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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50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3 時 6 分） 

1.審議 110 年度總預算案：歲入部門 

2.額數問題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請就座，繼續開會。（敲槌）第 49 次會議紀錄已經放在各位議員的

桌上，請大家詳閱。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會議紀錄確認。（敲槌）

向大會報告，今天的議程是二、三讀會，接續審議 110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歲

入部門，從罰款及賠償收入開始，請財經委員會召集人上報告台，專門委員宣

讀審議內容。 

本會財經委員會吳專門委員宜珊： 
審查 110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歲入部分，請各位議員拿出橘色外皮這本 110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請翻開第 28 頁歲入來源別預算表，請看第 28-52、科目

名稱：罰款及賠償收入、預算數：20 億 7,035 萬 8 千元。 

委員會審查意見： 

一、除第 50 頁交通局－罰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預算數 15 億 332 萬 1

千元，其中，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辦理交通違規罰款 15 億元，送

大會公決，其餘修正通過，以上請審議。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吳益政議員請發言。 

吳議員益政： 
請問交通罰款是交通局的收入，最近 3 年每一年實收多少交通違規罰款？ 

主席（曾議長麗燕）： 
張局長，請答復。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我們從 104 年開始到 109 年，每年都編列 15 億元，從 104 年到 107 年的決算

都大概 16 億多元，108 年是 18.9 億元。 

吳議員益政： 
去年是？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18.9 億元。 

吳議員益政： 
18.9 億元，為什麼去年會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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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去年會特別多的原因是違規的取締件數增加 67 萬件。 

吳議員益政： 
為什麼？因為科技執法嗎？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也是部分原因，主要是警政署有三波的大執法。 

吳議員益政： 
你這樣預估 109 年到現在為止是多少呢？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到 9 月份的話，大概是 14 億元。 

吳議員益政： 
所以這樣也會突破 18.9 億元？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預估差不多。 

吳議員益政： 
對啊！所以為什麼你們還編 15 億元？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因為從 104 年開始，其實在這個收入部分，我們的目標就是訂在 15 億元。 

吳議員益政： 
超支的就是會變成政府收入。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就是到市庫裡面去。 

吳議員益政： 
到市庫，然後沒有用途就變成年度剩餘決算處理，我們之前有做的附帶決議

要 50％用在相關的地方，你們是怎麼執行？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有，那個現在已經到 65.8％了。 

吳議員益政： 
有用了哪些？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65.47，就是包括警察局的部分，他們針對舉發案件的處理，還有購置一些交

通執法的器材設備，還有交通執法資訊的電腦化跟交通安全宣導費用，這個有

4,700 萬元。另外有一個交通安全改善經費大概 4,788 萬元，主要是在我們整個

市區有一些危險路口的設施改善，還有包括裁決的一些掛號郵資，還有我們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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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下地，因為高雄市有一些路口還是從…。 

吳議員益政： 
這些有兩個手段嘛！現在處罰增加。［對。］第二個就是增加所謂的取締，

還有增加安全改善，［是。］這樣整個罰款，你們有沒有研究調查？因為罰款

跟所謂防範超速的設備增加，因為這樣的車禍而降低相關數的研究。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有，我們在 108 年其實是比 107 年的傷亡降了 5％，今年 109 年到 12 月 8 日

的話，傷亡的部分也降了 4.7％。 

吳議員益政： 
所以每年有 5 點幾，差不多有 5％的降低。［對。］你們也會研究跟這個有

相關…。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其實無論是在國內或是國外，違規的取締跟事故的件數是成反比的，那是絕

對是負相關。 

吳議員益政： 
所以我們如果上次有建議零死亡的目標，［是。］那是城市企圖心的問題，

［是。］你現在有答應說要做所謂零死亡當目標。〔對。〕你有打算編列預算，

如果今年的罰款收入又增加超過 15 億元的部分，是不是可以用來做為零死亡

政策的執行，這樣你罰款跟降低車禍才會更正相關，要不然現在百姓就會認為

你為了要賺錢就一直罰款。當然交通局長說的傷亡數字有降低，有 5 點幾或 4

點幾，如果你要做更大的企圖心，所謂零死亡的一個目標在前進，你要有更積

極的一些策略去做。因為今年沒有針對零死亡編列預算，我們是不是今年可以

做一個附帶決議，超過 15 億元的部分，看零死亡的政策需要多少錢的計畫，

把這個部分可以納入零死亡政策的執行跟研究，這是交通局跟主計處做決定的

嗎？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好，我們再跟財主單位來做一些協調，看怎麼反映…。 

吳議員益政： 
就是說超過 15 億元的部分，希望一部分做附帶決議，超過 15 億元的部分能

夠做為交通局提出零死亡的整個政策的策略研究跟做法。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好，我們再來跟財主單位協調，謝謝議員。 

主席（曾議長麗燕）： 
請黃柏霖議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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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議員柏霖： 
局長，我想罰款不是目的，交通安全才是我們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至於罰多

少有時候不是市政府在決定。所以本席有幾個意見，第一個，我們當然希望都

在整個設施上能夠讓它更合理化，譬如說那一天警察局長有談到，有一些地方

紅燈不能右轉，事實上紅燈右轉根本不會影響到交通狀況，這時候我們就應該

為了交通順暢，然後直接把交通號誌做修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一方面交通

問題解決了，很多民眾也不會因為這樣而造成被開罰單，所有的問題就都解決

了。類似這一種我們經過熱區分析以後，覺得它應該要被改善的，我覺得你們

就應該把錢放在這裡，我們不是把市民當提款機，有多少都收進來，不是這樣

子，罰款只是第二個動作，第一個最重要的才是我們的交通安全。所以第一個，

本席建議的就是所有交通號誌的合理化，我覺得更應該有系統的去做分析，該

調整要調整，這才是真正的讓交通更順暢，而且讓交通的速率跟品質提升是最

重要的，這第一個。 

第二個，剛剛吳議員提得很好，因為很多科技不需要人，你違規它就照相，

紅單寄到你家，你就必須要去繳錢，這個本席可以接受。但是我們希望警察局

同仁不要躲在邊邊角落，突然跳出來把你攔下來，我覺得，既然要開紅單，就

直接告訴你違規了，我就向你開紅單，讓他知道以後我經過這裡再違規一定會

被處罰，而不是那種躲在角落，又會造成另外的交通事故。這個部分，等一下

請警察局長來做說明，我們要向人家拍照，也要讓民眾知道我違反交通規則，

我錯了，我被處罰是應該的，我覺得應該是這樣，不是那種躲在角落沒看到，

突然一個警察跳出來向你開紅單，我覺得那種行為也未必是好的。所以我們如

果落實這兩件事，一個是所有交通號誌再合理化，讓交通更順暢，然後把一些

可以不需要開罰單的狀況都解決，同時我們在執法的過程是很正當的，而且直

接告訴市民，如果你犯錯，你就是要被開紅單，這樣民眾被你開紅單也是心甘

情願，所以針對這兩點，是不是請兩位局長分別說明，先請交通局長。 

主席（曾議長麗燕）： 
張局長，請答復。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針對號誌的實施，其實我們一直持續的在做一些調整，包括紅燈右轉，因為

有一些路口有行人要通過，紅燈右轉的話會影響行人的安全。所以我們在行人

很多的路口，我們堅持要禁止。 

黃議員柏霖： 
讓它合理化。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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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路口其實行人量很少，或幾乎沒有的部分，為了要讓車流紓解的效率

比較快，其實有一些路口我們會特定去做開放。另外，我們最近也在做十字路

口號誌的重整，讓北區跟南區的週期能夠趨於一致，這個我們都持續在做檢

討。還有針對老齡化問題，因為很多年長者過馬路的時候走路比較慢，以前設

定的時間都是 1 秒 1 公尺，其實老人家的速度大概是 1 秒 0.8 公尺而已，所以

我們也調了 200 多個路口，把行人的秒數延長，讓老人過馬路可以更安全。 

黃議員柏霖： 
謝謝。接著請警察局長說明，我也希望局長這邊不要給各分局壓力，以前都

有很多誤傳說局長要分局長開多少額度，幾月就要開多少，然後各分局又分到

派出所，派出所又分給每一個警員，這種行為是不應該存在的，是不是請局長

說明？ 

主席（曾議長麗燕）： 
劉局長，請答復。 

警察局劉局長柏良： 
謝謝黃議員關心這個議題，也讓警察局有機會對外澄清。第一個，我們絕對

沒有所謂的額度要求的事情。剛剛如同張局長所提的，我們在執行交通的部分

是希望安全跟順暢。至於議員剛剛關心的交通執法開單的態度問題，我們都透

過訓練，我想被開單的人心情一定都不好，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把專業訓練的部

分再提升，希望這個部分減少警民之間的摩擦，也能夠在必要開單的時候做一

個最好的互動，減少彼此之間的誤會。謝謝。 

黃議員柏霖： 
謝謝。 

主席（曾議長麗燕）： 
接著請王議員義雄發言。 

王議員義雄： 
我非常在意一個會議的人數，陳議員善慧昨天也提過，財經委員都還沒有審

理預算，我也希望能怎麼樣能儘快進入二讀。我建議主席是不是可以清點人

數，謝謝。 

主席（曾議長麗燕）： 
現在要清點人數。我們休息 10 分鐘。（敲槌） 

各位同仁請就座，繼續開會。（敲槌）請王議員義雄發言。 

王議員義雄： 
剛才我講了一句話，當然我們的會議是關係到市政府的預算。因為已經第六

天了，也不能再消耗下去了，我看到今天這個狀況，希望主席不記名清點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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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請就座，議事組清點在場人數，以不記名清點。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向大會報告，目前在場的議員有 27 位。 

主席（曾議長麗燕）： 
現在在場人數只有 27 位，不足法定額數，散會。（敲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