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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86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5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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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源 

肆、討論提案：2件法規案及 9件墊付案照案通過。2 件法規案分

別請法制局發布施行及報請交通部核定；9 件墊

付案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詳如附件） 

伍、指（裁）示事項： 

一、上週末國人甫歡度母親節，由於食安問題是媽媽最重視的

議題，因此今天特別請衛生局進行「打擊不法食安，全力

捍衛市民健康」專案報告，食安做得好，家庭更和樂。此

外，市府施政並非凡事皆無限上綱，要能在市民基層生活

體察民意，讓人民安心才是好的施政；以食安而言，即使

可能無法在短期有顯著政策效果或搏得媒體版面，但只要

對人民有利，並持之以恆，人民就會有感，而這也政府存

在的目的。(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二、日前后里民間廢輪胎堆置廠釀大火，所幸本府跨機關通力

合作，度過危機，在此感謝楊副市長、陳副市長、秘書長，

以及民政局、教育局、水利局、農業局、勞工局、警察局、

消防局、衛生局、環保局、新聞局、后里區公所等各機關

首長的辛勞，事故當天不眠不休進行危機處理，包括警消

人員輪班調度、環保局空品偵測、教育局協助鄰近學校移

地教學、衛生局調度口罩、新聞局即時公布資訊等，皆由

於處置迅速得宜，成功安定民心，更獲得許多家長的大力

肯定，特別在此表達感謝；另外，此次事故，雖污染程度

未達國家法定設立緊急應變中心的規模，惟市府仍主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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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緊急應變小組」，當日立即在環保局開設，展現橫向

縱向的聯繫效能，積極任事值得肯定，未來也請秉持此主

動精神投入市政工作，為市民締造最大福祉。(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三、防制空污的同時，也要兼顧民眾用電的保障，因此，落實

節能減碳同樣也是重要的工作，除應加強宣導，更要從公

務機關自身做起，此請本府秘書處、財政局及主計處，加

強本府用電情形掌握，以身做則，引領民間節能減碳風

潮；尤其，我認為空污防制不能只一味的抨擊中火，透過

減輕用電需求，雙管齊下才有更大效益。此外，今年 1 至

4 月環保署的統計資料，本市空污減少 40%，雖然績效卓

越，但也只減少了 40%，未來要走的路很長，如何持續精

進並做到百分百改善，是我們的中長期目標，環保局推動

機車定檢，本市定檢率達到 9成以上，成為全國唯一突破

9 成的縣市，就是很好的成績，大到中火小至機車，積極

提升空污防制成效，也請各位一同努力，營造更好環境。

(辦理機關：秘書處、財政局、主計處、本府各機關) 

四、有關陳副市長提到，時序進入梅雨季節，潮濕環境易孳生

蚊蠅，尤其不利登革熱疫情防治，在此特別提醒各位區長

務必落實平日防疫工作，保障市民健康。(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五、有關今日提案及墊付案： 

(一)有關衛福部補助本府辦理「失智照護計畫」，重視失

智照顧是時代的趨勢，政府除了應提供失智當事人良

好的照護，更由於失智照顧常造成家庭的沈重負擔，

因此，從中央到地方皆不斷投入相關預算及資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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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除請呼籲市民珍惜資源的利用之外，也請衛生局

及相關機關加強宣導工作，讓市民廣為周知，以期社

福資源有效利用。(辦理機關：衛生局、本府各機關) 

(二)有關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浪漫臺三線臺中市導

覽指標系統建置與改善計畫」，在此特別提醒客委

會，導覽標誌設計除應符合交通法規，且務須與交通

局整合，以期發揮政策美意。(辦理機關：客委會) 

六、各局處舉辦活動，投入許多資源，希望大家多加宣傳，鼓

勵更多市民參與，擴大活動效益： 

(一)客委會於 5 月 11 日到 6 月 16 日舉辦巧聖仙師文化

祭，長達一個多月的活動，投入中央及地方上千萬元

經費，不僅振興東勢區、新社區及石岡區周邊經濟，

更是發揚客家文化的重大系列活動，請各局處及區公

所協助活動宣傳。(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本市各區

公所) 

(二)勞工局於今日(5月 14日)7時 30分於中山堂舉辦「歡

慶勞動節暨勞工之夜」公益演唱會，歡迎大家參與；

另外，勞工局也在 5 月 25 日於霧峰區 921 地震教育園

區舉行健康 99勞工健行活動，也請大家踴躍參加。(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陸、散會(上午 1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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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86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5 月 14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經濟發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出租

及委託經營管理辦法」草案1 份，敬

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

行。 

02 交通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附屬

事業經營管理辦法」草案一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報請

交通部核定。 

墊社

01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108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辦

理「老人福利機構資源整合型計畫」

經費計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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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衛

01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加害人

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417 萬4,000 

元(比例20%)、本府配合款1,669 萬

6,000 元(比例80%)，合計2,087 萬元

整，以上718 萬2,000 元整（中央補

助款417 萬4,000 元及尚未納入預算

本府配合款300 萬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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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衛

02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108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辦

理「失智照護計畫」經費5,132 萬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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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客

01 

客家事務 

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108 年度補助本會辦理

「浪漫臺三線臺中市導覽指標系統建

置與改善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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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元(比例78%)、本府配合款33 萬元 

整(比例22%)，合計150 萬元整，擬請

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客

02 

客家事務 

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豐原區公所辦理

「豐原區翁社客庄環境景觀營造規劃

設計暨工程施作計畫(第一期)」，其中

中央補助款2,184 萬元(比例78%)、本

府配合款616 萬元整(比例22%)，合計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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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客

03 

客家事務 

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新社區公所辦理

「臺中市新社抽藤坑溪沿岸客庄聚落

營造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780 萬元

(比例78%)、本府配合款220 萬元整

(比例22%)，合計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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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

理處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108 年

度臺中市受保護樹木保育計畫」，其中

中央補助款100 萬元(比例83%)、本 

府配合款20 萬元整(比例17%)，合計

120 萬元整，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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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農

0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8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強化優良品種推廣與種源管理

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89 萬5,100 

元(比例70.5%)、本府配合款37 萬

4,100 元整(比例29.5%)，合計126 萬

9,200 元整，以上89 萬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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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觀

01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局辦理「108 年

度補助臺中市政府辦理觀光遊樂業旅

遊安全提升案」，其中中央補助款48 

萬元(比例80%)、本府配合款12 萬元 

整(比例20%)，合計60 萬元整，以上

中央補助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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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