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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40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6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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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件墊付案照案通過，均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

（詳如附件） 

伍、指（裁）示事項： 

一、 中火長期以來火力全開，污染中部空氣，去(108)年本市

依據生煤自治條例要求關閉部分機組後，中部空氣品質大

幅提升，不僅今(109)年 4 月本市空品不良天數減少，5

月南投空品不良天數也大幅下降，空污改善已見成效，市

府十分珍惜這份成果；然而，臺電甫於 5 月 22 日股東會

上保證備轉容量充足、盛夏沒有缺電危機，言猶在耳，今

日卻在龍井區召開說明會，表示停機近半年的火力發電廠

二、三號機組預計在今夏重啟，市府除了深表遺憾，也在

此呼籲臺電審慎評估，饒過中部人，還給市民好空氣。(辦

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二、 有關今日農業局「因應新冠肺炎—農業紓困及輔導方案」

專案報告，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本市的花卉、瓜

果等交易量受到衝擊，為維持產銷穩定，農業局在經驗豐

富的蔡局長領導下規劃多項補助、扶助計畫，編列經費協

助、輔導農民透過電商方式販售農產品，發展農產電子商

務，讓農民得以運用現代科技行銷，減少損失，這是相當

重要的轉變，值得嘉許，也請農業局持續為農民及臺中的

農產行銷努力。(辦理機關：農業局) 

三、 今年初因新冠肺炎影響，許多大型活動紛紛暫緩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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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臺灣防疫有成，疫情已漸趨緩，面對後疫情時代，

我們首要提振經濟，因此將重啟許多大型活動，首先登場

的是將於 7 月舉辦的臺中購物節，活絡在地商業脈動；此

外，倘疫情持續趨緩，去(108)年頗受好評之新社花海暨

國際花毯節、2020 世界蘭展也將在規劃完善後盛大登場，

以期進一步帶動經濟發展，敬請大家拭目以待。(辦理機

關：經濟發展局、農業局) 

四、 臺電臺中火力發電廠每年依據發電量核發「發電年度促協

金」回饋龍井、梧棲、大肚、沙鹿、清水等區，近二年臺

電在市府要求下管控中火生煤用量，由於發電量減少，致

促協金亦同步逐年減少，造成部分公所補助經費不足，影

響居民權益，對此市府保證，相關公所經費缺多少，市府

就補多少。今年由黃副市長督導相關局處協調補助龍井區

經費約 2,444 萬 8,000 元、梧棲區約 562 萬 3,000元、大

肚區 293 萬 4,000 元、沙鹿區約 244 萬 5,000 元、清水區

約 220 萬元，我們希望市民不要用金錢換取健康，因此市

府將持續兼顧保障市民權益及捍衛臺中空氣品質。(辦理

機關：民政局、經濟發展局) 

五、在市府熱情邀請下，衛福部陳時中部長於 5 月 30 蒞臨臺

中，穿上臺中購物節的 T恤與商圈、各區農會、糕餅、旅

宿業者等約 60 組人士逐一合影，本人並致贈陳部長本市

「膨派包」，內有許多臺中知名特產，除了感謝市民朋友

的熱烈迴響並歡迎逕向本府經發局洽詢選購之外，當日部

長與各方代表所合影之各式照片、影片，也可自由運用，

期盼在陳部長的加持之下，成功振興臺中經濟。(辦理機

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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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會(上午 1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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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440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9年 6 月 2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經

01 
經濟發展局 

財政部 109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臺中

市西屯區市 43與停 127用地合併 BOT

案前置作業計畫」及「臺中市西屯區

市 95 市場用地 BOT 案前置作業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369 萬元（比

例 90%）、本府配合款 41萬元（比例

10%），合計 410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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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經

02 
經濟發展局 

為經濟部全額補助本府辦理「縣市共

推住商節電行動-設備汰換與智慧用

電暨擴大補助」第 3 期計畫執行經費

計新臺幣(以下同)2億 6,101萬 5,552

元整，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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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全額補助本

市東勢區公所辦理「109 年臺電公司

電協會發電年度促協金(運轉中)」經

費計新臺幣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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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府「浪漫臺三

線客家文化廊道南口再生計畫-東勢

河濱公園景觀改善及自行車道串連計

畫規劃設計案」，其中中央補助款 236

萬 400 元(比例 84%)、本府配合款 44

萬 9,600 元(比例 16%)已由「109 年度

-道路橋樑工程-道路橋樑工程養護-

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項下

之養護工程處小型工程款經費額度內

支應，合計 281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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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款 236 萬 400 元，配合預算進整千

元為 236 萬 1,000 元，擬請同意辦理

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農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9 年度核

定本府農業局辦理「109 年林產產銷

輔導計畫」總經費計 113 萬元整，其

中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52 萬元(比例

46%)、本府配合款新臺幣 61 萬元(比

例 54%)，合計新臺幣 113 萬元整。前

述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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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觀

01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 109 年度核定本府觀光

旅遊局辦理「109 年度補助臺中市政

府辦理觀光遊樂業旅遊安全提升計

畫」總經費計 60萬元整，其中中央補

助款新臺幣 48萬元(比例 80%)、本府

配合款新臺幣 12萬元(比例 20%)，合

計新臺幣 60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新臺幣 48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

墊付，敬請審議，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社

01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 109 年

度全額補助本局辦理「臺中市 109 年

老人福利機構資源整合型計畫」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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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環

01 
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9 年度全額補助

本局辦理「清潔隊同仁個人安全防護-

護腰補助申請計畫」239 萬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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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文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 年度補助本局照案通過，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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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辦理「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

計畫(B 類)」，其中中央補助款 240

萬元(比例 60%)、本府配合款 160 萬

元(比例 40%)，合計 400 萬元整，擬

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文

02 
文化局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9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歷史建築東海大學衛理會館修

復及再利用計畫」案，其中中央補助

款 84 萬元(比例 70%)、本府配合款 18

萬元(比例 15%)，所有權人自籌款 18

萬元(比例 15%)，合計 120 萬元整。

前述中央補助款及本府配合款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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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客

01 

客家事務 

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 109 年度補助本會辦理

「八寶圳與八仙山林鐵客家文化廊道

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168 萬元(比

例 84%)、本府配合款 32 萬元(比例

16%)已由本會 109 年度預算額度內調

整容納，合計 200 萬元整。前述中央

補助款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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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客

02 

客家事務 

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於 109 年度全額補助本

會、石岡區公所及東勢區公所辦理

「108 年度推動客語為通行語執行成

效」評核獎勵金共計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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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