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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07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5月 18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15分 

貳、地點：豐原陽明大樓 3樓簡報室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蔡瑋婷 

伍、指（裁）示事項： 

一、 大家早安，每次到豐原就能感受到充滿人文關懷的鄉土氣息，因此到豐

原陽明大樓開會時，我們多擇定與土地、人民相關的主題進行專案報告，

今天的專案報告農業局所提「青年加農‧賢拜傳承」計畫，我們邀請到 2

位農業達人分享從農的經驗，一位是傑出的青年農民，曾榮獲第一屆農

委會「百大青年農民」的馬聿安先生，另一位則是臺灣安全高品質農業

推廣協會的郭榮華先生，待會也將請二位對於農業局的專案報告進行經

驗分享。約莫 2 年前我參加雲林農業博覽會時，當時對於活動看板上的

一段文章，雲林縣蘇治芬縣長很有感觸，內容描述我們的教育，都在告

訴年輕學生要好好念書，才能找到好工作，不然只好去當農夫，很辛

苦…。這樣扭曲的觀念，導致多數的年輕人，不願將農業當成其未來就

業的可能選擇，其實這些觀念源於長輩們過去辛勤的生活體驗，以致大

家只想往都會區發展，認為都會區代表未來的機會，是實現夢想的地方，

卻忽略了都會區也存在不同面向的問題，如空氣品質不佳、環境汙染等

種種問題。隨著現代對於農業價值觀的逐步轉變，市府團隊為鼓勵青年

朋友投入農業，致力於推動「新五農政策」(結合農民、農業、農村、農

產品及農產加工品)，並預計編列 10 億元的農業發展基金，獎勵年輕人

投入農業，以帶動農業的創新加值。(辦理機關：農業局) 

二、 昨天本府經濟發展局所主辦的「2015台中糕餅節暨太陽餅文化節」，在豐

原正式率先登場，現場推出萬斤大餅，更有千人糕餅 DIY 等等活動，充

分呈現豐原是「糕餅原鄉」。糕餅是本市很重要的元素，市府推動「茶與

餅」結合豐原、東勢傳統木業、漆藝，展現在茶具器皿上，導入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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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內涵。例如目前籌辦 2018國際花博的計畫中，我們規劃在豐原打造

國際級的糕餅博物館，藉由花博結合產業，打造兼具食、衣、住、行、

育、樂的豐原副都心，更創造就業機會，以留住人才。此外，為延續 2018

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的效益，我們也將爭取辦理 2020世界蘭花展，希望

透過花博、蘭花展接連在本市舉行，壯大本市的花卉產業、綠美化市容、

發展觀光，帶動北臺中的發展。(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農業局) 

三、 臺中是個適合文創的好地方，如范特喜、宮原眼科等成功案例，展現了

本市存舊立新的價值，若能結合文創與土地，就是農創、一個全新的領

域，然而農業的重要性與戰略性卻長期被忽略，考量未來農業的整體發

展，我們需要長期規劃，例如將食安教育結合農村親子活動 DIY、認養農

地、與農民互動等，提昇農業價值。我們推動「新五農政策」亦相當重

視在地食材、自產自銷，這些業務與農業局、衛生局、教育局都相關，

透過農會-農民契作契收，達成產銷一條龍的目標，諸如營養午餐、老人

共餐、食物銀行、甚至糕餅食材源自地產地銷等。現在大家重視食安，

臺中已開始推廣高品質農產、推動非基改食品…等，以自然、有機方式

種植、減少農藥的使用，吃到的是天然原味，加上青年農民帶來創意、

活力、行銷手法，有些作物甚至尚未收成就已被訂光，百萬年薪不是夢，

這樣的良性循環才能帶來農業的正向改變。有關農業局「青年加農‧賢

拜傳承」的報告，以下是我的幾點裁示： 

(一) 善用本市的農業優勢，提升其競爭力。本市是農業重鎮，耕地面積超

過 5 萬公頃，農業人口約 29 萬人，農產品種類繁多，包含高山至平

地，溫帶到熱帶，品質優越，多項產品更是全國第一。請農業局、經

發局和教育局，從學校教育，連接到農業政策，以及本市整體的產業

政策，做跨局處的規劃與協調，才能讓本市的農業發展，向上提昇。

(辦理機關：農業局、經濟發展局、教育局) 

(二) 給年輕人參與農業的整套規劃與輔導。引領年輕人進入農業，接棒農

業，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農業局規劃的「青年加農‧賢拜傳承」計畫

是一個好的開始。但這些年輕農民未來學成後，仍需要持續協助，如

用地取得、資材補助、產品行銷等，請農業局儘早納入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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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農業局) 

(三)「農業張老師」的設置，旨在運用單一窗口來協助遇到農業問題的農

民，是本府新的創舉，值得嘉許。未來請農業局也思考行動版「農業

張老師」的可行性，讓「農業張老師」下鄉到各區農會或重要農民聚

會所，主動服務。(辦理機關：農業局) 

(四)「青年加農‧賢拜傳承」之政策規劃，對臺中市的農業發展甚為重要。

請新聞局協助宣導，期待更多年輕朋友加入創新農業運動，落實新五

農政策。(辦理機關：新聞局) 

四、 本次邀請農業賢拜分享從事農業的經驗，「賢拜」是努力生活、生產的達

人，正如日本人、德國人對於自己的工作有敬業的態度、品質上的要求

一樣。本市也有相當多具豐富生活經驗、智慧的「賢拜」，請社會局評估

規劃成立本市「生活達人館」，傳承老一輩的生活智慧，或者運用長青快

樂學堂等場合，邀請長輩到場、或者製成影帶傳承「賢拜」們的生活經

驗與智慧。(辦理機關：社會局) 

五、 現行每月至豐原陽明大樓召開市政會議，讓我們更加了解豐原副都心的

整體發展走向，為讓市府團隊更了解海線地區民眾的需求，請研考會與

秘書處共同規劃至海線召開市政會議。(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秘書處) 

六、 有關簽陳墊付案之用字遣詞，請研考會配合財政局林局長意見擬定範

本，供各機關簽報依循，以明確看出中央經費補助款及本府編列配合款

之情形。另本次議會各機關如尚需提送墊付案務必於 6月 15日前提送市

政會議；以利臺中市議會 6 月 24 日大會審議。(辦理機關：財政局、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本府各機關) 

七、 隨著信用卡的普及，卡債族也愈來愈多，無法處理積欠卡債而想不開的

事件時有所聞。其實立法院通過債務清理條例多年，但仍有卡債族不知

如何申請或不願申請債務協商，日前法律扶助基金會來訪，希望本市府

協助透過大眾媒體、志工、里長等管道，向民眾宣傳該基金會所提供的

各項免費債務處理服務，以利弱勢民眾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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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法制局所提協助法律扶助等本府須配合事項，請相關業務局處積極

辦理，由新聞局發布新聞稿宣傳本府協助卡債協商事宜，並請研考會列

管各機關執行情形，讓法律扶助幫助更多人，避免市井小民的小小失誤，

成為終生枷鎖，甚至連累子女。(辦理機關：新聞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本府各機關) 

八、 上週五臺電黃董事長及經濟能源局林局長分別來訪，就節電與綠電進行

意見交流、希望能進一步規劃並落實，我也向臺電提出三項要求「第一、

要求臺電針對現行燃煤使用進行檢討，改用品質較好的生煤，提高發電

效率。第二、要求臺電減低燃煤的使用量，減少污染的排放。第三、臺

電針對舊機組進行設備更新，燃煤逐步改為燃氣。」日前我們參訪南韓

時，首爾市朴元淳市長分享了由公民共同參與、達成「省下一座核電廠」

的目標，所以我也希望本市推動節能減碳、減少環境汙染時納入市民參

與的概念，擴大執行成效。此外，本府對於節電綠電也要研提積極作為，

請經發局、環保局及相關局處針對落實節電、綠電訂出具體目標，並於

市政會議上進行專案報告。(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環境保護局) 

九、 有關人民陳情案件辦理，請研議加強 1999話務人員專業訓練、並提高薪

資，以做好第一線為民服務；如民眾陳情等事涉跨局處業務，請即時協

調、確認主政機關，勿以公文會辦延宕處理時效。請李副秘書長協助督

導各機關主任秘書成立 Line群組，並由主秘(專人專責)擔任市民 1999、

市長信箱及市長臉書留言等外部輿情即時回應之各局處單一窗口，並以

各局處輿情回應成效作為獎懲依據，若各位主秘擔任窗口有窒礙難行之

處，請主秘簽報本人知悉。此外，再一個月市府團隊執政將滿半年，請

研考會就「行政革新、簡化流程、行動 100」執行半年之成效進行檢視並

提出報告。(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本府各機關) 

陸、散 會（中午 12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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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07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 5月 18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大甲區岷山段

401-7、401-15、401-16、463-9及463-10

地號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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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社區低碳認證辦法」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發

布施行。 

墊01 經濟發展局 

為經濟部同意全額補助本市石岡區公

所辦理104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

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經費共計新臺

幣1,54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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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事務 

委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全額補助本會辦理104年

「好客臺中」雙月刊之經費新臺幣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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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助

本局辦理「104年度山坡地土地可利用

限度查定工作」經費新臺幣200萬元

整，本府已編列新臺幣35萬4,000元

整，合計新臺幣235萬4,000元整，僅新

臺幣200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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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本局

辦理104年「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

制」計畫之經費新臺幣38萬4,000元

整，本府已編列新臺幣14萬5,000元

整，合計新臺幣52萬9,000元整，僅新

臺幣38萬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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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本局

辦理104年「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推廣

與輔導」計畫之經費新臺幣7萬1,000元

整，本府已編列新臺幣1萬3,000元整，

合計新臺幣8萬4,000元整，僅新臺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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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本局

辦理104年「農機使用及免稅油管理」

計畫之經費新臺幣11萬5,000元整，本

府已編列新臺幣2萬1,000元整，合計新

臺幣13萬6,000元整，僅新臺幣1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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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本局

辦理104年「加強肥料管理計畫」經費

新臺幣13萬5,000元整，本府已編列新

臺幣2萬5,000元整，合計新臺幣16萬元

整，僅新臺幣13萬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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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局辦理104

年「未上市水產品產地監測計畫」經費

新臺幣8萬9,000元整，本府已編列新臺

幣5萬5,000元整，合計新臺幣14萬

4,000元整，僅新臺幣8萬9,000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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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局

辦理「2015臺中梧棲小卷季計畫」經費

新臺幣50萬元整，本府已編列新臺幣

115萬元整，合計新臺幣165萬元整，僅

新臺幣50萬元辦理先行墊付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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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本局辦理

104年「加強動物保護行政效能」等8項

計畫經費新臺幣562萬3,000元整，本府

已編列新臺幣976萬6,000元整，合計新

臺幣1,538萬9,000元整，僅新臺幣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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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農業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局辦理104

年「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

經費新臺幣508萬6,000元整，本府已編

列新臺幣142萬9,000元整，合計新臺幣

651萬5,000元整，僅新臺幣508萬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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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客家事務 

委員會 

有關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市大甲區

公所辦理「臺中市大甲區客家文化生活

環境資源調查計畫」經費新臺幣156萬

元，請惠予同意先行墊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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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局 

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益彩劵

回饋金全額補助本市辦理「104年度身

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服務佈建計畫」

(219萬元)，經費共計新臺幣21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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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

廠全額補助本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

辦理「臺中市新盛國民小學20週年校慶

暨社區聯合運動會」之經費新臺幣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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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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15 建設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局辦理104年

「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經費新

臺幣3,912萬6,000元整，本府已編列新

臺幣1,927萬1,000元整，合計新臺幣

5,839萬7,000元整，僅新臺幣3,9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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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