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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11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10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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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市長秀燕                      紀錄：陳姿伶  

肆、討論提案：法規案 01 條文修正後通過、法規案 02 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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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市民健康及保護環境，新市府團隊上任後積極查緝

各種污染源，近期更查到臺中火力發電廠放流水「硼」嚴

重超標，這已是一年中第七次違規，不但污染海域，也污

染海洋食物鏈，嚴重影響市民健康，尤其國營事業帶頭排

放有毒污水，實屬不該；截至目前，中央政府或臺電仍尚

未向中部地區民眾說明清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

燈之作法已對政府威信造成很大傷害。此外，中央不斷向

外界宣稱地方政府嚴格查緝中火將影響發電量，也難以讓

市民認同，在此呼籲中央有所回應，方為上策。此外，為

維護市民健康，市府將持續強力查緝，面對壓力絕不妥

協，打造清淨的臺中家園；最後，我要對環保局長及相關

同仁們表達最高之敬意，感謝他們為維護臺中空氣所作的

努力。(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二、針對環保局專案報告「111 年臺中市燃煤工業鍋爐退場」，

黃秘書長表示，燃煤工業鍋爐改為燃氣鍋爐雖是相當好之

作法，惟針對木粒料，近期環保署分析其產生之 PM2.5量頗

高，因此請再作確認，避免造成更多污染。(辦理機關：

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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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中是全臺灣第一個仿京都棋盤式規劃的城市，中區近百

個在地店家及表演團隊的「鈴蘭通散步納涼會」於 10 月

26、27 日在中山路、綠川西街至自由路段封街舉辦，該活

動係由中區區公所、市府相關局處，以及中城文化再生協

會結合當地許多業者共同籌劃，透過遊行及街頭表演等活

動，展現舊城區豐富多元的歷史人文樣貌，進而帶動中區

經濟、找回昔日榮景；這是個相當有意義的活動，在此肯

定中區公所的努力，未來市府也將持續協助、指導，讓活

動愈辦愈好。(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陸、散會(上午 10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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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411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8年 10 月 29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農業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寵物屍體焚化收費

標準」草案 1份，敬請審議。 

第三條條文修正

後通過，送請法

制局發布施行。 

02 都市發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

託審查辦法」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發布施

行。 

墊教

01 
教育局 

教育部 108 年度補助本市辦理「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

校優化實作環境--充實基礎教學實習

設施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1 億

2,075 萬 7,000 元(比例 87%)、本府配

合款 937 萬 2,000 元(比例 13%)已由

相關 108 年度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

合計 1 億 3,012 萬 9,000 元整。前述

中央補助款 1 億 2,075 萬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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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警

01 
警察局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8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108 年第 2 次新創產品及服務

採購補助作業」修正計畫書案，其中

中央補助款新臺幣(以下同)84 萬

8,000 元(59%)、本局配合款 58 萬

8,668 元(41%)已編列 108 年度預算，

合計 143 萬 6,668 元整。前述中央補

助款 84 萬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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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額補助本市后里區公所「108 年度

臺中市后里區地方建設補助案」新臺

幣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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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后里區公所依主計處意見修

訂計畫書後送議會審議，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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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已設定他項權利之

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處理計畫」13

萬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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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交

01 
交通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

理「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

「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既

有路線)」，其中中央補助款 8,000 萬

元(比例 33%)、本府配合款 1 億 6,000

萬元(比例 67%)已編列 108 年度預

算，合計 2 億 4,000 萬元整。前述中

央補助款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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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環

01 
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8 年度全額補助

本局辦理「資源回收車汰舊換新補助

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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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建

01 
建設局 

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城鎮之心工程計畫」競爭型後續延

伸提案計畫:潭心綠點暨優化工程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3,250萬元整(比

例 65%)、地方配合款 1,750萬元整(比

例 35%)，合計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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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都

01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臺中大車站計畫-原建國市場及附

近地區都市更新事業招商計畫」，其

中中央補助款 562 萬 5,000 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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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8%)、本府配合款 637 萬 5,000 元

(比例 53.12%)，合計 1,200萬元整，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