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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42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7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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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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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臺中購物節已於 7 月 1日展開序幕，今年同期與去

年首屆購物節與比較，消費金額、App 下載量及活動曝光

度等均有所成長，活動期間除了週週都有抽獎活動外，還

有汽車、電動機車等總價值超過 2,000 萬元的好禮，首週

十萬元現金獎亦於日前抽出，請各局處持續宣傳行銷，鼓

勵民眾踴躍至本市消費，期許本項活動有效提振本市經

濟，也歡迎全國民眾一起來臺中消費、抽大獎。(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 

二、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6 月 7日進行國內大解封後，已

開放短期商務人士入境，臺中是全國第二大城，國外商務

客進入人數相對較多，因此居家檢疫人數由 6 月初 1,126

人增為 6 月中 1,598 人，至昨日(7 月 6 日)則高達 1,811

人，對本市防疫工作帶來不小的負荷，旅外國人有權回

臺，適度開放商務客來臺洽公也是好事，但仍建議中央能

控制數量比例，畢竟全球疫情仍在持續延燒，倘回臺人數

過多，風險就會相對增加，此外，也請本府同仁持續防疫

工作，切勿鬆懈。(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 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國人生活與經濟衝擊，中央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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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防疫紓困方案，本市申請件數為 65,780 件，為協助市

民渡過艱困疫情期間，市府採取較為寬鬆之審核原則，截

至昨日(7 月 6 日)本市核定件數為 65,652 件、核定率為

99.81%，經費達 5 億 7,650 萬元，相關經費 7 月 3日已撥

付各區公所，除請區公所儘速發放紓困款項，盼能解市民

燃眉之急，同時也感謝民政局、社會局、區公所同仁於紓

困期間的辛勞，並請對相關同仁敘獎及慰勉。(辦理機關：

民政局、社會局、本市各區公所) 

四、 有關今日消防局「臺中市水域、山域事故救援機制」專案

報告，感謝消防局全面盤點救援設備並做好準備。近期由

於防疫解禁，加上暑假即將到來，許多民眾紛紛出遊，除

了餐廳、樂園、觀光景點等生意大幅成長外，我們更希望

市民出遊的各項安全能得到保障，因此請觀旅局、建設

局、民政局、水利局、區公所等全面檢視所轄景點或場域

之安全警示、告示牌，並視情形維護、強化或修繕，讓遊

客安心至臺中旅遊。(辦理機關：民政局、建設局、水利

局、觀光旅遊局、本市各區公所) 

五、有關今日墊付案，相關政策請積極辦理： 

(一)農業局蔡局長曾任中央官員、地方局處首長，行政經驗

豐富，除了爭取中央經費補助成績斐然，並預先將本府

配合款編列於年度預算內，不致造成市庫額外負擔，值

得嘉許，請各局處參考學習，積極爭取中央補助。(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有關環保局墊付案「109 年向海致敬-臺中市海岸整體清

潔維護計畫」，許多學校、團體等有淨灘活動相關計畫，

請環保局增加合作機會，讓此類型活動效益更大化。(辦



 3 

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六、新冠肺炎疫情籠罩下，市民已養成戴口罩、勤洗手好習

慣，因此近期流感、腸病毒等病例下降不少，惟此時正值

登革熱疫情好發之際，感謝衛生局主動進行「登革熱防治」

補充報告，並提醒大家登革熱防治之重要，請各局處及各

區區長對所轄範圍內登革熱高風險區域積極處理並作好

清源工作，以杜絕登革熱疫情。(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本市各區公所) 

陸、散會(上午 10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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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442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9年 7 月 7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教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家庭教育諮詢員會

設置辦法」草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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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修正條文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辦理發

布。 

03 消防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舉發違反消防法第

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草案 1 份，敬

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辦理發

布。 

墊經

01 
經濟發展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年度全額補助

本局辦理「養豬產業振興 發展計畫-

輔導肉品市場設備及肉品供應鏈改善

與穏定產銷供應」新臺幣 112 萬元

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經

02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 109 年度補助本府辦理「經濟

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

營運困難產業及事業紓困振興公有市

場及列管夜市設施改善計畫」，其中

中央補助款 4,074 萬 9,000 元(比例 

85%)、本府配合款 720 萬 4000 元(比

例 15%)，合計 4,795 萬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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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經

03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 109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執行

「臺中市政府辦理經濟部補助工業鍋

爐改善作業」新臺幣 362 萬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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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交 交通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9 年度補助本局辦照案通過，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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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理「108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

計畫」-「建構一般型候車亭-75座」，

其中中央補助款 1,875 萬元(比例 

75%)、本府配合款 625 萬元(比例 

25%)已編列 109 年度預算，合計 

2,500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中之 

1,875 萬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敬請審議。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都

01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補助 109 年度本處辦理「臺中

市興辦共好社宅先期規劃-西屯區中

義段」案之經費，計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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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水

01 
水利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 

109 年度全額補助本府水利局、本市

石岡區公所及東勢區公所辦理「108 

年馬鞍水庫清淤工作及土石標售-地

方政府環境維護費」，其中補助本府

水利局 132 萬 1,361 元、東勢區公所 

132 萬 1,361 元及石岡區公所 105 萬 

7,088 元，經費共計 369 萬 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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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水

02 
水利局 

經濟部水利署 109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后里區牛稠坑溝引水路改善工

程」，其中中央補助款 150 萬元(比例 

78%)、本府配合款 42 萬 3,000 元(比

例 22%)已編列 109年度預算已由相關

水利設施養護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

合計 192 萬 3,000 元整。前述中央補

助款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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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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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農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

理處補助本府農業局辦理 「109 年度

臺中市漂流木清運及林產業務訪查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40 萬元(比例 

89%)、本府農業局配合款 5 萬元(比例 

11 %)已編列 109年度預算(或)已由相

關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合計 4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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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農

02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

理處補助本府辦理「109 年度臺中市

政府輔導農民辦理防治臺灣獼猴危害

農作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90萬元

(比例 67%)、本府配合款 45 萬元(比

例 3 3%)已編列 109 年度預算(或)已

由相關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合計 

135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90 萬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農

03 
農業局 

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 109 年度「食水

嵙溪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其中中央

補助款 30萬元(比例 78%)，本府配合

款 8 萬 5,000 元 (比例 22%)已編列 

109 年度預算(或)已由相關預算額度

內調整，合計 38萬 5,000 元整，上述

中央補助款 3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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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9 年

度補助本局辦理「109 年縣市農村總

合發展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300 

萬元(比例 85 %)、本府配合款 53 萬

元(比例 15%)已編列 109 年度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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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合計 353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

款 300 萬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墊農

05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9 年度補

助本局（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辦理

「109 年度臺中市濕地型保護區經營

管理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160 萬

元(比例 31%)、本府配合款 271 萬元

(比例 53%)，已編列預算，其他配合

款 77 萬 1,000 元(比例 16%)，合計 

508 萬 1,000 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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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

理處補助本府辦理「109 年臺中市野

生動物危害農業防治計畫」，其中中

央補助款 149 萬元(比例 69%)、本府

配合款 63萬 9,000元(比例 31%)已編

列 109 年度預算(或)已由相關預算額

度內調整容納，合計 212 萬 9,000 元

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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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觀光旅遊局 

交通部觀光局 109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

「109 年度『借問站』創新旅遊服務

推廣計畫」20 萬 900 元整，其中中央

補助款 18 萬 810元整(比例 90%)、本

府配合款 2 萬 90元整(比例 10%)，合

計 2 0 萬 900元整，中央補助款 18 萬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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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衛 衛生局 
行政院 109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辦理

「減免優生保健相關措施費用補助相
照案通過，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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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關作業及經費預算」經費 1,863 萬 

5,000 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敬請審議。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環

01 
環境保護局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109 年度補助

本府辦理「109 年向海致敬-臺中市海

岸整體清潔維護計畫」，其中中央補

助款新臺幣(下同)221萬 5,000元(比

例 75%)、本府配合款 74 萬元(比例 

25%) 已編列 109 年度預算額度內調

整容納，合計 295 萬 5,000 元整。前

述中央補助款 221 萬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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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原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 年度全額補助本

府辦理「109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規劃

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原住民保

留地權利回復計畫」101 萬 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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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9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規劃與管理經營細

部實施計畫-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

計畫-複丈分割地籍整理計畫」計新臺

幣 1萬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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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原

03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109 

年度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業務

實施計畫」計新臺幣 39 萬元整，未及

納入本會 109 年度單位預算，擬提請

同意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原 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委員會全額補助本府辦理 照案通過，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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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4 事務委員會 109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

設-原民部落營造-原住民族部落文化

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修正計

畫計新臺幣 449 萬 3,500 元整，擬請

准予先行辦理墊付 1 案，敬請審議。 

臺中市議會審

議。 

墊客

01 

客家事務 

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 109 年度補助本市新社區

公所辦理「臺中市新社區中正客家文

化聚落空間串聯及改善規劃設計」

案，其中中央補助款 84 萬元(比例 

84%)、本府配合款 16 萬元(比例 16%)

已由新社區公所 109 年度第一預備金

額度內調整容納，合計 100 萬元整。

前述中央補助款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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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