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農林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0 日下午 3 時 18 分）
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黃議員秋媖）：
現在簽到出席人數已過半數，開會。（敲槌）
向各位議員報告，現在的議程是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農林部門分
組審查，我們審查順序如下：一、審查市政府提案共 17 案，包括 108 年度動支第
二預備金數額表，農業局 4 案、水利局 7 案、海洋局 5 案。二、審查議長交議市
政府提案共 5 案，包含農業局 2 案、水利局 2 案、海洋局 1 案。三、審查議員提
案共 28 案。首先，請審查市政府提案，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請翻開橘色這一本，108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農業
支出動支 7 案，其他經濟服務支出動支 1 案，共 8 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意見。］好，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接下來請翻開市政府提案彙編這一本，請看案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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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補助市政府農業局
辦理「加強農地利用管理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135 萬 3,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 115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0 萬 3,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沒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請看案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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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
感冒撲殺補償費用，經費共計新台幣 36 萬 1,238 元整(中央補助 18 萬 619 元，市政
府配合款 18 萬 619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沒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請看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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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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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合計 1,155 萬 8,000 元(中央補助款 809 萬 1,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346
萬 7,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張漢忠議員請發言。
張議員漢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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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不好意思，我問的跟這個沒有什麼相關，我想請教，尤其好像是昨天有一
些那個鳳山志工事件，這事件我想請教，那個志工隊的隊長，他是不是非常的在
意這些問題，當然有拜託我們列席，列席我們也是尊重你們的處理，現在重點是
我不是很清楚，是黃文益議員他在議會質詢時說，是不是把那幾隻流浪狗帶到收
容中心？收容中心後來是不是說有幾隻去都不吃東西，你們就去載回來，載回來說
就死掉了。我現在意思是，我怎樣知道他們志工隊長負責的哪些狗是要抓？因為
說那些狗會咬人，但是愛狗人士是不是一直要求這些狗不要再收容了，這件事情
是不是這樣？拜託你們了解黃文益議員說的事情是不是這樣？看黃文益議員的
意思是怎樣？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葉處長坤松：
這件事情跟議員做一個報告，這件事是這樣，在大東公園旁有個老人活動中心，
大概有 5 隻流浪狗，這些流浪狗因為有一群愛狗人士和一群不希望狗留在那邊的
人，他們有一些意見上的不同，於是在 5 月 23 日有個協調會議，協調會議的結論就
是這些狗如果要留在那邊可以，就是要繫狗鏈，不能讓牠四處亂跑、隨地大小便，
當時是這樣的一個決議，如果說不遵守這樣決議，就請動保處把這些狗帶走，這樣
子的一個決議是大家的最大公約數，大家都同意這樣來執行。愛狗協會在 5 月 23 日
決議後沒有馬上去進行這些工作，然後志工隊那邊就請養工處把狗帶走，可是我們
還沒帶走之前愛狗協會就把狗帶走了，目前狗是在愛狗協會那邊，不是在我們收容
所，那愛狗協會帶回去之後這些狗不吃，沒有吃就虛弱，想說抓回來這裡，看這裡
狗較多是不是會想要吃，不知道說一隻回來之後，馬上在那邊就掛掉了，整個事件
是這樣子。目前整個事件還在協調當中，愛狗協會他是希望這些狗經過繫狗鏈再來
到活動中心當作陪伴犬，陪伴這些老人，這是很好的事情，然後志工隊是希望這些
狗不要再回來了，怕牠們沒有繫好狗鍊，在這裡隨地大小便會影響到他們，這兩派
意見不太一樣，目前還在協調當中。
張議員漢忠：
好，謝謝！
主席（黃議員秋媖）：
還有沒有其他議員有意見？［沒有。］那我想請問一下動保處處長，像你們經費
核計這個經費啊！大概預計這個是可以收容多少隻數啊？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葉處長坤松：
我們這個改善動物管制收容計畫的部分，這部分他主要的費用是在建築費用，建
築費用他是一個修繕，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寵物骨灰灑葬區，寵物骨灰灑葬區總共
810 萬，是這兩個部分。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我想說是收容，喔！是設施。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葉處長坤松：
對、對、對。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預計那個設施應該是今年就可以啟用喔？［對，就是我們…。］樹灑葬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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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議員報告一下，我們高雄市即將要有第一座寵物的樹灑葬園區，如果各位我們農
林的議員們有要到臉書分享的，可以分享這一項，大家一起推動、一起關心，因為
現在養寵物的人口真的很多，謝謝動保處。這是由我們這邊提案送去中央審，還是
由立委那邊的提案？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葉處長坤松：
這個案件是中央那邊，就是很多議員及立委協助爭取經費，農委會今年補助到動
保處，我們提墊付，墊付通過之後，我們委由殯葬管理處來做執行。
主席（黃議員秋媖）：
殯葬處應該是…，最後事後的管理權是？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葉處長坤松：
我們在 107 年有簽個大簽給市長同意，是由殯葬處做後續的維護管理。
主席（黃議員秋媖）：
喔！有簽過，好。各位議員還有沒有意見？［沒有。］好，同意辦理。
（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請看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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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市政府辦理「109 年建構友善動物保護計畫」，經費共計新
臺幣 616 萬 4,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 40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14 萬 4,000 元）
，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我們林議員請發言。
林議員富寶：
處長解釋這個部分是做些什麼？解釋一下。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葉處長坤松：
跟議員報告，這個友善動物保護計畫的補助，主要是續聘四位專案助理，其中還
有一個環境教育的部分，因為我們燕巢收容所在 108 年 11 月有取得環境教育認證場
域，這部分我們需要推廣讓更多人到我們收容所，來看到我們的浪犬進而把牠領養。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們補助我們的寵物公會進行他們業者的宣導，譬如說，寵物公
會怎麼樣去進行相關的買賣，然後提供什麼樣的資訊給飼主，這樣子一個合法的程
序他們做宣導。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僱用我們的技術短工，這部分就是協助動保組還
有收容組進行動物保護的部分。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進行動物保護的課綱，就是跟學
校配合、跟教育局配合，來進行動物保護的教育，以上。
林議員富寶：
好，謝謝！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還有沒有什麼意見？［沒有。］沒有，好，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以上市政府提案農業局的部分審查完畢。接下來審查水利局的部分，請水利局代
理局長進來。
主席（黃議員秋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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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接著開始。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看案號 5、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案由：請審議內政部
營建署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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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計 3 億 5,446 萬 1,000 元(中央補助
3 億 2,962 萬 1,000 元，市政府自籌 2,484 萬元)乙案，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張議員請。
張議員漢忠：
局長，我們現在這再生水監測，中央要補助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這個工程的
進度現在是什麼情況？麻煩局長解釋一下。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我跟張議員報告，這個案子應該整個是屬於臨海污水廠，也包含了他的一些相
關周邊的管路，這個再生水管路除了本身污水廠收集系統，他也包含從鳳山的系
統拉污水到臨海那邊去處理製造再生水，它的工程是這樣，污水廠現在在施工，
那管線的佈設就是像現在要再補助這些，就是一直在小港地區會佈設這個污水幹
線。
張議員漢忠：
鳳山污水廠到鳳山、高雄這邊的管線是怎樣？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他這個系統是屬於小港高雄污水區的，那鳳山系統有鳳山的，但是因為要去做
再生水它的水量不夠，必須要再去接凱旋路的污水管的污水，才能夠去做再生水。
張議員漢忠：
是再生水的這些管線的？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對、對、對！是再生水的經費。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還有沒有什麼意見？［沒意見、沒有。］好，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看案號 6、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案由：請審議有關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批次之「愛
河流域水質改善調查及規劃」，經費共計 1,900 萬元(中央補助 1,482 萬元，市政府
自籌 418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看案號 7、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案由：請審議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度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
提報案件「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
，計 7,000 萬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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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補助 5,460 萬元，市政府自籌 1,54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看案號 8、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案由：請審議內政部
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109 年度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鳳山鳥松系統、大樹系統、
旗美系統及岡山橋頭污水系統」案，經費增加 2,184 萬 3,000 元(中央補助款 1,810
萬 2,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374 萬 1,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好，我們林議員請。
林議員富寶：
科長，這個和這案沒有關係！昨天 206 巷處理得怎樣？剛剛服務處又打電話來，
你知道嗎？
水利局污水二科鍾科長彩俊 ：
沒有跟我報告。
林議員富寶：
昨天有一件旗甲路一段 206 巷，我有去看，它那個污水整個爆出來，是廁所水很
臭很臭，後來我有通知你們的工作人員，公司也有去，去了不知道處理得怎麼樣？
剛才服務處又打電話來，說你們明天還要去，是處理得不好？
水利局污水二科鍾科長彩俊 ：
我再跟議員回報。
林議員富寶：
剛剛服務處又打電話來，昨天早上應該可以處理好吧！應該你們要跟他們教育
啦！他們可能排出來的有油垢，可能大家教育做得不夠，然後都堵住了，堵住了大
家也不知道，結果就在大排處爆出來，整個環境很差，昨天我有拜託處理污水的公
司，他們有一台抽水車去現場處理了，應該是處理好了，怎麼服務處又打電話來說，
明天你們還要再去，到底是怎麼樣？你去了解一下。
水利局污水二科鍾科長彩俊 ：
好。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那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我想了解一下，你這個經費增加兩千一百多萬是
用在哪裡？第二個部分，上次在質詢的時候我有提到，我們水利局關於污水下水道
系統在建置，現在進行到大崗山地區嘛！我們地方清潔隊他提出一個質疑，說你們
在做污水下水道系統的時候，尤其是有做油炸的、或是煮麵麵攤的商家，他們的管
線出來的時候油跟水有沒有分離，有沒有協助他們做油、水分離？而不是每一戶喔！
做到說來不及就跳過、來不及就跳過，他們都沒有補助，以後要自己用吔！未來我
們大家的選區都會陸陸續續開始推動污水處理嘛！那是不是要跟廠商再溝通一下，
我們在施工說明會的時候要先講，尤其是要跟里長講清楚，叫里長下去佈達所有的
商家。我現在目前接到兩家在陳情，說他們是做麵攤的，未來還有很多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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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很多麵攤、很多商家還不知道，是不是請我們水利局這邊加強宣導，然後幫
忙回頭問一下他們，還有沒有人要再做油、水分離之後再來接管，好，謝謝！那各
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好，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看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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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市政府辦理「美濃區吉洋里成功新村通往高屏 103（成
功段 448 地號）道路損害改善工程」案，總經費 900 萬元（中央補助 90％計 810 萬
元，市政府配合款 10％9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看案號 10、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案由：請審議有關內
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2 期特別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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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9 萬 2,590 元（營建署
補助 8,018 萬 4,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1,420 萬 8,590 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
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
林議員富寶：
沒有，這個請解釋一下。
主席（黃議員秋媖）：
請說明林議員的要求。
水利局市區排水二科陳科長義彰 ：
我這邊說明一下，第一案大寮內坑那邊，就是歡喜大樓那邊第二期的工程，鳥松
神農路那邊的幹線，就是我們在鳥松那邊有一個人孔蓋冒水，是辦理這個改善工程。
另外鼓山台泥滯洪池是鼓山滯洪池那邊有一個新增的，之前做是有古蹟的問題沒有
做，現在古蹟的問題已經改善以後就可以做。另外，楠梓壽民路雨水下水道工程，
這個是在那邊有一個雨水下水道工程老舊，我們做翻新的改善，以上。
林議員富寶：
沒意見了。
主席（黃議員秋媖）：
我問一下科長，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前一陣子也滿熱門的幸福川整治，本席的選
區有阿公店溪、典寶溪，有沒有機會整治成那樣？好，請局長，謝謝！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跟議員報告，幸福川是屬於市區裡面的，應該也算是一個下水道，不過它是明渠，
它不是屬於河川，阿公店溪和典寶溪是屬於河川，所以依照它的水域範圍，你看幸
福川底下都是水泥面，然後阿公店溪和典寶溪它是比較類似自然河川，所以做的方
式應該會不一樣。
主席（黃議員秋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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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之前地方上也有人士提出來，因為你們在有一些區域也是有像這樣一半水泥、
然後再一個階梯。
［有，鳳山溪。］那種整治方式也可以啊！像我們的上游就是從他
們的選區這樣流下來的，是不是從上游推到我們下游這樣？有沒有機會申請一下前
瞻？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其實阿公店溪在以前就有做這方面的規劃，如果現在跟十幾年前比，它其實護岸
邊的那些包含步道其實改善很多，我們在規劃上面其實有延續到阿公店溪出海口。
主席（黃議員秋媖）：
因為那個是第六河川局的嘛！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阿公店溪是第六河川局的，但是我們在做景觀綠美化這個部分有跟他協調，有時
候是我們爭取經費來做，典寶溪因為它的腹地很小，旁邊又有很多工廠，所以典寶
溪相對要做的條件就比較差。
主席（黃議員秋媖）：
比較大的問題是水質優氧化，裡面都是布袋蓮，還有長雜草，民眾的觀感很差，
然後每一年都要催，像我去年花了大概 30 分鐘在總質詢的時候講這個，但是今年又
還是一樣。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河川的部分當然是要找河川局啦！那典寶溪它是…。
主席（黃議員秋媖）：
對，因為我們都是只是行文給他，民眾都以為是我們水利局的啊！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也不可能跟民眾講得很清楚，說這到底是屬於中央還是地方，但是人家都以為
是我們，所以是不是有機會透過申請經費來整治，或者是第六河川局的經費是不是
可以再編多一點，常常清嘛！因為布袋蓮長的速度很快，幾個月就長一次，總是要
有辦法讓市民安心啊！尤其登革熱又快到了，再麻煩局長。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好，我們再跟六河局那邊來溝通一下。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謝謝！謝謝局長。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請看案號 11、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案由：請審議經濟部
水利署 109 年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5 批次治理工程」橋梁費及用地費共計 3,922 萬 9,000
元（中央補助 2,604 萬 1,000 元、市政府自籌 1,318 萬 8,000 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林議員請發言。
林議員富寶：
美濃湖排水系統是在裡面吧！它那是要做哪裡？你們這個一共有 6 案，有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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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應該還有很多吧！第 5 批次擬辦治理工程，第 6 案是美濃湖排水系統，護岸加
高 945 是不是這一件？橋梁 2 座，是不是這一件？
水利局區域排水科正工程司廖信傑 ：
一共好幾件，第 6 件，對，我們護岸加高，其實我們從美濃湖排水系統，從水庫
那邊一直到美濃溪有好幾段，這一段應該指的是最下游那一段，先把護岸加高，加
高的程度大概是跟美濃溪現在的高度差不多，現在應該在施工中。
林議員富寶：
這裡加高不是已經很久了，上次你們在那邊開會，已經說很久了。
水利局區域排水科正工程司廖信傑 ：
已經開工了，施工了。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它這個應該是年度經費檢討增加的。
林議員富寶：
喔！追加的。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它這個因為我們到差不多年中都會檢討預算看夠不夠，每一年都會做滾動檢討，
如果做得很快錢不夠，中央就會再給錢，所以它是這樣在增加經費的。
林議員富寶：
好，沒意見。
主席（黃議員秋媖）：
還有張議員請發言。
張議員漢忠：
局長，不好意思！跟這個案件沒有相關，我要說的是鳳山溪，鳳山溪現在是不是
我們水利局真的花了很多錢在鳳山溪，鳳山溪實際上從縣政府時代到現在，當然局
長非常清楚，縣政府時代到縣市合併後，我們面臨比較多小型工廠偷排的問題，因
為當初我們有做鳳山溪的水質總量管制，有這一方面的計畫嗎？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水質那方面…。
張議員漢忠：
對啊！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那方面應該是環保局在管理整個水質，包含整個上游偷排工廠的一些調查或者是
取締，我們的部分是當初我們做的一些水質淨化或是污水截流，水利局就是要負責
那些設施的維護，像我們最近還有在鳳山圳那裡做了一些新的截流，因為鳳山圳有
很多是上游工廠排進來的。
張議員漢忠：
還有一部分就是說，以前在楊縣長時代，當然那時是植草磚。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植草磚都已經換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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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議員漢忠：
植草磚有換掉嗎？植草磚現在是在灑草籽。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有嗎？在哪一段？
張議員漢忠：
鳳山從博愛路到這邊鳳山溪的部分，包括鳳西國小這個部分。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我們很早就換掉了，很久以前就換了。
張議員漢忠：
沒有，現在是它那個草，重點是我們每年都要編列經費整理那些雜草。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有，我們都有在維護。
張議員漢忠：
當然百姓在議會一直拜託我們的是，植草磚現在你們在灑草籽，每年都要清理很
多次，在清理很多次的當中，百姓的看法是說，你們還要花錢清除那些雜草，重點
是尤其下游的排水量又減少，當然下游的排水量減少導致大量的排水使鳳山溪就幾
乎宣洩不及，所以百姓一直期待，這方面是不是有在注意這一點，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用每年用，雨季時草長得很快，當然還會滋生蚊蟲，草容易滋生蚊蟲，你們
有去觀察到這一點嗎？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是我們現在的一些綠地、鋪面雜草很多，百姓覺得…？
張議員漢忠：
因為我們現在溪底有灑草籽嘛！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對，當初我們都有灑草籽。喔！你說的是溪底的植草磚然後灑草籽喔！
張議員漢忠：
對。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但那是自然讓它覺得整個河岸是綠色的。
張議員漢忠：
綠色的，重點是百姓反對啊！他們覺得你們一天到晚要清理那些草，割那裡的草。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沒有草也不好，有草也不好。
張議員漢忠：
這就是百姓的觀點跟我們不同。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我會要求我們的廠商定期去割草。
張議員漢忠：
但是他們說你們浪費錢，常常編錢在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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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你看人家所有的河川，其實也是都正常這樣做。
張議員漢忠：
坦白講，這觀念是當初楊縣長去考察回來，他們提供了這麼好的方法，就是假如
在沒水的時候有綠地，裡面還有草，看起來就比較…。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其實雖然有草百姓會唸，如果整個像以前鳳山溪那樣，光禿禿的都是水泥地，罵
的人更多，這個東西就是要取捨，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希望的東西，應該就朝那個
方向去做。
張議員漢忠：
等於同意的人比較多，我們就要認同，其他的我們來應對。
主席（黃議員秋媖）：
再麻煩我們局長跟張議員到服務處跟大家說明一下。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好，我會協助跟市民溝通。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謝謝！各位議員還有沒有意見？［沒有。］好，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以上市政府提案水利局的部分審查完畢，接下來審查海洋局的部分。
主席（黃議員秋媖）：
我們繼續開會。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請看案號 12、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案由：請審議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辦理「109 年興達
漁港大發路南段安檢碼頭改善工程規劃設計工作」，提列 109 年度補助款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及市府配合款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合計新台幣 593 萬 6,000 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請看案號 13、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案由：請審議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政府海洋局辦理「旗津漁港(大汕頭泊區)與旗后漁港
疏濬工程(含設計監造)」經費共計新台幣 2,000 萬元(中央補助新台幣 1,000 萬
元，市政府配合款新台幣 1,0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我有意見，我想問一下代理局長，上一案新
台幣補助這樣子，墊付款跟自付款好像都 50%。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登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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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黃議員秋媖）：
這一案是百分之？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登福 ：
一半、一半。
主席（黃議員秋媖）：
一半、一半。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登福 ：
是。
主席（黃議員秋媖）：
因為我們可以再申請補助高一點啊！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登福 ：
跟召集人報告，一般前瞻的話，前瞻計畫的比率會比較高，78%跟 22%；一般的話
都是一半、一半。
主席（黃議員秋媖）：
喔！前瞻才是這樣。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登福：
所以如果能夠爭取到前瞻的話，比率會比較高。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局長，麻煩大家，辛苦！各位議員，還有沒有意見？針對剛剛那一案。
［沒有。］
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請看案號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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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補助市政府海洋局辦理「結合縣市政府推動強化海域、海岸救生救難能
量計畫」項下「提升高雄市所屬漁港及近海沿岸救生救難量能工作」經費共計 105
萬元（中央補助款 84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1 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沒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請看案號 15、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案由：請審議有關海
洋委員會 109 年「促進地方政府推動海洋事務補助計畫」補助市政府海洋局辦理「109
年度高雄市休閒漁業資源調查及海洋觀光遊憩行銷推廣計畫」，經費共計 170 萬元
（中央補助款 136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34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我想請問一下，這個調查完要做什麼？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登福：
跟召集人報告，我們高雄市有 16 處的漁港嘛！［對。］漁港裡面的一些設施，還
有漁村文化，還有周邊的一些資源，我們希望把它盤點、把它整合起來，變成一個
遊程，遊程以後我們會邀請民眾來做體驗，然後拍攝一些宣傳的廣告，那就是說能
夠促進在地的一些觀光跟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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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謝謝！給我們一些藍圖。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
（敲槌
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請看案號 16、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案由：請審議市政府
海洋局為高雄區漁會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辦理「前鎮漁港西岸碼頭輸銷
歐盟缷魚場內浴廁遷建工程」，擬出具本市前鎮區朝陽段 436-1、436-2、436-3 及
436-4 等四筆地號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高雄區漁會申請建築執照，並無償提供朝陽
段 436-2、436-3 地號各 116.19 平方公尺土地供該會新建浴廁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我想請問一下，石斑魚我們要推清真認證，進
度如何？因為你這個就是將來要做那個…。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登福：
這個跟召集人報告，清真認證，我們從 103 年就持續，
［對。］那就是說對我們整
個漁產品除了內銷以外，外銷是相當重要，就是說開拓新市場跟分散市場是相當重
要，我們以往，召集人也知道，我們高雄市的石斑魚產量 6,000 公噸，70%大概 4,000
公噸都外銷到大陸跟香港，這個放在同一個籃子，風險滿大的，所以就誠如召集人
講的，我們從民國 106 年開始就輔導我們的加工廠跟漁會，還有漁民朋友爭取清真
認證，持續已經進入第四年。我們除了輔導他們取得清真認證以外，我們也配合到
國外像馬來西亞的清真展，也透過這個展去開拓包括馬來西亞、印尼、泰國，還有
中東的一些市場。
主席（黃議員秋媖）：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在輸出清真認證的國家了嗎？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登福：
對，有，已經有。
主席（黃議員秋媖）：
那我可以麻煩主辦跟我聯絡一下，我那邊有一些，今天掃市場的時候，
［是。］還
有漁民在跟我說，真的，他的魚放在那邊，其邁來問他說你這個魚怎麼在這邊賣？
怎麼沒有…。
［好。］他說價格很差，［是。］能不能拜託一下我們海洋局？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登福：
我們推廣科再跟議員聯絡。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謝謝！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
以上農林委員會市政府提案全部審查完畢，接下來審查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請
翻開「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彚編」這一本，請農業局代理局長。
林議員富寶：
海洋局審一審。海洋局這裡審一審，不用出去還要再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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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我們照林議員、各位議員的意思。

林議員富寶：
1 件而已，不用再進來。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林議員很體貼我們局長。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看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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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補助市政府海洋局辦理 109 年推動「高雄汕尾漁港多元利用計畫」案，請准予提
列 109 年度補助款新台幣 12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30 萬元，合計新台幣 150 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登福 ：
謝謝召集人！謝謝議員！

主席（黃議員秋媖）：
謝謝林議員！還有各位議員。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還有。

主席（黃議員秋媖）：
還有？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農業局。

林議員義迪：
農業局還有 2 案。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看案號 1、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案由：請審議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補助市政府辦理 109 年「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畫」經費中央補助
款 382 萬 4,000 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23 萬元，合計 405 萬 4,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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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我想了解一下「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
畫」，稍微簡單說明一下，好不好？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跟各位報告，主要就是我們美濃農會的美濃農業農產專區 1,400 公頃裡面的一些
工作，我們在農會有聘了兩個專職人員做這個專區的工作。其中比較大的費用是這
個所謂的農業生產資材的補助，對於加入生產專區的每位的土地每公頃 1 年是 2,000
元，所以鼓勵農友加入。

主席（黃議員秋媖）：
所以你請了兩個在農會？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對，農會請的，本來他就要做農產經營。

主席（黃議員秋媖）：
農會請的？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農會請的。

主席（黃議員秋媖）：
然後用在這個補助款內？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對，在這個補助款裡面涵蓋的。

主席（黃議員秋媖）：
農會請？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主要是兩個臨時人員，然後有資材費用大概是 260 萬元，還有檢驗這樣的費用，
對於農會，就是我們要抽驗這些生產品的一些檢驗費用。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所以第一個，你是請兩個在農會，幫農會請兩個人員。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不是，就是這個計畫農會在進行的時候，他本來就要有人員負責專案計畫，這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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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富寶：
補助農會。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對，補助農會。

林議員義迪：
補助農會付薪水。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裡面有兩個人。

主席（黃議員秋媖）：
他在研究如何改良農地？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不算改良農地，就是…。

主席（黃議員秋媖）：
整合？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對。

主席（黃議員秋媖）：
整合加值。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對。

主席（黃議員秋媖）：
這個之前有推過的案例嗎？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怎麼樣？

主席（黃議員秋媖）：
這是第一年嗎？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不是，這不是第一年。

主席（黃議員秋媖）：
之前的計畫有沒有成果可以給我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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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好，這後來整理一下。

主席（黃議員秋媖）：
也給我們這農林小組的每個議員。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好。

主席（黃議員秋媖）：
因為都是他們的選區。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我將美濃生產專區的例子整理再給議員。

主席（黃議員秋媖）：
對，給我們看一下這些補助，我們這些議員協助他們做了什麼，這樣好不好？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好，沒有問題。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謝謝！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看案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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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市政府 109 年度「強化農業資訊調查制度計畫」補助經費，
其中市政府配合款 29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

林議員富寶：
不是，這個…。

主席（黃議員秋媖）：
林議員，請。

林議員富寶：
中央是多少錢？只寫個「市政府配合款 29 萬元」而已。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中央的部分，我們已經納入預算了。

林議員富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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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這次只有針對…。

林議員富寶：
他多少錢？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100…。

林議員富寶：
中央…。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中央 197，194。中央 194 萬元，我們是 31 萬元。

主席（黃議員秋媖）：
下次寫清楚。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不好意思。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以上農業局的部分審查完畢，接下來審查水利局的部分。

主席（黃議員秋媖）：
要記得給我們每位議員看一下剛剛那個什麼改良計畫。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加值計畫。

主席（黃議員秋媖）：
我們其他議員的選區有沒有農地要改良的？還有什麼計畫可以參考的？好，謝
謝！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謝謝！

主席（黃議員秋媖）：
好，繼續開會。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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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案號 3、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案由：請審議有關經濟
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水利局執行「美濃山下排水收集系統改善工程先期改善工程
0K+100~1K+100」用地取得，經費總計 1,592 萬 5,397 元(中央補助 1,003 萬 3,000
元，市政府自籌 589 萬 2,397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意見。］沒有意見，好，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看案號 4、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案由：請審議有關經濟
部補助市政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補助高雄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
整體改善計畫非工程措施」大型移動式抽水機增購，經費總計 256 萬元（中央補助
102 萬 4,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153 萬 6,000 元）乙案，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

林議員義迪：
有。

林議員富寶：
沒有。

主席（黃議員秋媖）：
來，我們請林義迪議員。

林議員義迪：
溪洲上次去看，我們要再增加 1 部嘛！溪洲抽水機，可以嗎？

水利局市區排水二科陳科長義彰：
那邊有。

林議員義迪：
OK 嗎？

水利局市區排水二科陳科長義彰：
要設計了。

林議員義迪：
好，那台修理的有裝了嗎？

水利局市區排水二科陳科長義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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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裝了，有。

林議員義迪：
裝了吧？不然現在如果下雨就麻煩了，好不好。

水利局市區排水二科陳科長義彰：
好。

林議員義迪：
好了。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還有沒有意見？［沒有。］好，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以上農林委員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全部審查完畢，接下來審查議員提案，請看
議員提案農林類 1 至 28 號案，請審查。
主席（黃議員秋媖）：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好，沒有意見，請送市政府研究辧理。
（敲槌決
議）
審查完畢，散會。（敲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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