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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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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吳銘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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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委員會專門委員姜愛珠、

工務委員會專門委員林愛倫、法規研究室主任

許進興、議事組主任曾癸開、議事組簡任秘書

李侑珍 

請  假：市政府－副市長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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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育豪、許進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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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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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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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議員金晏 

陳議員明澤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 

答詢人員： 

許代理市長立明 

工務局蔡局長長展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社會局姚局長雨靜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海洋局林局長英斌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水利局韓代理局長榮華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主計處張處長素惠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谷縱˙喀勒芳安主任委員 

地政局黃局長進雄 

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交通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案由：請審議「107 年度月世界多功能服務設施新建工程」

等 5 案，中央核定總工程經費 1 億 4,500 萬元(交通部

觀光局補助 8,145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5,430 萬元、自

償款 925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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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為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辦理 107

年度「國定古蹟下淡水溪鐵橋(高雄端)管理維護」總

經費計新台幣 215 萬元（中央補助款 150 萬 5,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64 萬 5,0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

辦理。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核定市政府 107 年度「高雄

市鹽埕區行政中心大樓老舊空調系統改善計畫」案補

助 40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100 萬元，共計 500 萬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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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市政府辦理「高雄市共同管

道系統第二次通盤檢討」補助款及市政府自籌配合

款，合計新台幣 1,15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補助市政府「一百零七年至一百零九年

提升道路品質—推動騎樓整平計畫」，107 年擬申請

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850 萬元整(中央補助經費新台幣

697 萬元(約 82%)，地方自籌經費新台幣 153 萬元(約

18%))，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4 

發言議員 

  吳議員益政 

說明人員 

  工務局蔡局長長展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工務局(新工處)辦理「岡山區高 28 與高 29

聯絡道(水庫路及大莊路)拓寬改善工程」107 年度所需

經費 1 億 7,787 萬 3,000 元(工程管理費及施工費)，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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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有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第 93 期重劃區聯

外道路鳳山區瑞興路拓寬工程」，所需經費合計 3,122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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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有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前鎮區中山四路

東側前鎮運河銜接凱福街人行景觀橋工程」，所需經

費合計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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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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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核定「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提升道路品質-公共環境改善計畫」補助橋頭

區公所辦理「高雄市橋頭區白樹里興樹路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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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計 179 萬 7,385 元整(中央補助款：147 萬 3,856

元，地方配合款：32 萬 3,529 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

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提升

道路品質（內政部）-公共環境改善計畫」第二次競爭

型-「高雄市阿蓮區仁愛路路面改善工程」總經費新台

幣 2,000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補助阿蓮區公所辦理「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 -提升道路品質（內政部） -公共環境改善計

畫」第二次競爭型-「高雄市阿蓮區民權路、民族路及

成功街路面改善工程」總經費新台幣 2,900 萬元，擬

請同意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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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有關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六龜區公所辦理「提

升道路品質建設計畫(公路系統)」政策輔導型-「六龜

區光復路（高 131 線 0K+000~0K+450）街景及纜線改

善工程」總經費新台幣 2,000 萬元，擬請同意採墊付

方式辦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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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交通部公路總局「提升道路品質建設計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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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系統）」工程經費補助案，核定總經費共 1 億 6,188

萬 5,000 元，請准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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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辦理「苓雅區海

邊路(苓安路-五福路)人行環境改善工程」、「鳳山區

國泰路(三多路至五甲路)人行環境改善工程」、「岡

山區河華路、巨輪路人行環境改善工程」、「前鎮區

中華五路(新光路至正勤路)人行環境及景觀改善工

程」工程經費，核定費用共 1 億 5,041 萬 4,000 元，請

准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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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有關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市政府辦理「愛河連接

蓮池潭既有自行車道整建計畫」工程經費，核定費用

共 6,000 萬元，請准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9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地方政府強化地方工

業區公共設施工程」第二階段經費補助案，核定經費

共 4 億 2,565 萬元，請准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0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交通部公路總局「提升道路品質建設計畫（公

路系統）」工程經費補助案，核定經費共 9,541 萬

元，請准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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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1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地方政府強化地方工

業區公共設施工程」經費補助案，核定經費共 5 億

2,405 萬元，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發言議員 

  吳議員益政 

  黃議員柏霖 

  邱議員俊憲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工務局蔡局長長展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2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為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配合『國道 10

號燕巢交流道改善工程』之連絡道路新增及改善工程

案，第 1 階段新闢聯絡道，提請墊付新台幣 6,839 萬

8,483 元作業案。 

發言議員 

  高議員閔琳 

說明人員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黃處長榮慶 

決議：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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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其他事項 

一、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0 時 43 分向大會報告：現在有市

民徐炳和君等 2 人在旁聽席旁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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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時 50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

間，俟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質詢完畢後再行散

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戊、散會：下午 3 時 5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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