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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88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5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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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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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表揚市府模範公務人員、花博籌備及營運期間有功之

同仁，雖說公務員執行公務是本份，惟大多數同仁戮力從

公，深獲市民肯定，故藉由今日公開場合對表現優秀之同

仁給予獎勵。(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本人感謝范世億局長任職花博執行秘書期間認真籌備，為

日後臺中花博的順利舉辦奠定基礎；也感謝陳如昌副秘書

長勇於任事，今日更進行花博檢討專案報告，我深致謝

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民調顯示高達 6成多市民對市府

舉辦花博活動感到滿意，我認為無論外界對花博有多少紛

擾，市民的滿意最為重要，這也是對所有辛勤籌備之同仁

最大的肯定。另外，本人也感謝花博展覽期間，1 萬多名

志工的努力，其認真負責與親切接待深獲市民讚賞，志工

們可說是花博圓滿成功的重要功臣。臺中花博花費預算約

90 億元，因此花博場館我們不會僅使用一次，而是將各園

區展館進行永續利用；臺中花博的舉辦不僅展現本市有能

力承辦世界級活動，也為城市發展立下良好基礎，未來市

府將持續建設、積極行銷臺中。(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有關楊副市長提示，本市目前荔枝椿象防治成效雖為全國

標竿，惟廢棄果園之荔枝椿象防治不易，除請應加強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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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之外，也請針對環保志工提供荔枝椿象防治相關訓練

與資訊，俾利於本市 29 區落實荔枝椿象防治。(辦理機關：

農業局、環境保護局) 

四、社會住宅興建非一蹴可幾，因此政府採取多元方式幫助需

要之民眾，如協助弱勢或青年人以優惠租金入住社宅，或

租金補貼等方式為之，中央則力推包租代管社會住宅政

策。有關近日媒體報導本市有極少數不肖代管業者使用假

房號申請補助、從中牟利，經都發局黃局長說明，目前已

將詐領案件之費用追回，未來該局也將進行更嚴格管控及

審查，避免類似情形發生。對此，本人除在此嚴厲譴責，

並強調偽造文書係刑法上的公訴罪，呼籲民眾切勿以身試

法之外，也請都發局全面清查目前核准之包租代管案件，

全力杜絕不法情事發生。 (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陸、散會(上午 10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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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88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5 月 28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運

01 
運動局 

教育部體育署108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臺中市大里區大仁段542地號足球

場興建工程」經費計660萬元整；另本

府配合款440萬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

墊付新臺幣1,10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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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補助本府新臺幣1,991

萬元辦理108-109年度「博物館及地方

文化館升級計畫」經費，配合款新臺

幣1,593萬1,000元將由本府文化局預

算額度內及各受補助機關團體自籌經

費支應，合計新臺幣3,584萬1,000

元，以上補助款新臺幣1,991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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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經

01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108年度補助本局辦理「108年

度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能力補強

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2,523萬8,000

元(比例70%)、本府尚需編列配合款

1,081萬 6,286元 (比例 30%)，合計

3,605萬4,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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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經

02 
經濟發展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08年度全額

補助本市西屯區公所辦理本市西屯區

周邊地區活動及建設等經費，該公所

已於108年編列經費新臺幣420萬元，

經台電公司增列新臺幣50萬元整，合

計共新臺幣470萬元(其中增列之50萬

元因未及編列於108年度預算)，擬請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4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經

03 
經濟發展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08年度全額

補助本市東勢區公所辦理「108年度台

電公司電協會發電年度促協金(運轉

中)」162萬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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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交

01 
交通局 

交通部108年度補助本局辦理「智慧運

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智慧公車聯網

第二期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191萬

2,500元(比例75%)、本府配合款63萬

7,500元(比例25%)已編列預算，合計

255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191萬

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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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8年度全額補助本局辦理「108年度

強化植物有害生物防範措施計畫」362

萬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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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8年度補

助本局辦理「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

管制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46萬

5,000元(比例84%)、本府配合款9萬元

(比例16%)已編列預算，合計55萬

5,000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46萬

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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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8年度補

助本局辦理「輔導溯源標章轉型履歷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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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預備期暨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制度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3萬6,000元(比

例64%)、本府配合款1萬3,000元(比例

36%)已編列預算，合計4萬9,000元

整。前述中央補助款3萬6,000元，擬

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議。 

墊農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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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家畜

產業鏈及生產力計畫-羊」，其中中央

補助款7萬元整(比例84%)、本府配合

款8,000元整(比例9%)已編列預算、其

他配合款5,000元(比例7%)，合計8萬

3,000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7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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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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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飼料

生產與衛生安全管理計畫」，其中中央

補助款5萬元(比例 77%)、本府配合款

1萬5,000元(比例 23%)已編列預算，

合計6萬5,000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5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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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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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偶蹄

類草食動物牛結核病檢驗保定工作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27萬9,000元(比

例 90%)、本府配合款3萬1,000元整

(比例 10%)已編列預算，合計31萬元

整。前述中央補助款27萬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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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農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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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動物保

護行政效能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194萬元(比例64%)、本府配合款108

萬3,000元(比例36%)已編列預算，合

計302萬3,000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194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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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8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108年度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

理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53萬4,000

元(71%)、本府配合款16萬9,000元

(22%)已編列預算，其他配合款5萬

2,000元，合計75萬5,000元整。前述

中央補助款53萬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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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