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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79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10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4時 0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蔡副市長 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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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指（裁）示事項： 

一、本次市政會議係專為審查議案而臨時加開，今日審查的議案共有 5 件法

案、16件墊付案及 1件臨時墊付案，全部通過，惟依主計處蔣處長建議，

臨時墊付案之案由，本府配合款的部分，其用語與慣例不同，此案並非專

案辦理，請參照墊付案第 08 案的用語撰寫；此外，該案預算先行墊付項

目彙總表中編號 4的市款與補（協）助收入金額誤植，合計亦錯誤，請修

正彙總表後再送議會。（辦理機關：文化局） 

二、今(22)日上午本府召開臨時食安會議，針對松青超市及王品餐飲集

團違規情事訂定裁罰基準，以下提出 3點意見，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 

(辦理機關：勞工局、衛生局)  

（一）本府衛生局 10 月 14 日清查臺中市 14 家松青超市，查獲 4 間分

店出現逾期食材與更改產品標籤有效期限販售等違規情形，依

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使用逾期食材進行製造、加

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等行為，將裁罰新臺幣 6

萬元以上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鍰；針對一般雜貨店原則上採

一品項裁罰新臺幣 6 萬元，但考量超市影響層面更大，因此一

品項以新臺幣 10 萬元起價，裁罰金額總計新臺幣 310 萬元。 

（二）有關王品餐飲使用劣質豬油乙案，本府自強冠油品案爆發以

來，9 月 11 日至 10 月 9 日期間到王品進行 5 次稽查，王品餐

飲使用劣質豬油未能及時提供正確資訊，王品餐飲身為指標性

企業，影響層面更大，但在這次油品風暴中的危機處理態度不

積極也不友善，完全不符合社會期待，因此應予以重罰，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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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開罰最高的新臺幣 300 萬元罰

鍰，未來也將針對提供即食餐飲的超市加強稽查並加重罰則。  

（三）至於味全霧峰廠員工的生計，因為抵制行動而受到影響，本府

呼籲頂新集團與其拿新臺幣 30 億元來作食安基金，不如優先擔

負起企業責任，提出合理照顧員工的方案，更強烈要求該集團

應具體承諾照顧本市味全霧峰廠所有員工，請勞工局與衛生局

配合，持續關懷本案，以維護勞工權益。 

陸、散 會：下午 4時 2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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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7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3年 10月 22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勞工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縣勞工福利基金會」

104年度預算書，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02 
地方 

稅務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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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和平區改制山地原住民區

財產移轉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作業辦法

(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4 
觀光 

旅遊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空中纜車系統興建營

運管理辦法」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05 
都市 

發展局 

有關本局管理之豐原區一心路230號市

有不動產擬以先租後售方式出售九二一

震災受災戶黃子俊君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墊01 建設局 

為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辦理「貓羅

溪大橋新建暨周邊道路改善工程」先期

規劃案費用計新臺幣112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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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103年「低收

入戶家庭生活、就學生活補助(第3期)」

案，計新臺幣661萬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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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03 
經濟 

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發電廠補

助本市大肚區公所辦理「103年大肚區成

功里活動中心視聽設備」計畫案，計新

臺幣22萬元整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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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經濟 

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本市清水

區公所辦理「2014 清水地景藝術節暨支

持臺電公司節約能源宣導活動」之經費

新臺幣3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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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本市辦

理103年度「臺中市有機集團栽培區環境

改善工程計畫」之經費新臺幣2,14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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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都市 

發展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103年度內政部營

建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興辦社會

住宅先期規劃」之經費新臺幣4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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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經濟 

發展局 

為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補

助本市「外埔區土城里、廍子里申請自

來水接戶費用(322萬元整)」、「大安區

西安、松雅里自來水接戶費用(992萬

2,421元整)」及「大肚區王田等六里自

來水接戶費用(1,100萬元整)」等3件補

助案，經費新臺幣2,414萬2,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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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觀光 

旅遊局 

為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理「104年度

整備觀光遊憩設施建設計畫-臺中市潭

子區新田登山步道設備整建計畫等5件

工程」之經費新臺幣2,000萬元整及本府

配合款2,000萬元整，計4,000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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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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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09 交通局 

為交通部公路總局「103年度公路公共運

輸提昇計畫」第2波計畫補助本府辦理

「市區汽車客運業車輛汰舊換新」、「構

建候車亭或集中式公車站牌」、「新闢

路線-外埔區公所-文心森林公園」及「新

闢路線-高鐵臺中站-朝陽科技大學」

等，核計補助經費計2,701萬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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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研究發展

考核 

委員會 

為國家發展委員會補助「國土空間發展

特展中彰投3縣市聯合辦理地方館及主

題週活動策展計畫」之經費新臺幣22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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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

畫」協助本府辦理「臺中市市區汽車客

運業營運虧損補貼計畫-移撥路線」，所

需經費計6,743萬8,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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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臺中

市103年度荔枝加工果收購加工」之經費

新臺幣476萬3,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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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

事務 

委員會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追加補助「103年度原

住民幼兒學前教育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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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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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14 
觀光 

旅遊局 

為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府辦理「自行車

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臺中市濱海

南端自行車道興建工程」之經費新臺幣

4,067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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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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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費新臺幣7,901萬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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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103年

度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

之經費新臺幣1億4,638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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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墊

01 
文化局 

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府文化局所

屬臺中市文化資產處103年度第2次B類

有形文化資產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

畫」之經費新臺幣830萬2,400元整，辦

理先行墊付案，另本府配合款之經費新

臺幣1,918萬7,200元整，專案辦理墊

付，敬請  審議。 

修正後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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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