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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77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9月 22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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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鳳凰颱風來襲，所幸臺中市的風、雨不如氣象局預報，總算安

然度過，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本府相關同仁都兢兢業業、全力防

颱，21 日晚上就已將災情報告交給我，對於本府相關同仁的努力，

我在此誠摯地表達感謝之意，以下提出 2點意見，請相關機關配合辦

理︰(辦理機關：原住民委員會、本府各機關) 

  （一）根據 20 日晚間中央氣象局發布的資訊，臺中市的平均風力已達

停班、停課標準的底線，因此本府宣布 21 日停班、停課，平均

風力達到七級，就符合中央規定的停班、停課標準，當時梧棲

海線風力已達到八級，如果沒有放災防假，政府就有責任。有

時會有人質疑市府是否草率宣布放災防假？如果不到停班停課

標準，市府不會輕易放災防假，但是颱風轉向事前無人能預測，

如果抱著僥倖心態，賭氣象局會不會預測錯誤，或颱風會不會

轉向，這風險冒太大，誰能事先知道這些事情？政府有救災或

防災的職責，停辦活動與停班、停課等措施都是必要的，就像

是買火險，但是大家也不希望失火；買醫藥保險，但也不希望

住院一樣的道理。颱風後來轉向了，沒有成為穿心颱，雖然本

府為因應颱風而停辦多項活動，民眾會覺得扼腕，但為了確保

民眾之安全，本府的決定絕對是正確的。 

（二）對於梨山居民進行預防性撤離乙事，原本各方專家都預測 21 日

凌晨的風雨會最大，當地可能會有土石流危害，因此市府在風

雨來臨之前，預先請民眾撤離到避難中心或旅館，畢竟「大自

然的反撲不會聽我們的規劃」，如果等到風雨加大時才撤離，

國軍、警察、消防人員等協助的同仁都將以身涉險，因此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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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撤離；一開始民眾都抗拒，還好我們力勸成功，最後颱風向

東轉，風雨不如氣象局預報，請原民會研議，凡是有配合搬遷的民

眾，我們贈送糕餅、水果之類的小禮物，感謝他們的配合，同時幫

民眾壓壓驚，恭喜一切平安，或許對以後的強制遷離會有所幫助。 

二、我今天早上看到報紙刊載，行政院近日將拍板定案社會住宅 10 年

至少成長 5 倍，總額約 3 萬 4 千戶，半數集中在臺北市、新北市，

除了雙北以外，只有臺中、新竹及花蓮表示有興建的意願，「居

住正義」在臺中市是很嚴肅的課題，以下提出 3點意見，請相關機

關配合辦理︰(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社會局、勞工局、地政局、財

政局、研考會) 

   （一）臺中市自有住宅率約 80%，其他的 20%扣除與父母住在一起等

因素，不到 10%的民眾在外租屋，其中部分為年輕創業的朋

友。本市選在豐原安康段、大里光正段及本屯太原段推動社會

住宅，合計 1 千 800 戶，臺中精密科技園區興建 200 戶勞工合

宜住宅也已動工，但到底年輕朋友租房需求有多少？如果以 3

萬年輕人計算，要 1 萬 5 千戶才能解決問題，合宜住宅也需 2

年才會落成，因此市府先用有限的經費貼補租金，1 個月貼補

租金 4 千元，每年貼補數千戶，目標是逐年累積達到 1 萬 5

千戶。租屋與購屋我都不反對，但租屋較為快速、花費少，可

以迅速幫助年輕人解決居住的問題，長期則規劃興建社會住宅

提供低價供青年購買。 

    （二）臺中打造智慧城市不遺餘力，由於研考會的努力，臺中市去(102)

年獲得 ICF 的肯定，榮獲智慧城市第 1 名，但市府一定要更努

力，不能因得到好成績就此懈怠，必須開始思考下一步該怎麼

做，如何在網路、手機、電腦、3G 或 4G 等資通訊的應用上，

提供使用者更快速、便利的服務。本市是最早推動光纖電纜鋪設

的城市，現在已鋪設超過 2,600 公里，為全國第 1 名，臺中市的

智慧基礎設施完善，將成為年輕人最喜愛的城市，畢竟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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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是屬於年輕人的，我們也必須開始未雨綢繆，除了提供先

進的科技生活環境，也應好好替年輕人解決居住的問題，以吸

引年輕人扎根臺中。 

    （三）為落實居住正義，本府應更加主動積極作為，請都發局研議於

3 個月內，在市府與區公所網站公告臺中市未來租屋補助的辦

法，提供符合申請資格的民眾網路登記，針對沒有網路的民

眾，則設計表格供民眾於區公所登記，讓民眾有暢通管道表達

意願，以現在登記將來就優先租屋為號召力，鼓勵民眾登記，

統計租屋需求數量，同時進行市場調查。本案由都發局主政，

請社會局、勞工局等各相關單位群策群力，積極向中央爭取經

費、申請國有地無償撥用、進行土地評估，是土地賣出比較划

算，還是直接興建社會住宅；關於租金部分，則進行公開調查。 

三、  中秋節前爆發劣質豬油事件，糕餅業深受其害，臺中市有 5 百多家

糕餅業者，只有 1 至 2 家不小心用到劣質豬油，卻讓其他業者連帶

受到波及，甚至連不是使用豬油，而是使用奶油的糕餅業者都受到

影響，消費者心理就是會怕，糕餅業績平均滑落了三成。本市衛生

局已設立「業者食品登錄平台」，將食品資訊透明化，讓消費者可

以查詢業者上、下游食材資訊，選購食品時有所依循。劣質豬油事

件不僅驚動全國，也傷害民眾對食安的信心，本府除了保護消費者

外，也要幫助業者度過難關、恢復信用，本府要成為首創以具體行

動來支持業者的政府單位，會後經發局將邀請約 30 家臺中市糕餅

業者出席「大家來呷餅—食品登錄，食在安心」記者會，歡迎各位

首長一起共襄盛舉，吃太陽餅，讓民眾重拾信心，使臺中糕餅業再

度活絡起來。(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陸、散 會：上午 10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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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77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3年 9月 22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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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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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3 
都市 

發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興辦公共設施拆除合

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第四

條」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4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北區乾溝子段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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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社會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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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

辦法」草案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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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01 衛生局 

為法務部補助「強化藥癮者輔導處遇計

畫」之經費新臺幣337萬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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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衛生局 

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補助「104

年度食品衛生管理提升計畫」「加強監

控違規廣告及查處非法管道賣藥工作計

畫」「強化食品藥物化粧品安全實驗室

網絡計畫」之經費新臺幣880萬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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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衛生局 

為衛福部補助「臺中市弱勢族群就醫計

畫」之經費新臺幣346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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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事務

委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補助豐原區公所辦理「漆

藝豐原‧彩繪客庄-2014臺中市葫蘆墩三

山國王民俗文化節」之經費新臺幣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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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衛生局 

為原住民委員會補助「原住民族地區辦

理原住民就醫交通費」之經費新臺幣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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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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06 交通局 

為交通部補助「55路公車汰舊換新」7輛

電動甲類大客車之經費新臺幣2,33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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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07 新聞局 

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補助「新聞行政-

有線廣播電視發展基金」之經費新臺幣

1,818萬3,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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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 

為交通部「103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

畫」協助本府辦理「公共運輸(含公車捷

運系統)行銷計畫」，所需經費新臺幣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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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