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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09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6月 15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15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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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久不見，因應將近半個月的總質詢及業務質詢，市政會議停開兩

次，在議會總質詢及業務質詢期間，議員對市府提出許多寶貴建議，其

中許多意見確實點出市府不足之處，我們應謙虛檢討並加強改善。由於

答詢時間有限，各局處如有議員質詢之業務，未能於議會完整說明者，

請各局處首長須進一步與議員詳加溝通及說明。另有關本人向市議員的

承諾，請研考會列入管考，並盤點議員的質詢內容，督促各局處落實執

行，如托育一條龍、假牙補助、花博、國民運動中心等重大政策；有困

難或有誤解的部分，也請各局處妥適回覆。如日前本府與臺灣港務公司

簽署的是推動市港合作的「合作意向書」，並非簽訂投資協議，現在只是

先行洽談、前期規劃，並將投資物流公司的預算送請議會審議，一切仍

須經議會通過預算後再行辦理。此外，本府與臺中市議會是共同為市民

福祉打拼的夥伴關係，請各局處首長積極爭取議員的支持，若本年度追

加預算順利通過，各項政策都可以在 7 月 1 日開始加速進行。其實，完

成市議員的要求，也能同時展現市府政績，創造府會雙贏、市民受益的

成果。(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本府各機關) 

二、 剛才所頒獎表揚的陳春霞、林秀水兩位女士，是本府的清潔隊員，堪稱

同仁典範。他們雖然只是基層同仁，卻是臺中最美的風景之一。月初他

們在執勤時，遇到一位騎腳踏車的老先生，老先生行經環中路與永春東

路口時，不小心跌坐在地，兩位清潔隊員立刻放下手邊工作，先以機車

擋住後方來車，並扶起老人家，打 119 叫救護車。他們積極熱心、見義

勇為的過程，被目擊的網友拍下來，登上新聞媒體，獲得民眾一致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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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們向他們致敬！(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三、 上週我特別參加建設局的路平教育訓練，也親自到現地了解瀝青鋪設的

標準作業程序(SOP)，當天楊正中議員及張廖萬堅議員也到場關心，相當

肯定我們推動路平的成效。考量本市幅員廣闊，要推動路平，除了施工

方式務必確保路面品質外，更要擬定階段性計畫，按部就班推行。首先

是有危險性的路段必須優先處理，其次應考量區域平衡，並聽取當地居

民意見，規劃期程則要公開透明讓市民檢視，才能「重質也重量」，希望

鋪好的道路，使用期限至少能維持 6 年。本人於上任後積極推動路平，

重新調配預算經費，於 6 月底前已投入近 3 億元辦理本市路平作業。我

們已訂定 4年內改善 500公里道路的目標，本月底可完成超過 60條路段，

總長度超過 45公里，而到年底，則將達 115公里長度。未來我也會常到

現場實地視察，站在用路人的角度檢視路平的進度及成果。(辦理機關：

建設局)  

四、 有關眾所關心的臺中捷運工安事故，上週臺中地檢署已偵結起訴，起訴

對象不包括本府的任何同仁，這部分釐清了先前北捷對外宣稱「可以在

白天吊裝鋼梁箱」的錯誤說法，我們雖然期待臺中捷運的完工通車，但

市府秉持工程安全不容妥協的態度，停工是為了讓復工更安全，希望未

來施工朝「全員監工」的方向努力。為協助北捷逐步完成中捷復工的各

項要求，本府也主動於 6 月 5 日召開協商會議，邀請勞動部及多位專家

學者與會，與臺北捷運局討論中捷復工標準，並要求北捷提出「監造安

全衛生監督查核作業要點」，由於北捷上週已將中捷施工、監工等 SOP及

交通維持計畫資料提送本府，目前由交通局審查中，預計本週內將完成

審查，確定是否符合復工標準，並向社會大眾說明，希望建造一條安全

的捷運，讓臺中市民得以安心。(辦理機關：交通局) 

五、 對於原洲際棒球場 ROT 時程延宕案，感謝黃秘書長召集教育局體育處、

法制局、新聞局、建設局等跨局處努力，給予工程改善的時間，並提出

具體的改善項目，加上中信人壽入主午陽資產管理公司，提高履約能力，

讓洲際棒球場「起死回生」，除了年底世界棒球 12 強賽能如期於臺中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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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外，中信兄弟隊也將以洲際為主場，明年一半以上的球賽將在此舉行。

此外，專屬臺中的棒球隊(原威達成棒隊)也將由中信人壽每年至少贊助

二千萬元以上，新的城市棒球隊名稱也請大家集思廣益，提供教育局參

考。洲際棒球場由中信兄弟隊承接營運管理，讓臺中棒球運動的發展盼

能獲得更大的力量，未來的洲際不只是棒球場，更將發展成臺中最重要

的「棒球運動休閒園區」。(辦理機關：教育局)  

六、 本週六（6/20）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節，在此先祝大家端午佳節愉快，

有別於其他地區端午節的傳統，臺中市南屯區所舉辦的「犁頭店穿木屐

躦鯪鯉」活動，是全臺獨有的地方習俗。據說，在墾荒時期有隻金色「鯪

鯉」(穿山甲)睡在地下，穿山甲全身有瓦狀鱗片，自古被視為靈獸，能

為地方帶來吉祥。另外，穿山甲在土中活動可翻鬆土壤以利農耕，進而

帶動當地一年的發展。南屯區先民認為端午酷熱的時節容易使穿山甲昏

睡，所以居民會在端午節穿上木屐，用力踩踏地面，透過巨大的聲響來

吵醒穿山甲；代表勤於農耕，地方自然會豐收繁榮，進而演變成「穿木

屐躦鯪鯉」的社區文化活動。百年來南屯區民眾努力延續這項傳統文化，

具有傳統性、地方性及文化性，於 2008年被列為本市「民俗及有關文物」

無形文化資產之一，文化局今年特別規劃 104年 6月 20日(端午節當天)

「5千 5百人犁頭店穿木屐躦鯪鯉」將挑戰金氏世界紀錄認證活動，以宣

揚臺中市百年歷史的無形文化資產，這項活動非常有意義，而且與我一

再強調的「在地文化、自然發光」理念不謀而合，臺中身為文化城，就

是要找到本市的特色發展定位，本活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感謝萬和宮

董事長、也是當地耆老蕭清杰先生今天到場，與大家分享本活動的歷史

由來。以下針對文化局「2015 臺中市五五慶端午－犁頭店穿木屐躦鯪鯉

系列活動」專案報告作幾點裁示：  

(一) 本系列活動以 5,500人穿木屐挑戰之金氏世界紀錄為活動高潮，並有

廟口蚊子電影院、社區文創嘉年華、請神儀式、趣味競賽及群星慶端

午晚會等豐富活動。為使活動順利舉辦，請文化局確實掌握各機關的

橫向整合聯繫。除相關局處應掌控所屬挑戰紀錄的報名人員之外，其

他交通維護、垃圾清運等活動舉辦的工作，也請各機關依文化局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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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配合辦理。尤其是新聞局的空拍攝影，可以把盛大的氣勢記錄起

來，相信一定可以發揮很大的媒體行銷效益。(辦理機關：文化局、

南屯區公所) 

(二)  未來，我們將以「穿木屐躦鯪鯉 吃肉粽配麻芛」活動為主題，每年

舉辦系列活動，以期能將「穿木屐躦鯪鯉 吃肉粽配麻芛」的特殊文

化風俗行銷全臺，乃至於行銷國際。(辦理機關：文化局、南屯區公

所) 

(三)  透過今天的專案報告，我們可以瞭解南屯老街是原臺中市區發展相當

早的區域，是一條很有特色的老街。請都發局及經發局設法活化南屯

老街，並且與本區特有的文化活動結合。除了讓更多人認識南屯老街

的美好，也促進當地繁華榮景。(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經濟發展

局) 

(四) 這些臺中獨有的文化活動，我也希望透過基礎教育向下扎根。相信這

些前人所留下來的文化資產，對於孩子而言，都是既新鮮又有趣的。

經由口耳傳誦，子子孫孫都會引以為傲。請教育局設法將這些文化活

動的精緻內涵納入學校教材，介紹給我們的孩子，加深對於城市歷史

文化的認識與瞭解。(辦理機關：教育局) 

(五)  文化局推動的「臺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在《天下雜誌》2015 年

金牌服務業調查「節慶活動」類中榮獲冠軍，萬和宮歷史悠久，也是

廣大地方民眾的信仰中心。後（106）年將是全臺媽祖會香的一百週

年，因此，市府也有著「百年會香」的構想，會香是宗教文化界的盛

事，可以藉由討論媽祖擺放的位置與順序炒熱議題，讓全臺灣都知道

臺中要辦這個活動，帶動臺中宗教文化觀光。(辦理機關：文化局) 

(六)  最後，臺中真的是一塊文化寶地，尤其在「安和阿嬤」出土，宣布臺

中是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城市之後，更加深我們的城市光榮感。為了能

夠發掘更多城市獨有的文化活動，請文化局全面盤點本市在地專屬的

文化活動，並請觀光旅遊局協助納入觀光旅遊行程的規劃，加以行銷

發揚。臺中每年春天是媽祖文化節、夏天穿木屐躦鯪鯉、秋天將有花

都藝術節、冬天則有新社花海可賞，一年四季都精彩！各局處也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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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此方向整合資源，讓臺中一年四季都有賽事、會展與活動，打造臺

中市成為真正的 Event City。(辦理機關：文化局、觀光旅遊局) 

七、 近日韓國 MERS疫情擴散對臺灣造成相當大的威脅，國內也陸續出現疑似

病例。韓國造成流行，再次證明「防疫視同作戰」，全國上下不容絲毫馬

虎。華信航空已宣布取消到 7 月底前所有臺中飛首爾的航班，我在本月

初，也率領衛生局、消防局，參加衛福部在臺中醫院舉行的防疫應變演

練；並召開跨局處會議，全力做好防疫準備。以下針對「中東呼吸症候

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疑似案例及危機應變機制 」專案報告作幾點裁

示： 

(一) 在 6月 1日本市所召開的跨局處防疫應變會議，已明訂各局處之任務

分工。請各局處依決議內容，確實進行防疫處置並加強宣導。(辦理

機關：消防局、觀光旅遊局、環境保護局、社會局、民政局、教育局、

新聞局) 

(二) 請衛生局密切注意疫情發展，隨時召開跨局處會議，必要時成立疫情

應變中心。(辦理機關：衛生局) 

(三) MERS的傳播，不分國界與地域。因此中彰投的共同防疫，以及中央與

地方的密切合作，更顯重要。請衛生局和相關局處，拋開本位主義，

共同合作，做好防疫工作。(辦理機關：衛生局、本府各機關) 

八、 為進行 2018國際花卉博覽會之暖身活動，並打造臺中成為文創重鎮，今

年本市將擴大舉辦行之有年的「臺中爵士音樂節」，並納入今年首度舉辦

的「2015 臺中花都藝術節」共同登場，整合更多藝文資源，初步規劃從

10月 23日起至 11月 1日，為期 10天，除市民廣場及草悟道，還增加葫

蘆墩文化中心、屯區藝文中心及港區藝術中心等 3地演出，共計 43場國

內外樂團精彩表演，也有 60組美食及文創業者擺攤，為臺中帶來更豐富

的藝術饗宴。(辦理機關：文化局、農業局) 

九、 有關研考會所提出本年 4至 5月「市長信箱及 1999話務中心」受理人民

陳情案件質量分析報告，我認為快速回應人民在 1999、市長信箱或市長

FB 的留言，是一項很重要的事。各位同仁身在公部門，就要做好為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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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要像空氣濾淨器一樣，將抱怨的聲音轉為支持的力量，讓其成為良

性循環。人民的聲音多半是反映要達到「路平、燈亮、水溝通、維持環

境整潔」等目標，希望市府與市民的互動模式調整為良性互動模式，遇

到問題，大家一起面對，共同解決。在此感謝各局處主任秘書依據本人

日前裁示，成立 line群組即時回應輿情，也請研考會進行評核，並適時

獎勵表現良好之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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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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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0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 6月 15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文化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市文教基金會」、「財

團法人臺中市文化建設基金會」及「財團

法人臺中市港區文化藝術基金會」103年度

決算書各乙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02 環境保護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公共場所及營業場所資

源回收桶設置辦法」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

發布施行。 

03 教育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市發展體育教育基金

會」103年度決算書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04 經濟發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出租及委

託經營管理辦法」第7條草案1份，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

發布施行。 

05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

辦法」第二條附表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局

發布施行。 

06 都市發展局 
檢陳修正「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

例」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07 財政局 
檢陳「臺中市政府投資臺灣港務國際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計畫書」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104年度補助本會辦理

「104年度消費者保護業務工作計畫」經費

計2萬4,00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02 水利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04年度補

助本局辦理「104年度強化土石流防災整備

及應變研判計畫」及「104年度充實土石流

防災疏散避難處所設施及設備執行計畫」

經費89萬3,000元整，本府104年度已編列

配合款15萬7,000元整，合計105萬元整，

以上補助款89萬3,00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

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03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104年度補助本市石岡區公所辦理

「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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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計畫」經費計280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

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04 警察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本局

辦理104年度「后里區、大安區路口錄影監

視系統建置案」經費共計新臺幣198萬元

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05 水利局 

經濟部104年度補助本市辦理「流域綜合治

理計畫-縣(市)管河川、區域排水非工程措

施執行計畫」經費844萬元整，本府105年

度已編列配合款966萬元整，合計1,810萬

元整，以上補助款844萬元整，擬請同意辦

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06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104年度補助東

勢區公所及本局辦理「103年度大安溪內灣

白布帆河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

業計畫」，經費計752萬9,031元整，擬請

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07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104年度補助

本市石岡區公所及東勢區公所辦理「104年

度中區水資源作業基金石岡壩清淤公益支

出申請補助執行計畫」，經費計1,500萬元

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08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4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

之強化工作」等2項計畫經費155萬3,000元

整，本府104年度已編列配合款28萬5,000

元整，合計183萬8,000元整，以上補助款

155萬3,00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09 消防局 

內政部消防署補助104年本市績優災害防

救團體、婦女防火宣導隊充實救災裝備

案，共計新臺幣130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

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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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10 交通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104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

中市公車路網通盤檢討委外規劃研究」、

「市區汽車客運業載客量成長績效獎勵計

畫」經費計2億6,324萬4,200元整，擬請同

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1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4年度補助本

局辦理「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經費

計95萬元整，本府104年度已編列配合款18

萬5,000元整，合計113萬5,000元整，以上

補助款95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1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4年度補助「農

作物污染監測管制及損害查處計畫」之經

費26萬7,000元整，本府104年度已編列配

合款4萬7,000元整，合計31萬4,000元整，

以上補助款26萬7,00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

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13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4年度補助「雜

糧特作產業結構調整暨建構產業新價值鏈

計畫」之經費137萬350元整，本府104年度

已編列配合款151萬元整，其它配合款7萬

350元整，合計295萬700元整，以上補助款

137萬35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1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4年度補助本

局辦理「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景觀

作物專區計畫」之經費計7萬元整，本府104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7萬元整，合計14萬元

整，以上補助款7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

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15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4年度補助本

局辦理「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地區性推廣與

宣導計畫」經費計25萬元整，本府104年度

已編列配合款4萬元整，合計29萬元整，以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10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上補助款25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墊16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本局辦理

104年度「植物種苗產業輔導計畫」之經費

5萬5,000元整，本府104年度已編列配合款

1萬元整，合計6萬5,000元整，以上補助款

5萬5,00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17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發電廠全額

補助本市清水區公所辦理「清水區104年健

行暨支持臺電公司節約能源宣導活動」經

費新臺幣9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18 衛生局 

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4年度補助本

局辦理「104年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工作計

畫第2階段」經費計639萬7,900元整，擬請

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墊19 地政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農地重劃區緊急農水路改善─縣政府執

行之部分」計畫，經費3,700萬元整，本府

104年度已編列配合款602萬4,000元整，合

計4,302萬4,000元整，以上補助款3,700萬

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中

市議會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