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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478次市政會議紀錄 

壹、 時間：110年3月16日（星期二）上午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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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件墊付案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

（詳如附件） 

伍、 指（裁）示事項： 

一、 臺中捷運綠線順利營運是我們對市民的承諾，經過連日

測試與改善，中捷已可安全通車，將自3月25日至4月23

日試營運30天，全線18個車站免費開放民眾試乘，試營

運時間採全時段開放，早上6點到晚上12點民眾攜帶電子

票證即可免費搭乘。配合防疫，搭乘捷運請務必全程佩

戴口罩，也請民眾於站內及車廂內勿飲食，遵守先下車

後上車原則，共同維護乘車安全及品質。(辦理機關：臺

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二、 目前臺灣水情非常嚴峻，本府從去年10月就陸續召開旱

災會議，協調工業大戶節水，昨日(3月15日)再聯合中央

進行旱災演練，我們做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也籲

請市民節約用水，大家一起共體時艱。另外，國營事業

中只有臺灣自來水公司將總公司設於臺中，但去年臺中

地下管線漏水率卻是六都最高，現在進入抗旱非常時期，

盼望身為主責機關的台水加強漏水修復工作，不要讓珍

貴水源白白浪費。(辦理機關：經濟發展局) 

三、 為了激勵教師教學熱忱，讓臺中的教育品質更加優化，

市府全國首創「獎勵績優市立中小學教師國內外全時進

修研究實施計畫」，今年經專業評選委員層層選拔，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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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教師脫穎而出，獲得一學期帶職帶薪國內外進修機會，

此計畫讓願意提出計畫、願意進修的中小學教師能獲得

應有的肯定和提升機會，感謝各校校長的支持，也希望

未來有更多教師加入進修的行列。(辦理機關：教育局) 

四、 為配合臺中鐵路高架化，市府啟動5處地下道填平工程，

讓周邊交通更加便利，其中4座已經完成，最後第5座

「國光路地下道」橫跨西、南兩區的填平工程，已經在

上週四(3月11日)開工，工期預計9個月，完工後將可同

時提升交通安全和解決淹水問題，讓市民進出更方便，

帶給民眾更有感且高品質的生活環境。(辦理機關：建設

局) 

五、 現行的能源供給以火力發電為主，為響應節能減碳趨勢

並回應市民期待，市府於109年以「光電三倍增」為推動

目標，規劃111年太陽光電累積裝置容量達到353.3MW；

依臺電公司最新數據，截至110年1月臺中的太陽光電累

積裝置容量已達352.5MW，即將提前達到目標。在市府各

局處會及低碳辦公室持續推動，以及企業、校園、民眾

的積極參與之下，本市太陽光電發展順利，為展現推動

決心，市府再次滾動調整並訂立新目標為「太陽光電四

倍增」，也就是在111年累積裝置容量要達到465MW，全力

朝向2030年1GW 的願景持續前進。(辦理機關：經濟發展

局) 

六、 針對今日文化局「打造歷史文化園區 重現舊城風貌」專

案報告，臺中州廳歷史悠久，創建於日據時期大正2年

(1913年)，九二一震後雖已辦理修復、階段性補強等作

業，仍有許多構造因多次增建、改建作業而受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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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自去(109)年8月起進行全面修復工程，預計明(111)

年底完工。州廳可謂舊市區的「城中城」，未來市府將結

合中、西、東區各文化資產，如州廳、大屯郡役所及州

廳附屬建築群等進行全盤規劃，營造本市文資園區觀光

亮點，感謝文化局的努力，也請持續積極完成工程進度。

(辦理機關：文化局) 

七、臺中市議會預計3月26日召開定期會之程序委員會，黃副

市長提示，請各機關備齊近期通過之墊付案相關資料後，

儘速交府會小組彙整函送臺中市議會，以利審議。(辦理

機關：本府各機關) 

陸、 散會(上午9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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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478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10年3月16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都

01 
都市發展局 

內政部110年度全額補助本局住宅發

展工程處辦理「社會住宅包租代管第

3期計畫」經費新臺幣6億1,067萬

8,000元整，其中代墊租金為新臺幣

583萬2,000元整，屬代收代付款項不

納入預算外，餘6億484萬6,000元整

納入預算辦理，並分年編列，前述核

定納編預算之總經費6億484萬6,000

元整，其中屬110年度7,413萬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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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都

02 
都市發展局 

內政部110年度全額補助本府辦理

「110年度建築物結構快篩及階段性

補強作業需求計畫」1億3,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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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都

03 
都市發展局 

內政部營建署110年度補助本局辦理

「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

(政策引導型)第一階段項下計畫共4

案，其中央補助款2,840萬元(比例

80%)、本府配合款710萬元(比例20%)

已編列110年度預算，合計3,550萬元

整。前述中央補助款2,84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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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水

01 
水利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09年度全額補助

本府辦理「109年度山坡地保育利用

管理工作續效考核獎金」110萬元

整，擬同意辦理先行墊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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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110年度補

助本局辦理「農作物生產田間調查」

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130萬6,000元

(比例35%)、本府配合款240萬元(比

例65%)，已編列110年度預算，合計

370萬6,000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130萬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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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農

02 
農業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110年度補

助本局辦理「農產業保險試辦」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16萬8,000元(比

例84%)、本府配合款3萬2,000元(比

例16%)，合計20萬元整，其中央補助

款7萬5,000元已編列110年度預算，

餘中央補助款9萬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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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社

01 
社會局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110年度補

助本局辦理「我國少子女化對策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176萬7,150元

(比例85%，173萬3,000元已編列預

算)、本府配合款31萬1,850元 (比例

15%)已編列110年度預算，合計207萬

9,000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3萬

4,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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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文

01 
文化局 

文化部110年度補助本府文化局辦理

「富市臺中 新好生活-文創 BRAVO!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160萬元(比例

70%)、本府配合款68萬6,000元(比例

30%)已由本府文化局110年度相關預

算額度內調整容納，合計228萬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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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原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110年度補助本會辦

理「都市原住民族發展方案-強化原

住民基本生活安全-原住民急難救

助」，其中中央補助款35萬元(比例

77%)、本府配合款10萬5,000元(比例

23%)，合計45萬5,000元整，中央補

助款30萬元及本府配合款10萬5,000

元已編列110年度預算，餘中央補助

款5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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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臨墊

01 
文化局 

文化部110年度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辦理「110-111年度博物館與地方文

化館升級計畫」，其中110年度公立

館舍中央補助款515萬元(比例70%)、

本府配合款270萬5,000元(比例30%)

已由本府110年度相關預算額度內調

整容納。另民間館舍中央補助款175

萬(比例50%)，自行籌列經費175萬元

(比例50%)，合計1,135萬5,000元

整，前述公立館舍與民間館舍之合計

中央補助款共計69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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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秘書處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10年度補助本處

辦理「歷史建築豐原郡附屬官舍修復

及再利用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98

萬元(比例70%)、本府配合款42萬元

(比例30%)已編列110年度預算，合計

140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9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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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臨墊

03 
水利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10年

度補助本局辦理「110年度自主防災

裝備及設備強化執行計畫」，其中中

央補助款52萬8,000元(比例88%)、本

府配合款7萬2,000元(比例12%)，合

計60萬元整，經查原提報需求數15萬

已納入本府水利局110年度預算，尚

不足中央補助款39萬6,000元及本府

配合款5萬4,000元。茲因應業務執行

需要，擬請准予將中央補助款增額39

萬6,000元辦理先行墊付，本府配合

款增額5萬4,000元擬由本局110年預

算項下支應，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

議。 

臨墊

04 
水利局 

經濟部水利署110年度補助本局辦理

「水災智慧防災計畫」-「110年補助

直轄市、縣(市)韌性防災措施執行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1,184萬3,800

元(比例約60%)、本府配合款789萬

1,200元(比例約40%)，合計1,97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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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臨墊

05 
環境保護局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10年度補助本局

辦理「換購低碳垃圾車補助計畫-補

助加裝離合器輔助裝置6輛」，其中

中央補助款12萬6,000元(比例60%)、

本府配合款8萬4,000元(比例40%)，

已由相關110年預算額度內調整容

納，合計新台幣21萬元整。前述中央

補助款12萬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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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