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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08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10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貳、地點：龍井區公所 5 樓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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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討論提案：4 件墊付案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詳

如附件） 

伍、指（裁）示事項： 

一、市政會議為市府最高決策會議，過去僅在市府舉辦，但我

認為聆聽民意才是施政本質，因此上任後主動至各區召開

行動市政會議，並請局處首長針對現場發言即問即答，精

進市政服務之餘，也請各局處繼續努力，締造市民福祉。

(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今日布達本市民防總隊協勤民力(大)隊新任(大)隊長，本

人代表市民感謝五位大隊長在事業繁忙之餘仍竭力為社

會付出，期許未來與市府攜手合作，成為守護臺中市民與

治安的得力助手，一同打造富市臺中、新好生活。(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龍井區是中火所在地，加上近幾天因境外污染移入導致中

部空品不佳，雖然境外移入不是地方可單獨處理，但面對

境內空污，市府一定加強取締；環保局日前已提前啟動應

變措施，並出動各區稽查人員加強稽查，協調中火分時段

降載，減緩空污發生。日前市府於 9 月時發現中火再度違

規，污染物硼超標 24 倍，情節重大，因此我們採強力稽

查、加倍開罰方式，維護空品絕不懈怠。此外，有關火力

發電廠擬再增加兩個燃氣機組之決策，本人認為如果中火

的燃煤機組不能同步汰舊換新，市府絕不能接受，市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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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貫徹要求中火減煤之作為，也希望中央接納臺中市民

心聲，不再增加發電機組，還給市民乾淨無污染之空氣。

(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四、研考會 1999 市民服務專線成立已近十年，係市民最滿意

之市政服務之一，但我們不因此而滿足，而是將服務擴大

並進行改革，持續精進；此外，1999 是市府面對市民的第

一線，也請各機關配合 1999 提供資訊及協助，以利研考

會做好各項服務及管考工作，持續精進市政品質。(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市府於龍井區目前共有 62案建設、投入之經費達 16 億元

之多，請各機關持續建設龍井區，改善本區環境，提升市

民生活品質。(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六、今日會議林孟令議員及龍井區農會林裕議總幹事提出建

議如下，請相關機關研議辦理： 

(一)林孟令議員： 

1、臺電依「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執行要點」每年

對電廠所在地及周邊地區核發促協金，自 103 至

107 年，龍井區基礎建設工程預算來源幾乎來自促

協金，惟明年可能隨著發電量少而縮減促協金，建

請市府補足相關建設預算，以免影響本區發展。(辦

理機關：經濟發展局、建設局) 

2、臺中港務公司依規將固定比例盈餘回饋鄉里，每年

大約有 2億元的回饋金，惟近期隨著進出口數量減

少，回饋金也隨之縮減，對地方基礎建設高度仰賴

回饋金之龍井區衝擊很大，建請市府正視此問題，

並提出改善方案。(辦理機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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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市敬老愛心卡搭計程車每趟次補助 50 元，惟海

線地區居民表示該項政策助益不大，建請市府研議

改善，俾使福利真正落實於市民。(辦理機關：交

通局) 

4、本區東海里被納入中科都市計畫特定區後，建蔽率

及容積率均被縮減，造成居民不便，建請市府對此

提出有效方法改善。(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5、龍井區位於大肚山上的數個里尚未納入都市計畫

區域內，建請市府研議儘速納入本次臺中市國土計

畫中，以利本區長遠發展。(辦理機關：都市發展

局) 

(二)龍井區林裕議總幹事： 

1、為解決海線再生稻補助問題，市府自去年推出再生

稻轉作大豆計畫，建議更進一步研議推廣鼓勵農民

轉作其他經濟作物，避免造成農民生計損失。(辦

理機關：農業局) 

2、臺中新社花海已行之有年，惟交通運輸不如海線地

區便利，建議市府研議於海線地區打造海線花田，

成為新市政亮點，帶動觀光契機。 (辦理機關：農

業局) 

七、下列龍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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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實回覆里長： 

(一)竹坑里許麗珠里長、龍崗里林朝清里長：建請儘速拓寬

本區竹坑里竹師路一段 262 巷口至龍崗里福恩街，以利

里民洽公與學生上學。(辦理機關：建設局、龍井區公

所)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6%8d%e7%94%9f%e7%a8%b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bd%89%e4%bd%9c.html


 4 

(二)田中里張文慶里長：本里 2 條 12 米計畫聯外道路位於

龍北路 361 巷，貫穿舊車路、龍北路及龍北路 391 巷、

全長約 80米，該段可連結田中、龍東及龍西等三個里，

目前沒有聯外道路，且新建戶持續在增加中，建請市府

儘速徵收闢建聯外道路。(辦理機關：建設局、龍井區

公所) 

(三)三德里陳春木里長：建請於本區公墓設置納骨塔，以利

區民往生後有歸處。(辦理機關：民政局、龍井區公所) 

(四)忠和里林聰海里長： 

1、 本里臨港路二段 10號之 8(偉聯運輸)後方現有道路

約 40 公尺長，建請市府於道路鋪設柏油路面、溝渠

並請增設排水系統及加蓋，以免汛期影響居民安

全。(辦理機關：建設局、水利局、龍井區公所) 

2、 因南山截水溝工程之需，造成附近道路破損，建請

市府早日將道路恢復原狀，(辦理機關：水利局、龍

井區公所) 

(五)龍泉里黃聖龍里長：建請編列預算於明年開闢本里龍新

路至龍泉岩 12米計畫道路，以利聯外交通通暢。(辦理

機關：建設局、龍井區公所) 

(六)南寮里林增貴里長：本里巷弄狹小、公共設施用地不

足，建議將本里納入都市計畫並妥善規劃公共設施，以

利本里發展。(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龍井區公所) 

(七)東海里林秋蘭里長：本里經濟較弱勢之家庭無法負擔子

女就讀私立幼兒園學費，為免影響受教權益，建請於東

海國小增設幼兒園，造福里內幼童。(辦理機關：教育

局、龍井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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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龍崗里林朝清里長：本里住宅區範圍過小，阻礙本里發

展，建請市府研議擴大本里住宅區範圍。(辦理機關：

都市發展局、龍井區公所) 

(九)龍津里張坤雄里長：臺電依「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

執行要點」每年對電廠所在地及周邊地區核發促協金，

應維持一定金額，建請市府對此持續關注，以維護本區

居民權利。(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龍井區公所) 

(十)龍泉里黃聖龍里長：本里戶數及腹地範圍太大，為維護

里民市政服務品質，請研議重新劃設本里範圍。(辦理

機關：民政局、龍井區公所) 

八、為減輕年輕人負擔，市府提出許多福利措施，請積極辦理： 

(一)「恢復老人健保補助」政策於 7月順利上路，深獲民眾

肯定，不僅減輕本市年輕人的負擔，也是本市落實長照

的第一步，惟仍請各里長加強宣導，以利周知。(辦理

機關：社會局) 

(二)中央準公共化托育政策已於 8 月 1 日實施，為配合中央

政策，本人上任後立即追加 8.5 億元預算，在本市既有

托育政策上升級再加值，可說全國最優，期許臺中成為

臺灣的幸福城市。(辦理機關：社會局) 

九、臺電促協金是龍井居民「用命搏來的」，倘有減少，市府

絕對補到位，不會因促協金減少而影響地方建設。(辦理

機關：經濟發展局、建設局、環境保護局) 

陸、散會(上午 11 時 2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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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408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10 月 8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地

01 
地政局 

內政部 108 年度調整核定補助本府辦

理「臺中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經

費，其中中央補助款 690 萬元(比例

70%)、本府配合款 295 萬 7,143元(比

例 30%)已編列 109年度預算，合計 985

萬 7,143 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450

萬元，已經本市議會同意先行墊付辦

理，另增加補助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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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新

01 
新聞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8 年度全額補

助本局「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

1,663 萬 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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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辦理

「108 年度秋行軍蟲緊急防治及作物

銷燬補償相關措施所需經費」24 萬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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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農

0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中區分署

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中市蔬菜

生產設施(備)計畫」，其中中央補助

款 186 萬 8,450 元(比例 50%)、配合

款 186 萬 8,450 元(比例 50%)由本市

農民自籌，合計 373 萬 6,900 元整。

前述中央補助款 186 萬 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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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