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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41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6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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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件法規案及 7 件墊付案照案通過；法規案 03、

04 送請法制局辦理發布，法規案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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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臨後疫情時代，市府除深化民眾防疫意識外，振興經濟

將是未來的市政重心，我們以「防疫新生活，臺中好過活」

為目標，期許讓市民生活正常、經濟活絡。此外，因臺灣

已超過 8周無新冠肺炎本土新增個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於 6 月 7日宣布擴大鬆綁防疫規範，本市亦配合實施

八大解封措施，請相關機關推動下列措施： 

(一)本市 411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自 6 月 12 日起恢復

共餐服務。(辦理機關：社會局) 

(二)本市長青學苑共 890 班，自 6 月起陸續恢復開班授

課，預計 9 月前全面恢復開班。(辦理機關：社會局) 

(三)本市 8 處親子館，即日起全面開放，恢復原本入館組

數、原有課程及活動。(辦理機關：社會局) 

(四)本市各文化場館，即日起全面開放藝文活動，豐富市

民藝文生活。(辦理機關：文化局) 

(五)文化局持續推動藝文紓困 2.0 政策，歡迎有需求之藝

文團體洽詢相關資訊。(辦理機關：文化局) 

(六)自 6 月 10 起本市校園實施第三階段開放政策，即除

了假日及放學後開放校園運動場供民眾運動之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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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課前也開放使用，並全面恢復校園場館對外租

借。(辦理機關：教育局) 

(七)本市防疫會議由每週一次改為每兩週一次，並視疫情

後續發展狀況調整。(辦理機關：衛生局) 

(八)經發局積極籌備第二屆臺中購物節，並自 7 月 1日開

始振興購物商機，協助臺中商區店家重現榮景。(辦

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二、 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活動即將於本週四（6 月 11 日）起

駕，鎮瀾宮表示將配合中央防疫措施控管參與人數在

1,000 人以下，惟其為疫情解封後首場大型宗教遶境活

動，為維護參與民眾的安全，請陳副市長籌組專案小組前

往鎮瀾宮瞭解防疫措施並提供必要協助，期許活動能平安

順利。(辦理機關：民政局、警察局、環境保護局、衛生

局、文化局) 

三、 針對今日衛生局「新冠肺炎階段性防疫成果」專案報告，

衛生局於疫情期間確實執行防疫措施，使本市防疫工作成

效卓著，深獲衛福部陳部長大力讚許；此外，本人也感謝

市民、民間團體對防疫措施的配合，讓臺中的防疫工作獲

外界肯定，對即將來臨的後疫情時代，下列相關政策請積

極辦理： 

(一)本市公、私有市場及商圈、觀光景點已解除人流管制

措施，請各局處加強宣導。(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觀光旅遊局) 

(二)請針對各觀光景點或人流控制區域之防疫告示牌進行

資訊更新，俾利民眾遵循。(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本市各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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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經發局「2020 臺中購物節」專案報告，因受疫情影響

今年臺中購物節加速數位轉型，增加電子化服務、線上店

家數量，並改善去年臺中購物節 APP 缺點，同時啟動大數

據分析功能，呈現熱門店家、民眾偏好等資訊，我們期許

今年登錄、參加抽獎的消費金額能突破去年的 25 億元紀

錄，帶動臺中經濟發展，下列相關政策並請積極辦理：(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一)今年臺中購物節放寬商家加入門檻，且 APP 更引用大

數據功能，呈現各區消費情形等相關資訊，因此請各

局處及區公所積極行銷臺中購物節，鼓勵店家踴躍加

入、消費者積極參與，均衡發展本市各區經濟。 

(二)去年臺中購物節 APP 被批評發票掃描不易等缺點，今

年已進行問題改善並優化平臺，請各局處加強宣導並

積極邀請民眾下載，以免錯失抽獎機會。 

(三)中央振興三倍券政策將於 7 月 15 日推出，恰與臺中

購物節期間重疊，因此臺中購物節將結合中央振興三

倍券，推出「加零」方案，請民眾拭目以待，並請各

局處加強行銷宣傳，積極把握「振興經濟潮」。  

陸、散會(上午 10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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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441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9年 6 月 9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交通局 
檢陳「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資金管

理與運用要點」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02 勞工局 

檢陳「財團法人臺中縣勞工福利基金

會」108 年度決算書及 110 年度預算

書各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03 新聞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推廣硬地音樂活動

補助辦法」草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辦理發

布。 

04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組

織規程」第三條草案 1 份， 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辦理發

布。 

墊民

01 
民政局 

內政部 109 年度補助本府辦理「公共

服務據點整備及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

建」-太平區長億、永成里活動中心耐

震補強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200 萬

元、本府配合款 171 萬 1,000 元已分

由本府民政局第一預備金(50萬元)及

第二預備金(121 萬 1,000 元)預算額

度內調整容納，合計 371 萬 1,000 元

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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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教

01 
教育局 

教育部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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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9,956 

萬 7,000 元(比例 88%)、本府配合款 

688 萬 3,000 元(比例 12%)已由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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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合計 1 

億 645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9,956 萬 7,000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

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都

01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 109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城鎮

之心工程計畫」(政策引導型)第六階

段項下計畫共 6 案，核定總經費 

3,440 萬元，其中央補助款 2,752 萬

元(比例 80%)、本府配合款 688 萬元

(比例 20%) 已編列預算由相關預算額

度內調整容納。前述中央補助款 2,7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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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09 年度補

助本局辦理「109 年特作產業結構調

整暨建構產業新價值鏈計畫」，其中

中央補助款 200 萬元(比例 47%)、本

府配合款 225 萬元(比例 53%)已編列 

109 年度預算，合計 425 萬元整。前

述中央補助款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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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補助本局所屬

風景區管理所辦理「2020 大安沙雕音

樂季」計畫總經費 800 萬元，其中地

方配合款新臺幣 720 萬元已編列於本

局 109 年度預算，本案中央補助款 

80 萬元(比例 10%)，合計 800 萬元

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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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觀

02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 109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 臺 中 自 行 車 嘉 年 華 -Bike 

Taiwan」，其中中央補助款 310 萬元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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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比例 44%)、本府配合款 390 萬元整

(比例 56%)已編列 109 年度預算及相

關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合計 700 萬

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310 萬元，擬

請 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議。 

墊原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全額補助辦理「109 

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計畫」經

費計 305 萬 4,000 元整，未及納入本

會 109 年度單位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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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