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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1 日上午 9 時(中午 12 時 48 分休息，

下午 3 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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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黃石龍等 65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顏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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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委員會專門委員凃靜容、工務

委員會專門委員林愛倫、內政委員會專門委員吳宜

珊、法規研究室主任許進興、議事組組主任曾癸

開、議事組簡任秘書李侑珍 

請  假：財政局簡局長振澄（由副局長曾美妙代理）、人事處陳處長

明忠（由陳副處長詩鍾代理）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羅議員鼎城與蕭議員永達分別主持 

記 錄：許進旺、林雯菁 

甲、 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24 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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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議員信淵 

張議員勝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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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議員漢忠 

童議員燕珍 

同一問題質詢議員： 

邱議員俊憲 

答詢人員： 

許代理市長立明 

水利局韓代理局長榮華 

經濟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地政局黃局長進雄 

農業局鄭局長清福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史副市長哲 

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交通局黃代理局長萬發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趙秘書長建喬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工務局蔡局長長展 

養護工程處林處長志東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教育局王局長進焱 

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本市 108 年度「城鎮之心工程計畫」申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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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計畫經費，中央補助款為 1 億 4,200 萬元、市政府配

合款為 3,550 萬元，總計 1 億 7,750 萬元，擬以墊付款

方式辦理，提請審議同意墊付額度 1 億 7,7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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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導

型」第 3階段申請補助計畫經費，其中中央補助款為 4,00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為 1,000 萬元，總計 5,000 萬元，擬

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審議同意墊付額度 5,000 萬元。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為推動不動產移轉網實整合服務（開放地

政跨域服務整合計畫），108 年度補助市政府經費新臺幣

42 萬元（70%）以及頇自行編列配合款新臺幣 18 萬元

（30%），總計新臺幣 60 萬元，擬先行以墊付款方式辦理

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補助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

作業，所需經費共計 600 萬元，其中中央補助 480 萬元

（80%）、市政府配合款 120 萬元（20%），擬先行以墊付

款方式辦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3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市政府「107 年度建築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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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核定 107 年計畫經費共

計新台幣 16 萬 4,000 元整，其中 7 萬 1,000 元(中央補助

經費新台幣5萬 3,000元，地方自籌經費新台幣1萬 8,000

元)頇採墊付款方式辦理，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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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 107 年補助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104-111 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

經費共計 25 億 7,049 萬 3,000 元（中央補助 20 億 3,068

萬 9,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5 億 3,980 萬 4,000 元），擬

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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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訂定 108 年度預算道路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暨

徵收費率乙案。 

決議：以零費率徵收。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3  類別：工務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地方政府強化地方工

業區公共設施工程」第三階段經費補助案，核定經費共

2 億 3,307 萬 3,000 元（中央補助款 1 億 9,110 萬元

（82%）、地方自籌款 4,197 萬 3,000 元（18%）），擬請

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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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補助市政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辦理「104-111 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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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市區道路)」經費共計 2 億 3,033 萬 3,000 元(中央補助

款 5,718 萬 7,000 元，地方配合款 1 億 7,314 萬 6,000 元)，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案。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內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案由：請審議有關市政府 107 年度各機關人事費不足數約 2 億

7,788 萬 9,000 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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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有關辦理行政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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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7-12 月)休假旅遊補助及年終獎金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7

萬 7,431 元，地方配合款 11 萬 6,145 元，合計 19 萬 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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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8 年度補助市府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中心）辦理「高雄市永續智慧社區

示範計畫」經費共計 1,450 萬元(中央補助 1,160 萬元、市

府配合款 290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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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行政院 108 年補助市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資訊中心)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強化政府基層機關資

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經費共計 7,671萬 4千元(中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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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5,370 萬元、市府配合款 2,301 萬 4 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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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鼎金段 218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 1

筆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內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 107 年補助本市各區公所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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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能力初評後續需

求計畫」經費共計 418 萬 2,000 元（中央補助 304 萬 5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114 萬 1,5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5  類別：內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鼎金段 221、222、256-18 及 256-19

地號等 4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計 4,298.03 平方公

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3  類別：內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本市旗津區「臨水文物陳列館」建物產權贈

與移轉國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案。 

決議：同意辦理。 

說明人員：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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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其他事項 

一、主席羅議員鼎城於中午11時51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童議

員燕珍質詢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提，因財經委員會召集人尚未到場，有關機

關提案後置審議，先從工務委員會提案開始。 

戊、散會：下午 3 時 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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