ௐ 3 بௐ 1 Ѩؠഇ̂ົௐ 1 Ѩົᛉ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9 日上午 10 時 16 分）
1.議長致開幕詞
2.報告市政府來函

यĞధᛉܜ૩ğĈ!
請就坐。請黃秘書長報告出席人數。
ώົเ৪३ܜᐅπĈ!
向大會報告，目前出席人數 52 位，已足法定額數，請主席宣布定期大會開
始。
यĞధᛉܜ૩ğĈ!
本席宣布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開始。（敲槌三下）
市長、各位同仁，你們辛苦了。市長為高雄認真打拼，是不是請議會同仁拍
手鼓掌一下。閒言閒語很多，你很辛苦，我代表議會同仁，再向你們按 100 個
讚，不是只有一個讚而已，對不對！人在做、天在看，公道自在人心，市長真
的辛苦了。我不是在講肉麻的話，你知道我為人不會這樣。
現在是不是請市長先離開，謝謝市長。沒有報告案的局處首長也可以先離
開，有報告案的留下來。第 2 次臨時會第 5 次會議紀錄以及昨日預備會議紀錄，
已經放在各位同仁桌上，各位同仁對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會議紀
錄確認。（敲槌）
今天的議程先請議事組報告黨團成員變動情形。
ώົᛉְ 凃 ЇᐖटĈ!
向大會報告，國民黨團成員新增陳幸富議員一人。請各位議員參閱「高雄市
議會 108 年度黨（政）團成員一覽表」，依據本會黨團組織運作辦法第 3 條規
定，向大會報告，請准予備查。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備查。（敲槌決議）
向大會報告，今天的議程討論市政府來函報告事項，請議事組宣讀。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報告事項一覽表。
請看案號 1、類別：內政、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案
由：檢送研考會 108 年度歲出預算審查聯合服務業務附帶決議報告，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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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2、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市府第 384
次至 41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各機關先行墊支共計 146 案新台幣 54 億 8,301
萬 3,051 元，包括中央補助 132 案新台幣 54 億 6,450 萬 5,551 元及回饋金 14
案新台幣 1,850 萬 7,500 元，提請大會報告，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3、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三民
區三塊厝段二小段 1391-20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43.00 平方公
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4、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鼓山
區鼓中段一小段 379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41.00 平方公尺，業
經行政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5、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前鎮
區仁愛段 41-98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59.00 平方公尺，業經行
政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6、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前鎮
區仁愛段 622 及 625-25 地號 2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9.00 及 15.00（ 合
計 24.00）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7、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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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美德段 699-1 及 792-3 地號 2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72.60 及 11.30
（合計 83.90）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8、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阿蓮
區和蓮段 21-1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4.49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
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9、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甲仙
區公館段 330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12.50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
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10、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楠
梓區後勁段三小段 386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2.00 平方公尺，
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11、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小
港區機場段 218-89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30.00 平方公尺，業
經行政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12、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岡
山區岡山段 713-3、714 及 714-1 地號 3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3.00、
26.00 及 4.00（合計 33.00）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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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13、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大
樹區土角厝段 574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9.78 平方公尺，業經
行政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14、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旗
山區竹峰段 521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27.56 平方公尺，業經行
政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15、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橋
頭區甲圍段 18-1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25.38 平方公尺，業經
行政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16、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本市仁
武區八卦段 3 地號 1 筆國、市、私共有土地（宗地面積 397.17 平方公尺，市
有持分為 200,000 分之 785，持分面積為 1.56 平方公尺）處分案，業經共有
人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出售，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17、類別：財經、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主計處、案由：檢送高
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對 108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市議會審查所
作附帶決議執行情形報告表，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18、類別：教育、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有關高
雄市政府文化局 108 年度預算附帶決議確有執行困難案，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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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19、類別：教育、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有關高
雄市政府文化局所屬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之 108 年度總預算案附
帶決議執行情形報告事項，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20、類別：法規、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案由：檢送「高
雄市湖內區公所場地使用管理規則」總說明、條文表及全部條文（含收費標
準），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21、類別：法規、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人事處、案由：請審議
有關修正本市立民生、聯合、凱旋及中醫醫院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並自 108 年
1 月 1 日施行一案，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22、類別：法規、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案由：檢送「高
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第三條、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二條附表修正總說
明及條文對照表，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林富寶議員，請發言。
ڒᛉࣶಱᚗĈ!
請問民政局長，第 7 條增訂各區骨灰存放設施、增設櫃位，議長，現在收費
標準改了，不分樓層價格都一樣，過去是第 5 層最貴，再來是第 4 層、第 6 層，
第 1 層跟第 10 層最便宜，現在全部改為一樣的價格，第 5 層 6 萬元，第 10 層
也是 6 萬元，第 1 層也是 6 萬元，坐高鐵、飛機也有分經濟艙跟商務艙。還有
一點，最近大家聽說要修改收費標準，在鄉下地方較貧困的民眾問議員他們要
怎麼辦？過去最底層是 1 萬 7,500 元，現在都是 6 萬元，最底層也是 6 萬元，
若是區民的話，是 4 萬 2,000 元，而當地的里民又可以打折。過去的第 5 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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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 7,500 元，稍微漲價沒有關係，經濟好的人要挑選第 5 層是沒有問題，若
低收入戶要挑選 1 萬 7,500 元的，應該要有 1 萬 7,500 元的，為什麼你們全部
一律平等？在鄉下地方有些人連放塔位都沒有錢，還拜託慈善機構付錢。所以
價位應該要有分別，分位置好與壞，如果每個塔位都一樣價格，以後大家就會
爭先搶位，都要爭第 5 層、第 6 層，那第 10 層誰要放？第 1 層誰要放？請局
長答復。

यĞధᛉܜ૩ğĈ!
請局長說明。
ϔ߆ԊԊॱܜၷĈ!
這部分我們會來研討，會比照目前市面上納骨塔各層面收費，我們會做一個
研擬修改。
ڒᛉࣶಱᚗĈ!
這件報告案有沒有生效？旗山很多地方在 4 月 15 日新增的就要驗收了，還
有很多在等候，日前我去參加告別式，民眾問議員他要挑選最便宜的第 1 層，
但目前的價位沒有 1 萬 7,500 元。所以局長，殯葬設施收費標準修正案先擱置，
慢一點實施，我們應該照舊的標準來執行，你要漲一點點價格沒有關係，過去
3 萬 7,500 元要漲為 4 萬多都沒有關係，但你要思考的是需要 1 萬 7,500 元塔
位的弱勢低收入戶，好嗎？
यĞధᛉܜ૩ğĈ!
延長 2 分鐘。
ڒᛉࣶಱᚗĈ!
議長，謝謝。
यĞధᛉܜ૩ğĈ!
局長，這一案先擱置，你回去調整後再送過來。林議員，先擱置。局長你回
去調整後再送過來。
林義迪議員，請發言。
ڒᛉࣶཌྷ࢚Ĉ!
議長、各位議員、局長，這是事實，我們那裡的百姓都在反映，我知道過去
是 4、5、6 層比較貴，不管是民營或私人都是一樣，我覺得公部門不要因為韓
市長上任後就馬上漲價，我聽到時還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詢問後確實是真
的，我覺得這個案子暫時先擱置，4、5、6 層的上下面不要調得那麼高，因為
這都是低收入戶放的，經濟有比較困難的民眾。
यĞధᛉܜ૩ğĈ!
李雅靜議員，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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ՂᛉࣶฮᐖĈ!
這個案子其實在去年甚至更早就已經在研議了，因為我們有發現到誠如兩位
議員講的，第一、費用的問題。第二、從舊的塔位移到新的塔位沒有退費，還
要繳交新的費用，包含牌位，這個區塊我們有建議當時的殯葬處長，他們也從
善如流再做研議，直到今年才送進來。局長，應該是這樣子吧！這個案子我從
去年就在建議了，當時他們就有在研議。我也認同剛剛兩位議員所說的，總是
要有一個高低之分，因為有些人比較喜歡往高一點的位置放，或者是長輩手伸
得到的地方，或者是有很多人不喜歡放在第 1 層。這部分我認同，但是我還是
要謝謝不管是之前的殯葬處處長跟現在的局長概括承受，謝謝主席讓民政局有
機會再做調整，以上說明。謝謝。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第 22 案、類別：法規、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民
政局、檢送「高雄市公立殯葬設施收費標準」第三條、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二
條附表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擱置。（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23、類別：法規、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檢送「高雄市
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陳議員美雅，請發言。
ౘᛉࣶ࡚ฮĈ!
報告主席，本席對這個案子沒有意見，但是局長，我必須要跟你特別提醒，
我們看到你們送進來一些新的管理修正辦法，都是針對使用人做的管理修正，
我也要提醒殯葬管理處，我接到一些民眾陳情，說你們有一些設施環境非常髒
亂，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針對這個部分做處理，當你們在要求民眾要遵守規矩、
秩序時，殯葬處是不是應該針對管理所有的範圍、環境的清潔、交通整個動線
做跨局處彙整，曾經還有人在市殯那裡祭拜的時候，結果到處都是蒼蠅，我不
知道你知不知道這個現象？所以我希望說「不要」，但是之前我們也有請殯葬
處到議會說明過，他們的答復是：「沒有辦法，因為氣候的關係，所以到處都
會有蒼蠅。」我覺得這樣的說法是不能對高雄市民交代的。所以我要求，因為
這個都是家屬送家人的最後一程，我希望他們能夠得到殯葬管理處所有的公共
設施，你們應該要提供最好的服務，並且要確保環境的清潔。我也希望你們檢
討以後，能夠詳細的向我說明報告，可以嗎？好，給你一個星期的時間，局長
是不是答復一下？
यĞధᛉܜ૩ğ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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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局長答復。

ϔ߆ԊԊॱܜၷĈ!
針對剛剛提的殯葬整體的規劃，包括停車，針對停車場幾十年來沒有重鋪的
道路，我們在前天已經完成重鋪，因為我們看到好多的家屬在停車，道路品質
太差，包括整體動線，過去在停放大體的區域，冷氣的味道非常難聞，現在都
逐一的在改善。也包括美雅議員提的祭拜動線，還有運送大體到冷凍室的動
線，我們都會重新逐一的規劃，這個部分也都逐一檢討。
ౘᛉࣶ࡚ฮĈ!
環境清潔以及空污的問題，我也要看到你們的具體報告。另外針對很多人的
反映就是到了那裡，因為你也知道高雄的天氣特別炎熱，我也一直強調你們在
周邊有樹蔭的部分，如何讓家屬在整個進行的過程當中是比較舒適的，希望在
整個動線中，你們也要把這部分納入考量好不好？
ϔ߆ԊԊॱܜၷĈ!
好，謝謝議員。
ౘᛉࣶ࡚ฮĈ!
謝謝。
यĞధᛉܜ૩ğĈ!
請林議員宛蓉發言。
ڒᛉࣶؤᄇĈ!
局長是新上任的，我覺得你滿認真的，我現在看到你是很認真，讓我們對未
來有期待。針對剛剛同仁講到殯葬業務一些相關的建設，剛剛大家都有提到，
我就不重複提出。因為在殯葬處這個區塊，這 16 年來我也是一直不斷的去督
促，而且很多的建設也都一一的呈現。
我要請教局長的是我們的祭拜區，也就是豎靈區這個地方，不知道你有沒有
去過？我在議會也是一直提出，那個地點剛好位在鳥松區，很多麻雀經常會飛
進去豎靈區，因為早晚都要拜飯菜，在豎靈的時候有些家屬沒空就會請別人幫
忙，在祭拜的過程中，就會看到很多麻雀在啄食飯菜，而且啄得滿地都是，真
的很難看，我看到都會覺得很不忍。因為會放在豎靈區的，大部分都是比較困
苦的人，有時因為工作的原因，早上 8 點要他們去拜拜，可能沒時間，然後下
午 4 點又要拜拜，他們也挪不出時間，因此就會委託別人拜拜，可是受委託人
把飯菜擺好後就離開，結果引來麻雀滿屋飛。以前我就質詢過很多次，我發現
都沒有裝紗窗，你們應該要裝紗窗，因為也不可能叫麻雀不要飛進來，麻雀會
到處去啄食，但是如果你們有裝紗窗的話，就可以防止麻雀飛進來，我覺得這
一點真的要做，因為對往生先人基本的尊重一定要有。但是這個問題我已經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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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久，我希望說，民政局長看起來滿認真的，也希望你也要有同理心，那個
地方包括就是局長剛剛講到的冷凍庫，也就是放大體的地方，〔…。〕對，確
實，本席也講過很多次，但是這次是要整個更新嗎？請局長答復一下。

यĞధᛉܜ૩ğĈ!
請局長答復。
ϔ߆ԊԊॱܜၷĈ!
大體室的冷氣現在已經全部更新完了。
ڒᛉࣶؤᄇĈ!
更新了。〔對。〕那你剛才講的是要更新哪個部分？
ϔ߆ԊԊॱܜၷĈ!
包括運送大體的動線，我們會規劃一下，運送動線看起來對大體有點不尊
重，因為有時候在運送大體時，旁邊有人在祭拜，我有請他們重新規劃動線，
避免對大體的不敬。
यĞధᛉܜ૩ğĈ!
延長 2 分鐘。
ڒᛉࣶؤᄇĈ!
謝謝議長。我們對大體的運送，就是有兩個冷凍室，一個是在寄棺大樓，另
外一個是在 OK 便利商店的後面，從這兩棟大樓間運送大體時，我看到他們就
是大剌剌的推著大體就走過去，我覺得這樣對大體真的很不敬！本席也有講
過，當你們在運送大體的時候，是不是可以用布幔遮住？雖然是冰冷的大體，
但是一般民眾看到也是會害怕。坦白講，我剛當議員的時候，到了那裡也是全
身發抖，怎麼講？因為大體一具一具的被推出來，我看了之後真的也覺得
很…。很多人一輩子從沒有去過，第一次去就看到被推來推去的大體，我覺得
真的是非常不敬的！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不再占用大家的時間，所以在民政
部門業務質詢時，我可能還會針對這個部分質詢。另外，火化大體的火化爐差
不多都已經弄好了嘛！以上。
यĞధᛉܜ૩ğĈ!
陳玫娟議員，請發言。
ౘᛉࣶۘऍĈ!
謝謝，同樣的問題，我想殯葬對往生者是最大的人生最後一個旅程，要很莊
嚴、很尊重。剛剛林議員也特別提到 2 樓、3 樓的豎靈區這個地方，確實也有
很多的家屬一直在反映，因為現在好像還沒有裝紗窗，因為那邊的通風又不
好，很多人一直希望能夠加裝排風扇，又因為他們講有插香，所以通風又有問
題。但是我覺得不能講因為有這個問題，你們就沒有辦法去克服，我覺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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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很專業的去克服，因為家屬在那裡，會放在那個位置一定是不得已，而那個
空間的使用真的是讓家屬有很多的不便，而且密閉的空氣也不好，如果開放的
話，通風設備又做得不是那麼的完善，希望你們要趕快改善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助念的時候，有一些出家師父在念經時會使用麥克風，聽說在管理
上好像都禁止，他們也一直陳情，如果能夠管控小聲一點，不要說完全不能用，
因為有的家屬認為人多有時就會聽不到師父的誦經，所以他們希望能夠適度的
管控，而不是完全禁止，這個我請局長你們也研議一下。
再來就是入殮的問題，過去有人一直在入殮室祭拜，所以來祭拜的親友看到
隔壁房間在做入殮，那種感覺就很不好。我也謝謝殯葬處這邊後來有做改善，
把 1 號到 5 號挪出來做為多功能祭拜區，這是一個很好的區分。不過，還有人
在反映的就是助念，就是人往生後 8 個小時內的那個時段是最重要，在佛教裡
面認為這 8 個小時內，人的靈魂還在，所以就要趕快幫他助念。但這個助念牽
扯到你們在入殮室入殮，然後再推到後面棟的 2 樓助念室，就這樣把大體推過
來推過去，感覺對大體真的很不敬！我那時候在議會就提出要求，是不是能夠
把入殮室的後面，好像是法事間 5 號到 9 號那個地方騰出來做為入殮的使用，
讓家屬就在那裡進行助念，而旁邊就是冰庫，直接在那裡處理就好；不要再把
大體推到 2 樓後面去助念，然後又從 2 樓推到樓下的冰庫，我覺得那種感覺真
的很不好。所以我想這個問題我們也提過，希望局長這裡趕快做個改善，好不
好？
接下來是家屬的休息空間，現在好像有一個小超市，在火化場的旁邊也有一
個，因為那邊都是要消費，有很多家屬認為是不是可以再提供一個家屬休息
區，而不是進去就一定要消費…。

यĞధᛉܜ૩ğĈ!
延長 2 分鐘。
ౘᛉࣶۘऍĈ!
謝謝議長。就是火化場旁邊那一間是不是…，因為有家屬向我反映進去就要
消費，然後才可以在那邊休息。我記得上次會期也特別提到，現在旁邊的空地
不是要用來開闢停車場，是否有辦法再挪出一點小空間，採投幣式不必消費的
方式，提供一個休息區給在那邊等待火化時間的家屬，讓他們不用來來回回、
跑來跑去的好嗎？這部分要請局長趕快研議，因為誰都不喜歡去那裡。
還有就是停車收費的問題。很多人都認為我們去到那裡，大家都不願意去，
去也是不得已，有時候家屬要去那裡守靈一整天，光是停車費就很可觀，這部
分是否請局裡也研議一下，有沒有辦法針對家屬採取彈性收費？來祭拜的親友
可能來一下就走了，但是家屬從早上守靈到下午甚至晚一點，一整天下來的停

10

車費真的很可觀，這部分有沒有什麼配套，可以給家屬特別的優惠？如果證明
是家屬，可以給與什麼樣的優惠來解決停車問題？家屬的孝心是希望能夠陪伴
長輩及家人久一點，結果一天的停車費那麼可觀，如果守靈時間再多幾天，倍
數累積上去，對家屬無非是一種很大的負擔，這點希望市政府可以體恤，針對
非常難過且不得已的家屬就這部分能夠有個配套來解決，好不好？通風、助
念、環境及休息區的部分，甚至停車費的問題，希望局長趕快研議出一個配套
方案，會後再跟我做簡單報告，好嗎？

यĞధᛉܜ૩ğĈ!
宋立彬議員，請發言。
ԇᛉࣶϲ૽Ĉ!
局長，請問北高雄有幾間殯儀館？北高雄、從右昌到湖內。
यĞధᛉܜ૩ğĈ!
局長，請答復。
ϔ߆ԊԊॱܜၷĈ!
目前公營的就是橋頭，私營的是吉園的大吉座，其他一些是零散的業者。
ԇᛉࣶϲ૽Ĉ!
請問北高雄總共有七、八十萬人，只有橋頭一座市立殯儀館，你覺得夠嗎？
ϔ߆ԊԊॱܜၷĈ!
目前我們已經研擬要擴建橋頭二殯，不僅增加 5 個禮廳，停柩室及整個祭拜
的空間也會重新擴建。
ԇᛉࣶϲ૽Ĉ!
你知道那天我接到一位民眾的陳情，他光是豎靈就要等 7 至 10 天，豎個靈
就要 7 至 10 天，你不覺得太久了嗎？他要等 7 至 10 天才輪得到他喔！這樣是
否消耗民眾太多的時間了。大家都有工作，要他等 7 至 10 天，有些人很簡單
的圓滿解決，長輩年紀較大的，時間會拖得較長，光是豎靈就要等 7 至 10 天，
整個儀式不就要二十幾天的時間。局長，本席認為北高雄有那麼多的人口，竟
然沒有多一處市立殯儀館，橋頭殯儀館根本無法負荷，要麻煩民政局殯葬處重
新找一個地方增建一座殯儀館，方便北高雄民眾使用。因為橋頭殯儀館禮廳數
不多，也才 2 個禮廳及 8 個臨時祭拜廳，所以麻煩局長研議，因為北高雄人口
眾多，使用率高卻要排得那麼久。
यĞధᛉܜ૩ğĈ!
還要再蓋 5 個禮廳嘛！空間只夠增加 5 個禮廳嗎？如果可以，既然要蓋，就
多蓋 2 個廳，便民嘛！
張漢忠議員，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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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ᛉࣶ႔مĈ!
請教局長，現今社會正在推廣樹葬，目前大高雄核准的樹葬區地點大概有多
少？
यĞధᛉܜ૩ğĈ!
局長，請答復。
ϔ߆ԊԊॱܜၷĈ!
目前的樹葬規劃，配合杉林的生命館，所以在杉林有整個樹葬的規劃區。
ૺᛉࣶ႔مĈ!
未來如果有民間想申請樹葬的地點，他需要符合哪些申請條件？就是有民間
社團想要申請樹葬的地點。
ϔ߆ԊԊॱܜၷĈ!
目前我們是希望能夠結合殯葬園區，所以目前的規劃除了杉林以外，國軍公
墓是比較適合的地點。
ૺᛉࣶ႔مĈ!
舉個例像基督教會，據我了解，大樹有個區塊是可以申請為樹葬的地點，假
如他們提出申請，符合條件的門檻是高還是低？
ϔ߆ԊԊॱܜၷĈ!
這部分我們會和他們聯繫看看，因為目前的規劃需要配合整個鄰避設施及附
近居民的溝通，它的標準其實和殯葬園區的標準是一樣的。至於要和地方居民
的溝通，其困難度並不低，所以原則上我們的規劃都以軍人公墓及殯葬園區在
一起的空間為主。
ૺᛉࣶ႔مĈ!
其實基督教會和長老教會也都在規劃樹葬區的空間，在我和牧師聊天中，他
們都提到了這個問題，有機會我也會了解他們的需求，是否符合殯葬處的條
件，到時也要麻煩局長協助他們，以上。
यĞధᛉܜ૩ğĈ!
陳麗珍議員，請發言。
ౘᛉࣶᚊࠡĈ!
這裡有兩點建議，第一點，因為現在的觀念和以前不一樣，現在幾乎不管住
透天或大樓的，有越來越高的使用機率都轉往市殯這樣的公家場所去辦理公祭
和豎靈。市殯這塊土地一直都是 1 坪土地當 2 坪用，使用率非常的高，除了交
通以外，禮廳應該是大量不足的，因為本席到那邊參加公祭時，都會遇到一些
民眾排在第一場、第二場，甚至排到 2 點半。說實在的，排到 2 點半真的很無
奈，大家都希望公祭可以排早一點，排到 2 點半如果太陽早點下山，等到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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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天都已經暗了，為什麼會拖到那麼晚？就是因為廳位不夠，這點我覺得還
是有改善的空間。因為現在後面綠美化的那塊山坡地，空間很大，目前用來做
為停車場是沒有錯，可是想一想，誰會把車停到那邊，再走路到永懷、永安，
甚至走到大安、大華，對於膝蓋退化的長輩，真的負荷不了。因此那邊的土地
用來做為停車場，整個動線是否浪費了它的使用空間？所以第一點，我建議禮
廳應該由公部門市政府去擴建增加它的廳數。第二點，就是現在的寄棺大樓有
一、二、三樓，很多民眾都在二、三樓豎靈並公祭，為什麼會在那邊公祭？簡
單說就是因為廳位不夠，長輩要爬到二、三樓送平輩朋友時，真的很吃力。因
為我們知道，電梯是用來運送棺木的，他們不願意搭，於是上下二、三樓時，
因為長輩膝蓋不堪負荷，往往需要兩個年輕人的攙扶。所以我覺得只要空間足
夠的話，希望市政府能夠擴寬再建設，後面土地還很多嘛！可以將它分為第一
區、第二區，第二區在山坡地的地方，就直接有停車場、有禮廳，可以在那邊
圓滿的做完整個公祭及告別式，這樣應該是比較便民，這點…。

यĞధᛉܜ૩ğĈ!
請曾議員麗燕發言。
അᛉࣶᚊ፷Ĉ!
謝謝主席。剛剛我們一直在提市殯的問題，幾乎每個議員大概每天都會去，
那邊有很多方面的設施不足。剛剛針對美雅議員提的道路問題，已經說有要重
鋪。但是有一點我自己開車去的時候，進去市殯那一條路，除了道路不好，甚
至路上也有人孔蓋沒有把它固定好，只要車子經過就「空隆」、「空隆」，聲音
很大，這個問題我已經注意很久了，因為我常常自己開車去，這個請在重鋪道
路的時候，也請水利局或相關單位能夠把人孔蓋弄好。
第二個，福字輩禮堂前面有設一處貴賓的停車位，我們常常車子開出來的時
候，都會碰到一些禮儀公司或是花藝公司在布置會場，布置完了以後，他們就
把車子停在出入中間那一條路，路的兩邊是停車位，他們就把車停在中間，造
成我們車子要倒退出來都很困難。
所以我在這裡提議，可能有時候他們為了方便，你不讓他們停車，是不是也
說不過去，這個我不知道。但是我們在規劃停車位的時候，是不是也規劃一、
二個車位可以讓他們停車，這樣就不用停在出入口，也讓我們的車子好進出。
我這樣講局長應該知道，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安排？好不好，謝謝。
यĞధᛉܜ૩ğĈ!
請高議員閔琳發言。
ᛉࣶฝ൞Ĉ!
謝謝議長。局長也是我們在地岡山人，做事也很認真。我想有幾件事情，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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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好在討論殯葬設施相關的規定及收費標準，剛剛也有同選區的宋議員提到
橋頭殯儀館的事情，我想局長、包括處長、甚至橋頭區長應該都非常清楚。其
實橋頭殯儀館現在它的服務能量是不足的，包括禮儀聽、豎靈區、寄棺室，其
實整個服務能量真的是不足。不只是在地鄉親，大岡山六區整個北高雄的區
域，有非常多的鄉親常常都會遇到像剛剛議員所講的情況，譬如要火化或辦理
親人後事的時候，發現廳堂是不夠的，所以都要千里迢迢，可能跑去大社或是
其他的殯儀館。
我特別要講的是，過去陳菊市長時代，我也一直提橋頭殯儀館要擴建、擴增
禮儀廳的範圍。在去年閔琳特別替大岡山地區及北高雄的市民朋友爭取到，要
求市政府要先做先期規劃。據整個初估，如果橋頭殯儀館要擴建，大概要 3,120
萬左右的經費，當時我就要求陳菊市長及許立明代理市長，一定要做先行規
劃，所以目前也已經有具體規劃出來了。在去年 12 月 14 日剛選舉完沒多久，
我也邀請所有橋頭區的里長和我一起到現場去看，也蒐集非常多橋頭區里長的
個別意見。所以我的會議紀錄寫得非常仔細，我希望局長和殯葬處長一定要看
看、聽聽我們在地的聲音。
我特別要講的是，這個既有的橋頭殯儀館它的腹地將近 2.7 公頃，這個擴
建、擴增計畫可能要涉及環評，所以在這整個過程當中，包括整個初步規劃案
如果出來，我要求局長和處長一定要承諾，第一、我們一定要召開地方說明會，
讓橋頭區所有的里長都必須參與到這個先期規劃，讓大家有概念，讓大家能夠
提出地方更好的意見；第二、大家最關心的…，不好意思，議長，我的時間剩
28 秒，可以再增加 1 分鐘嗎？

यĞధᛉܜ૩ğĈ!
再 2 分鐘。
ᛉࣶฝ൞Ĉ!
謝謝議長。接下來我要跟局長講，大家最關心的是，其實大家還滿贊同是不
是可以增設禮儀廳？最重要的就是三個意見，第一、地方的回饋，當然在我們
相關的收費標準有一定既定的標準，但是我一定要提出的是針對橋頭區、大岡
山地區一定要做地方的回饋，這些北高雄的市民朋友能夠有收費減免；第二、
環保金爐以及禮儀社和送葬隊伍動線及噪音問題，所以就是空污和噪音。這是
大家最關心的三個問題，所以這個就是要納入到現在的先期規劃之中，這個是
第一個。第二個，就是清明節連假即將開始，我要特別提醒局長，就是每次清
明連假各大殯儀館都會辦法會，也常常看到交通阻塞的情形。所以特別要求，
希望局長和地方有殯儀館、殯葬設施的這些區公所，特別請他們，甚至請局長
和交通局要來協調，是不是鼓勵市民朋友搭乘大眾運輸，而搭乘大眾運輸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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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什麼鼓勵和優惠措施？這個是現在可能還來得及做的。
再來就是區公所在交通動線和交通維管方面一定要加強，因為停車常常都亂
停，造成交通更嚴重的阻塞，一定要請局長特別督促地方的區長，把這個區政
做好。這樣我相信也可以帶給大岡山、也讓高雄市民在清明連假的時候，能夠
感受到市政府對他們的尊重。以上，謝謝議長。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
請看案由 24、類別：法規、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修正「高
雄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標準」
，名稱並修正為「高
雄市私有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徵標
準」乙案，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蔡議員金晏，請發言。
ችᛉࣶॣܛĈ!
李局長，我請教一下，因為這兩條前後沒有列對照表，是不是請你簡單說明
這一次修改的內容是如何？
यĞధᛉܜ૩ğĈ!
請局長說明。
ੑ߆ԊՂԊܜሇિĈ!
文資法是在 105 年 7 月 27 日全文修正公布，授權地方政府訂定地價稅和房
屋稅相關減徵標準的法源，這裡面有增訂一個紀念建築和史蹟兩類文化資產，
而且變更聚落類別名稱。所以我們有修正文資法第 99 條第 2 項；還有文資法
裡面把 50％範圍之內的減徵房屋稅和地價稅的文化資產類別，由私有歷史建
築、聚落及文化景觀，修正為私有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
文化景觀，而且變更各類文化資產登錄備查的一個條文，大概只是做這樣的範
圍上的修正。
ችᛉࣶॣܛĈ!
所以簡單講，就是跟著文資法變動一些和歷史建築相關不同種類的名稱，做
減徵對象名稱上的變動，是這樣嗎？〔對。〕原則上我對這個沒有意見，是不
是請你們來做個努力，因為這些相關私有歷史建築，其實這些在保存維護上，
都常常遇上一些壓力或阻力，當然是因為這樣的指定，其實是剝奪了地主滿多
的權利。因為變私有指定以後，就不能動它了，甚至修建都要依照規定，原則
上它的外觀是動不了的，這塊土地可能隔壁沒被指定的話，它的容積率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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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早期這些房子都應該是一樓或兩樓，它可以蓋到四、五樓。結果我們在減
徵房屋稅，其實看起來是百分之五十，我不知道是多還是少？我們回去後看看
其他六都，因為授權地方政府訂定，第一、其他六都的數字是多少，是更高還
是如何？第二、如果有辦法調高的話，我們財政的收入…，我相信這筆錢應該
很少，對財政的影響，提高到百分之百也不會影響太大。我們可以研究在減增
的部分有沒有辦法再提高，讓文化局、文資團體在推動歷史建築相關保存上能
夠更加有力道，從這裡開始，局長可以先研究看看，好不好？

ੑ߆ԊՂԊܜሇિĈ!
文資的部分是牽涉到文化局的業務，要不要指定為文化資產的部分，回去後
會告知文化局王局長做一個了解。至於要不要把地價稅、房屋稅的比例擴增，
我們會蒐集六都的資料，也會跟蔡議員做一個報告。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ώົᛉְ 凃 ЇᐖटĈ!
請看案號 25、類別：法規、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案由：本府修
正「高雄市工會組織辦理勞工教育訓練補助辦法」第五條案，敬請查照。
यĞధᛉܜ૩ğĈ!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散會。（敲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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