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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336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4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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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至今已有 195年歷史的臺中市東區樂成宮「旱溪媽祖暨大屯十

八庄聯合遶境祈福」，今天上午於東區樂成宮前起駕，展開 22天遶

行臺中市 11 個行政區的遶境活動，這也是臺灣遶境時間最久的媽

祖，現場信眾綿延不絕場面熱鬧，我也代表市府祝福本次遶境活動

順利圓滿。(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市政進展分享如下： 

(一)雙十國中校舍重建完成，師生歡喜揭牌：雙十國中是個創新、

允文允武的學校，但多年來校舍老舊有安全疑慮，因此市府投

入許多預算，興建 4棟兼具教學及行政功能的建物，上週六（4

月 14 日）我特別到雙十國中為新校舍揭牌，期盼孩子在良好

學習環境中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快樂學習成長。(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二)迎接全中運，打造運動城市：2019 東亞青年運動會是臺灣舉

辦國際運動賽事的第一哩路，我認為於賽事期間可以邀請參賽

地區的中學生到臺中 Home Stay，可以當自己國家的啦啦隊也

能促進交流，讓此次的賽事成為具有青少年特色的運動會。除

了 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包括第 29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及世界

12強棒球錦標賽也將在 2019年於臺中進行比賽；此外，我們

也已成功申辦 2020 世界大學高爾夫錦標賽，透過這些大型的

國際運動賽事團結國人，也讓運動成為國家的出路，使臺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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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世界。(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出訪韓國，與昌原市簽署友好城市及臺中宣言：談到運動，上

星期三（4 月 11 日）我前往韓國昌原市，受邀擔任 NC 恐龍隊

出戰 KT 巫師隊的開球嘉賓，利用賽前空檔，也為旅韓臺灣投

手王維中慶生，現場有來虎、樂虎驚喜端出生日蛋糕，也有臺

中名產太陽餅及「花博全期間票」一同為辛苦旅韓的王維中加

油打氣。這次出訪韓國，我也代表臺中市與昌原市簽署友好城

市，成為全臺灣第一個與昌原市締結友好關係的城市；臺中市

與昌原市都具有技術相當純熟的工具機、精密機械產業，而總

部位於臺中的全球工具機大廠友嘉實業於 2015 年併購韓國昌

原市 DMC公司並設立研發中心，加上目前臺中正打造智慧機械

之都，因此此行我也特地前往關心友嘉 DMC韓國廠的發展，期

許透過臺韓策略聯盟將臺灣產業行銷到國際，也邀請昌原市企

業家到臺中參訪，深化經貿合作，未來也請經發局研議組成臺

灣的工商訪問團至昌原、釜山進行交流，因為以城市為主的經

濟，將是決定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此外，我們倡議綠色生

產、自然生態及人文生活理念的「臺中宣言」，昌原市也義不

容辭率先響應簽署，成為國際第一個加入臺中宣言的城市，別

具意義。(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本府各機關) 

(四)上星期五（4 月 13 日）我前往南投參加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

台的首長會議，為了集合 4縣市力量鼓勵民眾投入運動休閒，

四縣市首長身著自行車服共推「臺灣心健康證書」運動，未來

民眾只要參加 4 縣市指定之 8 項自行車或馬拉松賽事中的 4

場，就可兌換四縣市長共同署名的英雄狀-「臺灣心健康證

書」，歡迎民眾踴躍參與，提升四縣市運動風氣。此外，在這

次四縣市首長會議上，我們也談到了「首都減壓」的遷都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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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作為中臺灣區域聯合治理的共同訴求。其實過去的省議會

及省政府廳舍，包括光復新村、黎明新村等都是馬上可以使用

的地區，高鐵烏日區規劃的 3處地點也都是很好的選項。值得

一提的是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 104年成立至今已運作超過 3

年，這段期間透過縣市之間的溝通交流與合作，我們達成 224

項合作提案，內容涵蓋交通、觀光、食安及運動等範疇，已成

功帶動中臺灣的整體發展。另外，我們也積極尋求各種合作與

交流的機會，由於臺中與桃園同為新興的直轄市，在我們的倡

議之下，兩座城市有定期的跨域交流與城市合作，共同成長，

達到雙贏之目的。(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在城鄉發展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的基隆市長林右昌在上週五（4

月 13日）率領市府團隊前來參訪綠川、柳川，交流防洪治水、

水質淨化、親水環境營造等議題，同時也至豐原安康段第一期

社會住宅參訪，對於臺中市府三年內就有社會住宅的出現，他

認為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也肯定臺中社宅是全臺的典範。(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臺中高美濕地每到假日遊客如織，卻也衍生違規停車及人車爭道等

問題，為此市府規劃在例假日、國定假日 14時至 20時對人潮最多

的街道進行交通管制禁止汽機車進入，並使用聯外公車接駁疏運旅

客，同時對違規之私人停車場予以開罰；上星期開始實施後當地交

通順暢，特別感謝林陵三副市長的督導。另外，本市許多觀光熱點

於假日時遊客眾多，除了相關局處應加強管理並積極改善周邊環境

之外，也希望同仁能於假日時多至熱點區域進行巡查，以利提供更

好的品質給市民朋友。(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交通局) 

四、所謂教育，一切制度與方法本來就應環繞著受教的學生為核心，但

長期以來國內的教育環境在承襲舊有文化以及社會風氣影響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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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教育觀是「以老師為中心」，但我認為教育是一段學習過程，

應是以學生為中心才是，特別是學習的態度主宰一切，態度的養成

將會影響一個人的人生觀，因此因材施教、適性揚才的觀念相對重

要。本市國立高中職改隸在去年元旦正式上路到現在已實施超過一

年，一開始曾有部分批評與懷疑聲浪，但透過市府團隊的努力，不

僅沒有讓教育環境變差，反而是向上提升，因為由直轄市政府主導

教育及行政，對學校會照顧得比較周全，尤其許多國立學校是由過

去的省立學校改制而來，而臺中市的層級是直轄市，與過去的「省」

是同一層級，因此國立學校改隸市立並沒有降級，好的學校也不會

因為是國立或市立學校有什麼差別。此外，國立高中職改隸市立後

行政權與教育權統一，不但讓教育體制向上銜接至大學，將大學資

源拉進社區，同時也與社區中小學甚至終身學習的長青學苑、社區

大學結合，在師資及設備上彼此整合運用形成豐富的地方學。我們

以社區為核心將所有教育資源整合在一起形成大小聯盟，例如企業

將工廠設備提供學校實習使用，促成產學合作、學用合一，或是學

校閒置空間與社區的「托育、托老一條龍」結合等，未來將能創造

多贏，可見事權統一實際上帶給臺中學子的是更好的教育環境。(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今日教育局專案報告「國立高中職改隸周年報告」裁示如下： 

(一)教育的環境條件-硬體設備： 

1、 請教育局協助學校盤點教學設備需求，申請教育部國教署

高中學校設備更新計畫補助（尤其計畫書撰、修），讓核定

補助項目與金額符合本市需求。(辦理機關：教育局) 

2、 前項經費爭取，除了基礎教學設備，重點是本市學校發展

專業所需的設備，其中群科中心（本市就承辦 4 大群）負

有協助鄰近學校學生實習、技藝競賽、實施新技能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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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增能的工作任務，在精進群科中心或技術教學中心設

備經費爭取上應加以費心。另外，請經發局協助導入業界

資源，捐贈教學設備。(辦理機關：教育局、經濟發展局) 

3、 另外，原私校退撫基金不足撥補部分，教育部雖已函請行

政院同意自 108 年度起由教育部國教署負擔，但截至 106

年底止需撥補金額為 1 億 6,546 萬 9,799 元，這是改隸前

的潛藏負債，因督導權移轉而將應負擔之經費轉嫁似乎不

太恰當，請教育局持續向中央爭取撥補上開不足部分，以

維護私校教職員退撫權益。(辦理機關：教育局) 

(二)教師增能與專業發展： 

1、 目前國內教師專業發展的最常見的問題是缺乏後續支持以

及流於形式，因此請教育局與本市的學科中心、群科中心

以及 12年國教新課綱第一期前導學校合作，建立各學、群

科專業人才庫，提供各類型學校依需求進行課程諮詢、研

發或是邀請專家到校講習。(辦理機關：教育局) 

2、 有關 12年國教新課綱實施，日前（3月 8日）教育局已針

對技術型（暨綜合型）高中辦理過一場次的新課綱課程規

劃實務講習活動，請再研議其他場次，類型也請擴及普通

高中。(辦理機關：教育局) 

3、 教師是一種專業性工作，教師也是持續發展的個體，才能

因應環境需求讓我們的教育專業有國際水平。為澈底改革

傳統教師培訓方式，請教育局提升本市高中課程發展中心

組織功能，規劃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台，透過本市高中職

校（橫向）與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研發中心（縱向）合作，

對師資職前培育、在職教師增能進修兩大部分提出規劃。

(辦理機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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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串聯中央、地方至各類型學校之縱向及橫向協作網絡： 

1、 強化向上強化連結：本市高中學校課程發展中心（各工作

圈）已是臺中普通高中學科教育、技職高中群科教育的橫

向整合平台，請強化與教育部成立的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推動工作圈以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

鏈結與合作，導入資源鋪建我們的縱向支援網絡。(辦理機

關：教育局) 

2、 對內強化均、優質化：本市多所高級中等學校是教育部學、

群科中心的承辦學校，有中央工作計畫資源可利用，請教

育局透過這些學校推動跨域（跨科）、專題課程或競賽活動

協助本市其他普通型、技術型（或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發展，在教學輔導機制部分也可以合作方式辦理教師

專業研習，我希望在臺中沒有城鄉、校際教學落差之教育

問題。(辦理機關：教育局) 

(四)課程研發、協作與精進（對應新課綱） 

1、 改隸後本市各高級中等學校教學資源應發揮統整運用的效

果，針對不同類型學校領域特色及教學現場需求，建置學

科與群科教學社群並投入種子教師作為諮詢輔導機制，協

助各區域學校增能。(辦理機關：教育局) 

2、 課程共創發展部分，目前本市推動的高中跨校選修「優遊

臺中學」課程最具代表，目前已有 21所學校參與（共開設

28 門特色課程），而臺中市本身應持續擴大參與學校，未

來也可研議推出 2.0 升級版（優游中臺灣）或擬定適當機

制，讓跨校選課的範疇涵蓋彰、投等鄰近縣市學校。(辦理

機關：教育局) 

3、 導入國際經驗可對本身教育環境發展產生新的刺激，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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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月 26日）我們剛辦竣與康寧大學合作的「2018臺以

教育與創新國際論壇」，這是臺以教育論壇首次移師臺北以

外舉辦，我希望本市與以色列高中教育交流可穩定互動，

請教育局持續推動論壇在臺中（其他高中）辦理，未來也

可進一步與東亞其他友好城市建立互動關係。(辦理機關：

教育局) 

4、 學用合一的產學人才培育專班是本市青年希望工程的核心

政策，目前除了臺中高工與大甲高工外，也請推動其他群

科專業產學契合式專班。其他短程實習也請經發局重新進

行總盤點，調查願意提供入場實習或業師協同教學之民間

行號機構，將事業名單提供給教育局進行進一步媒合。(辦

理機關：教育局、經濟發展局) 

(五)發展高中職實驗教育（目前國內公私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

教育階段均為高中以下）： 

1、 國內實驗教育三法直至 2014年才上路，多項工作與計畫仍

在開展階段，尤其是高中教育階段整體發展並不成熟，請

教育局先以計畫性輔導體質較佳之團體、機構投入辦學，

或組織專家透或輔導、陪伴混齡實驗教育在學校試點方式

鼓勵發展，俟環境成熟後再逐步推動高中職實驗教育學校

之生成。(辦理機關：教育局) 

2、 對升學、就業考量為主的高中學生、家長來說，同時設籍

學校仍是最符合需求的途徑，請教育局協助媒合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機構（團體）與體制內學校，共同擬訂合作計

畫。(辦理機關：教育局) 

3、 根據「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學校是可以透過

區域合作提出實驗計畫的，請教育局規劃鼓勵中部地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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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透過合作辦學。另外，臺北已有由政府成立基金會辦理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的實務案例，此模式可參

考運用在本市發展成熟之產業人才培育上，例如影視音在

本市已是亮點，也有軟硬體支撐，因此請新聞局及影視基

金會研議，結合民間影視音數位媒體合作夥伴作為前導，

規劃招收國中（含應屆）畢業生為主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辦理機關：教育局、新聞局) 

4、 推動實驗教育的關鍵議題在於師資，除了訓練成本高、還

有國內資源供給不足，讓轉任者遇到增能問題、職涯發展

問題。今年教育部指導實驗教育推動中心開辦首屆「2018

年臺灣實驗教育工作者培育計畫」開始運作國內實驗教育

師資準備基礎工作，但是計畫是否延續目前尚未定論，臺

中身為實驗教育示範城市，請教育局主動洽實驗教育推動

中心（政治大學）討論地方性的師資培育合作方案，為本

市有意投入的教師、學生或其他領域工作者提供一條實驗

教育專業工作的學習途徑。(辦理機關：教育局) 

(六)就現實層面來說，國內實驗教育人才招募最大困難點還是教師

對職涯的風險考量，就正式教師轉任實驗教育單位一例，若轉

任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單位就會產生年資計算問題，因此請教

育局彙整教師實務意見，以本市推動經驗向教育部提區配套措

施改革需求，為實驗教育大眾化盡一份力。(辦理機關：教育

局) 

陸、散會(上午 10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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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36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4月 16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教育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

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十二條

附表」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2 財政局 

本府擬處分本市大肚區文昌段1126-2 地號

等23 筆面積合計2,098 ㎡(634.65 坪)市有

非公用土地，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3 文化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文化資產認養維護辦法｣草

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墊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臺中市政府107 

年度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補助計畫」之經

費計138 萬元整，尚未及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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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水利局 

內政部107 年度補助本府辦理「污水下水道

建設計畫-福田系統建設經費」中央預算調

整，增加中央補助款2 億5,121 萬8,000 元

整；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水

與發展）再生水工程推動計畫-水湳水資源回

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先期作業費」增加中央補

助款200 萬元整，共計2 億5,321 萬8,000 

元整(補助比例中央88%，地方12%)，本府尚

需編列配合款3,453 萬元整，合計2 億8,774 

萬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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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經濟部同意全額補助本市辦理107 年度水

質水量保護區計畫之經費新臺幣4,388 萬

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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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4 觀光旅遊局 

教育部體育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所屬風景區

管理所辦理「大甲鐵砧山挑戰型自行車道建

置工程」中央補助經費新臺幣720 萬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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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配合款480 萬元，合計1,200 萬元整，擬

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 05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原民部落營造-原住

民族部落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

建」之經費計483 萬元整，尚未及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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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