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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71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1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貳、地點：豐原區公所 4 樓第 3 會議廳 

參、主持人：盧市長 秀燕                      記錄：陳姿伶 

肆、討論提案：2 件提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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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日市政會議在豐原區公所召開，是我上任後第

一次至豐原召開行動市政會議，未來四年我們還會再來豐

原開會，市府團隊會隨時聆聽市民心聲，以基層為本、讓

政府透明化。過去市政會議大多在市政中心召開，我就任

後稍做調整。本市有 29 區，我認為每一區都應該是施政及

決策的中心，因此未來隔週便會分別至 29 區召開市政會

議，討論市府的重要決策，讓每一區都為決策中心。其次，

我們也希望讓市民知道未來市府的工作重點，也期盼同仁

藉由主動下鄉傾聽民意，與大家站在一起。除此之外，市

政會議除了機關首長參加之外，行動市政會議我們也會邀

請當地的議員、里長、重要領導人共同與會，彰顯市府並

非關在象牙塔裡面做決策，代表市府團隊對市政接地氣之

用心。此外，由於區公所將會是重要的行政中心，各項重

要基層業務與建設，我們也將儘量下放權力予區公所。(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二、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注意到臺中拼經濟的決心，因此昨天

邀請我參加會長就職典禮及會員大會。值得一提的是，香

港沒有天然資源、沒有工業、也沒有農地，然而香港一年

的旅遊人數高達 5,000 萬人次，更是世界重要的貿易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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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香港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學習。昨日，我除了出席中

華出入口商會會長交接典禮與會員就職大會外，並見證臺

中市農會與商會簽署農業採購意向書，藉由雙方締結友好

協議促進雙方商機。昨日與會的 2,200 個商會會員人手一

袋臺中的伴手禮-臺中茂谷柑，代表 14 公噸的臺中茂谷柑

賣到了香港，成功把臺中市的產品推銷出去，讓外界看見

臺中對拼經濟的努力。(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豐原國民運動中心是豐原的重要建設，運動局已規劃總面

積約 5,838平方公尺，整體經費編列新臺幣 4 億 100 萬元。

目前豐原國民運動中心與運動公園預定地規劃為花博停車

場，預計花博展期結束後進行地上物排除及盤點工作，請

運動局與在地民意代表積極商討，打造最舒適的運動空

間，以符合在地居民之期待。(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運

動局) 

四、今日與會之豐原區里長們對當地建設提出許多建言與需協

助事項，請相關機關加以研議並函覆里長辦理情形： 

(一)葫蘆里吳大川里長、富春里陳麗鳳里長：春節即將到

來，豐原第一市場有許多攤販於路旁擺設攤位，加上

附近道路劃設之停車格造成道路狹小，因此常有攤販

與機車發生紛爭、市容也頗為雜亂，盼由交通局與當

地里民研議是否塗銷附近之停車格。(辦理機關：交通

局) 

(二)豐圳里鄭文鑫里長：豐圳公園為豐原區第三大公園，

惟自建設迄今已 20 逾年，許多設施當初規劃不夠完

善，以該公園之圓形劇場為例，不僅沒有活動在該處

舉辦、也沒有遮雨的棚架，公園對外也沒有適當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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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道路，建請市府整建豐圳公園設施或作適宜規劃，

讓公園能發揮效用，提供市民休閒、辦活動之好去處。

(辦理機關：建設局) 

(三)豐榮里林金玉里長：葫蘆墩圳掀蓋工程，豐原國小路

段已於去年完工，花費將近 3 億，然而水量卻相當稀

少，與軟埤仔溪豐沛水量無法相提並論；此外，因水

量不足，不僅環境髒亂，也擔心夏天時會孳生病媒蚊；

葫蘆墩圳掀蓋未給當地帶來商機與人潮；建請市府與

水利單位就水源進行協調，也請審慎評估後續河川掀

蓋工程是否繼續進行。(辦理機關：水利局) 

(四)民生里陳金標里長：鐵路高架化下空間原規劃要設置

陽明里、民生里、東勢里三里之活動中心，惟目前尚

未確定，倘要變更為綠地，也期盼能增設包括公廁及

廣場等設施，建請市府早日確認方案後加速規劃及興

建，提供市民休閒遊憩的空間。(辦理機關：民政局、

建設局) 

(五)南田里劉南村里長：豐原地區 15-21、11-35 道路開

闢，豐原地區居民相當感動。而南田里南田街 11-34

道路尚未完全竣工，附近居民為圖方便常由道路缺口

進出，造成交通事故，請市府儘速完成工程，以維護

市民安全。(辦理機關：建設局) 

(六)社皮里涂力旋里長： 

1、 有關豐原國民運動中心之空間規劃部分，目前里內

停車空間不足，盼望市府能對此予以調整或與地方

進行討論，以紓解停車空間不足之問題。(辦理機

關：運動局、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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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正路與豐原大道交叉口的高架橋下空間常有

汽、機車佔用，附近也有一處軍備局的土地，建議

市府可極力爭取，並對這些空間加以活化，以利使

用。(辦理機關：交通局) 

3、 中正路兩側由圓環至大豐路人行道鋪面常有破

損，只對其補強非治本作法，建議市府進行全面改

善，以提升公共設施品質。(辦理機關：建設局) 

(七)翁子里連佳振里長： 

1、 由於銜接國道四號的東豐快速道路第 1、2 標工程

尚未完成，導致即使沒有要前往豐原的車輛也都須

下交流道後再上國道，可預見一定會對當地造成交

通壅塞。因此未來東豐快速道路與國 4 共構銜接建

議採行「立體交叉匝道」方式，引導車流轉換不同

系統道路，以免附近居民長期處於交通黑暗期之困

境。(辦理機關：建設局) 

2、 翁子里內之第六公墓公園化事宜，建請市府儘速加

快腳步施行。(辦理機關：民政局、建設局) 

3、 11-11 道路目前仍在施工中，出入口部分呈半開放

狀態，由於沒有交通號誌、交通標線或警告牌，當

地居民為求方便多都由缺口進出，容易造成交通事

故，因此希望該工程市府能儘速完成。(辦理機關：

建設局) 

(八)南嵩里劉玉玲里長：本里活動中心為民國 89 年間建

造，目前有漏水情形，期盼市府能予以協助改善。此

外，北坑巷可說是豐原區的後花園，未來也盼能規劃

停車場，提供市民、遊客停車空間。另外，南嵩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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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山區，路樹相當多，請市府及臺電公司於颱風季節

來臨前加強修剪路樹，避免颱風期間造成停電。(辦理

機關：民政局、交通局、建設局) 

(九)北湳里黃文亮里長：北湳里由軟埤仔溪與葫蘆墩圳環

繞，位處葫蘆墩公園第一區，過去每年均由水利局進

行清淤，避免上游之雜草流至下游，建議將軟埤仔溪

上游進行整治，以解決淤積情形。(辦理機關：水利局) 

(十)中興里魏丞章里長： 

1、 中興里為舊社區型態，道路本就狹小，過去曾進行

道路拓寬工程，惟工程尚未全部完工，建請市府持

續後續之道路拓寬工程，至少讓消防車可以進來社

區，以免市民生活提心吊膽。(辦理機關：建設局) 

2、 本里社區發展協會目前已無運作，建議市府研議、

協助新的社區發展協會運作可能性。(辦理機關：

社會局) 

3、 本里活動中心與土地公廟目前均在同一片土地

上，惟均非合法空間，請市府予以協助，提供市民

一處安心的活動空間。(辦理機關：民政局) 

(十一)豐田里劉瑞銓里長：目前臺中市舉債空間並不大，

然而卻還有許多建設要做，例如山手線，盼望市府

團隊全力爭取中央全額補助，不要債留子孫，讓本

市財政往更好的方向發展。(辦理機關：交通局) 

五、「恢復老人健保補助」是我相當重要之政見，然而囿於(108)

年度市府預算中並未編列相關經費，因此明(109)年才會恢

復。但我期許今年可以提早實施；目前當務之急是要尋找

財源，在不排擠現有建設預算、也不增加債務情形下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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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健保補助，讓大家醫療安心、長照安心，這也是我必

須對市民實現的承諾。(辦理機關：社會局) 

六、春節假期即將來臨，在此先向大家拜個早年。春節期間最

容易遇到的還是交通堵塞的問題。根據往年經驗，交通部

為方便民眾快速通行，常實施匝道車流管制等措施，但容

易造成匝道口回堵至市區道路等問題，因此日前我已向交

通部提出建議，雖然市府已提前規劃車潮分流、大眾運輸

工具接送等疏運措施，但通往花博園區的國道 1 號豐原至

大雅、大雅至臺中等路段還是盼望交通部於尖峰時間能夠

開放路肩行駛，讓交通更加順暢，地方政府也會跟中央一

起配合，共同努力克服問題。此外，也感謝春節假期執勤

同仁之辛勞，如 1999 工作夥伴、警消同仁們等，因為有你

們，臺中才能更美好。(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七、今日與會之張瀞分議員、王朝坤議員均表示對市長重視豐

原地區建設之感謝，張瀞分議員也表示市長強調市政接地

氣、拼經濟，給予相當大之肯定。此外，她並建議市府應

全力開源節流、錢花在刀口上，也期盼在新團隊帶領下，

讓臺中邁向更好的未來。(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陸、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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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71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1 月 29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經濟發展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世界貿易中心」

108 年度預算書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02 財政局 

本府擬辦理坐落本市北屯區鑫新平段

215 地號、西屯區鑫港尾段84 地號及

梧棲區梧棲段2708 地號等3 筆市有

土地招標設定地上權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運

01 
運動局 

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吉峰運

動場設置多功能運動草皮工程」經費

計新臺幣61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360 

萬元及本府配合款250 萬元)，因執行

年度為108年，就108 年度所需墊付款

為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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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原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

「108 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

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經費計新臺幣

3,494 萬0,589 元整，擬請准予辦理

墊付1 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原

02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

「108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

建設-原民部落營造推動人力補助計

畫」經費計新臺幣55 萬8,366 元整，

擬請准予辦理墊付1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農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補助本府辦理「108 年度推動地方政

府疫病蟲害主動調查制度計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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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計60 萬3,000 元，擬請同意辦理

先行墊付，敬請審議，敬請審議。  

墊觀

01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理「108 年

臺中市執行違法旅宿管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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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