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3 日上午 9 時 (中午 12 時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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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蕭永達等 65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黃紹庭
列 席：市政府－代理市長許立明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陳順利、副秘書長陳導民、內政委員會
專門委員吳宜珊、社政委員會專門委員傅志
銘、法規研究室主任許進興、議事組簡任秘書
李侑珍、議事組主任曾癸開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及蔡副議長昌達分別主持
記

錄：蘇美英、管幼生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26 次至第 31 次會議紀錄，
經大會認可確定。
三、今天下午開始二三讀會，在各位同仁桌上有「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審查意見一覽表」，二三讀會時就按其安排之
期日來進行，如內政類與社政類 5 月 3 日審議；財經類 5
月 4 日審議；教育類與農林類 5 月 7 日審議；交通類與工
務類 5 月 8 日審議；法規類 5 月 9 日審議，其餘尚待(未)
審議之議案，均於 5 月 10 日以後的二三讀會議程來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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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質詢事項
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鄭議員光峰
何議員權峰
張議員漢忠
許議員崑源
答詢人員：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許代理市長立明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
經濟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市政府趙秘書長建喬
警察局何局長明洲
工務局蔡局長長展
都市發展局王局長啟川
水利局韓代理局長榮華
勞工局李局長煥熏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3 類別：內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

案由：請審議有關中央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資安區域
聯防計畫，行政院核定 107 年度補助市政府 2,478 萬
6,000 元及配合款 1,062 萬 3,000 元，共計 3,540 萬
9,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說明人員：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內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消防局辦理「前瞻
計畫消防機關廳舍補強重建」計畫新台幣 5,293 萬
6,094 元，市政府配合款新台幣 934 萬 1,667 元，合計
新台幣 6,227 萬 7,761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黃議員柏霖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

類別：內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案由：請審議民政局「107 年度強化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
域聯防計畫」內政部補助款 3,419 萬 6,000 元及地方配
合款 1,465 萬 5,000 元，合計 4,885 萬 1,000 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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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

類別：內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補助本市各區公所「公共服務據點整備
及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有關地方政府辦公廳舍、村
（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經
費合計 1 億 4,209 萬 5,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內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警政署)補助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
局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計畫」-「新濱派出所廳舍耐震
補強工程」，第 1 期原核定補助經費共 152 萬元（中
央補助款 129 萬 2,000 元，地方配合款 22 萬 8,000
元），現修正核定補助經費為 619 萬 4,000 元(中央補
助款修正為 526 萬 5,000 元，地方配合款修正為 92 萬
9,000 元)，合計增加 467 萬 4,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內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辦理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增聘高雄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 6 名專業輔導人力
107 年(7 月-12 月) 中央補助款新台幣(以下同)67 萬
6,770 元，地方配合款 101 萬 5,156 元，合計 169 萬
1,926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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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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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決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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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辦理「107 年度高雄市美濃客家文物館活化計畫」
新臺幣 240 萬元，市政府自籌 46 萬元，合計新臺幣
286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 107 年度生育津貼調整發放金額，新增
經費 1 億 2,217 萬 3,000 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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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公共
服務據點整備之公有社會福利機構及老人活動中心耐
震補強及整建計畫」之左營區老人活動中心耐震補強
工程，中央補助 300 萬元，市政府自籌款計 53 萬元，
總計 353 萬元，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預算，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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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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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甲仙區公所辦理「高雄市
甲仙區關山社區活動中心防漏工程」總經費計 250 萬
元(補助款 175 萬元及自籌配合款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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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獲衛生福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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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第 1 期（107 年）第 2 階段
補助經費 470 萬元及配合自籌款 420 萬 923 元，計
890 萬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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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衛生福利部 107 年度補助市政府社會局推動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計 1,134 萬 3,880 元，市政府
自籌配合款計 1,701 萬 5,821 元，總計 2,835 萬 9,701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3 類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辦理「茂林區市道高 132 線道路改善工程」，經費計
新台幣 2,643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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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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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原住民
部落營造（第一期）」，茂林區多納部落文化建康站
周邊道路及排水設施改善等 4 件工程，經費計新台幣
1,700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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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與教育部核定補助市政
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及地方政府自籌配合款辦理『107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實施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375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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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辦理 107 年度社區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
計畫，其經費計新台幣 278 萬 8,938 元整(中央補助款
251 萬 44 元、地方配合款 27 萬 8,894 元)，因 107 年
度額度未及編列經費計新台幣 36 萬 8,894 元（中央補
助款資本門 9 萬元、地方配合款 27 萬 8,894 元），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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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原民部落
營造-部落之心示範點建置補助計畫」經費計新台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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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3,529 萬 4,118 元整(中央補助款 3,000 萬元，地方配
合款 529 萬 4,118 元)，因未及納入 107 年度預算額
度，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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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高雄市政府原住民
事務委員會辦理「107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造
景計畫」，桃源區往勤和避難屋道路護欄及路面改善
工程，經費計新台幣 250 萬元，其中未及編列 135 萬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谷縱･喀勒芳安主任委員
決議：同意辦理。
丁、其他事項
一、主席蔡副議長昌達於上午 10 時 55 分向大會報告：現在有
市民李政憲君在旁聽席旁聽，請鼓掌表示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2 時 29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
俟許議員崑源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戊、散會：下午 3 時 3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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