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7 日上午 8 時 59 分 (中午 12 時 37
分休息，下午 3 時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康裕成

副議長蔡昌達

議員張勝富等 63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顏曉菁、黃紹庭
議員陳美雅(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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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員會專門委員江聖虔、
農林委員會專門委員李石舜、法規研究室主任
許進興、議事組主任曾癸開

請 假：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處長吳瑞川(由副處長林志東代理)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及蔡副議長昌達分別主持
記

錄：李依璇、李昭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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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
確定。
乙、質詢事項
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陳議員信瑜
張議員豐藤
黃議員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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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議員玲妏
答詢人員：
都市發展局王局長啟川
史副市長哲
許代理市長立明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
經濟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柯主任委員芷伶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稅捐稽徵處李處長瓊慧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新聞局張局長家興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營
造休閒運動環境－高雄市立運動場館無障礙設施改善
計畫」，107 年度補助款及配合款合計 2,339 萬 5,764
元整，擬先行墊支執行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體育處周處長明鎮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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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鳳山運動園區設施改造計畫」市政府自籌經
費 1 億 1,963 萬 4,000 元整，擬先行墊支執行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二次發言)
張議員漢忠
說明人員：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體育處周處長明鎮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 107 年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經費，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 1,018 萬 381 元整，擬先
行墊支執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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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教育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106-107 年公共
圖書館作為社區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補助款
（1,228 萬 3,000 元）及地方配合款（526 萬 5,000
元）總計新臺幣 1,754 萬 8,000 元，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度預算，擬先行墊付執行案。
說明人員：
高雄市立圖書館潘館長政儀
決議：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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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度文化資產保存修復及管理維護計畫(B 類)等
14 案，補助款 2,275 萬 600 元及配合款 816 萬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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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共計新台幣 3,091 萬 1,000 元整，因 107 年度預算
並未編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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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有關國家人權博物館補助本市辦理 107 年度
「公民參與〃轉型正義―高雄市人權歷史推廣計
畫」，補助款(60 萬元）及配合款(25 萬 7,200 元）共
計新台幣 85 萬 7,200 元整，因 107 年度預算未及編
列，擬先行墊付執行案。
說明人員：
文化局尹局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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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 107 年度地方
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藝文場館營運升級(表
演空間類)-「皮影薈萃-高雄市皮影戲館營運升級計
畫」補助款 350 萬元及配合款 150 萬元，共計新台幣
500 萬元整，因 107 年度預算並未編列，擬先行墊付
執行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文化局尹局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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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
度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之「藝文教育扎
根計畫」補助款 150 萬元及配合款 64 萬 3,000 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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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新台幣 214 萬 3,000 元整，因 107 年度預算並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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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度文化資產保存修復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C、D
類)等 10 案，補助款 192 萬 2,800 元及配合款 85 萬
200 元，共計新台幣 277 萬 3,000 元整，因 107 年度預
算並未編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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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案由：請審議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
台幣 1,500 萬元整分二年辦理「中芸漁港避風泊地碼
頭改善工程」，請同意市政府先行提列 107 年度(第一
年)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各新台幣 400 萬元，合計新台
幣 800 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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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政府海洋
局新台幣 115 萬 3,152 元辦理「流域綜合治理計畫-水
產養殖排水」項下清淤工作，提列 107 年度補助款新
台幣 115 萬 3,152 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32 萬 5,248 元合
計新台幣 147 萬 8,400 元，擬先行墊付執行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8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案由：請審議經濟部(對應部會：漁業署)核定補助市政府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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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新台幣 6 億 1,908 萬元(另配合款 1 億 8,492 萬元)自
107~109 年度止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等 7
案，提列 107 年度(規劃設計及工程費)補助款新台幣 2
億 1,388 萬 8,000 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6,866 萬元合計新
台幣 2 億 8,254 萬 8,000 元,擬先行墊付執行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說明人員：
海洋局林局長英彬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9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案由：請審議經濟部補助市政府海洋局辦理「105 年度地方
產業發展基金-高雄市彌陀區虱目魚虱想起-海味漁鄉
產業輔導計畫」，107 年度補助款計新台幣 40 萬元，
市政府配合款新台幣 60 萬元，合計新台幣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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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水利局
辦理「坔埔排水水質淨化工程規劃及細設計畫」、
「坔埔排水水質淨化工程」2 案，中央補助款經費新
臺幣 2,154 萬 1,000 元及市政府配合款經費新臺幣
1,436 萬 1,000 元，總計新臺幣 3,590 萬 2,000 元，擬
先行墊付執行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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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韓代理局長榮華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
「流域綜合治理計畫（第三期）-雨水下水道」之「高
雄市十全滯洪公園工程」、「大寮和發產業園區聯外
道路雨水下水道工程」等兩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1 億 8,013 萬 5,000 元，其中中央補助款 1 億 4,050 萬
5,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3,963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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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經濟部同意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
理改善計畫」107 年度生態檢核工作，所需經費共計
新台幣 525 萬 6,000 元，中央補助 410 萬，市政府自
籌 115 萬 6,000 元乙案，擬先行墊付執行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喬如
說明人員：
水利局韓代理局長榮華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經濟部由用水端收費轉撥市政府水利局辦
理「促進民間參與高雄市鳳山溪污水處理廠放流水回
收再利用案之興建、移轉、營運（BTO）計畫」營運
期間委託營運費 5,436 萬 5,000 元，擬先行墊付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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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流
域綜合治理計畫-雨水下水道」-「高雄市梓官區中正
路抽水站新建工程」，補辦增加預算 6,727 萬 7,000
元（中央補助款 5,247 萬 6,000 元、地方配合款 1,480
萬 1,000 元）乙案，擬先行墊付執行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核定「全國水環境計畫」第二批次
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愛河再造計畫」、「愛河沿
線污水截流系統污水管線檢視及整建計畫」、「中區
污水處理廠功能提升計畫」等共 3 項計畫，經費新臺
幣 9,880 萬 4,000 元（中央補助款 8,110 萬元整、市政
府配合款 1,770 萬 4,000 元），擬先行墊付執行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5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助本年度(107 年)市政
府水利局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水與發
展）再生水工程推動計畫「臨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
程」， 經費新臺幣 1,848 萬元(中央補助款 1,700 萬
元，市政府配合款 148 萬元)，擬先行墊付執行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麗娜
李議員順進
說明人員：
水利局韓代理局長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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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6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
「高雄市全國水環境水質改善業務支援計畫」、「高
雄市全國水環境清淨河面計畫」等 2 案，中央補助款
經費新臺幣 1,724 萬 8,000 元及市政府配合款經費新臺
幣 486 萬 5,000 元，總計新臺幣 2,211 萬 3,000 元，擬
先行墊付執行案。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人民請願案
編號：1 類別：農林 請願人：社團法人高雄市關懷流浪動物協會
案由：建請高雄市動物保護處秉持政府透明公開原則，評估
動物收容所動物健康狀況，不得以不透明公開之方式
決定實施安樂死，以保障動物生命權。
發言議員：
陳議員麗娜(二次發言)
邱議員俊憲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農業局鄭局長清福
農林委員會鍾第一召集人盛有
決議：
一、建請市府修正「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動物安寧小組標準
作業程序」，小組委員其第三公正單位之代表數應高
於市府代表。
二、餘送請市府研究辦理並向本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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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其他事項
一、主席蔡副議長昌達於上午 8 時 59 分向大會報告：現在有大
鳳地區居民權益關懷協會一行人，由洪金枝理事長帶領在
旁聽席旁聽，請鼓掌表示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二、主席蔡副議長昌達於中午 12 時 6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
俟周議員玲妏發言完畢後再行散會，請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
三、主席康議長裕成提，就人民請願案業經在場同仁發表意
見，並由農業局鄭局長清福及農林委員會鍾第一召集人盛
有說明後，詢以『建請市府修正「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動物
安寧小組標準作業程序」，小組委員其第三公正單位之代
表數應高於市府代表，餘送請市府研究辦理並向本會報
告。』之議決有無異議案。
（無異議通過）
戊、散會：下午 4 時 4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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