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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47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7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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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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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開心這次有 6 位同學榮獲 2018 年總統教育獎，這 6 位都

是身心障礙學生，但都充分展現逆境中堅毅不拔的毅力與生命力，

他們的心中充滿希望、更熱情學習，成為同儕、師長的典範，這是

最好的生命教育教材。另外，今日會議廳的布置特別不一樣，花團

錦簇，令人賞心悅目，這些都是 CFD臺中市花藝設計協會（Taichung 

Flower Design Association）的作品，該協會曾在 2013臺中國際

蘭展、2014 臺北萬花節等重大場合展出作品，帶動國內花藝的蓬

勃發展，花博期間我們也有舉辦花藝競賽，相信對參觀的市民而言

一定值回票價。今日於市政會議上展示的作品，主題緊扣當代自然

環境議題，著重人與土地的關係，激盪出人對自然界的尊重以及對

植物的尊敬，與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主題恰好不謀而合。(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今年荔枝盛產，因此日前張副市長前往日本推銷臺中的荔枝，在當

地相當受到歡迎。今日會議展示由台中市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製作

的「歐耶荔枝氣泡水」等飲料，荔枝氣泡水是以臺中盛產的黑葉荔

枝原汁 30％含量的果汁搭配氣泡水調製而成，市府一直以來相當

鼓勵外銷，也收購次級品加工，由於過去加工大多以果汁為主，為

增加附加價值，我們鼓勵中部年輕人開發新產品，今年在市府的努

力下荔枝價格每公斤 40、50 元以上，農民收入也因此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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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氣候條件良好，因此水果產量豐富且多元，惟有時會因產量

太多而價格下跌，進而造成農民生計上之困難，若能將盛產的農產

品外銷出口，對農民而言相當有幫助。此外，農委會也預計將設立

北、中、南農產品加工與物流中心，臺中花博三大展區之一的外埔

地區也預計將成立農業創新園區，再加上臺中交通方便，因此農委

會對於在臺中設立農產品加工與物流中心樂觀其成，請農業局、經

發局持續與中央政策對接，以利後續政策推行。(辦理機關：本府

各機關、經濟發展局、農業局) 

三、與大家分享本週市政： 

(一)1999 再度獲獎，獲工商時報「便民專線」金牌獎肯定：接著

要跟大家分享本市 1999的榮耀。繼 2015、2016、2017連續三

年獲得遠見雜誌「服務業大調查」1999 便民專線類首獎後，

今年更首度獲得工商時報「2018 臺灣服務業大評鑑」縣市政

府便民專線類金牌獎的肯定！特別是我們的話務人員也榮獲

服務尖兵個人獎，我為同仁們感到驕傲，也期許大家持續精進

服務效能，用耐心與同理心為民解決問題。過去 1999 話務人

力是以派遣方式，流動率高，因此我上任之後堅持將話務同仁

由派遣改為市府自聘，不僅成功降低流動率，多項服務指標亦

維持高標，我們更透過大數據分析人民關心的事情對症下藥為

民解決問題。「為民服務」是市政的根本，上週五研考會舉辦

「卓越服務達人交鋒會」，透過產、官、學經驗交流鼓勵提升

服務品質。我認為為民服務品質的提升關鍵在於創新，除了資

訊提供，政府組織變革也很重要，從民眾角度出發積極解決問

題，才能提供市民有感服務。(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本市今年上半年 PM2.5、紫爆天數雙創 8年新低：今年 1月至 6

月臺中 PM2.5已降為每立方米 20.9 微克，紫爆天數也大幅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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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雙雙創下近 8 年來新低紀錄！臺中的空品改善數據看

得到，市府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除了臺中火力發電廠減煤

外，工廠鍋爐也從大量使用重油改為使用天然氣，已大幅改善

臺中的空氣品質。(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臺中大車站獲前瞻補助，打造立體停車場及轉運中心：我們提

出「臺中大車站計畫－立體停車場暨轉運中心興建計畫」向中

央爭取前瞻計畫補助，很高興這項計畫獲得支持，得到前瞻補

助 3.96億元，加上市府自籌約 8.04億元，將興建地上轉運中

心及地下三層停車場，未來結合新臺中車站、臺中轉運中心進

行客運及公車動線分流，將大幅提升轉運的順暢度，同時有效

紓解市區的停車需求。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臺中車站廣場完工啟用：上星期還有另一個好消息，就是臺中

車站廣場（廣 6）改建工程提早於上星期二（7 月 2 日）完工

啟用，呈現火車站的新站、舊站與一代站「三代同堂」並存的

景象，也成為大臺中鐵路交通的嶄新門面。臺中火車站新站是

第三代車站，除了列為國定古蹟的第二代車站被保留外，車站

改建時還挖掘到日治時期第一代車站的車庫，形成車站「三代

同堂」景象，未來每個人經過臺中車站就會看到臺中市從過去

到未來的榮景，相當特殊也別具歷史意義。在這邊也特別感謝

辛苦的建設局同仁，建設局從交通部鐵工局承接下站前廣場的

整建工程後全力趕工，短短 165天便完工啟用，工期少了將近

一年，非常不容易，也展現出臺中隊的精實。同時，為因應十

一月初花博的到來，我也請林副市長陵三督導相關機關與鐵工

局溝通、研考會協助列管，盼能於花博正式開幕前一、二週正

式完工啟用，以利遊客轉乘使用。(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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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前，外界對臺中的路平有部分批評與錯誤報導，事實上根據

最新的道路平整滿意度調查，民眾肯定臺中路平的改善，尤其

是里鄰長對路平專案的滿意度甚至高達七成，且道路更是連續

2年獲得內政部評比全國第一，也因此我請建設局於適當時機

公佈相關數據，以正視聽，因為這是市府同仁的努力，不容外

界抹滅。(辦理機關：建設局) 

(六)自行車 369 政策，本市 iBike 站 29 區全壘打：為發展綠色交

通，我們積極推動自行車 369政策，於各區廣設 iBike公共自

行車站，打造大眾運輸的最後一哩路，在市府同仁的努力下，

臺中市每個行政區都有 iBike 租賃站可使用，完成 29 區的全

壘打的紀錄，也已成為市民通勤通學及休閒使用的綠色運具，

我也期許同仁持續努力，未來四年也要建置 300站，因此請交

通局徵詢各界對於設置站點之意見，讓更多市民享有 iBike便

利、環保的公共運輸服務。(辦理機關：交通局) 

(七)臺中國際機場 2035 年整體發展計畫獲國發會審查通過：除了

大車站計畫，臺中國際機場也在近期接受到來自中央的善意與

支持，我們擘劃的「臺中國際機場 2035 年整體發展計畫」於

6 月 27 日獲得國發會審查通過，後續將報行政院會通過完成

法定程序。為了讓臺中國際機場成為具國際水準的「航空城」，

並與桃園國際機場互補、分擔國際旅客流量，我積極與交通部

民航局協調並建立平臺，由林副市長陵三擔任平臺召集人，推

動臺中國際機場 2035 發展計畫，以年客運量達 1,000 萬人次

為未來遠景。此外，民航機專用的起降跑道用地、宵禁問題也

都持續克服中，機場周邊的聯外交通也因應清泉崗門戶計畫而

修改，機場捷運更因 2035 計畫而有了依據，因此未來的機捷

除了擁有機場物流功能外，更重要是對產業帶來幫助，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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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飛機零組件等，我相信對臺中智慧機械與航太產業一定

能帶來顯著的效益。(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八)市府團隊上任後在團隊的努力下，大臺中 123 可說已經成形，

一條山手線已獲中央分年編列補助；二大海空港輪廓已清楚，

海空雙港更是臺中與世界接軌的最重要雙港；三大副都心中豐

原山城副都心為花博展區；烏日地區有高鐵、臺鐵、捷運三共

站的烏彰副都心更擁有五十萬人口，未來發展指日可待；市區

更擁有新舊雙城核心，舊城區文化城中城，包括三支箭翻轉舊

中區、臺中之心計畫等；新市區重劃，如水湳智慧城的建立，

未來的臺中就是智慧城市，這幾年我們已做了許多讓城市蛻變

的基礎工程，我相信臺中美好的未來即將實現。(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四、臺灣得天獨厚，擁有豐富的水資源，但如何有效運用是一大課題，

而為打造永續的宜居城市，自然水質也要提升，因此我們積極向中

央爭取前瞻補助水環境建設，目前中央已核列 37 億元，額度更是

全國最高。當然，水環境改善不僅是河川治理而已，汙水處理也是

民生的重大議題，除了透過汙水下水道接管建設外，我們也廣設水

資源回收中心，過去臺中僅有 5 座水資中心，汙水處理能量約 11

萬噸，到了今年將預計成長為 11 座水資中心，汙水處理量更大幅

提升至 26 萬噸，水資中心能夠有效將都市生活汙水淨化為乾淨

水、再度使用，落實循環經濟，未來透過這些汙水處理建設，將更

能有效利用本市水資源。(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今日水利局專案報告「翻轉舊思維，全方位水資源回收中心」裁示

如下： 

(一)提高工程品質及推動進度： 

1、 新光水資中心，爭取第三座水資中心金質獎殊榮：本市已



 6 

連續兩年分別由水湳、文山水資中心榮獲公共工程金質獎

優等肯定，更是國內唯一有此佳績的地方政府，今年剛完

工的新光水資中心也已經達到參加第 18屆金質獎門檻，請

水利局突破自我爭取第三座水資中心金質獎。(辦理機關：

水利局) 

2、 以 2022 年接管 30 萬戶為目標，加速推動：本市水資中心

完成數及處理量增加的幅度都是六都第一，堪稱污水建設

最後一哩路的「用戶接管工程」也請水利局繼續努力，續

朝每年接管 3 萬戶、達成 2022 年接管達到 30 萬戶的目標

邁進。(辦理機關：水利局) 

3、 繼續推動社區污水池健檢：環保局自 105 年推動「社區污

水處理設施健診」成效良好且獲得好評，目前全市設有汙

水設施的大樓共計 550 處，2 年下來已體檢完成 150 處，

請環保局提高今年目標為 150 棟，並輔導社區污水回收再

利用，作為社區花草澆灌、道路揚塵灑水等使用，達到污

水再利用社區化、普及化，同時公私合力降低民生污水量、

協助社區省水省電，創造雙贏。(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二)水資中心融入社區生活： 

1、 加強宣傳內部空間會議室免費借用：水資中心各種開放空

間，除了戶外景觀區是全天候 24小時開放以外，部分水資

中心也有籃場、網球場及閱覽室提供使用，這些資訊也請

水利局向市民廣為宣傳，歡迎市民多加利用，建構與社區

的緊密連結。(辦理機關：水利局) 

2、 鼓勵學校到水資中心校外教學：加強對水資源的循環利

用、打造永續環境更是全民的共識，為能進一步扎根教育，

請水利局與教育局加強合作，將水資中心納為學校戶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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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地點，臺中的母親之河-大甲溪流域石岡壩水資源回收

中心可說是最佳地點，透過專業導覽讓孩子瞭解水資源的

循環利用的原理及重要性。(辦理機關：教育局、水利局) 

(三)落實能資源永續發展： 

1、 加強推動再生水計畫：蔡總統於 104 年底公布了〈再生水

發展條例〉，促進水資源的循環利用。以本市而言，除了已

完工的水湳智慧城「中水道社區系統」，全國最大的福田水

資中心再生水示範計畫也已獲中央核定，因此請水利局積

極推動相關再生水計畫，共創政府、企業及民間的三贏局

面。(辦理機關：水利局) 

2、 媒合企業使用水資中心放流水：本市高達 11 處水資中心，

請水利局透過「工商產業平臺」媒合工業區或科技園區等

工業用水大戶使用鄰近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作為工業用

水替代水源，朝一滴水至少用二次的目標邁進。(辦理機

關：水利局) 

3、 提高產業園區再生水資源及用水回收率：針對未來規劃開

發產業園區，請經發局配合經濟部政策提高再生水資源及

用水回收率，針對相關回收水管線的佈設規劃、園區規劃

區位選擇等妥為規劃因應，以減少汙水排放對環境污染問

題，有效利用水資源。此外，除半導體、光學等產業不適

宜使用再生水之外，其餘工業仍可推廣使用，因此請經發

局持續與水利局合作，讓再生水之使用可以大幅推廣。(辦

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4、 結合打造太陽能電場：福田水資源中心與石岡壩水資源中

心是市有建築太陽能電場，請水利局新建水資中心也朝此

方向邁進，也請經發局落實「臺中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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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設備辦法」，由公部門做起推廣至一般民宅，全面落實

綠色能源政策，幫助空品改善。(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水利局) 

5、 擴大爭取水資中心污泥乾燥設施：水利局已爭取內政部補

助福田水資中心設置污泥乾燥設施，未來能藉由脫水讓污

泥含水率由 80%降至 30%，等同減少約 6,000噸污泥量，乾

燥後再送焚化廠處理也可有效降低清運處理費，減輕最終

處置場負荷，可謂一舉多得，除請水利局儘速進行福田水

資中心污泥乾燥設施工程的發包事宜並掌握工期之外，污

泥處理為水資中心共通問題，也請評估全市水資中心污泥

處理量，擴大爭取推廣實施。(辦理機關：水利局) 
六、針對今日專案報告，林副市長陵三也表示，水利局已成功將水資源

回收再利用做到最大化，因為過去的水資源中心僅是將廢水處理過

後就放流，但市府打造中水道系統，將民生汙水轉化為可再利用回

收水，透過中水道管網系統提供給公共場館、綠地及住戶使用，不

僅減少自來水使用量，更節省自來水費用，而這恰好與中央推動的

循環經濟不謀而合，也因此臺中才會得到中央鉅額之補助，這說明

了市府團隊落實將市政計畫與中央政策結合之最好例子，在此感謝

水利局同仁之努力。另外，因颱風即將來襲，豐原區軟埤仔圳本就

具滯洪池功能，因此請水利局視情況預先排洪，以減少神岡地區淹

水發生之可能。(辦理機關：水利局) 

陸、散會(上午 11時 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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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47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7月 9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1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本府「107 年

度發電年度促協金（運轉中）」計新臺幣6,038 

萬4,000 元整、「107 年度輸變電（運轉中）

促協金」計新臺幣399 萬元整及「107 度發

電年度促協金（運轉中）-臺中港區及臺中電

廠風力發電機組」計新臺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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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7 年度臺

中市霧峰區花東新村、太平區自強新村原住

民族地區外原住民族部落公共設施補助計

畫」工程經費計5,502 萬3,613 元整，因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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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執行「強

化社會安全網」人事費及業務費共601 萬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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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107 年可可種植面積專案調查計畫」

經費5,000 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

款1,000 元整，合計6,000 元整，以上補助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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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7 年度補助本

局辦理「強化優良品種推廣與種源管理計畫」

經費89 萬5,600 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

配合款37 萬100 元整，合計126 萬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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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萬5,600 元整，擬請同意

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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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大安濱海樂園風箏衝浪競

賽暨在地觀光體驗推廣活動」中央補助經費

新臺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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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中市

107 年度鼓勵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計畫」(計

畫經費：1071X2003-12)經費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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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市辦理107 年D 類

古物補助計畫，補助經費新臺幣94 萬6,067 

元整，本府配合編列新臺幣36 萬3,012 元

整，合計新臺幣130 萬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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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9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2018 中臺灣農業博覽會計畫」經費250 

萬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100 萬

元整，合計350 萬元整，以上補助款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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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 年補助本局（動物保

護防疫處）辦理「各地禽品產銷輔導計畫」

經費新臺幣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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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農業局 

有關107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局（動

物保護防疫處）「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

計畫」新增列新臺幣250 萬元部分（中央補

助款新臺幣175 萬元，地方配合款新臺幣75 

萬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全額墊付，敬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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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墊 1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 年補助本局(動物保

護防疫處)辦理「禽畜糞管理及資源化輔導計

畫」(計畫編號：107 農管-4.14-牧-03)經費

新臺幣3 萬5 千元整，本府107 年度已編列

配合款5 千元整，合計4 萬元整，以上補助

款3 萬5 千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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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工業局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中

市政府轄管產業園區道路改善計畫」經費新

臺幣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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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