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時(中午 12 時 22 分休
息，下午 3 時 4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許崑源等 64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許慧玉、鍾易仲
列 席：市政府－市長韓國瑜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平、內政委員會專門委員姜敏榮、
社政委員會專門委員傅志銘、財經委員會專門
委員吳宜珊、法規研究室主任許進興、議事組
主任凃靜容、簡任秘書王春勝

請 假：市政府－觀光局長潘恆旭(下午，由副局長葉欣雅代理)
主 席：許議長崑源
記

錄：陳玲雅、許進旺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24 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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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捷
朱議員信強
陳議員善慧(同一問題)
李議員順進(同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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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議員惠美
答詢人員：
經濟發展局伏局長和中
葉副市長匡時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李副市長四川
勞工局王局長秋冬
衛生局林局長立人
觀光局潘局長恆旭
教育局吳局長榕峯
運動發展局程局長紹同
都市發長局林局長裕益
高雄銀行王總經理進安
韓市長國瑜
高雄銀行朱董事長潤逢
民政局曹局長桓榮
水利局李局長戎威
政風處林處長合勝
財政局李局長樑堅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吳主任委員慧琴
丙、討論事項
二讀會
一、審議市政府提案
類別：內政

編號：1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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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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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後續需求計畫」經費共計 1 億 5,547 萬 6,000
元 整 （ 中 央 補 助 款 8,730 萬 元 ， 市 府 自 籌 款
6,817 萬 6,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1

案由：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8 年補助市府
社會局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
服務經費(第 1 次核定)」共計 5,807 萬 1,000 元
(中央補助 4,936 萬元、市府配合款 871 萬 1,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2

案由：請審議本市獲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公有社會福利機構
及老人活動中心耐震補強及整建計畫」第二期
（108-109）計畫，衛生福利部補助經費 3,129 萬
4,775 元，市府自籌款計 946 萬 2,794 元，總計
4,075 萬 7,569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3

案由：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甲仙區公所辦理「高
雄市甲仙區和安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計畫」總
經費 336 萬 1,855 元（補助款 200 萬元及自籌配
合款 136 萬 1,855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4

案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原住
民事務委員會辦理「108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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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480 萬元整(中央補
助款 24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 240 萬元)，因 108
年度額度未及編列經費計新台幣 480 萬元整，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5

案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8 年度原住
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執行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1,051 萬 7,996 元（中央補助 736 萬 2,597 元，市
府自籌 315 萬 5,399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6

案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辦理「108 年度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
購 及 修繕 住宅計 畫 」經 費合計 新 台幣 795 萬
6,000 元整(中央補助 663 萬元、市府自籌 132 萬
6,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7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補助市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辦理前瞻計畫-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及公有危險建
築補強重建-「高雄市那瑪夏區民代表會廳舍建
物拆除重建工程」，經費共計新台幣 2,517 萬
5,000 元（中央補助 2,014 萬元，市府自籌 503
萬 5,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8

案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8 年度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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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計畫」乙案，經費計
新台幣 40 萬元(中央補助 28 萬元，市府自籌 12
萬元)，擬請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9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
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 107 年度決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財經

編號：1

案由：請審議 107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
支數額表。
決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第 22 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主管-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防疫業務-防疫工作

動支數

15,382,698 元，其中 2.辦理龍發堂群聚傳染
高風險住民醫療及安置所需經費 825 萬 858
元，請釐清相關法律責任後，依法向龍發堂
及相關個人或家屬追償，以確保政府未來可
追回代墊款項。
類別：財經

編號：2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108 年核定
補助市政府辦理「和發產業園區新創基地計畫」
等 6 案，因中央補助比例提高(各案計畫總金額
不變)，預計第一年(107 年)計畫執行費用 1 億
2,341 萬元（中央補助 1 億 65 萬元、市府自籌
2,276 萬元）、第二年(108 年)計畫執行費用 7 億
3,768 萬元（中央補助 5 億 2,907 萬元、市府自
籌 2 億 861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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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財經

編號：3

案由：請審議財政部核定補助本市稅捐稽徵處所提報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財政部強化政府基層機關
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第 2 期執行計畫」，
108 年度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462 萬 5,000 元，地
方配合款 198 萬 2,143 元，共計 660 萬 7,143 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財經

編號：4

案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前金段 395-4、395-5、3956 地號等 3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為
1,838.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公開
招標設定地上權」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財經

編號：5

案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025、1026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為 858.00 平方公
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
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財經

編號：6

案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043、1043-1、1044、
1001、1002 地號等 5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合計為 1,578.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
理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財經

編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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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953 地號等 19 筆市
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為 1,488.00 平方公尺，
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財經

編號：8

案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鳳山段縣口小段 88-4 地號
等 5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為 1,378.00 平
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公開招標設定地
上權」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財經

編號：9

案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鳳青段 278 地號等 6 筆市有
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為 2,073.10 平方公尺，擬
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財經

編號：10

案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五權段 520 地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2,398.0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
序後辦理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財經

編號：11

案由：請審議「本市鳥松區鳥松段 7 地號等 23 筆市有
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39,955.96 平方公尺，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土地交換」案。
決議：同意辦理。
二、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類別：社政

編號：1

案由：請審議市府社會局申請衛生福利部「前瞻基礎建
7

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零至二歲
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第 2 期第 1 階段（108109 年）總經費 1 億 253 萬 2,700 元。108 年度
總經費 6,687 萬 7,100 元，業獲補助經費 4,440
萬 8,000 元，市府配合自籌款 2,246 萬 9,100 元。
其中 649 萬 6,400 元已納入預算，餘 6,038 萬
7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2

案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 108
年度社區及部落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計畫經費計
新台幣 287 萬 6,721 元整(中央補助款 259 萬 49
元，地方配合款 28 萬 6,672 元)，因未及編列
108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財經

編號：1

案由：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區管理處辦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
畫第三期」-本市鳥松區觀湖山莊供水延管工程
案，市政府配合款 1,202 萬 7,000 元，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三、審議議員提案
(一)內政類 44 案(編號 1 至編號 44)
決議：編號 33 案及編號 42 案由本會轉請行政院研究
辦理；編號 41 案送請本會法規研究室研究辦
理；其餘皆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二)社政類 19 案(編號 1 至編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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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三)財經類 14 案(編號 1 至編號 14)
發言議員：
林議員于凱
說明人員：
經濟發展局伏局長和中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丁、散會：下午 3 時 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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