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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332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3月 19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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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姿伶 

伍、指（裁）示事項： 

一、上個星期臺中熱鬧非凡，國中甲級排球聯賽（JHVL）及高中甲級排

球聯賽（HVL）的總冠軍賽正式開打，雙十國中、潭秀國中、豐原

高商及東山高中等 4 校球隊表現精采，恭喜雙十女排勇奪 JHVL 冠

軍，創國中聯賽紀錄，成為史上第一支四連霸隊伍；豐原高商男排

則在 HVL奪冠，完成史無前例的五連霸；東山女排也勇奪冠軍，完

成二連霸；至於潭秀男排的表現也很棒，一路挺進到冠亞軍戰，雖

然最後沒能奪冠，亮眼表現已讓人印象深刻。今年臺中的戰績輝

煌，在此期勉市府同仁持續努力，尤其我們已經成立運動局，為

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做好萬全準備，並投入相當多預算與資源，

希冀讓臺中成為國際知名的運動城市。(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知名的綠光劇團「人間條件」系列舞台劇 17 日晚間首度移師臺中

圓滿劇場表演，8,000 個座位在開放 10 分鐘即宣告滿座，吸引場

內外超過 2萬 5,000人，盛況空前！其實國家歌劇院一直以來的票

房都不錯，這代表著臺中的文化展演活動質量越來越好，對臺中而

言是很不簡單的改變。而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 2018 臺中花博，本

市除了文化中心、藝文活動中心等場館安排許多藝文活動，我們更

與國美館及日本富士美術館等場館合作，未來也期待臺中能有更多

不同的藝文活動讓市民體驗，豐富城市的美學。(辦理機關：本府

各機關) 

三、上個週末假日市府召開花博共識營，現場也播放二支花博 CF 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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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欣賞，一是農夫以指揮家角色指揮花朵盛開的現場，代表著花博

要辦好的不是只有個別爭奇鬥艷而是整體的風貌，包括結合生態、

生產、生活的花現 GNP理念等，強調永續發展之價值。另一支是花

農表達臺中是花卉園地，臺中何其有幸可以代表臺灣將最美的花卉

呈現給全世界。臺中花博與過去展覽活動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過往

我們都較著重工程面，但現在已非如此，以策展為中心的展館規劃

很重要，因此市府重新找到核心-花博卡，我們借鑑臺北花博卡經

驗，將臺中的花博卡票證業務整合為一個標案，目前第一階段申請

花博卡的市民就超過 70 萬人，花博卡除了擁有花博免費入園一日

及合作廠商優惠等好處，由於市民觀賞花博絕非只有一次，如能與

其他介面做好整合，相信花博卡也能發揮帶動經濟成長的效益。(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上星期一（3 月 12 日）陳建仁副總統前來視察烏日啤酒廠鍋爐的

改善情形。本市領先全國推動燃氣鍋爐汰換補助，成效良好，也感

謝陳副總統給予我們肯定，只要是好的政策，市府團隊都勇於嘗

試。其實，臺中市積極改善空污已展現初步成果，105年秋、冬空

污季節，我們協調公、私場所降載近 9%，獲環保署頒獎肯定為六

都第一；去年 PM2.5改善率達 11.4%也是全國最佳，我們將持續努力

改善空污。另外，上星期三（3 月 14 日）我也參加行政院環保署

的記者會，由環保署與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及德國布萊梅大學

合作，運用科學化的方式，以無人空拍機從不同高度垂直偵測中部

地區的空污形成原因，我們相當期待這次環保署促成的國際合作，

我也相信一定可以更加釐清中部地區的污染源結構，幫助市府團隊

進一步對症下藥、提升空品並且喚起全民一起防制與改善空污。(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談到毛小孩，上週接連發生兩件與石虎有關的新聞。首先是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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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一件疑似人為飼養石虎遭路殺的案件，接著是在太平山區發現

被捕獸夾夾傷的石虎媽媽，令人不捨。市府除了正視保育觀念的落

實，我也盼臺中剛擬定的「石虎保育自治條例草案」儘速審議通過、

發布施行，我們希望藉此減緩石虎受威脅的因子，共同保護石虎棲

地。(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農業局) 

六、我們受到全國肯定的不是只有空污防制，本市消防局同仁及搜救犬

隊在上個月前往支援花蓮救災表現傑出。其中，搜救犬鐵雄受傷但

奮勇救難的精神深獲各界肯定，我在上星期一（3 月 12 日）也頒

發忠勇獎章嘉獎搜救犬隊的英勇表現，並特別頒發「城市大使」給

鐵雄。而且，為了提升國際消防救援的能量，我們在去年與德國聯

邦救難犬協會（BRH）簽訂合作備忘錄，奠定合作契機。上星期我

們再與世界上第一支通過「中型搜救隊」認證的德國國際救難協會

（ISAR）簽約。這兩個組織都在國際間享有盛名，參與過無數救災

任務，期望透過這些合作，能進一步強化國際搜救訓練及經驗交流

的合作架構。此外，光復新村是臺灣第一座的花園城市，經歷 921

地震後導致當地風華老去，但在我們積極推動下已成為防救災的重

要基地，我們在此成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中心」吸引德

國國際搜救隊（ISAR）和聯邦救難犬協會（BRH）進駐，這是兩個

組織首次海外的駐點，也是第一個進駐臺中 INGO 的國際組織，光

復新村如今成功吸引到德國兩大搜救組織進駐，對我們來說意義非

凡，不僅提升臺中災害防救的能量，陳副總統也親自到場見證 INGO

交流的重大里程碑。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七、臺中正值「囝仔轉大人」時期，必須將有限的經費運用在能帶動進一

步經濟效益的建設上，有些人質疑市府 3年來舉債過多，恐讓未來財

政惡化，其實他們都誤會了。首先，舉債不能只看預算編列的數字，

也要看實際執行的結果，臺中在縣市合併後直到 103年，累積了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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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的債務，我上任以後積極開源節流，目前我們在六都的人均負債

為第二低，實際借款金額也是六都第三低，總計臺中 3 年來共撙節

318億元，加上 103年也節省 153億元，累計已節省 471億元；除此

之外，也因應人口的增加，教育與社會福利更是市府需一肩扛起的責

任，包括托育、托老一條龍、青年希望工程等，每一分錢我們都花在

刀口上，同時積極縮短城鄉差距，這幾年市府並大膽取消部分保留項

目，減少非法定項目之支出，並配合中央長照 2.0政策編列地方配合

款，當用則用、當省則省。在我們各種作為與努力下，本市財政狀況

日趨穩健，債務部分，可舉債額度原本僅剩 321億元，由於 GDP成長

及市府財政能力提升，截至今年 1月止舉債空間擴增為 396億元，已

較 3 年前增加 75 億元，可舉債空間不減反增，尤其市府並非倚賴賣

地維持財政平衡，更顯難能可貴。此外，市府穩健的財政數字也代表

著我一直以來秉持的創造性財政概念是正確的，由政府主動建設帶動

財政良性循環，因為建設不僅只是花錢而已，它會帶動稅收，錢財的

目的不應只看帳面上的數字增加，而是應正確使用錢財並藉此帶來城

市發展，這就是養雞生蛋、藏富於民的道理，政府要能有效運用資源，

讓投資帶來效益，才能造福社會，為人民帶來福祉。(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八、今日財政局專案報告「生活首都 財政穩健」裁示如下： 

(一)今日專案報告內容完整呈現本市財政狀況，請財政局將此報告

提供議員們參考，藉以對本市財政狀況能有更進一步之瞭解。

(辦理機關：財政局) 

(二)由今日專案報告可看出市府財政穩健，不論是節省的支出、可

舉債的空間、有效運用市府資產等方面均有亮眼之成績，這是

大家努力才有的成果，也因此請財政局積極宣傳本市財政狀況

與市府作為，讓外界了解市府財政全貌。(辦理機關：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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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針對今日專案報告，黃景茂秘書長提示如下： 

(一)請各局處爭取中央補助時，務必確實了解補助作業要點之內

容，尤其中央相當重視「跨域」或整體性計畫，因此，請各局

處規劃時避免僅以單點為主，以利順利爭取中央資源。(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請各局處於提報中央計畫補助時，以整合性觀點規劃，並以全

市性角度提出計畫，說明計畫未來可能之效益，以提升中央補

助之機率。(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機會是留給事先準備之人，因中央採滾動式檢討模式，依計畫

執行度考慮是否給予補助，因此請各局處務必事先做好規劃、

擬定計畫，以增加本市爭取中央補助之機會。(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四)中央相當重視計畫之後續監測、維護管理等問題，因此請各局

處於申請中央補助時務必特別注意，須訂有完善之後續維護管

理計畫，俾能大大提高補助之可能。(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陸、散會(上午 11時 2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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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32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3月 19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教育局 
檢送「財團法人臺中市發展體育教育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書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2 建設局 
檢陳廢止「臺中市寬頻管道管理辦法」條文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墊 01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流域綜合治理計畫107 年度應

急工程補助本局辦理「后里區牛稠坑溝牛稠

橋上游護岸改善應急工程」、「霧峰區車籠埤

排水四德橋上游護岸改建應急工程」、「霧峰

區乾溪排水系統乾溪橋上游左岸堤防改善應

急工程」、「后里區舊社溝(舊社路137 號北

側)護岸改善應急工程」、「大雅區十三寮排水

雅秀一橋下游溝渠土堤改建應急工程」、「東

勢區沙連溪和意橋下游左側護岸改善應急工

程」、「東勢區石角溪龍神橋下游左岸護岸新

建應急工程」等7 案應急工程經費6,132 萬

1,000元整，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2,627 萬

9,000 元整，合計8,760 萬元整，以上補助

款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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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長期照

顧十年計畫2.0-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經

費新臺幣3 億4,021 萬4,547 元，辦理先行

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3 交通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107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

元推升計畫」補助本市辦理「大型活動疏運-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電動公車接駁計畫」之

經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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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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4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

據點「107 年度臺中市身心障礙綜合福利服

務中心整備修繕工程」經費計158萬6,000 元

整，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39 萬6,500 元整，

合計198 萬2,500 元整，以上補助款158 萬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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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經濟發展局 

為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縣市共推住商節電

行動」之第1 期計畫執行經費計新臺幣3 億

71 萬296 元整，因未及納入107 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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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補助本局辦理「強化老人福利機構服務

量能輔導計畫」乙案經費共計新臺幣(以下

同)163 萬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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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局 

文化部所屬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補助本局

辦理107 年度「臺中地區人權檔案口述訪談

暨出版計畫」經費90 萬元，本府尚須編列配

合款60 萬元，合計150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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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07-108 年度臺

中市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文

化部補助經費新臺幣1,395 萬6,000 元整，

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