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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第 346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6月 28日（星期四）下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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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件提案及 12件墊付案照案通過，1件提案修正後通過，

前述案件 2案送請法制局發布、1案報請交通部核定，其餘 13案送臺

中市議會審議（詳如附件）                        記錄：陳姿伶 

伍、指（裁）示事項： 

一、因應明（108）年度總預算案需於第 8次議會定期會開議前一週送至

議會，因此今天特別召開市政會議讓各機關市政業務能夠持續順利

進行。 

二、近期市政與大家簡單分享如下： 

(一)近幾年臺中對空污的改善與努力得到中央重視，以本市成立之

空污減量小組為例，86 項具體措施中有 19 項為創新政策，深

獲中央讚許，因此近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

案，很多就是參考臺中經驗。中央此次修法旨在加強空污排放

管制並授權主管機關劃設空品維護區，以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

措施有效解決空污問題；此外，針對部分民眾誤解，以為出廠

10 年以上車輛就不能上路，其實，修法並未禁止 10 年車齡機

車上路，只是加嚴要求老車需符合排放標準，也促使民眾更換

或安裝有效污染控制系統，改善車輛污染排放。我認為隨著時

代進步，對於汽機車、餐廳等的排放管制也應與時俱進，例如

轉換燃料、更新設備等，畢竟空污改善要全民動起來，而非單

靠政府的努力。另外，修法後之部分空污基金將下放一定比例

至地方政府手中，我認為也相當符合環境正義與區域治理之概

念。(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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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了臺中空污改善經驗獲中央採納外，行政院也推出 0 至 2 歲

準公共化托育政策，原規劃由政府支付每月 6,000 元托育費給

保母或托育中心，後來順應民意決定參採本市托育一條龍模

式，改由直接補助家長之方式為之，節省行政成本，對此我很

高興臺中經驗再次成為全國示範，也感謝行政院從善如流，讓

政策更有效益。中央對地方的托育補助政策規定，包括保母薪

資須提高到至少 2 萬 8,000 元，另照顧比須達 1 比 4，即一位

幼教師或保母須照顧 4 名孩子，這些其實免不了會增加業者成

本，市府希望透過原來的托育一條龍補助，再加上中央補助能

因應此過渡時期，鼓勵業者積極提高保母薪資跟照顧比。(辦理

單位：本府各機關) 

(三)我常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從我上任以來本府各項計畫

均與中央政策對接，尤其是去年 3 月中央公布前瞻基礎建設的

計畫後乘勝追擊針對各個面向提出計畫，目前已獲得豐碩的成

果，除了軌道建設爭取到中央補助 898 多億元外，包含水環境

建設中「全國水環境計畫」獲中央核定 37億元為全國最多。另

外，在「改善停車問題計畫上」本府所提的 8 項計畫全數獲中

央審查核定通過，補助 10億 2,238.5萬元，主要規劃在人口密

集的區域或配合公共運輸發展，進而帶動地方公共運輸發展，

我也期許交通局對於興建停車場應考量地區居民，做好公共運

輸的轉乘設計。(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四)PIKO擔任花博宣傳大使：以《PPAP》這首曲子紅遍世界的 PIKO

太郎將擔任臺中花博宣傳大使，希望藉由 PIKO太郎的名氣打響

花博名號，吸引更多日本觀光客參加花博。花博即將進入倒數

計時階段，許多展館介紹、特約商家之資訊等也應提早讓社會

大眾了解，讓花博成為全臺中、甚至世界關注之焦點。(辦理單

位：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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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建築大師隈研吾打造積木館，呈現綠空間與千種茶花之

美：在花博后里森林園區將會有個以天然木頭材料、運用 1,450

個三角積木堆疊搭建結合茶花打造具特色的藝術裝置，我們期

盼透過積木概念館，讓花博不只是花卉展覽，更是各地優秀藝

術家、建築師、設計師展現創意的作品展示平台。(辦理單位：

本府各機關) 

(六)本市敬老愛心卡—功能擴充、服務升級！：臺中的敬老愛心卡

原本每個月提供老人家、身心障礙者 1,000 元點數，自 7 月中

旬起將推出擴充功能，敬老愛心卡的點數將可用於衛生所看診

費。此外，敬老愛心卡點數使用範圍未來也會擴及計程車；搭

乘火車部份，我們也與臺鐵局展開協調，期待納入火車，讓卡

片的服務選擇更多、更好。(辦理單位：本府各機關) 

三、108 年度本市財政稅入中，稅課收入比過去增加，感謝地稅局於稅

課收入上之努力。此外，罰鍰部分也較去年減少了 1,000 萬元，代

表市府並無如媒體所言將市民視為提款機。另外，在 108 年度總預

算為 1,246億餘元，也較去年少了 50億元，其中稅課收入為 702億

元，占了支出 56.36%，超過 50%，代表本市財政仍然穩健。此外，

臺中在前瞻基礎建設爭取成績相當亮眼，107 年追加減預算及 108

年度總預算，中央補助本市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達到 40多億元，請

新聞局適時發佈相關資訊，讓市民知道市府爭取中央補助款成效，

也對本市財政更加清楚。(辦理單位：新聞局) 

四、有關今日提案第 4 案「108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

表」，其中，由於社會局敬老愛心卡的功能將進行擴充，除請社會局

於說明欄進行文字補充之外，由於目前政策尚未上路，108 年所需

經費無法精確預估，請社會局依據今年下半年擴充實施情形，依實

際支付情形於明年提出預算追加需求，以利政策持續推動。另外，

此案也請社會局於議會進行預算審查前，先行向議員說明，以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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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順利通過。(辦理單位：社會局) 

陸、散會(下午 4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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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46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6月 28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教育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

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期辦法」

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2 教育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員獎

勵辦法」第一條、第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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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交通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

則」草案1 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報請

交通部核定。 

04 主計處 
本市108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

計表，已依相關規定彙編完竣，敬請審議。 

修正後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議。 

墊 01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營建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都市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擬具重建計畫費用需求計

畫書」經費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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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經濟部107年度核定補助辦理「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之業務支援作業計畫、「全國水環

境清淨河面計畫」，總經費新臺幣(以下

同)2,88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2,016 萬元

整，本府配合款864 萬元整)，因業務所需墊

付款為2,736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為2,016 

萬元整;本府配合款為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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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07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107 年「林產產銷輔導計畫」經費60 萬

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61 萬元

整，合計121 萬元整，以上補助款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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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2018 

臺灣自行車節-0K臺灣．臺中自行車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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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經費350 萬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

配合款350 萬元整，合計700 萬元整，以上

補助款350 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墊 05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107 年度補助本局所屬風景區

管理所辦理「大甲鐵砧山雕塑公園觀光服務

設施改善工程」，其中自償款新臺幣120 萬

元、中央補助經費新臺幣1,140 萬元，本府

配合款新臺幣1,140 萬元，合計新臺幣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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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局 

教育部體育署107年度核定補助「臺中市太平

區河堤網球場地坪及夜間照明改善計畫」等6 

岸經費701 萬元及本府自籌配合款845 萬

7,177 元，共計1,546 萬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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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交通局 

為行政院環境保署核定107年度補助本府辦

理「臺中關鍵8 微克的綠色交通計畫」-編號

4-1「綠色運輸轉乘優惠計畫」補助經費1,192

萬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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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水利局 

經濟部核定107年度補助辦理「臺中市管區域

排水軟埤仔溪排水、陽明山排水、下溪洲支

線、下溪洲分線等治理計畫」及「臺中市管

區域排水七星排水治理計畫」等2 案，總經

費新臺幣(以下同)26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182 萬元整，本府配合款78 萬元整)，因業

務所需墊付款為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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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2 批次防

洪綜合治理工程全額補助本局107年度辦理

「龍井區山腳排水4K+225~4K+330 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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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臺中市豐原區旱溪上游北坑

0K+000~0K+741.4 治理工程」，補助經費

6,486 萬3,000 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墊 10 水利局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107 年

度補助本局、本市石岡區公所及東勢區公所

辦理「106 年馬鞍水庫清淤工作及土石標售

案」，其中本局159 萬6,240 元整、石岡區

公所127 萬6,992 元整、東勢區公所159 萬

6,240 元整，經費共計446 萬9,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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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107 年度補助石

岡區公所及東勢區公所辦理「107 年度中區

水資源作業基金石岡壩清淤公益支出申請補

助執行計畫」，其中石岡區公所1,200 萬元

整、東勢區公所180 萬元整，經費共計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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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107年度補助本府

水利局、本市東勢區公所及石岡區公辦理「大

甲溪斷面63至65河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

分離作業」補助本府水利局1,200萬元、本市

東勢區公所200萬元及石岡區公所200萬元，

共計1,600萬元，「大安溪斷面46～48河段疏

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第一期」補助

本府水利局463萬7,000元、本市東勢區公所

154萬6,000元,共計618萬3,000元，上開2案

總補助經費為2,218萬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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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