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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5 日上午 8 時 59 分(中午 12 時 44

分休息，下午 3 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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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李長生等 64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顏曉菁、劉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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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委員會專門

委員姜愛珠、衛生環境委員會專門委員陳月

麗、法規委員會專門委員劉義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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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蔡副議長昌達及邱議員俊憲分別主持 

記 錄：李昭蓉、李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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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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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議員英章 

許議員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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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議員俊傑 

林議員宛蓉 

答詢人員： 

楊副市長明州 

工務局蔡局長長展 

地政局黃局長進雄 

許代理市長立明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谷縱･喀勒芳安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趙秘書長建喬 

警察局何局長明洲 

經濟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丙、討論事項 

二、三讀會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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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文化資

源司)第一階段(第 1 次)補助計畫六案，補助款 1,315

萬元及配合款 564 萬 8,000 元，共計新台幣 1,879 萬

8,000 元整，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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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7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107 年推

動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市政府配合款新

臺幣 114 萬 5,652 元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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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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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

術類) -「大南方多元史觀暨地方學特色建構計畫」補

助款 650 萬元及配合款 279 萬元，共計新台幣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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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議員益政 

說明人員：     

文化局尹局長立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9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107 年公

共圖書館閱讀設備升級實施計畫」，市政府配合款新

臺幣 105 萬 5,797 元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度預算，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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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10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市政府水利局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

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1 批次

防洪綜合治理工程用地取得作業，所需經費總計 4,825

萬元（中央補助款 3,039 萬 8,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1,785 萬 2,000 元）乙案，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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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分二年補助市政

府海洋局新台幣 300 萬元整辦理「中芸漁港東防波堤

延長第二期對鄰近海岸地形影響評估工作」，提列

107 年度(第一年)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各新台幣 100 萬

元，合計新台幣 20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蔡議員金晏 

      黃議員柏霖 

    說明人員： 

海洋局林局長英斌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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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萬 2,000 元辦理「彌陀漁港疏濬工程(不含規

劃設計監造)」，提列 107 年度補助款新台幣 232 萬

2,000 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232 萬 2,000 元，合計新台幣

464 萬 4,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5 

    編號：1   類別：交通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核定補助市政府 107 年度「國家重

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生態繽紛綠寶石(二)-鳥松濕

地經營管理計畫」，所需經費 100 萬元(中央補助 8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衛生環境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 107 年度｢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天下唯工-

勞工博物館營運提升計畫｣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所

業管之勞工博物館提案經常門經費 214 萬 2,858 元整，

因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補助款 150 萬元及配合款 64

萬 2,858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   類別：衛生環境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案由：請審議為本市辦理「107 年-109 年強化社會安全網計

畫」107 年經費計新臺幣 7,581,250 元(中央補助款

3,032,500 元、市政府自籌款 4,548,750 元)，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衛生環境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案由：請審議為本市辦理「106-107 年度(第 1 期)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食品安全建設-強化衛生單位食安稽查及檢驗

量能計畫」新增經費計 437 萬 5,000 元整(中央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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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萬元，市政府自籌款 87 萬 5,000 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說明人員：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決議：同意辦理。 

抽出動議 

郭議員建盟於 3 時 31 分提，針對市政府法規提案第 3 號、主

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請審議修正「高雄市爆竹煙火施

放管制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五條」草案，提出抽出之動議，主

席康議長裕成徵詢在場議員有無附議，經在場議員附議後裁示

成立。又詢在場議員有無異議，均無人表示異議後，旋即裁示

抽出審議。 

編號：3   類別：法規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案由：請審議修正「高雄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第三

條、第五條」草案。 

發言議員： 

郭議員建盟 

修正動議與附帶建議 

郭議員建盟提書面修正動議與附帶建議：『建議第三條第二項

規定修正為：「前項禁止施放爆竹煙火之區域，除第一款至第

八款區域及第九款各級學校上課時間外，於特殊情形並經主管

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附帶建議：市府消防局應利用該

局網站公告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施放爆竹煙火之申請許

可案件。』，主席康議長裕成徵詢在場議員有無附議，經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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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附議通過，裁示修正動議與附帶建議成立。又詢在場議員

有無異議，均無人表示異議後，通過修正與附帶決議。 

三讀決議：修正通過。 

附帶決議：市府消防局應利用該局網站公告或其他方式供公眾

線上查詢施放爆竹煙火之申請許可案件。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 

編號：2   類別：法規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修正「高雄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部分條文」草

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二次發言） 

吳議員益政（二次發言） 

說明人員： 

工務局蔡局長長展 

法規委員會張第一召集人豐藤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蘇處長俊傑 

三讀決議：修正通過。 

丁、其他事項 

  一、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9 時 57 分向大會報告：現在有國立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暨大陸學者由李淑如教授帶領

共 5 人在旁聽席旁聽，請鼓掌表示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0 時 45 分向大會報告：現在有實

踐大學高雄校區時尚設計學系 3 年級師生由崔可玫老師帶

領共 112 人在旁聽席旁聽，請鼓掌表示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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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席邱議員俊憲於上午 11 時 54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

俟林議員宛蓉發言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四、主席康議長裕成於審議「高雄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

例第三條、第五條」草案、「高雄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草案時提「本案二讀已審議通過，按慣例繼續

進行三讀，有無意見？」經在場議員無人異議後，續行三

讀。 

戊、散會：下午 4 時 2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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