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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02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9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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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副市長瓊瓔代理                紀錄：陳姿伶 

(盧市長秀燕因公出國)  

肆、討論提案：4 件法規案、5 件墊付案照案通過；法規案 02 送

請法制局發布施行、法規案 03 及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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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針對永續城市、潔淨能源、循環經濟等領域交流合

作，持續打造臺中成為低碳城市，市長於昨日(9 月 2 日)

率團前往英國及荷蘭進行市政考察，今日由本人代為主持

市政會議，並請各機關於權管範圍內穩定市政。(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 

二、為整治空污，本府「以先公後私、先大後小」政策，使今

年上半年 PM2.5濃度大幅改善 2.2 微克，展現改善成果。市

長此行預計將拜訪英國「商務、能源和產業戰略部」交流

空品改善對策，也將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市郊的「循環經

濟園區 Park 20|20」，針對永續生態政策探討交流，相信

市長此行將有助未來施政，也請各機關積極加速城市建

設。(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 水湳經貿園區是本市極為重要的鑽石寶地，市長上任後積

極投入各項建設，除了一再延宕的國際會展中心已於今年

3 月動土，胡市長時代開始推動的「臺中綠美圖」也將於

9 月 16 日開工；此外，作為臺中城市地標的「智慧營運中

心」，市府更是謹慎以對，藉由此次市長出訪英、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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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將智慧城市規劃納入考察重點，也將透過國外案例考

察，借鏡國外優良創客招商及智慧大樓案例，明確定位後

續推動方式，打造成為本市指標性建築。(辦理機關：建

設局、都市發展局) 

四、打造本市的活水經濟，也是市長重要政見之一。市長上任

以來積極對外招商發展經濟，依據財政部統計，本市上半

年累計達成 5 件促進民間投資建設案，投資金額達 83.94

億元，包括開設「好市多臺中二店」以及停車場等市有土

地多元利用、歷史建築活化等，榮獲上半年地方政府招商

績效第一名。展望下半年，尚有三件地上權開發案及捷運

綠線土地聯合開發等招商案，亦歡迎各界踴躍參與投標，

活化市場經濟。(辦理機關：交通局) 

五、本市現 379 校聘有 25 名外師，僅優於高雄市 21人，較其

他直轄市少，因此關於外師人數 KPI(109 年 35 人、110

年 45 人、111 年 50 人)，請教育局積極設定更具挑戰性目

標值，未來並視達成情形進行滾動式修正。(辦理機關：

教育局) 

六、除了聘任外師，提升本市英語教師全英授課專業基本能力

亦甚為重要，請教育局持續舉辦英語教師成長研習，精進

英語發音、聽力、寫作等基本能力訓練，使優秀師資成為

孩子學習英語的重要推手；此外，針對學生，亦請教育局

積極透過英語比賽、規劃英語國際生活營等方式，讓英語

學習融入生活，加速培養孩子國際競爭力。(辦理機關：

教育局) 

七、黃副秘書長表示，國際競爭時代，提升外語能力尤其重

要，以蒙古為例，透過不斷爭取國際會議、國際賽事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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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帶動全民重視外語能力，可為本市之參考。長期以來

本市對外語能力提升相當重視，今日專案報告足見本市在

此領域之重視與努力。針對今日簡報提示如下： 

（一） 本市為全國第二大城，惟外師人數在六都中倒數第

二，比例偏低，今年雖無編列相關預算，仍建議積極

尋覓相關可動支之經費挹注，以期大幅提升本市外師

比例；此外，教育為百年大計，新增雙聯學制之目標

數也請研議提高，積極充實本市外語教育素質。(辦

理機關：教育局) 

（二） 外國人並非外語能力佳之保證，因此外師聘任資格須

審慎檢視，包括能力、資歷等亦請一併注重。(辦理

機關：教育局) 

陸、散會(上午 10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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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402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9 月 3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交通局 

檢陳制定「臺中市軌道建設發展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02 交通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臺中都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辦

法」第三條、第四條草案 1 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

行。 

03 交通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車輛

機具檢修規則」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報請

交通部核定。 

04 交通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

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草案 1 份，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報請

交通部核定。 

墊社

01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 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清水區槺榔社

區活動中心耐震能力評估計畫」，其

中中央補助款 26萬元(比例 70%)、本

府配合款 11萬 1,477元(比例 30%)已

由相關 108 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合

計 37 萬 1,477 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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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社

02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 108-109 年度補助本局辦

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大里區東興

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計畫」，其中

中央補助款 108 年度 57 萬 6,000 元，

109 年度 134 萬 4,000 元，共計 192

萬元(比例 66.76%)、本府配合款 82

萬 3,000 元已編列 109 年度預算，配

合款不足部分 13萬 3,179元將由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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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預算額度內支應，配合款共計 95

萬 6,179 元(比例 33.24%)，合計 287

萬 6,179 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108

年度 57 萬 6,000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

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03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 108-109 年度補助本局辦

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大里區樹王

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計畫」，其中

中央補助款 108 年度 60 萬，109年度

140 萬，共計 200萬元(比例 62.81%)、

本府配合款 85萬 8,000元已編列 109

年度預算，配合款不足部分 32萬 6,0

26 元將由本局相關預算額度內支應，

配合款共計 118 萬 4,026 元整，合計

318 萬 4,026 元整(比例 37.19%)。前

述中央補助款 108 年度 60 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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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補助本府辦理「108 年度強化區

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

業升級計畫 (地方鏈結型)」，其中中

央補助款 1,300 萬元(比例 50%)、本

府配合款 1,300 萬元(比例 50%)由 10

8 年度產業發展基金預算額度內調整

及辦理超支併決算支應，合計 2,600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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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建

01 
建設局 

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其

中中央補助款 1,176 萬元(比例 49

%)、本府配合款 1,224 萬元(比例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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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2,400 萬元整，擬請同意辦

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