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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6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6 日上午 10 時 47 分(中午

12 時 18 分休息，下午 3 時 1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康裕成  副議長蔡昌達 

議員許慧玉等 64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許崑源 

議員林瑩蓉(病假) 

列  席：市政府－局長范巽綠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陳順利、專門委員江聖虔、涂靜

容、法規研究室主任許進興、議事組主

任曾癸開 

主  席：康議長裕成 

記 錄：葉秋蓉、李昭蓉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紀錄，經大

會認可確定。 

乙、討論事項： 

    二、三讀會 

    一、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2  類別：財經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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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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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蔡議員金晏 

高議員閔琳 

林議員宛蓉 

張議員漢忠 

張議員豐藤 

羅議員鼎城 

黃議員柏霖 

吳議員益政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 

俄鄧‧殷艾議員 

鄭議員光峰 

黃議員香菽 

王議員耀裕 

黃議員紹庭 

許議員慧玉 

陳議員美雅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新聞局張局長家興 

本會教育委員會第二召集人林議員芳如 

文化局尹局長立 

教育局會計室朱主任裕祥 

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劉科長靜文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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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交通委會員第一召集人陳議員玫娟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決議：歲出部門─ 

新聞局第 10 頁至第 29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

議，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高雄廣播電臺第 8 頁至第 16 頁：照案通過。 

文化局第 31 頁至第 74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

議，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教育局第 14 頁至第 17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

議，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體育處第 16 頁至第 35 頁：照案通過。 

社會教育館第 12 頁至第 21 頁：照案通過。 

家庭教育中心第 9 頁至第 15 頁：照案通過。 

觀光局第 25 頁至第 50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

議，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捷運工程局第 9 頁至第 13 頁：除第 10 頁非營

業特種基金捷運建設基金─獎補助費─對特種

基金之補助─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預算數

2,431,000 千元，刪減 1,970,850 千元擱置外，

其餘照案通過。 

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第 11 頁至第 16 頁：除第

11 頁基金來源明細表─政府撥入收入─公庫

撥款收入 ─環狀輕軌捷運建設預算數

2,431,000 千元，刪減 1,970,850 千元與第 14

頁基金用途明細表─輕軌運輸系統建設─投資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其他非理財目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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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投資─第二階段 C14-C1 路段 1,970,850

千元等二筆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 

三讀決議：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第 12 頁至第

22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第 6 頁至第 9 頁：照案通

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教育局第 9 頁至第 77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市立空中大學第 7 頁至

第 36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第 6 頁至第 17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高中職、啟智學校及特殊學校教育發展

基金均比照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照案通

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小港國民中學第 7 頁至

第 14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國民中學比照小港國民中學：照案通

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獅湖國民小學第 6 頁至

第 13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國民小學除中壇國小公共關係費其中 4

千元不列入分配數外，其餘比照獅湖國民小

學：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市立仁武幼兒園

第 5 頁至第 8 頁：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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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幼兒園比照高雄市市立仁武幼兒園：照案

通過。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第 8 頁至第

18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議，如審議結果明

細表) 

    編號：1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補助高雄市政府辦理「澄清

湖棒球場室內漏水改善計畫」經費 3,850 萬元，

市政府自籌款 1,226 萬元，總經費 5,076 萬元，

擬先行以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

化基金會 105 年度決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3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

樂文化藝術基金會 105 年度決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4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

化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案。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5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

樂文化藝術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案。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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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6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高雄市立

美術館 106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預算案。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7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107 年度預

算案。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8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 106 年 9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預算案。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9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 107 年度預算

案。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10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106

年度多元閱讀推廣計畫」，地方配合款新臺幣

149 萬 6,087 元，因未及編列於 106 年度預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1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106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補助專案計畫」

地方相對配合款新臺幣 28 萬 7,000 元，因未及

編列於 106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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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2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106

年度公共圖書館閱讀設備升級實施計畫」，地方

配合款新臺幣 38 萬 1,884 元，因未及編列於 106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3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106 年

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資本門)高雄市

立歷史博物館 3 提案，補助款(632 萬元)及配合

款(270 萬 8,800 元)共計新台幣 902 萬 8,800 元

整，因 106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4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國定古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

所整體修復計畫第一期─前海軍明德訓練班修復

工程規劃設計案」，經費共計新台幣 2,060 萬元

整，因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5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南台灣影像美學體驗紮根計畫」，補助款(665

萬元)及配合款(114 萬 2,500 元)共計新台幣 779

萬 2,500 元整，因 106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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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  類別：交通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案由：請審議「106 年度觀音山公廁及周邊環境新建工

程」等 3 案，中央核定總工程經費 8,850 萬元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5,044 萬 5,000 元、市政府配

合款 3,363 萬元、自償款 442 萬 5,000 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交通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市政府辦理「美濃

湖環境空間品質改造工程」新臺幣 840 萬元，市

政府自籌 160 萬元，合計 1,000 萬元，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5 類別：交通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岡山區和平段 1195、 1196、

1197、1198 地號等 4 筆市有地，面積合計為

4,009.0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

售」案。 

    決議：同意辦理。  

    二、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107

年度博物館事業推展補助計畫-偶而相約-高雄市

皮影戲館與日本飯田市偶戲交流計畫」，補助款

(30 萬元）及配合款(12 萬 9,000 元）共計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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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萬 9,000 元整，因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高雄市岡山空軍眷村文化景觀活化及再利用計

畫」之屬 106 年度計畫，補助款(新台幣 1,40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350 萬元）共計新台幣

1,750 萬元整，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

化局「106 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

助計畫-高雄市路竹區疑似遺址新園遺址考古調

查研究計畫」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287 萬

6,000 元整，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市「2017 高雄貨櫃藝

術節─銀閃閃樂園計畫」補助款（新台幣 700 萬

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300 萬元）共計新台幣

1,000 萬元整，因 106 及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

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5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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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6 年

度高雄市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之「106

年高雄水岸文創廊帶串聯計畫」乙案，補助款

(3,510 萬元)及配合款(1,504 萬 2,858 元)共計新

台幣 5,014 萬 2,858 元整，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

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王議員耀裕 

說明人員： 

  文化局尹局長立。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6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07 年度預算

案。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丙、修正動議 

一、邱議員俊憲於上午 10 時 50 分，向大會提出新聞局

歲出預算，科目新聞服務─綜合宣傳，辦理高雄亮點

城市行銷活動等相關費用預算數 9,550 千元，針對原

委員會審查意見刪減 3,950 千元，提出書面修正動

議，建請大會按照原預算數 9,550 千元全數通過案，

並有鍾盛有議員及羅鼎城議員連署在卷，又經新聞

局張局長家興及本會教育委員會第二召集人林議員

芳如說明後，主席康議長裕成徵求現場議員舉手表

示意見，以 13 人同意，1 人反對，同意者多數，旋

即裁示，照原市府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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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邱議員俊憲於下午 3 時 4 分，向大會提出觀光局歲

出預算，科目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補助法

人、團體等配合市府前往國內外辦理觀光推廣活動

等費用預算數 1,000 元，針對原委員會審查意見全數

刪除，提出書面修正動議，建請大會照原預算數

1,000 元全數通過案，並有黃淑美議員、林富寶議

員、張文瑞議員連署在卷，又經黃議員柏霖、高議

員閔琳及曾議員俊傑發言，觀光局曾局長姿雯及本

會交通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玫娟說明後，主席

康議長裕成徵求現場議員舉手表示意見，以 16 人同

意，0 人反對，同意者多數，旋即裁示，照原市府提

案通過。 

三、邱議員俊憲於下午 3 時 20 分，向大會提出觀光局歲

出預算，科目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補助法

人、團體等開發新行程與推廣旅遊行程及旅客增量

等費用預算數 1,800,000 元，針對原委員會審查意見

送大會公決，提出口頭修正動議，建請大會同意照

原預算數 1,800,000 元全數通過案，經現場議員 4 人

附議後，主席康議長裕成徵求現場議員舉手表示意

見，以 11 人同意，4 人反對，同意者多數，旋即裁

示，照原市府提案通過。 

四、邱議員俊憲於下午 4 時 4 分，向大會提出捷運工程

局歲入預算，科目非營業特種基金─捷運建設基金─

公庫撥款收入─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預算數

2,431,000 千元，原委員會審查意見刪減 1,970,850 千

元，提出書面修正動議，建請大會同意照原預算數

2,431,000 千元全數通過，並有鍾盛有議員、俄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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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艾議員、郭建盟議員及張文瑞議員等 4 位連署在

卷。惟黃香菽議員於下午 5 時 12 分，向大會提出擱

置動議並經附議後，主席康議長裕成徵求現場議員

意見後，裁示本案擱置。 

丁、決定事項 

一、主席康議長裕成於審議「歲出部門─附屬單位預算高

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第12頁至第22頁；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第6頁至第9頁；高雄市教育發

展基金─教育局第9頁至第77頁；高雄市教育發展基

金─市空中大學第7頁至第36頁；高雄市教育發展基

金─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第6頁至第17頁；其餘各

高中職、啟智學校及特殊學校教育發展基金均比照

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小港

國民中學第7頁至第14頁；其餘各國民中學比照小港

國民中學；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獅湖國民小學第6

頁至第13頁；其餘各國民小學除中壇國小公共關係

費其中4千元不列入分配數外，其餘比照獅湖國民小

學；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市立仁武幼兒園第

6頁至第8頁；其他幼兒園比照高雄市市立仁武幼兒

園；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第8頁至第18

頁；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高雄市愛樂文化

藝術基金會、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高雄市立美術

館10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107年度預算、高雄市立圖書館106年9月1日至12月

31日預算、高雄市立圖書館107年度預算及高雄流行

音樂中心等有關預算案時，按照慣例繼續進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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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11點42分提，擬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預算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戊、散會：下午 5 時 3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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