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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1屆第 12 次臨時會第 1次會議紀錄 

 

日 期：中華民國 103 年 2月 13 日上午 10 時 6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許崑源 副議長蔡昌達 

議員陳政聞等 61 人（如簽到簿） 

列 席：市政府－勞工局局長鍾孔炤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徐隆盛、專門委員簡川霖、法規研究室

主任許進興、議事組主任黃錦平 

請  假：市政府－副市長李永得 

美術館館長謝佩霓（由秘書廖小玲代理) 

那瑪夏區公所區長白樣．伊斯理鍛（由主任秘

書孔賢傑代理) 

主 席：許議長崑源 

記 錄：許進旺、方國振 

甲、報告事項 

一、徐秘書長隆盛報告出席議員 53 人，已足法定人數。 

二、主席宣告臨時會開幕。 

三、徐秘書長隆盛報告本次臨時會上程議案計有市政府提案 2

案、議員提案 2案。 

四、宣讀本會第 1屆第 11 次臨時會第 8次會議紀錄，並經大

會追認確定。 

乙、宣讀議案交付審查 

 一、市政府提案 

請審議市政府提案計 2案（編號：1至 2，包括教育類 1

案、交通類 1案）。 

決議：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二、議員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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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議員提案計 2案 (包括交通類 1案、工務類 1案) 

      決議：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丙、討論事項 

一、本會第 1屆第 12 次臨時會議事日程是否照所擬議事日程

表（草案）進行，請公決案。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 

二、審議市政府提案 

      二讀會 

  第 6次定期大會部分 

編號：27          類別：財經 

案由：請審議本市「103 年度總預算編列公債及賒借收入

151 億 1,000 萬元，以充裕建設財源」案。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28          類別：財經 

案由：請審議 103 年度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

算及綜計表，連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

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美雅 

           李議員喬如 

           周議員鍾㴴 

           鄭議員光峰 

           吳議員利成 

           郭議員建盟 

           黃議員柏霖 

           陳議員麗娜 

           康議員裕成 

           張議員豐藤 



 3

           劉議員德林 

           林議員瑩蓉 

           林議員芳如 

           曾議員麗燕 

           李議員順進 

           連議員立堅 

           林議員宛蓉 

           陳議員信瑜 

           韓議員賜村 

           顏議員曉菁 

           李議員雅靜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福議員 

           俄鄧．殷艾議員 

           林議員武忠 

           陳議員明澤 

           林議員富寶 

           唐議員惠美 

           洪議員平朗 

           陸議員淑美 

           陳議員政聞 

           蘇議員炎城 

           童議員燕珍 

         說明人員： 

           財政局李局長瑞倉 

           地政局謝局長福來 

           海洋局藍局長健菖 

           環境保護局陳局長金德 

           鳳山區公所劉區長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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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范主任委員織欽 

           民政局曾局長姿雯 

           茂林區公所盧區長進義 

           桃源區公所陳區長海雲 

           那瑪夏區公所孔主任秘書賢傑 

           中區資源回收廠吳廠長家安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都市發展局盧局長維屏 

           法制局曾局長慶崇 

           主計處張處長素惠 

           勞工局鍾局長孔炤 

           文化局史局長哲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新聞局賴局長瑞隆 

           本會議事組黃主任錦平 

決議：歲入部門－ 

（總）表 12 第 33 頁、第 35 頁、第 39 頁至第 42 頁 

規費收入 

工務局：照案通過。 

新建工程處：照案通過。 

養護工程處：照案通過。 

中區資源回收厰：照案通過。 

南區資源回收厰：照案通過。 

勞工局至水利局：照案通過。 

（總）表 12 第 42 頁 

信託管理收入：照案通過。 

（總）表 12 第 42 頁至 52 頁 

財產收入：修正通過。（修正明細另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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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財政局財產售價預算數 55 億 5,000 萬

元，採記具名表決，反對刪減者有林議

員富寶、俄鄧．殷艾議員、張議員文瑞

、翁議員瑞珠、李議員喬如、伊斯坦大

．貝雅夫．正福議員、林議員宛蓉、蕭

議員永達、周議員玲妏、張議員豐藤、

林議員瑩蓉、洪議員平朗、黃議員淑美

、郭議員建盟、林議員芳如、鄭議員光

峰、康議員裕成、陳議員政聞、陳議員

慧文、蘇議員炎城、鍾議員盛有、連議

員立堅、顏議員曉菁，共計 23 位；贊

成刪減者有黃議員天煌、柯議員路加、

吳議員益政、曾議員麗燕、黃議員石龍

、李議員雅靜、方議員信淵、劉議員德

林、李議員長生、吳議員利成、許議員

慧玉、周議員鍾㴴、陳議員粹鑾、藍議

員星木、洪議員秀錦、蔡議員金晏、黃

議員柏霖、陳議員麗娜、徐議員榮延、

李議員順進、李議員眉蓁、蘇議員琦莉

、曾議員俊傑、唐議員惠美、林議員義

迪、陸議員淑美、陳議員麗珍、陳議員

玫娟、童議員燕珍、陳議員美雅、莊議

員啟旺、許議員福森共計 32 位；表決

結果刪減 16 億 5,000 萬元。 

註 2：地政局資本收回預算數 28 億元，採記

具名表決，反對刪減者有林議員富寶、

俄鄧．殷艾議員、張議員文瑞、韓議員

賜村、林議員武忠、翁議員瑞珠、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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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喬如、伊斯坦大．貝雅夫．正福議員

、林議員宛蓉、蕭議員永達、周議員玲

妏、張議員豐藤、林議員瑩蓉、陳議員

信瑜、洪議員平朗、陳議員明澤、林議

員芳如、郭議員建盟、黃議員淑美、張

議員漢忠、陳議員政聞、康議員裕成、

鄭議員光峰、陳議員慧文、蘇議員炎城

、鍾議員盛有、蔡副議長昌達、顏議員

曉菁、連議員立堅共計 29 位；贊成刪

減者有黃議員天煌、吳議員益政、曾議

員麗燕、柯議員路加、黃議員石龍、方

議員信淵、李議員長生、李議員雅靜、

劉議員德林、吳議員利成、許議員慧玉

㴴、周議員鍾 、陳議員粹鑾、藍議員星

木、洪議員秀錦、蔡議員金晏、黃議員

柏霖、陳議員麗娜、徐議員榮延、李議

員眉蓁、曾議員俊傑、蘇議員琦莉、唐

議員惠美、林議員義迪、陸議員淑美、

陳議員麗珍、陳議員玫娟、童議員燕珍

、莊議員啟旺、陳議員美雅、許議員福

森共計 31 位；表決結果 28 億元全數刪

除。） 

（總）表 12 第 52 頁至第 53 頁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照案通過。 

（總）表 12 第 53 頁至第 58 頁 

補助收入：照案通過。（附帶決議另詳） 

（總）表 12 第 58 頁至第 61 頁 

捐獻及贈與收入：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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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表 12 第 61 頁至第 72 頁 

其他收入：照案通過。          

歲出部門─ 

一、市政府各局處活動費用（項目如附件 2）總共

刪除 2 億 8,626 萬 9,350 元。並附帶決議：市

政府辦理活動，涉及民間個人、機構、團體或

企業贊助之經費，應將所有來源與使用明細，

送議會備查，接受議會監督，以示向全民負責

。 

二、其餘歲出預算刪減 54 億 1,268 萬 650 元，刪

減項目及各項金額由市政府自行調整，並將調

整後之項目列表於一週內送本會備查。 

三、各委員會審查總預算案所作附帶決（建）議及

文字修正，按照委員會審查意見通過。 

（註：以上三點決議採記具名表決，贊成者有黃議員

天煌、柯議員路加、曾議員麗燕、方議員信淵

、黃議員石龍、李議員長生、李議員雅靜、劉

議員德林、吳議員利成、許議員慧玉、周議員

鍾㴴、陳議員粹鑾、藍議員星木、洪議員秀錦

、蔡議員金晏、黃議員柏霖、陳議員麗娜、徐

議員榮延、李議員順進、李議員眉蓁、曾議員

俊傑、蘇議員琦莉、唐議員惠美、林議員義迪

、吳議員益政、陸議員淑美、陳議員麗珍、陳

議員玫娟、童議員燕珍、莊議員啟旺、陳議員

美雅、許議員福森共計 32 位；反對者有林議

員武忠、陳議員明澤、洪議員平朗、伊斯坦大

．貝雅夫．正福議員共計 4位；表決結果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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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讀會 

編號：27          類別：財經 

案由：請審議本市「103 年度總預算編列公債及賒借收入

151 億 1,000 萬元，以充裕建設財源」案。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28          類別：財經 

案由：請審議 103 年度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

算及綜計表，連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

案。         

決議：地方總預算－ 

一、歲入預算刪減：56 億 9,895 萬元。 

二、歲出預算刪減：56 億 9,895 萬元。 

三、審定地方總預算為 

歲入 1,149 億 7,318 萬 7,000 元，公債及賒借

收入 151 億 1,000 萬元。 

歲出 1,269 億 7,318 萬 7,000 元，債務還本

31 億 1,000 萬元。 

四、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總表備註欄。 

丁、抽出動議 

一、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中午 12 時 53 分提：擬將第 11 次臨時

會第 6 次會議擱置之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養護工程處、

中區資源回收廠、南區資源回收廠規費收入抽出進行審議

，請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 

二、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下午 2 時 54 分提：擬將第 6 次定期大

會市政府提案編號第 27 號案：「請審議本市 103 年度總

預算編列公債及賒借收入 151 億 1,000 萬元，以充裕建設

財源」案，抽出進行審議，請同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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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異議通過） 

戊、決定事項 

一、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上午 10 時 12 分提：為提高總預算案審

議速度，歲入部分擬按來源別逐款審議，每位議員發言時

間以一次 3分鐘為限，請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 

二、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中午 12 時 23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

俟總預算案三讀通過後再行散會，請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 

三、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下午 2時 55 分提：擬按照慣例繼續進

行總預算案與公債及賒借收入案三讀會審議，請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 

己、散會：下午 2時 5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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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1屆第 12 次臨時會議事日程表（草案） 

103 年 上午 下 午 

月 日 星期 9:30-12:30 3:00-6:00 

2 13 四 

1.主席宣布臨時會開幕。 
2.確認議事日程表。 
3.宣讀議案交付審查。 
4.二、三讀會： 
(1)審議本市 103 年度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2)審議市政府提案。 
(3)其他事項。 

2 14 五 

二、三讀會： 
1.審議本市 103 年度地方總
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 

2.審議市政府提案。 
3.其他事項。 

分組審查。 

2 15 六 

2 16 日 

停會。 

2 17 一 

2 18 二 

2 19 三 

二、三讀會： 
1.審議本市 103 年度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 
2.審議市政府提案。 
3.其他事項。 

2 20 四 2014 年高雄市(五月天)月曆分送情形專案報告。 

2 21 五 

1.二、三讀會： 
(1)審議議員提案。 
(2)審議市政府提案。 

2.主席宣布臨時會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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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本表經本會第 1 屆第 25 次程序委員會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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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雄市政府各局處 103 年度辦理各項活動費用刪減表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局 處 別 頁  數 科     目 預算金額 刪  減  數 刪減後預算數 說          明 

1 民政局 3-1-74 

區域行政 

-區域監督業務 

（二）業務費 

   2.委辦費 

   50,000,000    50,000,000           0 委託各區辦理各項具社區發展特色區

里等活動經費。 

 

2 研考會 2-5-31～32 

研究發展 

-市政研究發展及革新 

一. 市政研究發展 

（二）、業務費 

  6.委辦費 

 

    1,300,000     1,300,000            0 包含 

1.辦理市政發展議題專題委託研究費

，預計研究 1～2 案 800,000 元。 

2.委託專業機構辦理民意調查 500﹐

000 元。 

 

3 勞工局 16-1-58 

一、勞工福利 

(二)業務費 

6.委辦費 

1,000,000 1,000,000 0 辦理五一勞動節相關系列活動經費。 

4 經發局 6-1-84 

商業行政 

商業行政管理 

 (二)業務費 

  10.一般事務費 

   27,200,000    27,200,000            0 建構健全會展城市發展環境： 

1. 赴國外爭取國際性重要會議及展

覽至本市舉辦。 

2. 行銷本市會展產業及提升本市主

辦會展能力之排名。 

3. 改善建構本市會展產業所需之基

礎配套措施，提升會展產業發展

環境。 

協助國內外策展團隊至本市辦理會展

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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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局 處 別 頁  數 科     目 預算金額 刪  減  數 刪減後預算數 說          明 

5 經發局 6-1-84 

商業行政 

(二)業務費  

  7.一般事務費 

9,200,000     9,200,000            0 藉由高雄購物節配合中央刺激消費，

整合本市觀光、交通、店家等資源，

建構虛實整合科技服務新體驗，讓消

費者享有便利新服務，幸福輕鬆購，

打造大高雄國際化智慧商圈。 

1. 舉辦高雄購物節。 

2. 以跨商圈虛實整合購物、跨商圈

行銷、跨商圈智慧公共服務三大

主軸，將高雄的食、宿、購、遊

、行服務整合建置，包含網站、

適地性導覽、智慧辦識、智慧導

購、智慧導客等方式，結合一卡

通等電子票證金流系統等。 

6 
教育局 

(體育處) 
5-4-54 

管理及設備 

---管理與活動 

十、2014 年高雄國際馬拉

松 

9,000,000 9,000,000 0 辦理 2014 年高雄國際馬拉松。 

7 文化局 19-1-86 

一、辦理文創產業與視

覺藝術推展 

（一）業務費 

4.一般事務費 

4,000,000 4,000,000 0 辦理國際性動漫等次文化相關創作推

廣活動。 

 

8 
文化局 

市立美術館
19-2-41 

活動與管理---業務管理

四、研究美術業務 

（一）業務費 

5,000,000 5,000,000 0 辦理高美館典藏品用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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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局 處 別 頁  數 科     目 預算金額 刪  減  數 刪減後預算數 說          明 

6. 一般事務費 

9 
文化局 

市立美術館
19-2-43 

活動與管理---業務管理

七、國際巨匠大展業務

11,075,000 11,075,000 0 辦理國際巨匠大展。 

10 
文化局 

圖書館 
19-3-59 

一、閱讀推廣活動計畫

（一）業務費 

4.一般事務費 

6,000,000 6,000,000 0 辦理國際書展 

11 
文化局 

圖書館 
19-3-59 

一、閱讀推廣活動計畫

（一）業務費 

4.一般事務費 

4,000,000 4,000,000 0 辦理書香推廣及推動市民終身閱讀風

氣等相關活動經費 

12 
文化局 

電影館 
19-5-26 

業務管理 

二、映演業務 

（一）業務費 

2.一般事務費 

8,000,000 8,000,000 0 辦理國際影片觀摩、推廣、影人交流

等城巿影展相關工作。 

13 
文化局 

電影館 
19-5-26 

業務管理 

二、映演業務 

（一）業務費 

2.一般事務費 

2,000,000 2,000,000 0 辦理國際短片觀摩競賽活動。 

14 
文化局 

電影館 
19-5-28 

業務管理 

三、推廣業務 

（一）業務費 

6,000,000 6,000,000 0 影像深耕及城巿行銷推廣工作經費。 

15 新聞局 13-1-36 

三、有線電視事業管理

與輔導 

   （二）業務費 

3,250,000 3,250,000 0 為記錄本市地方文化節慶影音節目，

強化地方節慶文化保存與推展，並豐

富本市公用頻道節目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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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局 處 別 頁  數 科     目 預算金額 刪  減  數 刪減後預算數 說          明 

3.一般事務費 

16 新聞局 13-1-36 

三、有線電視事業管理

與輔導 

   （二）業務費 

3.一般事務費 

2,550,000 2,550,000 0 為製作、剪輯呈現本市多元族群、文

化與社區特色節目，以充實本市公用

頻道節目之用。 

17 新聞局 13-1-36 

三、有線電視事業管理

與輔導 

   （二）業務費 

3.一般事務費 

3,204,000 3,204,000 0 為運用電子、平面、網路等媒體或戶

外廣告宣導等多元媒宣管道，宣導有

線電視收視權益、有線電視數位化與

本市公用頻道節目等之用。 

18 新聞局 13-1-36 

三、有線電視事業管理

與輔導 

   （二）業務費 

 3.一般事務費 

600,000 600,000 0 辦理本市有線電視收視戶滿意度調查

費之用。 

19 新聞局 13-1-48 

新聞服務—綜合宣傳 

八、辦理都市行銷活動 

(二)業務費 

1.一般事務費 

7,000,000 7,000,000 0 辦理本市跨年晚會。 

20 新聞局 13-1-48 

新聞服務—綜合宣傳 

八、辦理都市行銷活動 

(二)業務費 

1.一般事務費 

3,000,000 3,000,000 0 辦理夏日高雄系列活動。 

21 
海洋局 

 

22-1-82 (二)業務費 

  5.一般事務費 

1,500,000 1,500,000            0 

 

辦理海洋博覽會等相關海洋活動費用

(海洋文化及科技教育展示推廣、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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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展、海洋食品及休閒產業展、環港

觀光船及藍色公路體驗)。 

22 

衛生局 10-1-78 衛生業務-醫政業務 

（一）業務費 

6、一般事務費 

1,962,400 1,962,400 0 辦理老人免費裝置假牙媒體網路廣播

行銷通路活動費等。 

23 都發局 23-1-111 都市發展計畫業務-都

市規劃設計及更新業務

七、都市設計應用碳排

放量生態績效評估規

劃案 

2,000,000 2,000,000 0 「都市設計應用碳排放量生態績效

評估規劃案」，該項預算係新增。 

24 都發局 23-1-115 都市發展計畫業務-都

市規劃設計及更新業務

十三、南高屏跨域加值

經貿廊帶先期規劃 

8,000,000 8,000,000 0 「南高屏跨域加值經貿廊帶先期規

劃」，該項預算係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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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局 處 別 頁  數 科     目 預算金額 刪  減  數 刪減後預算數 說          明 

25 民政局 3-1-74 

區域行政 

-區域監督業務 

（二）業務費 

4.一般事務費 

   13,000,000     6,500,000     6,500,000 辦理左營萬年季地方特色活動。 

 

26 社會局 8-1-86 

二、補助人民團體 

(一)獎補助費 

1.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5,349,000 2,675,000 2,674,000

獎勵本市人民團體辦理活動之補助費

。 

27 社會局 8-1-93 

(二)業務費 

7.一般事務費 

900,450 450,000 450,450

1.辦理社區發展業務文具紙張，印刷

法令及相關表件。 

2.訂購相關期刊、書籍等分送社區參

閱。 

3.參加社區發展相關活動等各項費用

。 

4.舉辦社區發展相關活動及講習各項

雜支。 

28 社會局 8-1-94 

(四)獎補助費 

1.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3,864,000 1,932,000 1,932,000

補助社區辦理各項福利活動、

進行社區研究計畫、社區服務

專案計畫、全國民俗育樂觀摩

活動及工作人員觀摩、研習等

費用。 

29 勞工局 16-1-52 

一、輔導工會組織 

(二)獎補助費 

1.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3,375,000 1,688,000 1,687,000 補助本市各工會聯合組織辦理五一勞

動節優良（模範）會員表揚及獎勵（

旅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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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局 處 別 頁  數 科     目 預算金額 刪  減  數 刪減後預算數 說          明 

30 勞工局 16-1-52 

二、模範勞工選拔及表

揚 

(一)業務費 

6.委辦費 

309,800 155,000 154,800 辦理模範勞工及工會表揚活動。 

31 勞工局  

二、模範勞工選拔及表

揚 

(一)業務費 

6.委辦費 

1,260,000 630,000 630,000 辦理模範勞工國外旅遊活動(含本局

隨行工作人員 2 名)。 

32 
勞工教育生

活中心 
16-5-34 

三、勞工博物館 

(一)業務費 

7.委辦費 

906,000 453,000 453,000 辦理博物館各項推廣、宣導教學作業

(含座談、講座、表演、語音導覽等

費用)。 

33 經發局 6-1-74 

產業服務 

(二)業務費 

7.一般事務費 

6,000,000     3,000,000     3,000,000 高雄市數位內容創意中心營運管理相

關費用，包含場域經管人員薪資、中

心設施維護與增購、服務進駐廠商、

以及辦理相關活動經費(含配合款

500 萬元)。 

34 經發局 6-1-105 

招商行政 

(二)業務費  

7.一般事務費 

8,000,000     4,000,000     4,000,000 亞洲新灣區及自由經濟示範區專案招

商： 

因應亞洲新灣區多項公共建設逐步完

成及多功能經貿園區土地開發進程，

配合自己經濟示範區政策利基，整合

及建構招商平台與服務窗口，並依產

業及區位之不同需求擬定適合之開發

模式，擴大辦理招商活動，建設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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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局 處 別 頁  數 科     目 預算金額 刪  減  數 刪減後預算數 說          明 

域為高雄經貿服務之核心區域，進一

步促成高雄產業多元化與帶動城市經

濟轉型。 

35 
教育局 

(體育處) 
5-4-48 

管理及設備---管理與活動 

四、端午龍舟競賽 

6,000,000 3,000,000 3000,000 辦理端午龍舟競賽 

36 文化局 19-1-69 

一、辦理文化資產維護

與營運 

（一）業務費 

6.一般事務費 

1,200,000 600,000 600,000 辦理本巿社區營造推動、社區調查及

社區觀摩活動費用。 

37 文化局 19-1-85 

一、辦理文創產業與視

覺藝術推展 

（一）業務費 

4.一般事務費 

4,000,000 2,000,000 2,000,000 配合流行音樂中心中央軟體建置計畫

、辦理流行音樂推廣、創作及行銷等

之用。 

38 
文化局 

圖書館 
19-3-46 

圖書管理---開放閱覽 

一、館舍營運暨閱覽服

務 

（一）業務費 

13 一般事務費 

9,500,000 4,750,000 4750,000 辦理城市閱讀、館藏資源講習、館內

閱覽服務經費及其相關人員培訓等費

用。 

39 
文化局 

歷史博物館
19-4-32 

二、 推廣行銷業務 

（二）業務費 

4.一般事務費 

976,000 488,000 488,000 辦理教育推廣活動經費。 

 

40 
文化局 

歷史博物館
19-4-32 

二推廣行銷業務 

（二）業務費 

4.一般事務費 

7,000,000 3,500,000 3,500,000 推廣與扶植本市特有無形文化資產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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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局 處 別 頁  數 科     目 預算金額 刪  減  數 刪減後預算數 說          明 

41 
文化局 

歷史博物館
19-4-32 

二、推廣行銷業務 

（二）業務費 

4.一般事務費 

7,000,000 3,500,000 3,500,000 推廣教育與傳統偶戲活動經費。 

42 
文化局 

電影館 
19-5-26 

業務管理 

二、 映演業務 

（一）業務費 

2.一般事務費 

4,726,000 2,363,000 2,363,000 協助電影藝文及影展行銷推廣活動等

費用 

43 海洋局 22-1-82 

(二)業務費 

  5.一般事務費 

1,000,000 500,000 500,000 參加國際遊艇展佈展、宣傳行銷、製

作文宣品、辦理說明會等相關活動費

用。 

44 海洋局 22-1-82 

(二)業務費 

5.一般事務費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本市辦理 2014 台灣國際遊艇展展前

作業費用(含刊登國外專業媒體宣傳

行銷、刊登國內外媒體廣告徵求廠商

參展、機場或車站燈箱廣告、架設網

站、印製文宣品等)。 

45 海洋局 22-1-83 

(二)業務費 

5.一般事務費 

4,000,000 2,000,000 2,000,000 辦理「2014 台灣國際遊艇展」之佈

展、宣傳行銷、印製文宣品、遊艇運

送與吊放等費用。 

46 海洋局 22-1-83 
(二)業務費 

5.一般事務費 

1,500,000 750,000 750,000 辦理海洋產業發展、參加國際郵輪會

展及水上遊憩活動推廣等。 

47 海洋局 22-1-83 

(二)業務費 

5.一般事務費 

2,000, 000 1,000,000 1,000,000 本市辦理 2015 台灣國際遊艇展展前

作業費用(含刊登國外專業媒體宣傳

行銷、刊登國內外媒體廣告徵求廠商

參展、機場或車站燈箱廣告、架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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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局 處 別 頁  數 科     目 預算金額 刪  減  數 刪減後預算數 說          明 

站、印製文宣品等)。 

48 海洋局 22-1-91 
(三)獎補助費 

1.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4,000,000 2,000,000 2,000,000 捐助本市各區辦理相關海洋文化節慶

活動費用。 

49 觀光局 25-1-59 

觀光行銷管理 

（二）業務費 

6.一般事務費 

6,000,000 3,000,000 3,000,000 辦理觀光多元化行銷、網路廣告、媒

體廣告、廣告看板等費用。 

50 觀光局 25-1-60 

觀光行銷管理 

（二）業務費 

6.一般事務費 

5,000,000 2,500,000 2,500,000 辦理高雄觀光行銷推廣會、推介活動

、記者會活動、表演活動、宣傳等費

用。 

51 觀光局 25-1-60 

觀光行銷管理 

（二）業務費 

6.一般事務費 

6,000,000 3,000,000 3,000,000 參加國內外旅展高雄館亮點佈展，攤

位租金、展場特色規劃佈置、創意主

題行銷活動、宣傳措施等費用。 

52 觀光局 25-1-60 

觀光行銷管理 

（二）業務費 

6.一般事務費 

1,200,000 600,000 600,000 拓展建置國內外高雄觀光行銷推廣服

務據點、辦理開發客源及旅客量增行

銷推廣活動等費用。 

53 觀光局 25-1-63 

觀光產業管理 

（二）業務費 

6.一般事務費 

2,513,000 1,257,000 1,256,000 民宿、觀光工廠、農漁特產等產業結

合特色觀光輔導推廣計畫及營造故事

旅遊亮點等經費。 

54 觀光局 25-1-64 

觀光產業管理 

（二）業務費 

6.一般事務費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行銷本市夜間觀光，結合本市夜間特

色旅遊景點、商家及藝文表演，規劃

特色遊程及活動等相關經費。 

55 觀光局 25-1-67 
觀光活動推展 

（二）業務費 

4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辦理 2015 高雄燈會藝術節活動等相

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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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局 處 別 頁  數 科     目 預算金額 刪  減  數 刪減後預算數 說          明 

6.一般事務費 

56 觀光局 25-1-67 

觀光活動推展 

（二）業務費 

6.一般事務費 

4,500,000 2,250,000 2,250,000 辦理 2014 年內門宋江陣活動等相關

經費。 

57 觀光局 25-1-67 

觀光活動推展 

（二）業務費 

6.一般事務費 

7,000,000 3,500,000 3,500,000 辦理本市城市亮點、重建區景觀特色

活動，如美麗島星光大道、甲仙及那

瑪夏等區觀光推展計劃等相關經費。 

58 觀光局 25-1-67 

觀光活動推展 

（二）業務費 

6.一般事務費 

7,000,000 3,500,000 3,500,000 辦理田寮月世界奇幻節活動。 

59 觀光局 25-1-84 

動物園管理 

（二）業務費 

12.一般事務費 

2,500,000 1,250,000 1,250,000 為推廣動物園自然保育及科普教育，

規劃辦理系列活動及加強動物園行銷

。 

60 觀光局 25-1-85 
動物園管理 

（二）業務費 

12.一般事務費 

560,000 280,000 280,000 舉辦各項推廣教育業務所需相關費用

。 

61 觀光局 25-1-85 

動物園管理 

（二）業務費 

12.一般事務費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辦理動物園夜間開放，規劃特色夜間

主題展演及活動等相關經費。 

62 環保局 11-1-97 

土壤及水汙染管理防治-

土壤及水汙染管理防治 

一、水汙染防治 

（二）業務費 

6,167,000 3,084,000 3,083,000 1、高雄地區河川污染整治推動計畫

，委託顧問公司或研究機構進行水

質檢測調查及教育宣導、水污染管

制、緊急應變通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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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局 處 別 頁  數 科     目 預算金額 刪  減  數 刪減後預算數 說          明 

5、委辦費 2、辦理執行許可登記、建檔管理、

水污染防治各項許可審查、查核污

染源資訊電子化作業。 

63 環保局 11-1-99 

土壤及水汙染管理防治-

土壤及水汙染管理防治 

二、飲用水管理 

（一）業務費 

4、委辦費 

2,536,500 1,268,500 1,268,000 辦理飲用水稽查採樣水質檢測、加水

站水源供應許可證審查核發及網路建

檔事宜。 

64 環保局 11-1-122 

垃圾集運與清潔維護-垃

圾及運管理 

八、資源回收工作計畫 

（二）業務費 

4、委辦費 

12,308,000 6,154,000 6,154,000 1、辦理資源回收站、應回收廢棄物

回收處理業及責任業者、販賣業等

稽查取締工作（6,258,000 元）。 

2、委託辦理資源回收站形象改造等

評比工作（4,000,000 元）。 

3、辦理資源回收創意宣導活動（

2,050,000 元）。 

65 工務局 7-1-71 

建築管理－建照審查及

施工公安使用管理 

七、推動高雄厝建築環

境改造計畫 

（一）業務費 2.委辦費 

11,300,000 5,650,000 5,650,000 推動高雄厝建築環境改造計畫委辦費

。 

66 
都市發展

局 
23-1-80 

都市發展業務－社區營

造業務 

三、社區環境及建築風

貌營造計畫 

2,400,000 1,200,000 1,200,000 1.委託辦理「高雄市建築風貌及環境

景觀改造計畫輔導案」140 萬元。 

2.委託辦理「建築風貌營造暨開發資

料成果加值分析與建置案」1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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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局 處 別 頁  數 科     目 預算金額 刪  減  數 刪減後預算數 說          明 

（一）業務費  

3.委辦費 

元。 

   刪減數總計  286,269,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