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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43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7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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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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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興三倍券上路在即，本市振興券 1.0 版邀請民眾搭配臺

中購物節，參加全國獎項最豐富的抽大獎活動，引起民眾

熱烈回響，為讓活動加碼再升級，讓三倍券在臺中使用十

倍奉還，日前市府再提出 2.0 版「振興超十惠」方案，整

合各局處提出 13 項總值超過 3.4 億元的優惠方案，不管

吃的、喝的、買的、住的，處處有折扣、處處有優惠，吸

引三倍劵商機續留臺中，歡迎大家至本市遊玩、消費。(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 6 月 7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封後，返臺國人不斷增

加，截至昨日本市居家檢疫人數已達 2,116人、居家隔離

6 人，與上星期相比檢疫人數增加了數百人，而目前居家

檢疫替代所已使用 162 間、尚有 52 間可使用，除籲請接

受居家隔離、檢疫之市民遵守規定，也感謝民政局、里長

及警察局同仁於防疫期間的辛苦付出，持續守護這座城市

的安全。此外，因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大多數市

民已養成配戴口罩、勤洗手之習慣，因此近期罹患腸病

毒、流感等人數下降，期許大家持續保持防疫好習慣，共

同維護所有市民之健康安全。(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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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針對今日觀旅局「後疫情時代臺中市觀光振興規劃」專案

報告，相關政策請積極辦理： 

(一)後疫情時代國民旅遊市場復甦，本府觀旅局與觀光產

業合作，推出五大觀光振興計畫，全力振興臺中觀光

經濟，而根據知名國際訂房平台 Expedia 2020年住宿

地點熱搜排行，臺中為六都唯一上榜城市，顯示觀旅

局近年之觀光政策成功吸引民眾，請持續努力，提供

遊客有趣、安全之旅遊環境。(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 

(二)本市旅遊優勢除了有觀光巴士串連重要景點，讓遊客

輕鬆到達想去的旅遊景點外，我們更有「雙十公車政

策」，民眾刷卡搭公車 10 公里免費，超過 10 公里車資

上限亦為 10 元，對於推動本市旅遊有很大助益，歡迎

大家出遊首選臺中。(辦理機關：觀光旅遊局、交通局) 

四、今日經發局「2020 臺中購物節市政會議報告」，相關政策

請積極辦理： 

(一)臺中購物節搭配中央發放振興三倍券，成效良好，目

前特約商店已破 3 萬家，各式發票登錄金額也已超過 5

億元，感謝經發局，也請持續努力，讓活動圓滿完成。

(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二)因應電子化時代來臨，再加上今年疫情來襲，改變民

眾消費習慣，線上購物模式大幅成長，因此今年第二

屆臺中購物節不僅增加電子消費可參加抽獎活動之規

定，更與電子商務平台合作，開設「臺中專區」，目前

瀏覽人數已破千萬人，成績亮眼，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讓本市經濟在購物節活動加持下大幅成長。(辦理機

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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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數位時代潮流，今年臺中購物節與財政部系統串

接，民眾綁定購物節 App 雲端發票載具，於本市店家

消費即自動匯入金額，並累計抽獎次數，惟由於仍須

費時一至兩天方得完成財政部認證，為恐影響消費者

抽獎權益，請經發局與中央溝通，積極研議縮短認證

天數，協助民眾解決問題。(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四)臺中購物節除了消費可參加抽獎活動外，還包含六大

主題活動(臺中之最 限時必選、玩樂購物 一應俱

全、健康臺中 活力十足、尋味臺中 農產最讚、旅居

臺中 一遊未盡、臺中食在好味道 美食首都)，請負

責之機關積極辦理，其餘局處加強行銷。(辦理機關：

民政局、經濟發展局、農業局、觀光旅遊局、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本府各機關) 

(五)過去本市主辦之「2020 臺灣燈會」與「第一屆臺中購

物節」曾不被外界看好，但在我們積極努力下最終獲

得好評，感謝大家；此外，近期因疫情衝擊經濟，本

市採取多項提振政策，以長億夜市為例，經由經發局

輔導後，已成為臺中第十個合法夜市，我們期待它帶

來更多人潮，也期許第二屆臺中購物節活動可圓滿完

成。(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 

陸、散會(上午 10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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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443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9年 7 月 14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經濟發展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產業發展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三條、第四條草

案 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法制局辦理發

布。 

02 地政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土地界標申購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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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各區衛生所組織規

程」第五條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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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組

織規程」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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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役政署 109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

辦理「補發本市常備兵役身心障礙退

停役人員自 91 年春節起至 99 年中秋

節三節市長慰問金差額計畫」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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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警

01 
警察局 

內政部 109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建置

「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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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警

02 
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同意補助「前瞻基礎建

設-城鄉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

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計畫第 2期「本

局交通警察大隊第二中隊耐震補強工

程」案，其中中央補助款 468 萬 6,000

元(比例 85%)、本府配合款 82萬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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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比例 15%)，合計 551 萬 3,000 元

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

議。 

墊衛

01 
衛生局 

衛生福利部 108 至 109 年度補助本局

辦理「公有危險建築地方衛生機關廳

舍耐震補強計畫─臺中市清水區衛生

所重建案」，核定總經費 5,118 萬 

9,048 元，其中中央補助款 3,403 萬 

2,630 元(比例 66%)，本府配合款 

1,715 萬 6,418 元(比例 34%)。前述

屬 109 年度中央補助款 1,701 萬 

6,315 元及本府配合款 1,715 萬 

6,418 元，以上經費 3,417 萬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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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補助本市東勢區

公所辦理「2020臺中東勢鯉魚伯公文

化祭」，其中中央補助款 30 萬元(比

例 27.27 %)、本府配合款 80 萬元(比

例 72.73%)已編列預算，合計 110 萬

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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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墊

01 
建設局 

內政部營建署 109 年度補助本府辦理

「協助縣市政府加速整建受損橋梁計

畫 3 年(109~111)計畫」，其中中央補

助款 4,168 萬 5,000 元(比例 70%)、

本府配合款 1,786 萬 5,000 元(比例

30%)已由本府相關預算額度內調整容

納，合計 5,955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

助款 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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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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