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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81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11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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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容 

伍、指（裁）示事項： 

   一、為了強調后里特殊的薩克斯風文化，我特別請民政局製作「國歌

影片-薩克斯風篇」供大家欣賞，這是發揮年輕人創意、以薩克斯

風吹奏爵士風格的國歌影片，與各位過去熟知的國歌迥然不同，

讓人耳目一新。影片播出後，若各位認為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可

盡快提供建議；若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及各級學校辦活動有需求，

也可以向民政局索取影片播放，藉此宣傳本市引以為傲的后里薩

克斯風文化，讓臺中薩克斯風文化遍地開花。(辦理機關：民政局、

各機關) 

二、在此宣讀一封市府同仁來信：「報告市長，不知道市長能不能找機會

感謝市府同仁。市府這些年做了這麼多軟硬體建設，大家都很辛苦耶！

還有，那麼多做工程的工人，不管多麼熱的天氣都在施工，我覺得我

們應該感謝這些默默付出的朋友。」這封信寫的滿好，關於市府同仁

的辛勞，身為市長應該要感謝。另外我還要感謝做市府工程的工人，

尤其今年 6、7月特別炎熱，報上也刊載政府許多公共工程因為天氣炙

熱缺工、無法順利達成預定進度而有所延宕，其中延宕最明顯的就是

交通局的 BRT。我們原本對外承諾 7月 1日上路，但是因為天氣炎熱

缺工而無法如期完成。但是我認為市府說話要算話，交通局也盡量與

工程單位溝通協調、強調相互合作以取代工程延宕罰款。好在 BRT總

算在 7月 27日通車，雖然某些工程未達完善，仍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但總算是兌現市府對民眾的承諾，通車至今已越來越好。所以我要謝

謝所有趕工工人的辛苦及付出的汗水，也謝謝參與 BRT建設的所有同

仁。現在許多地區都要求 BRT路線延伸，今日報紙上也還有民眾對於

BRT路線或增加站數的聲音，這都需要好好協調，各區區長若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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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積極與交通局聯繫。最後，歌劇院終於如期開放，現在每天都有許

多民眾排隊想入內參觀，我知道文化局很辛苦在處理，至今也未有爭

執情事發生，在此感謝文化局的辛勞。(辦理機關：交通局、各機關) 

三、  針對公共工程，本人提出幾點建議，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辦理機

關：經發局、建設局） 

（一）建國市場年底完工後，建議在過年後再請攤販入駐。過年前建國 

市場相當忙碌，因此不宜在年前進行搬遷。此外，有關經發局王  

局長所提，預計在本(103)年 11月中旬邀請攤販代表陪同本人勘 

查建國市場，亦請經發局安排相關事宜。 

（二）有關建設局長所提，高美濕地聯外道路及停車場、廁所設施，預 

計本(103)年 11月 14日完工，請勿延宕。 

四、  第二封是來自屏東民眾的信：「兩個禮拜以前，在臺中市豐原區某通訊

行發生消費糾紛，而對臺中的印象產生負面觀感。因慶祝父親節向通訊

行購買平板電腦，無奈因產品規格不符期待而須辦理退貨，然而店家負

責人當日手機聯絡不上，事後還派人來電向我曉以大義，並要我檢討消

費過程的錯誤、吸收所有的費用，讓我忿忿不平、情緒負面又無助。幾

次向消保官電話諮詢，最後也向行政院投訴，沒想到臺中的消保官已經

介入處理，店家主動來電談和解，周圍的親朋好友得知消息，無不對臺

中市政府的消保官豎起大拇指，讚揚火速般的高效率。實不相瞞，我在

臺北市工作多年，經過此事發現，臺中市政府團隊如此優秀傑出，對於

一個小小的案件也能如此竭盡心力、沒有怠慢拖延。見微知著，想必臺

中市政府人員有特別下一番功夫，行政效率令人驚嘆！」經查協助處理

本案者為法制局消保室的何辦事員、經發局商業科約僱同仁賴先生，請

相關主管肯定同仁並予以獎勵。(辦理機關：經發局、法制局) 

五、  第三封市民來信：「任職於水利局水管科陳小姐，服務非常熱心，

申請人聯絡地址僅留下營業地址，陳姓員工為了確認公文是否確實

送達，甚至利用假日下班時間親自前往該地址確認，實在是足感

心。」本府同仁能夠如此認真及用心，利用假日時間親至現場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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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有無送達，確實值得嘉許，也請機關首長予以肯定及獎勵。（辦

理機關：水利局） 

六、  第四封來自清水的市民來信：「搭乘清水往臺中的 169 號巨業客

運，公車開至梧棲童綜合醫院時，有一位乘坐輪椅行動不便的人士

欲搭公車，可是其家屬是女性，力氣較小，而該名熱心的巨業駕駛

員周先生見狀便將公車底盤降低，親自下車協助她們上公車；抵達

目的地後也協助她們下車。依照一些惡質的客運業者，這位公車駕

駛員大可裝作沒看到、不管他們就直接開走了，可是這位司機很熱

心。有的時候公車在網路上被罵的一無是處，可是我還是覺得有很

多優質的好司機，心裡覺得很溫馨，我要給巨業客運和該名駕駛員

大大的按一個讚。」請交通局給予該名熱心的駕駛員肯定及獎勵。

(辦理機關：交通局) 

七、  第五封市民來信：「本人今年向某建設公司購置一戶辦公室，後來

接到都發局來函，指稱他人向市府陳情，本人施設階梯及開門一

事，違反相關法令，限本人於期限內補辦手續或改善；但實際情況

所稱違法，都是該建設公司之私自行為，本人購買時已是該狀態，

有無違法本人並不知情，可說是無辜的受害人。經電詢貴府都發局

毛姓員工，她清楚告知本人可以依法申請救濟甚至可以代為協調與

建設公司的消費糾紛，令人讚許。今該違法情事，已由原建設公司

負責恢復原狀，該案已結案，希望藉由此封信謝謝該名毛姓承辦人

員及其他公務人員。」希望相關機關首長予以積極協助辦理的人員

肯定及獎勵。（辦理機關：都發局） 

八、  本人極重視公園的清潔及安全，猶記得 7、8 年以前，老臺中市的

公園是眾矢之的，無論是議會、民眾或是媒體，常常抨擊公園的清

潔狀況，但是近幾年市府投入公園維護，對廁所環境也特別要求，

所以最近我好像已經很久沒有聽到民眾對臺中市公園的不滿或罵

聲了。在這裡特別謝謝環保局同仁的努力，全臺中市列管的公廁共

7,447 座，其中特優級高達 6,780 座，僅有 2 座評比為待改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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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相當優異。在這裡也希望各機關及各區公所，尤其是各區長，請

特別留意辦公室或公用場所內廁所的清潔，因為這也是民眾看待本

府效率的一項指標。（辦理機關：各機關） 

九、  最近本人曾經公開表示本市應該考慮訂定一套「保證食用油安全」

的作法，必要時亦可制定自治條例，期望運用更嚴格的查察、更高

的窩裡反獎金及更周延的標準，以確保市民的食用油安全。請衛生

局為主辦單位，法制局協助，其他相關單位亦可參加，簽告本人討

論後續如何組成專案小組並訂定自治條例。而後續本府也需召開公

聽會、邀請學者專家參與，切勿違反中央法令。（辦理機關：衛生

局、法制局） 

十、  臺中國家歌劇院確定於 11 月 23 日啟用，感謝相關單位的努力，

本人提出幾點意見，請各機關配合辦理：（辦理機關：教育局、建

設局、文化局） 

      （一）歌劇院前的噴水池已開始運作，現場也已經有小朋友進去玩

水，但水柱的強度對於幼兒有無安全上的疑慮？請建設局再

進一步了解。 

      （二）噴水池並非戲水池，萬一小朋友衝撞滑倒而受傷，後果將不堪設想。

因此請文化局安排人員勸導民眾及小朋友勿在池內玩耍及跑動，謹

記態度要堅定但要有禮貌。 

   （三）這幾天歌劇院晚上的人潮越來越多，且不會比草悟道少，但是由於

歌劇院晚上時間未開放，因此我看到許多民眾只能在窗外望向窗

內，卻不能夠進去，尤其對於一些遠到的民眾可能會覺得遺憾。因

此請文化局研議，考慮是否可以開放晚上時段讓民眾入場參觀。 

   （四）有關蔡副市長所提，教育局是否規劃讓偏鄉中、小學的學童參 

 觀歌劇院的活動？若 11、12 月學校有校外教學，可事先與文

化局進行研議，安排適宜的導覽時間，盡量讓這些偏鄉的孩

子有機會能夠參觀這座非常好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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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臺中市政府積極推動農產品外銷及產銷履歷驗證，外銷金額及項

目皆有大幅成長，特定農產品的收益更呈現倍數增長；至於產銷履

歷，目前已有 655 戶農民加入，相較去年增加 106%，且驗證經費

係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負擔，農民不需自付任何費用，未來也將持續

擴大產銷履歷驗證。另外，昨天我在新社參加活動時，有農民反映

東勢茂谷柑出現落果情形，農業局已與東勢區公所聯繫，將進一步

了解狀況。落果原因如是天然災害（例如今年的高溫及乾旱）才能

夠獲得補助，請農業局積極提供農民相關協助，必要時邀請中央相

關單位一同會勘，以確實釐清掉果原因，努力幫助農民爭取權益。

（辦理機關：農業局） 

十二、「豐富專案」是臺中市政府於縣市合併後為豐原區爭取的重大建設，

區位相當優越，完成後可促進豐原及周邊區域的發展。針對豐富專案，

本人提出幾點意見，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辦理機關：建設局、都

發局、地政局） 

（一）在進行各項工程時，請工程主管機關務必製作宣傳看板或公告 

等，讓地方里長及民眾知道工程用途，例如近期的軍用甲保場遷

至新田營區工程、豐原豐南段的青年住宅等，附近皆未看到相關

公告說明，容易使民眾聽信謠言而誤會市府美意。 

（二）有關潭子區公所簡區長所提，陸軍豐原甲保廠遷至潭子新田營區 

之工程，地方曾建議召開說明會。由於該區為軍事用地，因此請

建設局再與國防部溝通，取得國防部同意後辦理說明會。 

（三）有關豐富專案施工地之樹木，過去我們盡量採取原地保留的方案， 

我提供一個新想法供都發局參考：未來在規劃設計時，是否可以 

   將現有的樹木納入基地的整體規劃設計，盡量減少移動樹木。 

十三、社皮里是豐原第二大里，里民長期反映希望市府能建置里民活動

中心，至於里民活動設置之地點，是否設在國民運動中心內，抑或

是另尋其他地段獨立設置？請民政局、教育局與豐原區公所研議。

（辦理機關：民政局、教育局、豐原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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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 會：上午 10時 3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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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81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3年 11月 3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01 建設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市區道路人本環

境建設計畫」之經費新臺幣1,000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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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02 水利局 

為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十三寮排水科雅

路上游護岸應急工程」之經費新臺幣

1,12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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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衛生局 

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辦理「104

年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工作第1階段」之 

經費新臺幣3,876萬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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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經濟發展

局 

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本市后里

區公所辦理「103年度輸變電協助金（運 

轉中）」之經費新臺幣43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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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

會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4年度補助設

置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之 

經費新臺幣245萬4,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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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 

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104年度

癌症篩檢管理中心工作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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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益彩劵回

饋金補助本市辦理「建構聽障兒童無障

礙溝通能力口語教育資源中心計畫」(44

萬5,000元)、「建構身心障礙者多元支

持與生涯轉銜服務計畫」(425萬9,000

元)、「臺中市視障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319萬7,000元)、「臺中市身心障礙者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計畫」(299萬6,000

元)、「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營運

服務計畫」(56萬5,000元)、「建構心智

障礙者雙老高風險家庭服務模式試辦計

畫(104年計畫名稱變更為心智障礙者雙

老家庭支持網絡服務計畫)」(99萬元)，

經費共計新臺幣1,245萬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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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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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08 社會局 

為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及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市104年度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經費，計新臺幣4,05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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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強化

臺中市政府整備長期照顧服務資源工作

計畫」之經費新臺幣190萬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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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