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359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7年 01月 23日（星期二）上午9時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出　席：許立明 史　哲 許銘春 楊明州 陳鴻益 蔡柏英

游尚儒（請假） 陳瓊華 張乃千 簡振澄 范巽綠

曾文生 林英斌 蔡復進 曾姿雯 李怡德 趙建喬

蔡長展 姚雨靜 鄭素玲 何明洲 陳虹龍 黃志中

蔡孟裕 吳義隆 尹　立 陳勁甫 陳月端 黃進雄

張家興 宋孔慨 劉進興 谷縱‧喀勒芳安 古秀妃

張素惠 葉瑞與 林合勝 劉嘉茹（蔡宗哲代）

潘春義 孫志鵬 黃燭吉 王世芳 鄭淑紅 黃榮慶

吳瑞川 吳宗明

列　席：范正益 張秀靖 郭榮哲 郭寶升 林敬堯 王中君

沈梅香 王明孝(王文足代)

主　席：陳市長 菊                      記錄：李姱嬋

壹、頒獎暨獻獎活動

一、教育局：

（一）本市高雄高中韓睿軒及蔡伯辰同學榮獲第17

屆全國高中台灣人文獎競賽第2名殊榮，特請

市長公開表揚。

（二）表揚中正國小榮獲「2017台南市巨人盃國際少

棒錦標賽」冠軍。

二、交通局：

表揚106年復康巴士捐贈者之善行義舉，並頒贈感謝

狀，計有蔡正勝、陳鄭惠卿、宋英明、邱毓麒、李勝棠、

三鑫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仁豊行有限公司、隆德

中醫診所、上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等人（單位）。

三、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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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105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項目受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督導考評，除榮獲「優等」佳績外，評列成績

更為「全國第一」，並於5年內獲得4度全國第一，特

將榮譽獻予市長。

四、工務局：

本府榮獲「105年度部會署暨地方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績效考核成績優等」，特將榮耀獻予市長。

主席致詞：

（一）本市高雄高中韓睿軒及蔡伯辰同學在校長與老師的

指導下，榮獲「第十七屆全國高中台灣人文獎」第2

名佳績，實屬難能可貴。培養下一代從小即深刻瞭

解台灣歷史文化，是教育工作的重要一環，本府一

向高度重視，對於渠等今日有此優異表現，我們亦

感到引以為榮，請各位同仁以熱情的掌聲給予鼓

勵。

（二）本市中正國小棒球隊從全國 32隊參賽隊伍中，歷

經 5天賽程，一路過關斬將，榮獲「2017台南市巨

人盃國際少棒錦標賽」冠軍，實屬不易，對於吳校

長軒銘及相關教練的用心與選手們的努力，特予高

度的肯定及嘉勉。特別是隊長肩負凝聚團隊向心力

的責任，更須具備勇氣及承擔精神，期許各位選手

持續同心協力、互相鼓勵，請本府團隊以掌聲為渠

等加油！

（三）為提供本市約 14 萬名身心障礙者行的服務，本府

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復康巴士營

運，106年度共計獲捐 19輛復康巴士，感謝各界善

心人士及單位，為表揚渠等將心比心、貢獻社會公

益之精神，本日特於市政會議頒贈感謝狀，請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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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以熱烈掌聲表達本府的感謝。此外，對於地政

局、工務局之優異表現，亦特予肯定及感謝。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空中大學劉校長嘉茹公假出國，由法政學系蔡系主任

宗哲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警察局何局長報告：

106年青春專案工作檢討策進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警察局報告。本市106年「暑期保護青少年

－青春專案」工作，評核等第為「優等」單位，

感謝各機關同仁的辛勞，並對獲得滿分之機

關（消防局、經發局、勞工局）特予肯定。

（三）青春專案為每年暑期重點工作，並由中央考

評執行成果，為爭取本府團隊榮譽，請各機

關（警察局、工務局、教育局、社會局、衛生

局）針對評核待改進之項目，確實瞭解原

因，虛心檢討改善，其餘表現優異之處，亦

請繼續保持。另請警察局會同相關局處對今

（107）年青春專案及早因應準備、全力以

赴，確實依策進作為掌握執行要領及方法，

積極規劃推動辦理，落實相關保護措施，讓

青少年感受到本府的關懷與照護。

（四）寒假即將到來，為打造青少年的安全成長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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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請警察局會同各機關針對青少年經常聚

集、逗留場所加強巡邏稽查及執法，以全力防

制、消弭犯罪誘因，遏止違規行為，以確保其

身心健康與安全。

（五）距離農曆過年尚約1個月時間，讓市民安心過

好年為本府的重要責任，有關交通疏導、治安

維護等重點工作，以及尾牙、春酒期間之酒駕

防制與取締，請警察局（各轄區派出所、交通

警察大隊等）嚴格落實執行，俾保障市民生

命財產安全。

四、環保局蔡局長報告：

本市空氣品質監測及因應專案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環保局報告。近年在環保局團隊及相關局

處的努力下，致力落實空氣品質提升之策略

與方案，逐步改善本市空氣品質，106年本市

細 懸 浮 微 粒 （ PM2.5 ） 達 紅 色 警 戒

（AQI>150）為214站日，達成年度目標（低

於230站日），且較105年之275站日大幅減少

約23%，對環保局蔡局長及全體同仁的辛勞與

付出，特予肯定與感謝。

（三）空污問題並非一夕之間可以澈底解決，特別

是近年冬季受到氣候及地形因素影響，導致

空氣品質普遍不佳。為提升市民生活環境品

質，這段期間本府藉由「高屏地區總量管制」、

「主要固定污染源設備更新」、「工地揚塵防

護」、「街道清洗」、「汰舊二行程機車及老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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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柴油車」、「高污染車輛攔查」、「大型工廠減

排、降載」等多項管制措施的推動，本市主要

污染源排放量已大幅降低。其中，臭氧小時平

均值已連續3年（104~106年）達到空氣品質

標準，可望由三級防制區降為二級防制區。請

環保局團隊不辭辛勞，持續推動各項空污管

制措施，將PM2.5改善至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四）另由報告得知，柴油車及二行程機車道路攔

檢之不合格率分別為21.4%及37.4%，為減少

是類污染源排放，請環保局研議提升檢測質

量，俾鼓勵並促進老舊車輛汰換率。

（五）空污問題攸關民眾生活品質，為民眾及議員

高度關注的議題，為讓外界更加清楚瞭解空

污之成因背景，以及本府各項改善空污作為

的努力過程與成果（例如冬季空品不良大眾

交通免費措施、前20大公私場所協談減量、總

量管制成效等），請環保局持續加強對外界

具體說明。此外，有關近日部分民眾於本人臉

書反映本府改善高雄空污的效果仍待提升乙

節，亦請環保局進一步瞭解並適時回復。

（六）過去因「南電北送」之輸電型態，致本市發電

廠負載沉重，為因應近日高雄連續多日空氣

品質達紅色警戒，環保署昨（22）日南下會

同本府環保局及中鋼公司召開記者會，說明

中央與地方合作聯防空污紅害措施，同時啟

動「北電南送」政策，俾本市發電廠降載，期

儘速改善空氣品質。

（七）目前仍為空氣品質普遍較差的冬季，請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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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持續掌握空氣品質狀況，一旦發現空氣品

質不佳時，即應發布預警及實施應變作為，

以維護民眾健康，展現本府降低空氣污染、改

善空氣品質之決心。

五、研考會劉主任委員報告：

本府市政會議主席指示暨議決事項管制案件，各主辦

機關執行情形報告。

工務局趙局長補充報告：

「茄萣區 1-4號道路開闢工程」辦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研考會報告。本次增訂查核點案件為「茄

萣區1-4號道路開闢工程」，因本案濕地評定

作業預估最快於107年3月排入審查，後續審

議推估需時半年，同意所增列查核點，請工

務局持續向內政部溝通，儘速完成審議程

序；另除濕地評定作業外，尚有道路開闢審

查作業，上開2項審查期程及本案執行策略，

請研考會向工務局溝通確認，掌握實際辦理

進度，俾利籌劃道路闢建事宜。

（三）本次解除管制案件計2件：

1.觀光局「文大用地活化與開發利用」：

考量本府目前相關招商標的（如標租、標

售、設定地上權等）數量較多，且與國公營

事業在亞洲新灣區的合作開發事宜亦在緊

鑼密鼓進行中，雖普遍業者對今年不動產

市場的景氣保持樂觀態度，然為兼顧市場

供需衡平，本案已簽准暫緩推動，同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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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市政會議列管，惟仍請觀光局持續觀察

市場景氣動向，並配合地上戶補償爭議處

理期程，擇定適當時機重啟招商，為本市

再創投資新動能。

2.水利局「鼓山運河整治」：

本案已完成各應辦事項，同意解除市政會

議列管。本案各項工程推動不易，而其中柴

山滯洪池公園更榮獲「第十七屆公共工程金

質獎」水利類特優獎，對水利局相關同仁的

辛勞，特予高度感謝，期整治完成後可大

幅改善鼓山地區的水患問題。另有關「台泥

鼓山廠區都市計畫變更」列管案，請都發局

督促台泥公司積極辦理，以加速區域開

發，帶動鼓山地區發展。

（四）其餘列管事項，請各局處依列管進度積極辦

理完竣。

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民政局：「高雄市政府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設置要點」(草案)修訂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２案—社會局：「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場地使用

管理規則」第三條及第四條附表修正草

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３案—消防局：請審議修正「高雄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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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例第3條、第5條」草案。

決議：

（一）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二）本案除新增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老人福利機構為不得施放爆竹煙火之區域外，另

為配合「高雄市政府輔導宗教活動友善環境要點」及

噪音管制公告之時間，亦一併修正爆竹煙火不得施

放之時間，俟本市議會審議通過後，相關規定請消

防局落實執行管理。

第４案—環保局：有關訂定「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焚

化再生粒料推廣使用監督及查核員工績

效獎金支給表」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

（一）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二）為減輕環境負荷並讓資源永續利用循環，使用再生

粒料為環境保護重要的一環，為展現本府致力推動

再生粒料之決心，本市創全國之先，訂定再生粒料

推廣使用之規定，期提升本府各局處使用再生粒料

之執行成果。請環保局加強對外說明，並以此示範效

果，帶動中央及各縣市政府一同朝此方向努力。而未

來執行時，亦應動態檢討本案獎勵辦法是否確實發

揮實質鼓勵成效。

（三）此外，有關市法規、行政命令等名稱、函釋及陳情回

復等說明文字，爾後請各權管機關以適用對象之觀

點加強審視，避免公文用語過於艱澀，俾相關適用

對象易於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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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案—財政局：本市新興區大統段二小段224地號等7案

市有非公用房地，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

理標售，請審議。

決議：

（一）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二）針對標售案件，請財政局汲取過去經驗更加審慎妥

處。

第６案—民政局：有關內政部補助辦理「107年度強化基層

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一案，所

需經費中央補助款3,419萬6,000元及地

方配合款1,465萬5,000元，擬以墊付款

方式辦理，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７案—海洋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局新台

幣179萬元整辦理「107年度養殖漁業放養

量調查」計畫，擬先行提列墊付執行案，

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８案—海洋局：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辦

理107年度「強化溯源水產品安全管理與

宣導推廣」計畫經費計新台幣21萬5,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９案—觀光局：有關交通部觀光局核定本市辦理「來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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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魅力高雄-高雄市六龜區特色活動」補

助款70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10案—工務局：有關本局(新工處)辦理「岡山區高28與高

29聯絡道(水庫路及大莊路)拓寬改善工

程」提請墊付設計監造費中央補助款

1,087萬1,560元，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11案—文化局：請審議教育部補助本局辦理「106-107年

公共圖書館作為社區公共資訊站實施計

畫」補助款及地方相對配合款共新臺幣

1,754萬8,000元，因未及編列於107年度

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肆、臨時動議

一、海洋局林局長報告：

因應年節將近，本局特彙整本市漁會、水產業者、加

工業者生產之水產品，印製「2018年節禮盒 高雄海

味食在健康」型錄，商品包含生鮮、加工調理等各式

精緻禮盒，謹提供予各位首長參閱，歡迎各位首長

選購，並建請鼓勵所屬同仁踴躍推廣訂購。

主席裁示：

近年海洋局結合業者致力行銷「高雄海味」優質品

牌，相關水產品之包裝、品質管理等亦大幅提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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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高雄伴手禮之特色商品，本型錄內容相當豐

富，請各位首長大力推廣。

二、社會局姚局長報告：

謹訂於 1月 26日（星期五）、1月 31日（星期三）

及 2月 2日（星期五）上午 11時，分別假香蕉碼頭

河邊海景宴會館、鼎富婚宴會館及大都會餐廳，舉辦

「吉祥如意旺旺來～107年度高雄市獨居長輩圍爐活

動」，上開活動感謝衛生局、警察局、民政局及各區公

所的協辦，並感謝市長、副市長將到場一同與本市長

輩溫馨圍爐，敬邀各位首長蒞臨，共同歡度新春。另

本局將於 2月 5日（星期一）至 2月 9日（星期五）

期間，安排致贈經濟弱勢獨居長輩年菜活動，預計

致贈1,400位本市列冊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之獨居

長輩，特此感謝民政局及各區公所的協助。

主席裁示：

雖近日氣溫較為回暖，惟氣象預報下週起仍有強烈

冷氣團將南下，請警察局、社會局特別留意天氣變

化，俾即時提供獨居長輩及街友相關關懷及保護措

施。

三、水利局蔡局長報告：

「旗山區第五號排水治理工程（第一期）」、「旗山區

D幹線第二號排水雨水下水道改善工程」辦理情形及

因應農曆過年工地環境整頓報告。

主席裁示：

考量旗山地區每逢假日遊客眾多，請水利局針對上

開施工空間及周邊環境妥善整頓，俾兼顧工程進行

與維護遊客安全及交通品質。另民政局及觀光局刻正

規劃之旗山燈會，請一併考量旗山市區尚在施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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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予以妥善布置。此外，鼓山公園亦為遊客喜

愛前往的景點，相關植栽美化請養工處加強留意，

俾予返鄉民眾及遊客美好的感受。

伍、主席指示事項

一、農曆春節連假即將到來，請各區公所會同工務局、環

保局等相關單位，利用最後這段時間加強市容景觀、

中央分隔島、行道樹、人行步道、觀光景點之清潔維護

及綠美化工作，亦請本府參事、參議協助督導環境清

潔巡檢等事宜；另為維護交通順暢及道路整潔，倘

未能於農曆過年前完工之工程，請權管機關妥善整

頓施工環境，預留通行空間，亦請警察局與交通局

密切合作，提供優質交通服務，讓出遊民眾及返鄉

遊子在年節期間感受到城市環境煥然一新。

二、有關近日媒體報導二二八紀念公園公廁環境仍有待加

強乙節，針對愛河沿岸景點、環境設施（如公廁）之

改善事項，本府業於第355次市政會議請各權管機關

於農曆年前完成。特別是二二八紀念公園具有時代背

景意義，更應加以重視，以示對歷史事件的尊重。有

關二二八紀念公園之公廁及周邊環境，請養工處等

相關機關加強整頓清潔，俾予民眾良好遊憩品質。

三、寒假將屆，請教育局及各級學校宣導學生從事正當的

休閒娛樂，並籲請家長共同留心子女情形，俾增進

學生健全身心發展。亦請社會局密切關注弱勢兒童及

少年之餐飲需求，持續積極推動「弱勢兒少寒暑假餐

食計畫」，讓渠等感受到本府溫馨的照顧與關懷。

四、年節將近，民眾採買年貨需求增加，為維護市民食的

健康，請經發局會同衛生局、環保局等相關單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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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市場、年貨大街等場域之防疫消毒與環境維護工

作，亦請本府食安小組（如衛生局、秘書處消保官）

加強年貨食品之安全衛生檢測與稽查，以維護市民

健康安全。而為確保年貨食品充足、供應無虞，請農

業局、海洋局、經發局等相關單位，密切留意市場行

情，以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及物價穩定。

五、崗山之眼即將於 2 月 4日試營運、2月 13 日正式開

放，適逢農曆春節，勢必吸引大量人潮、車潮，請觀

光局會同相關單位，針對遊客進出動線、交通接駁、

停車空間等事宜，於開放前再做縝密的全面檢視，

以期能提升整體服務品質，讓前往的遊客能在天空

廊道上，盡情遠眺阿公店水庫、北大武山的湖光山色

美景。

六、有關覆鼎金公墓遷葬事宜，目前僅餘 D區尚未完成，

請民政局妥善辦理完竣。另雙湖森林公園刻正進行加

強植栽綠美化工作，針對前往雙湖森林公園之交通

路徑，請權管機關考量民間傳統習俗觀念妥善規劃

（避免行經殯葬處所），俾吸引更多遊客到此觀

賞，讓花海美景發揮最高效益。

七、本府殯葬處同仁終年為往生者服務，奉獻精神值得敬

佩，每逢農曆過年前皆為殯葬處最忙碌的時刻，農

曆過年放假期間，請民政局加派人力支援（如火葬

場等），俾提供最好的服務，也請謹慎防範饋贈疑

雲，避免影響士氣與公務形象。

八、配合監察院 106年度第2次地方機關巡察，本府將於

本（23）日下午舉行市政簡報會議，請各位首長儘

可能親自出席，以示本府團隊對巡察委員之尊重。

散　會：上午10時 2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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