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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屆第 8次定期大會第 41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9 時 1分(中午 12 時 43分

休息，下午 3 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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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陳慧文等 62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許崑源、李順進、李長生 

議員王聖仁(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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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

環境委員會專門委員陳月麗、財經委員會專門委員

凃靜容、法規研究室室主任許進興、議事組組主任

曾癸開、簡任秘書李侑珍 

請  假：市政府-財政局局長簡振澄(由副局長曾美妙代理) 

主 席：康議長裕成 

記 錄：吳春英、莊育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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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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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議員榮延 

柯議員路加 

許議員慧玉 

周議員玲妏 

答詢人員： 

交通局黃代理局長萬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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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黃局長進雄 

都市發展局王局長啟川 

水利局韓代理局長榮華 

工務局蔡局長長展 

許代理市長立明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谷縱·喀勒芳安主任委員 

農業局鄭局長清福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楊副市長明州 

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7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

鄉建設之「營造休閒運動環境-中正運動場多功能運動草

坪改善計畫」107 年度補助款 381 萬元及配合款 163 萬

9,688 元，總計 544 萬 9,688元整，擬先行墊支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衛生環境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8 年補助市政府辦理「108

年度高雄市二仁溪、阿公店溪關鍵測站污染削減暨管制

計畫」經費共計 546 萬元(中央補助 326 萬 8,000 元、市

政府配合款 219萬 2,000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衛生環境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行政院環保署補助市政府辦理「108 高雄

市全國水環境水質改善業務支援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80 萬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 78％計新台幣 62 萬

4,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17 萬 6,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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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38   類別：財經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建工段 913-1、915-2 及 917 地號等

3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為 169 帄方公尺，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議員提案 

(一)內政類 52 案(編號 1至編號 52) 

(二)社政類 40 案(編號 1至編號 40) 

(三)財經類 37 案(編號 1至編號 37) 

(四)教育類 61 案(編號 1至編號 61) 

(五)農林類 87 案(編號 1至編號 87) 

(六)交通類 80 案(編號 1至編號 80) 

(七)衛生環境類 24 案(編號 1至編號 24) 

(八)工務類 139案(編號 1 至編號 139) 

決議：以上 520案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報告市政府來函 

編號：21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立圖書館 106 年 9 月至 12 月營運績效評鑑

分析報告」，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2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106 年度營運績效評鑑分析報

告」，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3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有關本府與教育部合作於美術館園區設置學產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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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時完成園區內國、市有土地集中與管理，雙方採互為

有償撥用國、市有土地且互抵撥用價款乙案，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4   類別：農林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案由：有關貴會第二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社團法人高雄市關懷流浪

動物協會請願案，本府辦理情形復如說明，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5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行政暨國際處 

案由：檢送「高雄市政府市政會議議事規則」修正條文總說明、

對照表及修正前條文，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6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各衛生所組織規程第 5 條、第 13 條暨編制表

，並自 108年 1月 1 日施行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7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鹽埕區等 34 個區公所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並

自 108 年 1月 1日生效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8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本府修正高雄市急難救助辦法乙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9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案由：檢送訂定「高雄市體感科技園區計畫補助辦法」，詳如附

件，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0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體育處運動場地使用管理規則」第一條、第

二條、第二十二條及第六條附表一、附表二、第二十一條

附表三修正草案，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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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1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案由：檢送高雄國家體育場使用管理規則第二條修正草案，請備

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32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案由：訂定「高雄市運動團隊參加體育競賽補助辦法」，業經本

府於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30 日高市府體處字第

10770754500 號令發布，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說明人員： 

  運動發展局周代理局長明鎮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3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案由：「高雄市體育獎助金發給辦法」第二條，業經本府於 107

年 8 月 30 日高市府體處字第 10770761900 號令修正發布

，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黃議員柏霖 

沈議員英章 

徐議員榮延 

說明人員： 

運動發展局周代理局長明鎮 

決議：准予查照。 

附帶決議：建請高雄市政府每年增加一定金額或比例獎助金。 

編號：34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案由：「高雄市體育活動補助辦法」第二條、第七條業經本府於

107 年 8 月 30 日以高市府體處字第 10770760800 號令修

正發布，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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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5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運動場地認養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等相關資料電子檔案，惠請提送高

雄市政府法規會審查，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6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檢送訂定「高雄市愛河舢舨船收費標準」總說明、條文說

明及收費表，請予備查，敬請查照。  

說明人員： 

文化局尹局長立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7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特定公私場所登革熱防制自主管理措施及查

核辦法」，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38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營建工程登革熱防制自主管理措施及查核辦

法」，請備查。 

說明人員：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39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條文暨總說明及條文對

照表，請查照。 

說明人員： 

都市發展局王局長啟川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40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案由：檢送訂定「高雄市自辦市地重劃審查收費標準」總說明、

條文對照表、全部條文，請備查。   

說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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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黃局長進雄 

決議：准予備查。 

丁、其他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報告事項審畢後提，因本(8)次大會二三讀會

的時間不是很充足，還有預算及賒借尚待議決，就依議事規則

之規定，將市政府提案財經第 1、2 號(預算及賒借)案移到下次

(屆)繼續審議。 

戊、散會：下午 3 時 4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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