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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92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7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貳、地點：烏日區旭光國小 3樓旭光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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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討論提案：3件法規案及 6件墊付案照案通過；1 件法規案修

正後送請法制局發布施行、2 件法規案及 6件墊付

案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詳如附件） 

伍、指（裁）示事項： 

一、今天市府來到烏日區召開行動市政會議，市政會議為市府

決策最高會議，重要決策、預算、法案等都須於此會議通

過後實施，惟長期以來市政會議僅於市政府召開，自我上

任後，為接地氣，同時也為利市民對市府施政更為了解，

主動於各區召開行動市政會議，暑假開始會更密集至各區

召開，代表我們對民意之尊重、也代表會議公開透明，澈

底落實陽光政治。(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市府重大政策-恢復老人健保補助已於本(7)月上路，受益

之本市長者約 26 萬人。健保費用由市府負擔，除對長者

直接受惠外，對年輕子女而言亦可減輕經濟負擔，政策立

意良善。在此本人仍要強調，因部份長者之健保費用係由

子女代繳，請各區里長們近期加強宣導本項政策，有任何

問題可至社會局詢問，以維護自身權益。(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三、首屆「臺中購物節」將自 7 月 10 日起至 8 月 18日止，市

民於本市消費後，上網登錄發票即可參加抽獎，歡迎更多

商家加入本市購物節成為特約商店，也歡迎國人踴躍至本

市消費。臺中購物節除了消費可參加抽獎外，也有不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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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參加抽獎之活動，例如：早鳥註冊加入臺中購物節

APP，即可參加 7 月 13 日抽獎活動；另外，至指定建商賞

屋並留下基本資料，亦也可獲得 1 次抽獎編號(每人限參

與 5 次)；各項活動之最終目的是要拼經濟，我們期盼帶

動整體經濟環境之提升。另外，今日烏日區公所簡報內容

豐富紮實，也請烏日區公所參考簡報內容加強公所網站，

並增加圖片數量，豐富網站內容。(辦理機關：烏日區公

所、本府各機關) 

四、今日墊付案指裁示事項，請相關機關遵照辦理： 

(一)環保局提案「臺中市小型清掃機械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刪除「傷亡」二字。(辦理機關：環

境保護局) 

(二)觀旅局墊付案 01「臺中市大甲區遊憩設施景觀改造工

程」：各局處均有不少景觀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時

請務必注意美觀、質感及長期使用性，提供市民兼具

工程品質與美感之建設。(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觀旅局墊付案 02「大坑生態園區觀光旅遊環境營造計

畫」、「大安風景區海灣遊憩設施改善工程」： 

1、昨日(7 月 8 日)於大坑風景區首次舉辦專為社福團

體的賞蝶解說公益活動，本人親自前往，惟前往風

景區之部份聯外道路品質不甚理想，因此請各機關

做好橫向聯繫，除了風景區規劃完善外，聯外道路

也須予以重視，以利遊客通行。(辦理機關：建設

局、本府各機關) 

2、大安風景區擁有絕佳海景與夕陽，附近亦無太多水

泥叢林，深具發展潛力，請觀旅局逐年規劃引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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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活動、商業活動，打造其成為臺灣的舊金山。(辦

理機關：觀光旅遊局) 

五、烏日區里長請求協助事項如下，請相關機關研議辦理： 

(一)前竹里林東潭里長：地方各里對於烏日焚化爐回饋金

的預算編列甚為關心，請市府協助積極爭取。(辦理

機關：環境保護局) 

(二)學田里劉枝銓里長： 

1、有鑒於清水區已興建國民運動中心，為利本區居

民也有運動場地，建議市府興建烏日區運動中

心。(辦理機關：運動局) 

2、納骨塔未編列回饋經費予本里，請市府研議改善

或以其他措施補償。(辦理機關：民政局) 

3、建請市府興建東湖大橋，以均衡本區發展。(辦理

機關：建設局) 

(三)東園里張有城里長： 

1、市府預計於烏日區設立水資源中心，惟烏日區已

有焚化爐，居民承擔鄰避設施之苦，因此建議於

水資源中心旁空地興建國民運動中心，適度回饋

本地居民。(辦理機關：運動局) 

2、建請市府興建東湖大橋，以利溪南地區之發展。

(辦理機關：建設局) 

(四)榮泉里何聰智里長： 

1、高鐵附近道路分隔島為植草磚，對車輛行駛易造

成危害，請相關單位及早處理，以維市民行車安

全。(辦理機關：建設局) 

2、本里道路路平及水溝蓋品質不佳，請市府對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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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視，提供市民安全之道路環境。(辦理機關：

建設局、民政局、烏日區公所) 

(五)烏日里廖福里長： 

1、請市府積極爭取鐵路高架由大慶站延伸到高鐵

站，如此三民街、民族街、民權街均可打通，光

日路地下道也可填平，根本解決此路段嚴重塞車

問題。(辦理機關：建設局、交通局) 

2、烏日區建國北路已打通，後續請市府研議將建國

路南路打通至烏日高鐵站，對聯外道路改善、高

鐵旅客輸運將助益良多。(辦理機關：建設局) 

六、烏日區位居臺鐵、高鐵及捷運三鐵樞紐，是臺中最有發展

潛力的地方之一，市府未來對烏日區之建設將有增無減，

例如上個月東園國小幼兒園園舍工程動土，明年度即將招

生，今日下午本人也將前往長青學苑探視長者，並持續研

議擴大設置或建立更多長青學苑，提供高齡長者多元服

務。另外，有關里長建議興建烏日運動中心，由於中央規

定人口數需達十萬以上始得設置，烏日區目前為 7 萬

5,000 人，尚未符中央設置標準，惟市府仍將盡力爭取，

過渡時期並將適時規劃適宜場地，以符民眾運動需求；市

府至烏日區召開行動市政會議是第一次，但不會是最後一

次，未來市府將持續與在地議員、里長、社區團體共同合

作，以期提供市民更優質的公共服務。(辦理機關：本府

各機關) 

陸、散會(上午 11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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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92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7 月 9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運動局 

為辦理本市原「清水運動休閒公園興建工

程」調整計畫名稱為「清水國民運動中心興

建工程」、原編列預算沿用及增列經費，擬

請同意提送本市議會審議辦理，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02 都市發展局 

本府擬公開標售本市新社區新社國宅 4 戶

(中和街三段 98 號、100 號、108 號、111

號)及豐原區社皮國宅 2戶(一心路 232巷 8

號、一心路 226 號)之市有不動產，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03 環境保護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小型清掃機械管理辦法」

草案 1份，敬請審議。 

修正後通過，送

請法制局發布施

行。 

墊水

01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108 年度全額

補助本市石岡區公所及東勢區公所辦理

「108 年度中區水資源作業基金石岡壩清

淤公益支出申請補助執行計畫」，其中東勢

區公所 110 萬元整、石岡區公所 900 萬元

整，經費共計 1,01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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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補助本

局辦理「108年度褐根病防治計畫」，其中

中央補助款 40 萬元(比例 29%)、本府配合

款100萬元(比例71%)已編列預算，合計140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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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

(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強化畜牧場死廢畜

禽管理計畫」經費新臺幣 96萬 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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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大甲區遊憩設施景觀改造工程（第二

期）」，其中中央補助款 285 萬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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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本府配合款 315萬元（比例 52.5

％），合計 600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

墊付，敬請審議。 

墊觀

02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 108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大甲

鐵砧山雕塑公園觀光服務設施改善工程(第

二期)」經費 3,000 萬元、「大安風景區海

灣遊憩設施改善工程」經費 2,000 萬元及

「大坑生態園區觀光旅遊環境營造計畫」經

費 1,000 萬元等三案，其中中央補助款

2,850萬元(比例 47.5%)、本府配合款 3,150

萬元(比例 52.5%)，合計 6,00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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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觀

03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全額補助本府辦理「108年度

臺中市執行違法旅宿管理工作」增列經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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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