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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73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2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貳、地點：臺中市立圖書館大里大新分館 3 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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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討論提案：1 件提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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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大家好，今日是元宵節，向大家拜個晚年。中臺

灣元宵燈會在今年已邁入第 20年，因此我們將活動辦得更

隆重，在上星期六於文心森林公園盛大開幕。今年的主燈

是高達 12 米、可 360 度旋轉的「御天飛行豬」，相當令人

驚豔，我相信是全國最好看的燈會之一，也請市民踴躍前

往參觀。(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今日至大里區舉辦行動市政會議，因為我是民意代表出

身，因此特別重視民意，我們積極至各區傾聽人民的聲音。

此外，臺中市是大家共同生活的城市，除了邀請在地的區

公所同仁及地方仕紳參與市府最高決策的會議之外，也代

表我們主動與民意站在一起。今日的會議感謝大里區公所

同仁配合研考會的安排，大家辛苦了。(辦理機關：本府各

機關) 

三、臺中有許多產業聚集，如工具機暨機械零組件、光電面板

產業、自行車及零組件、木工機械、手工具、航太產業等，

然而本市因欠缺國際展覽場地，往年必須在烏日高鐵特區

租借土地，以搭帳棚方式舉辦展覽，極為不便，因此臺灣

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昨日率團來訪，希望新市

府能如期推動會展中心。我在此宣布，會展中心一定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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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任期內興建，讓「前店後廠」展銷模式發揮最大效益，

市府也會全力扶植在地強項產業，並協助解決土地不足的

問題，大幅提升本市經濟競爭力。(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大里區目前是本市第三大區，相信未來人口與各項建設、

業務會日漸擴增，因此目前區公所的使用面積不敷使用，

加上公所土地因列土地重劃範圍，面臨拆除問題，此請黃

秘書長督導，並請民政局、地政局、大里區公所針對搬遷

事宜及未來區公所的需求等共同研商。(辦理機關：民政

局、地政局、大里區公所) 

五、有關墊付案： 

(一)墊社 01 中影片競賽部分，請社會局積極宣傳，讓地方

藝文人士、大專院校等都能積極參與比賽；爾後倘有

藝文相關競賽活動，也請各局處積極宣傳，讓更多人

參與，避免少數人或團體壟斷競賽之情形發生。(辦理

機關：社會局、本府各機關) 

(二)墊觀 01 係辦理大安 2050 永續海洋觀光計畫，楊瓊瓔

副市長提示，本市有許多獨具地方特色的農產品，請

研議將此活動與 29 區的農特產品加以結合。(辦理機

關：觀光旅遊局) 

六、競選市長時，我的總部便設在大里，代表我對大里區的重

視，而市府同仁也一定要與市民合作，共同解決問題。今

日與會之大里區里長們之建議事項，由相關機關研議辦

理，並請大里區公所追蹤後續辦理情形。(辦理機關：大里

區公所) 

(一)立仁里鄭伯其里長： 

1、行動市政會議至各區舉辦立意良善，在此對市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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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給予肯定；惟競選期間曾提及之「市長換人、

空氣換新」之口號，近期因空氣品質欠佳，導至地

區質疑聲浪，期盼市府團隊正視空污問題並妥善解

決。(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2、7 號公車是本區域重要之公車路線，然而其脫班情

形嚴重，且公車司機服務品質不佳，請交通局對此

問題予以重視。(辦理機關：交通局) 

(二)國光里魏益川里長： 

1、前市府曾承諾要興建國民運動中心，此外，也承諾

將運動公園周邊景觀及國光里活動中心一併納入規

劃設計，經林碧秀議員向前市府爭取 5,800 萬元後

整建，惟當時相關單位因缺乏溝通協調，施工成果

與里民預期截然不同，請施工單位再次研商解決對

策，以提供在地居民活動空間。(辦理機關：運動局) 

2、本里於中興路二段連接至運動公園圓形廣場約 100

公尺步道有ㄧ座愛情婚紗大道，惟施工成果不佳，

居民均表示感受不到唯美浪漫的愛情氣氛，請運動

局再次研議改善，以呼應市長的愛情產業鏈目標。

(辦理機關：運動局) 

(三)新里里何世琦里長：愛心二街打通工程案，建設局曾

與地主召開三次公聽會，原則上地主已同意打通工

程，然而因地上物拆遷補償費用採三年支付之方式辦

理，與地主希望一次領取之期望有所落差，因此本案

尚未完成，建請市府團隊儘早辦理完成。(辦理機關：

建設局) 

(四)東湖里賴樹清里長：臺中軟體園區周遭道路希望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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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拓寬，即本里公園街自東湖路至東南路段，希望

市府能儘速施工，讓軟體園區附近道路通暢，以利本

區發展。(辦理機關：建設局) 

(五)仁化里陳宗興里長： 

1、第三公墓仁化墓區早已綠美化為公園，然而其地目

尚未變更，請相關單位予以重視，早日進行地目變

更事宜。(辦理機關：民政局、建設局) 

2、仁化里人口已達一萬多人，然而卻沒有活動中心可

以使用，建請市府予以協助。(辦理機關：民政局、

社會局) 

3、大里橋至立善橋間的大里溪河段高灘地過去市府營

造花海景致，配合裝置藝術等，吸引許多民眾打卡、

拍照，今年卻是雜草叢生，與以往花團錦簇景象幾

乎是天壤之別，請市府單位對此加以重視、改善。(辦

理機關：水利局) 

4、立仁橋與立善橋的堤頂自行車道，完工後卻變成垃

圾道，請市府相關單位予以改善。(辦理機關：觀光

旅遊局) 

(六)祥興里黃春海里長：南門橋自興建至今已經超過 60

年，因橋梁老舊，加上橋頭中興路二段道路寬度僅 14

米多不敷使用，建請市府即早編列預算進行拓寬、整

建，以提供里民安全的橋樑通行。(辦理機關：建設局) 

(七)長榮里洪資源里長： 

1、長榮里 20幾年來沒有自己的活動中心可以使用，期

待市府能對此予以協助。(辦理機關：民政局、社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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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里公園興建至今已 30 多年，目前周邊環境髒亂，

建請市府予以重新規劃、整建，也建議一併規劃立

體或地下停車場空間，以早日解決地區之停車問

題。(辦理機關：建設局、交通局) 

3、長榮里綠園道已無地下水，且靠近新南路附近道路

下沉，建請裝設自來水管線，以便澆灌綠園道地區

之樹木。(辦理機關：建設局) 

(八)日新里顏子里長： 

1、康橋計畫目前只整治至日新橋為止，建議繼續延伸

至六順橋。(辦理機關：水利局) 

2、菸草試驗所面積廣大，建議市府可協調整合各機關

用地，讓歷史建物活化再利用，打造歷史建物大里

菸葉場為新的文化亮點，以帶動地方發展。(辦理機

關：文化局) 

(九)塗城里黃仁耀里長： 

1、塗城里目前有新、舊 2 個活動中心，舊的活動中心

沒有使用執照，但做為本里之關懷據點已有 4 年，

建請市府予以重視，提供經費協助關懷據點移至合

法的新活動中心。(辦理機關：社會局) 

2、目前大里區草湖溪畔已有自行車道，附近有康橋，

建議於此區設計為-劍橋，加上影視基地也在附近，

將之連貫起來做觀光景點，可望吸引人潮。(辦理機

關：水利局) 

(十)瑞城里蔡昭奮里長：本里為大里區第一大里，惟本里

活動中心自 921 地震過後就變成危樓，因此希望新的

活動中心可以儘速施工完成，以提供居民使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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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民政局) 

(十一)夏田里胡金鍊里長：期盼市府持續改善本區水質問

題，並繼續把夏田產業園區計畫完成，以提升本區

競爭力。(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十二)大元里林瑞興里長：大元里有一醫療廢棄物焚化

爐，不僅造成空氣污染，對本里居民健康也造成相

當大之危害，建請市府與該焚化廠協調改善，以維

市民健康。(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十三)新仁里陳正恭里長： 

1、本里活動中心自民國 76 年興建迄今已逾 30 年，且

經過 921 地震後地板龜裂，亦無停車場、遮雨棚等

設施，建請市府對此予以協助，以提供居民更完善

之生活空間。(辦理機關：社會局) 

2、期盼市府能在本里興闢公園綠地，讓環境更好，也

讓里民有更多、更美的活動空間。(辦理機關：建設

局) 

(十四)東興里陳進生里長：大里地區中興路、國光路公車

班次多、車次也很密集，唯獨益民路二段車次很少，

尤其是 12 號、901 號公車發車地點都在明德高中，

但益民路卻沒有公車可搭，建議市府研議將 12號、

901 號發車地點改設在纖維工藝博物館，公車行經路

線並轉入益民路，以便造福里民。(辦理機關：交通

局) 

(十五)立德里江和樹里長：本里立元路一帶旁路樹多，附

近也停放許多廢棄車輛，因此長期髒亂無人維護，

期盼市府能研議徵收此一私人道路，進行環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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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辦理機關：建設局、環境保護局) 

(十六)金城里潘國琦里長：中興路一段附近有遠見大樓、

旁有財政部印刷廠，其附近道路建議拓寬，相信可

解決金城里的交通問題。此外，由於該處地勢低窪，

有多達 3 條排水溝，倘將道路拓寬，也可一併解決

該處遇雨就淹水之情形。(辦理機關：建設局） 

(十七)內新里林清池里長：建議市府往後對於紅綠燈、反

光鏡等之申請予以放寬，不侷限於一定要取得里民

同意書後才得以裝設，畢竟市民之交通安全應給予

更多之重視，這才是里民之福。(辦理機關：交通局) 

(十八)仁德里林志忠里長：上興街二段及仁福街為本里重

要通路，其打通工程經當地居民屢次反應，建請市

府儘速辦理，以利通行。(辦理機關：建設局) 

七、今日蘇柏興議員，以及林碧秀議員服務處周主任也共同與

會，感謝蘇議員肯定市府辦理行動市政會議之用心；此外

林碧秀議員服務處周主任表示，有關大里地區眾多里長提

及的活動中心及停車等問題，建議市府可以利用交通局的

停管基金來興建活動中心，納入停車空間規劃，一併解決

當地停車問題，畢竟對市民而言，地方的小建設是最為有

感的，也最容易讓市民感受到市府的用心；因此請由民政

局主政，召集有關單位研商活動中心等相關問題。(辦理機

關：民政局、交通局) 

八、市府重大施政： 

(一)臺中市民參觀花博免費之政策，於今(108)年元旦就已

實施，花博展期僅到 4 月 24 日止，歡迎尚未前往參觀

之民眾踴躍前往參觀。(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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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107)年元宵燈會沒有發放小提燈，許多市民朋友都

感到非常遺憾，今(108)年應市民要求恢復發放，我們

以飛天豬為主題，且拉動小提燈下方拉桿，飛天豬的

嘴巴與翅膀會擺動，彷彿真的會飛！我相信今年的臺

中燈會是全國最好看的燈會，由市府所發放的小提燈

也將是全國最有趣、最可愛的提燈，歡迎大家到臺中

過年，參加中臺灣元宵燈會。(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老人健保補助恢復是我競選期間之重要政見，但因今

(108)年預算是去(107)年編列，我去年 12 月 25 日上

任後發現老人健保補助今(108)年預算是零，因此目前

市府正在籌錢、編預算，等議會通過我們便會儘快實

施，此項政策絕對不會跳票。(辦理機關：社會局) 

(四)敬老愛心卡雖然不是我的政見，然而好的政策我們還

是會持續施行，每月補助 1,000 點總額延續不變，只是

對內容稍做調整，因為倘若維持原全額補助計程車資，

1 年要花掉 30 億元，由於本市財政情況困難，因此對

計程車補助調整為每次 50 點，讓有限預算更有效運

用，如此福利政策才能長久延續。(辦理機關：社會局) 

(五)空污防治，是我最重視的政見之一，空污的改善也並

非只是口號，由於去(107)年 1 月臺中市下雨多達 13

天，但今(108)年 1 月下雨僅 4 天，由於降雨日數影響

空品測量甚大，因此我們以降雨天數較相近的前(106)

年 1 月來跟今年 1 月做比較，空污改善了 2.6%，這是

有科學數據佐證，也證明了我們對改善空污的努力。

此外，臺電從去(107)年到今(108)年，陸續有大林、

通霄、林口共 5 部機組上線發電，根據計算，中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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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機組中至少可讓 4 部機組退場，因此我採取強硬態

度，希望讓四號機組除役，盼望中央儘速拍板定案，

也因我堅定的態度，上週二經濟部沈部長親臨本府針

對中火四號機停役開會討論，我們也會在不犠牲國人

用電權益下積極爭取改善。(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本府各機關) 

陸、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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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73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2 月 19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財政局 

為與市庫代理銀行臺灣銀行續訂代庫

契約二年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與臺

灣銀行續約後再

送請臺中市議會

查照及報財政部

備查。 

墊社

01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8 年度全

額補助本局辦理「臺中市家務共好He 

for She 性別幸福曲-創意影片競賽

暨宣導計畫」，核定經費計新臺幣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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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文

01 

文化局 

 

文化部108 年度補助本局新臺幣420 

萬元辦理「藝文教育扎根-藝遊臺中學

計畫」及「場館營運升級-大臺中劇場

串連」，配合款新臺幣281 萬元將由本

府文化局預算額度內支應，合計新臺

幣701 萬元，以上補助款新臺幣420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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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文

02 
文化局 

文化部108 年度補助本局新臺幣320 

萬元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博物

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之「博物

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經

費，配合款新臺幣214 萬元將由本府

文化局預算額度內支應，合計新臺幣

534 萬元，以上補助款新臺幣320 萬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提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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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墊經

01 
經濟發展局 

本府獲經濟部全額補助辦理108 年度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推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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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原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108 年度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實施計畫」總經費

490 萬元整，本府108 年度己編列配

合款240 萬元(49%)，另中央補助款

250 萬元(51%)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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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觀

01 
觀光旅遊局 

海洋委員會108 年度補助本局所屬風

景區管理所辦理「大安2050 永續海洋

觀光」計畫總經費840 萬元，其中新

臺幣60 萬元已編列於本局所屬風景

區管理所108年度預算，本案中央補助

經費新臺幣588 萬元，本府尚需配合

款192 萬元，合計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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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文

01 
文化局 

文化部108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數位建設-國家文化記憶

庫及促進數位加值應用計畫」之「臺

中學-文化部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計

畫」經費，中央補助60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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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文

02 
文化局 

文化部108年度補助本局新臺幣80萬

元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博物館及

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第二階段補助

計畫-臺中作家典藏館優化及文物整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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飭計畫經費，配合款新臺幣60萬元將

由本府文化局預算額度內支應，合計

新臺幣140萬元，以上補助款新臺幣80

萬元，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

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