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8 時 59 分(中午 12 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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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林芳如等 64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許慧玉、黃紹庭
列 席：市政府－市長許立明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陳順利、農林委員會專門委員李石舜、
交通委員會專門委員姜愛珠、法規研究室主任
許進興、議事組組主任曾癸開

請 假：財政局局長簡振澄病假(由副局長曾美妙代理)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及羅議員鼎城分別主持
記

錄：林雯菁、吳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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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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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議員銘賜
蘇議員炎城
吳議員益政
劉議員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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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詢人員：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交通局黃代理局長萬發
許代理市長立明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社會局姚局長雨靜
教育局王局長進焱
水利局韓代理局長榮華
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都市發展局王局長啟川
工務局蔡局長長展
運動發展局周代理局長明鎮
史副市長哲
地政局黃局長進雄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經濟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丙、討論事項
二、三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3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定市政府
「107 年度高雄市國土綠網地質公園推動計畫」中央
補助款 57 萬 8,000 元，地方配合款 100 萬 7,000 元及
「107 年度高雄市保護區及自然地景經營管理計畫」
地方配合款 61 萬 8,000 元，共計 220 萬 3,000 元，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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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定
高雄市辦理「106 年度高雄市高病原性禽流感撲殺補
償計畫」案，中央核定補助新台幣 124 萬 7,000 元，
地方配合款 13 萬 8,522 元，共計 138 萬 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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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7 年補助市政府動物
保護處辦理「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經費
共計新台幣 850 萬 6,000 元(中央補助 661 萬 5,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189 萬 1,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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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二年補助市政
府海洋局新台幣 1,426 萬元(配合款新台幣 1,426 萬元)
辦理「107 年高雄市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魚塭土溝及
塭堤道路改善工程(不含設計監造)」，擬提列 107 年度
(第一年)補助款新台幣 50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新台幣
500 萬元，合計新台幣 1,0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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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二年補助市政
府海洋局新台幣 288 萬元(配合款新台幣 288 萬元)辦理
「蚵子寮漁港疏浚工程(不含規劃設計監造)」，擬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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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第一年)補助款新台幣 144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
款新台幣 144 萬元，合計新台幣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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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案由：請審議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補助市政府海洋局辦理
「108 年推動活力海洋與綠色港灣計畫」，擬提列 108
年度資本門經費新臺幣 80 萬元(含中央補助款 48 萬元
及市政府配合款 32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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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乙案經費共計
1,522 萬 1,000 元(中央補助 1,187 萬 2,000 元、市政府
配合款 334 萬 9,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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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度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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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經費共
計 2 億 8,153 萬元(中央補助 2 億 5,900 萬元，市政府
配合款 2,253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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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8 年補助市政府水利
局辦理「阿公店水庫設置合併式淨化槽、低衝擊開發
4

或非點源控制設施工程」案，經費增加 143 萬 6,640
元(中央補助款 112 萬 739 元，市政府配合款 31 萬
5,901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水利局韓代理局長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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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
「107、108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縣市管河川及區域
排水整體改善計畫-下水道及其他排水」經費：107 年
度 3,367 萬 6,667 元(中央補助 2,626 萬 7,800 元，市政
府配合款 740 萬 8,867 元)、108 年度 1 億 2,513 萬(中
央補助 9,76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753 萬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水利局韓代理局長榮華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6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市政府辦理「高雄市後勁溪(惠豐橋至興中
制水閘門段)水質改善-青埔溝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
程」107 年度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4,422 萬 4,966 元
(中央補助款 2,653 萬 4,980 元，市政府配合款 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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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9,986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7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同意市政府辦理本(107)年度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三期)補助直轄市、縣(市)管河
川、區域排水非工程措施執行計畫書」案，所需經費
440 萬元(中央補助 176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6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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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 107 年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楠
梓污水下水道系統促參計畫管遷、用地償金、用戶接
管、截流、既有管線檢修工程等政府應辦事項」經費
共計 6,217 萬 3,913 元(中央補助 5,720 萬元及市政府配
合款 497 萬 3,913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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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一批次治理規劃及檢討工作
計畫」經費共計 1,401 萬 5,000 元(中央補助 1,093 萬
2,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308 萬 3,000 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0 類別：農林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7 年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
理「青埔溝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經費共計 1,297
萬 5,877 元(中央補助 778 萬 5,526 元，市政府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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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萬 351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 類別：交通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案由：請審議交通部公路總局 107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
升計畫補助高雄市政府「構建候車亭及集中式站牌」
及「獨立式智慧型站牌推動計畫」案，補助經費 1,501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448 萬元，總計 1,949 萬元整，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交通局黃代理局長萬發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交通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案由：請審議交通部公路總局 107 年補助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辦理「無障礙候車環境改善工程」及「鳳山火車站大
型候車設施」(計畫編號 107KHT01、107KHT02)等 2
案，總經費共計 915 萬元(中央補助 428 萬 6,900 元，
市政府配合款 486 萬 3,1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交通局黃代理局長萬發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交通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交通部觀光局 107 年補助高雄市政府觀
光局辦理「107 年度月世界多功能服務設施新建工程
(二期)」等 4 案經費共計 8,200 萬元(中央補助 4,62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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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市政府配合款 3,574 萬元(含自償款 490 萬元)，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交通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交通部觀光局 107 年度補助高雄市政府
觀 光 局 辦 理 「 2018 寶 島 仲 夏 節 Formosa Summer
Festival-愛河水漾嘉年華」經費共計 500 萬元(中央補
助 40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1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丁、其他事項
主席羅議員鼎城於上午 11 時 46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
劉議員馨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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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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