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警消衛環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3 日下午 3 時 0 分） 

第 2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李議員順進）：  

    上次會議紀錄已經放在桌上請參閱。在場的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確認。（敲槌） 

今天審查上次會議擱置第二預備金動支案，警察局兩案、環保局兩案。這兩天的時間警察局努力

準備很多資料說明；環保局也備妥相關修正的做法，可能也送到各委員的手上了，請各委員加以

指導。首先，我們審查擱置的部分，請宣讀警察局的部分 

    陳專門委員月麗： 

  警察局第一案，增設本市各區里監視系統所需經費 423萬 8,424元，請審查。 

    主席（李議員順進）：  

  局長，請說明。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主席、召集人、總召、方議員、陳議員、蔡議員大家好！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對於警察局，建置

監視器這項業務的關心，這一項業務我們是逐年編列經費來建置，在 108年特別有動用到第二預

備金，這一項工作我們每一年都有固定的經費，有建置的、有維修的。我們也希望在這既有的經

費裡面能夠加強監視器的建置，讓數量盡量能夠滿足市民的需求。所以我們業務單位也不斷的做

檢討、改進，每年都在尋找有沒有品質更好的廠商，費用更便宜。除了業務單位在這行業裡面不

斷的積極在尋找以外，我們會跟警政署打聽；會跟其他縣市警察局打聽，因為所有的縣市警察都

在做監視器，包括相關局處也在做監視器，所以我們希望這個系統，每一年買的越便宜，我們就

可以建置更多，這一項是我們的大原則。很感謝在座的各位議員先生對這一項採購案的關心，這

一項工作市府的研考會都列入重點的稽核單位，包括審計單位，審計單位每年抽檢都是抽檢這一

項採購案，政風單位也很關心，他會指導跟稽核，希望這一項業務可以買的越好、越便宜，讓市

民需求監視器的數量能夠越來越增加，這一項是我們努力的方向，細節部分由承辦單位的科長做

報告。 

     主席（李議員順進）：  

  我們一案、一案來，針對剛剛局長說明，監視系統購置的經費，423萬 8,424元這一筆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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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局長的說明以及幕僚單位所提供的資料，各位委員還有沒有意見？或者是這幾天時間比較

急，這個項目也已經執行完畢，大家是不是再詳細看一下，如果隨時有意見我想局長也都歡迎本

會提出指正的意見給他們，他們會做一個詳細的說明或是改進的依據好不好？對於本會議員的建

議監視系統的項目或是其他裝備的購置、補實、充實等等，在轄區可能比較缺的部分，也請局長

多幫忙，本會小組議員的選區裡面，好不好？局長，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請你幫忙。如果各

委員沒有意見？我們就照案通過。確認。（敲槌決議） 

    陳專門委員月麗： 

  繼續請看警察局第 5案，辦理寄發交通違規舉發單行政文書所需不足郵資 650萬元，請審查。 

    主席（李議員順進）：  

  局長，請說明。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主席、召集人、總召、方議員、陳議員、蔡議員有關交大動用到第二預備金來做交通違規的

郵資，這個案件我做一個簡要的報告。的確 108年比 107年告發的件數還多，除了交大統籌運用

的經費去支付以外，不足的我們就動用到第二預備金。之所以會開那麼多的交通罰單，在這裡跟

各位議座報告，大部分的警察絕對不會故意去找民眾的麻煩、故意去開單，最主要我們還是以大

的原則跟政策，因為我們盡量要養成民眾守法的習慣，民眾不守法容易發生車禍，一件車禍變成

兩個家庭的悲劇，所以我們要求同仁一定要防範車禍，所以每發生一件車禍我們都到現場做現地

會勘，為什麼會發生？想辦法讓以後不要再發生。所以我們經常發現發生重大車禍，大部分都是

嚴重的、重大的違規，像闖紅燈，一闖可能就是死亡車禍。逆向行駛一撞又很可能變成 A1 車禍。

所以告發交通違規事實上我們基於不得以，我們不希望做這種取締告發的事情，我們想做為民服

務的事情。既然這一項工作要我們執法，我們跟同仁一再的宣導，我們是讓民眾不要發生車禍。

假如我們站在路口，他就不違規就不會發生交通違規，也不會發生交通事故，我們何必要開單。

所以這個大原則我們全面的在宣導，我們希望勤務的規劃就能夠有效的預防犯罪。假如他違規我

們勸導，他就不會再違規就不會發生車禍，那也達到目的，所以基於這個大的觀念，我們現在正

在全部宣導灌輸基層同仁，不要一出去就開罰單，我們是要為防範車禍來開罰單。108年發生 A1

車禍、死亡車禍增加 70件，本來是 130件，108年增加到 200件，200人因為車禍而喪生，賠上

一條寶貴的性命，所以我們有大執法。大執法的警力動用比較多，所以開罰的件數也比較多，導

致需要動用到第二預備金。現在我們穩定下來，大執法就取消了，不要再大執法了穩定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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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慢慢降，每一個月的死亡車禍降的比較少了，比較少了我們趕快回歸正常，回歸正常之

後我們一直要求同仁。第一個，不可以躲起來開罰單，不可以躲起來，你站出來就好，你躲起來

他不是又發生車禍了。第二個，鄉間偏遠的我們要知道地方的民情，一有不小心發生違規的我們

多勸導。第三個，輕微違規，我們也一樣勸導，不要動不動就開罰單。我們最主要的目的，警力

出去不要先準備開罰單，要先提醒市民不要發生車禍。所以這個大原則我們目前全力推展，我們

會在各種集會場合做宣導。我們也會要求分局辦理勤教、辦理常訓要加強宣導。我們希望統合 17

個分局大家一起做，做出來給市民看，讓市民有感，目前是我們努力的一個重點，細節部分我再

請交大大隊長做詳細報告。 

 主席（李議員順進）：：  

  大隊長，請說明。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謝謝主席、謝謝各位委員，我來補充說明，第一個就是上次我們才有提到檢舉交通違規案件，

108年比 107年多了五萬多件，這是民眾檢舉的，這個是全國性的共同問題。所以交通部他也正

在研擬針對民眾檢舉的類別案件項目限縮，就是重大違規民眾才可以檢舉，一般的違規像是違規

停車這不屬於民眾可以檢舉的範圍。現在交通部將邀集各縣市共同來討論，不然這個法令沒有修

改不僅民眾痛苦，警察也痛苦，在座的議座也痛苦，所以這個要從源頭去解決，這就是法令要修

改的部分。目前進度就是交通部會邀集各縣市去共同討論，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有關於去年逕

行舉發的項目，跟 107年比較大概增加了十四萬九千多件，這當中民眾檢舉就剛剛講的就將近 5

萬件，警方去開單告發的差不多 10萬件，在增加的 15萬件裡面，增加最多的就是超速、闖紅燈、

逆向行駛還有違規停車，這四項最多，其他像越線什麼的都減少，安全帽只有增加一千多件。所

以去年違規項目最主要增加的，就是我剛剛所提的重大違規，超速、闖紅燈、逆向行駛，違規停

車是民眾檢舉的案件大概有 5萬件，大概就是這樣跟各位委員做一個補充報告。 

    主席（李議員順進）：  

  第二召集人，宋議員立彬請發言。 

    宋議員立彬： 

  經常門編列的預算是多少錢？就是你們本身編列的預算，本身編舉發單文書寄件的經常門是

多少錢？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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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七百多萬。 

 宋議員立彬： 

   兩千七百多萬。一件是 7元。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43元。 

宋議員立彬： 

   寄一件是 43元，增加 650萬，等於增加十幾萬件。 

其實是委員大家覺得動用第二預備金是用在非常緊急的事情或是急迫的事情上，你把這個項目

拿來用在這一件事情上面，如果讓百姓知道，讓人覺得第二預備金不是用在重大事故、救災或

是臨時狀況，讓百姓看到 650萬的第二預備金用於寄罰單，你想這樣百性不會罵嗎？你們這些

議員不是幫助市政府跟百姓搶錢。所以那一天委員共同的看法是，不應該出現這一個項目，對

不對？因為你們也花掉了，所以希望你們以後可以編足你們本身的經常門，不要再動用第二預

備金。 

 主席（李議員順進）：  

   謝謝第二召集人寶貴的意見。接下來無黨團結聯盟黨團總召朱議員信強，請發言。 

      朱議員信強： 

    謝謝主席，我要請教大隊長，去年的 1月分到 5月份，你們開的罰單，我現在問你的意思

是我曾經打過電話，鄉下的部分都以勸導為主，有時候是小事，你們開單沒有什麼意義。5月

份你們到底是開了多少罰單？很多人反應就是在罷韓之前你們硬是要開單，這不只是我當議員

的聽到，整個高雄市 5月份你們到底開了多少罰單？5月份開的罰單。1到 5月是哪一個月份開

的最多？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1到 5月最多是 3月。 

      朱議員信強：  

    3月分，5月呢？3月幾件？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3月分 20萬件；5月 14萬件。 

      朱議員信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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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4萬件。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對，有減少。 

      朱議員信強：  

    3月 20萬件。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20萬件。 

      朱議員信強：  

    4月呢？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4月 17萬件，有減少。 

      朱議員信強：  

    5月 14萬件。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5月 14萬件，接下來 6、7月會越來越少。 

      朱議員信強： 

    為什麼會越來越少？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我們的大執法停掉了。 

      朱議員信強：  

    大執法停掉？〔是。〕市長沒當了，你們就停掉了，算是很厲害。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我們 4月就停掉了。 

      朱議員信強：  

    這樣嗎？4月就停了嗎？〔對。〕不是吧！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4月就停掉。 

      朱議員信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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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們在 6月 6日之前…。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沒有，大執法我們 4月就停掉了。4月中旬的時候停掉的。 

      宋議員立彬： 

    4月分停了，5月份還 15萬件。 

      主席（李議員順進）：  

    13萬件。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接下來會越來會越減少。 

      朱議員信強：  

    像你的比重…。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去年的 5月份也是十三萬多。 

      朱議員信強：  

    現在依照你們開的罰單，罰金的收入是編列多少？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罰金收入多少我們沒有編列，那是交通局統一編列的。 

      朱議員信強：  

    交通局應該是有編列。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我們這邊沒有編列。 

     朱議員信強：  

   好像有刪。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大約 15億。 

     朱議員信強：  

   以目前已你們開單的進度呢？我的意思是 15億，每天要開的罰單是多少？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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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朱議員信強：  

   不過依照這個速度來看，應該算上半年度。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下半年度會越來越少。 

     朱議員信強： 

   為什麼會越來越少？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因為大執法停掉了，〔好。〕不是那個。 

     主席（李議員順進）：  

   蔡委員武宏，請發言。 

     蔡議員武宏： 

  局長，請問一下，你們剛剛說檢舉達人的部分，有跟中央建議，什麼時候開始？你們也要

有一個期程。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這個是交通部主導。 

     蔡議員武宏：  

   主導，我們有…。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這是包括上個會期，立法院院會也有人提出來，所以交通部一定會邀集各縣市來開會，進

度是他們那邊掌握我們這邊沒有辦法。 

蔡議員武宏： 

   我們這邊沒有辦法掌握。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是的，我們這邊沒有辦法掌握。 

     蔡議員武宏：  

   我們能以高雄市警察局的立場發公文給中央，針對檢舉達人的部分，地方的心聲，是不是

請中央儘速修法。這應該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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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跟議員報告，我們可以用公文來建議，另外我們可以在道安會報提出來。用提案，可以在

臨時動議的時候提出來，道安會報也可以提到交通部。 

     蔡議員武宏：  

   另外，剛剛局長不是講，如果不是重大違規，我看在這個時間點你們已經多開了三千多萬

了，我覺得後來如果沒有重大違規跟民眾檢舉的，雖然他們出去很辛苦，也有可能檢舉達人就在

旁邊，有時候他連續檢舉的就只要開一張警告一下，順便可以查到車主的時候跟他說一聲，你在

這個地方不可以停車，打一通電話而已，〔對。〕有檢舉達人檢舉你違規，不好意思我們依法開

罰單，我們如果可以告知市民朋友，不會讓人家覺得你們在搶錢。現在社會，大家都很辛苦也不

是很有錢，你們一直不停的開，有人檢舉基層員警摩托車騎著就出去，還要偷看旁邊有沒有檢舉

達人。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有沒有人在看，有沒有監督？ 

    蔡議員武宏：  

  好像是當小偷一樣，當警察好像越來越沒有人格，我們出去就是告訴他說，我們來了，你站

在那邊讓他們知道，我們有告知，反正我們不是有勸導單可以開給他們，我們可以另外做一種表

格跟他說，幾月幾日幾時我們收到檢舉達人的電話，我們依法，依道路管理自治條例我們來開單，

請你下次不要再犯。我們也可以告知他，單子打一打寫一寫而已，市民朋友也不會覺得你們搶錢

搶的莫名其妙，哪有一天罰單開 3次，一張 600元一天 1,800元。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現在基層比較難為的就是檢舉達人，他用電話檢舉。 

    蔡議員武宏：  

  他檢舉之後沒有關係，員警…。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還在旁邊看，我們去…。 

    蔡議員武宏：  

  所以你們去…。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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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拍照、錄影。 

    蔡議員武宏：  

  你去你要開單，但是他不知道你是開的紅單還是勸導單，對不對？你也可以把那一張做成紅

色的。去的時候寫一寫、簽一簽放在車上，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開紅單。他不知道啊！你們有去

做就好了。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我們會找 17個分局一起來做宣導。 

    蔡議員武宏：  

  我覺得有時候市民不是重大違規，盡量能夠勸導的就勸導，〔好。〕如果有時候是停車問題，

停在騎樓或是遮車牌的他們也不願意啊！是不是就像我上次講的，請交通局開始辦一個會勘，看

可不可以增加停車格，讓百姓可以不用停在騎樓了。你們現在動不動就開單，像是人行道你們也

是一樣開單，有時候百姓是求一時方便，停一下 3分鐘、5分鐘，有人檢舉你們一去就拍照開單。

百姓也很無奈因為沒有地方停車，如果你有地方可以讓百姓停車你去開單，百姓也會心服口服，

來民意代表這裡陳情我們可以跟他們說，有地方給你們停車你不停。現在不是，你們到處都畫紅

線禁止停車。有人檢舉員警去到現場就拍照開單。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這個我們協調交通局一起會勘處理。 

    蔡議員武宏：  

  我覺得針對比較容易有檢舉達人出沒的地方，還是機車、汽車停車格不足常常會被人家檢舉

的地方。我們可以跟交通局一起，我們是橫向的是不是要開始增設停車格，這樣我們也省事，檢

舉達人也不會在那邊檢舉，你們也不會忙於開單，百姓有地方停車他也不敢說，我沒有地方停車。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這樣是根本解決，〔對。〕 

    主席（李議員順進）：：  

  蔡議員的意見很好。我請問局長跟大隊長，一般紅線內自己的騎樓停車，這樣你們可以拖吊

或者是開單嗎？跟蔡委員的意見一樣在紅線內，自己的騎樓上，他一定停在上面，要不然外面的

停車格也不足。蔡議員剛剛講，停車格不足我停在自己的騎樓，你們這樣子也開紅單，這樣合法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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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騎樓，依照道交條例規定也是屬於道路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現在難做就是在這裡。 

跟主席報告，針對機車停在騎樓，檢舉達人檢舉的這種案件，我們有行文到交通部，建議機車

停放騎樓的這一部分，可以用勸導的，因為現在違規停車不能用勸導的，因為是法定的一定要

開單。 

     主席（李議員順進）：  

    汽車停在自己的騎樓，而且是紅線以內，我自己的私有地。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這樣也不行。 

     主席（李議員順進）：  

  我自己繳了房屋稅也不行。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也不行。 

     主席（李議員順進）：： 

   委員爭取的是測速照相、闖紅燈這些我們都支持，但是跟民生相關的他臨時停車買一個麵， 

在做生意門口停在外面，你們警察來了之後用警車在門口守著，故意在那裡閃燈，別人都不敢

來買了。第一個，產生民怨。第二個，會認為你是為了那一間來監督我的，是不是？你跟那一

間很好是不是？你跟那一間的自助餐或是麵店很好，故意把車子停在我的門口，還是我沒有去

當你們的顧問，你們要我去當顧問，沒有繳錢你們就要這樣對付我嗎？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這種情形都是法令上的問題，騎樓是視同道路的一部分。 

     主席（李議員順進）：  

   騎樓是法律上的問題沒有錯，但是你有那麼多的警力，在每一個自助餐的門口都擺一台警

車在那裡閃燈嗎？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沒有辦法，變成特定對象一直檢舉的。 

     主席（李議員順進）：  

   所以剛剛蔡議員的意見，就像這種民生的用勸導的不要去開單。蔡議員的意見就是你就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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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單子說，我們有來了。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我們有來了。 

     主席（李議員順進）：  

  這樣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闖紅燈、測速的、照相的、酒後駕車的這種寄單子，多少我們都

不會講話，大家一定都支持。讓這些人有一股怨氣，我開一間麵店，對方的麵店一直檢舉我，

就是讓車子不要來我這邊停，害我沒有生意，你們變成打手甚至還懷疑你們，是不是我們沒有

去當你們的顧問？我這間連鎖自助餐店沒有提供你們的餐飲，故意要這樣，真的有這樣。〔對。〕

去年度我就有反映這樣的狀況。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有，真的有這樣子的狀況。 

     主席（李議員順進）：  

  真的有這種狀況，對啊！基層的警員…。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我們要找 17個分局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統一去宣導，要他們採取這種模式去做。 

     主席（李議員順進）：  

  好，剛剛幾位議員的意見都很寶貴，尤其是第二召集人的意見很好。本案這一次你們都已

經使用完畢，我看這一次還是照案通過。下一次你們盡量自己編經常門的預算好不好？預算執

行完就好了。就像拆除隊他沒有錢，怎麼拆？你要拆拆的了嗎？大隊長你也不要為了績效一直

開、一直開。 

     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 

   要求績效。 

     主席（李議員順進）：：  

   對啊！局長還比較緩和一點，大隊長回答的都要依法辦理，照書念經還需要你來當大隊長，

我也一樣會當大隊長。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不會、不會，我會找他們過來開會協調。 

     主席（李議員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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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隊長，你說，是不是？〔是。〕什麼叫不行？〔是。〕大隊長我不是在責怪你，我知道

你很認真，你都堅持這沒有辦法一定要開，就會造成民怨，民意代表就會難為，我們通過預算

讓你們為難百姓，這個說不通，你聽懂嗎？就照第二召集人跟其他委員的意見，爾後你們就編

經常門就好了，不要讓我們背黑鍋，你們要開單你們去開。你們開不能用第二預備金來開。照

理講，第二預備金都是議員建議怎麼用？現在不是，好像你們編過來，我們就要給你們。還像

大隊長講的不行，依法就是這樣。我想，還有一些因素在裡面，大隊長你自己了解一下。當然

這也是自己門關起來講的，也沒有責怪的意思，在執法上、態度上就像我剛剛講的，小港分局

長也不在這裡他也很認真。我講兩個案子，昨天的一個案子，百姓騎車上去你們就罵他，不然

你就把車吊走，當天晚上我就去看一看，我看你們警察把車子開上去巡邏，你們車子都可以上

來，我們騎摩托車上來不行，只是小港分局長在那裡我不想跟他講。同樣的公園，我上來你們

喊說，我不可以騎車上來，當時我打電話跟分局長講，我們騎摩托車上去不行，結果你們的警

車開上去巡邏、簽名，這種事百姓會看在眼裡。其他的我想剛剛局長講的測速照相、違規、紅

燈左轉還有酒後肇事，這些通知單的我們都支持，其他勸導方面跟民生相關、騎樓裡面的，你

說不行會造成民怨，我自己的房子我自己停車不行。大隊長，你了解我的意思嗎？好不好？本

案就這樣，我們也給警察局一個方向，本案既然已經使用完畢，我們就照案通過。下一個年度，

你們就從經常門一次編足使用，好不好？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本案照案通過。（敲

槌決議） 

     陳專門委員月麗： 

   警察局審議完畢。 

     主席（李議員順進）：  

   謝謝大隊長，大隊長等一下走。我等一下提供兩個單子給你看也是一樣在騎樓的，那個騎

樓好大，大隊長留著就好了，等一下到大高雄。局長，辛苦了，謝謝。委員說的話多幫忙一點，

謝謝。接下來，審議環保局。 

     陳專門委員月麗： 

   接下來審議環保局，第 1案，為登革熱防疫購置所需噴霧機、藥品及臨時人員薪資等經費

983萬 4,495元，請審查。 

     主席（李議員順進）：  

  請環保局代理局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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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環保局報告，召集人、各位委員大家好！這一筆經費最主要是第二預備金用在臨時人員薪

資還有加班費、對講機。當時為什麼會用在登革熱所需的噴霧機、藥品及臨時人員薪資？這個

是因為第二預備金的簽呈是跟衛生局一起簽的。衛生局有購買室內熱煙霧機，還有一些藥品就

是快篩試劑，還有抽血人員所必須要用的一些藥品，我們的部分就是臨時人員的薪資。當時也

是我們環保局的疏忽，沒有去做最後的確認，這個應該屬於環保局的部分，這個是屬於環保局

登革熱防疫臨時人員薪資、加班費及購置對講機的經費，所以這一次是不是可以麻煩召集人還

有各位委員能夠讓環保局做一個修正，修正變成是登革熱防疫臨時人員薪資、加班費及購置對

講機等經費 983萬 4,495元，以上報告。 

     主席（李議員順進）：  

  謝謝局長，科長要不要補充？沒有。各委員有沒有意見？第二召集人宋議員立彬，請發言。 

     宋議員立彬： 

   代理局長，預算書送來不是在開玩笑的，第一點，我要跟你講清楚的是，這個預算書不是

一般百姓的預算書。〔是。〕上面項目你登載出來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這是第一點。〔是。〕

第二點，如果我們要依這個需求 983萬 4,495元，你上面所寫的這些東西的話，你拿得出來嗎？

你拿不出來，你的錢沒有買任何噴霧器、藥品。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是，還有熱煙霧機。 

     宋議員立彬： 

   這個就是公務人員登載不實還有偽造的問題，這是第二個。〔是。〕第三個，你剛剛講說，

衛生局幫你們處理，這個 983萬 4,495元，是由衛生局去辦理還是你們…。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統一簽第二預備金。 

     宋議員立彬： 

   統一簽呈去給市長簽的，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市長批。 

     宋議員立彬： 



14 
 

  如果這裡面是臨時人員的薪資，沒有藥品和沒有噴霧器，照理講你應該及時發現。〔是。〕

第三、那天我有詢問局長裡面的內容，你跟我講有相關經驗的、有的、沒的、怎樣的，60個人

裡面只有 18個人有經驗。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是，我早上看過那個名單。 

     宋議員立彬： 

   所以我說局長，有時候講話不要講太死，我一直強調只要合格就好。你只要講這樣，只要

符合我們就召聘，對不對？不要老是用專業有相關經歷我們才能去聘請，結果你不是自己在打

臉嗎？〔是。〕對不對？60個人裡面只有 18個人有經驗。〔是。〕所以不要老是用公務人員那

種很塘塞的話告訴我們，說，都是按照所規定的去辦理，可是事實沒有。對不對？所以你老是

叫我們給你過、過、過，改天人家來質問我們，換人家來質問我們。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是，我們檢討改進。 

     宋議員立彬： 

   委員、議員，怎麼幫助環保局偽造文書呢？是不是呢？〔是。〕還好我們有發現，你們本

身也不曉得，〔是。〕對不對？〔對。〕這真的很誇張，在公部門這個非常誇張，你叫我們幫你

背書也要背得下去。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是，我們檢討改進，這是我們的疏失。 

     宋議員立彬： 

   你要讓我們聽得下去。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好，謝謝。 

     主席（李議員順進）：  

   其他議員有沒有寶貴意見？總召，有沒有？好。謝謝第二召集人的指導，我想環保局也要

注意一下，本案既然已經執行完畢，往後我想項目以及名稱一定要名符其實、名詞相符，才不

至於引發誤解或者是誤會本小組的委員沒有認真的審查，〔是。〕造成誤會。這一個案子既然已

經執行完畢，我想這一次就照案通過，但是我們做文字修正，使用的項目請依使用情形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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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修正為，為登革熱防疫臨時人員薪資、加班費及購買對講機等經費 983萬 4,495 元。局長，

這樣可不可以、符不符合你使用的，這種經費的法令，這樣可不可以？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可以，謝謝召集人。 

     主席（李議員順進）： 

   這樣可以。各位委員對這個文字修正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本案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謝謝召集人、謝謝委員。 

     陳專門委員月麗： 

   環境保護局還有第 2案，為採購登革熱防疫物資所需不足經費 453萬 8,140元，請審查。 

     主席（李議員順進）： 

   局長，請說明。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環保局報告，針對 453萬 8,140元，主要是買乳膏塊是屬於戶外的用藥，還有助煙劑、防

疫用品的礦泉水還有消毒機具的維修、油料、防蚊液、輕便雨衣等這一些項目。這一些經費一共

是 453萬 8,140元再加上中央補助款 101萬 6,000元，一共是 555萬 4,140元。所以最主要的第

二預備金是支用了 453萬 8,140元。 

   主席（李議員順進）：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經費的使用，環保局這個雖然不是很多，但是還是要節

制使用，而且用在刀口上，本案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謝謝召集人、謝謝各位委員。 

     陳專門委員月麗： 

   全部審查完畢。 

     主席（李議員順進）： 

     局長，辛苦了。科長，辛苦了。散會。（敲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