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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第 2次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年 11月 28日下午 2時 

貳、地點： 信望愛沙發后花園 

叁、主席：徐副市長中雄                           記錄：林美玉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委員建議事項)。 

   (一)社會局：1.社會局的進用表單位名稱誤植，進用資料有幾個局處實

際進用人員與擔任工作性質人數不符，進用重度以上人

員一人以二人計應加註在數字連結的地方，請更正。 

               2.復康巴士由有特殊需求如肢體、脊髓損傷者優先使用，

建議其他障別儘量往交通補助但有上限的角度來規劃，

合作的哪些車行、交通運輸者及如何認定等細節由交通

部門來規劃。 

    (二)教育局：1.繼續延伸擴展自辦及創新業務，尤其是到校進行個案評

估業務項目，建置以身心障礙孩子需求為核心「人在哪

裡協助就到那裡」這樣的服務供給，更可提供各局處觀

摩。 

2.教育局定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士建議應包括各級學校，建

議參考勞工局模式，將教育局和學校分列，呈現各校總

和，哪些學校有缺額。 

3.關於巡迴輔導業務報告內容，建議應呈現其滿意度調查

結果。 

4.建議比照慣例將教師助理員培訓與小一新生體驗營相結

合，提供教師助理員實務練習機會，增加對於情緒障礙、

自閉症學生特質之了解。 

5.課後照顧專班服務確實切合家長需求，惟只有 28校辦

理，至於其他學校是不需要還是未申請，應詳加確認，

鼓勵學校參與。 

    (三)文化局：1.文化局自辦創新活動蠻用心值得鼓勵，文化部與教育部

目前正在做社政會館的無障礙環境指標，還有比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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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更高階的友善指標，比如：宣傳影片需不需要有字

幕。希望先由小組去討論有關無障礙指標，檢核後再規

劃更進階的友善指標，如：展覽物擺放過高，使用輪椅

者只看到標題而看不到展覽物，因此，需要考量更親近

性、實用性的方式讓身心障礙者能夠進行社會參與。 

                   2.文化局數位圖書館應注意對視障者的障礙是否已排除，

讓視障者透過網路或是其他方式都能方便獲取資訊，而

具體的讓館藏資料不只是數位化還要無障礙化。 

        (四)新聞局：建議安排市政有約時，可反映基層的聲音，讓市長能聆聽

到台中小角落民眾的心聲，期待由下而上的互動。 

        (五)衛生局：1.復康巴士最多使用的在衛生醫療的使用上，建議市府邀

集社政、衛生、交通等相關處室研究復康巴士的使用，

免費是業務最大的致命傷，對於免費使用、假日收費、

社區網絡建置、車輛經營等議題要作結構性改造，避免

身心障礙者訂不到。 

                    2.新生兒聽力篩選有做，但大多數人不知道，代表宣導不

夠，應加以宣導。 

                 3.輔具研發編列多少經費，相關輔具的業務，衛生和社政

輔具如何切割分工整合應予說明。 

                 4.身權法 26條是依法應執行事項，不應列為自辦創新項

目。 

                 5.病例篩檢出來，有無後續的安置處理機制，期待梨山的

典範，衛生所的護士與早療機構合作模式能推廣。 

                 6.兒童發展篩檢，在偏遠地區缺乏醫療院所，衛生所要擔

負較重的責任，而衛生所的護士有許多公衛業務要執

行，希望能有配套措施，鼓勵公衛護士結合當地資源定

期做兒童篩檢。 

        (六)都發局：1.分類分區分期期程執行情形如何，有關改善輔導與計

畫，教育局有較大的需求，因經費不足，每年編列 1仟

萬並向教育部爭取 1仟萬經費作改善，建請區分輕重緩

急，並和分類分區分期作結合，避免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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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關加油站無障礙廁所改善已有進行，但整個進度、期

程如何，請予說明。。 

                    3.有關無障礙設施改善輔導計畫之執行，在實務上有許多

無法變更改善的，如何採取替代的方式，內政部營建署

在 10月 1日訂定修正相關法令，並於 12月 11日在中

興大學辦理台中場次的說明會，請鼓勵相關人員參加。 

        (七)建設局：1.人行道斜坡建議整合性的，以後只要施作人行道，斜坡

應全面採用扇形的。 

                    2.啟明學校前的路不利盲人行走，請建設局、教育局徹底

清查，可從后綜、啟明這一段先查起，改善後就可建立

範本，人行道不適合種黑板樹，務必要使路平順。 

                    3.路平專案最具體的執行應優先從台中啟明到甲后路這

一段開始改善，多障的學生輪椅無法搭公車，希望很迅

速具體的執行改善。 

        (八)警察局：對於身心障礙者住居所、職場巡邏是全面還是如何篩選請

說明。 

二、工作報告：(主席裁示) 

    (一)定額進用表請社會局再修正檢核。 

(二)身心障礙者車輛免稅使地方稅少了 7億 4仟 1佰多萬，身心障礙者

占大多數，但不排除有人用人頭戶，建議地方稅務局全面清查，避

免身心障礙者污名揹黑鍋。 

(三)機構免稅部分有一部 lexus 5000cc請查明使用單位。 

    (四)身心障礙者住居所和職場巡邏勤務數據應將居所和職場分開，台中

市身心障礙者已達 11萬多人，巡邏勤務以身心障礙者職場為主。 

    (五)文化局及其所屬單位如：文化中心、演藝中心等單位規劃友善指標

時，可請不同障別的團體提出可能的需求供參考。 

    (六)有關復康巴士問題規劃朝收費方向，大致上使用者付費三分之一，

公務預算編列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再想辦法籌措協助，因此公

務預算可省下一億元左右，省下之預算將做為社會局其他福利預

算，預計明年六月實施新制度。 

    (七)請衛生局加強新生兒聽力篩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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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12月 11日內政部營建署辦理的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相關法令修正說

明會，請各單位承辦人員儘量參加，尤其都發局、建設局、社會局

不能缺席。 

    (九)有關課後照顧專班建議教育局採取主動要求國小針對調查回覆明

確需求有無，且應包括國中國小一併處理，下次報告提出。 

    (十)啟明學校路平問題，雖然黑板樹的問題事涉環保人士，但啟明學校

是特殊地點應優先處理，請建設局和公路總局聯繫並追蹤列管。 

    (十一)請文化局規劃數位圖書館時應考量滿足視障及不同障別的特殊

需求。 

    (十二)新生兒、兒童篩檢若發現發展遲緩案例時，由衛生局規劃後續處

理流程機制，並邀集跨局處(含社會局)召開會議，以達分工整合之

成效。 

     

三、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詳如會議資料共 15案) 

1.案一：建請依據身心障礙者療育需求，政策鼓勵本市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多元設置請討論。 

決議：解除列管，請社會局持續關切內政部考核指標之修訂。 

2.案二：請檢討及正視市府身障科委託辦理之各項研習其成果與效益。 

決議：解除列管，請委員提供意見供社會局做規劃。 

3.案三：建議臺中市特殊教育學校招收國中部、國小部學生。 

決議：解除列管，目前尚未接收，待日後再討論。 

       4.案四：對於非營利機構之身心障礙教養院，期待能比照公家機構或觀

光遊樂地區設置道路指標。。 

         決議：解除列管，各機構(須達相當規模)，如認為有必要提出申請，

由社會局統籌審查，再交由交通局視狀況於重要關鍵路口設置

指標。 

       5.案五：全面拆除進入公共場所(公園)所設立之拱門讓身障者有尊嚴出

入，所有斜坡道應合乎斜率規定。 

         決議：解除列管。 

       6.案六：低底盤公車行駛應配合人行道，規畫方便輪椅上下的專用空間。 

         決議：繼續列管，隨時陳報，請交通局協助調查交由建設局配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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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案七：建請市府針對各幼托園所內提供身障幼兒照顧服務之優秀保育

員給予公開獎勵肯定。。 

         決議：解除列管。 

       8.案八：關於自閉症學生參加 12 年就學安置報名資格事宜，請確實依照

「臺灣省及金馬地區 10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

相關規定執行。請分區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多元入學管道及生涯

發展之宣導說明會。 

         決議：解除列管。 

       9.案九：大里兒童青少年福利館內的按摩中心，因故要收回，考量按摩

師之工作保障，請市府研商解決。 

         決議：解除列管。 

      10.案十：三歲以上在機構之身心障礙學生應可比照學校補助營養午養費。  

    決議：解除列管，教育局主動出面協助向地檢署接洽，各機構有需求

向教育局提出。 

      11.案十一：為鼓勵身心障礙者使用網路獲取生活資訊，建請市府補助身

心障礙者上網費。 

         決議：解除列管，暫時無法辦理。 

      12.案十二：請無障礙業務主管單位落實轄內加油站廁所盥洗室供行動不

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請討論。 

         決議：繼續列管，限期改善。 

      13.案十三：請社政主管單位積極規劃閒置公有房舍提供公益團體使用事

宜，請討論。。 

         決議：解除列管。 

      14.案十四：請社政主管單位積極協助本市身障社團更名事宜，請討論。。 

         決議：解除列管，剩下 3 家請社會局積極協助。 

      15.案十五：請加強並重視各客運公車對「愛心卡」持有人的服務品質，

以利老人及心智障者能更無障礙的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決議：解除列管，檢舉案件需回復檢舉人，請交通局確實執行評比評

鑑，由新聞局發佈檢舉專線：22291716 或 1999，讓市民一同參

與改善公共運輸司機的服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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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案號：一 

提案人:江俊明委員 

案由：建請有關單位加強取締無身障者停車證的車輛佔用專用停車位。 

說明：台中市身障者專用停車位數量有限，車位難求，而部份停車位又被一

般車輛佔用，導致身障人士停車不便，建請業務主管單位說明執行現

況並加強取締。 

決議：1.違規取締案件量偏低，請警察局嚴格取締。 

2.請交通局收費員發現無身心障礙停車證占用身心障礙停車格時照相

舉發，占用斜坡道一併舉發，取締案件達一定量者，予以收費員及

警察人員敘獎鼓勵。 

3.占用勤美誠品等私人停車場可否開罰問題，請警察局協助了解，若

不可開罰，請行文建議修法。 

 

案號：二 

提案人: 江俊明委員 

案由：有關申請身心障礙者輔具「人工電子耳耗材費用」補助之作業流程案，

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1年 7月 10日公告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多

數輔具項目的申請皆須經由專業人員評估後送社會局審核，通過後始

得購置輔具。本市另行增列補助項目「人工電子耳耗材費」的良好美

意，頗受需求者的肯定，而自 7 月始，台中市山海屯聲暉協會接獲會

員反應，本項之申請流程亦須至醫療院所掛號，經由專業人員評估後

送社會局審核，通過後始得購置電子耳的耗材並請款，造成需求者需

費時等待接受評估、審核、申請補助。 

     二、建請社會局參照輔具「人工電子耳語言處理設備更新」乙項目的補助

作業流程，簡化申請程序，由申請人檢具申請表逕送公所、社會局審

核資格。另建請社會局公告本市輔具申請流程及作業要點或函知身障

團體、機構，以協助需求者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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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三 

提案人：江俊明委員 

案由：有關本市復康巴士使用管理之檢討，請討論。 

說明： 

一、復康巴士之規劃，本應以滿足身障者「行」的需求為服務導向，為協

助其解決搭乘交通工具的不便。台中市復康巴士數量達 200輛，五都

之中僅次於新北市，然本市業管單位對於服務項目的設限、審核，致

使身障者搭乘交通工具的需求始終仍未被滿足。 

二、為檢視復康巴士的服務成效及提供未來服務改善的依據，建請社會局

提列本市復康巴士的年度預算編列及經費使用情形、申請使用對象（身

障者、非身障者）及其服務項目類別說明、使用率等項之分析報告，

以利提供身障者社會參與之必要服務。 

     三、團體或單位假日租用「復康巴士」除繳交應付費用外，需再行支付駕

駛加班費用，殊不合理，建議應由政府吸收，以利鼓勵身障者公共事

務參與。 

決議：近期已開會討論，目前朝收費方向研議，並針對使用對象做修正調整，

目前使用最多的是長期照顧的需求，將列入討論訂定辦法，並請各身

心障礙團體不吝指教。 

 

案號四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案由：因應身心障礙者新制鑑定流程，整合本市相關局科室鑑定評估結果相關

資訊，統整各項資源及服務措施提供狀況，亟需建立本市身心障礙者跨

局處鑑定服務資訊交流平台，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依據民國 98

年 11月 8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289381號令公布施行「特殊教育

法」第三條『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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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

及民國 101年 9月 28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1010173092C號令發布施行「身

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各條規定，辦理本市身心障礙類特殊

教育學生（以下簡稱身障生）各項鑑定安置及就學輔導工作。 

二、依據上述相關規定，「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依學生個

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直接觀察、晤談、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

心障礙手冊（證明）記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本市對於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身障生，於鑑定安置過程中係參酌該生身心

障礙手冊（或證明）之類別及程度，及學校心理評量教師評估該生目前

之特殊教育服務需求，經本市鑑輔會判定該生之特殊教育障礙類別，及

其特殊教育安置與相關服務需求。 

三、依據 101年 10月 9日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通報系統資料顯示（詳如下

表），目前本市所轄各級學校身障生，計 9,079名；其中 4,840名個案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佔本市身障生之 53.20％。 

分類 合計 無手冊 有手冊 比率 備註 

國中階段 2891 1354 1537 53.16%  

國小階段 4886 2259 2627 53.77%  

學前階段 1009 616 393 38.95%  

教養機構 129 2 127 98.45%  

特殊學校 115 0 115 100.00% 私立台中惠明學校 

高中職 67 26 41 61.19% 本市所轄完全中學 

合計 9097 4257 4840 53.20%  

四、新制身心障礙者鑑定流程業自 101年 7月 11日起實施，為因應是項身

障者鑑定作業流程變更，本局業於 101年 9月 27日舉開本市「101學

年度第 1次特殊教育諮詢會」，會中熱烈討論相關因應方式，本局特

殊教育科（以下簡稱特教科）並於 101年 10月 5日邀請各領域專業人

員，包括醫師、專家學者、家長協會代表、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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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身障科）代表等，舉行『特殊教育鑑定安置工作與身心障礙者

ICF新制鑑定作業研討會』，會中決議『建請召開跨局科室會議，提案

討論相關系統資訊整合與資料交換平台之可行性』。 

五、由上觀之，本局於鑑定及相關資源提供有此作業困擾，身障者鑑定相

關局處應亦有此現象，為節省作業人力時間經費，避免資源重複提供

或資訊遺漏，亦可增進便民效益，亟需建立本市身心障礙者跨局處鑑

定服務資訊交流平台，以整合本市相關局科室鑑定評估結果相關資

訊，統整各項資源及服務措施提供狀況。  

辦法：邀請社會局、衛生局、教育局等單位之身心障礙者相關通報系統網管

單位人員代表，舉開跨局處會議，共同研商資訊交流平台之可行性，

進而確認所需相關資訊數量與資料庫欄位需求，據以規畫建置本市身

心障礙者跨局處鑑定服務資訊交流平台。 

決議：請社會局和教育局自行協調。 

 

案號：五 

提案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有關身心障礙者權益白皮書-無障環境面向行動策略中「協調提供行

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參加駕駛訓練之優惠」、「輔導身心障礙者考取駕

照」之主責單份劃分，提請討論。 

說明：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白皮書行動策略「5-2-1-1」協調提供行動不便之身

心障礙者參加駕駛訓練之優惠」及「5-2-1-2輔導身心障礙者考取駕

照」，其主責單位在中央為交通部，縣市之主責單位經洽內政部解除

列管之台北市是由交通局主責執行，台北市之做法係由監理處協調

該市辦理身心障礙駕駛訓練之民營汽車駕訓班同意提供身心障礙人

員參加駕駛訓練酌額優惠。 

二、交通局 101年 10月 17日中市交運第 1010032709號函認為此乃社會

服務救助，惟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仍提供相關補助(ex:身心障礙者

牌照稅減免係由稅捐單位辦理補助)，故依駕駛訓練及輔導考駕之業

務性質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屬交通單位，應由交通局主責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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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社會局邀集勞工局、交通局等相關單位開會討論協調。 

 

柒、臨時動議： 

案號一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 

案由：建請保障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案 

說明： 

一、台中市政府為規範各機關及學校進用臨時人員之管理，由市府秘書處

訂定了一個「台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管理要

點」。此要點中，對於臨時人員的進用原則、身心障礙者應優先進用、

以及考核評分規定等內容皆做了詳細的說明。 

二、在此管理要點第十五條中提及:考核結果將做為續僱與否之依據，茲將

其考核項目及方式提請討論，是否適用身心障礙者。 

三、針對「台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十

四條及第十五條摘述如下: 

第十四條:僱用單位應每年對臨時人員辦理考核，其考核評分規定如下： 

(一)工作考核（占四十分） 

1.品質：處理業務是否精確。（五分） 

2.數量：處理業務數量多寡。（五分） 

3.時效：能否依限完成應辦之工作。（十分） 

4.主動：能否不待督促，自動自發，積極辦理。（五分） 

5.負責：能否任勞任怨勇於負責。（五分） 

6.協調：能否配合全盤業務推展，加強連繫，和衷共濟。（五分） 

7.便民：處理人民申請案件能否隨到隨辦，利民便民。（五分） 

(二)勤惰考核（占三十五分） 

1.每請事假併計達一日者，扣二分。 

2.每曠職一日或累積二日者，扣二十八分。 

3.遲到或早退每次扣二分。 

4.事假併計或曠職之尾數在四小時以下者以半日計，超過四小時未

滿八小時者以一日計。 

(三)品德考核（占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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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廉正：是否廉潔自持，予取不苟，大公無私，正直不阿。（十分） 

2.性情：是否敦厚謙和，謹慎懇摯。（五分） 

3.服從：是否服從指揮調度。（十分） 

(四)獎懲：比照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之項

目辦理，並增減下列項目後之總分不受一百分之限制： 

1.績優人員，增加五分。 

2.嘉獎或申誡一次者，增減一分。  

3.記功或記過一次者，增減三分。 

        第十五條:臨時人員考核結果，依下列規定列為續僱與否之依據：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續僱，發給一點五個月月薪之年終獎金。但獎

懲抵銷後，年度內有達記過之處分者，不得考列甲等。 

(二)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續僱，發給一點五個月月薪之年終

獎金。 

(三)丙等：六十分以上不滿七十分，續僱，無年終獎金。 

(四)丁等：不滿六十分，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五款之規定終止勞動

契約，年終考核列丁等者，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連續三年考列乙等、連續二年考列丙等，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五款

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四、是項管理要點立意良好，但為考量身心障礙者之現況，雇主若以一般

人的雇用條件為標準，評定身心障礙者勝任程度，並成為續聘不過之正

當理由。為此，為保障更多身心障礙者在機關或在學校就業之權益，提

請討論律定身心障礙者工作考核客觀的評估機制。並依就業服務法「主

管機關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適應工作環境，應視實際需要，實施

適應訓練。」的本旨，寬以善待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的身心障礙者，

協助他們職場深根。 

辦法：建請針對「考核評分規定」及「考核結果」對身心障礙者是否一體適

用情形提出討論。並請以社會教育方式，幫助公立機關學校，能以包

容、接納、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的態度，協助他們職場適應及深

根，而非不斷在他們身上加諸矯正身心缺陷的壓力，使之退卻畏縮於

社會邊緣，為公平正義的社會樹立優良典範。 

決議：請秘書處會後和陳委員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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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二 

提案人:許素彬委員 

提案：有關恢復「臺中啟聰學校學前聽障反向融合教育班」招收學生一事，

提請討論。（許素彬委員） 

說明： 

一、「臺中啟聰學校學前聽障反向融合教育班」於民國 86學年度設立並招

收普通生，進行反向融合教育，迄民國 100學年度( 2011年)正式停

止招收普通生。 

二、反向融合教育情境可以提供學前聽障幼兒豐富及良好的語言互動環

境，有利於聽障幼兒語言用能力與技巧的發展，提升聽障幼兒日後回

歸至一般教育環境中的學習成效。 

三、反向融合教育情境可以透過與聽障同儕的相處，提升一般幼兒對身心

障礙兒童的包容及接納度，促進融合社會的發展。 

四、鑑於反向融合教育對聽障幼兒及一般幼兒的學習及發展益處，宜恢復

「臺中啟聰學校學前聽障反向融合教育班」招收學生。 

決議：俟接管後再討論。 

 

案號三 

提案人：江俊明委員 

案由：檢討改進 101年度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活動辦理事宜，請討論 。 

說明：本市 101年度國際身心障礙者活動已於 11/24日假台中市政府廣場辦

理完竣，經現場觀察暨身障團體投訴，計有下列缺失： 

一、活動主動偏離，悉以地政業務為主軸。 

二、活動來賓以不動產系統為主，所有身障團體參與單位負責人，未受尊

重、介紹。 

三、活動深度不足，未有手冊介紹介紹表揚事蹟，難以表彰榮耀，未送禮

品，十足寒酸，成果展示，聊備一格，無人聞問。 

四、表揚活動以地政為先，逐一介紹上台，但身障者部份，卻快速唱名，

草草頒獎，甚有輪椅身障者尚未上台，已領獎完畢，身障者在國際身

障日活動中絲毫未受幫助、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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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局活動規劃，未能考量縣市整併，分區辦理之默契，徒招原團體

之非議，難收全面宣導之效益。 

六、本案社會局編列 120萬經費委外辦理，未要求主辦公關公司，爭取內

政部 30~40萬補助費用之溢注，徒增市庫之負擔。 

辦法： 

一、國際身障日之活動辦理，應以身障者為核心主軸規劃，資源連結，不

應喧賓奪主。 

二、參與活動之身障團體、機構負責人應予適當之尊重、介紹。 

三、活動辦理應有手冊介紹受表揚者，國際身障日意函，以收實質宣導之

效。 

四、活動禮品可採購本市身障團體機構之生產物品，如：手工皂、花卉、

環保包、飾品、陶藝、織品，以利宣導政府福利服務績效，並促進身

障者自立生活。 

五、成果展示應要求各相關局處配合，以創新、開放之型式展現，而非獨

闢一室，應付了事。 

六、表揚活動應考量各障礙類別之特質，表演節目應展現各障礙類之優勢，

在活動過程中更應尊重身障者社會參與機會與尊嚴。 

七、社會局應考量轄區幅員廣大，又逢整併磨合之際，以分區（至少山、

海、屯、市）概念，逐年分區辦理，以深入宣導身障政策之推展。 

八、本案就媒體效益而言，計有平面媒體兩篇亞斯柏格症之報導，若屬合

理效益，建請修正公彩相關經費編列標準，自 102.1起比照辦理、從

寬核撥，以利各身心障礙團體協助政府推展社會福利宣導業務，並疏

解本市公彩盈餘過多之苦，若相關經費編列不符合預期效益，則應予

檢討改進。 

九、本項活動應協助主辦單位優先爭取內政部補助，再以市府預算補助，

以減輕市庫負擔。 

決議：社會局開檢討會。 

 

捌、散會：下午 3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