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3 31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5 日下午 3 時 8 分） 

          1.二、三讀會：審議市政府法規提案 

          2.二讀會：審議市政府提案、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開會。我們先確認上一次的會議紀錄，第 26 次到第 30 次的會議紀錄已經放

在各位同仁桌上，請大家參閱，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意見，那麼確認會議紀

錄。（敲槌） 

向大家報告，本會各黨團也就是三個黨團，昨天下午 2 時就本次大會市府所

提的議案，就是要賣財產的部分，超過 500 平方公尺的市有土地處分案子，根

據上一屆會議，我們需要進行政黨協商，請議事組宣讀昨天黨團協商的結果。 

高雄市議會黨團協商結論，協商主題：協商有關市政府提案土地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標售讓售案，如附件第 2 頁。協商時間：105 年 5 月 24 日下午 2

時 5 分。協商地點：本會二樓議長室。協商結論：除財經類第 65 號案依委員

會審查意見不同意外，其餘 12 號案送大會公決。散會：下午 2 時 40 分。宣讀

完畢。 

所以等一下我們審財經部分，500 平方公尺以上的土地處分根據政黨協商結

果送大會公決，其中有一個案子是不予同意的，等一下會一一的跟大家宣讀。 

現在向大家報告，我們今天下午的議程大概是這樣子，我們審議市府的提

案，本來應該從財經委員會開始，不過海洋局有一個案子比較急；這個案子關

係到前一陣子的寒害，魚塭養殖漁業自治條例的修正，對於補償當時受到寒害

損失的養殖業者很重要，因為時間很緊迫，我們請求大會同意先審市政府海洋

局這個修正案，如果你們同意先予審議，我們就可以開始請法規委員會的召集

人上台報告。各位同仁，先審這個案子有沒有意見？這個案子審過之後，我們

再回去審原來所規定的財經部分。現在請法規委員會的召集人張議員豐藤上報

告台，請專門委員宣讀議案，就是宣讀海洋局這個案子，先審這個案子沒有意

見。（敲槌決議） 

市政府法規提案編號第 3 號案、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案由：請審

議修正「高雄市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十三條及第十

四條條文」草案。請議員翻開「高雄市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自治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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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各位同仁對這個條文有沒有意見？請海洋局說明重點在哪裡？ 

向大會各位議員報告，這次修正的「高雄市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自治

條例」，主要是因為今年 1 月寒流導致養殖漁業遭受相當大的損失，根據整個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的規定，必須領有養殖登記證才可以符合天然災害現金

救助的條件。過去在永安、彌陀養殖區裡，很多養殖戶因土地共有的關係，可

能沒有辦法順利取得其他所有人的土地使用同意書，以致於他核發的養殖面積

其實是有減少的，跟他實際的經營狀況有落差，為了修正這個可能對養殖戶所

造成的損失，海洋局提出了這樣的養殖漁業修正條例，希望在經過相當的程序

之後，如果沒有完全取得土地共有人持分、所有權人的同意時，海洋局還是可

以先予核發實際經營的面積，讓他們可以取得天然災害現金救助的條件和資

格，以上簡單的向大會報告。 

請邱議員俊憲發言。 

這件事情，高閔琳議員跟我有召開公聽會討論相關的事情，的確這是非常有

時效性的問題，今天如果大會通過之後，拜託局裡相關的單位趕快去處理，因

為損失真的很嚴重。我們在公聽會裡提了一個建議，我覺得在大會裡面也有必

要表達這樣的建議和立場。前陣子林院長全剛上任時，有下來看大樹因為氣候

異常所造成的災損，結果發現一個問題，現金補貼並不是解決這些事情的根本

方法，所以在這邊還是要提醒農政單位包括海洋局，以適當的預算透過更精確

的天氣預報，然後看用怎樣的預防方式來減少這些農民、漁民的損失，這才是

真正的解決方式，如果只是不斷的補貼，每個人遇到的問題還是一樣。這次的

寒害其實氣象預報早就說了，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做任何的處置，因為我們沒有

做這樣的準備，所以在大會裡支持自治條例去做修正，好讓漁民朋友趕快得到

適當的幫助。可是我們公部門必須負責任去面對這個問題，包括那天曹主委啟

鴻下來也提到相關的問題，因為之後氣候變化異常的狀況會越來越頻繁，也會

越來越嚴重，怎麼做才能應變這個問題？現金補貼並不是一個好的方式，這個

部分我在大會裡面必須提出這樣的建議，也列在紀錄裡面，拜託海洋局真的要

去做這樣的事情；不然，對漁民朋友的保障會越來越嚴苛，我們也沒有那麼多

的預算去補貼這樣大的損失，所以在這邊做以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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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沒有其他的意見？針對海洋局的這個自治條例修正案，各位同仁沒有

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我們照慣例直接進入三讀，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敲槌

決議） 

接下來，我們就按照委員會的順序開始審議。照慣例我們這個會期審議市府

提案關於財經的部分，我向大家報告，因為財經部分可能分散在不同的提案裡

面，有的是市府提案、有的是議長交議案，我們把同屬於財經的部分，不管是

市府提案或議長交議案合併一起來處理，各位同仁對這樣的程序有沒有意見？

沒有，好，確認。（敲槌決議） 

現在從財經委員會開始審議，請召集人郭議員建盟上報告台，請專門委員宣

讀議案。 

審議財經類市政府提案，請拿出市政府提案審查意見彙編，請看財經類第 9

號案、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案由：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

政府辦理 105 年度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經費 1,239 萬元（中央補助 854 萬

9,1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384 萬 9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委員會審查意

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宣讀下一案。 

財經類第 10 號案、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案由：請審議經濟

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辦理 105 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經費 1,565

萬 3,000 元整（中央補助 1,08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485 萬 3,000 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財經類第 3 號案，請拿出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審查

意見彙編，請看財經類第 3 號案、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案由：

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辦理 105 年度「高雄市原住民族地區簡易自來

水系統營運計畫」經費 259 萬元（中央補助 178 萬 7,1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80 萬 2,9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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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請看市政府提案財經類第 11 號案、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主計處、案由：

請審議 104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委員會審查意見：

民政委員會：照案通過。社政委員會：1.照案通過；2.陳議員麗娜、方議員信

淵保留發言權。財經委員會：照案通過。教育委員會：照案通過。農林委員會：

照案通過。交通委員會：照案通過。保安委員會：照案通過。工務委員會：照

案通過。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保留發言權的議員沒有來，所以本案如果各位同仁沒

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12 號案、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案由：請審議「本市新

興區新興段 3 小段 147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34 平方公尺，

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稍微慢一點，看一下，要不要說明？就請我們在唸

的時候，每一個畫面都出現讓議員看一下，包括照片、地籍圖及你們的說明文

件，大概就是這三種。這是在民生一路、新興區，你們的選區，選區的議員有

沒有意見？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13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三小段 1614、1616 地

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35、34（合計 169）平方公尺，擬完成

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看一下新興區的畫面，在南華路裡面，是在南華市場裡面嗎？各位同仁有沒

有意見？是這裡哦，所以它一面向中山路、一面向南華路，在新興分局後面這

邊是不是？中山路上。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14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3 小段 1620 地號 1 筆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4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這也是在中山一路上。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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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財經類第 15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3 小段 1621 地號 1 筆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2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這是第 15 號案，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蕭議員永達發言，時間 5 分鐘。  

簡局長，我沒有到現場去看過，但是這樣看起來，好像 14 號案、15 號案都

連在一起。照常理來講，基於替人民看緊荷包，你連在一起，如果分開賣的話，

價錢一定會比較低；合在一起賣的話，價錢一定會比較高，因為它的所有權沒

有被分割，怎麼沒想到把它合在一起賣？解釋一下。 

請局長回答。 

剛才相片所看到的，上面都已經出租了，我們只有土地，那個地上物都是承

租人自己的，他們現在籌足錢了要來跟我們買，所以我們是讓售而不是標售，

如果是空地我們就會把它合起來標售。一塊地我們估價大概都要五千多萬，所

以他們租了一段時間後籌足錢來向我們表明要買，我們才會讓售。你的建議很

好，但這不是空地，地上物都是他們私人的。 

請教一下第 14 號和第 15 號案，所有權人和承租的人是不是同一個人？〔不

是。〕那有沒有什麼關係？〔沒有關係。〕實際是承租的人？〔對。〕議長，

這樣我沒有意見。 

局長，我建議下次像這種連在一起的，在頭一個案的時候就要告訴我們後面

有哪幾個案是連在一起的？不要等到我們審到第 13 案、第 14 案的時候才發現

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圖是一起的，你就告訴我們，這是第 13 號案、第 14

號案、第 15 號案它們的圖是連在一起的，在第一個出現的時候，你就有義務

告訴所有的議員，等一下是一個一個案連在一起的，好不好？ 

我們的圖都畫在一起的。 

可是你在這邊沒有寫第幾號案，再加一個提本市議會這裡，多加第幾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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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第一個出現的時候，讓我們知道會是連續一起的。也請專門委員特別提

醒議員，當第一個案子出現的時候就告訴大家，後面連續幾個案子都是房子或

土地連在一起的，這樣才有助於議員做更嚴謹的審議，好不好？〔好。〕謝謝，

本案有沒有意見？ 

議長，我是不是把這個連在一起的，現在就先向各位議員報告。 

等一下會有很多，對不對？ 

對。27、28、29、30 這四個案是連在一起的；31 號到 37 號案是連在一起；

38 號到 47 號案是連在一起；50 號和 51 號案是連在一起。 

請專門委員記起來，這樣各位同仁要審議的時候也比較嚴謹一點。 

後面還有，82 到 88 號案是連在一起，後面的是標售案，我剛講的都是讓售

案，82 到 88 號標售案是連在一起，先向大會做報告也方便各位的審議。 

專門委員有沒有記起來了？等一下第一個案子出現的時候，因為圖都會一起

出現，就請告訴我們後面好幾個案子是一起的。我再拜託也提醒財政局長，以

後連在一起的案子一定要讓它連續在一起，不可以有的在第 1 號案、有的跑到

第 15 號案都把它拆開了，這樣我們剛剛的美意就沒有了。好，謝謝。 

針對第 15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16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大統段一小段 1386、1386-9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90、18（合計 108）平方公尺，擬完成

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不同意辦理。請審議。 

本案是不同意辦理，是不是請召集人向大家說明不同意的原因在哪裡。 

向大會報告，這個案子上個會期已經提出，因為承租人只承租一年，還不到

一年，他馬上承租就馬上要買，地主是土地開發公司。因為這一塊地四四方方，

我們希望土地開發公司要賺錢，也可以留一些給高雄市政府賺，我們不是不賣

他，我們希望放著讓隔壁的房子蓋好，有成交價、墊高價之後，我們再來賣。

所以我們建議市政府先擱置，再過一、二年以後，等附近的價位提高，或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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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有要合併處分意願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再來做處分。以上報告。 

是不是圖上面黃色這二塊？ 

對，就在民生路和中山路口。 

就是黃色這個，是嗎？〔對。〕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因為本案小組是認為

不同意辦理，尊重小組，第 16 號案照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17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三塊厝段 1 小段 622-6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3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18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水源段 931-12 地號 1 筆出租

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51.02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18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19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255 地號 1 筆出租市

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32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

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19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20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613 地號 1 筆出租市

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5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

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第 20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21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1056、1057 地號 2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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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130、35（合計 165）平方公尺，擬完成處

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21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22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鹽埕區鹽中段 315、316 地號 2 筆出

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86、14（合計 100）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

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22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23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旗津區中興段 204 地號 1 筆出租市

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0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

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23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24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瑞南段 1 小段 1052-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08.0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

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24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25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瑞隆段 2 小段 215、216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244、68（合計 312）平方公尺，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不同意辦理。請審議。 

請召集人說明不同意辦理的原因。 

因為後面有一塊水利地，如果和農田水利會討論後，一起做處分標售土地價

格會更高一點，所以我們請財政局再去努力，整合好再來做標售。以上向大會

報告。 

所以申購人在農田水利會旁邊的土地也是他的，對不對？是不是這樣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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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後面那一塊。 

後面 218-2 地號也是申購人的土地。 

217 地號。 

高雄農田水利會還沒有協調好，中間那一塊他…。 

217 地號是水利會的，但是 218-2 地號是申購人的。 

對，現在小組給我們的決議是，等申購人和農田水利會的部分也協調好了，

我們再來一起讓售，這個價格會好一點。 

本案小組意見是不同意辦理，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陳議員麗娜發言，時

間 5 分鐘。 

請問農田水利會下面還有灌溉溝渠嗎？沒有。就我所知，在這個地方有很多

土地都是這個，因為它其實在這裡已經沒有灌溉功能了，但是它下面還是溝渠

的很多，這一塊是嗎？是這一種的嗎？下面還有溝渠的嗎？ 

請局長回答。 

向議長和陳議員報告，因為農田水利會的土地不是我們管。 

是，你們…。 

申購人只是說黃色的是我們的市有地，他來申請讓售，但是農田水利會他還

沒有協調好，所以小組審查意見是他自己要協調好。因為現在中間隔這樣，我

們讓售的價格就不是那麼好，等他…。 

所以你們瞭解這一塊農田水利會的土地狀態嗎？因為我看到它的狀態是長

這樣，這個很有可能以前都是灌溉溝渠用地。如果以這個區塊來講，因為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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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被切了，而有些地方變成道路，其實這裡是沒有灌溉功能的，但它留下

的某一個區塊下面還是溝渠。這邊有一些問題是，這個土地能不能賣？因為已

經送到中央去了，這個過程和我們想像的其實不太一樣，如果這塊土地你不准

他賣，他後面這一塊土地不一定能夠按照…，會有這種難度。要申購的當事人

應該要自己去努力，和要不要合併的這件事情，我覺得好像是兩件事，我的意

思是這樣。因為它很有可能農田水利會還要報，到時候准不准，在這個區域內

是不是還有很多類似像這樣的地方，它能不能這樣賣，其實現在都沒有一個定

論。所以對於農田水利會能不能切這一小塊合併在一起賣，也許都還有難度，

這樣會變成原先這塊土地要賣給他的，現在不賣了，對當事人來講，這個不知

道什麼時候才會解決的問題，會不會有這樣的困擾？我先提出質疑，因為我曾

經遇過像這樣類似的案件，造成當事人一直都很困擾。所以這件事情，你們瞭

解這塊土地的狀態嗎？農田水利會的土地。 

針對陳議員給我們的意見，我們下去瞭解，如果把它釐清之後，有必要的時

候，我們下個會期再提出來。 

好，以上。 

農田水利會的土地好像也有一定的面積才能賣，對不對？並不是會長同意賣

就賣，還是有一定法規的限制，所以下個會期如果有需要，你再提出來。 

本案委員會審查意見是不同意辦理，各位同仁對第 25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

有，照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26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竹頭角段 2369-1 地號 1 筆市

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8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

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26 號案在美濃，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接下來第 27 號案至第 30 號案，這四個案的土地是相連的土地，我先報告財

經類第 27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翁園段 803-5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5.8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會審

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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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不是停在地籍圖這裡，然後讓大家知道第 27、28、29、30 號案分別

是哪幾塊。請蕭議員發言，時間 5 分鐘。 

簡局長，這四塊我一起問好了。 

對，這四塊我們一起討論。 

第 27、28、29、30 號案四塊地都 5.89 平方公尺，為什麼？都很少的地，一

個 5.89 平方公尺，一個是 5.04 平方公尺，另一個是 4.47 平方公尺，為什麼？ 

請各位議員看那張圖，就是開闢翁園路之後，他們的房子前面那一小塊類似

畸零地，所以就賣給他們。 

這樣我懂了，沒問題。 

第 27、28、29、30 號案這四塊是連在一起，分別是開翁園路之後的畸零地，

我們現在是審第 27 號案，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28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翁園段 803-6 地號 1 筆市有

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5.0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

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他們現在其實已經在做車庫了，就是車庫的部分。第 28 號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29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翁園段 803-7 地號 1 筆市有

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4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

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29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30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翁園段 803-8 地號 1 筆市有

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0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

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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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到第一個說明那裡的第一頁，「交雜讓售」是什麼？請科長回答。 

向主席和各位議員報告，「交雜讓售」是細小市有土地，土地本身已經完全

沒有使用價值，因為它交雜於私有地中間，或私有地與道路或水溝之間，反而

會造成民間土地使用上的困難，所以我們在自治條例上有訂定，如果是屬於這

種狀況的話，它可以直接賣給他，以造成土地比較正常的使用。 

有沒有因為它是交雜讓售，門檻有比較低或是對申購人比較優惠的條件？ 

向主席和各位議員報告，我們在估價的時候，整個過程都還是要按照整個基

地狀況，其實不會給他們比較便宜，只是方便他們之後做土地利用而已，以上

說明。 

第 30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接下來第 31 號案至第 37 號案，這七個案也是相連的土地，我先朗讀第 31

號案。財經類第 31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10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哪幾塊一起的？31、32、…。 

第 31 號到第 37 號。 

是 31 到 37，從地籍圖上看得出來在哪裡嗎？要不要請局長稍微說明一下？

現在是第 31 號案 3198-105 地號，下一案第 32 號案是 3198-106 地號，是不是？

請局長回答。 

請各位看這張圖，這個是房子蓋好之後，它後面是水溝，臨水溝的地是我們

的地，沒有蓋房子就是做屋後溝，那個地是我們的地。老實講，我們留著對市

政府來講也沒什麼用途，但是每一個住家後面他們可以多加利用。剛剛呂科長

的意思，這是交雜使用，後面的地就賣給住戶。我們估算的價值是以全筆面積，

而不是後面那個優惠給他，沒有，我們是以全筆用市價來估算，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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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32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106 地號 1 筆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2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這是剛才那一塊的隔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

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33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107 地號 1 筆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這是第 33 號案 3198-107 地號，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34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108 地號 1 筆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2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請回到地籍圖這裡。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你看 109 和 110 沒有在這次處分

範圍裡頭，現在是 3198-108 地號，但是下面的案子 109 和 110 就沒有了，然

後又跳到 118 去，是不是？ 

我向議長和各位議員報告，他有申請，我們才提到議會，那個都還是在租，

就是他還沒有申請，所以我們沒有提出來。 

他還沒有申請？ 

對，有申請的人，我們才賣你；你沒有申請，我就收租金，我們是收租金。 

本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35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111 地號 1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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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36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117 地號 1 筆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37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118 地號 1 筆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接下來第 38 號案至第 47 號案，也是相連的土地，先朗讀財經類第 38 號案、

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122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2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

辦理。請審議。 

第 38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39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124 地號 1 筆

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

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陳議員麗娜發言，時間 5 分鐘。 

可不可以把相片退回剛剛所指的部分，他要買屋後有加蓋出來的這一塊，他

要買這裡嗎？他以前是用承租的嗎？〔是。〕我剛剛看一路以來都是同一排，

通常遇到這種狀況，要不就是占用，要不就是租這塊土地，當然也是占用，也

有可能是占用沒有租或占用有租兩種。一般來講比較少會整個都買，我想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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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一整排大家決定要買？這是有申請的對不對？〔對。〕那是為什麼？

這個感覺還滿特別的，因為不會那麼多戶同時買。 

請回答。 

這個案子原來是高雄縣的土地，在改制之後，我們去做清查發現時，他們有

用到市有土地，我們就通知他們開徵使用補償金，他們有些人就轉承租了。所

以都是在同一個時間知道他們有使用到市有地，我們會輔導他承租，也會跟他

們說如果願意購買可以買，所以就左鄰右舍相約來買，才造成這樣。 

我看光是市價估起來，這樣買下來都要一百多萬元快二百萬元。〔是。〕後

續蓋房子都是私有土地的部分，後面加蓋的才是市有地。〔是。〕以上了解。 

市有地的部分是先租才蓋嗎？還是先蓋才租？ 

以前就有占用了，只是我們清查時才發現，因為我們規定 82 年 7 月 21 日之

前，很多民眾以前也不知道他的地後面還有公有地，他們都以為後面是水溝，

是水溝分出來的餘地，我們去丈量才發現是私有地。 

第 39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張漢忠議員要發言。 

主席，因為每一筆都一樣，就唸第幾號案不要唸案由，因為案由都一樣不用

唸。 

但是我們也是要一案一案敲槌。 

就唸幾號案。 

我們就第 40 號案一直唸到第 47 號案，然後一案一案敲，就一次做說明。 

我們就自己參閱。 

程序是第一，要宣讀；第二，要敲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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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第 42、43、44 號案都一樣，不用一條一條唸。 

就一次做說明。現在是說明第 40 號案，再來看第 41 號案，但是等一下還是

要一件一件敲，要一起唸，你就從第 40 號案一直唸到第 47 號案，一件一件看，

但是我們一件一件敲，一口氣唸到第 47 號案。現在唸第 40 號案。 

財經類第 40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125 地號 1 筆

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第

41 號案 3198-127 地號，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 

等一下，你唸完要看圖啊！也是要秀出圖片。 

第 42 號案、3198-128 地號、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第 43 號案、3198-129 地

號、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第 44 號案、3198-130 地號、面積為 27 平方公尺；

第 45 號案、3198-131 地號、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第 46 號案、3198-132 地號、

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第 47 號案、3198-133、3198-136 地號 2 筆、面積分別

為 62、12（合計 74）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會審查

意見都是同意辦理。請審議。 

我們一件一件敲。 

第 40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第 41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第 42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第 43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第 44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第 45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第 46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第 47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接著宣讀第 48 號案。 

財經類第 48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岡山區岡山段 399-67 地號 1 筆出租

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

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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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49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岡山區大仁段 1546 地號 1 筆出租市

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2.8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49 號案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接著第 50 號案跟第 51 號案是相鄰的土地，我一次唸完。 

第 50 號到第 50 幾號案？ 

第 50 號跟第 51 號兩個案。請看財經類第 50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岡

山區大仁段 2407-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4 平方公尺，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第 51 號案、2407-9 地號、面積為 2 平方公尺，

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都是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50 號案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第 51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52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五甲段 1111-11、1111-24 地

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3、3（合計 16）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

程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52 號案，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53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下菜園小段 17-1 地

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63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

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本案經過黨團協商後送大會公決，請曾俊傑議員發言。 

主席，從 53 號案開始，後續有幾個案，大約是 12 到 13 個案，這些要標售



 18

的土地都超過 500 平方公尺，我想這個茲事體大，因為是分布在各區域，是不

是要先行擱置？差不多是 53 號、57 號、58 號、61 號、62 號、65 號、69 號、

70 號、71 號、75 號、77 號、82 號總共有 13 個案，因為土地的面積都很大，

希望讓大家共同來討論，因為今天的人數不是很多。議長，其它小面積的土地，

我們沒有意見，大面積的，我希望可以讓大家來討論，因為是分布到各區，每

一位議員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見，是不是把這 13 個案先行擱置？ 

我向各位同仁報告，就剛剛的…。 

議長，就是我們昨天協商的那 13 個案，是不是先行擱置？ 

曾總召提出的針對昨天政黨協商的 13 個案子裡面，有 12 個案子是送大會公

決，這 12 個案子就先行擱置，所以如果是這 12 個案子擱置的話，就要先處理

昨天非政黨協商的那幾個案子，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議事組，需不需要每

個案子都讀誦後再擱置？不需要嘛！就把案號唸一次，好不好？先確認一下，

看看對或不對？第 53 號案、第 57 號案，其實後面都有備註，有很多小字的那

一個。58 號案、61 號案、62 號案、65 號案、69 號案、70 號案、71 號案，有

一件是不同意辦理的，在這裡面。不同意辦理的是 65 號案，對不對？所以剛

剛的 65 號案不算，就 62 號案，接下來就是 69 號案、70 號案、71 號案、75

號案、77 號案、82 號案、109 號案。我再唸一次這 12 個案子，53 號案、57

號案、58 號案、61 號案、62 號案、69 號案、70 號案、71 號案、75 號案、77

號案、82 號案、109 號案，這 12 個案子今天先擱置，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有人要附議嗎？82 號案和 88 號案是連接在一起，可是 82 的有超過啊！好，

請周鍾㴴議員發言。 

㴴
大家既然有提出，尤其是昨天前幾天政黨協商在案，個人表示尊重。但是我

想擱置不是就不處理，擱置是以後再處理，而擱置是要怎麼處理？有必要時就

是實地現勘。12 個案而已，就請財政局，我想他為解決處理這個案子就公開

透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12 個案子應該不用花多少時間，我看就安排一

下，差不多半天的時間，3 個鐘頭就可以先去了解，要真的有意願，不是只有

擱著，不是面積大就慢慢處理，或是說擱置以後再處理。以後要怎麼處理？應

要實際去了解一下，尤其光只是在文字上、圖面上和書面上看可能不會完全了

解，應該是要實際去現場勘查後再處理，而並不是只講擱置處理。我建議這樣，

擱置之後，請財政局安排適當的時間，再邀集相關有意願、有需要去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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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場實地現勘，之後再到議會討論，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周鍾㴴議員的意思，大概是講今天就先不要處理，明後天排個時間再到現場

會勘。所以我是不是要做這樣的裁示，各位同仁同不同意？剛才唸的幾個案

子，今天就先不要處理，因為其實還有很多的案子，今天先處理其它的案子，

剛剛唸的 12 個案子，明天再講。等一下會後討論一下，看要什麼時候到現場

會勘，或是要怎麼處理，等一下休息時間來討論一下，這樣好不好？就先請召

集人說明。 

實際上我們所有的土地處分，不管是大塊或是小塊都有發函給所有的議會同

仁。這次的土地全部大概是八十幾筆，包括不只是財經，也包括非財經的李喬

如議員也有去看過，但是大家針對 500 坪以上的土地如果有特別的意見，我們

尊重大會或是議長的決議。 

休息 10 分鐘，黨團再討論一下。 

和各位同仁溝通一下，針對剛才有 12 個案子可能還不是那麼的明瞭，不是

每個議員同仁都是那麼明瞭，這 12 個案子今天就先不要審查，把財經其它的

部分，除了這 12 個案子今天審完就散會。那 12 個案子就放在 後的順序，可

能是在民政、社政的案子之後，也就是說明天是審教育，我唸一下順序，教育、

農林、交通、工務、民政、社政，這個部分審查完畢以後，再回頭來審理這

12 個案子，這樣子中間…。所以 82 號案到 88 號案也是一起就對了，好，就

是 83 號案、84 號案、85 號案、86 號案、87 號案、88 號案，12 加 6 就是 18

個案子，對不對？請再確認一下，就是 18 個案子。我們明天審查教育，再過

來是農林、交通、工務、民政、社政，把他們的案子都審完之後，再來審理這

18 個案子，所以這中間就有好幾天的時間，可以讓財政局和大家做溝通，或

是需要到現場勘查、或是需要向各位同仁做什麼樣的說明，由財政局來向大家

說明，這樣好不好？好，今天就把沒有意見的部分審完。請曾俊傑議員發言。 

報告主席，是 11 個案子，因為不同意的，待會就把它處理掉。 

沒有，就是 12 加 6，所以是 18 個案。昨天是 13 個案，昨天是 12 加 1 啊！

好。曾俊傑議員請發言。 

剛剛議長裁示要把這些案子放在後面審議，我希望這段期間，要麻煩財政局



 20

再安排一下時間，確實的通知各位議會同仁。議長，我想以後如果是超過 500

平方公尺的土地，要特別的向議會同仁再強調一次，如果再特別的強調，他們

會比較有興趣。尤其這段時間要請局長趕快通知議員同仁，要去看這幾塊較大

的土地，我想有的選區可能有需要去看。 

陳議員麗娜請發言，接著是邱議員俊憲。 

我想先了解，就是剛剛我說的效益分析的部分，是不是有先送到議員服務

處？還是只有送我們所在要賣的點而已？因為就我所知，我只有在會勘前看到

這些資料，我並沒有看到這一本。 

請回答。 

有嗎？有先寄到每一個議員的服務處嗎？ 

我們是依照議會的要求，超過 500 平方公尺…。 

我說這個資料有送到…。 

我們是送到議會，議會再…。 

送到議會嘛！所以我們也是今天才看到這個內容。還有議會的要求是效益評

估，不是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內部，對於自己利益的效益評估，而是對於整個區

域的效益評估。我所看到的都是針對高雄市政府，如果做了這塊土地的處分之

後，所獲得的效益是什麼，我看到的是這個部分。所以對於周遭土地的影響，

譬如你們可能要看一下，這附近有沒有需要停車空間？這附近本來是停車空

間，如果停車空間挪走了之後，這裡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裡的土地如果賣

了，它的標售價錢是多少？對周遭的整個發展有沒有提升的作用？我記得以前

我們提的是這些，類似像這樣公益性的東西，但是其實裡面的內容並非是，都

是我們如果可以做地上權的處分，它的效益是怎麼樣；如果是做短期的承租，

做市場、做停車場或做倉庫，效益又是怎麼樣；這些都是對高雄市政府有利的

部分，卻少了對民眾的部分，我覺得這是比較不對的地方，雖然土地是市有，

但是這些土地其實是屬於人民所共有的福祉，今天賣掉土地，錢進了市庫，剛

剛局長講了一句：「賣了之後，必須要有一些財產處分的效益。」我想請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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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你現在一年到底要處分多少土地？獲得多少土地的處分收入？你明年編列

預算時才不會有困難。我想請問局長，金額大概會是在多少？ 

財政局今天提出來的這些讓售案及標售案，它都是住宅區及商業區，大部

分…。 

所以你預計今年要處分出來的土地，總價值是多少？總價值是多少？ 

我的意思是，我先答復你前面的問題。大部分是住宅區和商業區，當然有一

點點是工業區，所以我的效益評估，是針對住宅區和商業區做效益評估，這部

分先說明。第二點，現在這幾年每年我編列的歲入預算，大概是三十九億元，

去年因為景氣不是很好，所以沒有達到這個預算數，不過前年有超過，前年賣

了超過 40 億，去年賣了二十幾億。 

去年就有預告今年景氣的狀態嘛！所以也會知道在土地的處分和賣的價錢

可能會不盡理想。但是我現在的問題，是在處分這些土地所帶來的部分，就是

現在處分的土地，絕對都不是…，我是說處分完之後，會對當地民眾造成負面

影響的土地，市政府對於這件事情就要先緩一緩嘛！一定要有利於市政府又有

利於民眾，這樣的土地我們才能夠處分嘛！是不是？依照這樣的原則，我們就

要看看你們的評估是什麼？所以剛剛局長只提到兩點，你提到都是在商業區或

住宅區，才去處分這些土地，商業區和住宅區這塊空地在這邊，你們長期去做

停車場使用的時候，它的停車空間如果本來可以停 100 輛車，當這 100 輛的停

車空間不見時，周遭整個停車空間的環境會造成什麼樣？有知會交通局嗎？有

交通局的資料嗎？我沒看到啊！ 

我再強調一次，我們處理的是住宅區和商業區。交通局的停車場用地，其實

有一些住宅區和商業區用地，在我們還沒有處分之前，交通局會先和我們協

商，看那些土地可以用來開闢作為臨時停車場，是財政局把地借給交通局。 

所以其實交通局也會去算。 

只是借給他，但是我要處分時，就要收回來處分。 

是，這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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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 2 分鐘，第二次發言。 

我能夠了解局長所說的，但是在現場的居民一定就是有這樣的需求，所以你

只考慮到你本位的立場，並沒有考慮到整體的狀況，這個就不叫效益評估。我

不是要你評估財政局所獲得的效益是什麼？而是對整體市民的效益是什麼？

尤其是周遭的居民，這才是效益的評估。如果只為了市政府好，市府大可去賣

很多精華的土地，甚至有人指定我要這塊土地，你就賣這塊土地，為什麼我們

要有意見？是不是？問題就出在會對當地居民生活上造成影響的這種土地，應

該要先解決問題才可以賣土地，如果你沒有這些評估，我怎麼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對於裡面的效益評估，我看起來其實做得並不夠精細，我光是看它的內容

都覺得大同小異，每一個效益評估的方向大同小異，所以對於這個部分，我覺

得效益的評估比看現場更為重要。因為如果我看不出來這個效益評估有什麼必

要性的話，我為什麼讓你賣 500 平方米以上的土地呢？高雄市的土地大家都

說，一塊一塊一直被賣掉，我們也承受了相當大的責任，尤其每一塊土地都是

在議會的背書下讓你們去賣的，將來土地也不是賣不完，雖然有這麼多筆的土

地是沒有錯，有的座落在很偏僻的地段，也不一定能夠賣呀！是不是？如果能

夠保有這些土地，我們已經負債這麼多了，還不斷的去賣土地，添在我們的預

算裡去處理，我們還希望能夠保留一些土地給未來的…，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

狀況下，要更審慎的去了解這些東西，所以我覺得今天看到的這些效益評估內

容，我不是很滿意，對於這些內容…。 

邱議員俊憲第一次發言，5 分鐘。 

因為我是財經小組成員，我要捍衛我們召集人辛苦在小組審議之後送到大會

來的結果。剛剛其他同仁的意見我都尊重，在 4 月 20 日的公文，其實有發給

全體議會同仁，說要去看這八十幾筆的土地，也的確一筆一筆的去看，剛剛召

集人也表達了，我覺得有一些事實的陳述，還是要讓大家知道，不要讓大家誤

會小組沒有按照上一屆議會的附帶決議，去執行這些事情。我想請教局長，這

些效益評估不是今天才這樣寫的，對不對？是從第一屆的定期大會某一次的附

帶決議開始就有的東西，如果這個附帶決議是大會做出來的，我們要求市政府

去遵守，這是我們身為議員必須要去尊重的體制。不過要怎麼做，今天不是第

一次這樣寫的吧！而且這本效益評估資料，應該從這個會期開始就放在每個議

員的桌子上，議事組是不是這樣？你們微笑的點頭嘛！所以資料有提供啦！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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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廳裡面如果大家對個案有意見，大家做實質上的討論，我覺得 OK，可是有

的事情是之前已經去做了，而我們每個小組分工的意義是在這邊，然後也有邀

請大家。 

至於說剛剛國民黨團的曾俊傑總召講的建議，我覺得也不錯，如果真的是面

積比較大的，有些效益評估裡面是針對地上權去評估的狀況，其實會有一些比

較有爭議的狀況。挑幾個個案要大家去看，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不過在這裡

要向議長報告，要向大會報告，很多工作其實小組已經做過了，小組也真的很

負責任的一案一案去看，還挑出來問他們。 

我覺得剛剛一些討論，好像小組存在的意義…，好像沒有在做這樣的工作，

我覺得滿可惜的。當然小組是替大家分工的，像剛剛召集人有講，有些案子在

小組裡面就不同意了。所以這些討論在議事廳裡面做一些更多的討論，捍衛市

民的權益，看緊大家的荷包，這都是 OK 的。 

只是我覺得我們小組都有做這些工作，也報告讓大家知道了，局長，我在這

邊要請教說，這個效益評估裡面，到底怎麼樣去羅列更有效的資訊讓大家審

議，這是你們的責任。局處怎麼樣提供更好的資料，讓大家在審議這些案子的

時候，可以更有效益。不是你們只有說這個 OK，叫我們看結果也看不懂，所

以這個內容，局長那時候到底是怎麼產生說，這些效益評估要這樣子的內容，

還是中央的標準就是這樣子？你是不是簡單說明一下？ 

我也跟各位議員報告，當時議會要我們做效益評估就是有幾個意見。第一個

就是這個地太大了，是不是不要把所有權賣出去，能保留在手上，也就是可以

用地上權的方式，或者用 BOT 的方式保留市府的地上權，這是第一個要我們評

估。 

第二個就是這些土地我要說明的是，我們市府擁有的土地，我要跟各位報

告，帳面上我們有三兆多－用公告現值，當然大部分是公用土地，包括停車場

用地，即使你要做停車場，是要去注視那些停車場用地，我強調的是今天我們

做的是住宅區跟商業區，就商業區。 

這個部分我的效益評估，就這一個地方不適合做地上權，也不適合做其他的

開發，我們效益評估的結果就是用讓售、標售對市府 有利，不用再花很多的

管理成本，而且我們把這些地賣出去之後，蓋了房子後，我們還有稅收，我們

還有收入。 

局長，我覺得有一個論點你要接受，就是說不是只有對市政府 有利，對所

有市民，對整個城市的發展 有利這才是重點。那未來的效益評估，要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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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羅列更有效的資訊，這是局裡面的責任，怎麼樣讓曾總召或是其他的議員，

大家對你的內容，因為每個人的要求不一樣，可是我覺得不要做虛工啦！取得

一個 大的平衡，然後把這個資料提供給大家。不然大家沒有一個基礎資訊的

平等，在這裡要討論形成一個共識，其實不容易，我們也不希望看過就算數就

敲槌決議，這樣也不負責任，我覺得局長你應該也不是這種態度。所以我要表

達的就是說，很多工作在小組裡面，在召集人的領導之下有很認真的去處理…。 

好，謝謝。也謝謝小組在 4 月的時候有通知所有的議員去看 500 平方公尺以

上的土地，也確實排了行程，其實有點遺憾，就是很多議員沒有去看。下次請

議會工作人員，一一的再通知所有的議員，再提醒議員讓大家都知道，哪一天

要去看 500 平方公尺以上的土地，這樣子比較有助於整個議事的進行。 

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我們先把小組裡沒有意見的部分先審，大概二十個案

子左右，我們今天就先審到這裡結束，大家有沒有意見？我唸一下，你們是不

是都有這一本，有吧！那我唸等會要處理的案子，這樣子專門委員也比較好處

理。等一下要處理的是 54、55、56、59、60、63、64、65、66、68，然後 72、

73、74、76、78、79、80、81、89、90、91，還有一個交通局的案子，對不對？

交通局的案子沒有在今天？好，到財經，就是到 91。專門委員這樣對不對？

67 我看一下，67 是不同意呀！哦！是同意，67 我剛剛有唸，67 就是等一下要

一起唸，一起敲過，好不好？要不要再唸一次，我再唸一次。 

我唸的是今天要處理的案子，54、55、56、59、60、63、64、65、66、67、

68、72、73、74、76、78、79、80、81、89、90、91。我們今天把這幾件沒有

爭議的案子先處理完就散會，這樣同仁有沒有意見？好，曾議員俊傑提的那幾

個案子再去看一次，也是相當的有道理，再請財政局跟專門委員安排一下，看

看哪些議員想看哪幾個案子，我們把剛剛沒有唸到的案子放在 後再來處理，

好嗎？好，接著請進行第 54 號案。 

財經類第 54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路竹區竹南段 486-4 地號 1 筆出租

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0.22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54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55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路竹區竹南段 486-12 地號 1 筆出租

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36.6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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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56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樹區土角厝段 610、624 地號 2 筆

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3、4.58（合計 7.58）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

序後辦理讓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56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59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後金段 37、40 地號、859、

860 建號等 4 筆市有非公用房地，土地持分、建物（含共有部分持分）面積分

別為 36.56 及 780.3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委員會審

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59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60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637、638、639 地號

等 3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為 34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

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不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60 號案，委員會審查意見：不同意辦理。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

照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63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灣興段 174-2、174-3 地號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69.57、26.12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

辦理標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63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64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經貿段一小段 25 地號市有非

公用土地，面積為 465.48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委員

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二、附帶決議：與地政局所有鄰地、抵費地合併

辦理標售。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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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陳議員麗娜請發言，5 分鐘。 

這塊土地跟下一塊土地，可不可以說明大概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其實面積只

差了一點點而已，差異並不大， 64 跟 65 這二塊的所在位置狀況大概是怎麼

樣？可能要作一下說明。 

另外因為這一塊土地，如果下一塊是不同意辦理的話，照道理來講，這一塊

其實它應該不會是太遠的地方嘛！如果它所在的位置，是不是要有比較詳細的

背景，我們再來確認這一塊土地的狀況，好不好？是不是請財政局先作個說明。 

好，請兩個案子一起說明，一個是 25 地號，一個是 5 地號。 

第 64 號案這一塊土地是我們地政局重劃，我們所分回來的地，我們這個地

因為旁邊的地是地政局的，我們希望…，因為地政局的那個是扺費地，不用送

議會審議，我們的地要送議會審議，我們送到議會，如果議會審議通過之後，

我們會跟地政局一起來標售，財經委員會也是這樣的決議，這是第 64 號案，

這樣一起標售的話，都是空地會比較有…。 

所以地政局這塊土地本來就打算要賣了？ 

對，我們說好了要一起併標，那第 65 號案…。 

但是他們還沒確定什麼時候要賣，對不對？ 

他現在等我們這個程序完成就會…。那第 65 號案各位看圖，旁邊現在是經

貿段二小段 5 地號，那旁邊還有市有地是工務局的，工務局上面還有一些地還

沒有處理好，所以財經小組…。 

現況照片…。 

現況照片。對，他還沒有交回。 

所以它現在在夢時代的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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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就是工務局那塊地，還沒有交給我們財政局，還沒有處理好，所以財經

小組給我們意…。 

是消防局嗎？ 

不是，就是旁邊的地是我們工務局分到的地，是工務局分到的地，而 5 地號

是我們財政局分到的地。程序上工務局他不是在賣地的，是我們在賣地，他還

沒有完全交給我們，等到這個程序完成，財經小組認為一起整塊來標售比較有

價值，所以暫時不同意。 

對不起，你剛說不同意的原因是？ 

要等工務局另外一塊地。 

就是工務局分到的土地還沒有移轉給我們財政局啦！程序還沒有完成，完成

之後我們…。 

整片再一起處理？ 

看一下地籍圖。 

會比較有價值。 

第 65 號案看一下地籍圖。是不是工務局那一塊市有地，要跟它一起處理？ 

所以財經小組說等這個程序完成，工務局交給我們再一起來併標，一起賣比

較有價值。 

這個案子小組是不同意辦理啦！ 

好，以上謝謝。 

好，再回到第 64 號案。第 64 號案跟第 65 號案其實有一點距離，一個是一

小段，一個是二小段，這兩塊土地並沒有連在一起。它是經貿段一小段，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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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 號案是經貿段二小段，所以它們並沒有連在一起。第 64 號案，委員會的

審查意見是同意辦理，但是也做了附帶決議，就是要與地政局所有的鄰地，地

圖上可以看的很清楚，還有扺費地合併辦理標售。各位同仁對於委員會的審查

意見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照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65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經貿段二小段 5 地號市有非

公用土地，面積為 560.2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委員

會審查意見：不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65 號案，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也就是

不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66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興南段 13 地號國市共有非公

用土地，市有土地持分 30100/291251，持分面積為 170.51 平方公尺，擬完成

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一、同意辦理。二、附帶決議：

併鄰邊國有地一同辦理標售。請審議。 

請看一下地圖，所謂的鄰邊國有地到底是幾塊？4 塊嗎？是指 10、11、12、

14 是嗎？請局長回答。 

不是，這一塊地我們的持分比較小，國有地的持分比較大，財經委員會的意

思是跟國有地一起來賣。 

技術上可行嗎？不同的所有權人。 

我們只要跟國產署講好就可以。 

講好就好，好。各位同仁對第 66 號案有沒有意見？請陳議員美雅，5 分鐘。 

局長，本席這邊想要了解一下，因為這一塊是國有地跟市有地共有的，你們

現在是先標，因為我看你們詳細的數字是說，你們只標售我們現在市有地的部

分，但是附帶決議裡，小組這邊說要跟國有地一起，你可以更清楚明確的告訴

我們，到時候你們標售的公告會是這全部的內容，還是沒有，是拆開來的，到

底是什麼樣的情形，說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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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 

這一塊地其實還滿不錯的，很方正，我們是跟他共有持分，因為國有地不用

經過立法院，只有我們市有地應該經過民意機關通過，他現在等著我們程序完

成之後，我們就會研商共同去估一個價格，如果他們先估，我們就尊重他的機

制，如果我們先估，他們會尊重我們機制，反正就是合作一起標售這一塊地。 

所以現在標售的主體是國有…，現在國有地標售主體可能會是誰？ 

整筆地他持分比較大，原則上由他來標，我們照持分…。 

由他來標，國有地是哪一個單位來負責標？ 

國產署南區分署。 

國產署，所以到時候我們不會在財政局的公告上看到這一筆，可能有意願要

去標售這塊土地，他必須去看國有財產署他們的公告，是這樣的意思嗎？〔不

是。〕還是你們在財政局的網站上會註明，說它什麼時候會標售，但是請大家

要去國有財產署。 

原則上是國產署的公告裡面會有，我們這邊沒有，但是今天你提出來，我們

會把這個訊息公布在我們財政局的網站。 

本席這邊也要了解，因為我們看到這塊地其實很方正，他全部的面積是 22

萬嗎？ 

170.51。 

1,646。 

170.51 平方公尺。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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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只有高雄市政府的吧？ 

五百多坪。 

五百多坪，所以這麼方正的面積，你們有沒有可能可以考慮建議以設定地上

權的方式，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還是說有沒有可能未來…，因為這麼方正的

地，對未來對高雄市的開發或是招商，會不會更有益處呢？ 

這一塊是住 3 用地，住宅的住 3 用地要做地上權大概有它…，原則上商業區

才有做地上權的條件，坦白說啦！ 

所以這一塊原則上你們還是以標售的方向來走。〔是。〕所以本席這邊想要

了解，剛才局長有講高雄市的資產大概有公告現值三兆左右的價值，依照你們

這樣子的速度在賣的話，可不可以告訴我們，這三兆左右的資產，依照這樣子

的方式，就是可能你們在評估的時侯，因為土地使用面積不夠或是土地使用的

現況是住 3，它不適合去設定地上權等等之類。那麼我們市有土地，勢必會造

成很多的民眾或是議員的疑慮－賣完就沒有了。高雄市政府自已所持有的土地

就越來越少，請你告訴我們，在你們一直去處分這些土地的情況下，3 兆的公

告現值，未來也許會往下跌也不一定，以你現在講的 3 兆現值，我們還可以賣

幾年？ 

我向陳議員報告，3 兆的土地大部分是公用土地，所以是不能賣的，非公用

土地目前有六、七百億，財政局目前清查出來大概有三百億左右。 

300 億的土地是可以處分的意思，是不是？用公告現值？ 

對，用公告現值馬上可以提出處分的是 300 億元，但我一年的預算是編三十

幾億元，光是在我手上不再清理的話，至少還可以賣十年，還有很多還沒清查

出來的。 

所以十年以後，高雄市政府如果需要比較大筆的土地，就沒有辦法了，是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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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沒有辦法，我說 3 兆元大部分是公用土地，有百分之九十幾。 

那邊是不能動的，不能變賣的我們不要談。 

對，非公用土地現在帳面上有六、七百億元，但是我現在已經可以處分的有

三百多億元，現在每一年我控管在三十幾億元，所以以目前馬上可以出售的，

賣十年還有剩。 

第二次發言，時間 5 分鐘。 

局長，麻煩你把本席剛剛要求你們詳列的，就是你一直講的 3 兆元，可能很

多市民不是那麼清楚，請你依照你剛剛的說明，針對不可以變賣的其實是有哪

些？照剛才你所說可以變賣的，其實還可以賣十年，但是高雄市政府未來是要

永續經營下去的，你說只能賣到十年，我滿擔心的，沒關係，至少你把這部分

的資料先送進來，讓議會同仁了解，你們一年大概賣 30 億元左右的速度是否

恰當？ 

向陳議員報告，縣市合併之後，我們 大的優勢是土地變多了，這是事實。

我剛講的 3 兆元，大部分的土地是公路用地或機關用地，這些都不能賣，不可

能把道路封起來賣掉，我講的大部分是非公用土地，目前帳面上就有六、七百

億元，如果地政局一直開發就會一直產生出來。我說的三百多億元，是目前我

手上只要送到議會通過的，我馬上可以處分的就有三百多億元，也就是目前馬

上可以變現的是三百多億元。 

局長，你說地政局未來做開發，那麼他們預估可以再釋放出多少，你們有沒

有做一些評估的效應？也是要提供讓…，否則像你所講的，現有我們看到的，

十年後就沒有土地了。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有些公用土地檢討之後可以變成非公用土地。 

所以你們要讓我們知道你們後續的動作，台下很多議員同仁都覺得哇！高雄

市…。 

不會啦！我們土地真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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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也不能亂賣，要謹慎處理。這樣講好像土地很多，土豪的口氣，以後講

話要謹慎一點。第 66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照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敲

槌決議） 

財經類第 67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小港區港和段一小段 158-3、167-4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為 40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

理標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67 號案有沒有意見？請李議員雅靜發言，時間 5 分鐘。  

局長，我想請教一下，我看你有兩筆土地號碼，就圖上所看到的 167-4 地號

是指哪一塊？〔…。〕前面小港路旁邊，裡面有一塊私人土地，對不對？〔…。〕

私人土地有沒有臨路？ 

局長，請回答。 

就實際面，它有臨路嗎？ 

那裡的地圖都寫得很清楚，整個…。 

沒有臨路，對不對？那你們有沒有去協調，他們有沒有意願把前面…，就是

為了人家的臨路，你有沒有去協調，是不是可以讓人通行或者他們有沒有優先

購買的權益或者是…？你們有沒有去考慮這一些？ 

局長請回答，就是像匕首的這塊地。 

這個案子，地主之前有先來找我們科說要申請畸零地合併。 

什麼合併？ 

因為它就是沒有出路的問題，誠如議員所講的，〔是。〕可是事實上它的地

是到後面這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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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旁邊那塊私人地都是他的。 

對，那都是他的。包括這些都是他的。 

哪邊也是他的？ 

底下這個也是他的，〔…。〕那是一個家族。 

所以我們不用去考慮到它有沒有臨路的問題。 

我們本來要去考慮，可是後來他們就說沒有那個需求，〔是。〕所以他們那

個部分就沒有以讓售方式處理的部分。〔是。〕因為我們把私有地留下來也沒

用，它的狀態很奇怪，所以才由我們開發科研議辦理標售。 

我剛有看到照片，你們今天送來的資料不清不楚，都是黑白的也沒有照片，

本席在今天以前來看過我的位子，你們並沒有把資料送過來，我的研究室也沒

有這份資料。剛剛不知是小組還是誰說的，說有放到議會讓我們參考，但是並

沒有。我在財經小組歷經 3 年也就是 6 個會期，我一直強調你們要我們審任何

案我們絕對配合，問題是你們要先提供資料給我們，讓我們了解之後，才不會

一直煩惱像這塊 404 平方公尺那麼大的土地，你們是否會隨便賣？像剛講完

的，你們拿來標售，我認同，而且它長得那麼奇怪要賣給誰來興建？你了解我

的意思嗎？如果單純送這一張進來而已，404 平方公尺沒有土地也沒有任何資

料，就只有這幾行文字，請不要造成我們議員之間的誤會，好嗎？請你們改進。 

下一個會期開始，請你們把資料提早送來，可以嗎？局長，你先回答我的問

題，你給我的資料裡面沒有，而且今天之前我有進來，也沒有看到這份資料，

但是我有聽說你們要協商那幾塊 500 坪以上的地，所以我會想去了解。還有你

們小組說要出去看土地，但是小組會有多少成員去，你懂我的意思嗎？你們沒

有一一聯絡，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這裡到底有什麼特殊性。你們財政

局對於小組的成員都不怎麼尊重了，又怎麼會讓 66 位議員都跟得上？幾筆資

料你知道嗎？你光是要賣、要讓售、要標售的有幾筆？局長，這個會期你送幾

筆讓售和標售的進來？送幾筆？都算不出來了，你們還要算嗎？ 

讓售 49 案、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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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算不出來，請你注重一下自己的工作，好不好？你聽得懂嗎？我們共事 6

個會期了，我知道你們的習慣怎麼樣都改不過來，還好你們的召集人個性很

好，都隨你們翻天覆地，不是每個議員都是這樣，我們也想了解，可以的，我

們會支持。像這樣說一說，我覺得很棒，因為我們也擔心你們沒有注意到私人

那一筆土地，你們沒有讓人家有臨路，未來人家要出入，又造成困擾，大家彼

此互相幫忙不要一直在訴訟，而你們有注意到這部分，所以我在這邊誇獎你

們，因為你們有替人家考慮到。還有一點是你們的價錢問題，從剛才的照片看

起來，158-3 和 167-4 為何價錢不一樣？ 

因為不同的地號會有不同的公告現值。〔…。〕沒有，我們在評估價格…。 

李議員雅靜，要不要第二次發言？ 

有公告現值的總值，還有我們有預估的市場價格，我們送的提案裡面有處分

清冊也有地籍圖的謄本都有，是沒有相片，相片是我們在這個時候秀給大家

看。〔…。〕我們一向送議會就是送清冊、謄本，謄本就是剛剛那個圖，都非

常清楚啊！〔…。〕是。〔…。〕我只是說明事實，我們都有照議會的規定送

到議會，是這樣而已。〔…。〕 

局長，請坐下。我來請問一下議事組，下次是不是可以請你們…，老實說，

我是比較早看到，但是可能不是每個議員都有看到，是不是要逐一的聯絡議員

說已經把財經要審的這 3 本送到議員的手上，或是送到議員的研究室，因為每

個人的需求不一樣，再一一的讓大家確認一下，比如說送到研究室的話，可能

他本人不知道，正好這兩天又沒進去的話，是不是也另外單獨通知一下，免得

有所誤會。因為 4 月我就收到了，可能有的議員沒有收到，請再通知一下，免

得有所誤會，這樣好不好？議事組，拜託你們。 

剛剛講到第 67 號案，第 67 號案有沒有其他的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

槌決議） 

財經類第 68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鹽埕區鹽中段 507 地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7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委員會審查意

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第 68 號案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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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 

繼續開會，請專門委員繼續宣讀。 

財經類第 72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楠梓區高昌段 13-4 地號國市共有非

公用土地，市有土地持分 10000 分之 5782，持分面積為 416.62 平方公尺，擬

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有沒有意見？請李議員雅靜發言。 

是不是請局長說明一下這持分的部分，到時候我們怎麼去標售？是我們和他

共同處分還是我們分開？ 

請局長說明。 

這個是我們和國有地共分，我們的持分是 1 萬分之 5782，我們的持分稍微

多一點，〔…。〕是屬於第三種住宅區，〔…。〕持分這樣算出來是 416 平方公

尺。 

現在是我們自己賣還是和他們一起賣？ 

當然我們會一起賣。 

是整批一起賣，已經講好了嗎？ 

當然，就是我們完成這個程序之後，由國產署他們來賣或者由我們來賣，我

們會一起商量。 

不管由誰來標售，我希望在我們的網頁上可以看得到這筆資訊，讓它更透明

公開，因為我知道我們有做海報和其他相關宣傳的部分，希望可以讓其他有興

趣的市民也知道。謝謝局長。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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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類第 73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 136-363 地號市有

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10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委員會

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有沒有意見？請李議員雅靜發言。 

主席，我們看一下實際的圖片，所以它是有臨路的，對不對？ 

對，71 巷那裡。 

那是有臨路嘛！〔是。〕前面是幾米路？ 

那個是幾米巷，看起來應該是 4、5 米，轎車可以通行。 

我剛好要問你，這樣子出入會不會有問題？就是轎車可以進出就對了。 

4、5 米，小轎車應該可以啦！ 

是，它沒辦法構成畸零地，它旁邊滿大塊的。 

這不是畸零地，這個我們要用標售的。 

我是說加上旁邊的土地。 

旁邊不是我們的土地。 

私人的土地不是比較大嗎？這一筆大概有 30 坪。 

你把相片秀出來，對，圍籬圍起來這塊空地就是我們的。 

現在是空地就對了。〔是。〕除了這裡我們還有另外一塊土地，也是在附近

嗎？有一段距離，另外一筆是在另外一個不同的地方。 

在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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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謝謝局長。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尊重小組的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74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下菜園小段 90-17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6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76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岡山區大全段 31-15 地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19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委員會審查

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78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岡山區岡山段 572-7 地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270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委員會審查

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79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磚子瑤段 2476-1、2476-2 地

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為 72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

標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80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茄萣區崎漏段 573-46 地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13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委員會審查

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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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類第 81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旗山區中華段 1059-2 地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223.7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委員會

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89 案、案由：請審議「本市鳥松區美德段 281-1、281-2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為 404.1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

售」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90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鳥松區林內段 61-1 地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203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委員會審查意

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類第 91 號案、案由：請審議「本市小港區二橋段 1343 地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為 70,94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設定地上權」案。委

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財經委員會市政府提案審查完畢。 

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