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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342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5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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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件提案及 3件墊付案照案通過，其中 1件送法制局發布、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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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早，今（107）年的全中運已經落幕，我們臺中代表隊表現果

真不讓大家失望，相當亮眼，總計共贏得 125金（總牌數 334 面），

金牌數和總獎牌數均為全國第一！另一方面，兩年一度的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也已在昨天（5 月 27 日）正式落幕，其中臺中選

手林佳延首日就拿下百米短跑及鉛球的金牌成為最大黑馬。看到許

多選手們突破障礙、追求卓越，為臺中取得更多榮耀，我也深深為

這些選手感到無比驕傲。現在，臺中運動風氣越發盛行，國民運動

中心正逐一完成，我們也著手規劃全國第一座身心障礙國民運動中

心，請運動局積極爭取中央支持，持續打造更友善的運動空間。(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運動局) 

二、上星期日（5 月 27 日）南屯國民運動中心正式開幕了，南屯國民

運動中心是繼朝馬及北區之後第三座啟用的國民運動中心。海線雙

港是大臺中的副都心之一，公共建設與生活機能都應要具備，以打

造運動方面的實質建設為例，我們便積極興建多座國民運動中心，

讓臺中具備舉辦各種國際運動賽事的能量，明年的東亞青奧即是其

一；此外，我也認為在規劃海線國民運動中心時應納入臺中選手擅

長但目前尚無場館的項目，如滑冰、保齡球、射擊等，這也是我們

成立運動局的目的，成立運動局不只是為了興辦賽事，局處之所以

成為局處是因為擁有具體政策目標與創新能力才能把市政做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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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為了明年舉辦的東亞青奧，市府為臺體大爭取到近 6億元的預

算，進行設備更新以及運動場館整建，成功帶動體育發展，這也是

我們透過賽事舉辦來帶動城市發展的體現。我們期望藉由後花博、

後東亞青奧時期留下之場館、志工等資源，一步步累積城市的能

量，也因此我們更加珍惜得到中央補助經費的機會，期許臺中能藉

以打造出運動、花園城市。(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與大家分享本周市政： 

(一)ICCA排名首進亞洲前 30強：上星期我們也有另一項肯定，是

來自全球最具權威的會展組織－國際會議協會（ICCA）。根據

ICCA 公布的 2017 年「全球會議指標排名」，臺中首次闖進亞

洲前三十大城市，全球排名第 157名，超越日本金澤、中國深

圳、武漢、成都及南京且與日本橫濱並列，是歷年最佳成績！

臺中是臺灣第二大城市，擁有雄厚的產業利基及多所大專院校

的充沛學術能量，也因此近年來多項重要國際會議、展覽均在

臺中舉行，包括亞太網絡資訊中心年會（APNIC）、世界華人不

動產學會聯合年會及連續三年的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等都

在臺中舉行。為了滿足日益趨增的會展需求，我們也在水湳打

造國際會展中心，尤其臺中交通便利、氣候宜人，而產業發展

更是打造盛會城市必要的基礎建設，因此我們積極興建場館，

提供會議、展覽、表演、競賽等之場地，藉由會議或活動的舉

辦帶來人潮與經濟，讓臺中不分春、夏、秋、冬四季都有盛會，

成為名符其實之盛會城市。(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臺中火車站廣場第一階段工程提前完工：臺中火車站廣場（廣

6）工程原先預計今年 8 月完工，但經過市府積極協調後，第

一階段工程已提前完工，預計今年 6 月底前就能全部完工啟

用，由此可知，市府將在臺中發生的大小事都視為市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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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人民的需求視為優先，相信定能讓臺中的市民感受到市

府與民同在之決心。(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285 路公車：交通局持續健全公車路網，原「285 路」公車自

6 月 1 日起起迄點調整為竹仔坑至新建國市場，並分為「285

路」與「285(副)」兩線，可大幅滿足新興社區往返臺中火車

站的交通需求，也讓屯區方便前往新建國市場採買。我們將持

續打造 Mr.B&B 複合式交通運輸系統，建立大臺中完善交通路

網。(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道路完工：光明街及光明東西街計畫道路早

在民國 79 年就已完成用地徵收，但卻數十年無法開闢，經過

我上任後積極爭取經費，終於在今年 3月完工。鑑於此例，我

深切的感受到海線市民對於臺中港特定區計畫道路開通的期

許，尤其區內許多計畫道路早已完成用地徵收，土地補償費也

已發放，只要再編列工程經費就能進行道路開闢，為加速進

行，請建設局、交通局、都發局、地政局等機關，針對此類案

件進行盤點，並請財政局、主計處積極支持預算編列，共同推

動城市的建設與發展。(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建設局、交

通局、都市發展局、地政局、財政局、主計處) 

四、沒有投資就沒有建設，錢財應該要活用才可以帶動百業興盛，也因此

讓社會大眾了解創造性財政觀念相當重要，唯有透過錢財的活絡才可

以帶動經濟、招商引資，利用小錢賺大錢，城市才得以永續發展。以

治水為例，它是城市的良心工程，淹水對市民造成的損害是相當大的，

其事後復原需要相當大的心力，過去在大里、太平等地於汛期時常有

災情產生，我們花費大量經費治理，同時在治理水域作法上做進一步

改善，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治理水域，在市府努力爭取下我們獲得

前瞻計畫的許多支持，例如前瞻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獲中央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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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國最高，日前行政院長賴清德更以「成真 123」（1次核定、2條軌

道、串聯 3 個城市）回應本市的需求，也讓我們感受到來自中央的溫

暖與誠意。(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今日研考會專案報告「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補助成果」裁示如下： 

(一)有關計畫型補助款： 

1、 對應中央政策研提計畫：請各機關就可對應中央之計畫積

極爭取資源挹注，主動出擊，以期有效挹注本市資源。(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2、 掌握中央時程並積極配合中央視察行程：有關中央機關及

立法委員為瞭解計畫內容蒞臨實地訪視行程，請主政機關

做好接待及簡報資料準備，必要時可安排府層級長官接

待，提高補助可能並展現本市建設成果。(辦理機關：本府

各機關) 

3、 善用北辦管道，爭取立委協助：請各機關善用北辦管道，

利用立法院定期會、臨時會前提送請求協助說帖，以增加

獲得中央補助機率。(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有關前瞻基礎建設： 

1、 隨時掌握中央前瞻基礎建設之動態發展：行政院即將於今

年下半年提出「第二期特別預算」送立法院審議，因此除

請各機關依 5月 10日行政院會決議加速第一期計畫招標發

包作業之外，由於國發會也將針對目前計畫全盤檢視同時

建立退場機制，因此請各機關留意中央動態，提升市政建

設發展。(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2、 爭取中央休閒運動補助計畫：繼花博之後，2019東亞青年

運動會是本市下一場國際盛事，也是臺灣舉辦國際運動賽

事的第一哩路，請運動局加速爭取中央預算，提供市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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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運動環境。(辦理機關：運動局) 

(三)加強策略研擬、落實獎勵機制： 

1、 加強幕僚策略研擬，掌握中央補助方向：由於競爭型補助

款以各縣市財力分級給予適當比例，因此請財政局進一步

比較其他五都獲中央核定計畫型補助款預算數以及各佔六

都之比例，期能掌握本府每年趨勢，俾利進行滾動檢討。(辦

理機關：財政局) 

2、 督導提高執行率：有關 106年爭取績效方面，包括都發局、

觀旅局、客委員、原民會等機關較為落後，請加強爭取以

挹注市庫資源。(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觀光旅遊局、客

家事務委員會、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四)適時反映中央，降低地方自籌款比例：雖然爭取中央補助款有

助減少市庫負擔，但各項計畫型補助款中央補助比例均為不

同，請各機關爭取計畫前評估市庫負擔之效益。舉例來講，衛

福部「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費」僅補助本市 16%，

高達 84%需編列地方配合款，不僅造成本市財政負擔，也減損

中央補助地方之美意。因此，為避免發生「中央請客，地方買

單」疑慮，請財政局研擬說帖，必要時透過北辦向中央適時反

映，拉高中央補助比例，較符合地方期待。另外，張光瑤副市

長也提示，臺中正處於建設期，以財政借款推動重大建設是無

可避免也是正確創造性支出的做法，然而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

債務管理考評機制反而造成本身無法借款之縣市分數竟然比

有能力借款之縣市還高，顯示評比機制不夠週延，也因此請財

政局於適當時機向中央提出建議。 (辦理機關：財政局)  

(五)黃景茂秘書長針對今日專案報告提示：未來各機關爭取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時需注意於簡報介紹時，務必針對中央部會核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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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事先掌握並與清楚整體論述計畫坐落本市的區位與定位，畢

竟中央對臺中並非十分了解，以綠空鐵道為例，中央可能對此

計畫的坐落位置及重要性未必全盤透澈了解，因此透過加強計

畫定位與重要性的論述，將有助提高爭取成功的機會。此外，

目前市府已有標案管制作業，後續亦請各機關持續針對估驗與

決算作業及行政作業進行改善，致力提高執行率，維護良好之

施政品質。(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六、針對專案報告林陵三副市長提示，臺中此次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能有如此佳績，首先要感謝市長的領導，市府團隊自 103年底上任

後便馬上規劃「2025臺中好生活旗艦計畫」，各機關於計畫訂定完

成後便積極執行。例如，過去於汛期時臺灣大道七段(靜宜及弘光

大學門口))常因雨成災，在水利局等局處積極改善、設置滯洪池、

截留設施等，從此杜絕淹水情形，市府其他各局處也都依照計畫各

司其職，也因此在 105年本市許多建設成績都在媒體上顯露出來。

而剛好 106年中央提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市府即可快速提出爭取

中央補助之計畫，這就是「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此外，也要感

謝臺北聯絡處，儘管人手不足但卻績效卓著，每次市府團隊要向中

央提出報告之前，都能得到第一手資料，讓本府團隊很快能提出周

全的準備爭取佳績，也讓本府在前瞻計畫中獲得中央迅速的回應。

以臺 8 線臨 37 號道路即將通車為例，正是因為北辦積極安排行政

院部會與立法交通委員會共同會勘，才能有此成果，期待未來各機

關均能再接再勵，創造更好的施政成績。(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七、市府擬訂食農教育自治條例(草案)，除了是對議會的承諾，也來自

於我的想法。現今社會相當重視食安，特別強調低碳環保與在地食

材，更進一步則是要「吃出故事」，從產銷履歷了解餐桌上的食品

是怎麼來的、賦予食品豐富的故事，這也是價值之所在。此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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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食農教育應有「三食」重點，除了「食當季、食在地」、也要

「食故事」，而這個就要透過教育從小扎根，透過營養午餐讓學童

吃到臺中在地、當季、有故事的水果，加上戶外教學帶孩子到農場

體驗，我相信這些都是相當好的食農教育，目前本市的農業發展基

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這也是法定項目之一。我們期盼讓農業政策

融入教育課程，推行食物「從產地到餐桌」過程的各種實地體驗活

動，積極將食品安全教育及珍惜食物的理念推廣至全市市民。(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教育局、農業局) 

陸、散會(中午 12時 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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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42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5月 28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農業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食農教育自治條例」草案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2 

世界花卉 

博覽會 

辦公室 

有關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特別預算108 

年度詳細計畫（含用人計畫）表提送議會審

議乙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3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各區衛生所組織規程」第

五條、第十條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4 社會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1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中油股份有

限公司補助本市梧棲區公所辦理「本區里鄰

長、基層幹部生態環境教育訓練觀摩暨節能

減碳宣導活動」經費新台幣20 萬元整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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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發展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107 年度補助本府辦理「107 

年至109 年提升道路品質－推動騎樓整平計

畫」經費1,200 萬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

列配合款1,200 萬元整，合計2,400 萬元

整，以上補助款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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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畫」經費324 

萬7,000 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

95 萬2,000 元整，合計419 萬9,000 元整，

以上補助款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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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