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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97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8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貳、地點：大肚區公所 5 樓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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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件墊付案照案通過；案號 01 法規

案報請交通部核定、其餘均送請臺中市議會審

議。（詳如附件） 

伍、指（裁）示事項： 

一、市政會議是本市最高決策會議，過去僅於府本部每週召開

一次，會議上討論重要法規、預算及提案等，部分公所同

仁甚至從未參加過市政會議，因此本人上任後，為接地

氣，隔週至 29 區輪流召開行動市政會議，並邀請地方民

意代表、里長等一同與會，讓市府施政公開透明、貼近民

意。(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針對今日消防局專案報告「臺中市災害應變中心功能與運

作機制」及大肚區務簡報： 

(一)比起災後召開事後檢討會，平時加強防災觀念與準備

工作更為重要，唯有如此，災害來臨之際方可立即應

變、減低傷害，尤其，臺中已成為全臺第二大城，不

能奢望本市沒有任何災害，因此，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打破過往「災因導向」的應變模式，採「功能分組」

運作架構，全力做好緊急應變，將災害降到最低。除

此之外，市府團隊也重視公安與治安，除了邀請前臺

南市警察局長陳子敬出任副市長，協助處理災防工

作，近期在市府同仁的努力下，也順利破獲多起重大

刑案，提供市民安全的生活環境。(辦理機關：本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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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二)大肚區向來文風鼎盛，當地居民特別重視教育，素有

「校長之鄉」美名；然而長久以來，公托公幼名額不

足，各界亟思因應對策；對此，我認為，要能親自深

入各區了解，政策才能因地制宜、造福市民，針對大

肚區文中二土地原本規劃以近 4,000 萬元經費、興建

一層樓公托園地，經地方反應希望發揮最大功能，因

此本人請楊副市長親自率局處前往會勘後，決定追加

1,400 萬元預算增建至 2 層樓，同時預留未來向上增

建的空間，以期滿足更大公托需求，也請同仁全力以

赴，儘速完工啟用。(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陳世凱議員服務處林金堂主任提出市政建議如下，請相關

機關研議辦理： 

(一)有關紙風車劇團表示未來公益活動將跳過臺中之決

定，請市府務必拿出最大誠意解決，以免剝奪孩子欣

賞藝術活動之權利。 

(二)大肚區文中二用地原規劃興建 1 層樓高、可容納 180

名幼童的幼兒園，地方認為應擴大興建且盼進行整體

性開發，將變更設計興建 2 層樓高幼兒園，請市府加

快辦理時程，俾利學童就讀。(辦理機關：教育局) 

四、大肚區頂街里陳武徹里長提出市政建議如下，請相關機關

研議辦理： 

(一)華南路連接向上路之工程，可改善當地交通，希望能

盡快開工動土，方便民眾通行。(辦理機關：建設局) 

(二)和美大橋是跨縣市之重大建設，完工後將可縮短大肚

與和美間之距離，紓解既有交通瓶頸，讓往來交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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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因此請市府加速辦理時程，以利工程早日完工。

(辦理機關：建設局) 

(三)文中二用地打造為公托場所之工程，建請市府儘速辦

理，讓鄰近之 8 個里的孩童早日就讀，為在地居民創

造福祉。(辦理機關：教育局) 

五、紙風車是大家非常喜歡且肯定的劇團，針對近日紙風車劇

團表示擬取消 8 月 10 日、11 日在豐原區南陽國小及西屯

區永安國小公益演出一事，據了解應是紙風車在申辦場地

的過程中所衍生的誤會；當然，公務人員在行政當中造成

民眾誤會，就代表我們做得不夠好，市府除了要深切檢

討，更要釋出善意並解決問題，全力協助紙風車的演出，

這也是給孩子做一個良好的身教示範；此外，依據方才教

育局的補充說明，教育基本法第 6 條規定，教育應本中立

原則，所有政治活動及宣傳不宜進入校園，以符行政中立

原則，紙風車劇團之表演並未違背該原則，對於造成各界

困擾，除致上最深歉意，並請教育局全力消弭誤會，協助

紙風車劇團各項事宜，以期順利到校演出；另外，本市預

計於 11 月份也將有紙風車劇場演出，屆時也請全力提供

協助，讓孩子可以欣賞紙風車劇團精彩表演。(辦理機關：

教育局、文化局) 

六、有關華南路延伸及和美大橋工程推動進度方面，華南路向

東延伸至南屯區向上路五段工程，市府一定會做，明年將

編列預算分段推動，至於和美大橋工程，我在上任後也親

自致電彰化縣王惠美縣長，兩縣市將分別編列預算，各負

擔 50%經費，齊力推動，讓大肚區的交通建設更加完善。(辦

理機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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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會(上午 11 時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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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97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8 月 6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交通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修建

養護規則」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報請

交通部核定。 

02 教育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

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03 財政局 

本府擬處分本市東區東勢子段 108-46

地號等 21 筆面積合計 2,817.06 ㎡

(852.16坪)市有非公用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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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

108 年 1-12 月執行風險工作補助費，

其中中央補助款 13 萬 3,600 元(比例

40%)、本市自籌款 20 萬 400 元(比例

60%)已納入 108 年預算，合計 33 萬

4,000元。前述中央補助款 13萬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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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

全額補助本市「108 年度科技部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大雅區秀

山、忠義、六寶、橫山四里地方建設

案」新臺幣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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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經濟發展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

全額補助本市西屯區公所「108 年度

臺中市西屯區地方建設補助案」新臺

幣 225 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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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敬請審議。 

墊經

03 
經濟發展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

全額補助本市烏日區公所「108 年度

臺中市烏日區學田里、三和里及榮泉

里補助案」新臺幣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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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補助本局

(海資所)辦理「臺中市封溪護魚河段

保育暨巡守隊巡護及宣導計畫」，其

中中央補助款 7 萬 5,000 元(比例

75%)、本府配合款 2 萬 5,000 元(比例

25%)已編列 108 年度預算(或)已由對

國內團體捐助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

合計 10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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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

理處補助本局辦理「108 年度臺中市

漂流木清運及林產業務訪查計畫」，

其中中央補助款 20 萬元(比例 80%)、

本府配合款 5 萬元(比例 20%)已編列

預算，合計 25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

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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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助本

局辦理「108 年度山坡地超限利用改

正造林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5 萬

元(比例 71%)、本府配合款 2萬元(比

例 29%)已編列預算，合計 7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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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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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臨墊

運01 
運動局 

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改善臺中市南區康橋水域運動環境

設施興建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3000(比例 60%)、本府配合款 2000 萬

元(比例 40%)，合計 5000萬元整，擬

請同意請准予於 108 年度先行墊付

3500 萬納入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