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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83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11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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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容 

伍、指（裁）示事項： 

一、今天的頒獎很熱鬧，我們除了歡迎政風處新任處長到任，也表揚多位表現

優秀的同學及同仁。新任政風處張處長的資歷非常豐富，原來在經濟部擔

任政風處處長，為了張處長的人事案，法務部政風司的司長還特別來看

我，也了解到臺中市對於政風處的要求，比別的地方政府高很多，例如在

所有的複查業務、大樓辦公場所安全及公務機密的保障，我們政風處的同

仁都非常認真。我也感謝張處長即使知道來到臺中市並不是很輕鬆的一件

事情，仍然慨然同意前來就任，也希望各機關首長及同仁能夠好好支持張

處長，表達我們的歡迎。另外，我也沒想到會有一位高中學生，願意自發

性的組成 BRT交通志工團，並且穿戴自製背心、識別證，引導乘客進出站，

還成功說服老師、同學，甚至連醫生也加入他們的志工團，如此自願為大

眾運輸付出，令人欽佩。臺中市是一個了不起的志工城市，所以這方面真

的值得我們好好考量，要如何引進這些志工，除了好好的感激他們，也要

對他們進行專業的訓練，我相信會有很多人樂意參加志工，BRT 的服務也

會因此而變得越來越好。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昨天有媒體報導臺中國家歌劇院編列之 104年預算中，「制服」項目預算

太高（總計 70 人、每人 2 套制服編列 1 萬 2,000 元），這是中央文化部

編的預算，我不了解為什麼一大早所有的媒體都要請臺中市政府來回答？

最後大概因為我人在外地，所以找到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的副局長。副局長

昨天一大早就被記者團團圍住詢問此事，他也不清楚事從何來，因此給了

「這是世界九大地標，也許制服應該做好一點」的答覆，但是這樣一答，

容易讓其他人質疑臺中市政府怎麼這麼浪費，於是又衍生後續困擾。所

以，在此本人要提供一些建議，首長在答覆問題時，一定要先弄清楚別人

問的問題正不正確，如果問題不正確，答案就不會正確，萬一答錯了，後

果嚴重，沒事變成有事。所以如果您真的不知道狀況、完全意外，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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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等我查清楚再跟各位報告」，我也同樣是這樣處理，在還沒有掌握

狀況之前，絕對不隨便答覆。不過這件事情，文化局後續處理的很好，我

要肯定文化局的危機處理相當專業，最重要的是事實勝於雄辯、勝於膨

脹、勝於誤導，所以到了晚上大概就沒有類似的新聞播出了。雖然仍有媒

體繼續報導臺中國家歌劇院浪費，他沒有罵我們，不過歌劇院前確實是冠

上「臺中」的字眼，可能還是有影射的意味。此外，我也在電視上看到臺

中國家歌劇院的發言人代表發言，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文化局並沒有設發

言人。經文化局葉局長表示，此人係文化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行政副總監

兼發言人，並非我們的同仁。所以請大家注意，有時候媒體上報導的事情，

可能完全是烏龍一件，面對類此事件，我們一定要審慎、負責、理性去面

對，當然這些事情會給同仁帶來不當的壓力或批判，甚至給市民帶來錯誤

的印象，我們都要妥善的處理。(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文化局) 

三、這是一封來自市府同仁的信：「在如火如荼進行的競選喧囂中，看到胡市

長在市政會議為公務員抱屈，心中起伏連連。公務員從錢多事少離家近的

刻板印象，早已進入到加班、熬夜、無假期的境地，卻在選舉的砲火中，

被拉扯、被質疑，不禁要發出不平之聲。臺中從日據時代小京都的街廓規

模，經過三、四十年的努力，近十年來快速躍升，街景煥然一新，文化根

基紮實，交通往來便捷，公園綠地增加，這些改變民眾都看見了。我們有

幸改變的背後，有許許多多人日日夜夜的拚搏；我們有幸在一個具有國際

宏觀視野、中央級標準的市長帶領下，成為迅速有效率的團隊。在壓力、

壓力、越壓越有力的準則下，幾乎無怨無悔的付出。每年當大家準備欣賞

臺灣燈會時，有誰知道觀光局人員大年初二就開始上班準備；當洲際棒球

場週邊還是一片亂葬荒地時，有人日以繼夜趕在球賽之前完成球場，使球

迷為一場一場中華隊的勝利歡呼振奮，這背後有一群看不見的人員在打

拼。公務人員，你的名字也早已不是公僕而已，是一個值得按讚的優秀團

隊。從前離開了舊市區，幾乎就遠離了繁榮，中清路、中港路開通，兩處

交通道串聯，臺中頓時大了起來，北屯、西屯、南屯跟著飛揚。縣市合併

後，臺中再增加山海屯區，74號道路串連起大臺中，連同週邊縣市都受惠；

BRT 迅速貫通城市的大動脈，連結公車網絡密布的血管，加上逐漸擴增的

iBike 微血管，人與血脈相通，交流更加繁密。因為擴張境界讓我們重新

定義臺中的意義；因為改變讓我們更擴大眼界和心胸。奔忙其間的，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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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作、讀書，或許並未設籍臺中，即使來自於苗栗、彰化、南投、甚至

雲林，都同在這裡滋養發展，臺中從來都是大度包容的溫和之地，所以成

其美好。城市有如有機體，有衰退、有新生，眼見新區繁盛，我們期待與

有榮焉；沒落近世的有新生的可能，我們設法改變。看到攝影前輩余如季

先生經典臺中攝影展的老照片─走過篳路藍縷的歲月，再看現在，不管是

不是土生土長的在地人，都因城市走向偉大而感動。因為有遠見的規劃，

有幕後無聲的英雄，背後的辛苦與外人訴說也不容外人任意論斷。值得

嗎？當任務完成，工作有一點成果，看見臺中的改變、看見臺中的成長，

我們都可以驕傲地說：『我來、我看、我參與了！』」(辦理機關：本府各

機關)  

四、第二封是來自警察同仁的信件：「市長，您辛苦了！基於公務人員行政中

立原則，全臺中市政府所屬公務人員無法公開表態，但是我相信每一個努

力參與市政建設的同仁，都會為自己配合各項政策執行過程的努力，而感

覺驕傲，因為我們看到龐大的成果，我們是共進的一員，聽到第一線的聲

音，我們一次又一次為自己的參與任務而感動。感謝市長在施政與政策改

革過程中，讓大臺中辛苦的警察得到被肯定的尊嚴（雖然很累）。我看到

市長改變議會談話的氣質，看到臺中市從即將淪為負面文化城，到真實文

化城市的展現而亮起來，我看到市長在改善臺中公園、火車站的決心。當

年我個人丟下穩定的內勤工作到某地進行沉重的任務，因為市長數度親自

到駐地鼓舞，才讓我得以繼續撐堅持下去。現在臺中公園已經恢復繁榮，

成為不折不扣的地標。歷任市長做不到的事，您帶領部屬的方式和政策執

行的決心，說服了每一個在線上執行的同仁。太難了！我們雖辛苦，但也

心服口服。十多年過去了，在參與政策的執行公策中，我們有太多太多讓

自己感動的事情，因為我們認真的、真心的在做。身為公務人員無法公開

表態 但是絕對肯定自己正在一條有目標、有國際觀、有無限未來的政策

船上。每一位認真在臺中服務的公務人員，以不愧職責的態度，會繼續走

下去。行動是最佳的代言，我以身為臺中市的公務人員為榮。」（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 

五、這一封信是我寫給所有同仁的一封信：「各位親愛的同仁們：大家辛苦了！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要不要給同仁寫封信？要寫，擔心有些矯情，很像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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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動作；不寫的話，又不捨平日認真工作的同仁因選舉而受到十分不公平

的責難。臺灣的選舉，常會扭曲事實，顛倒是非，讓好人變成壞人，好事

變成壞事。奉公守法、負責盡職的公務同仁，明明表現良好，卻一再被污

衊批判。對此，我難道毫無責任嗎？難道不應該向大家說聲謝謝，告訴大

家：『真的，因為有你，臺中變得愈來愈好！』道謝之外，當然我也要說

聲：『對不起！』。因為我個人參選，帶給各位同仁諸多不便，我深感不安。

但是我一定要向大家保證，我參選是為了我們共同的理想：讓臺中的未來

更好！政治是一時的，選舉很快就會過去了！不論結果如何，我相信我們

共同的付出與奉獻，會在臺中市的發展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各位是我

公務生涯中碰過最優秀的團隊！我很慶幸能與大家一起努力和打拼，也萬

分地珍惜這段有汗水、有歡笑的歷程。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相信有理想、

有信念的人，最終一定能克服難關、繼續前行！讓我們一起為臺中加油！」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六、本次共通過六個墊付案送議會審議，如同前次所提醒，請各提案機關首長

務必親自向議長說明以爭取支持；若是屬於 103年度急迫執行之墊付案，

也請務必特別向議長說明以爭取議長核批；若無迫切使用經費需求的 104

年墊付案，原則上議長會交由議會臨時會來審查。(辦理機關：本府各機

關) 

七、經發局辦理的「幸福好宅─勞工合宜住宅」選定在本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

園區興建，以就近安置精密園區內的勞工。幸福好宅配置 5大棟，坪數 36

至 52 坪，總計 200 戶，其中 180 戶以平均每坪 12 萬元出售，另提供 20

戶出租，每坪每月租金不超過 200元。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案子，現階段已

完成登記承購作業，正在辦理選位簽約事宜，希望後續一定要辦好，尤其

房屋的品質一定要顧好。我知道經發局很辛苦，每個案子從動念、規劃、

到實現，經過非常久的時間也非常辛苦，現在已經到最後三哩路了，我們

一定要把路走好，提供優質的好宅照顧本市的勞工朋友。(辦理機關：經

濟發展局) 

八、「2019 東亞青運」將是臺中市舉辦的第一個國際綜合性運動賽事，回顧

本市從 2011 年由行政院核定代表臺灣申辦東亞運動會，期間歷經東亞運

動會的轉型，市府持續爭辦，到最後終於開花結果，成功取得 2019 年東



 5 

亞青運的主辦權，意義非凡。此次我們希望透過三個概念來打造 2019 東

亞青運，首先，臺中市是低碳示範城市，所以我們要舉辦一個環保綠能的

運動會；其次，在活動經費方面，我們要以最少的經費得到最大的效益，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讓民間的力量參與；最後，這是一個「青年運動會」，

顧名思義，強調國際青年的文化交流，因此賽事將聘用中部地區的青年學

子擔任志工。另外，在申辦期間，市府也投入相當多心力興建各體育場館，

如中正國民運動中心、網球中心等，共 15 個大型運動場館在未來五年將

陸續完工。12月我們會成立籌備委員會，請各區一定要參與配合，當然若

各區覺得轄區內有適宜的場館可以提供為比賽場地，教育局也可以進行評

估。（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本市各區公所、教育局） 

九、快捷巴士 BRT 通車後，搭配「車道配置」及「公車整併」，使一般車輛整

體通行更為順暢，行車效率也有顯著提升，其中尤以慢車道汽、機車行駛

速率各提升 10.9%、24.5%最多，整體大眾運輸量也提升 30%，BRT 疏運效

果已獲得民眾肯定。不過最近關於 BRT在臺中港旅客服務中心及大甲幼獅

工業區之間的試運轉班次，我聽到有民眾反映行駛時間太短、對上下班沒

有幫助，請交通局多加宣導此路線僅是試運轉而非正式營運，目的是為年

底 BRT延伸至海線而作準備，故運行時段並未選擇尖峰時段。另有關衛生

局宣告，即日起 40 座 BRT 候車亭全面禁菸，違者處罰新臺幣 2,000 元罰

鍰一事，請衛生局多加宣導，並在各候車亭中加置警示牌告知民眾，以提

供高品質之運輸服務。（辦理機關：交通局、衛生局） 

十、凡努力必留下痕跡，謝謝建設局的努力，臺中市「燈亮、路平、水溝通」

現在逐漸在改善，從民眾對於臺中整體基礎建設的滿意度也可以看出來，

雖然分數不高，不過確實比以前好得多。另關於建設局吳局長提到，有民

眾撥打 1688 路平專線，未明確指出需要整修的路名及地點，僅概括表述

臺中市每一條路都不好，這個部分也請新聞局協助發布新聞向民眾說明，

請民眾來電反映時，務必指名路名及詳細地點，我們一定會盡速處理修

復。（辦理機關：建設局、新聞局） 

十一、 因應人口老化、家庭結構改變，社會局結合東方文化價值觀與住宅政

策，於 104年全國首創推出「三代同堂一家親─補助房租、貸款金」政策，

家戶所得 80萬元以下且三代同住者，每月補助房屋租金或購屋房貸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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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預計受益戶數可達 10,000戶。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鼓勵三代同堂，

後續預算的編列及計畫的推動也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住宅政策其實是一

個很複雜的政策，因為住宅的需求非常多元，並非只是「興建」就可以解

決住宅問題。臺中市考量市民不同需求，整合社會局、經發局及都發局等

機關，除三代同堂補助租金、貸款金，加上原先推動的幸福好宅、勞工合

宜住宅等，以及針對弱勢族群的租屋補助，相信本府提供多元之居住服務

及各式補貼，可以滿足市民多元需求，確實照顧臺中市民。另外，有關豐

原區長建議，市府於豐原興建之 4 棟「幸福好宅」，其中 1 棟可以規劃配

合社會局的政策，讓三代同堂者優先入住，這個構想也請都發局及社會局

研議其可行性。（辦理機關：財政局、都發局、社會局、主計處、研考會、

豐原區公所） 

伍、散 會：上午 10時 2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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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83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3年 11月 17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西屯區下石碑段

1241-2地號等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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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民政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臨時使用道路搭棚辦

理殯葬事宜管理辦法」草案1份，敬請 審 

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墊01 水利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臺中地區灌

溉區域灌排分離規劃與管理」之經費新

臺幣155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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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

局 

為內政部補助「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

鄉(鎮、市)整合建設計畫之委外規劃計 

畫經費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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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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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醫療補助及住院看護補

助(第4期)」，補助新臺幣7,919萬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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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事務

委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補助「臺中市客家文化生

活環境營造計畫輔導團」之經費新臺幣

179萬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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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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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05 消防局 

為內政部補助「104年度防範一氧化碳中

毒執行計畫」之經費新臺幣61萬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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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衛生局 

為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104年度「建立優

質之緊急醫療救護體系計畫」、「加強 

心理健康促進工作」、「加強原住民族

及離島醫療保健服務」及「落實長照十

年計畫」之經費新臺幣2,168萬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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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