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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91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7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 9 樓市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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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討論提案：2 件法規案及 9 件墊付案照案通過，法規案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行、墊付案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

（詳如附件） 

伍、指（裁）示事項： 

一、今日頒發「代表本市參加 107 年度國慶盃高爾夫錦標賽及

教育部 107 年基層扎根高爾夫擊遠擊準大賽」成績優異選

手，感謝為臺中市爭光的城市英雄；此外，服務臺中市政

府長達 39 年的張金釵副秘書長即將榮退，感謝張副秘書

長為臺中市的付出；市府的進步是公務人員一步一腳印打

造，期許退休同仁繼續給予市府支持與指導，讓臺中這座

城市持續進步。(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7 月 1 日是本市恢復老人健保補助政策首日，本項政策使

設籍於臺中的長者不必為了健保費用而煩惱，也由於多數

長者健保費依附於子女名下，恢復老人健保補助政策不僅

讓資深公民可以安享晚年，也成功減輕其子女經濟負擔；

此外，7 月份健保費用於下個月(8 月份)才會出帳，提醒

市民屆時務必記得檢視帳單，保障自身權益。(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三、針對教育局專案報告「水域安全暨校園毒品防制宣導」指

(裁)示事項如下： 

(一)今日報告內容已針對水域安全提出許多防範措施，為

避免市府花費大量人力卻不知成效，請教育局對此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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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明確 KPI 指標，例如：暑假時因戲水導致每年傷亡

人數多少?期望未來目標為何?此外，爾後市政會議各

局處之專案報告，也請列出 KPI 指標，以期市府各項

政策的資源投入確能達到預期目標。(辦理機關：教

育局、本府各機關) 

(二)暑假來臨，請針對本市 11 處公告危險水域加強巡守

及勸導工作，以避免悲劇發生。(辦理機關：觀光旅

遊局) 

(三)新興世代學子多自網路接收資訊，因此政策不應只使

用老派做法宣導，宜研議以網路方式宣導、防範，唯

有如此，防治工作才不致有所缺漏；此外，楊副市長

對於毒品防治工作也甚為關心，建議除了常見的利用

媒體工具外，也請研議至各地學校、社區等宣導，以

利防治觀念落實於生活中，例如，長期以來「毒品趕

出校園」多由師長以廣播、電視等作宣導，未來應反

向思考，由學校派出反毒大使(學生)推廣毒品防治觀

念，藉由同儕之影響力加強年輕學子抵抗毒品引誘之

力量。(辦理機關：教育局) 

四、感謝環境保護局針對「109 年臺中電廠減煤至 1,104 萬噸

暨空污季減少 5部機組發電」進行深入淺出之專案報告，

空氣污染是大多數市民最在意關切議題之一，由中央環保

署資料可知今年 1-6月份臺中市空污整治大約改善四成左

右，因市府對空污整治計畫均認真執行，才有空污改善初

步成效，未來，也請持續秉持「緊迫盯人、強力稽查、嚴

格重罰、絕不寬貸」的態度，積極整治空污；此外，比起

數字，如何讓市民有感更為重要，因此市府推出「抬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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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運動，空污有無改善一抬頭便知，既可看見空污整

治成效，又能帶給市府團隊壓力，讓我們做得更好；我們

會定期向市民提出報告，落實陽光政治，也歡迎市民隨時

檢驗。(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今日墊付案指裁示事項，請相關機關遵照辦理： 

(一)人事處提案修正「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組織規

程」：青年服務工作非僅口號，而是落實於工作中，

因學子出校門後之發展與就業等問題，須一站式服務

方能提供有效協助，因此責成勞工局及經發局成立專

職部門，感謝局處積極努力，成功落實對青年之服務。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人事處提案修正「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組織規程」：本

市市民最在乎的市政議題之一即為交通，除了交通建

設齊全、交通道路順暢之外，停車問題也很重要；本

市人口成長快速、市府員額並未增加，因此挑戰愈來

愈大，藉由今日法規調整，展現市府對交通改善之決

心。(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六、本人日前表示，中央對本市所提計畫或需求之經費補助為

零，許多人對此表示不解，事實上中央對地方援助之經費

來源有三項：(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一)一般補助款：中央收取地方稅收，透過一般補助方式

將業務交由地方執行，此為地方政府均有之補助。 

(二)統籌分配款：中央收取地方稅收，依據各地財務狀

況，採用固定公式分配財源，不因中央執政者改變而

有所影響。 

(三)地方政府需求：扣除上述 2 項以外之補助款即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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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因應地方政府有新興業務開辦或重大政策執行

時，需要額外請求中央支持，這類補助款即是市府極

力爭取之補助。 

(四)本市每年上繳中央約 1,400億元稅金，過去 4 年累計

將近 6,000億元，然而本市獲得中央統籌分配款及一

般補助款每年卻只有 6、700 億元左右，換句話說，

落差的 6、700 億元，就是市府要爭取的空間，期盼

各機關向中央努力、據理力爭，為臺中市民謀求最大

福祉。 

七、本市居民對臺 74 線新增匝道案件甚為關心，其中草湖匝

道已獲中央核定，目前辦理徵收作業；另一好消息是市府

推動「臺 74 線增設六順橋南入匝道計畫」，可行性評估也

已獲中央核定同意，利用今日市政會議向大家報告此案進

度，未來請交通局持續與公路總局合作，早日完成工程，

提供市民完善便利之交通。(辦理機關：交通局) 

陸、散會(上午 11 時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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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91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7 月 2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組織規

程」第三條修正草案 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

行。 

02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停車管理處組織規程」第

四條、第六條修正草案 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

行。 

墊社

01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 108年度全額補助本局辦理「推

動專科社工師合格訓練組織辦理專科社會

工作師督導訓練計畫」經費 4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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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社

02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益彩券回饋金

指標性計畫：「托育資源中心服務網及服務

品質精進計畫」核定 108年度補助本府社會

局辦理「臺中市親子館暨托育資源中心」，

其中中央補助款 645 萬 4,000元(12%)、本

府配合款 5,022萬 4,000元(88%)已由相關

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合計 5,667萬 8,000

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64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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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文

01 
文化局 

文化部108年度補助本府新臺幣100萬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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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萬元將由大

甲區公所預算額度內自籌經費支應，合計新

臺幣 167 萬元，以上補助款新臺幣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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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能源局 108 年度全額補助本市西區

區公所辦理「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

計畫」之經費計新臺幣 148萬 8,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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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能源局 108 年度全額補助本市大雅

區公所辦理「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助

計畫」之經費計新臺幣 246萬 2,250元整，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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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議。 

墊經

03 
經濟發展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全額

補助本市大安區公所「108 年度(中科放流

管出口鄰近地區)地方建設計畫申請補助

案」新臺幣 90 萬元整及「108 年度塭寮漁

港環境改善工程申請補助案」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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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經

04 
經濟發展局 

有關本府參與經濟部 106年度「夏月‧節電

中」縣市競賽活動計畫，具節電成效，獲經

濟部頒發節電優良縣市，並全額補助本府辦

理「夏月節電期間縣市節能示範競賽推廣補

助作業」經費計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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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原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年度全額補助本會辦

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原民部落

營造-原住民族部落文化綜合服務據點友善

空間整建」1456 萬 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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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8 年度補助本

市太平區公所辦理「108年臺中地區菸產業

展示暨離菸菸農市集計畫」，其中中央補助

款 53萬 6,000元(比例 91%)、本府配合款 5

萬元(比例9%)已編列預算，合計58萬6,000

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53 萬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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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