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議會第2屆第4次定期會議會質詢內容節錄 
 

質詢 
議會開定期會開會時，巿長應將施政綱要、本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經過及施政情形

提出書面報告，對施政報告作口頭說明並接受本會議員當場質詢；巿政府所屬各局處會

首長，應就主管業務推行情形提出書面報告，並列席接受質詢。書面報告應於開會七日

前送達議會及各議員。直轄市議會有向首長或單位主管，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其質

詢分為施政總質詢及業務質詢。業務質詢時，相關之業務主管應列席備詢。 

 

 

【府會關係怎會不和諧?】 

段緯宇議員：大里霧峰沒有納骨塔，要選票要做納骨塔 

劉淑蘭議員：龍井蓋納骨塔 

陳本添議員：18 萬農機補助沒有消息(農業局長:該班被起訴) 

何文海議員：南屯區要立體停車產( 最後，主席陳政顯議員說: 2億都在花了，順

便，北屯區沒有立體停車場) 

 

【缺乏監督品質的問政】 

沈佑蓮議員：土地買賣要繳什麼稅 

黃馨慧議員：小黃瓜多少錢 

段緯宇議員：我站著你時間照算(段議員的質詢時間，但他不質詢)  

李榮鴻議員：地價稅如何產生 

楊正中議員：河南路 2 段文心路紅綠燈三天沒人理(觀察員好想跟議員說有 

1999 可以打 ) 

 

【何謂質詢】 

張立傑議員於質詢時間要求局處提供補充資料六項 

  



一、張瀞分議員質詢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蔡世寅質詢內容： 

 

爭執的點為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 38 條第四項「本市公立公墓內墳墓撿骨

前，墓主應向本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或本市各區公所申請起掘許可並繳納清運廢棄

物保證金新臺幣五千元。」 

 

觀察心得： 

5000 元保證金於墓基之廢棺及廢棄物清理完畢，墓穴填土回復原狀後，無息退還。倘

若墓主自起掘日起一個月內未清理完竣者，其已繳保證金不予退還。張瀞分議員希望民

政局不收取遷葬清運 5000 元，多位市議員皆提到「臺中市政府不缺這 5000 元」 

只是若以使用者付費與恢復原狀來思考，那麼 5000 元民政局怎麼不能收；雖然

廢棄物清潔費會讓民眾有被剝好幾層皮感覺外，然而辦理撿骨之時程也都是有申

請人(民眾)自行辦理，因此在申請起掘許可時應該就能一併完成將墓穴回復原

狀。 

 

二、江肇國議員質詢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黃荷婷質詢內容： 

 

質詢臺中市「摘星青年、築夢臺中」計畫案。該計畫一開始總報名總共有快 650 

位，之後遴選出 108 位的青年人，但目前 108 位裡面已有 11 位青年退場，剩

下 97 位，之中有超過 10 位有資金不足的問題，以及 15 個創業家現在創業模

式還沒有固定。 

 

觀察心得： 

「摘星青年、築夢臺中」由臺中市政府推出，協助 20 至 40 歲從事文創、電子商

務等青年創業，創業基地位於「摘星山莊、光復新村、審計新村。創業不僅是場地租賃、

貸款資訊， 還有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稅務、會計、勞動法令、經營管理、行銷......

等等；協助青年就業(創業)看似是勞工局的業務，但勞工局是否有能力對於「創業」

青年輔導，看似單一局處的的工作，實際上應該要引入更多局處的資源並整合，如此

才能有真正的協助青年創業家。 

 

三、李中議員質詢臺中市政府環保局質詢內容： 

 

質詢臺中市 PM2.5 空氣汙染改善情形。李中議員質詢表示「我舉個例子到現在

屬於移動源的部分台中市有 200 多萬輛機車，那只解決二 行 程 機車夠不夠，我

們應該一年推廣多少電動機車，來替代普通機車，這個沒有看到。我們應該把大貨車、

柴油車一年要減少多少，來替換，也沒有看到數字。為什麼我說白局長是參加作文比賽，

把目標寫在那裏，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對於每一個活動，你應該要解決多少的比例， 然後在 105 

年給我們一個藍天 15μg/m3。」 

 

觀察心得： 

據經濟日報 2016 年 4 月報導，台中市二行程機車數量為 21 萬輛，環保局 105 

年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目標數僅為1萬 3,000 件，所列之目標數實在太低，李中

議員質詢中點出了環境保護局裡的缺失、盲點，但可惜的是市議員並沒有給於局長做

補充說明。而實際這份專案報告確實完全看不出環境保護局有未來會有那些積極的作

http://www.tcdream.taichung.gov.tw/np.asp?ctNode=31553&amp;mp=11701D


為。 

 

四、吳敏濟議員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王俊雄王局長質詢內容： 

質詢台中市農會弊案。后里區農會辦理 103 年度后里區農業產銷班運銷設備改

善計畫，有發生弊案，相關人也被地檢署緩起訴、判刑；弊案用假發票來核銷，

詐領市府補助 756000 元。東勢農會供銷部的員工被農會自己發現，有侵占 1700 

多萬，這個案子已經經由東勢農會向檢調報案偵辦，相關人員也懲處，不過這也

顯示農會的內控管理的確有問題。 

 

觀察心得： 

農會法施行細則第 42 條「主管機關為監督農會財務處理及財產管理，得派員檢

查農會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資料。主管機關為前項檢查時，得視需要聘請會計師、律

師或其他專業人員協助辦理。」期許主管機關能落實對於農會的輔導，並且輔以部分的

監督。同時也希望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農會，能落實《農會財務處理辦法》第 66 條

「上級農會對下級農會之定期財務稽核每年舉行一次，必要時視業務需要執行臨

時財務稽核。」與第 67 條「主管機關之定期財務監督，由主管機關邀請有關機

關及上級農會每年舉行財務監督一次，必要時得舉行臨時財務監督。」 

 

五、楊正中議員質詢台中市政府交通局科長質詢內容： 

 

關於交通標誌標線工程。楊正中議員手拿一張 104 年 7 月份的公文，當時交通

局表示年度經費用盡，致無法如期完工，並於 105 年 3 月 17 日再次派工，派

工單 10 號，惟因承包商案件太多，造成進度控管不佳，以致工期延宕至 11 月 

17 日(議員質詢當天) 尚未完成。台中市政府交通局科長：「報告議員，這件要是沒

完工，我們依規定處份承包商，我們會立即處裡。」 

 

觀察心得： 

105 年度台中市交通標誌標線工程共分四區招標辦理。楊正中市議員選區為第六選

區(西屯區)，西屯區標誌標線工程屬第二工區(西區、南區、西屯區、南屯區、大里

區、霧峰區)： 臺中市第二工區截至 105 年 11 月 23 日，預定施工進度 105/11：

0%、實際施工進度105/11：0%。 

雖說交通局將工程之監督委外，但是實際上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能為主辦該案的機關，

依採購法第 70 條第一項與第二項規定：「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明訂廠商執行品

質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並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

「機關於廠商履約過程，得辦理分段查驗，其結果並得供驗收之用。」明顯交通局疏於

監督、管理與追蹤。 

 

六、何文海議員質詢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張治祥、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王義

川質詢內容： 

 
• 何文海議員：南屯沒有立體停車場，拖吊場 85 年設立到現在已經 20 年，一年拖

吊的罰款與管理費 2000 萬，20 年已經拖 4 億了，南屯貢獻度有 7 成到 8 成。 

•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王義川：沒有拉，今年、去年已經下降。 

• 何文海議員：拜託你南屯蓋個立體停車場，有困難嗎? 

•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王義川：我若是有找到地。現在是有經費，停管基金有比較多了， 



現在至少有 3.9 億了。 

• 何文海議員：我來找一塊地給你，國宅後面有一塊停車場。 

•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王義川：原本要請地政局幫忙出清費，地政局說有困難，

現在正在爭取預算中。 

• 何文海議員：局長(地政局)你那個標出去了嗎?廍子 

•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張治祥：廍子昨天順利標出  

• 何文海議員：多少錢? 

•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張治祥：23 億 

• 何文海議員：這樣你(交通局)有困難嗎 

•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張治祥：不夠啦 

• 何文海議員：標出去就有機會，我們經貿園區中國醫藥學院附近那塊土地明年要交地， 可

以入帳 60 幾億，還煩惱沒有錢。張局長我錢找好了，我們南屯都沒有立體停車場，

你有沒有困難。 

•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王義川：你建議的地點很需要 

• 何文海議員：副市長當初我們再蓋國宅，停車場只有一半，200 戶只有提供 100-80 

個停車位，那裏有大墩一期、二期的國宅，欠車位很嚴重，局長沒問題吧。 

•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王義川：這我非常想做現在就請地政局補助一些 

• 何文海議員：張局長，那是我們八期重畫區，我們沒有立體停車場，你要支

援嗎? 

•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張治祥：我們平均地權基金可以補助以辦理重畫地區的

建設，然後今年、明年的平均地權基金營有很緊，明年有盈餘的話該有的建設

我們一定支援。 

• 何文海議員：你答應我們廍子那一標要是標出去之後我們就有機會 

• 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張治祥：廍子今年還要繳庫，已經繳完 57 億，全部

充公了。 

• 何文海議員：局長怎麼辦 

• 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王義川：怎麼都充公了 

• 何文海議員：你 57 億本來就不夠了，你至少還有一個 60 幾以進來，有困

難嗎局長。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張治祥：跟議員報告，水湳經貿園區還在開

發中，所以他的收入要先拿來還債，還沒有辦法進到平均地權基金。 

• 何文海議員：我要的不多，你 60 幾億我要的只是 2 億，你收了我 4 億多，拖

吊 20 幾年。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張治祥：我看平均地權基金裡面還有沒

有可以支援的空間 

• 何文海議員：一定要的啦，你答應過的東西你不能跳票，好不好台中市政府

地政局局長張治祥：是是是 

• 何文海議員：我們王義川局長有答應，張局長有答應，林副市長在這裡作證 

• 主席陳政顯議員：北區也沒有立體停車場，順便拉，一併考慮，2 億都花了，不差

多 2 億。 

 

觀察心得： 

對於何文海議員希望平均地權基金能撥 2 億協助南屯建設立體停車場，感到不

能認同，也認為主席陳政顯議員「北區也沒有立體停車場，順便拉，一併考慮，

2 億都花了，不差多2 億。」不妥。平均地權基金源於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14 條

「為實施本條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設置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其設置管

理，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定之。」 



根據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6 條基金運用範圍包括：

「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物補償價款、區段徵收土地之開發費用、已辦竣市地重

劃或區段徵收地區建設、管理及維護費用、研究發展平均地權有關業務必要費用、其

他辦理平均地權有關業務必要費用…..等等」然而從 106 年平均地權基金附屬單位

預算書內的其他業務成本明細表來看，該基金除了執行第 6 條基金運用內建設外，

亦有編列些許與業務無關之預算。雖勉強也能說成屬「其他辦理平均地權有關業務

必要費用」然而實際依舊無法看出是否真與業務有關之預算。例如：中山地政事

務所數位式彩色影印機新購計畫 130000 元、大甲地政事務所新增廣播設備計畫 

60000 元與清水地政事務所窗型冷氣設備安裝汰換計畫 84000 元。105 年、104 年

的平均地權基金單位預算也有同樣的問題發生，似乎可以顯示議會已將此基金視

為商求局處發展建設時的基金來源。然而預算應該回歸至單位預算。例如藉由平均

地權基金補助地政事務新購、汰換，可能會造成個單位預算將無法真實反映出真實所

需經費。將基金裡得部分經費挪 做 他 用，會使得基金未發揮其功能，如此做法也

有可能使平均地權基金淪為彌補其他單位經費不足、未編足之處。議員藉由業務質

詢的會議時間來拜託交通局給予地方建設，如此違背的直轄市議員的本質。 

 

七、蘇柏興議員質詢台中市長林佳龍 

 

質詢內容：沒有內容。 

 

質詢中段問到台中市的垃圾大戰與 PM2.5 問題，市長回覆時，議員講了著一段

話「你要尊重我，現在是我的質詢時間，我讓你說已經不錯了，我不像有些議員

都一直罵不讓你說」議員質詢約 40 多分鐘，多數時刻都是閒聊，問著在民眾抗

議的那天市長中是如何離開臺中市議會的，這些無關市政的話題，完全失去了市

政總質詢為市議員向市長及市政府各一級機關首長提出質詢，以政策性重要問題

為原則，由市長或有關機關首長答覆， 這樣的理念。他同時還說了「我可以和其

他國民黨市議員一起商討，讓這年度臺中市預算可以順利通過」這類的話。 

 

觀察心得： 

站在市民的角度，非常不希望市議員讓質詢這件事變成越來越娛樂化，勿讓質詢淪為

嘻嘻哈哈的毫無價值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