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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87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5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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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陳姿伶 

肆、討論提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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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非行禮如儀之會議，係提供大家即時反映民情、

調整或宣導市政措施之場合，本人肯定秘書長、研考會因

5 月 20 日豪雨致本市發生災損而酌修今日議程之作為，也

感謝大家堅守崗位、即時處理各地災情，協助市民降低災

害，相關局處災情通報與災後復原簡要說明如下：(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一)水利局：於 5 月 18 日 16 時開設 3 級應變小組，並通

知區公所啟動搶修搶險契約工程，目前本市黃、紅色

土石流警戒皆已解除。後續除再加強道路側溝及排水

溝渠清淤工作外，也配合水利署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措施，並積極爭取水利建設經費，持續改善淹水。 

(二)建設局：5 月 20日豪雨造成道路、橋梁及行道樹災情

共計 193 件並已處理完成；此外，當日並緊急封閉太

原、國光、正義 3 處地下道；未來仍將持續與水利局

及區公所合作，排水溝清淤、監測橋梁及地下道狀

況，以維市民之生命及財產安全。 

(三)民政局：由各區調度清潔隊清洗災後泥濘之路面，以

避免造成用路人危險；主動了解災情原因，逐步解決

淹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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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業局：災害發生後，倘有農損情形，由區公所立即

查報，以利即時啟動農業災損之補助或其它協助。 

(五)環保局：進行豪大雨環境復原工作，包括災後環境消

毒工作、協助區公所清除受災戶廢棄物，未來也將持

續落實水溝清疏工作，做好防災及減災準備工作。 

(六)消防局：5 月 20 日共計 21 件協助民眾脫困案件，共

出動救生艇 6部、動員 116 人次；另外，因掉落之高

壓電線而導致 2位市民騎車摔倒傷亡事件，已協助及

時處置。 

(七)社會局：針對受災戶之各類補助及需檢附之資料等訊

息已發佈新聞稿供市民周知、運用。 

(八)稅務局：針對災民辦理包括房屋稅、地價稅、牌照稅

等之租稅減免措施，幫助市民渡過難關。 

(九)研考會：自 5 月 20 日至 5 月 21日上午 8時許，1999

專線共接獲 177 件案件通報，目前約 95%案件已辦理

完成；1999 是與市民溝通或告知訊息之管道，因此各

局處預警訊息、災情處置或溝通復原情形也可主動通

知 1999，俾利民眾諮詢；日後倘市府官網須成立即時

防災、救災訊息專區，將主動處理，以提供市民即時

資訊。 

(十)法制局：5 月 20日豪雨致大甲區高壓電線掉落，造成

25 歲騎士喪命案件，由於臺電公司對電線負有管理義

務，本案非屬國賠事件，惟將俟調查結果出爐後提供

必要的法律諮詢服務，協助家屬與臺電處理協調後續

相關事宜。 

二、本次 5 月 20 日豪雨導致烏日區發生嚴重災情，本人至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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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區視察時，區長已在現場救災指揮，並於第一時間運用

開口契約及其他措施，如調度水車清洗路面、協助淹水嚴

重之民宅或工廠清除淤泥、環保垃圾車清理垃圾等，各局

處及區公所同仁也都嚴守崗位進行救災與善後，感謝大家

努力。過去本市水患來襲時，許多民宅甚至淹水至屋頂高

度、積水連日不退，經過市府團隊多年來的努力，昨日雨

量雖大，但大致而言，抽水站、閘門、預警設施等均發揮

功效，代表過去的建設已發揮一定效果。此外，地球暖化

情形已日益嚴重，天氣變化將更加劇烈，我們不能只採取

被動防災作為，如無限制加高堤防等，不僅破壞城市景

觀，也非治本之道，為根本解決淹水問題，請局(處)積極

研議辦理： 

(一)請水利局、建設局於適當時機與中央共同研究，或加

強環保工法，如海綿城市、分洪治理等，透過中長期

整治，將問題從根本解決，做好長期水患整治工作。

(辦理機關：建設局、水利局) 

(二)豪雨來臨前，氣象局業已預報將有劇烈天氣變化並發

布警報簡訊，為進一步善用科技防患未然，我認為市

府可配合氣象局、水利署等協助預警或災情發布，畢

竟多一分準備就能少一分災害，請多利用新聞跑馬

燈、1999 系統等加以宣傳提醒，俾利市民做好防範工

作。(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楊副市長表示，請新聞局綜整豪雨事件之相關訊息，

並將各局(處)提供市民補助、救助等資訊製成圖卡提

供各區里長，讓里民方便運用、保障權益；同時也請

建設局、水利局適時爭取中央補助，加強本市排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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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建設。(辦理機關：建設局、水利局、新聞局)  

(四)黃秘書長表示，氣候變遷已是常態，過去市府也曾訂

定相關減碳等計畫，期許未來各機關檢討研訂相關規

定，氣候變遷之調適最嚴峻之考驗就是水，除了一般

排水道路之外，公園、學校、綠地等都可以是及時處

理大量水體之場域，因此公共設施除了須維持基本功

能外，更要有滯水功能，這才是因應氣候變遷的正確

作為。(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水利局專案報告「臺中市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變更計

畫」係重大政策調整，過去由於測量工具不精準，常有非

山坡地被誤劃為山坡地情形，加上政府並未主動與時俱進

修改法規，讓問題一直存在，本府水利局能勇於檢討，其

精神值得肯定。就本市而言，山坡地重新劃定、解編後，

除可解除民怨、還公道於民，更能縮短開發期程，降低成

本效益，這也是臺中整體拚經濟的策略之一。今日簡報內

容僅為示意，解編劃定範圍尚須報請中央核定，屆時也請

水利局將核定之正確範圍公告周知，以利民眾知悉。(辦

理機關：水利局) 

四、有關今日提案及墊付案：社會局墊付案，楊副市長提示 C

級巷弄長照站整合計畫立意良善，為使更多長者受惠，請

民政局、社會局盤點本市餘裕空間，以利未來計畫擴大實

施。(辦理機關：民政局、社會局) 

陸、散會(上午 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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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87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5 月 21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民

01 
民政局 

有關經濟部全額補助本府辦理「村里

節電大車拼案」之村里獎勵金及行政

費用計 1,583 萬 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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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地

01 
地政局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 年度補助本

府辦理「農地重劃區緊急農水路改善

─縣政府執行部分計畫」，其中中央

補助款 2,098 萬元整（比例 80％），

本府 108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 524 萬

5,000 元整（比例 20％），合計 2,622

萬 5,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 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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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補

助本局辦理「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並辦理 C 級巷弄長照站整合計畫」，

其中中央補助款 2 億 4,268 萬 100 元

(比例 82%)、本局 108 年度已編列配

合款 5,320萬 4,000元整(比例 18%)，

合計 2 億 9,588 萬 4,100 元整，因中

央補助款 5,011 萬元已納入 108 年度

預算，餘 1 億 9,257 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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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衛生局 

行政院 108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辦理

「減免優生保健相關措施費用補助相

關作業及經費預算」經費 1,863 萬

5,000 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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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審議。 

墊農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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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芻料

品質與產量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新

臺幣 5 萬 2,000 元整(比例 91%)，本

府 108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 5,000 元整

(比例 9%)，合計 5 萬 7,000 元整，以

上補助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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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農

0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經費 278 萬

5,000 元整，本府 108 年度已編列配

合款 104 萬 4,000 元整，合計 382 萬

9,000 元整，以上補助款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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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觀

01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 臺 中 自 行 車 嘉 年 華 -Bike 

Taiwan」，其中中央補助款 350 萬元

(比例 50%)、本府配合款 350 萬元整

(比例 50%)，合計 700 萬元整，以上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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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都

01 
都市發展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度補助本府辦

理「107 年至 109 年提升道路品質－

推動騎樓整平計畫」，其中中央補助

款 1,153 萬元整（比例 49％），本府

108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 1,200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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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51％），合計 2,353萬元整，

以上補助款 1,153 萬元整，擬請同意

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