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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56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10 時 56 分） 

1.報告事項 

2.議長致閉幕詞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請就座，開會。（敲槌）第 55 次會議紀錄已經放在各位同仁的桌上，

請大家詳閱。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會議紀錄確認。（敲槌） 

向大會報告，今天的議程是討論市政府來函報告事項，請議事組宣讀。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請各位議員拿出第 3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報告事項彙編（續）。 

請看案號 22、類別：教育、報告機關：文化局、案由：檢送「高雄市立圖

書館 108 年營運績效評鑑分析報告」，請備查。 

主席（曾議長麗燕）：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邱于軒議員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局長，請問之前我們針對圖書館有辦「每月一書」，就是之前韓市長有辦每

個月由圖書館挑出一本，就是好像比較優良的刊物，我不知道現在辦理的狀

況，有沒有持續在辦理？因為這個立意是非常好的，可以推廣市民閱讀的風

氣，所以我不知道後續辦理的狀況為何？ 

主席（曾議長麗燕）： 
王局長，請答復。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圖書館這個部分是有接續辦理，辦理的情形如果要詳細一點，我可以請館長

回答。 

邱議員于軒： 
因為我都沒有再看到什麼記者會，以往的記者會，我看到譬如局長都會去參

加，推廣一個月會有一本優良的讀物給市民去閱讀，我目前沒有看到任何再有

媒體的曝光，我不知道主責單位，應該是文化局吧！所以局長不清楚，對不對？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是館長。 

邱議員于軒： 
好，請館長答復，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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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曾議長麗燕）： 
館長，請答復。 

行政法人圖書館林代理館長奕成： 
關於每月一書，目前最新的情況是每個月還是一樣，都有選至少一本主題

書，也有延伸閱讀的書，跟原先每日好書大概就是差別在新的徵文這一塊，因

為後來在徵文的成效上面不是那麼理想。 

邱議員于軒： 
你的宣傳力道是不是也相對降低很多，因為我看到譬如媒體的曝光，還有局

處長的參與度，其實好像都沒有那麼熱烈，但是這個活動基本上應該跟政治輪

替是沒有關係的，它是推廣優良閱讀風氣在高雄市，所以我不知道市圖這邊有

沒有辦法去擴大辦理？讓閱讀的風氣可以持續，不應該因應任何政治更迭而受

到影響。 

行政法人圖書館林代理館長奕成： 
報告議員，之後我們會加強宣傳，其實我們現在也包含講座都一直有在努

力，目前都有結合高雄 100 的活動。 

邱議員于軒： 
對啊！但是你後續實際上做的是，每個月會用怎麼樣子加強的力道去辦理，

你要告訴我啊！你想要如何擴大辦理，是像以往那樣子嗎？因為我知道以往譬

如市長或是局處長都會去參加，然後分享書的心得，甚至有些會邀請到作者，

對不對？ 

行政法人圖書館林代理館長奕成： 
有，現在還是一樣都有邀請到作者。 

邱議員于軒： 
現在還是有。可是宣傳的力道可不可以加強？因為這個應該也算是在你們營

運績效裡面吧！如果推廣好的閱讀風氣，這樣子也會增加你們館藏借閱的次

數，不是嗎？ 

行政法人圖書館林代理館長奕成： 
是的，我們其實還是都有發臉書，新聞稿也是都有發，只是媒體上可能覺得

疲勞一點。 

邱議員于軒： 
會不會是因為參與局處長的層次？像現在局長還有再去參加嗎？ 

行政法人圖書館林代理館長奕成： 
近期是以圖書館為主。 

邱議員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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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為主。所以局長，為什麼我請你回答這個問題。局長，其實高雄市立

圖書館也算是文化局業管的一個單位，我認為良好的閱讀習慣是從下到上，無

論是學校教育界在推廣，或是圖書館本身就要去推廣的，可是我看到滿明顯

的，就是經過政黨輪替之後，就發現好像文化局這邊的推廣力度，相對來說減

弱很多，譬如媒體的曝光度，館辦的活動跟局處長有去參加的活動，媒體的曝

光度跟媒體在報導的程度，當然會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局長有沒有具體的想

法？希望可以增加每月好書宣傳曝光的程度。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謝謝邱議員關心每月好書的事情，其實文化局在閱讀推廣部分，圖書館這邊

的通路，我們是都會配合的，包含藝文月刊或是臉書或是相關的，都會推。只

是說閱讀是一個非常長的，每個月都要推的一個活動，所以對圖書館來講，當

然會運用它現在現有的管道，包含跟教育局怎麼對接、跟學校怎麼對接，在書

寫上面或是在他們自己的小編，或是他們自己內部的臉書通路怎麼去推，他們

有他們一套的系統。文化局這邊，圖書館如果有需要，我們一定會來加強支援

他們，在行銷通路上…。 

邱議員于軒： 
局長，你是不是可以多多參與這樣子的活動，因為我覺得譬如有局處長的參

與，或是你也可以邀請市長，或者是譬如教育局局長，如果是好的活動的話，

各個局處一起動起來，在高雄市推廣優良的…。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好，沒問題。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繼續。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請看案號 23、類別：教育、報告機關：文化局、案由：檢送「高雄市專業

文化機構 108 年營運績效評鑑分析報告」，請備查。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請看案號 24、類別：教育、報告機關：文化局、案由：檢送「高雄流行音

樂中心 108 年度營運績效評鑑分析報告」，請備查。 

主席（曾議長麗燕）： 
邱于軒議員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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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這個是我一直在關心的，因為審計報告其實從 106、107、108 一直在

講，其實不是泛指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而是你所有文化的行政法人，你的內控

跟稽核制度需要大幅的加強。但是我看到你營運績效報告裡面，其實對於內控

跟整個譬如說對於稽核制度的改善，其實沒有那麼大的著力，是不是可以請局

長或者是請中心主任還是執營長，具體提說你針對內控、稽核，你做的檢討跟

改善的一個方向，因為其實連監察院都有針對這個去做糾正的，所以是不是請

局長做具體的答復？ 

主席（曾議長麗燕）： 
局長，請答復。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內控跟稽核的規章，其實我們在 107 年有委託會計師事務所訂定，因為這是

比較專業規章的部分。我們也在 107 年年底的蕫事會通過，所以我們的內控制

度建置，基本上已經是完成了，完成內控制度之後，我們還會有一個稽核作業

的部分，我們會在今年年底…。 

邱議員于軒： 
裡面寫的是滾動式檢討內控跟標準作業流程，可是基本上內控應該是制度就

建立了，而不是用滾動式。是不是你發現錯誤才去改、發現錯誤才去改，是這

樣子嗎？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不是，有時候會因應它的營運方式，需要一些微調，它的微調也是一種制度

的建立，它也是要通過一定的程序，所以不是說法人自己要調就可以調。 

邱議員于軒： 
稽核方面是會計師事務所制訂，內控方面的制訂是什麼樣子的組成，有專門

委員會還是有專業的成員針對這個去做修正嗎？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內控也是委託會計師事務所。 

邱議員于軒： 
內控也是委託會計師事務所，可是有些制度的規章，這些會計師事務所有辦

法針對流行音樂產業去做完整的規劃嗎？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我知道議員的意思，因為會計師事務所不會憑空想出一套符合你用的，所以

設置這個規章之前，會跟法人以及各個社團深談，詳述你們在作業制度上一般

的作業方式是什麼，所以他會針對此部分去制訂他的內控制度。 

邱議員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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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是說 107 年底就對了？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對，107 年我們就委託會計師事務所，而且這會計師事務所…。 

邱議員于軒： 
可是我們收到 108 年審計報告裡面還是講同樣的問題，所以你要不要針對內

控以及稽核制度再做調整？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我們已經有內控制度了，會計…。 

邱議員于軒： 
沒有，他認為你需要更嚴謹一點。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108 年審計報告是講 107 年，那時候我們正在做，並還沒有完成，所以他那

個報告的意思是這樣子。 

邱議員于軒： 
沒有，審計 108 年講的是 108 年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這本在我桌上，等

一下我可以送給你。所以我認為你們 107 年可能沒有做的那麼完善，既然 108

年審計處有這麼講，就希望你們在 108 年…，既然你說你是做滾動式調整，所

以本席希望，譬如你提供我 107 年你做的內控調整以及稽核相關規章，然後你

再告訴我 108 年你做了哪些滾動式的調整，還是你 108 年沒有做？或者是你針

對審計報告的結論做了哪些因應？因為審計報告既然有提了，你就要去處理，

你做了哪些處理，這裡我請執行長回答，他會不會比較清楚？執行長，你們做

了哪些的調整？請執行長回答。 

主席（曾議長麗燕）： 
執行長，請答復。 

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李執行長欣芸： 
謝謝，其實我們並沒有做什麼調整，但是我們 108 年有…。 

邱議員于軒： 
你們沒有做調整？好，你繼續說明。 

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李執行長欣芸： 
109 年的稽核作業和制評，內部控制現在交由會計師事務所辦理，所以大概

1 月時會拿到。 

邱議員于軒： 
執行長，我的意思是，審計報告既然會針對你們的內控和稽核去做檢討，就

代表它有進步的空間。你們找到專業的，譬如是會計師事務所，我還是建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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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找專業的團隊，一起針對你們的內控和稽核做檢討，因為行政法人是一

個…。 

主席（曾議長麗燕）： 
再 1 分鐘。 

邱議員于軒： 
因為行政法人是一個高度自治的行政法人，如果自治的好，高雄市的流行音

樂產量在你們的推動下應該會發展的好。但如果自治的不好，它就沒辦法像一

般公務機關有這麼嚴謹的會計和稽核的動作，所以這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沒

記錯，我們高雄市應該是全台灣成立最多行政法人的縣市，所以為什麼高流這

麼的重要。像是你們的內控稽核就可以參考北流怎麼做，雖然北流的量體比我

們少，他的範圍可能比我們小，但是他的內控稽核我們這邊都可以去做討論，

所以會後是不是請你，你們這本我沒有意見，因為基本上你們還沒有開始營

運，所以我認為績效還是要看未來。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們針對審計報告的回

覆，可以具體給我答復你們到底是怎麼回覆的、怎麼去做調整的？然後再次提

醒局長，這本 108 年是從 108 年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它也是在…。 

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李執行長欣芸： 
好，謝謝。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備查。（敲槌決議）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請看案號 25、類別：法規、報告機關：人事處、案由：修正高雄市立社會

教育館編制表一案，請查照。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請看案號 26、類別：法規、報告機關：民政局、案由：檢送「高雄市公立

殯葬設施收費標準」第三條及第二條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附表四修正草

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請備查。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陳議員玫娟請發言。 

陳議員玫娟： 
我對這個條文沒有意見，不過針對我們殯葬設施的問題，首先藉由這個機會

謝謝殯葬處處長，上次在總質詢時，我有特別提到我們的殯葬設施不是很 OK

的部分，你們之後馬上就修繕了，我講的是市殯的部分，所以在這裡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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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後來我也有跟你們反映大社的部分，剛剛我也有跟局長講過，我也要謝

謝處長，在大社殯儀館 9 號寄棺室前面的地板隆起，跟你們反映過後，你們也

有處理，但是我今天有過去看，好像並不是那麼完善，因為它只是用修補的。

當然我知道你們說目前年底沒有預算，所以這邊我再拜託一下局長，明年預算

一過，因為這邊來來去去的人很多，包括懷志堂的禮廳前面很多地磚都塌陷

了，我都有去看過，所以我拜託等明年的預算一過，請你們針對大社整個禮廳、

寄棺室的中庭、玄關都要趕快一併做整修，因為未來參加公祭的民眾來來去

去，萬一踢到摔倒就很麻煩，好不好？我也要特別感謝殯葬處處長，真的很用

心，他的效率很好，不過我知道沒有經費，所以拜託局長明年一定要挹注經費

到殯葬處，好好把這個設施做好。 

當然我講的是大社，橋頭及其他的區，我也麻煩要一併，因為這個是公共場

合，希望進進出出的人不要有什麼問題，所以安全的部分為重，也希望你們可

以趕快就這部分做檢視，整個修繕好，謝謝。 

主席（曾議長麗燕）： 
林議員宛蓉，請發言。 

林議員宛蓉： 
我也跟陳議員玫娟針對同一個問題關心殯葬處，處長真的很認真，我們都了

解，本席也講了很多次有關寄棺室的問題，因為會停放在寄棺室的市民朋友，

基本上都是比較弱勢。豎靈區，局長應該沒有去過，如果你有到過那裡就會知

道早晚都要祭拜供飯，就是要祭拜先人，那邊有很多的麻雀就會飛進來啄食，

把整個桌面弄得凌亂不堪！我是覺得很不捨，因為我曾經到過那裡，針對這個

問題我也歷經過很多任局長，好像也都沒有作為。在那邊的家屬他們都很弱

勢，先人停靈在那邊也是不得已，但是作為公部門的官員就要去看一下，因為

早晚都要去祭拜供飯，麻雀就會飛進來啄食，而豎靈區的桌面很小，整個桌面

就會顯得凌亂不堪，我想這個應該要去改善一下。 

還有本席也曾經提過放冰櫃的地方，那個地方沒有人敢去，就是專業人員才

會去，所以我們也很尊重也了解從業人員的辛苦，但是說真的叫我們去，我們

也是沒有機會去，也不會去。但是冰櫃裡有些比較厚的冰層是不是需要整理一

下？尺寸好像是 4 尺、長 6 尺，這個尺寸我也不太清楚，我想如果冰櫃冰層太

厚的話，有些先人可能身高比較高，把他放進去就會擠壓到；我想他如果很高

大的話，把他擠進去，那個冰層又沒有把它清理掉，我覺得真的是很難過！我

不要講太多，我這麼形容你們應該理解吧！針對這個問題請局長答復，或是要

請處長答復？ 

主席（曾議長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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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局長答復。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剛才議員提到豎靈區有鳥類飛進去，那個之前我們已經改善了，可能是因為

窗戶沒有固定，有時候窗戶會打開，我們已經改善好了。 

林議員宛蓉： 
因為夏天會很熱，是不是那邊的從業人員把窗戶打開？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已經改善完成了。 

林議員宛蓉： 
你們要注意一下，在早晚祭拜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是，這個已經改善完成了，可以請處長補充。 

林議員宛蓉： 
都改善好了。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另外，冷凍庫的部分，我們會來了解是不是設備的問題，如果有需要更新，

我們就來調整。 

林議員宛蓉： 
如果沒有辦法更新的時候，你們要去把他清一下，底泥也要清，冰庫裡結冰

比較厚的話，你也要清一清。［是。］本席這樣講，你應該理解嘛！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知道。 

林議員宛蓉： 
如果長得比較高大的，冰進去後就會結凍，結凍後就會沒有那麼的平整，要

給往生者一些尊重。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會親自去看看。 

林議員宛蓉： 
局長親自去看一下。請處長補充一下。 

主席（曾議長麗燕）： 
處長請答復。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議員所關心的麻雀問題，我們今年把所有的紗窗都鎖起來了，議員之前有跟

我說過麻雀的故事。第二個，有關冷凍庫，有時他們在作業時會將門打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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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到大體，這個我們已經用屏風把他擋起來，這些我都有確實要求了。第三

個，冷凝管會結冰的問題，我們最近也都有不定期去看，他正常的溫度要在負

11 度，如果溫度有變高，我們就會去注意冷凝管是否有結冰，所以這三個問

題目前都已經有改善了。 

林議員宛蓉： 
好，謝謝，你們真的是很辛苦，謝謝議長、謝謝大家。 

主席（曾議長麗燕）： 
我建議寄棺室上面的豎靈區可以用紗窗，就不會有門打開的情形。［…。］

是把紗窗打開的，不然的話，真的很不好看，小鳥都會飛進來吃供飯的飯，這

樣不好。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請看案號 27、類別：法規、報告機關：經濟發展局、案由：檢送制定「高

雄市和發產業園區下水道管理辦法」，請查照。 

主席（曾議長麗燕）： 
邱議員于軒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局長，我想請問一下，我看到這個條例的第 25 條，他說主管機關得對違反

本辦法之用戶，進行相關之教育或輔導。所以你們的裁罰是教育和輔導而已

嗎？還是有比較具體的裁罰標準？或是可以依照空污或水污染的裁罰去處

理？而不是用比較柔性的教育跟輔導。因為這個一排放就直接進入雨水下水

道，就會影響到排水系統。 

主席（曾議長麗燕）： 
廖局長請答復。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謝謝議員的關心，第 25 條是針對違反的，可以進行相關教育及輔導。其實

在第 24 條來說，我們也有針對違規的方式，我們也有一些相關的罰鍰之類的，

我想這是並行不悖的。 

邱議員于軒： 
我的意思是有沒有相關的罰則？譬如說你是罰他增加的處理費用和增加的

檢測費用，可不可以一旦查到是確實就裁罰，有沒有這樣的罰則？我覺得這樣

對業者才會有赫阻的作用。這裡面譬如還有把廢水排入雨水下水道，或是將廢

污水私接暗管排入園區下水道。這個其實對整個園區下水道的排水系統都會造

成很大的影響。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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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罰則部分，我們都有訂定，只是不在這個主條約裡面，在附約中。我們

會後再將相關的罰則及相關的辦法，儘快提供給議員做參考。 

邱議員于軒： 
你說在附約中，是在哪裡啊！因為這不是管理辦法嗎？還是會有另外一個裁

罰辦法？是什麼樣子的辦法？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我們會後再提供給議員相關的裁罰條件。 

邱議員于軒： 
這個為什麼還要等會後再提供呢？這個是關於我們下水道的管理辦法耶！

主席，這個可以擱置嗎？因為他完全沒有裁罰，他是說用教育和輔導，可是他

裡面講的是…。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在第 24 條有提到，如果違反的話，需要繳交相關的費用，並且依目的主管

機關依法裁罰之罰鍰。在會後我們會…。 

邱議員于軒： 
你沒有把罰鍰訂出來，在前面的第 5 條若有三項情形之一者，應命其限期改

善並移除違法設施，他如果有設置違法設施，你要怎麼裁罰？裁罰的基準是什

麼？你要罰他多少錢？局長，你的條例裡我看不出來。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我想這個都是以個案去做認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也有相關的罰鍰，包含有

一些可能是和環保局相關的…。 

邱議員于軒：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就是你們嗎？還是環保局？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有一些可能是和環保局相關的，我們都會依照相關的條例和方式來做罰鍰。

您所看到的第 25 條，只是我們額外增加的一條，除了相關的罰鍰之外，我們

針對違規的用戶會進行教育及宣導。 

邱議員于軒： 
譬如說我發現他已經有偷排廢污水，我現場和發要怎麼罰他？和發發現他有

偷排廢污水時，我要如何處理？是跟和發工業區講，和發工業區會先裁罰一

條，環保局再裁罰一條，他的裁罰標準和基準在哪裡？我從你的管理辦法中看

不到啊！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那個會在更細項，比如說他會針對不同的物質，針對不同的量及不同的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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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我們都會有不同的標準來做裁罰。 

邱議員于軒： 
可是對我來說，我看到的管理辦法應該是，你抓到他已經設有違法設施在和

發工業區的內部，這個違法設施會讓廢污水排入雨水下水道，我就應該有…，

譬如說我就現場裁罰 5 萬或 10 萬元，這些相關的罰鍰就要出來，這才是一個

完整的管理辦法啊！主席，我主張擱置。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有沒有人附議？ 

邱議員于軒： 
有人可以回答嗎？ 

主席（曾議長麗燕）： 
王局長要補充說明。 

邱議員于軒： 
好，請王局長補充說明。因為這不是一個完整的辦法啊！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這個只是在下水道管理的部分，因為我們是管理處，假如廠商有偷排，以致

於我們有違反了，譬如環保局的水污法、空污法或廢清法時，因為他是罰管理

處，這樣變成我們要多負擔這個費用，假如我們因為廠商被罰了，他要來負擔

這個罰鍰，這個是整個管理的機制。［…。］他是回歸到各相關的法令去罰，

所以這個處罰他有違反的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譬如說環保局、水利局，他

們會來處罰，所以這個處罰的權責不是經發局的。只是我們繳了罰鍰後，這是

由製造污染和違反的人來負擔，我們就是類似一個轉嫁，要由製造違規行為的

人來負擔。［…。］相關罰則就是回到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轄管的法令，所

以我剛才有舉例，如果是水污，那就是環保局來處罰，依照水污法的相關規定

來做處罰。［…。］譬如他觸犯的是水污法，那就請專業的來跟他們去做教育

輔導。［…。］ 

主席（曾議長麗燕）： 
廖局長請坐。黃議員文益請發言。 

黃議員文益： 
我們當然尊重邱議員于軒的發言，但是我覺得這個管理條例，剛才法制局長

說的很清楚，企業有違反水污或空污時，其實是由主管機關去做裁罰。當然和

發園區對他裡面的企業有教育輔導的責任。換句話說，我認為這個管理辦法沒

有什麼衝突性，就是他違反了法規，空污就用空污法去處罰；水污就用水污法

去處罰。但是因為他是和發園區，他們是負責管理的，但這個不是裁罰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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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我裡面的企業違反規定被抓到，類似屋主把房子租給房客，房客違反規

定，我負責教育輔導，希望你要按照政府的法規去做，這個部分在條例裡面寫

得非常清楚，我想要請求邱議員于軒，這樣子的狀況該有的罰則訂得很清楚，

他們的責任就是在做這些後續協助的部分，如果再裁罰就變成一罪兩罰下去，

原本的主管機關已經有處罰了，所以我認為這樣子的條文很清楚，請邱議員再

仔細看一次，不要擱置，因為這個是報告事項，我認為這樣子的條文很清楚，

請主席裁示。 

主席（曾議長麗燕）： 
邱于軒議員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主席，我還是堅持，因為大家不知道和發工業區是我們大寮區原本高中用地

所做的和發工業區，它本來就不應該長在我們大寮，但是之前的市府為了經濟

發展把我們的高中用地改為和發工業區，所以對於無論空污、水污相關法規的

制定我都會特別注意，因為它原本是一個公立高中，我們大寮 10 萬人口沒有

一個公立高中卻換來一個工業區。第二個，比如說相關主管單位，如果今天我

是業者看到這個管理條例我會覺得有疑問，我不清楚後續假設有遇到這樣子的

狀況，比如說我有這樣違法的設施被抓到了，是和發工業區抓還是環保局來

抓？後續一些制定的主管機關一些態度，要由哪一個單位來處理？我覺得都可

以在條文裡面寫清楚，這一點是我的用意和想法，請主席可以成全。 

主席（曾議長麗燕）： 
陳美雅議員請發言。 

陳議員美雅： 
局長，現在和發這些下水道的管理辦法未來主責的單位是經發局，別的同仁質

疑說，其他的像環保局有沒有辦法，有沒有這個權責可以進去取締？［可以。］

所以你們先或環保局先都沒有問題嗎？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這兩個並沒有衝突，以我們來說是做輔導，我們也會定期去針對污水排放做

檢測，當然環保局自己也有相關的機制。 

陳議員美雅： 
檢測你們也會做，局長環保局的檢測和你們的檢測，這個量是怎麼樣來做分

配？比如說環保局它 1 個月幾次？你們是多久 1 次？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我們這邊是每個月都會去做，環保局那邊可能要去請教他們。 

陳議員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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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到現在還沒有去彙整相關彼此的訊息嗎？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這個是獨立的兩條平行的方式，以我們來說，經發局針對這個園區自治管理

的職責，我們每個月都會定期去做相關的檢測，環保局針對產業或者企業有自

己相關的一些監測，這兩邊是平行並行來進行。 

陳議員美雅： 
剛才局長的說明市民可能不會很清楚，你的意思就是說，產業園區裡面經發

局隨時可以去主動查緝，［對。］環保局也可以隨時主動查緝，等於有兩套平

行的系統，因為你們和環保局的地位是平行的，但是你剛才說明的時候提到，

這個管理辦法好像還沒有和環保局做通盤檢討，有沒有可能會造成擾民的問

題？或者你們去現場的次數太過頻繁，然後導致廠商心生畏懼等等，有沒有這

個可能我們也不曉得，只是你們這個相關辦法剛才邱于軒議員提出一些質疑，

你也沒有辦法說明得很清楚，請教局長另外一個問題，污水量增加最多這個產

業園區最多可以排放的量是多少？目前你們評估是多少，最大可以到多少？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現在是 5,200 噸。 

陳議員美雅： 
他們有可能會超出，最大是到多少？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最高是到 9,700 噸。 

陳議員美雅： 
我看到坊間媒體報導說，好像現在有超排的現象，有沒有這個情形？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目前沒有，因為目前污水系統還沒有做使用。 

陳議員美雅： 
未來可能會超排，所以在環評的部分可能會影響到整個環境，未來如果超

出，你剛才說依照現在進駐的廠商你們預估是 4,000 噸多，針對我們剛才的疑

慮，預計進駐大概排放量到多少？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5,200 噸。  

陳議員美雅： 
但是你說它可能會超出排放到 9,700 噸。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總額是 9,700 噸，它有一個上限值和我們現在的進駐值，當然我們針對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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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廠商…。 

陳議員美雅： 
如果它超出 9,700 噸，有沒有可能造成排放的水量未來會造成污染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管控？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目前沒有這樣的問題也沒有這樣的規劃。 

陳議員美雅： 
未來，當然它現在還沒有進駐，我們現在提的是媒體有質疑的問題。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目前的進駐率已經接近滿了，我們可售地已經全滿了。  

陳議員美雅： 
局長，你說現在進駐是滿的狀態，但是它排放量只會達到 5,200，但是你剛

才又說可能會到 9,700，這個數字到底怎麼算出來的？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9,700 是核可的上限值，現在進駐的量就我們觀察…。 

陳議員美雅： 
所以未來排放污水他們還是可以繼續申請，各廠商還是可以增加的意思嗎？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每個廠商進來申請的時候都有相關的核配量。 

陳議員美雅： 
所以到底確定是 5,200 還是 9,700？因為你說現在已經進駐快滿了，所以到底

總量是 5,200 還是 9,700？這個對高雄未來整個環境會不會造成衝擊或影響？

你們的稽核制度為何？你們和環保局之間，民眾他們投訴到底是要向你們投訴

還是要向環保局投訴？主責的單位到底未來是誰？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就像剛才法制局所陳述的，相關來說就回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以不論和

空污相關、水污相關都會回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去做檢舉，剛才你所提到的

量，我們會有一個最大值，就是當時環評等等的核配量，接下來進來的每一間

廠商都會有我們針對個別的廠商所做的核配量，我們目的是要確保最後進來所

有廠商的污水排放量不會超過當時我們所規定的最大值。所以剛才那兩個數字

一個是最大值、一個是現值。超過的話當然就要重新走環評，所以在我們整個

管理的過程中要確保第一個，他們進來所申請的量一定不會超過。第二個，他

們在進行每一天實際的操作量也不會超過，這是我們在管理辦法和整個管理系

統和管理方式上去做一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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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曾議長麗燕）： 
延長 1 分鐘。 

陳議員美雅： 
局長，我要和你確認的是，因為你們這個辦法由經發局來主管，但是環保局

它有另外的法源依據，如果未來你們的認定或你們的檢測可能會數值不一樣，

到底是以誰為優先？會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環保局為優先。 

陳議員美雅： 
環保局為優先，所以你們只是一個備位的方式。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我們最主要的是輔導和管理，因為整個還是要回歸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

的法規做裁罰。  

陳議員美雅： 
你們未來會不會去做檢測，會不會主動去稽查？［會。］你們也會，但是你

們的標準出來如果和環保局不同是以環保局為優先，［是。］是這樣子，那你

們原本開出去的裁罰單就變成自動失效嗎？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假設它違反空污或者排放等等會回歸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裁罰，以我們來

說，未來會透過…。 

陳議員美雅： 
局長，好像還有一些真的是…。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沒問題，會後我可以提供給議員做參考。  

主席（曾議長麗燕）： 
這個案是不是就先擱置？等下個會期我們再提出來，隨時都可以提出來查

照，好不好？因為我們預計 11 點 30 分要閉幕典禮，好不好？這個案擱置。（敲

槌決議）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請看案號 28、類別：法規、報告機關：觀光局、案由：廢止「高雄市愛河

水域遊憩碼頭管理及收費辦法」一案，請備查。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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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案號 29、類別：法規、報告機關：交通局、案由：檢送修正「高雄市

愛河水域交通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七條及第二十條附表，請備查。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請看案號 30、類別：法規、報告機關：環境保護局、案由：檢送「高雄市

沼液沼渣集運管理及收費辦法」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備查。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蔡金晏議員請發言。 

蔡議員金晏： 
我針對這條議案本身的收費方式、收費對象沒有太大的意見，我的意見是，

用這樣的一種報告案方式，在高雄市針對相關的規費收入，透過這樣的報告事

項進來議會，如果大家認為反正就這樣過了，其實這對議會要把關高雄市民的

權利義務是有很大的問題。所以我想先問一下，法制局長，我們看到這個總說

明裡面有說，它是依規費法第 10 條的規定訂定本辦法，你是不是可以說明一

下，規費法相關的規定是怎樣？ 

主席（曾議長麗燕）： 
王局長請說明。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就規費法第 10 條主要是說業務主管機關，他應該要訂定一個收費的基準，

或者調整的機制，將收費的內容送民意機關備查後就可以公告來實施，政策實

施…。 

蔡議員金晏： 
局長，這個業務主管機關，我們怎麼去認定？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業務主管機關就是徵收機關。 

蔡議員金晏： 
徵收機關，是不是？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對。 

蔡議員金晏： 
你知道規費法第 4 條裡面有說，本法所稱業務主管機關指主管第 7 條及第 8

條各款，應徵收規費業務，並依法律規定訂定規費收費基準之機關、學校，法

律未規定訂定收費基準者，以徵收機關為業務主管機關，［對。］法律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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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就是其他有的法律已經規定收費標準的話，我們就要遵照那個法律。 

蔡議員金晏： 
這個原本的法律訂定在哪裡？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不是，就是有些法律會有一些徵收的費用，我們就要按照那個，我們不會自

己訂定。 

蔡議員金晏： 
你這個總說明應該是寫那一個法律在哪裡？而不是以規費法。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不是，就是它所謂除法律另有規定，譬如其他的法律，我剛才講的，我們廢

清法有一定的收費機制，它怎麼樣去收費有一定的規範，我們就要按照那個規

範來做，我們自己不會訂定，假如說沒有的部分，我就直接以規費法來訂定。 

蔡議員金晏： 
你知道 7、8 條有哪些嗎？它規範的需要去徵收的行為？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7、8 條的話，它有一個行政規費、一個審查規費。 

蔡議員金晏： 
對，這個有在裡面嗎？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有，我們每個機關都有，譬如我們…。 

蔡議員金晏： 
沒有，我說這個沼液沼渣集運管理符合第 7、第 8 的哪一條？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它應該是第 8 條的一個…，第 7 條的…，它是一個成本的部分，它不是審查

登記其他…，它是屬於一個行政規費。 

蔡議員金晏： 
第幾項？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第 7 條的第 7 款。 

蔡議員金晏： 
第 7 條的第 7 款，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收行政規費之事項，是嗎？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對，其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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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議員金晏： 
其他法律就訂定在裡面，我覺得…。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我們就用到規費法來了。 

蔡議員金晏： 
局長，其實我有去跟環保局…。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不是，抱歉，它是第 6 條的使用規費。 

蔡議員金晏： 
沒有第 6 條啦！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有，現在他們的這個部分是使用規費。 

蔡議員金晏： 
使用規費。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對，使用規費，因為它造成我們的一些成本，當然它這裡面會不會有參雜一

些行政費用，那個可以再檢視一下，不過依第 6 條的規定是使用規費。 

蔡議員金晏： 
針對這樣的審查，或者是備查的方式，我覺得都不是很完善，今天我提醒一

下，在民國 100 年，還是 101 年，市立殯儀館用了一個停車場，後來開始收費，

因為反彈很大，剛好市府也從善如流，市府後來就沒有收費，那個命令也取消

了。但是它有發包，還有廠商的問題，也造成市府要有賠款的問題，我認為這

樣的程序，你們這樣訂定出來，其實…。 

主席（曾議長麗燕）： 
再 1 分鐘。 

蔡議員金晏： 
委員會討論，這個直接就進到我們大會的桌上放著，然後到今天這樣報告過

去了，這個辦法可能影響不大，未來如果有影響很大的話，又是用所謂的規費

法第 10 條，或是怎樣來通過，我覺得議會沒有辦法跟所有市民朋友交代。這

部分我建議，未來議會，還是市政府，其實我認同使用者付費，但是我們的程

序必須是完備的，而且經過一定的討論，什麼該收、什麼不該收。這個東西未

來是不是能夠針對這樣的事項，其實在規費法也有一個規範，它說經過地方議

會，如果認為應該用相關的法規來審議通過的話，也是可以的，這相關的重要

事項，我覺得未來針對這個部分，我們應該要討論一下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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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准予查照。（敲槌決議） 

向大會報告，本次大會議程到今天結束，目前擱置中的議案，擬抽出併同本

次大會未及審議完畢的提案，移到下次的會議繼續審議。各位同仁，有沒有意

見？沒有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我們休息 5 分鐘。（敲槌） 

各位同仁請就座。 

陳市長、三位副市長、市府各局處首長、各位同仁，大家好。第 4 次定期大

會的任務雖然尚未完成，麗燕還是要向各位說一聲「大家辛苦了」！ 

謝謝陳市長及市府團隊積極配合本次定期大會的召開，也感謝全體議員善盡

職責、認真問政、捍衛市民的權益。 

109 年已經接近尾聲，過去一年，高雄不論在政治，或者是經濟民生方面，

歷經許多的考驗。高雄要好，市民生活要改善，我們府會責無旁貸，一定要共

同努力。 

今天趁著大會閉幕，待會兒要舉行府會聯誼進行雙向交流，這是感謝也是期

許，希望未來會更好，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工作順利。 

本席宣布第 3 屆第 4 次定期大會閉幕。散會。（敲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