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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78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3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4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 9 樓市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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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討論提案：1 件法規提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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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日最主要是討論 108 年度追加減預算，由於今

年預算已於去年編列完成，市長選舉過後，市府團隊有所

變動，因此部分政策作若干調整，加上預算案送請市議會

審議也須遵守相關時程，故加開本次市政會議。此外，也

感謝各局處，特別是主計處、財政局配合施政需要彙編追

(加)減預算之付出，表示感謝之意。(辦理機關：本府各

機關) 

二、今日討論之追(加)減預算案，著重六大部分內容如下：(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一)老人福利：除了恢復老人健保補助外，外界質疑敬老

愛心卡是否要持續，但個人認為好的政策應繼續執

行，惟因經費編列並不足，故此次追加了 5 億多元的

預算，以利執行。 

(二)托育及教育政策：本次追加比例較高，例如提升幼兒

學習環境、增設公設民營托育中心等。 

(三)重大建設：產業園區是提升經濟重要基礎，因此編列

經費予以興建、改善。 

(四)空污與環保整治：我們希望帶給市民良好的生活品

質，特別是空氣，因此加強提升空氣品質之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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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動體育：市民的健康與休閒也是市府重視的一環，

因此編列許多運動園區之經費，例如足球運動休閒園

區、國際壘球運動園區等。 

(六)防災水利：天災的降臨常無法精準預估，平時就要作

好準備，加強設備維護；此外，也為造福未裝設自來

水之市民，市府編列簡易自來水工程經費，藉以提升

市民生活品質。 

三、本次追(加)減預算作業，有賴主計處及財政局調度，總計

歲入淨追加 72億 9,590萬 1千元，歲出淨追加 80億 4,500

萬 8 千元，歲入歲出差短 7 億 4,910 萬 7 千元，全數以賒

借收入彌平。新團隊會拼經濟、持續開源及節流，確保臺

中財政穩定。此次追加預算，我們以寬列預算的方式編

列，譬如大智路打通工程，過去就是因預算編列不足，所

以進度遲遲無法完成，此次改變作法，相信可以順利執

行。也特別希望各局處體察稅收來自於人民，要珍惜使

用，新團隊會特別著重在經濟、空污改善、教育等方面，

讓市民幸福生活、經濟好轉，甚至有的局處也積極檢討本

年度預算編列、追減預算，感謝各局處為市民福祉所作的

努力。(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今日墊付案中，許多案件是中央全額補助，為使本市建設

更完善，市民生活更幸福，請各局處積極向中央爭取資

源，並請財政局及主計處全力協助。(辦理機關：本府各

機關) 

五、明日將舉行 108 年全國原民住族運動會，感謝運動局及原

民會的努力，俾使活動盡善盡美。我們動用第二預備金讓

選手之夜得以舉辦、運動局也積極幫選手爭取服裝、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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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經費之補助，歡迎各位明日有空至現場共襄盛舉。此

外，明日上午另一項重大活動則是-水湳會展中心動工，

我的重大建設分別是會展中心與巨蛋，過去曾因許多因素

導致建設遲未完工，因此我曾誓言長任內一定讓它動工，

如今即將美夢成。會展中心是拼經濟重要的助力，它可以

提供廠商設展、銷售、接訂單，我們也期盼透過會展中心

發展會展經濟，爾後臺中將不只有自己的產業，甚至外國

產品也會在臺中展售，讓全世界的賣家、買家進來，進而

帶來會展經濟，住宿業、觀光業等均能蓬勃發展。明日的

動工也邀請許多工商產業界朋友一起參與，建設局為了明

日的開工典禮也相當辛苦，如今即將動工，也代表臺中建

設已邁入嶄新的時代。(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陸、散會(下午 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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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78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3 月 26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主計處 

為因應年度進行中，中央各部會補助

及業務上所需，本市108 年度總預算

第1 次追加(減)預算案，已依相關規

定彙編完竣，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社

01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本局

辦理108 年「臺中市政府執行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促進就業服務方案人

力充實計畫」新增核列2 名助理員計

72 萬9,00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

墊付並納入108 年第一次追加預算，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社

02 
社會局 

為辦理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

助本局108 年「臺中市社會救助服務

站-6 號合作社實施計畫」計9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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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運

01 
運動局 

為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全額補助「辦理

108 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開幕典禮

轉播」經費新臺幣79 萬8,000 元，請

准予先行墊付，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經

01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工業局108 年度核定全額補助

本府辦理「臺中市政府清查未登記工

廠工作計畫」經費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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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市辦理「108 

年度鼓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補

助計畫」總經費79 萬1,250 元，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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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款15 萬8,250 元（比例20%），另

中央補助款 63 萬 3,000 元（比例

80%），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

審議。 

墊原

02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市辦理「108 

年度原住民族社會教育學習型系列活

動實施計畫」經費78 萬6,667 元整，

本府配合款19 萬6,667 元（25%），另

中央補助款59 萬元（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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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農

01 
農業局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108 年度補助

本局(林務自然保育科)辦理「108 年

度臺中市政府海洋保育計畫」經費新

臺幣11 萬9,000 元整，中央補助11 

萬9,000 元(比例70%)、本府已編列配

合款5 萬1,000 元(比例30%)，合計17 

萬元整，以上補助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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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農

0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8 年度補助本局(動物保護防疫處)

辦理「重要動物傳染病防治計畫」之

細部計畫「寵物及野生動物疾病防治」

經費新臺幣11 萬1,000 元整，中央補

助11 萬1,000 元(比例84%)、本府已

編列配合款 2 萬 1,000 元 (比例

16%)，合計13萬2,000 元整，以上補

助款11 萬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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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農

03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108 年度補助本局

(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加強市售畜

產品有機標示查核計畫」經費新臺 

幣2 萬元整，中央補助2 萬元(比例

83%)、本府已編列配合款4,000 元(比

例17%)，合計2 萬4,000 元整，以上

補助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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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農

0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8 年度補助本局(動物保護防疫處)

辦理「重要動物傳染病防治計畫」之

細部計畫「畜禽水產動物疾病防治」

經費新臺幣9 萬9,000 元整(比例

90%)，本府108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1

萬1,000 元整(比例10%)，合計11 萬

元整，以上補助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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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農

05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8 年度補助本局(動物保護防疫處)

辦理「重要動物傳染病防治計畫」之

細部計畫「豬瘟及口蹄疫撲滅計畫」

經費新臺幣252 萬5,000 元整(比例

90％)，本府108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28 

萬1,000 元整(比例10％)，合計280 

萬6,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252 萬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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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都

01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營建署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擬具重建計

畫費用需求計畫書」經費計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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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

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