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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44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7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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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市長國榮代理)     紀錄：陳姿伶  

肆、討論提案：法規案及墊付案照案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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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近日開刀治療髖關節舊疾，今日市政會議由本人代理

主持。市長原預計請假十天，由於術後恢復良好，目前已

在家休養，可望提早回到工作崗位，謹代表市長謝謝關心

的市民朋友。 

二、 下列重大市政請相關機關積極辦理： 

(一)臺中購物節已進入第三週，活動持續熱烈進行，截至 7

月 19 日官方 APP 下載數已超過 16 萬次，累計消費登

錄金額已衝破 10 億元，除了現金、汽機車等獎項外，

知名藝術家許文融及廖本生也捐贈畫作響應，分別贊助

油畫「荷塘按清香」及水墨畫創作「黑白･經緯 20F-03」

作為抽獎獎品，呼籲還未下載購物節 APP 之民眾儘速下

載，登錄消費發票，踴躍參加活動。(辦理機關：經濟

發展局) 

(二)市民期待已久的「臺中巨蛋」第二階段評選日前揭曉，

由日本知名建築師隈研吾(KENGO KUMA)建築都市設計

事務所與臺灣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組成的臺日合作

建築師團隊獲選，「臺中巨蛋」預定 2022 年開工、2026

年完工，屆時可望與國家歌劇院、臺中綠美圖等齊名，

成為本市著名地標。(辦理機關：運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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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原路地下道填平工程目前已完全並全線開放通車，基

於配合臺中鐵路高架化，自去(108)年 12 月底開工，原

預計今(109)年 11 月完工，為減少對交通的衝擊，施工

團隊展現高效率及高品質，提早 4 個月完成填平作業，

感謝同仁的齊心合作。(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今年雖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搖滾臺中」音樂節仍決

定續辦，但首度改採線上直播方式，多達 32 萬人上網

觀賞，市府盼透過這樣的舞臺，發揚臺中在地搖滾樂。

此外，文化局預計於七夕在屯區藝文中心規劃國際知名

鋼琴家陳瑞斌音樂會，屆時將採線上直播方式，請文化

局、新聞局廣為宣傳。(辦理機關：新聞局、文化局) 

三、 針對今日都發局「營造友善人本環境—城鎮之心執行成

果」專案報告，相關政策請積極辦理： 

(一)為促進城鄉均衡發展，臺中市府配合中央推動「城鎮

之心工程計畫」，進行老舊市區活化，今年本市共有 6

案獲中央補助，分別為外埔農會倉庫周邊空間綠美

化、霧峰坑口公園及周邊改善計畫、和平區原民聚落

環境整備計畫、石岡綠廊觀光產業興計畫、新社區復

盛公園綠美化整建計畫、大安區濱海聚落環境整備計

畫 6 案，未來將持續推動，型塑良好景觀風貌，同時

也請各局處積極爭取中央經費，以打造幸福宜居城

市。(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二)立法院日前已同意編列後續 4 年前瞻基礎建設經費

4,200 億元，市長並鼓勵各局處、各區公所積極申請

中央補助，因多為競爭型，請各局處妥為研擬完善計

畫，並請財政局積極協助各局處向中央爭取經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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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關：財政局、本府各機關) 

四、臺中市議會預計 8 月召開第 3 屆第 5 次臨時會，請近日通

過墊付案之機關儘速完成相關行政程序。(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五、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相關措施請機關積極辦理： 

(一)全球目前仍被新冠肺炎疫情籠罩，臺灣相對國外疫情

穩定，然而歐洲、中南美洲、日本、香港近日出現疫

情反撲，全球感染人數超過 1,000 萬、死亡人數高達

60 萬，人數仍在急劇上升中，我們切不可掉以輕心，

且由於近期各局處大型活動因國內疫情趨緩而紛紛重

啟，請各局處舉辦活動時務必兼顧防疫工作。(辦理機

關：本府各機關) 

(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 6 月 7 日解封後，開放部分

商務客及境外學生等入境，因此近日居家檢疫人數攀

升至 2,000多人、居家隔離人數增為 13 人，感謝疫情

期間民政局、衛生局、警察局、觀旅局、公所同仁們

的辛勞，請大家持續落實防疫工作。(辦理機關：本府

各機關) 

六、疾病管制署今日公布臺中市新增第 2 例日本腦炎確定病

例，除請衛生局持續調查個案住家 1 公里內其他高風險場

所並懸掛捕蚊燈，也在此呼籲民眾平時加強防蚊措施並接

種日本腦炎疫苗，以降低感染風險。日本腦炎病媒蚊以三

斑家蚊為主，常孳生於水稻田、池塘及灌溉溝渠等處，請

民眾在豬舍、動物畜舍或池塘等高風險環境附近活動時，

穿著淺色長袖衣褲並使用核可防蚊藥劑，家中也可裝設紗

窗紗門、蚊帳及捕蚊燈等防蚊措施。此外，目前也為登革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4%B8%AD%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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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高風險期，提醒市民留意居家環境清潔，黃秘書長也提

示，倘各區公所在日本腦炎或登革熱防治上有需請求協助

事項，可直接洽請環保局、衛生局，另民政局亦有登革熱

防蚊宣導費用可協助，請大家運用資源，共同對抗日本腦

炎及登革熱之威脅。(辦理機關：衛生局、本府各機關、

本市各區公所) 

陸、散會(上午 10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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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444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9年 7 月 21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農業局 
檢陳訂定「臺中市食農教育推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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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經

01 
經濟發展局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全

額補助本市梧棲區公所辦理「『2020

五汊 i 梧棲』五七藝文季活動-2020

梧棲仲夏之夜音樂會」之經費計新臺

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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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全額補助本

府「109 年度發電年度促協金(運轉

中) 」計新臺幣 4,848 萬 5,000元整、

「109 年度輸變電(運轉中)促協金」

計新臺幣 409 萬元整及「109 年度發

電年度促協金(運轉中)-臺中港區及

臺中電廠風力發電機組」計新臺幣 9

萬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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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補助本局辦理「109 年度全國荔枝椿

象區域整合防治」(109 管理-3.2-植

防-2(1)追加 3)計畫，其中中央補助

款 60 萬元(89%0、本府配合款 7 萬

2,000 元(11%)已編列 109 年度預算，

合計 67 萬 2,000 元整。前述中央補助

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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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原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 年度補助本會

「109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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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善計畫(第二次核定)」，其中中央補

助 237 萬 1740 元(比例 87%)、本府配

合款 35萬 4,398元(比例 13%)已編列

109 年度預算，合計 272 萬 6,138 元

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237 萬 1,740元，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議。 

墊客

01 

客家事務 

委員會 

客家委體 109 年度補助本市石岡區公

所辦理「臺中市石岡區萬安宮彩繪修

護及再利用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168 萬(比例 84%)、本府配合款 32 萬

元(比例 16%)，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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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