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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最前鋒

白嘉莉遊世界：花博最驚豔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自11月3日開幕至

今，遊客已突破500萬人大關，花博4月

24日閉幕，展期剩不到2個月，台中市政

府邀知名資深藝人白嘉莉擔任「台中花博

親善大使」行銷台中，盼藉明星光環「加

持」，能再為台中花博創下另一波高峰。

常年旅居國外的藝人白嘉莉為台中人，

長期熱心公益，受邀返鄉參觀台中花博，

無酬擔任台中代言人，更擔任

台中花博親善大使；市府希望

藉由白嘉莉在國內外的知名

度，吸引更多人前往參觀，更

期盼透過其代言，讓台中花博

被全世界看到。

白嘉莉提到，自己走訪過世

界各地，看過許多奇花異草，

但對花博的景象最為驚豔， 

鼓勵大家把握花博展覽期間，

到花博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這

真是非常值得的旅程。

除找明星代言，市府自1月1日起推出台

中市民持身分證、台中市新住民及全球12

歲以下兒童持相關證明文件，即可免費進

入花博園區。為讓遊客入園更順暢，市府

還特別打造「台中市民專用通道」。

交通局長葉昭甫表示，台中市民憑國民

身分證可享無限次數免費參觀；中市新住

民持中華民國居留證、有居留事由記載依

展期倒數 台中市民、全球12歲以下憑證免費

親夫或妻、且居留地址為台中市，也可免

費參觀花博；另全球12歲以下兒童出示民

國96年以後出生的健保卡，或2007年以後

出生的外國護照，同樣可免費入園。

由於花博卡不是每位市民都有申辦，為

兼顧公平性及方便性，花博卡已取消入園

門票功能，改以身分證件直接入園。但為

避免浪費公帑，花博卡仍可作為一般悠遊

卡消費及儲值，並繼續享有公有停車場停

車費5折優惠，及花博期間3300家特約

商店優惠。

花博期間，市府主打「台鐵為主、完

全接駁」交通策略，鼓勵民眾搭乘火車

及接駁車前往園區，可避免塞車，省時

方便。此外，花博停車場皆規劃遠離園

區，園區周邊道路進行交通管制、禁止

臨時停車，民眾若想開車前往，可停至

鄰近停車場轉搭接駁車。

全台有好康 縣市週平日入園半價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23日開跑
108年第一場全國性綜合運動會原民

運將於3月23日至25日於台中市登場，

可謂國內競賽項目最具特色的運動會，

競賽項目包含射箭、負重、狩獵、樂

舞等，其中「綜合競賽」包含鋸木、擲

矛、爬竿等結合傳統文化與比賽刺激

感的項目，本屆更創新「水域活動」種

類，項目有撒網及浮潛競速。本次賽會

邀請阿美族舉重國手郭婞淳及本市跨

欄之星陳傑擔任代言人，鼓勵所有選

手全力爭取榮耀，也歡迎大家來台中

欣賞精彩賽事，更多資訊可至官網查

詢http://edusport108.tc.edu.tw。

台中花博在后里、外埔及豐原三地同步

登場，市府也推出「縣市週」活動，六

都、全台各縣市包含離島都享有優惠，花

博平日營運期間，符合資格的各縣市民眾

在縣市週內憑身分證明文件，每人可半價

購買優待票1張，每張175元。

花博不只是台中活動，也是台灣的花

博，去年11月3日開幕，展期至今年4月24

日，為邀請全國民眾一睹台中花博的魅

力，市府推出「縣市週」活動，利用每週

一至週五的平日，各縣市民眾可半價購票

入園，不僅可將參觀人潮分流，維持活動

品質，也藉此延續活動熱潮。

台南市是第一個「縣市週」城市，接著

雲林縣、桃園市、基隆市、高雄市依序接

棒。2019年輪到屏東週，新北市、嘉義縣

市、彰化縣、南投縣、台北市、宜蘭縣輪

番接力。

3月4日至3月8日輪到花蓮、台東週；澎

湖縣民和金門縣民則是3月11日至3月15

日；苗栗週排在3月18至3月22日；新竹縣

市為3月25至3月29日。

來到花博后里馬場園區，不可錯過「花

舞館」，兩棟圓形構築結合鑲嵌構成一個

8字迴圈形，並巧妙地區分為大小兩個圓

形展覽空間；小圓「蘭花館」本身是溫室

建築，規劃長期蘭花展；大圓「競賽館」

打造花藝殿堂，各檔期舉辦不同主題的花

藝競賽。

另外，「故宮花蝶館」規劃經典花馬文

物互動科技館，展出超人氣文物「翠玉白

菜」、「翠玉小白菜」，還有郎世寧「百

駿圖」等。

外埔園區必逛景點是「樂農館」與「智

農館」，「樂農館」展出以稻米、水果、

蕈菇、茶葉等4種台灣重要作物為主軸，

呈現台灣農業故事；「智農館」邀請「辜

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參展，提供超過

1000種珍稀植物，打造「植物方舟」。

知名藝人白嘉莉（上
圖右、左圖中）受邀返鄉參
觀台中花博，並擔任「台中花博
親善大使」行銷台中。

➡台北市長柯文哲（右）曾到台中參觀

花博，回到台北再跟台北市民推薦。

扌台中花博外埔園區「樂農館」。

富強美好台中，從現在開始！

身為台中市的大家長，秀燕堅持與

市民站在一起。未來四年，秀燕全力

拚經濟，讓市民朋友過得更好；秀燕

整治空污，讓台中空氣品質能逐步改

善；秀燕堅守清廉，要求市府團隊除

重視民意，也要有操守紀律。做為媽

媽市長，秀燕要讓市民受到妥善照

顧，因為您就是秀燕的家人，秀燕團

隊會全力建設富強美好的大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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扌➡台中市長盧秀燕日前往返香港拚經濟，行銷台
中優良的農產品，也邀請世界各地到台中投資。

捍衛空品硬起來 市府堅
持中火4號機組除役

台中火力發電廠是中部最大空氣汙

染源之一，台中市長盧秀燕上任後，

兩度在行政院會發言要求中火最老舊

的4號機組除役，經濟部長沈榮津親

自到台中市，研商中火議題，但仍無

共識。

盧秀燕表示，這是中央首度針對空

汙議題與地方談判，但「革命尚未成

功」，市府會積極捍衛台中空品。

經濟部、台電等單位2月中旬南下

台中，與市府討論中火4號機組除役

問題，除沈榮津部長，台電董事長楊

偉甫、台電副總經理陳建益、能源局

長林全能、工業局副局長游振偉等人

均親自與會。

這場會議未對外公開，盧秀燕認為

國內新燃煤、燃氣機組上線後，中火

台中市長盧秀燕宣示整治空汙，強

調「空汙防制絕不手軟」，上任後還

沒有「藍天再現」，革命尚未成功，

市府會繼續努力。台中市政府環保局

長吳志超說，整治汙染源的原則是

「先公後私」、「先大後小」，如果

公家單位都沒辦法做好，怎麼要求民

間機構？

「市長換人、空氣換新」是盧市長

在競選期間喊出的口號，上任後環保

局肩負使命；吳志超說，盧市長多次

向中央發聲，台電已多次主動拜會

討論供電調配，過去是以「成本考

量」，未來以「環保考量」為原則，

燃氣機組能再增加，火力發電就能減

少。

盧秀燕已提出空汙整治原則「先公

後私、嚴格管制、提前預警」，除嚴

格管制台中火力電廠，並要求老舊機

組除役，也針對台中港區碼頭水泥逸

散汙染加強稽查。

環保局表示，台中港區碼頭逸散汙

染去年已開罰90萬元，今年1月再前

往稽查，再發現違規，依法重罰至連

續改善為止；市府也將台中港區碼頭

裝卸專區列為稽查熱點，除加強稽

查，也要求將露天設施改為環保密閉

倉儲，才符合時代潮流。

盧秀燕說，台中港務公司在機具裝

好前，務必儘快處理空汙與粉塵問

題，否則市府會天天去稽查，台中市

在空汙整治不會有化外之地，若稽查

處分後仍未改善，市府會採更強烈手

段要求停工。

中央提出替代方案「保留10機組」�盧秀燕堅拒：煤電處理應比照核電�不能雙重標準

空汙防治不手軟

間。

盧秀燕強調，她上任後祭出霹靂手

段，在空汙議題步步進逼中央，這是

經濟部長首次與地方政府上談判桌，

算是好的開始，也不是一次就能談

成，她感謝蘇貞昌院長重視；她會串

連彰投苗等地方政府，若民進黨政府

在空汙議題不面對民意，民意自會反

撲。

盧秀燕1日來回訪港
銷14公噸台中茂谷柑

拚經濟

抗空汙

台中市長盧秀燕上任後要求中火最老舊的4號機組除役，逼使經濟部長沈榮津上談判桌，目前仍無共識。

台 中 市 政 府

「2019台中媽祖國際

觀光文化節系列活

動」陸續在新社九

庄媽、台中樂成宮、

大里杙福興宮後，大甲鎮瀾宮、南

屯萬和宮、大庄浩天宮接力登場，

安排一系列的藝術表演與民同樂。

文化局說，台中市年度宗教盛事

大甲媽遶境，鎮瀾宮也循傳統禮

俗，筊筶宣布4月7日（農曆3月3

日）22時準時起駕。

「台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從

2月9日持續至5月25日，有12個百

年以上宮廟共襄盛舉，今年邀請藝

人吳鳳擔任「報馬仔」和市長盧秀

燕、文化局代理局長張大春一起敲

鑼，40個藝文團體在12個宮廟接力

匯演。

「媽媽市長」盧秀燕說，全台各

地都有媽祖廟，台中市百年以上媽

祖廟就有12間，真是不簡單，「台

中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已是縣市

合併後第9年舉辦，每年活動越來

越多元，也廣受市民和宮廟期待。

今年活動主題「媽祖同行」，融

入了解宗教、藝文、在地等特色文

化與內涵，藝文匯演涵蓋音樂、舞

蹈、特技、歌仔戲、民俗技藝、在

地流行樂。4月20日至5月25日還有

6座百年宮廟：豐原慈濟宮、社口

萬興宮、北屯南興宮、台中萬春

宮、梧棲朝元宮、大肚萬興宮有

文化活動，詳情可洽活動網站：

http://www.culture.taichung.

gov.tw/。

每個宮廟活動開場前30分鐘發放

限量摸彩券，最大獎品是43吋液晶

電視、商品禮券，現場還有「愛分

享送好禮」得兌換限量「茄芷袋」。

媽祖文化節 12百年廟同樂

衝觀光

一年一度台中
文化盛事「台
中媽祖國際觀
光文化節」登
場，有12所台
中百年宮廟加
入。

一級國際棒球賽

事再度落腳台中！

攸關東京奧運棒球

項目參賽資格的世

界12強賽，B組分

組賽11月2日至8日在台中洲際棒

球場登場，由中華隊迎戰日本、

波多黎各和委內瑞拉。

台中市政府表示，很榮幸洲際

棒球場再度獲得國際棒壇肯定，

會全力以赴辦好比賽，也歡迎市

民、各地球迷踴躍進場看球，發

揮主場優勢，為中華隊加油。

2020東京奧運棒球項目參賽

權，除地主日本自動獲得1席，美

洲、歐洲加非洲各1席，今年世界

12強賽決定另2張東奧棒球門票，

分別是美洲區、亞太區名次最高

的隊伍，最後1席預計在2020年3

月舉行的6搶1最終資格賽。

運動局表示，世界12強賽是世

界棒壘球總會（WBSC）主辦的國

際性棒球賽事，這屆賽事攸關取

得東奧棒球2張門票，各隊必定精

銳盡出、力爭佳績。

12強分組賽包括：A組：美國、

多明尼加、墨西哥、荷蘭4國在墨

西哥比賽；B組：中華隊、日本、

波多黎各、委內瑞拉，11月在台

中；C組：南韓、古巴、加拿大、

澳洲，比賽地點南韓首爾。

台中市曾獲國際棒球總會頒給

「世界棒球之都」美譽，今年再

獲選為世界12強賽B組分組賽事場

地。

市長盧秀燕對此相當重視，要

求市府相關局處全力以赴做好各

項準備，也盼望中華隊加油順奪

下東京奧運棒球賽門票，再掀另

一波棒球熱潮。

攸關東京奧運
棒球項目參賽
資格的世界12
強賽，B組分
組賽11月在台
中洲際棒球場
舉行。

世棒賽12強 11月台中開打

1到4號燃煤機組都應除役，但考量國

家電力調度，只先要求最老舊的4號

機組在今年底前除役並拆除。

台電在會中報告空汙改善狀況，並

提出替代方案，希望保留10部燃煤機

組供電力調度，以不指定特定機組除

役的方式，但全年只同時運轉9部機

組，空汙季可增為2部機組降載，同

樣能達成1部機組除役的目標，希望

中市府能接受。

盧秀燕未接受沈榮津的替代方案，

她堅持4號機組應除役拆除，「保留

10部機組是不安好心」，一旦出現缺

電危機，一紙公文就要求火力全開，

變成市府當壞人；「怎麼處理核電，

就怎麼處理煤電」，不能雙重標準。

沈榮津會後表示，台中市府希望能

夠把中火4號機組除役，經濟部秉持

同理心，將該方案帶回去研究；涉及

電力調度，法令規定的備轉、備用容

量等，要檢討執行面有無空間？畢竟

電是大家要用的，希望保留調度空

台中市水湳國際會展中心透視圖。（圖：台中市政府提供）

台中外銷門戶 會展中心將動工

促觀光

台中市長盧秀燕以「前店、後廠、

自由港」3大經濟政策，推動「台中

富市三」，打造台中成為富強城市；

其中代表「前店」就是3月將動土的

台中會展產業，預期111年完工、隔

年啟用，讓「前店、後廠」展銷模式

發揮最大效益。

包括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及台灣

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日前拜會盧市長

時，盧秀燕表示市府會全力扶植在地

強項產業，持續與中央合作推動智慧

機械，也宣布水湳國際會展中心第一

期工程預計今年3月將動土，一定會

在她的任期內，讓前店後廠展銷模式

發揮最大效益。

經濟發展局長高禩翔指出，大肚山

是精密機械的黃金縱谷，具有優良的

產業後廠根基，台中市每年也都舉辦

超過30場次的展覽以及國際會議活

動，適合利用會展產業來推動前店後

廠的經濟模式，將展覽當作前店的貿

易窗口，成為與全球企業對接門戶。

發展策略上，市府會加速興建水湳

國際會展中心，共分東、西兩側，東

側規劃2360攤位、西側規劃2100攤

位，將分為兩期興建，未來將提供近

4500個標準攤位，可完整行銷中台灣

產業優勢，更有機會爭取國際會議到

台中舉辦，成為產業資訊與國際交流

的重要推廣平台。

市府表示，未來會展產業可扮演台

中對外行銷門戶，擴展台中產品外銷

能量，讓台中既有工具機暨機械零組

件、光電面板、自行車及零組件、木

工機械、手工具、航太產業等優良產

品有行銷場域，不再因缺乏專業展館

而迫使廠商至台北參展。

市府也將積極邀請大型國際展到台

中，透過結合中央政府資源、在地異

業結盟、成立會展單一窗口等方式，

打造會展城市，富強大台中經濟。

經發局強調，會展產業是會議、展

覽多元整合特性，沒有汙染，可以創

造出高效益的產值，對經濟具乘數效

果，有「火車頭產業」、「無煙囪產

業」美稱。

並且，會展活動舉辦可創造4至12

倍的參展及觀展廠商住宿、交通、餐

飲等消費支出，如同市府成功爭取的

2020年台灣燈會具相當效益，未來若

引進國際級重要會議或展示會進入台

中，相信可帶進觀光與服務等各項實

質效益，對提升台中市能見度及核心

競爭力有極大助益。

之一，就是希望她拚經濟、拚經濟、

再拚經濟；香港商會也是在做同樣的

事情，這次她為台中市民拚經濟，也

為香港拚經濟。

農業局副局長蔡勇勝說，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此次向台中東勢區及石岡

區農會採購14

公噸的茂谷柑，行

銷台中市的茂谷柑及雪

梨；另也希望克服檢疫問題，恢復前

台中市長胡志強時期每年可出口1000

到2000公噸的茂谷柑到大陸的榮景。

台中市長盧秀燕日前當日往返到香

港「拚經濟」，連行李都沒有帶，她

不僅行銷台中優良的農產品，也邀請

世界各地到台中投資，是6都中首位

出訪拚經濟的市長。

盧秀燕是應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邀

請，參加商會會董的就職典禮，同時

見證台中市農會與商會簽署合作意向

書；她另也參訪了香港旅遊發展局及

創業園區，拓展台中觀光市場及交流

青年創業政策。

盧秀燕受訪時表示，市民給她的任

務就是拚經濟，要走向世界，就必須

要踏出家門；此外她強調應放下政

治，全心拚經濟，為人民謀福利，台

中是最好的投資地方，歡迎大家來台

中。

她說，就任以來包括中國大陸、香

港與很多城市都邀請訪問，但她才剛

上任不久，公務很多，未來只要時間

許可，會把台中市的產品拓展出去，

對台中經濟有幫助，都不排除到各地

去拜訪，讓台中走出去，走向國際、

走向世界。

盧秀燕也指台中好山好水好地方，

擁有各種人才，不只農民，也是全世

界最大的自行車、光學機械等產業人

才研發基地；台中研發能力很強，產

品能量很大，價格合理，具競爭力，

歡迎世界來投資。

她指出，市民選她擔任市長的原因

經濟發展局

長 高 禩 翔 指

出，香港中華出

入口商會擁有近4000名

會員，營業額高達7兆美元，台中

市農會與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簽署合

作意向書，針對高值農產品採購、商

機媒合、農業相關機械設備以及智慧

農業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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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長盧秀燕上任後，承接「敬老愛

心卡政策」，進行微調後推出新制；市府

表示，新方案仍維持每卡每月1000元點

數，總額沒有改變，但搭計程車每趟改為

補助50元，並開放更多車隊加入；看診部

分調整為補助部分負擔50元，

社會局長李允傑說，敬老卡經市府調整

後，搭計程車及看診改採部分負擔，希望

把每分錢花在刀口上，並減少弊端，此可

讓社福政策長久推動，真正造福長輩。

敬老卡從前市長胡志強時期推動，可搭

公車與國道客運，前市長林佳龍擴充功能

增加計程車、診所看診，也可在國民運動

中心使用；盧秀燕市長上任後承接敬老卡

業務，為求福利長久，重新調整內容。

社會局表示，敬老卡在去年9月擴充功

能後，使用率增加，以搭計程車為例，每

月支出超過5000萬元，若不調整方案，今

年敬老愛心卡最多支出將達40億元，實際

汰換二行程機車補助方案
問：108年二行程補助，台中市有什

麼新方案？

答：108年是環保署規定淘汰二行

程機車補助最後一年，二行程機車汰

換電動機車可補助2萬1,200元至4萬

1,800元；並新增二行程機車換購六期

機車補助5,000元至1萬2,000元方案，

弱勢、中低收入戶均可享有相同的高

額補助。

問：淘汰二行程機車，為何重要？

答：汽、機車屬於「移動汙染源」

是空汙三大來源，台中市機動車280萬

681輛全國第三高，其中機車達170.66

萬輛，全市二行程機車還有9.3萬輛待

汰換，這些佔全市PM2.5移動汙染源排

放比29％。

問：環保局自己汰換了嗎？

答：市府已全數汰除公務二行程機

車，各機關、學校所使用的公務二行

程機車，「先公後私」帶頭示範。

問：汰換二行程機車該去哪洽詢？

答：機車大廠光陽、三陽、山葉皆

祭出優惠方案；台鈴、摩特動力、睿

能公司也推出

「台中市民限定

版」優惠方案，申

請補助請至台中

ㄅㄨㄅㄨ網查詢

或電洽補助專線

04-22201661。

扶植硬地音樂 中市補助開跑
「108年度台中市推廣硬地音樂活

動補助」即日起至108年3月26日（星

期二）受理申請（申請案執行期程

須介於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20

日），凡屬硬地音樂在台中市進行行

銷活動場次達總場次之70%以上者，

均可提出申請。台中市政府盼透過評

選，選擇精彩之硬地音樂活動，讓更

多人了解原創音樂作品與音樂文化，

帶動台灣硬地音樂另一波風潮。補助

金額度以新台幣50萬元為限，詳情請

見台中市政府新聞局網站公告。

藝文看板

市民信箱

計程車補助→每趟50元�看診部分負擔→補助50元

敬老卡新制上路 總額不變

中市敬老卡新制上路後，搭計程車每趟限制補助50元，但開放更多車隊加入。

➡台中市長盧秀燕承諾，今年一定恢復
老人健保補助。

老人健保補助 「今年一定恢復」推社福
5歲以下幼童 莫輕忽腸病毒 
腸病毒的傳染性極強，主要經由腸

胃道或呼吸道傳染，也可經由接觸傳

染。

其中，5歲以下的幼兒為重症的高危

險群，如果出現「嗜睡、意識不清、

活力不佳、手腳無力」、「肌躍型抽

搐（無故驚嚇或突然間全身肌肉收

縮）」、「持續嘔吐」與「呼吸急促

或心跳加快」等腸病毒重症前兆，請

立即送至本市13家腸病毒重症責任醫

院。

腸病毒最好的預防方法是大人小孩

都要勤洗手，注意個人衛生，就可以

降低感染的機會。

支出可能在20至30億元間。

市府經檢討後，推出敬老卡新制，每人

每月總額1000元點數不變；交通局長葉昭

甫說，搭乘市區公車、國道客運維持全額

補助，計程車改為每趟補助50元，多餘的

得自己負擔，市府也擴大服務的計程車

隊，目前服務車輛數已超過5000輛，並透

過GPS稽核交易資料。

衛生局長曾梓展說，敬老卡看診補助部

分負擔50元，不能再刷掛號費。運動局長

李昱叡說，國民運動中心維持刷卡補助場

租、設施費，新增公益時段每週一到五上

午8-10點、下午2-4點，持卡可不扣點入

場，確保老人福利可長久。

小叮嚀

「名偵探柯南」、「鬼太郎」等知名漫

畫的故鄉是日本鳥取縣，不僅漫畫暢銷，

也打響鳥取知名度；台中市與日本鳥取

縣締結友好城市，在台中合辦國際漫畫

比賽，台中市政府新聞局長吳皇昇與鳥

取縣漫畫王國官房長江原修，簽署友好

紀念，規劃未來透過漫畫特展、常設展

與漫畫家交流，打造台中成為漫畫之城。

「漫畫王國鳥取國際漫畫比賽in台中

2018」評選三項大獎，江原修親自來台

頒獎，台中賞得主為「山與山的奇妙交

流」，作者為籠包；鳥取賞為「科學家

貓奴」，作者為度緯；最優秀賞得主為

「我的家鄉」，作者Ms.David。

吳局長說，鳥取縣孕育許多國際知名

日本鳥取縣是知名漫畫「名偵探柯
南」、「鬼太郎」的故鄉，台中市新聞局
長吳皇昇（左）、鳥取縣漫畫王國官房長
江原修簽署友好紀念。

攜手柯南故鄉 台中打造漫畫城
漫畫作家如「咯咯咯的鬼太郎」的作者水

木茂老師，「名偵探柯南」的作者青山剛

昌老師等等，有「漫畫王國」之美稱。市

府透過比賽與鳥取縣的漫畫產業交流，達

成多項共識，雙方將互辦漫畫特展、常設

展，邀請知名漫畫家至台中，分享單格、

四格漫畫創作。

吳局長指出，台中與文化部共同興建國

家漫畫博物館，也將汲取「漫畫王國」鳥

取經驗，朝向漫畫之城邁進；鳥取縣承諾

在相關特展中，納入這次得獎創作者的作

品，讓在地的漫畫家被日本與國際看見。

鳥取縣將提出以漫畫為主軸的振興觀光

提案，邀知名漫畫家到台中分享，推廣鳥

取漫畫王國漫畫比賽，藉交流締造雙贏。

台中市長盧秀燕2月19日在大里區召開

行動市政會議時，斬釘截鐵承諾「老人健

保補助今年（108年）一定恢復」，市府

正在努力找財源。

盧秀燕市府團隊上任後，台中市議員不

分藍、綠，緊盯恢復老人健保補助，這是

盧市長選舉期間再三強調的主要政見之

一。

台中市政府表示，因前任市府未支持老

人健保補助，所以未編列在今年度相關預

算，新上任的市府團隊必須「找錢」，才

能實現盧秀燕市長對市民的承諾。

但市府請民眾放心，盧秀燕市長承諾會

設法籌措財源，今年一定恢復老人健保補

助，甚至看財源籌措情況，也可能提早上

路，政見絕不會跳票。

盧市長也要求市府團隊加速檢討今年整

體預算運用情形，努力調度財源，還要設

法從沒有編列預算項目「無中生有」，打

包票「今年一定會實施」。

台中市府財政局指出，前市府預算支用

過度，目前市府舉債高達1199億元，舉債

空間剩88億元，已經接近警戒線。其中今

年依中央主計單位規定舉債額度更是不到

10億元，台中市財政確實不佳，「追錢」

的任務很困難，已提醒盧市長必須要求團

隊注重「財政紀律」，調整施政項目，並

設法開源節流。

但盧市長表示，即使再困難，對市民的

允諾一定貫徹到底，今年一定會恢復老人

健保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