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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83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4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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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陳姿伶 

肆、討論提案：3 件法規提案、1 件決算案及 10 件墊付案照案通

過，提案送請法制局發布施行、決算案及墊付案

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詳如附件） 

伍、指（裁）示事項： 

一、市政會議為本府最高決策會議，會議之決議及討論事項是

市府政策執行方向，考量本市區長扮演小市長角色，對市

府政策具綜觀能力，為避免層層轉達造成落差，因此自本

週開始，府內舉辦之市政會議將邀請區長與會，集思廣

益，讓決策更臻周延完善。(辦理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二、近期市政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 

(一)上星期六強降雨造成本市部分災損，如路樹倒塌、道

路破損、路燈損壞等，感謝水利局、建設局、環保局、

民政局、新聞局，以及區長們通力合作，進行搶救，

讓市民在周一上班、上課時市容恢復如常。此外，因

應全球氣候急劇變遷，也請各機關平時應做好防災準

備，以減低災害來臨時之損害。(辦理機關：本府各

機關) 

(二)災害發生之際，民眾常利用不同管道通報災損情形，

同仁獲報後雖即刻著手處理，惟常由於未能即時回報

民眾處理情形，致民眾焦慮，甚至衍生對市府行政效

率有所質疑之情事；為避免此等現象發生，同仁於災

害搶救時，也務請循管道回報市民處理進度，例如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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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搶救期程、方向等，加強溝通，減輕市民疑慮。(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本市神岡國中在 107學年度國中籃球甲級聯賽（JHBL）

中，一路過關斬將，最後抱回亞軍，創下臺中市 JHBL

史上最佳成績，請教育局研議獎勵選手，表達市府對

選手努力付出的肯定。(辦理機關：教育局) 

(四)明日為花博閉幕典禮，花博自爭取、籌辦至開展歷經

三任市長，活動期間由市府同仁、數萬名志工、民間

團體等共同投入；展覽期間各崗位同仁兢兢業業扮演

各自角色，將活動舉辦得有聲有色，非常感謝所有參

與的同仁，儘管展期將屆，我們仍不懈怠，堅持至最

後一刻，提供最好的服務品質，也歡迎市民把握最後

時機至花博園區參觀。(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有關今日提案及墊付案，請相關機關積極配合： 

(一)交通局提案：有關獎勵民間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本

案作法創新，因長久以來停車場用地徵收成本高，倘

政府提高誘因，鼓勵市民提供土地或空間作為停車格

使用，將可有用節省徵地費用，請交通局、新聞局發

佈相關訊息供市民周知。(辦理機關：交通局、新聞

局) 

(二)人事處提案：交通局組織規程修正將公共運輸處、捷

運工程處整併為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係參考臺北

捷運發展之成功經驗，將捷運與公車系統視為一體，

並作有效整合，藉以建構臺中整體路網，值得肯定。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楊副市長指出，荔枝椿象對農產品危害極大，且其已漫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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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園、人行道、登山步道等地，對市民健康產生嚴重影

響，應積極研議防治作為；對此，農業局已針對荔枝椿象

採取三種防治手段，首先為化學防治：以噴灑農藥方式為

之；第二步為生物防治：繁殖平腹小蜂有效降低荔枝椿象

的後代；第三則是物理防治：提高荔枝椿象卵片收購價格

等，相信長期下來定有成效。另外，本市動物之家犬貓死

亡率偏高，也應研議釜底抽薪之作法，積極改善。以下請

相關機關積極辦理： 

(一)除了農地外，本市登山步道、公園、自行車道、休閒

園區、校園等地亦有荔枝椿象危害，請各相關局處積

極檢視權管區域，也請農業局提供必要協助。(辦理

機關：教育局、建設局、觀光旅遊局、農業局) 

(二)荔枝椿象防治為全國性議題，各縣市均有災情產生，

請農業局儘速與農委會協商有關防治、收購卵片價格

等事項，以利步調統一，減低荔枝椿象帶來之危害。

(辦理機關：農業局) 

(三)本市動物之家犬貓死亡率去(107)年度偏高，請確實

檢討並研議改善作為，以降低死亡率。(辦理機關：

農業局) 

陸、散會(上午 10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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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83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4 月 23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文化局 

有關「財團法人臺中市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中市文化建設基金

會」、「財團法人臺中市港區文化藝術

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臺中市影視發

展基金會」107 年度決算，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02 交通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民間設置臨時路外

停車場獎助辦法」第四條之一草案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

行。 

臨時

提案

1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組織規

程」第八條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

行。 

臨時

提案

2 

人事處 

檢陳訂定「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

程處組織規程」草案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

行。 

墊水

01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核定補助辦理「推廣水

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

臺中市智慧防汛網推廣建置計畫」，總

經費新臺幣1,570 萬元整(中央補助

款82% 1,287 萬5,000 元整，本府配

合款18% 282 萬5,000 元整)，因業務

所需墊付款為599 萬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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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同意補助108－109 年

度辦理「臺中市管區域排水南屯溪排

水治理規劃檢討」及「臺中市管區域

排水光隆村興隆村共同排水系統規劃

檢討」等2 案，總經費新臺幣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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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整(中央補助款70% 343 萬元整，本

府配合款30% 147 萬元整)，因業務所

需墊付款為343 萬元整，擬請同意辦

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水

03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同意匡列辦理「108~109 

年度臺中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

團委辦計畫」總經費新臺幣858 萬元

整(中央補助款70% 600 萬元整，本府

配合款30% 258 萬元整)，因業務所需

墊付款為3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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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社

01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全額補助本

局辦理「108 年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

行為正向支持整合模式試辦計畫」新

臺幣202 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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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文

01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08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傳統工藝、傳統表演藝術、古

物及古蹟歷史建築等保存維護相關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598 萬5000 元

整(比例約57%)、本府配合款458 萬

5,000 元整(比例約43%)，合計新臺幣

1,057 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農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8 年度補

助本局辦理「植物種苗產業管理輔導

計畫」，其中中央補助4 萬6,000 元

(比例79%)、本府配合款1 萬2,000 元

(比例21%)，合計5 萬8,000元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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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補助款4 萬6,000 元整，擬請同意

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農

0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8 年度補

助本局辦理「農機使用及免稅油管理

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9 萬元(比例

85%)、本府已編列配合款1 萬6,000 

元(比例15%)，合計10 萬6,000 元

整，以上補助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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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8 年度補助本局

(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犬貓絕育加

強計畫」，其中中央補助42 萬3,000 

元(比例67%)、本府配合款20 萬7,000 

元(比例33%)，合計63萬元整，以上42 

萬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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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動物用藥品抽查取締及宣

導工作計畫」，其中中央補助6 萬

9,000 元(比例85%)、本府配合款1 萬

2,000 元(比例15%)，合計8 萬1,000 

元整，以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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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都

01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局住宅發展工程

處辦理「臺中市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第2 

期計畫」，全額補助經費共計新臺幣3

億6,513 萬1,200 元整，擬請准予本

案3 億6,189 萬1,200元整辦理先行

墊付(其中代墊租金為新臺幣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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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整屬代收代付款項不納入預算)，敬

請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