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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51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8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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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2件提案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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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近年來推動市

政，對於促進就業已產生效果，根據上週主計處公布的 107年上半

年臺中市勞動力概況，臺中的平均失業人數為 4萬 9,000人，不僅

較去年下半年減少 2,000人，平均失業率 3.6%，也比全臺平均 3.66%

來的低，是六都中最低的城市，這都是市府團隊通力合作的成果。

市府這幾年推出的政策，包括托育及托老一條龍、青年希望工程、

社會住宅等，讓年輕人可以養兒育女、他們的父母也可以獲得妥善

照顧，沒有後顧之憂，專心在職場上打拼。我們也積極輔導和提供

年輕人創業的資源，包括摘星計畫、地方型 SBIR、青創貸款專案

等，讓臺中成為一個青年築夢圓夢的理想環境；加上招商引資帶動

經濟發展，提供高薪資的就業環境。這些基礎建設與社會福利吸引

人口移入，因此臺中在去年成為全臺第二大城市，臺中已深受大家

肯定，成為一個真正的宜居城市。(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臺中幅員廣大，縣市合併後有部分地區出現城鄉差距情形，特別是

屯區相當明顯，也因此我們積極縮小城鄉間的差距，屯區市區化具

體反映在許多方面，以交通為例，我們在 74 號快速道路設置 3 個

匝道，提供屯區居民快速進出市區之道路；鐵路高架化部分，搭配

捷運綠線以及明年完工的成追線，讓鐵道乘載更大流量；至於大慶

車站與松竹車站則可以提供轉乘，市府積極打造 Mr.B&B 複合式大



 2 

眾運輸系統，我們希望每一站都有便捷的公共自行車、甚至計程車

站、步行的空間，讓轉乘順暢，讓臺中各區發展均衡。(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局)  

三、本週市政成果與大家分享如下： 

(一)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啟用：屯區近期有許多施政亮點，首先是

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於 8月 4日正式啟用，這是屯區第一座水

資中心，也是市府推動「屯區市區化」的重要里程碑。廣設水

資中心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水資中心跟垃圾掩埋場或焚化

爐一樣，都是鄰避設施，許多市民都不歡迎社區內有一座處理

污水的廠房，然而新光水資中心不僅在設計上結合水與綠的意

象，更整合周邊營造出開放式的公園環境，讓「鄰避」變成「鄰

聚」，更可望繼水湳及文山水資中心之後，為本市拿下第三座

水資中心的金質獎。(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太平文中三用地規劃為聯合行政中心：我們以「屯區市區化」

為目標規劃屯區的建設，尤其太平身為臺中第四大行政區，但

太平區公所辦公空間不敷使用且設備老舊、鄰近菜市場，洽公

民眾停車不便，所以亟需重新規劃符合地方需求的洽公環境，

經過不斷研議與商討，我們選定文中三用地作為未來的太平聯

合行政中心，並於上星期二（7 月 31 日）正式宣佈這塊地將

進行都市計畫個案變更，其中部分做為太平聯合行政中心使

用，且地點鄰近臺 74 快速道路，靠近戶政、地政事務所，相

當便利民眾洽公。(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視察太平買菸場：上星期五（8月 3日）我也前去視察太平買

菸場，很高興太平買菸場即將於 8 月 19 日開幕，臺中的文化

亮點又添增了一處！太平買菸場除了展示太平菸草產業演變

的歷史，也將作為國際知名藝術家陳庭詩的紀念館，展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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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雕塑等作品；此外，我們也會保留部分空間給在地藝術

家展示作品，可望帶動屯區地方藝文發展，提供當地一個新興

的文化據點。(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坪林國小東大樓拆除重建動土：另一方面，我在上星期二（7

月 31 日）出席坪林國小東大樓的拆除重建動土典禮。坪林國

小校內東大樓的耐震能力不足，為提升學生學習環境並保障學

生安全，我們進行拆除重建工程，預計明年可以完工，提供師

生更優質的校園環境，期望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在舒適、安全的

環境下學習。(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我向來認為公共政策的形成，首要考量的就是了解政策要解決什麼

問題，了解核心問題後才能制定出具有效益之政策。例如托育政

策，可能涉及少子化、托育勞動力市場、托育品質等問題，政府應

該了解政策目標為何，有了問題，方能針對問題制定政策，接著再

妥善溝通及宣導，尋求社會大眾之支持。不論何種政策，對社會與

利害關係人而言，一定有總體面與個體面之影響，以原先本市托育

政策之受益人數為例，政策受惠人數為 1萬 6,897人，若再加上中

央政策的受惠人數後將達到 2萬 7,755人，這就是總體面影響。經

費上，則在原有預算上再增加 1億多元預算，總計將達 2 億 5,000

多萬元預算。此外，托育補助的效益，不能光以補助金額多寡來決

定，以臺北市為例，即使補助金額較多，但托育費用也比較高，北

市家長的托育負擔不見得比其他縣市來得輕鬆，而本市則是藉由補

助以及價格管控機制，穩定托育市場行情，讓政府投入的補助款發

揮最大效益。再者，即使有了中央的挹注，本市編列的托育預算未

來仍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也許是持續投入公托的興辦，也可能是透

過增加補助，持續減輕父母的育兒負擔，也讓臺中的托育政策持續

往前走，成為其他縣市之典範。此外，中央的托育政策，各縣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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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情形與反應不一，唯有政府、家長、業者三方都擁有可及、平價

的托育政策，才能創造多贏，而這中間就需協調、溝通，甚至透過

配套措施讓政策得以順利實施。中央因為知道臺中托育政策獲得市

民的高度肯定，因此採納臺中托育一條龍模式的精神，由行政院推

出 0~2歲準公共化托育政策，同樣直接將托育補助款撥給家長，讓

政策更有效益，因為如果將補助交給幼兒園、托嬰中心或保母，經

過報帳等行政程序，往往會拖延 2 個月以上的時間，家長須先墊

款，而且行政作業對保母或機構來講也會增加很多成本。而臺中經

驗再度成為全國典範，相信也讓臺中人感到萬分驕傲。(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五、今日社會局與教育局專案報告「中央準公共化托育政策之實施與因

應」裁示如下： 

(一)中央地方政策無縫銜接： 

1、 無縫銜接中央政策，製作懶人包：中央準公共托育機制已

於 8 月 1 日上路，近來由於與各縣市原有托育政策產生磨

合，近來也造成不少紛擾，除請社會局、教育局積極掌握

中央推動幼托新制的脈動並妥善擬定銜接對策與配套措施

之外，也請製作本市托育一條龍轉銜準公共托育機制懶人

包，透過新聞局宣傳，並視業務需要開辦準公托推動說明

會、座談會等，讓家長更了解新制措施與請領補助之方式。

此外，相關 Q&A也請提供 1999話務中心，俾憑掌握最新資

訊，協助政策釋疑，將民眾疑慮降到最低。(辦理機關：教

育局、社會局、新聞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 積極輔導本市托育協力業者及保母加入：為輔導私立幼兒

園簽約加入準公共化托育政策，教育部目前正在各縣市舉

辦說明會，也請教育局、社會局協助針對簽約合作的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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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母了解政策，以利提升本市幼托資源質量，創造政府、

家長、業者多贏。(辦理機關：教育局、社會局) 

(二)擴展平價教保服務： 

1、 增設本市非營利幼兒園：本市目前計有 4 家非營利幼兒園

（三光、五權、上楓及潭秀），非營利幼兒園兼具公、私幼

的優點，除了比私幼平價外，與公幼相比又有延托機制，

相當符合雙薪家庭托育需要，因此請教育局致力更多非營

利幼兒園的興辦，並優先在偏鄉建置，盼於 109 年以前達

到 25家非營利幼兒園的目標。(辦理機關：教育局) 

2、 盤點閒置教室，完善托育環境：由於少子女化現象，許多

國中小教室出現閒置情況，請教育局全面盤點本市目前各

國小閒置空間，並增設公托以逐步將本市公私幼比例由 3:7

提升到 4:6；此外，也能做為社會局長青快樂學堂、社區

關懷據點或親子館、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場所，讓家長有更

多的托育選擇，完善臺中市的托育環境。(辦理機關：教育

局、社會局) 

(三)強化幼托人力與品質： 

1、 結合產學訓用，強化托育人力培訓：教育局推動之「青年

希望工程」產學訓用課程，請研擬加開幼教師資實習專班，

讓高中職學生適性發展、進入實際場域實習，也提升幼教

師資品質。(辦理機關：教育局) 

2、 落實稽查，並優先補助監視器設備：虐嬰（童）事件時有

所聞，為提升本市幼托品質，除請社會局加速研訂「臺中

市托嬰中心設置管理自治條例」之外，針對幼托機構進行

聯合稽查時，亦請秉持夥伴關係為之，避免抓小偷的心態，

畢竟私托的存在，在於補公托的不足，是完善城市托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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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重要環結；必要時亦可思考如何參考本市 1999神秘客

模式，強化對於幼托機構服務品質稽核；此外，監視器雖

非托嬰中心法定應備設施設備，除仍應鼓勵業者自主安

裝，社會局補助托嬰中心充實設施設備時，亦請將監視器

及其他兒童安全設備例為優先補助項目，全力強化對嬰幼

兒的保護。(辦理機關：教育局、社會局) 

(四)中央與地方合作： 

1、 籲請中央避免逐年調高地方負擔比重：2-4 歲準公共化幼

兒園政策中，不僅不同部會間所訂地方自籌比率不一，教

育部要求之地方政府負擔比率亦有縣市間之差別。 依據先

前相關補助計畫之辦理經驗，中央未來可能將逐年調高地

方自籌比例，逐漸加重地方財政負擔，因此請教育局持續

留意，並適時向中央提出建議，針對準公共化托育政策籲，

請中央避免逐年調高地方負擔比重，以免排擠地方建設預

算。(辦理機關：教育局) 

2、 建議中央加強資訊系統介接：由於中央準公共托育政策涉

及教育部及衛福部權管，為有助中央地方合作推動事半功

倍，包括資訊披露、系統介接等應請中央部會儘量有一致

做法與規範，俾利地方遵循，此請教育局與社會局向中央

適時反映，以利政策周延。(辦理機關：教育局、社會局) 

3、 由於中央政策極需各地方政府資訊回饋，因此今日專案報

告也請教育局、社會局於適當時機提供中央相關部會作為

未來政策制定、修改之參考。(辦理機關：教育局、社會局) 

陸、散會(上午 10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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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51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8月 6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財政局 

本府財政局擬與共有人辦理本市大肚區大東

段812地號面積588.24㎡(177.94坪)市、私共

有非公用土地協議分割及分割後由共有人以

市價承購市有土地面積減少部分約26.76

㎡，再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2 文化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市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

臺中市文化建設基金會、財團法人臺中市港

區文化藝術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臺中市影視發

展基金會之108 年度預算各一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1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

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有關家

庭福利服務中心購置設施設備經費，中央補

助138 萬元(68%)、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66 

萬6,000 元(32%)，合計204 萬6,000 元整，

以上補助款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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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 

為辦理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本府辦理107 年

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第一波申

請補助金費4 萬7,834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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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事務 

委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107 年度補助本會辦理「臺中

市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計畫輔導

團」經費234 萬元(78%)(其中195 萬元已納

入本會107 年度預算)、市庫配合款66 萬元

(22%)已納入本會107 年度預算，合計300 萬

元整，以上尚須編列補助款39 萬元，請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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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審議。 

墊 04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7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107 年公益彩券回饋金指標性計畫－

建置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計畫編號：

1072T2001-S31)」經費 740 萬元整 (比例

12.46%)、本府已編列配合款5,199 萬4,000 

元整(比例87.54%)，合計5,939 萬4,000 元

整，以上補助款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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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7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2018 全國古蹟日：傳承與再生―再造臺中

新風華」計畫經費50 萬元整，中央補助30 萬

元(比例60%)、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20 萬元

整(比例40%)，合計50 萬元整，以上補助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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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