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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4 日上午 10 時 44 分(下午 1 時 16

分休息，下午 3 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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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高閔琳等 63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許崑源、劉馨正 

議員林瑩蓉(病假) 

列 席：市政府－市長陳菊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陳順利、法規研究室主任許進興、專門

委員林愛倫、傅志銘、議事組主任曾癸開 

主 席：康議長裕成 

記 錄：夏萓嬨、李鳳玉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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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議員： 

  吳議員益政 

  黃議員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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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議員建盟 

  張議員漢忠 

  邱議員俊憲 

  陳議員美雅 

  蔡議員金晏 

  黃議員紹庭 

  李議員雅靜 

  陳議員麗娜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 

  高議員閔琳 

  陳議員玫娟 

  陳議員信瑜 

  林議員宛蓉 

  許議員慧玉 

  鄭議員光峰 

說明人員： 

  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土地開發處吳處長宗明 

  工務局趙局長建喬 

  社會局姚局長雨靜 

  社會局婦女及保護服務科劉科長蕙雯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姚主任昱伶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何科長秋菊 

  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方科長麗珍 

決議：歲出部門─ 

都市發展局第 24 頁至第 64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

議，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地政局第 19 頁至第 44 頁：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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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處第 11 頁至第 26 頁：照案通過。 

大寮地政事務所第 15 頁至第 25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地政事務所比照大寮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工務局第 22 頁至第 49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議，

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新建工程處第 17 頁至第 39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

議，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養護工程處第 21 頁至第 49 頁：照案通過。 

違章建築處理大隊第 6 頁至第 11 頁：照案通過。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第 21 頁至第 41 頁：照案通過。 

客家事務委員會第 13 頁至第 26 頁：照案通過。 

社會局第 30 頁至第 108 頁：照案通過。 

仁愛之家第 11 頁至第 20 頁：照案通過。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第 14 頁至第 21 頁：照案通過。 

無障礙之家第 13 頁至第 21 頁：照案通過。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第 16 頁至第 28 頁：照案通過。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第 9 頁至第 22 頁：照案

通過。 

歲出部門-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第 5 頁至第 59 頁：除第 10

頁 5521-N6 實物銀行-其他 3,700,000 元；第 11 頁

5521-N7 經濟弱勢市民醫療費用補助 -捐助個人

1,951,000 元；第 13 頁 5522-A3 推展弱勢兒童及家

庭發展業務-捐助國內團體 125,000 元；第 14 頁

5522-A4 辦理本市公辦民營托嬰及托育資源中心-

其 他 62,373,000 元 、 補 ( 協 ) 助 政 府 機 關

(構)12,796,000 元；第 17 頁 5522-B4 補助民間團體

辦理兒童及少年服務計畫-其他 168,000 元、捐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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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團體 255,000 元；第 20 頁 5522-D3 新住民家庭照

顧輔導-其他 5,048,000 元；第 21 頁 5522-D5 婦女

節慶活動-其他 400,000 元；第 23 頁 5522-D9 活絡

婦女福利據點功能-其他 2,150,000 元；第 26 頁

5522-F0 婦女生活需求狀況調查研究經費(提供相

關資料)；第 37 頁 5522-J5 委託團體辦理生活重建

及社區福利服務委辦費-捐助個人 43,323,000 元；

第 56 頁 5522-S0 辦理社區專案補助、培力及輔導

等相關計畫-捐助國內團體 5,059,000 元、5522-S1

辦理社造願培力中心-其他 3,502,000 元擱置外，其

餘照案通過。 

三讀決議：歲出部門-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第 9 頁至第 20 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住宅基金第 7 頁至第 17 頁：照案通過。(附帶

決議，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高雄市五甲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基金第 7 頁至第

15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第 8 頁至第 25 頁：照案通

過。 

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第 5頁至第

7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第 6 頁至第 10 頁：照案

通過。 

  編號：1   類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楠梓區慈雲寺旁銜接至 82 期重劃區道路開

闢工程」所需經費不足額 8,374 萬 1,000 元整，擬以

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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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類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 107 年度預算道路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暨徵

收費率案。 

    決議：以零費率徵收。 

  編號：3   類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工務局(新工處)辦理「104-107 年度生活

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林園公 12 北側道路開闢工

程」配合編列經費 1 億 3,480 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

辦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   類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市政府 106 年度社

區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計畫經費新台幣合計

237 萬 0,785 元整，因未及編列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

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類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

理「美濃菸葉輔導站後續周邊環境景觀改善計畫-美濃

湖排水河岸景觀改善工程」新臺幣 294 萬元，市政府

自籌 56 萬元，合計新臺幣 35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類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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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辦理「美濃永安聚落活化-邱義生夥房規劃設計

案」新臺幣 100 萬元，市政府自籌 19 萬 476 元，合

計新臺幣 119 萬 476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類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市杉林區公所辦

理「杉林客家信仰中心-樂善堂週邊客家生活環境改造

工程」新臺幣 1,658 萬 6,640 元，市政府自籌 315 萬

9,360 元，合計新臺幣 1,974 萬 6,000 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5   類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

家文化事務基金會 107 年度預算書。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二、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類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為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補助市政府辦理

107 年「新興中長程計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

用計畫(103 年~107 年)」總經費 945 萬 4,600 元，擬

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類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本市 107 年度「城鎮之心工程計畫」申請

補助計畫 1 億 2,500 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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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類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補助市政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數位建設」-地政資安防護計畫 107 年度經費新臺幣

2,700 萬元以及須自行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1,157 萬

1,000 元，總計新臺幣 3,857 萬 1,000 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附帶決議：區塊鏈技術運用在土地登記、管理及資安

的研究。 

    編號：4  類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市政府 107 年度「高雄市公

共設施管線調查暨系統建置（監審）第 9 期計畫」案

補助款及市政府自籌配合款差額合計新台幣 847 萬

2,000 元，擬以墊付方式辦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5  類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市政府 107 年度「高雄市 3D

公共設施管線整體規劃及應用示範系統建置」案補助

款及市政府自籌配合款，合計新台幣 700 萬元，擬以

墊付方式辦理。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6  類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九如二路(民族

一路至博愛一路)供給管線及人行環境改善工程」工程

經費，核定費用計 3 億 6,585 萬 4,000 元，請准以墊

付款方式辦理。 

決議：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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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7  類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為辦理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左營區華夏

路(重和路至崇德路)人行環境改善工程」、「鹽埕區七

賢三路(五福四路至必信街)人行環境改善工程」、「鳳

南路供給管線及人行環境改善工程」等工程經費，核

定費用共 1 億 1,217 萬元，辦理墊付款程序。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8  類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辦理「愛河沿線

周邊景觀再造工程」經費，核定補助費用共 7,692 萬

3,0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   類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辦理「高雄市美濃區第一戲院規劃設計」新臺幣

100 萬 8,000 元，市政府自籌 19 萬 2,000 元，合計新

臺幣 12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類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市政府社會局「增聘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社工人力實施計畫」1,069 萬 3,000 元，

市政府自籌款計 1,959 萬 159 元，總計 3,028 萬 3,159

元，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預算，擬先行墊支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類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市政府社會局「強化社會安全

網」兒少保護性社工人力 1,470 萬 2,000 元，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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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籌款計 1,518 萬 9,881 元，總計 2,989 萬 1,881 元，

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預算，擬先行墊支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類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補助高雄市辦理前瞻基礎建

設「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經

費計 5,353 萬 5,000 元，市政府自籌款計 2,552 萬 8,019

元，總計 7,906 萬 3,019 元，因未及納入 107 年預算，

擬先行墊支執行案。 

發言議員： 

 吳議員益政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社會局姚局長雨靜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5   類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零至二歲兒

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第 1 期（107 年）2,100 萬元，

及市政府配合自籌款 1,810 萬 5,972 元，總計 3,910 萬

5,972 元，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預算，擬先行墊支執

行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玫娟 

 康議長裕成 

說明人員： 

 社會局姚局長雨靜 

決議：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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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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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第 9 頁至第 20 頁；高雄市住

宅基金第 7 頁至第 17 頁；高雄市五甲國民住宅社區管理

維護基金第 7 頁至第 15 頁；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第 8

頁至第 25 頁；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

第 5 頁至第 7 頁；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第 6 頁至第

10 頁；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第 5 頁至第 59 頁」時提，

按照慣例繼續進行三讀，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2 時 43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

俟工務委員會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其他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3 時 55 分報告：現在有陳智美老師

帶領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學生等一行人蒞臨本會

旁聽席旁聽，請大家鼓掌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戊、散會：下午 4時 4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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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1 7 高雄市工益彩劵盈餘基金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頁 數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科      目 
預 算
金 額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10 5521-N6 實物銀
行 

服務費用 專業服
務費 

3,700 擱置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物

資資源媒合、管理、

倉儲及運用等費用。 

11 5521-N7經濟弱勢市

民醫療費用補助 

捐助、補

助與獎助 

捐助個
人 

1,951 擱置 補助經濟弱勢市民醫

療費用，本項經費總

計3,701千元，分別於

本局單位預算編列

1,750千元及本市公

益彩券 

盈餘基金編列 1,951

千元。 

13 5522-A3推展弱勢兒

童及家 

庭發展業務 

捐助、補

助與獎助 

捐助國內

團體 

125 擱置 補助團體辦理活動所

需教保險及課程等相

關費用。 

13 5522-A4辦理本市公

辦民營托嬰及托育資

源中心 

專業服務

費 

其他 62,373 擱置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公

共托嬰中心及育兒資

源中心人事、業務

費、開辦費 

等。 

14 5522-A4辦理本市公

辦民營托嬰及托育資

源中心 

捐助、補

助與獎助 

補 (協)助

政府機關 

( 

構) 

12,796 擱置 1.補助兒福中心辦理

育兒資源中心、三民

兒福公共托嬰中心、

補助社區、 

團體設置育兒資源服

務據點及推動育兒支

持服務業務等經費

10,421千元。 

2.補助兒福中心推動

育兒資源行動車

1,965千元。 

3.購置大型遊教具、

感統器材、儲櫃、辦

公設備、桌椅、視聽

用品、地墊 

等相關費用110千

元。(兒少科) 

4.育兒資源中心房屋

及設備修繕300千元。 

17 5522-B4補助民間團

體辦理兒童及少年服

務計畫 

服務費用 專業服務

費其他 

168 擱置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少

年代表培訓及參 

與。 

17 5522-B4補助民間團

體辦理兒童及少年服

務計畫 

會費、捐

助、補

助、分攤 

、照護、

救濟與交

捐助國內

團體 

255 擱置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兒

童及少年福利服 

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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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活動費

捐助、補

助與獎助 

20 5522-D3新住民家庭

照顧輔 

導 

專業服務

費 

其他 5,048 擱置 1.委託學術機構或民

間團體辦理新住民家

庭支持輔導、個案管

理服務、支 

持性措施及研究等費

用2,910千元。 

2.委託民間團體經營

管理高雄市路竹新住

民及婦女家庭服務中

心2,138千元。 

21 522-D5婦女節慶活

動 

服務費用 其他 400 擱置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婦

女節慶相關活動。 

23 5522-D9活絡婦女福

利據點 

功能 

專業服務

費 

其他 2,150 擱置 1.委託民間團體經營

管理婦女多元空間，

並提供婦女培力課

程、專線服務 

等相關費用1,200千

元。 

2.委託辦理婦女經濟

培力相關業務費 

950千元。 

26 5522-F0婦女生活需

求狀況 

調查研究經費 

  0  補資料。 

37 5522-J5委託團體辦

理生活重建及社區福

利服務委辦費 

捐助、補

助與獎助 

捐助個人 43,323 擱置 補助本市身心障礙者

安置身心障礙福 

利等機構日間托育及

住宿照顧或使用 

社區式服務等所需費

用，本項經費總 

計876,442千元，分別

於本局單位預 

算編列833,119千元

及本市公益彩券 

盈餘基金編列43,323

千元。 

56 5522-S0辦理社區專

案補助、培力及輔導

等相關計畫 

捐助、補

助與獎助 

捐助國內

團體 

5,059 擱置 辦理社區專案補助、

培力、輔導等相關計

畫推展經費。 

56 5522-S1辦理社造願

培力中心服務費用 

專業服務

費 

其他 3,502 擱置 委託民間團體、學校

辦理社造願景培 

力中心設置及推展社

區培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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