播放的管道，為了給予鼓勵，請 

      新聞局協助與本地的有線電視台溝通，是否可於公益頻道播放此影 

      片，也請社會局長、新聞局長與霧峰區長將影片放在臉書上，相信霧 

      峰區的黃媽媽一定會很高興本府的重視。 

十一、有關都發局「臺中港特定區都市計畫變更辦理進度」專案報告，都發局

將於 8月份到臺中港特定區內之各區公所舉辦 4場說明會，本案牽涉人

民權益與地方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案子，區長們也可能會面臨很多地主

詢問相關問題，因此請各機關首長與區長將本專案報告資料帶回去仔細

研讀，有任何問題隨時與都發局聯繫。此外，都發局沐局長表示，有關

學校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的部分，辦理「變更臺中市轄區內都市計畫（原

臺中縣轄學校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時，是訂定 40%公共設

施的回饋，但是臺中港特定區的地主認為回饋條件太高，都發局將彙整

地主意見，一併送請本市都委會專案小組審查時納入討論；請站在民眾

的立場著想，不要讓民眾損失太多，這是我一貫秉持的立場。 (辦理機

關：都市發展局、各區公所、本府各機關) 

伍、散 會：上午 10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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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71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3年 8月 4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環境 

保護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案件獎勵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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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陳修正「臺中市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

例」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03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南屯區黎明段607

地號等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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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01 
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3年度原住民

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計畫」追加補助 

設備費經費新臺幣4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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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為行政院環保署補助「臺中市柳川污染整 

治及環境改善工程」之經費新臺幣1億 

3,182萬7,256元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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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國家發展委員會補助「中臺灣自由經濟 

示範區海空雙港與產業園區U-Link計 

畫」之經費新臺幣15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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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 

發展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核定本府申請「103年度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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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規劃住宅年度及中程計畫」補助經費 

新臺幣110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 

請  審議。 

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

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

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