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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39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5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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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件法規案及 8 件墊付案照案通過，法規案 02送

請法制局辦理發布，法規案 01 及墊付案均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詳如附件） 

伍、指（裁）示事項： 

一、 因受新冠肺炎影響而在臺中執行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的

民眾曾多達 6,000 多人，除了市府提供溫度計、口罩等物

資，許多民間企業團體在關心防疫情形之餘，更主動捐贈

泡麵、書籍等各項民生物資，展現「愛臺中」精神，今日

本人代表全體市民向防疫期間參與及協助之民間夥伴致

贈感謝狀，感謝他們對臺中的愛心，也請各機關持續各項

防疫作為，切勿掉以輕心。(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 臺灣疫情日趨漸緩，市府針對各項防疫限制也將逐步鬆

綁，盡力協助市民恢復正常生活；以校園開放為例，因應

疫情趨緩，市府已在 5 月 16 日進行第一階段鬆綁，開放

民眾可於例假日進入校園運動、休憩，實施以來，由於防

疫措施均確切落實、市民也相當自律，經過教育局與教

師、家長等各方團體討論評估後，市府決議自 6 月 1日（下

週一）起進行第二階段鬆綁，各校平日下午 6時，學生放

學後，開放校園戶外場地讓民眾入校運動休憩，在此提醒

民眾仍需落實自主健康管理、保持社交距離；此外，由於

早上時段較為短暫且民眾仍有接觸師生之虞，因此暫不開

放，仍以保護師生為第一優先，請有晨運習慣的市民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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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諒。(辦理機關：教育局) 

三、 有關今日人事處「市府因應新冠肺炎防疫作為」專案報

告，市府面對防疫或任何天災地變時，政府組織與城市如

何不癱瘓，人事處角色非常重要，面對此次疫情威脅，有

賴人事處於疫情發生之初即進行居家辦公原則、擴大彈性

上下班時間、防疫隔離假與照顧假等政策規劃，維持市府

服務不中斷，在此肯定人事處積極作為與成果，並期許各

機關持續全力以赴，落實各項防疫作為。(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四、 有關今日都發局「推動共生好住宅，臺中更宜居」專案報

告，「好宅」是市府重要政策，稱之為好宅原因有二，其

一是它比豪宅更好，其二為它是理想的住宅，為落實好宅

計畫，由都發局肩負重任，請持續積極加快腳步，並朝下

列三項原則執行：(辦理機關：都市發展局) 

(一)加速推動並增加數量：過去好宅政策推行緩慢，中央

雖曾提出社會住宅政策，然係由各地方政府自行興

建，預算絕大多數須自付，因此推動速度不快、數量

也不多，市府團隊上任後提出好宅計畫，加快推動速

度並增加好宅數量。 

(二)具體落實理想住宅：過去許多好宅政策僅為紙上談兵

階段，為使市民及早入住，積極落實好宅政策是當務

之急。 

(三)打造快樂共融生活：在本市好宅計畫中，我們兼顧每

個階層的民眾需求，提供幼托及長者使用之設施、其

餘相關服務等，讓好宅不僅僅是居住地，也是深具組

織及靈魂的居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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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業局蔡局長熟稔政務且有豐富的行政經驗，以今日提出

四件墊付案為例，農業局積極爭取中央補助挹注市庫，並

針對本府配合款的籌編預先規劃，先行納編於年度預算，

除了有效減輕市庫額外負擔外，更展現農業局施政的前瞻

性，在此予以肯定並請各機關學習效法，讓市政推動更加

順暢。(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六、面對疫情威脅下，本市仍積極提振經濟並有亮眼成績，請

相關局處持續積極辦理： 

(一)三井不動產集團加碼投資臺中：全球疫情籠罩下經濟

低迷，三井集團仍決定投資臺中，顯見本市經濟發展

深具前景，方能獲得外商青睞。三井集團位於臺中港

的 OUTLET 第二期及位於東區的 LaLaport 購物商城將

於今年夏季動工，分別提供 1,500 個及 2,000 個就業

機會，同時三井集團在臺中的總投資額將達 150 億

元，我們期許臺中更有榮景，其興建、營運或連外道

路規劃也請相關局處適時提供協助，加速本市經濟發

展。(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建設局、都市發展局、

勞工局) 

(二)防疫持續拼經濟：即使因疫情導致大環境不佳，本市

經濟指標仍捎來好消息，109 年第 1 季各項經濟指標

中，本市公司登記家數成長率、公司登記資本額成長

率、商業登記家數成長數及商業登記資本額成長數等

四項指標均排名六都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的

逆境中仍能繳出亮眼成績，令人振奮，也請經發局持

續為本市經濟而努力。(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三)視訊就業博覽領先全國：因應疫情，市府早在 3 月便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5%86%A0%E8%82%BA%E7%82%8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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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視訊徵才列車」，5 月再進一步與中興大學合

作，領先全國首創開辦「視訊就業博覽會」，一改過去

面對面媒合求才之做法，除了達成近千人次投遞履歷

及初步媒合率近 7 成的好成績，市民更給予許多正面

回饋，請勞工局持續提供就業媒合服務，也歡迎有需

求的民眾多加利用，早日覓得理想職缺。(辦理機關：

勞工局) 

陸、散會(上午 10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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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439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9年 5 月 26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民政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公立殯葬設施回饋

地方自治條例」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02 環境保護局 

檢陳「臺中市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

案件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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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全額補助辦理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

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

第 5 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工作計畫

-「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南 1K+809～

南 4K +700 治理工程可行性檢討等先

期作業」、「安良港排水 0K+866 

-1K+547 治理工程」等 2 案共 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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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109 年度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

管理計畫」，其中央補助款 58 萬 

7,000 元(比例 69 %)、本府配合款 16 

萬 8,000 元(比例 20%)已編列 109 年

預算、其他配合款 9 萬 5,000 元(比例 

11%)，合計 85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

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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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農

0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年度補助本府

農業局辦理「臺中市配合國土計畫推

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其中中

央補助款 190 萬元(比例 85%)、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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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款 33萬 6,000元(比例 15%)已編

列於 109 年度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

合計 223 萬 6,000 元整。前述中央補

助款 190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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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360 萬 4,000

元(比例 69%)、本府配合款 159 萬

9,000元(比例 31%)已編列 109年度預

算，合計 520 萬 3,000 元整。前述中

央補助款 360 萬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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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109 年臺中市休閒農業區跨域

輔導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2,698 

萬 4,000 元(比例 84%)、本府配合款 

534萬 8,000元(比例 16%)已編列 109 

年度預算，合計 3,233 萬 2,000元整。

前述中央補助款 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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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觀

01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 109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

辦理「109 年度台灣好行服務升級計

畫-谷關七雄線」399 萬 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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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原

01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 109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領域』

專科社會工作師 109 年度督導教學訓

練分期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47 萬 

9,200 元(比例 96%)、本府配合款 1 萬 

9,480元(比例 4%)已由相關 109 年公

務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合計 49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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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0 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47 萬 

9,200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敬請審議。 

墊原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全額補助本會調整

「109 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 期照顧-

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南勢文健站服務

級距」，增列金額計新臺幣(以下

同)130 萬 7,886元整，擬請准予先行

辦理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