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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38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5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貳、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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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件法規案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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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府團隊上任後，為實現陽光政治，將市政會議全程公開

直播，外界可以看見市府決策、預算、法案等審議過程；

而陽光政治的另一面也代表平等參與、照顧弱勢。今天為

推動聽障人士資訊平權，市府領先六都，由社會局與研考

會合作，每週為市政會議提供全程手語翻譯服務，這是臺

中市政會議的新紀元，在此感謝臺中市山海屯聲暉協會的

協助，尤其，今日首次手語翻譯，我們特別邀請到李振輝

老師提供服務，李老師由於近日在中央流情疫情指揮中心

提供零時差即時翻譯的表現優異，因此也有著「神級手譯

員」的美譽，市府除了再次感謝他們的參與及指導，未來

倘各局處有手語翻譯服務之需，也歡迎與協會接洽，展現

本市落實資訊平權的決心。(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 藉由今日市政會議即時手語翻譯，再次針對近期實施之重

要防疫措施宣布如下，請相關機關積極辦理：(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同時也響應中央「防疫新生

活運動」，本市自上星期六(5 月 16 日)起開放民眾假

日進入校園運動，至於平日放學後是否開放校園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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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運動，則俟相關機關研議後再行宣布。 

(二)全市 411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已恢復健康促進活

動，但為避免飛沫傳染，目前仍暫不共餐，維持送餐

或盒餐服務，未來會再持續滾動檢討，分階段讓市民

恢復正常生活。 

(三)為降低疫情帶來之風險，自 4 月 1 日起，本市國民運

動中心及港區運動公園實施「一週一閉」制度，進行

全館空間及設施的深度消毒。目前因疫情趨穩，經市

府與公衛專家討論研議，決議自上星期六(5 月 16 日)

起取消「一週一閉」規定，一週 7天都開放民眾使用，

但仍會勤加消毒，請民眾放心。 

(四)原本市府規定民眾僅能於市府一樓聯合洽公區洽公，

考量疫情緩和，從昨日(5 月 18日)起開放民眾直接到

原洽公場所洽公，但為保險起見，市府各出入口測量

體溫、酒精消毒及實名制等仍將持續執行。 

(五)臺中為國際大城，有為數不少的國際人士進出，據統

計，本市目前居家檢疫的人數仍有近 1,100 人，因此

本府在兼顧逐步開放及市民健康綜合考量下，目前市

府正與專家進行研議，將視疫情狀況逐步進行各行業

防疫措施之檢討，包括學校畢業典禮、畢業旅行參與

人數之調整等，俟規範確定後向市民宣布。 

三、 有關今日教育局「防疫期間學校線上教學」專案報告，新

冠肺炎疫情嚴峻時各國均有停班、停課情形，臺灣由於防

疫嚴謹，因此僅有少數學校停課，但我們仍需居安思危，

教育局於疫情發生之際便進行線上教學超前部署，且為做

完善準備，更進行大規模壓力測試，於 5 月 1 日、4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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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國小、國中、高中各一場)進行全市停課時線上教學

測試，參與師生數高達 20 萬人左右，從演練中發現問題

進而改善，感謝教育局及參與者努力，也請持續準備，以

備不時之需。(辦理機關：教育局) 

四、有關今日運動局「兒童國民運動中心推動計畫」專案報

告，由於大多的國運中心都是為成人設計，缺乏兒童的運

動空間及設施，因此本市創全國之先打造「兒童版的國運

中心」，為孩子量身規劃，目前已有多座兒童國民運動中

心逐步規劃、興建中，本人也在此強調，兒童運動中心不

同於親子館之設計僅具遊憩、樂園等概念，而是因應不同

年齡孩子的身體發展，給予相對應的體育設施，讓孩子在

成長過程中，發展運動、強健體魄、培養運動人才。此外，

運動局除了善用閒置空間進行規劃之外，更結合興建中的

運動中心打造兒童運動專屬空間，以西大墩公園環保節能

減碳館暨西屯兒童運動中心為例，即兼具文化與兒童運動

功能，十分吸睛；未來，也請運動局持續針對兒童專屬課

程師資等軟性部分加強規劃，以達重視兒童運動發展之政

策目標。(辦理機關：運動局) 

五、近期重要事項向民眾宣導，也請相關機關持續辦理： 

(一)近日氣象預報有豪、大雨來襲，市府已做好相關防範

及清淤工作，也呼籲市民即早做好相關準備，避免災

害發生。(辦理機關：水利局) 

(二)臺中為文心蘭花卉全臺最大產區，惟近期因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外銷大減，為推廣國產花卉，市府日前以文

心蘭、火鶴等花卉作裝置藝術，表達對醫護與防疫人

員的感謝；而面對後疫情時代，市府將全力拚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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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文心蘭送禮自用兩相宜，感謝農業局加強各管

道行銷，維護花農收益，也歡迎各機關及民眾多加採

購運用於業務及送禮需求，共同為花卉產業復甦努

力。(辦理機關：農業局) 

(三)臺灣近年受到嚴峻的登革熱疫情挑戰，加上梅雨季節

來臨，本周亦有強降雨發生，因此除了由環保局加強

消毒本市公共環境外，也籲請民眾加強自身防治意

識，針對住家環境附近易積水容器加強清潔，避免登

革熱病媒蚊滋生。(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陸、散會(上午 10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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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438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9年 5 月 19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交通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附屬

事業經營管理辦法」草案一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辦理發

布。 

02 交通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及覆議收費辦法」草案 1 份，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辦理發

布。 

03 社會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辦理發

布。 

墊水

01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109 年度

全額補助本市石岡區公所及東勢區公

所辦理「109 年度中區水資源作業基

金石岡壩清淤公益支出申請補助執行

計畫」，其中東勢區公所 150 萬元整、

石岡區公所 900 萬元整，經費共計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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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9 年度補

助本局辦理「109 年度臺中市入侵植

物防治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42 萬

元(比例 38%)、本府配合款 70萬元(比

例 62%)已編列預算，合計 112 萬元

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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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本局辦

理「臺中市 108/109 年期柑橘加工計

畫(109 農基金-調-糧-04-中-1)」，

其中中央補助款計 832 萬 6,492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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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50%)，本府配合款 832 萬 6,492

元整(比例 50%)，已編列預算，合計

1,665 萬 2,984 元。前述中央款 832

萬 6,492 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墊農

03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9 年度補

助本局辦理「109 年度臺中市褐根病

防治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40萬元

(比例 31%)、本府配合款 90 萬元(比

例 69%)已編列預算，合計 130 萬元

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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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衛

01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全額補助本市辦理 109 年

度「失智照護服務計畫」經費 5,886

萬 4,488元整，本市已納入預算 5,877

萬元，不足額 9 萬 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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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墊

文01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 年度全額補助

本局辦理「109 年嚴禁養鴨奸徒搭寮

窩匪擾民碑保存維護計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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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墊

文02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局辦理

「109-110 年臺中市天主教臺中教區

第一總鐸區文物普查計畫」，其中中

央補助款 98 萬 5,050 元(比例 55%)、

本府配合款 62 萬 6,850 元(比例

35%)，所有權人出資 17萬 9,100元(比

例 10%)，合計 179 萬 1,000 元整。前

述中央補助款及本府配合款計 161 萬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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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03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局辦理

「109-110 年度臺中市一般古物『同

治拾年下哩仔庄迎媽祖大旗』保存維

護及展藏保存推廣計畫」，其中中央

補助款 92 萬 4,000 元(比例 70%)、本

府配合款 33 萬元(比例 25%)，所有權

人出資 6 萬 6,000 元(比例 5%)，合計

132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及本府

配合款計 125 萬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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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墊

文04 
文化局 

財政部 109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歷史

建築臺中市役所 OT 可行性評估及招

商前置作業規劃案」，其中中央補助

款 118 萬 8,000 元(比例 90%)、本府

配合款 13 萬 2,000 元(比例 10%)，合

計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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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