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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44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6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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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副市長  光瑤代(林市長 佳龍 公差)            

肆、 討論提案：2件提案及 7件墊付案照案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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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大家早安！林市長今日參加本市荔枝外銷日本啟運的儀

式，由我代理主持。去年上銀科技與中興大學及臺中農會合作開發

出「冷鏈式低溫」保存技術，讓荔枝能夠保鮮、保色，已大大提升

產品價值。此外，中央地方向來重視農業發展，「新農業」更是 5+2

產業創新計畫裡的其中一項，此次荔枝外銷日本蔡英文總統也前來

共襄盛舉，相信荔枝一定能大賣。(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與大家分享本週市政： 

(一)推動國中小全面裝冷氣，4 年將編列 25 億元：近年來夏天真

的是越來越熱，為提供孩子們更舒適的學習環境，我們在上星

期一（6月 4日）正式對外宣布，本市國中小學教室將全面裝

設冷氣，預計 4 年編列 25 億元加速推動！林市長擔任立委期

間就曾提案要求國中會考教室應裝設冷氣，我們也都當過學

生，知道在熾熱的夏天學習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情。目前全市

公立高中裝設冷氣的比例已接近 100%，但整體國、高中及小

學裝設冷氣的比例僅 15%，全市估計目前還有 1萬 1千間教室

需要空調設備，市府希望在 4 年 25 億元的預算編列下能夠儘

速讓全部的國中小裝設冷氣，讓孩子不用在熾熱的環境中學

習，當然也會要求學校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我們為教育環境

所作的改善不只這些，三年多前我們就盤點出臺中許許多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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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危樓校舍，除了編列預算也爭取中央補助，以 8 年 50 億

元來改善全市老舊校舍讓孩子的學習環境更安全。本市老舊校

舍的改善進度非常快，上星期五（6月 8日）林市長便參加松

竹國小松竹樓與中平國中實踐樓的落成啟用典禮，其中中平國

中實踐樓重建後不僅功能好、更設置社區共讀站，讓校園公共

空間發揮更多功能，落實校園社區化的理念。此外，林市長在

當日也宣布市府將編列預算，全面汰換使用已逾 5年的老舊飲

水機，保障校園師生更能享有安全、衛生無虞的飲用水，市府

多管齊下讓學童能有更優質的學習環境。(辦理機關：本府各

機關) 

(二)今年 1月至 5月平均 PM2.5創 8年新低：根據行政院環保署之空

品監測站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 5 月臺中 PM2.5月均濃度降至

17.2 微克，為近年同期最低紀錄，可見臺中的空氣品質越來

越好，尤其市府去年針對中火等固定汙染源制定加嚴排放標準

並大減中火生煤 500萬噸，創下歷史紀錄也為空品改善注入強

心針。對於前陣子監察委員指出我們要求中火減煤「對空污改

善並無實益」，並引用錯誤假設、數據導出只減少 20萬噸的錯

誤結論，我感到相當遺憾，因為剛才提及的 PM2.5數據就已經說

明臺中空氣品質確實有改善，中火在市府要求下今年也至少減

煤 172 萬噸，而非監察委員 20 萬噸的錯誤數據。空品改善本

是人民重大福祉，不應該淪為政治的口水戰。除中火減媒外，

今年我們更把所有的燃油鍋爐不分大、小全數納管；移動污染

源部分，我們則鼓勵市民汰換老舊二行程機車與柴油車並持續

加碼補助汰換經費，同時積極建置電動公車，目前臺中有 85

輛電動公車，數量為全國最多，我們預計在今年進一步增加至

150 輛，相信臺中的空氣一定會更好。(辦理機關：本府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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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三)軟埤仔溪水質檢驗出爐，全國最佳龍舟競賽水域水質：前陣子

市府在豐原葫蘆墩園區軟埤仔溪舉辦了有史以來首次龍舟

賽，而且根據環保局的水質體檢報告，軟埤仔溪的綜合河川汙

染指標（RPI）為 1.5，表現比宜蘭冬山河優異，也勝過高雄

愛河等知名的龍舟競賽場所，堪稱全國最佳的龍舟競賽水域水

質！這是因為我們除了營造生態景觀環境外更重視水質的改

善，軟埤仔溪的整治工程將兩岸的生活汙水截流處理，因此溪

水中的有機物、懸浮固體及氨、氮的含量都非常低，連帶也提

高水中溶氧量，所以水質外觀清澈、透明也不會有任何異味。

豐原葫蘆墩園區是今年底花博三大園區之一，也歡迎全國民眾

花博期間一同至葫蘆墩園區欣賞軟埤仔溪鑽石級水與綠的公

園，讓豐原水岸花都的美名更廣為人知。(辦理機關：本府各

機關) 

(四)荷蘭恩荷芬市響應臺中宣言：談到今年底的花博盛會，很高興

繼山形縣、愛媛縣陸續簽署「臺中宣言」後，上星期四（6月

7日）荷蘭恩荷芬（Eindhoven）也加入「臺中宣言」的行列，

由回訪的市長 John Jorritsma代表簽署，共同倡議綠色生產、

自然生態及人文生活理念。林市長常說，花博不只是呈現臺灣

最好的花卉、園藝和農業，更重要的是傳達永續發展的觀念和

提高生活品質，也進一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強化國際社

會之間的合作，唯有彼此連結互助，世界才能共好共榮。臺中

與荷蘭之間其實有多項交流持續在進行，除了與飛利浦照明公

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在智慧路燈上進行合作外，去年也舉辦臺中

荷蘭日，讓市民了解荷蘭文化。此外，我們更邀請荷蘭阿密爾

市共同參與花博，於國際庭園區建置荷蘭館，飛利浦也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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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館導入循環經濟及智慧城市相關的示範技術。(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 

(五)6 月 14 日起，臺中天天飛東京：6 月 14 日起華信航空將開設

臺中直飛日本東京的定期航班且天天直航，更加中進中出的旅

遊模式。臺中國際機場近年不斷拓展日本航線，除東京外，目

前包括定期飛航沖繩及名古屋，還有大阪、大分、長崎、青森

及鳥取等包機航點，且分別由雙方規劃包機行程，促進臺灣與

日本觀光發展。臺中要國際化，觀光是很重要的一塊，市府也

應完善各項作為，包括把臺中所有好吃、好玩、好走、好住的

都做好，自然會吸引觀光客到來並創造口碑，今年底的花博盛

會將是我們拼國際觀光最有吸引力的賣點。(辦理機關：本府

各機關) 

(六)市府於 6 月 8 日也舉辦「榮市臺中 邁向千星-2018 市集名攤

行銷輔導計畫」啟動儀式記者會，今年擴大行銷推廣區域，將

全市山、海、屯、各區公有市場、攤販集中區納入推廣行銷，

臺中美食非常多元，即使臺中本地人也未必知道各區不同的特

色美食，因此，請經發局研議出版美食地圖，讓人可以更一目

了然臺中的特色美食。此外，也期許今年市集輔導評核能夠突

破千星，打造傳統市集成為臺中的特色代表。(辦理機關：經

濟發展局) 

三、近日天氣稍有變化，時序也已進入汛期，這年來在水利局努力下臺中

已減少許多淹水情形，惟為避免即時之強降雨造成災害，仍希望各機

關於權管範圍內預防淹水情形發生。(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今日觀旅局專案報告「臺中國際觀光航線推廣暨花博國際行銷推動情

形」裁示如下： 

(一)打造中進中出國際入境旅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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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線開拓、維繫航點：航線開拓及維繫其實是相當辛苦且

需費心經營的過程，請本府各機關爾後在海外交流、締結

友好協議時能夠深化與這些城市的往來，從官方到民間各

方面都加強合作，以鞏固航線的經營能量。(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2、 一程多站，旅遊新模式：本市於今年 4月開始以香港為點，

宣布推出國際線結合國內線的「臺中入境，一程多站」的

旅遊模式，以優惠機票聯票價格吸引香港旅客到臺中旅遊

並將行程延伸到花蓮及湖、金門等地，可說是一舉多得的

雙贏模式，請觀旅局進行成果評估並分階段逐步推廣至首

爾、東京等其他城市，以利將「中進中出」觀光策略，進

一步升級為「中進南出／南進中出」、「中進北出／北進中

出」國際旅遊模式。(辦理機關：觀光旅旅局) 

(二)加乘海空雙港運輸動能： 

1、 力促臺中國際機場整建升格：臺中國際機場近三年來旅客

人次逐年攀升，未來請持續朝晉升為「甲等航空站」為目

標，協請交通部民航局依據「臺中國際機場 2035年整體規

劃」，進行包括增建遠端停機坪，甚至是興建第三航廈等計

畫，加速機場軟硬體設施改善及提升以打造本市國際門

面。(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2、 建構雙港捷運運輸體幹，加速清泉崗門戶計畫進程：請交

通局將連結機場的雙港捷運列為長程重要計畫並加速爭

取；此外，亦請都發局加速清泉崗門戶計畫都市計畫審議

程序，以利打造機場應有門面擴大機場發展腹地。(辦理機

關：交通局、都市發展局) 

3、 與港務公司合作強化臺中港觀光量能：臺中港被列為中轉



 6 

的彎靠港而非臺灣遊輪母港，致本市觀光發展面臨挑戰。

因此，請觀旅局與臺中港務公司合作，除建議中央應重新

定位市場導向爭取 5 至 10萬噸的郵輪靠港之外，未來並請

進一步串聯高美濕地以及三井 Outlet等周邊景點，同時增

加公車班次等配套，以迎合未來旅客型態為散客居多的新

型態觀光模式。(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 

(三)臺中世界花博行銷宣傳與配套： 

1、 傳承花博經驗，預做東亞青奧宣傳規劃：花博是臺中首次

舉辦世界級大型博覽會，也是臺灣 2018 年最大國際盛事，

而接下來明年的東亞青年運動會則是本市舉辦的第一個國

際性綜合運動賽事，包括人才及志工需求、企業參與、宣

傳行銷等方面高度相關，務必落實資源整合，期待凝聚出

團隊共識，讓這兩項國際盛會共榮共好。(辦理機關：本府

各機關) 

2、 加強與住旅宿業者合作：請觀旅局將花博好康結合中臺灣

好玩卡進行行銷之外，也請透過旅宿公會及業者共同商討

推出結合住宿、交通、飲食、門票等相關優惠組合，加強

與本市 470 家旅宿業者的合作並研究推出花博套裝行程，

針對自由行和團體客分別提供豐富優惠及吸引人的商品，

一同衝高花博的觀光人數。(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 

3、 結合新南向政策：請民政局輔導東南亞在臺新住民成為導

遊生力軍、成為花博的志工，藉以拉近與東南亞旅客的距

離。(辦理機關：民政局) 
(四)有關本市機場快線公車相關訊息，也請新聞局協助將資訊廣為

周知，以利市民與觀光客運用並提升運量。(辦理機關：新聞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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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今日建設局所提墊付案第 5 案（本府申請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 106 

年度至 107 年度「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係前瞻基礎建設

第 3 次核定之道路工程補助經費，該案核定總經費達十億四千多萬

元，由中央與地方各負擔一半，惟中央對於前瞻基礎建設補助將視縣

市政府執行率進行滾動式修正，因此請建設局積極辦理，以利未來之

爭取。(辦理機關：建設局) 

陸、散會(上午 11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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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44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6月 11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財政局 

本府財政局經管本市沙鹿區斗抵段斗抵小段

361、361-1、361-2、361-3、361-5 及361-8 

地號等6 筆面積合計5,445㎡（1,647.11 坪）

市有土地，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2 勞工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縣勞工福利基金會」106 

年度決算書及108 年度預算書各1 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1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補助「臺中市西屯區民安段0601 地號

等1 筆土地申請整建或維護實施工程補助

案。」之經費917 萬5,6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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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7 年度原

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計畫」經費計256 萬元

整，尚有66 萬2,000 元整未及納入本會107 

年度單位預算及107 年度單位預算第一次追

加(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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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原民見學

聚落平臺(和平區)」、「大安溪流域-優農x 悠

活」先期規劃計畫經費計新臺幣200 萬元，

擬提請同意先行墊付方式辦理，俟完成法定

預算程序後再轉正歸墊，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4 運動局 

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臺中市大里區草湖

溪高灘地興設簡易棒壘球場工程」工程款經

費240 萬元及本府自籌配合款160 萬元，共

計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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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建設局 為本府申請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106 年度 照案通過，送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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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至107 年度「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

第三次核定工程及補助經費案，核定總經費

為新臺幣10 億4,678 萬4,302 元，包括中央

補助款為5 億2,339 萬2,151 元及地方配合

款5 億2,339 萬2,151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

行墊付，敬請審議。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6 新聞局 

文化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2018 臺中國

際動漫博覽會」相關系列活動經費163 萬元

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383 萬7,000 

元整，合計546 萬7,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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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 01 文化局 

文化部同意補助本局辦理107年度「臺中學-

文化部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經費800萬

元，本府尚須編列配合款225萬元，合計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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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