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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66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12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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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市長 陵三代理                       記錄：陳姿伶 

肆、討論提案：提案 2照案通過，送請法制局發布施行；提案 1、3 撤回，

於下次市政會議再提；18件墊付案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

(詳如附件) 

伍、指（裁）示事項： 

一、大家早，近期市府團隊為看守小內閣，本不應對重大事情做決定，

惟依據 11月 26日市政會議市長指示，倘有重要、急迫案件將交由

我代理召開，因此今日市政會議由我主持召開；此外，今天各項提

案及墊付案皆須逐案討論，具急迫性者將於今日作出決定之外，其

餘留至新的市府團隊召開市政會議再行討論。(辦理機關：本府各

機關) 

二、臺中成為臺灣第二大城市，是大家共同的成就，此外，臺中這 4年

也創下許多前所未見的好成績，例如 11 月 28日公布的 107年公共

工程金質獎獲獎名單出爐，本府一舉拿下 6個金質獎，4年內共獲

15 件公共工程金質獎，繳出六都第一的成績單；此外，觀旅局也

成功開拓了東亞地區重要城市的直航航線，例如東京、曼谷等；國

立高中職也在教育局努力下，成功完成改隸為市立的重大變革；治

安方面則在四年內由治安末段班一躍而為六都的第 1名；各項作為

與亮眼成績均顯示了我們四年的努力及豐碩成果，我在這裡代表市

長真誠的向大家表示感謝，感謝各位在過去的 4 年對臺中市的貢

獻；因此，我希望各單位的敘獎事宜可以儘速辦理，慰勉同仁的辛

勞，也希望各位首長未來一切順利。以日本為例，日本在現任首相

安倍晉三上任前，也曾一年內更換三至四位首相，然而日本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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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一切如常，依然是世界強國，這表示該國事務官體系健全，因

此我也希望臺中市政府不要因為政黨輪替而有所改變，期許大家仍

處處為市民著想、各司其職為市民做好市政建設。(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三、日前聯合晚報報導山手線議題，山手線是過去四年我們極力向中央

爭取的成果，為何臺中需要山手線？大家都知道國父在實業計畫裡

提到，交通為一切建設之母，最初我們至交通部爭取補助時，曾遇

專家學者質疑臺中海線地區人口不多，何須急著興建山手線？然

而，我必須告訴大家，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國父很早就提

過，交通建設才是一切建設的根本，沒有交通建設，遑論城市發展。

臺中的發展就是由原本的火車站縱貫線起源，縱貫線通了之後帶來

人潮，才有之後的第一、第二市場等發展；而第一條高速公路完工

後臺中啟用的匝道，讓逢甲地區、西屯區、南屯地區陸續開發，不

難看出都市的發展與交通息息相關；甚至香港的屯門原是貧脊的海

埔新生地，也是因為捷運開通，才得以有今日繁榮的景像，由此可

知交通對一座城市的發展何等重要。山手線目前所在地人口不多，

那是因為交通不方便的緣故，目前海線一天只有 22 班鐵路運輸，

明年完成成功至追分的雙軌化之後，將增加到 40 班次，不僅將帶

來人潮，都市也將蓬勃發展，我們花費許多精力成功爭取山手線，

也希望未來市府團隊可以審慎思考，做出對臺中人最有利的決策。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今日會議共有 3 個提案及 18 個墊付案提出討論，其中提案 1（人

事處提案，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

附表草案）因未有急迫性，留待下次市政會議再行審議；提案 3（地

政局提案，檢陳修正「臺中市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流通收費標

準」草案），則因內政部將於 12 月 18 日與各縣市召開會議，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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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地價問題，因此留待下次市政會議再作審議；其餘提案 2以及

18案墊付案則照案通過。(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近幾年衛生局於食安方面著力甚多，感謝衛生局同仁的努力，也請

大家持續堅守崗位，不讓非洲豬瘟蔓延至臺灣！此外，也請文化局

加速辦理大楊油庫之修復。另外，今日墊付案有部分與長照業務相

關，日前我曾至鰲峰山宣導消防，附近有國小因少子化緣故造成許

多教室閒置，建議可於該處選擇合適場所作為長照相關場地以協助

本市長照政策的推動。(辦理機關：文化局、衛生局、教育局) 

陸、散會(上午 10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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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66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7年 12月 17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

法」第二條附表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撤回，下次市

政會議再提。 

02 教育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

運作辦法」第1條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通過後，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 

03 地政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

流通收費標準」草案1份，敬請審議。 

本案撤回，下次市

政會議再提。 

墊 01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8年度補助本

局辦理「108年度(第2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食品安全建設-強化衛生單位食安稽查及檢

驗量能計畫」經費185萬4,000元整(約75

％)，本府尚需應編列配合款61萬9,000元整

(約25％)，合計247萬3,000元整，以上計畫

總經費247萬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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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02 觀光旅遊局 

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局辦理「臺中市浪漫臺三

線國家自然步道主軸線環境整備規劃設計」

案經費計新臺幣117萬元，本府所需配合款為

33萬元整，合計15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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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8年度補助本

局食品藥物安全處辦理「108年度臺中市食品

藥物安全處加強監控食品、藥物、化粧品違

規廣告計畫」經費58萬3,000元整，核定中央

補助款43萬7,000元(比例75%)，本府尚需編

列配合款14萬6,000元(比例25%)，合計5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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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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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 04 教育局 

107年「本市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

材獎勵金實施計畫」獎勵金新臺幣900萬元

整，擬請同意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05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108年度補助本局辦理「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2.0-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經費

新臺幣3億6,00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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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108年度補助本局辦理「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2.0-整合照顧管理制度計畫」經費

新臺幣9,091萬9,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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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108年

度補助本局辦理「108年度臺中市毒物及化學

物質源頭查核管理計畫」經費新臺幣2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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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

商金補助本府衛生局108年「微笑向日葵大專

志工陪伴輔導計畫、醫起護少陪伴計畫」共

計經費1,74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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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全額補助本局108年「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加害人多元處遇資源培力計畫」，本計

畫經費總計25萬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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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局辦理「臺中

清水眷村文化園區─第三期整修計畫(規劃

設計)」案之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臺幣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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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8年度公益彩券

回饋金補助本局辦理「108年度臺中市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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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計畫」新臺

幣94萬4,500元及「108年度臺中市社會局身

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計畫」新臺幣465萬

3,000元，擬辦理先行墊付並納入108年追加

預算案，敬請 審議。 

墊 12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本府參與108年度「智慧

福利服務躍升計畫」經費共計新臺幣509萬元

整，中央補助款509萬元整(比例75%)、本府

自籌款169萬7,000元整(比例25%)，合計678

萬7,000元整，不足補助款152萬6,000元整，

擬先行辦理墊付，並納入108年度第一次追加

預算，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13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8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強化老人福利機構服務量能輔導計畫」

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創新方案導入計畫」2

案，經費共計新臺幣220萬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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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8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臺中市身心障礙者主動關懷服務創新

方案(中心區)」、「臺中市身心障礙者主動關

懷服務創新方案(偏遠區)」各新臺幣120萬

元，擬辦理先行墊付並納入108年追加預算

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 15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108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公共服務

據點整備之公有社會福利機構及老人活動中

心耐震補強及整建計畫」之臺中市外埔區老

人文康中心規劃設計監造暨耐震補強工程經

費905萬8,000元整，中央補助634萬(比例

70%)、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271萬8,000元(比

例30%)，合計905萬8,000元整，以上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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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

議。 

墊 16 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市辦理「108年度資

源回收工作計畫」新臺幣2,917萬元整，未及

納入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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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墊

01 
交通局 

行政院環保署核定補助本市辦理「臺中關鍵8

微克的綠色交通計畫-電動公車老舊電池汰

換計畫」經費980萬元整，擬請同意107年度

補助款980萬元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臨墊

02 
經濟發展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本市

「臺中市中科放流管沿線自來水專案補助計

畫-烏日區自來水接戶(一般補助)補助計

畫」，經費新台幣420萬3,8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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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