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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48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7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9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副市長陵三代(林市長 佳龍 公差) 

肆、 討論提案：1件提案及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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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大家好！早上市長參加「亞洲臺灣商會年會」，所以今天

的市政會議由我代理主持。「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是連續第 3

年在本市舉辦年會，今年有來自亞洲 16 個國家地區、超過 900 位

的臺商齊聚臺中，與會人數再創新高，可見臺商對臺中不斷進步充

滿信心，期待臺商與中臺灣能夠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促進臺中

與臺灣的經濟發展。今年會議市長專題演講的主題是「活躍經濟・

花現臺中」，這三年來市府也積極築巢引鳳、招商引資，吸引到的

重大國內外投資高達 8,156億元。亞洲臺商會明年將由香港接辦，

市長則屬意爭取「世界臺商會」在臺中舉行，以延續臺商對臺中的

投資熱度，也為臺灣經濟開創新局。(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經

濟發展局) 

二、與大家分享本週市政成果： 

(一)創造性財政加速臺中蛻變：今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高達

94億多元，主要是因為本府爭取到許多前瞻基礎建設補助款，

總數為 44 億 1,527 萬元（含市庫配合款 12 億 4,480 萬元），

佔總預算支出 46.61%。市長秉持著創造性財政理念，積極爭

取中央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經費，期盼以政府的重大建設投資帶

動臺中整體投資需求，進而創造更多就業與收入，讓處於「囝

仔轉大人」的臺中順利蛻變。(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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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政部長視察綠川，肯定成功活化：上週一（7月 9日）內政

部葉前部長俊榮在市長陪同下訪視綠川首期整治成果，部長十

分肯定本府能以海綿城市的原理設計綠川，也樂見中央地方持

續合作，打造兼顧防洪治水、景觀營造的親水環境。(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 

(三)為發展足球運動，本市打造區域足球運動發展中心：今天凌晨

於俄羅斯舉行的 2018世界盃足球賽冠軍戰，由法國 4：2戰勝

克羅埃西亞，獲得勝利，劃下句點。足球運動向來是歐洲與中

南美洲國家的強項，但一些小國（冰島）或亞洲國家（日本、

南韓）也有不錯的表現。為推廣本市足球運動、全民足球風氣

及運動產業發展，本市規劃打造「臺中市足球運動休閒園區」，

將分年編列 7億餘元，請運動局積極籌劃，帶動區域足球運動

及運動產業發展，推廣全民足球運動，打造臺中成為運動城

市。(辦理機關：運動局) 

(四)敬老愛心卡 7 月 16 日起擴充多元服務：本市敬老愛心卡自今

日（7 月 16 日）起功能擴充，從「可搭乘大眾運輸」擴大到

「可折抵全市衛生所部分負擔及掛號費用」，9 月 1 日起也可

「折抵與市府合作的計程車乘車費」，並將陸續加入診所及醫

院（折抵部分負擔及掛號費用的服務），打造臺中成為高齡長

者之友善城市。(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沙鹿陸橋改建 7月 13日竣工全線通車：橋齡達 34年的沙鹿陸

橋是連接梧棲、沙鹿且是前往臺中港的重要聯絡橋梁，但因伸

縮縫、橋面板多處損壞，爰進行沙鹿陸橋改建，這項工程在安

全、順利、零工安意外的情況下於日前順利完工，提供市民行

的方便。(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法律問題浩瀚無比，公務員執行公務時，面臨行政、刑事、民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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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這些都涉及到法律，而市府這三年多來也首創、修正許多自

治條例法案，例如實驗教育相關自治條例、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

例、生媒管制自治條例、食物銀行自治條例等，以生媒管制自治條

例為例，市府落實法條規定，臺中電廠的燃煤量已經減少累計約

500萬噸，對空污的改善貢獻很大，且近來的數據也顯示臺中空氣

品質確實已有改善；此外，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也是為預防市民

登山活動可能產生之危險加以管制，條例公布後也確實減少了此類

案件之發生，可見適時的法律修訂是市政執行不可或缺的工具，也

希望同仁善用相關法令提升市民生活品質。(辦理機關：本府各機

關) 

四、今日法制局專案報告「結合民間合作推動法制新思維」裁示如下： 

(一)本市擬訂「臺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及「臺中市產業再生發

展中心設置自治條例」等條例因產業發展等方面的疑慮未獲議

會通過，請法制局提供修法協助，配合提案局處及早爭取議會

支持。(辦理機關：法制局) 

(二)法制局至區公所就近提供市民法律諮詢服務對當地居民而言

幫助很大，尤其是和平區、新社區等地，因許多原住民保留地

等土地糾紛案件頗多，也請原民會協同法制局協助當地居民爭

取應有權益。(辦理機關：法制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三)法制局擔任市府法律總顧問角色，負有提供市府各局處同仁法

律專業意見之責，儘管執行市政之各主管機關就本身權責具有

裁量空間與判斷餘地，惟仍有需要法制局法律專業意見之協

助，因此倘有需加會法制局之公文，除請法制局儘量避免使用

「依權責辦理」等字眼之外，也請各局處於會簽公文中明確點

出疑議之處。也鼓勵同仁多以電話聯繫，加強問題釐清，以利

法制局提供專業法律意見，讓市政服務更臻完善。(辦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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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各機關、法制局) 

陸、散會(上午 10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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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48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7月 16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運動局 

為辦理「臺中市大里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調整計畫及增列經費案，原計畫經費分年編

列108 年新臺幣1,027 萬8,367 元及109 年

7,000 萬元，擬請同意經費調整編列於108 

年 1,027 萬 8,367 元 及 109 年 9,411 萬

9,313 元(增加2,411 萬9,313 元)，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1 觀光旅遊局 

教育部體育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潭雅

神綠園道基礎設施改善暨環島支線建置計

畫」經費計新臺幣2,100 萬元，本府所需配

合款為1,400 萬元整，合計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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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旅遊局 

教育部體育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中

市清水區臨港路、五福圳及清水自行車道整

建工程」經費計新臺幣1,200 萬元，本府所

需配合款為800 萬元整，合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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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旅遊局 

教育部體育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中

市大安區自行車道路網改善工程」經費計新

臺幣2,880 萬元，本府所需配合款為1,920 

萬元整，合計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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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體育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中

市霧峰區乾溪自行車道(乾溪橋上游)工程」

經費計新臺幣1,500 萬元，本府所需配合款

為1,000 萬元整，合計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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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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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5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補助本府辦理「107 年度原住民文物(化)館

改善計畫」經費計新臺幣6萬元整，擬請准予

先行辦理墊付1 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6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107 年

「臺灣好玩卡」推廣計畫經費345 萬元整， 

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70萬元整，合計415 萬

元整，以上總經費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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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局 

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臺中市足球運

動休閒園區興建工程」總經 費計新臺幣(以

下同) 7 億 5,065 萬 3,710 元(中央補助款 

4 億 4,940 萬元 整，本府配合款 3 億 125 

萬 3,710 元整)，就 108 年度所需墊付款為 

3 億 223 萬元(中央補助款 2 億 223 萬元

整，本府配合款 1 億元整)，擬請准予先行

墊 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已

於會後修正) 

墊 08 水利局 

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助辦理「流域綜合治理

計畫」第3 期(107-108 年)提報案件總經費1 

億6,3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55％)計8,965 

萬元整，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45％)計7,335 

萬元整，以上經費1 億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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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中

市浪漫臺三線國民旅遊觀光行銷專案」經費

150 萬元整，配合款150 萬元整由本府107 

年度預算支應、尚須編列50 萬元整，合計350 

萬元整，以上補助款150 萬元整及尚須編列

配合款50 萬元整，合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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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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