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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399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8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貳、地點：神岡區公所 3 樓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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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討論提案：1 件法規案及 4 件墊付案照案通過；法規案送請

法制局辦理發布、墊付案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

（詳如附件） 

伍、指（裁）示事項： 

一、今日至神岡區召開行動市政會議，聆聽在地民意，俾利施

政符合民意、落實陽光政治目標。我們藉由至各區召開行

動市政會議之機會，行銷各區特色農產品，以神岡區為

例，百合花、手工麵線、雞蛋及蜂蜜等品質優良，其中雞

蛋更獲得神農獎之殊榮，也請各機關在權限範圍內大力行

銷各區特色農產品，讓臺中特色產品更廣為人知。(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今日由觀旅局專案報告「臺中市休閒型自行車道服務品質

提升計畫」及神岡區務簡報，指(裁)示事項如下： 

(一)臺中是全臺第二大城，除了發展工商業，也要建造低

碳生活環境，因此市府全力規劃、建設自行車道；本

人任內自行車道建置是施政重點之一，請觀旅局加強

新建及維護自行車道、休憩站等，同時廁所亦要保持

清潔、方便遊客使用。(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 

(二)神岡區已有許多建設正在興建，且絕大多數已編列預

算，如大豐路四段計畫道路自楊副市長擔任立委時便

積極爭取，感謝江炳煌里長協調，工程已順利開工；

除了硬體建設，教育的發展我們也相當重視，神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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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已編列未來需要的設備預算，市府將持續挹注資源

於神岡區。此外，令人讚許的是神岡區神馬文化季，

巧妙將－馬場、馬鈴薯、媽祖文化節、鐵馬、馬拉松

結合為「五馬」，別具新意，請新聞局、文化局積極

協助行銷，讓活動發揚光大。(辦理機關：新聞局、

文化局) 

(三)市府團隊上任後，積極提供市民社會福利措施，造福

臺中市民。臺中已自 7 月起恢復老人健保補助，請里

長協助符合補助資格之長者，避免重複繳費情形發

生。8 月本市托育政策加碼補助，針對零至六歲幼兒

追加 8.5 億預算補助，此政策並未有排富規定，詳細

補助辦法可至各區公所洽詢辦理。(辦理機關：本府

各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四)除了路平，市府更注重提升道路品質，所以我要求進

行「燙平」計畫，請建設局積極辦理，提供市民好「行」

之環境。(辦理機關：建設局) 

三、今日周永鴻議員、羅永珍議員、徐瑄灃議員親臨與會並提

出如下建議，請相關機關研議辦理： 

(一)周永鴻議員：神岡區發展長期以來深受限制，如國道

把神岡切成了兩半、清泉崗國際機場也限制了神岡區

的發展，尤其神岡區之道路是在地居民迫切期盼改善

之建設，建議應重新檢討都市計畫，神岡區才得以全

面發展。(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二)羅永珍議員： 

1、浮圳路拓寬工程期盼市府儘早完工。(辦理機關：

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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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岡區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聯外道路工程目前

僅由堤南路拓寬及銜接月眉西側南向聯絡道引

道，建議市府研議銜接月眉東側聯絡道路之可行

性，以利園區發展。(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建

設局) 

3、神岡區中山路 1720 巷建議拓寬，以提供市民安全、

舒適之用路環境。(辦理機關：建設局) 

4、潭雅神綠園道 5.2 公里處紅圳頭義民祠歷史悠久，

建請市府研議重新整修。(辦理機關：文化局) 

5、神岡區長年深受國道一號、國道四號及高鐵等之影

響，發展相當不完整，建請市府重新檢討都市計

畫，以利神岡未來長遠發展。(辦理機關：都市發

展局) 

(三)徐瑄灃議員： 

1、神岡區擴大都市計畫之產業園區進度建請市府適

時向居民報告進度，以利外界周知。(辦理機關：

經濟發展局) 

2、神岡區第四公墓完成遷葬後，建設局將進行綠美化

改建為公園，惟建議同時改善週邊淹水情形，以避

免汛期來時造成災害。(辦理機關：建設局、水利

局) 

3、神岡區和睦路全段請市府早日完成水溝疏濬工

程，以維持市民基本生活環境品質。(辦理機關：

水利局) 

四、下列神岡區里長建議與請求事項，請相關機關研議辦理，

並請區公所追踨辦理情形回覆里長，以落實回應里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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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一)三角里江炳煌里長： 

1、本區各里居民均受后里焚化廠排放廢氣影響，惟焚

化廠回饋金總額度 1億 8,249萬 3,635元僅回饋約

3%(600 萬元)予本區，比例失衡，請環保局提案修

正「臺中市垃圾處理場所回饋地方自治條」，至少

恢復至 105 年分配本區 820 萬 8,946 元整之額度。

(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神岡區公所) 

2、建請市府給予公所「路平專案」更充裕之經費，讓

公所有更多經費可以執行，增加人民福祉。(辦理

機關：建設局、神岡區公所) 

(二)社南里藍耀庭里長：期盼市府能給公所更充裕建設經

費，讓公所擁有更多權限，以利將里內各項建設執行

更完善。(辦理機關：建設局、神岡區公所) 

(三)庄前里陳茂松里長：庄前里順濟段 865、924、925 地

號用地建請建設兒童公園，同時希望儘快完成周邊道

路用地整修及用地徵收。(辦理機關：建設局、神岡

區公所) 

(四)圳堵里王鴻福里長：本里轄內市立游泳池旁側涼亭綠

地目前因排水孔蓋阻塞致雜草叢生，建請市府研議改

建為綜合運動場所，以利居民運動娛樂之用。(辦理

機關：運動局、神岡區公所) 

(五)山皮里陳勝泧里長： 

1、建請於本里高鐵橋下空地綠美化並興建運動器

材、兒童遊樂設施，供里民使用。(辦理機關：交

通局、建設局、運動局、神岡區公所) 



 5 

2、本里神岡路至神岡教會前柏油路面因年久龜裂，影

響居民道路安全，建請刨除重新鋪設。(辦理機關：

建設局、神岡區公所) 

3、本里長期未有公車路線行駛，對於居民生活造成不

便，請市府研議公車行駛之可行性。(辦理機關：

交通局、神岡區公所) 

(六)大社里高元平里長：大社里及岸里里長期共用同一活

動中心，建請市府規劃大社里民活動中心，以提高里

民休閒及藝文活動品質。(辦理機關：民政局、神岡

區公所) 

(七)庄後里林吳春蘭里長： 

1、里民使用空間不足，建請增建本里社區活動中心 2

樓。(辦理機關：社會局、神岡區公所) 

2、建請施作厚生路 76 號前水溝，改善溝路狹窄問題，

避免汛期淹水。(辦理機關：水利局、神岡區公所) 

3、本里福民路人車往來頻繁，路面殘破，坑洞不斷修

補影響人車安全，建請重新鋪設柏油路面。(辦理

機關：神岡區公所) 

(八)岸裡里謝繼潭里長：本里第八公墓已遷葬期滿，惟本

里欠缺里民休憩之公園綠地及供里民集會之社區活

動中心，建請新建岸裡社區活動中心於遷葬後公園綠

地旁。(辦理機關：社會局、神岡區公所) 

(九)社口林三永里長：本里人口急速成長，尤其民權一街

人車眾多，建請市府優先規劃闢建民權一街通往北邊

溪洲里道路，以改善本里交通狀況。(辦理機關：建

設局、神岡區公所) 



 6 

(十)神岡里王百灜里長： 

1、建請於神岡路 88 巷至神清路設置通學步道，因上

開路段巷弄狹小，為避免人車爭道，影響學童安

全，請儘速建置。(辦理機關：交通局、神岡區公

所) 

2、三民南路與神岡路口至光復路交會處，因年久龜裂

影響居民生活品質，建請全線柏油路面刨除重新鋪

設。(辦理機關：神岡區公所) 

(十一)溪州里王明洲里長：民權西街沿軟埤溪至豐洲路一

帶，已成為民眾休憩散步走道，惟豐洲路 1239 巷

有蓮花池及規劃中的休閒公園（慈有宮對面），倘

建造跨軟埤溪南北岸之景觀大橋，將有助於連結社

區營造點、槌球場、福利菜園、穀倉公園等觀光景

點。(辦理機關：建設局、神岡區公所) 

(十二)圳前里陳木生里長：本里中山路 1720 巷道（長約

1000 米寬約 6 米）自圳岸路圳陽橋拓寬後，往來車

輛日益頻繁，惟該巷道過於狹窄致會車困難，危及

人車安全，建請辦理道路拓寬工程，以維往來人車

之安全。(辦理機關：建設局、神岡區公所) 

(十三)神洲里陳大燿里長：豐洲路 840巷道路狹窄，請市

府研議將水溝加蓋以拓寬路面，俾利人車通行。(辦

理機關：神岡區公所) 

(十四)新庄里翁登貴里長： 

1、建請重新施作本里和睦路一段 940號至 960巷口沿

線排水溝，以發揮排水功能。(辦理機關：水利局、

神岡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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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請重新鋪設本里新興北路全線柏油路面，以維護

居民行的安全。(辦理機關：神岡區公所) 

3、神岡區新和宮及新興路六角亭附近平日有許多長

者聚會活動，建請市府研議興建公廁之可能性。(辦

理機關：民政局、建設局、神岡區公所) 

4、建請市府研議新建槌球場之可行性，以供里民使

用。(辦理機關：運動局、神岡區公所) 

(十五)北庄里王秋生里長：建請重新鋪設本里中山路 1385

號至中山路 1460 號、溝心路 38-5 號至八德路 90

巷 101 弄 32 號柏油路面。(辦理機關：建設局、神

岡區公所) 

陸、散會(上午 11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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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399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8 月 20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經濟發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自治

組織設置及管理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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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補助本府辦理

「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其中中

央補助款 350 萬元(比例 80%)，本府

配合款 87.5 萬元(依規定比例 20%)，

為擴充服務 0-6 歲兒童增設親子館興

建經費 437.5 萬元，合計本府配合款

525 萬元，已編列 108 年度預算，總

計 875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350

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

請審議。 

修正後通過，送

請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經

01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工業局同意補助本府辦理「前

瞻計畫-補助地方政府強化地方工業

區公共設施及設置平價產業園區」等

3 案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3 億 9,04

6萬元(比例 73%)、本府配合款 1億 4,

443萬 6,428元(比例 27%)由園區開發

成本支應，合計 5 億 3,489 萬 6,428

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3 億 9,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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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原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8 年度補助本會辦

理「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原民

部落營造─原住民族地區外原住民族

部落公共設施補助計畫」，其中中央

補助款 910 萬元(比例 70%)、本府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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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款 390 萬元(比例 30%)已編列預

算，合計 1,300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

助款 642 萬 3,200 元，擬請同意辦理

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都

01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

住宅發展工程處辦理「協助單身青年

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試辦方案」業務

推動費新臺幣 208 萬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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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