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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議長、顏副議長、各位議員先進，大家好： 

本年度總預算統刪六億，市政府各局處科室刪減情形表列及對未來施政

影響之專案報告分兩部分說明如下： 

壹、本年度總預算統刪六億，刪減情形說明及表列 

有關 110年度總預算案刪減 6億元，本府係於 109年 12月 23日

接獲貴會審議本市 110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及綜計表議決

書，其中議決書指定刪減項目計 179萬 5,000元，由市府自行調整刪

減項目計 5億 9,820萬 5,000元(明細詳附表)，上述資料經簽奉核准

後整編於法定預算，並於 110年 1月 13日以府授主一字第 1100009604

號函送貴會備查。 

上開市府自行調整刪減項目共四項，第一項研考會「推動區域合

作、跨域治理業務」，自行調整刪減 120 萬 5,000 元；第二項公捷處

「臺中市市區公車免費乘車優惠等計畫」，因交通局 110 年推動市民

限定新政策，推估所需經費減少，爰由該項目調減 9,700萬元；第三

項新工處「基層建設道路橋樑工程、公園新闢暨整建等建設經費」，自

行調整刪減 2億元；第四項養工處「道路橋樑養護小型工程計畫」，自

行調整刪減 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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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總預算案刪減項目明細表 

單位：千元 

 

機關 
名稱 

預算書 
頁數 

預算項目 刪減金額 

總計 600,000 

議決書指定刪減項目 合計 1,795  

文化局 18360-81 
辦理本中心各項辦公用文具紙張、
印刷、廣告、獎牌製作、環境布置
及其他雜項相關費用。 

100 

新聞局 

21410-25 
辦理國際動漫博覽會等相關漫畫活
動經費。 500 

21410-25 辦理動漫之都城市意象活動。 

21410-25 中臺灣旅遊節目製作與行銷播送。 1,000 

運動局 24440-32 
會議及活動業務宣傳、誤餐、各項
費用及相關雜支等。 

150 

交通局 08190-24 
辦理廉政社會參與，獎勵表揚廉能
或廉政民意調查等相關費用。 45 

市府自行調整刪減項目 合計 598,205 

研考會 02007-25 
推動『區域合作、跨域治理』業
務。 

1,205  

公捷處 08196-25 
臺中市市區公車免費乘車優惠計
畫。 

97,000 

新工處 07181-24 
基層建設道路橋樑工程、公園新闢
暨整建等建設經費。 200,000 

養工處 07182-36 道路橋樑養護小型工程計畫。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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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機關針對預算刪減對未來施政影響之說明 

一、 研考會 

(一) 刪減項目及金額如下： 

推動區域合作、跨域治理業務，預算數 576 萬 8,000 元，刪

減 120萬 5,000元。 

(二) 對未來施政影響說明： 

由於本項預算是用於推動本市與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新

竹縣、雲林縣、嘉義市等共七縣市研商推動跨縣市合作議題、

強化產官學研合作量能，並希冀得以在現有合作六大議題組

(空污環保、交通建設、經濟發展、觀光旅遊、農產行銷、衛

生安全)外，深化其他合作議題與面向。爰此，預計邀集七縣

市跨域(產、官、學界)擘劃中臺灣願景之論壇規模亦受經費縮

減影響，將原本欲辦理 2天之論壇(含括參訪其他成功平台之

合作案例，如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縮減為 1 天辦理。 

二、 文化局 

(一) 刪減項目及金額如下： 

辦理纖維工藝展演中心各項辦公用文具紙張、印刷、廣告、獎

牌製作、環境布置及其他雜項相關費用，預算數 56萬元，刪

減 10萬元。 

(二) 對未來施政影響說明： 

有關刪減 10萬元事宜，纖維工藝展演中心評估可於不影響年

度施政之原則下撙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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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聞局 

(一) 刪減項目及金額如下： 

1.中臺灣旅遊節目製作與行銷播送，預算數 200萬元，刪減 100

萬元。 

2.辦理國際動漫博覽會等相關漫畫活動經費，預算數 625 萬元

及辦理動漫之都城市意象活動，預算數 100萬元等 2筆預算，

刪減 50萬元。 

(二) 對未來施政影響說明： 

1.110年「中臺灣旅遊節目製作與行銷播送」預算刪減至 100萬

元，囿於預算刪減，集數減少，主題較難涵括中臺灣地區，無

法整合發揮中臺灣區觀光合作效益。 

2.為使臺中透過動漫的軟實力與國際接軌，以深耕本土、放眼國

際並重進行規劃，囿於預算金額及疫情影響，相關規劃以在地

動漫推廣為主，無法進行國際交流。 

四、 運動局 

(一) 刪減項目及金額如下： 

會議及活動業務宣傳、誤餐、各項費用及相關雜支等，預算數

20萬 5,000元，刪減 15萬元。 

(二) 對未來施政影響說明： 

本年度原規劃結合兒童節、母親節、父親節、農曆重陽節進行

兒童、女性、銀髮族等相關活動，推廣全民運動，提升市民規

律運動比率，進而推展健康城市；前揭相關活動推廣及業務宣

導，刪減本項預算，以撙節支應方式，期不影響推展運動及業

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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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局 

(一) 刪減項目及金額如下： 

1.交通局辦理廉政社會參與，獎勵表揚廉能或廉政民意調查等

相關費用，預算數 9萬元，刪減 4萬 5,000元。 

2.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辦理臺中市市區公車免費乘車優惠計    

畫，預算數 14億 3,300萬元，刪減 9,700萬元。 

(二) 對未來施政影響說明： 

1.於廉政預算被刪減後之有限經費下，仍會秉持一貫理念，對局

內同仁實施廉政教育訓練並持續推動廉潔表揚，對外以社會

參與方式宣導政府廉政措施，並請民眾一起參與、關懷及監督

施政促進政府廉能，使公務員不願貪、不必貪、不能貪及不敢

貪，共同創造全民的廉能政府。 

2.本市自 109 年 1 月 25 日起實施雙十公車政策，民眾刷卡搭 

公車 10 公里內免費，超過 10 公里的車資由原本最多收取 60

元降為 10元，達到落實公平正義、補助經濟弱勢、節能減碳、

改善空汙等四大效益。考量整體大眾運輸發展均衡與市府資

源更有效運用，並參考多數民眾贊成市民、學生、老人等族群

免費等意見，滾動式檢討公車優惠政策，於 110 年 1 月 1 日

推出「市民限定」新政策，市民綁卡後可續享雙十公車優惠。 

因市府推出市民限定優惠政策，可能吸引原居住臺中未入籍

之民眾，改入籍臺中之潛在衍生新增補貼需求；且持敬老愛心

卡乘車之族群，從過去搭乘市區公車上車直接扣點數，調整為

先享有雙十乘車優惠，也就是搭乘距離在 10公里內不會扣點，

搭乘超過 10 公里最多扣 10 點，提高持敬老愛心卡之族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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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區公車意願；另因應捷運通車，亦新闢及調整公車路線，

預估搭乘公車需求量將會增加，致補貼款增加。 

本市實施市民限定政策後，因應敬老愛心卡扣款方式調整及

捷運綠線通車，致增加搭乘公車需求量，將持續觀察補助款核

撥情形，並滾動式檢討公車政策。 

六、 建設局 

(一) 刪減項目及金額如下： 

1.新建工程處「基層建設道路橋樑工程、公園新闢暨整建等建設

經費」，預算數 15億元，刪減 2億元。 

2.養護工程處「道路橋樑養護小型工程計畫」，預算數 12億元，

刪減 3億元。 

(二) 對未來施政影響說明： 

1.有關新建工程處「基層建設道路橋樑工程、公園新闢暨整建等

建設經費」刪減影響說明如下： 

為促進都市發展，增進市容景觀綠美化，提供市民交通安全便

利、進而改善市民生活品質，逐年編列「基層建設道路橋樑工

程、公園新闢暨整建等建設經費」辦理瓶頸路段打通拓寬、橋

樑改建新建、道路公園開闢等事宜。查本項經費 106 年核列

15 億元、107 年核列 13 億元、108 年核列 8 億元，109 年核

列 12億 7,000萬元，前考量 108及 109年經費核列數較為不

足，且用地取得費用採市價取得逐年上漲，致相關地方道路橋

樑公園開闢推動執行受限，爰提報 110年度需求數為 15億元，

惟經費經刪減 2億元，僅核列 13億元，影響基層建設執行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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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養護工程處「道路橋樑養護小型工程計畫」刪減影響說明

如下： 

(1) 本市幅員遼闊且人口益增，市民對於公共建設使用頻率 

及需求程度與日俱進，且本市陸續新闢各級道路、重劃區、

新建橋樑等各項公共設施，致養護範圍及數量相對增加，

目前因統刪未獲核列足額經費，現有預算仍不足達成本

市推動「富市臺中、新好生活」市政願景。 

(2) 在市政願景之 8 大核心價值及 12 大發展策略的基礎中，

尤以民生基層建設不可或缺，藉由改善路面平整度，人行

道鋪設、中央分隔島排水、設置街道幸福設施、標誌號誌

共桿、孔蓋調平及下地、共同纜線管路及路面刨封等工程，

方能有效解決民生基層建設及落實偏遠地區建設及均衡

地方發展。倘經費有所短絀恐造成各項建設及道路維護

之執行困難，影響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甚鉅，雖暫以移緩

濟急方式調配支應，但易排擠其他基礎建設需求，故後續

將持續爭取缺額 3 億元，以維持本市轄管公共設施維護

基本需求。 

 

 

 

 

以上敬請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鼎力支持，使得本府各項施政能

夠順利推動。 

祝福大家  健康快樂，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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