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中市政府第 372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2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 樓市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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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討論提案：2 件提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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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進行本府社會局李允傑局長、以及教育局霧峰區桐林

國小姜韻梅校長的布達及宣誓交接典禮，除了是肩上責任

的開始，也代表市府同仁兢兢業業服務市民的精神。此外，

剛才也表揚本府 107 年「簡政創新績效評核」的績優單位，

不論是個人或團隊表現，都相當令人讚賞，今日特地予以

表揚，也期許市府團隊繼續為市民服務。(辦理機關：本府

各機關) 

二、財務公開透明、陽光施政、陽光政治是我的施政理念，因

此，包括舉債金額、負債數目等政府財務情形都應該要向

市民公開，尤其，我是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出身，對於財政

紀律更是十分重視；有感於市民朋友並不瞭解臺中市的財

政全貌，因此今天特別安排財政局進行「維持財政紀律 推

動永續政務」專案報告，讓市府同仁瞭解臺中目前面臨的

艱困財政狀況，並進行以下幾點裁示： 

(一)市府自 105 年開始已進入千億負債俱樂部，目前臺中

的預警前尚可舉債額度只剩下 88億元，依據財政局的

資料，臺北市尚有 2 千多億元、高雄市有 282 億元、

臺南也有 593 億元等，六都之中，只有本市預警前尚

可舉債額度不滿百億元，可見本市問題相當嚴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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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債留子孫，我們必須強力進行財政整頓，恪遵財

政紀律，全力改善臺中市的負債情形。(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二)改善財政，須要開源、節流，我們有專業的的主計、

財政等單位，均會好好把關，並持續開發財源，請各

局處積極配合。此外，儘管面臨財政狀況嚴峻，整頓

財政的同時，仍要好好建設，因此未來同仁面臨的挑

戰很大，面對艱困環境仍能做好城市的建設，才是市

府團隊值得驕傲之處。(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有關今日墊付案部分，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如下： 

(一)墊水 01 案，水利局已積極向中央爭取經費，本案水利

局也已註明為臨時人員酬金。預算爭取得來不易，如

今已有工程費用、人事費用，因此期盼本計畫之施工

內容、施工品質可以好好維護，提供實在的建設給市

民。(辦理機關：水利局) 

(二)墊衛 02 案，為跨年度計畫案，目前由中央負擔六成、

市府負擔四成預算比例，希望明年可以朝中央負擔七

成之方向邁進。(辦理機關：衛生局) 

(三)墊經 02 案，係於原住民族地區興建自來水管線系統，

臺中幅員廣大，仍有部分偏遠地區市民仰賴地下水，

長期下來對國土保育、個人飲水衛生也有不良影響。

自來水管線建置經費所費不貲，但基於人道考量及對

市民的照顧，政府仍須積極建設，因此，請經發局加

強向中央爭取預算補助，減低市府財務負擔的同時也

可以加快建置速度，讓市民有安心的自來水飲用。(辦

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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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日媒體報導，臺中港務公司疏於管理，長期以來放任業

者以露天方式進行港區內碼頭水泥裝卸，導致粉塵擴散，

造成臺中空氣品質不良影響。事實上這種行為過去幾年持

續都有，只是未被妥善處理，也因此經年累月對臺中空氣

造成危害，我非常關切這個案件，在此也感謝媒體朋友揭

露業者的違法情事；昨日市府新春團拜時，我也重申市府

施政方向之一便是整治空污，因此請環保局對空污製造者

不能手軟，務必嚴格取締、天天稽查、開罰，倘若身為官

方的單位都不以身作則，又有何立場要求人民遵守法規。

儘管臺中港務公司已表示今年 6、7 月就可改善設備，降低

對空氣品質之影響，然而我認為這並不足夠，對於已造成

之污染，我們應該透過不斷開罰施加壓力，督促加速改善

期程，重申對於空氣品質的維護，市府絕不妥協的立場。 

(一)倘若開罰效果不彰，市府將不排除採取更強硬手段，

例如停工等措施，因此請環保局、法制局研議相關法

令，對於製造空污者採取雷厲風行之手段與態度，如

此，本市的空污才有改善的可能。(辦理機關：環境保

護局、法制局) 

(二)勞工倘若長期處於粉塵籠罩的工作環境，勢必對身體

健康產生相當程度之危害，因此請勞工局加強本案勞

動環境之稽查；此外，對於附近居民之身體健康情形，

也請衛生局一併了解。市府惟有下定決心執行，才得

以彰顯對改善空氣之決心。(辦理機關：勞工局、衛生

局) 

(三)黃秘書長對此提示，有關空污的取締，建議可以採行

聯合稽查的方式來提高效率，由主要的業務機關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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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稽查，相關機關積極配合，如勞工局進行勞動檢

查、都發局進行廠房安全檢查、消防局進行消防設備

查緝等，透過跨局處合作，加強查緝力量，全力杜絕

空污的危害。(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2019 中臺灣元宵燈會本週六將於文心森林公園登場，今年

的燈會佈置與規劃是最適合打卡的地點，請大家積極行

銷、全力以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提燈為「飛天豬」造

型燈籠，寓意為只要方向正確、努力不懈，豬也可以飛上

天，這也代表臺中的方向只要正確，再加上市府同仁的努

力，臺中的各項建設一定可以一飛沖天。另外，我們也成

功爭取到 2020臺灣燈會的主辦權，市府已配合交通部開始

籌備規劃，因應華人傳統習俗傳承的同時，也是拼經濟的

具體表現，到時我們會把燈會辦得精彩、圓滿，歡迎國人

蒞臨賞燈。(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陸、散會(上午 10 時 5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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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72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2 月 12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財政局 

本府擬處分本市東區練武段83-1地號

等 39 筆 面 積 合 計 3,612.01 ㎡

(1,092.63坪)市有非公用土地，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02 財政局 

本府擬處分本市南屯區黎明段1933地

號等9筆面積合計974㎡(294.64坪)市

有非公用土地，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地

01 
地政局 

內政部108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數位建設」項下補助基

層地政機關辦理老舊電腦汰換及強化

資安相關防護設備經費1,333萬3,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 800萬元 (比例

60%)、本府已編列配合款533萬3,000 

元(比例40%)，合計1,333萬3,000元

整，以上補助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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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地

02 

地政局 

 

內政部108年度補助本局辦理「開放地

政跨域服務整合計畫」經費64萬2,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38萬5,000元(比例

60%)、本府108年度已編列配合款25

萬7,000元整(比例40%)，合計64萬

2,000元整，以上補助款38萬5,000元

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提請審

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地

03 
地政局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補助本市辦理

108年度「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

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總經費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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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6,000元整，本府108年度已編列配

合款130萬8,000元整(比例22%)，另中

央補助款463萬8,000元整(比例78%)

部分，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提請

審議。  

墊地

04 
地政局 

內政部108年度全額補助本市辦理「地

籍清理第2期實施計畫」經費計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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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水

01 
水利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108 年辦

理「臺中市全國水環境水質改善業務

支援計畫」(108 年)，總經費新臺幣

470萬元整(中央補助款329 萬元整，

本府配合款141萬元整)，因業務所需

墊付款為470萬元整(中央補助款為

329萬元整;本府配合款為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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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水

02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

整體改善計畫」108年度應急工程工 

作計畫及108-109年度生態檢核補助

本局辦理「大雅區十三寮排水雅秀一

橋下游溝渠左岸土堤改建應急工

程」、「東勢區沙連溪新嵙橋下游左側

護岸改善應急工程」等2案應急工程及

「臺中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8-109 

年度)」，補助經費1,630萬元整，本府

尚需編列配合款698萬6,000元整，合

計2,328萬6,000元整，以上2,32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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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敬請審議。 

墊水

03 
水利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辦理「全國水

環境改善計畫」之「臺中市全國水環

境清淨河面計畫」總經費6,357 萬

2,000元整 (中央補助款 4,450萬元

整，地方配合款1,907萬2,000元整)，

因執行年度為108~109年，就108年度

所需墊付款為3,500萬元整(中央補助

款2,450萬元整，地方配合款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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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衛

01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局「108年度公益彩

券回饋金排除就醫障礙補助計畫」共

計經費366萬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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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衛

02 
衛生局 

國家發展委員會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

理「108 年度食品、藥物暨化粧品GIS 

決策系統功能擴充計畫」經費210 萬

元整，中央補助210 萬元(60%)、本局

尚需編列配合款140 萬元(40%)，合計

350 萬元整，以上計畫總經費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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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經

01 
經濟發展局 

有關本府向經濟部申請108 年度「臺

中市推廣再生能源補助計畫」，獲該部

核定全額補助本府經費計新臺幣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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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經

02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水利署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原住民族地區簡易自來水系統營

運」及「簡易自來水工程」計畫經費 

7,851萬3,000元整，中央補助款5,103 

萬4,000元(65%)、本府尚需編列配合

款2,747萬9,000元(35%)，合計7,851

萬3,000元整，擬先行全額墊付支用辦

理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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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8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規劃與管理經營細

部實施計畫-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 

計畫」計新臺幣92 萬1,712元整，未

及納入本會108年度單位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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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原

02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府辦理

「 108 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

心」，補助經費計230萬8,489元整，擬

提請鈞長同意准予採先行墊付方式辦

理，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原

03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府辦理

「108年度補助各機關辦理原住民急

難救助經費」，補助經費計58萬元整，

擬提請鈞長同意准予採先行墊付方式

辦理，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客

01 

客家事務 

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於107 年度全額補助本

會、東勢區公所及石岡區公所辦理

「106-107年度促進地方客語整體發

展計畫」執行成效獎勵金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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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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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都

01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108年度補助本局辦理「108 年

度臺中市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行銷宣

傳」案，經費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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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