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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341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5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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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件提案及 10件墊付案照案通過，其中 6件送法制局發布、

11件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詳如附件）             記錄：陳姿伶 

伍、指（裁）示事項： 

一、健康是幸福人生的資產！上星期六(5 月 19 日)的市府員工運動

會，我看到許多員工熱情參與，相當感動。運動會最主要的目的就

是健康，大家辦公室辦公坐久了也應趁這個機會好好的活動一下身

體，我也鼓勵在同仁日後在工作閒暇之餘能夠多走出戶外，接觸大

自然。此外，端午節也即將來臨，市府成功打造軟埤仔溪親水環境

後，預計於 6月 2日在該處舉行划龍舟比賽，比賽項目分為「龍舟

競速」及「龍舟拔河」，由於是本市首次舉辦龍舟賽，請各局處與

各區公所踴躍組隊參加。(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二、去年 4月運動局成為新市政團隊上任後第一個新設的一級機關，成

為本市邁向運動城市的重要一步，繼朝馬與北區國民運動中心順利

啟用、南屯國民運動中心及港區國民運動公園也已完工之後，長春

及大里國民中心並已順利動工。明年的東亞青年運動會是我們推動

國際賽事的第一哩路，接下來還有 2019 年第 29 屆亞洲棒球錦標

賽、2019 年世界 12 強棒球錦標賽及 2020 世界大學高爾夫錦標賽

陸續接棒登場，我們期望讓運動作為國家的出路，讓臺灣能立足世

界。(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上週市政與大家分享如下： 

(一)南屯知高橋 4車道提前完工通車：跨越筏子溪的知高橋改建工

程在解決管線遷移等難題後，第二階段新建橋梁工程於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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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完工通車，有四線道供民眾行駛，解決上班壅塞問題。惟

由於部分管線工程尚未全面完工，因此於通車後第一、二天有

塞車情形，幸賴交通局與警察局相關之交通維持計畫成功紓解

車流，未來請各機關施作工程時需全面注意整體情形以避免類

此情形發生。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太平區東和里兒 1 公園開工：上星期五(5 月 18 日)太平兒 1

公園正式動土，將提供太平區東和里居民一個休憩活動的優質

公園。太平兒 1公園突破舊有設計全面捨棄制式罐頭塑膠遊具

改朝 12 感官的方向設計，用自然的方式讓孩子在遊戲中成

長。(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我對臺中的公園綠地理念，核心價值是打造本市為宜居的綠色花園

城市，讓全民將水與綠當做公民意識，尤其可以利用年底即將舉辦

的臺中世界花博機會加以宣導與推廣。我記得在剛就任市長時，臺

中的人均綠地面積為六都最後一名，但經過市府團隊、民間近幾年

來的努力，城市的綠地面積已與過往大不相同。我認為一座城市的

偉大，是讓大家覺得在這兒可以生活得非常舒適，尤其現今繁忙的

社會，大家每日出門就是遇到上班塞車、下班回家的水泥叢林，倘

若城市的公園綠地面積增加，讓公園成為市民都可以享用的公共

財，將是政府提供給人民最好的福祉。此外，提到「Garden」，歐

美國家與臺灣不同之處在於歐美公民會將城市綠化當作自己份內

之事。我一直認為，城市綠化是全民、全市府應做的事，也因此我

希望本市城市綠美化政策能有完整的政策目標、足夠的預算、清楚

的期程等，讓大家將綠美化當作生活中最自然的一件事。以新加坡

為例，新加坡從花園城市(Garden City)做到城市花園(Garden  in 

the City )，甚至一出機場道路兩旁均是綠蔭成天的樹木，讓觀光

客一到此地就感受到這座城市的舒適、美麗，這是我所想達成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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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我期盼每個市民都能由自身做起，讓以人為本的城市充滿活力

與永續，才不枉臺中這座「創意城市 生活首都」之美名。(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 

五、今日建設局專案報告「城市公園化」裁示如下： 

(一)加強公園功能性與特色化： 

1、 兼顧「生態」與「防災」：現代公園除了當作是供公眾休閒

遊憩的場所外，還要有都市防災、生態環境等功能，因此

請建設局在闢建公園時考量滿足「都市防災」之需求。(辦

理機關：建設局) 

2、 提升「智慧化概念」：智慧城市的便利也可以體現在城市的

公園，請建設局將「智慧化概念」納入全市亮點公園及鄰

里公園，增加民眾使用的便利性。(辦理機關：建設局) 

(二)落實公園綠地維護管理考核機制：本市 527座公園目前由建設

局及各區公所進行相關維護管理工作，除請各公園主政機關務

必落實定期巡檢工作並由主管主動進行抽查之外，亦請建設局

訂定規範辦理年度總考核，透過評核與獎懲強化管理機制。(辦

理機關：建設局、本市各區公所) 

(三)公私合力打造本市成為綠色花園城市：為迎接 2018 臺中世界

花博，建設局訂有「花園城市運動補助計畫」共核定 60 件團

體案件及 25 件個人案件，除請建設局於接下來的執行期間落

實督導工作之外，環保局今年度仍有編列廢空地綠美化的補助

經費，請透過民政系統鼓勵私人提供政府土地進行綠美化，亦

請都發局鼓勵建商自主進行空地綠美化，打造城市秘境，共創

雙贏。(辦理機關：建設局、都市發展局、環境保護局) 

(四)請求中央協助特色遊具建置：最近許多地方政府著手汰換公園

以及校園裡的塑膠罐頭遊具蔚為風朝，然而特色遊具建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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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除了公園高達 527座，國小及公立幼兒園也高達 467校

(園)，為打造孩子更好的教育環境，請教育局建議中央擬定相

關政策，統一補助地方進行特色遊具的建置。(辦理機關：教

育局)  

(五)八年一百萬棵樹之政策目前面臨空地不足問題，而民政局目前

已進行 72 座公墓禁葬，未來可提供作為植栽種植的場地，因

此在此請民政局與建設局加強合作，共同達成政策目標。此

外，公墓變公園的政策推動其預算也應優先編列並積極推動，

俾利打造綠意盎然之城市。(辦理機關：民政局、建設局) 

(六)請財政局於盤點本市閒置空地增加綠美化空間時，考量不論是

國產署、軍方或是臺糖公司等中央或國營事業在本市亦有許多

土地，亦請設法請其加以綠美化，以提供臺中市民優質生活空

間。(辦理機關：財政局) 

(七)人均公共綠地面積是反映城市居民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的重

要指標，除了請各機關就各自主管業務進行檢視，加強盤點可

以增加水與綠環境的政策之外，也請黃景茂秘書長督導，研考

會及相關機關共同辦理，針對有關人均綠地之政策目標進行研

議，由公領域擴及至私領域，催生公園綠地主流化意識，全力

提升本市人均綠地面積。(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六、我向來認為政府應做對的事、對的事就該做好，倘若外界有所誤

解，也應適時說明讓社會了解。日前有議員針對西屯區福星公園新

建的溜滑梯高達 220公分，質疑下方緩衝區明顯不足，要求將溜滑

梯拆掉轉向並將盪鞦韆移他處，惟福星公園日前完工後吸引大批家

長與孩童前往遊玩、使用並無安全疑慮問題，市府應邀請議員與里

長去參觀；此外，議員日前也關心逢甲大學周邊道路拓寬計畫，此

案係因為消防安全而進行拓寬，並已通過內政部審議，畢竟安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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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容妥協，也因此請都發局向外界說明清楚消弭疑慮。今天舉這

些例子，就是在鼓勵同仁秉持信念做對的事情，民代好的建議我們

要修正並心存感謝，但如果是錯誤的指控我們也要勇於回應，不能

因為反對聲浪而裹足不前，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相信市民一定

會看見市府的用心與堅持，進而更加支持市政的推動。(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建設局、都市發展局) 

陸、散會(上午 11時 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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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41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5月 21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就業服務處組織規程」部

分條文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2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組織規程」第

三條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3 運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市有體育場館管理辦法」

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4 運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市有游泳池管理辦法」草

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5 財政局 

本府擬辦理坐落本市清水區銀聯段1593、

1593-2、1595-1及1595-3 地號等4 筆市有土

地面積合計3,905 平方公尺（約1,181.26 

坪）招標設定地上權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6 建設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公園保證金及使用規費收

費標準」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7 消防局 
檢陳廢止「臺中市田野引火燃燒管理辦法」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墊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107 年度臺中市農村總合發展計畫(107 

農再-2.1.2-1.3-保-003)」經費計296 萬元

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新臺幣74 萬

元整，合計370 萬元整，以上補助款29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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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局辦理「公共服務據點整

備-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衛生機關廳舍耐

震補強(非醫院)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第一期)衛生所項 

目等2 案，經費核定共計848 萬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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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以上補助款848 萬6,000 元整，擬請同

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 03 文化局 

教育部補助本局市立圖書館辦理「107 年公

共圖書館閱讀設備升級實施計畫」本府配合

款經費153 萬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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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經濟發展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7 年度補

助本局辦理「107 年度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

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地方鏈

結型)」經費新臺幣3,200 萬元整(中央補助

款1,600 萬元，本府自籌款1,600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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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 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2018 

大安沙雕音樂季」經費計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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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7 年

度補助本局辦理「違法屠宰行為查緝計畫」

經費26 萬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

4 萬6,000 元整，合計30 萬6 千元整，以上

補助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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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7 年

度補助本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

「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之

細部計畫「草食動物口蹄疫等重要疾病防治 

計畫」經費新臺幣15 萬1,000 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2 萬7,000 元整，合計17 

萬8,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15 萬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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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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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8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7 年

度補助本局(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口蹄疫

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之細部計畫

「豬隻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

畫」經費新臺幣112 萬5,000 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19 萬9,000 元整，合計

132 萬4,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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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客家事務 

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東勢區公所辦理「南片

腦館-土地再利用先期評估規劃案」經費62 

萬4 仟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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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衛生局 

行政院107 年補助本局辦理「減免優生保健

相關措施費用補助相關作業及經費預算」經

費共計新臺幣1,863 萬5,000 元整，擬請同

意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