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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74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2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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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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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各區區長新派任後第一次參加府內市政會

議，歡迎區長的參與。區長常是面對第一線、為地方服務

與建設之公僕，甚至假日也須處理公務，相當辛苦，在此

特別感謝他們的辛勞，同時市府也一定會全力支援區長，

共同讓市政做得更好。(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近日有議員針對向本府索取資料不順利有所抱怨，對此我

要再次說明：議員本於職權索取資料是理所當然的事，請

本府同仁務必全力配合。我本身為民代出身，有兩大原則

希望大家遵守，第一是守法，第二則是陽光政治、資料公

開。我們感謝、也歡迎議員監督市政，畢竟市府政務龐雜，

透過議員監督並協助我們做好治理工作，這是很好的事

情；因此，請各位首長傳達同仁，除了個資、營業秘密等

資料不能提供之外，其他資料請一律公開。我可以理解部

分同仁對於提供資料給議員有很大的疑慮，甚至基於自我

保護的想法不想提供，然而我認為，只要我們守法，資料

都可以公開接受檢驗，因此也在此重申，請首長務必傳達

陽光政治的態度，全力配合議員要求提供相關資料。(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近期部分局處對於是否要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有所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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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部分計畫爭取補助後市府也相對要提供配合款，對此

財政局、主計處等均表示歡迎也鼓勵各局處積極向中央爭

取預算，各機關預算確有不足市府都會盡量協助籌措配合

款。(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四、有關今日墊付案，說明如下： 

(一)衛生局及原民會墊付案有關針對市民的補助及便民措

施，請多加宣傳，畢竟和平地區有些居民資訊取得並

非這麼容易，因此可以藉由區公所、民政系統等，讓

市民知悉並得以運用。(辦理機關：民政局、衛生局、

原民會、和平區公所) 

(二)這幾年許多地方組織如民間社團、宗教組織等均積極

轉型，陸續投入開辦長照據點等社會福利工作；此外，

有的民間組織不僅可以自籌充足的經費，甚至志工招

募等各方面均做得有聲有色，為能擴大結合民間力

量，請社會局、衛生局、民政局對本市民間組織加以

盤點，並與民間組織聯繫，研議合作的空間與方式，

讓市府提供的服務可以更擴大、更完善。(辦理機關：

民政局、社會局、衛生局) 

(三)公廁是市政治理的門面，在興建廁所時，除了注意男、

女廁所數量比例之外，也應注意公園的公廁馬桶蹲、

坐比例；因為大多數去公園的都是年長者，容易有腿

部關節退化問題，使用坐式馬桶較為方便，然而市府

或許為了清掃方便，公廁大多數設計為蹲式馬桶，與

長者的實際需求有落差，相當可惜。由於我擔任民代

時便時常有人跟我反應，也因此我期許未來新建公廁

時對此多加留意，這雖然是很細微之處，然而卻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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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大事情。因此，請都市發展局研訂公廁男女數量

比例，以及蹲、坐式馬桶比例之相關自治條例，以彰

顯性平、並解決年老人的生理須求。此外，我也再次

強調，人民生活的方便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應更加

關注，為市民提供更方便、衛生、整潔的公廁使用環

境。(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五、針對今日墊付案，楊瓊瓔副市長也提示： 

(一)臺中身為文化之都，各區有不同的特色，因此建議於

未來興建公廁時，將各區特色與之融合，讓公廁成為

地區亮點，甚至成為行銷城市的工具。(辦理機關：建

設局、本府各機關) 

(二)本市原住民族並非只居住於和平區，請各區調查原住

民族人數與居住地等資料予原民會，俾利原民會提供

相關福利措施或補助之資訊，讓分佈於臺中的原住民

朋友們都可以享受市府提供的服務。(辦理機關：原住

民族事務委員會、各區公所) 

陸、散會(上午 10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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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74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2 月 26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稅

01 
地方稅務局 

財政部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行政院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項下「強化政

府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

畫」之「汰換個人電腦執行計畫」，中

央補助420 萬元(比例60%)、本府尚需

編列配合款280 萬元(比例40%)，其配

合款將追減本局108 年度其他科目預

算支應，合計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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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建立優質之緊急醫療救護體系計

畫」，中央補助59 萬元整（70％）、本

府尚需編列配合款25 萬3,000 元整

（30％），以上合計84 萬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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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衛

02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加強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

服務計畫－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就醫

及長期照護資源（含社福機構）使用

交通費補助」，中央補助85 萬5,000 

元(比例87%)、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12 

萬8,000 元(比例13%)，以上合計98 

萬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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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衛

03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行政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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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工作計畫－原住民及離島地區衛生所

（室）巡迴醫療車（機車）、醫療相關

設備及資訊設備汰換更新」，中央補助

65 萬元整(87%)、本府尚需編列配合

款9 萬8,000 元整(13%)，以上合計74 

萬8,000 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議。 

墊衛

04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108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辦

理「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部落社區健

康營造計畫」經費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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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局辦理第二期前瞻

基礎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

照衛福據點」計畫，經費新臺幣935 萬

8,750 元整，中央補助748 萬7,000 

元(比例80%)、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

187 萬1,750 元(比例20%)，以上合計

935 萬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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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衛

06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8 年度全額

補助本局辦理「癌症篩檢人力計畫」

經費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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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原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全額補助「108 年度

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補助」經費共計

新臺幣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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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108 年度補助本府辦

理「108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

改善計畫(第二次核定)」經費計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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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9,200 元整，中央補助168 萬9,200 

元(82%)，本府108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

37 萬0,800 元(18%)，合計206 萬元

整，以上補助款168 萬9,200 元整，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農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補助本局執行108 年度「農藥管理與

品質管制計畫」（108 管理-3.2-植防

-3（1）），計畫總經費計58 萬元，中

央補助經費 43 萬 5,000 元 (比例

75%)，本局配合款14 萬5,000 元(比

例25%)，擬請准予先行墊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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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觀光局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108 年度臺中市旅遊服務中心營運

管理補助計畫」經費 198 萬元整

(66.25%)，本府108 年度已編列配合

款100 萬8,552 元整(33.75%)，合計

298 萬8,552 元整，以上補助款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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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建

01 
建設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107 年補助本處辦理

「神岡區大豐路四段-主2 號15M 都

市計畫道路(近三角里筱雲山莊之東

側路段)」用地取得費計新臺幣250 萬

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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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環

01 
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優質公廁及美質環境推動計畫-

改善公廁暨提升優質公廁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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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新臺幣3,160萬元整，擬請同意辦

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