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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大會財經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13日下午 3時 4分） 

第1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陳議員麗珍）： 

開會。（敲槌）向委員會報告，審查順序已經放在各位委員的桌上，請參閱。各

位委員對審查順序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確認。（敲槌） 

向委員會報告，今天下午的議程是審查 108年度高雄市總決算審核報告案，110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各機關歲入預算，從 108年度的決算審核報告案開始審查，請

蘇簡秘宣讀。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請各位議員看這本藍色的 108年度決算報告，請看有關機關提案，案號：1、類別

：財經、提案機關：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案由：請審議中華民國 108年度高雄市

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案。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麗珍）： 

請審計處吳科長報告。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召集人好、各位議員好，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科長吳朝斌，謹代表高雄市

審計處報告 108年度高雄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有關財政局

主管及經濟發展局主管的決算審核結果。請各位委員翻到乙-46頁，在財政局主管部

分，（二）預算執行之審核：財政局 108年度編列歲入預算數 934億 2,616萬元，

決算審核結果，修正增列實現數 3,656元；審定實現數 957億 9,091萬餘元，應收

保留數 1億 777萬餘元，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958億 9,869萬餘元，較預算增加 24億

7,253萬餘元。以前年度歲入轉入數計 12億 5,798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

現數 1億 2,491萬餘元，減免數 1億 5,672萬餘元，應收保留數 9億 7,634萬餘元

。在歲出部分，108年度編列歲出預算數 31億 6,494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

實現數 25億 7,761萬餘元，應付保留數 3,517萬餘元，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26億 1,279

萬餘元，預算賸餘 5億 5,214萬餘元。在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是 5,817萬餘元，決

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 1,265萬餘元，應付保留數 4,552萬餘元。 

（三）融資調度之審核：108年度債務之舉借預算數 102億 4,601萬餘元，決算

審核結果，修正減列保留數 114萬餘元，審定實現數 37億元，保留數 10億 3,724

萬餘元，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47億 3,724萬餘元，較預算減少 55億 876萬餘元。債

務之還本預算數 37億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 36億 9,985萬餘元，較預算

減少 14萬餘元。債務之舉借以前年度轉入數 68億 2,985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

審定實現數 50億 3,238萬餘元，未結清數 17億 9,747萬餘元。 

另外在附屬單位決算營業的部分，財政局主管有一個動產質借所，我們看（二）

盈虧之審定，審定稅後淨利 1,375萬餘元，較預算數 1,161萬餘元，增加 214萬餘

元。 

附屬單位決算非營業的部分，財政局有一個市有財產開發基金以及債務基金這兩

個單位，決算審核結果請看乙-48頁。市有財產開發基金決算審核結果，修正減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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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外收入 478萬餘元，審定賸餘 4,141萬餘元，較預算賸餘 2億 8,023萬餘元，減

少 2億 3,881萬餘元。債務基金決算審核結果，審定短絀 684萬餘元，較預算短絀 8

萬餘元，增加 676萬餘元。 

另外我們辦理財務收支或專案調查，查核的結果我們研擬了三項重要審核意見，

主要就是查緝私劣菸酒品保存管理未臻周妥等三項，這個部分請各位議員參考。 

再請翻到乙-60頁，經濟發展局主管的部分。請看乙-61頁，（二）預算執行之審

核，經濟發展局 108年度編列歲入預算數 12億 6,854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

實現數 12億 3,709萬餘元，應收保留數 2,268萬餘元，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12億 5,978

萬餘元，較預算減少 876萬餘元。以前年度歲入轉入數計 4,915萬餘元，決算審核

結果，審定實現數 399萬餘元，減免數 441萬餘元，應收保留數 4,074萬餘元。108

年度編列歲出預算數 18億 5,256萬餘元，經動支第二預備金 1,307萬餘元，合計 18

億 6,564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 17億 631萬餘元，應付保留數 7,982

萬餘元，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17億 8,613萬餘元，預算賸餘 7,950萬餘元。以前年度

歲出轉入數計 3,188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 48萬餘元，減免數 19萬

餘元，應付保留數 3,120萬餘元。 

另外在附屬單位決算非營業部分，經濟發展局主管包括兩個非營業基金，就是產

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和促進產業發展基金。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的決算審核結果

，審定短絀 3,330萬餘元，較預算短絀 3,669萬餘元，減少 338萬餘元。再來請看

乙-62頁的最上面，促進產業發展基金決算審核結果，審定賸餘 1,269萬餘元，與預

算短絀 1,932萬餘元，相距 3,202萬餘元。 

另外我們審核的結果，列出來的主要缺失一共有六項，主要就是和發產業園區土

地租售及財務管理情形仍欠周延等六項。這個部分請議員參考。至於我們列的重要

審核意見，已經請財政局和經濟發展局檢討改善，未來我們會持續追蹤他們的改善

情形，以上報告完畢。 

主席（陳議員麗珍）： 

各位議員有沒有什麼意見？請美雅議員發言。 

陳議員美雅： 

謝謝主席。現在的報告單位是我們的審計處，我想請教，有關於你這邊剛剛第 62

頁所寫的，就是廠商請領促進產業發展獎勵補助金額有比較減少的這個結論。請問

當我們在議會詢問相關的哪些產業要去請領這些補助，請他們提供名單，這個在法

令上來講，他們是不可以提供嗎？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議員的意思是議會請經濟發展局提供有關於哪些廠商的…。 

陳議員美雅： 

請經濟發展局提供現在是哪些產業類別、哪些廠商去請領了這個補助。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金額的部分嗎？ 

陳議員美雅： 

不是金額，就是我們想要去調相關的資料，經濟發展局是不是依法可以提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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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們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的成效為何，你們的專業意見是怎麼樣？你們在查核的時

候有看到這些詳細的資料嗎？〔有。〕不然你們怎麼知道。 

陳議員若翠： 

譬如說哪家公司或者是廠商嗎？〔會。〕 

陳議員美雅： 

你們可以看得到。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但是因為有個資的問題，我想經濟發展局應該是這個問題。 

陳議員美雅： 

他們說是商業機密。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對，假如涉及個資的話，我們會請他們用機密的方式提供，我們就有負機密的保

護責任。 

陳議員美雅： 

因為議員本來就依法要去監督，並且這個補助有沒有辦法帶動高雄哪些產業相關

的發展，經濟發展局提供了哪些補助，我想議員基於職責是應該要去了解的。如果

像你講的，這個是屬於用機密的方式是可以提供的，他們是不是就應該要提供？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因為我們的審核是依據審計法，有一個第 14條的規定，就是我們去查核的時候，

受審核人員應該提供戶籍資料或文件，不得隱匿或拒絕。所以我們是有這個法令的

強制行為在。 

陳議員美雅： 

其實我們議員依職責請他們提供相關的這些資料，我想也是於法有據吧！不然他

們怎麼去執行市政府的預算，我們如果沒有辦法監督，那不是很奇怪嗎？他們確定

是有提供給你們對吧？〔對。〕所以確實是有資料嘛！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我們的確是會調取資料。 

陳議員若翠： 

來申請補助都一定會有一些資料。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但是因為涉及個資…。 

陳議員美雅： 

當然我們不需要他們提供太詳細的內容，但是我們想要知道可能有哪些產業類別

，譬如說高雄市想要輔佐一些想要轉型，也許是科技產業，我們想知道是不是有一

些科技產業來申請了，譬如說類別等等的，這個應該是要讓我們知道的吧！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因為他既然有支出，有發補助出去，基本上憑證裡面就會有明細資料，這個是沒

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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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美雅： 

所以確實會有資料，不會說沒有資料。〔對。〕好，我只是想確認，謝謝。 

主席（陳議員麗珍）： 

請邱議員于軒發言。 

邱議員于軒： 

請問審計處，剛才美雅議員的問題跟我的問題一樣，就是基本上你支用的那個叫

做公帑，我們議員就是監督。譬如說我在跟行政暨國際處要一些首長特別費的細項

，我也要不到，他們也說這個是業務機密，牽涉個資。請問我們要如何才能監督到

細項。因為高雄市的財務狀況其實審計報告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對於高雄市目前

的財務狀況，我們每個局處都很辛苦，所以我不知道審計處專業的意見是什麼？或

者是說我們可以去看，有沒有這樣相關的方式。這是對於審計的部分，我等一下還

有財政局的問題。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應該要回歸到議員職權行使法的問題，因為在議員的母法規定

並沒有授予這樣子的權力，所以他們才會拒絕這件事，是不是因為法令的問題。其

實像我們審計處去查帳是真的在法的定位下是可以去調查和查核的，他們依法就是

要提供資料，他們如果不提供的話，我們會把他們送到監察院去。 

邱議員于軒： 

那我可以請你特別調某人的費用嗎？譬如說丁允恭前局長的特別費，我想要知道

他執行的情形。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我們通常在調閱憑證，因為會接受調閱的其實就是檢察官那邊過來的，他們也擁

有調查權。至於他們的調閱程序，雖然我們有保管一些憑證，像丁允恭前局長的憑

證應該是還在新聞局，不在我們那裡。 

邱議員于軒： 

他就說也是類似個資問題，像美雅議員好奇的部分，很多時候是因為個資的問題

，而審計是有相關資料的，不知道這種相關的案件你們會不會去做糾舉或是檢討？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我們調查的方式，第一個，確實會因為報載的資料去調查，或者是報載覺得他的

特別費的確有疑慮，我們的確是會辦案子去調。但是因為那是在我們的第二科，我

印象中是還沒有這個調查出現。假如依職權的話，我們當然是可以去調，這是沒問

題的。 

邱議員于軒： 

所以就是要逕行舉發，然後請你們去調，因為他們說這是牽涉到個資，我們就尊

重局處，所以我們議員是沒有辦法做監督的，他們說這是牽涉到個資，我們就尊重

局處。我只是覺得很奇怪，這些是公帑，就像剛才那些投資的廠商，我們不會要你

detail廠商老闆的個資。可是像我的選區就剛好有和發產業園區，我對於哪些產業

來投資，就希望有積極的結果。如果沒有相關的結果時，其實我們都會對於市府未

來招商引資的成效，再加上目前財政的狀況，都會有相對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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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可能他們會怕你們吧！ 

邱議員于軒： 

我們今天都有公開錄音錄影。好啦！沒關係，我沒有要為難你的意思，只是我在

要資料的時候會遇到這些問題。 

接下來要請教財政局，因為這是 108年度的決算。在乙-46頁，這 3,656元是已

收未指定用途捐款，請問財政局，這邊的未指定用途捐款，目前大概是什麼樣的狀

況。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 

召集人以及所有財經委員會的議員，大家午安，大家好。議員問的這個問題，如

果所有的捐款沒有指定用途，理論上是會到我們財政局這邊。 

邱議員于軒： 

譬如說捐給社會局，這些捐款會全部進到你這邊嗎？〔不會。〕那 108年這個未

指定用途有沒有特別的增加？理論上如果照審計報告是有，所以那個簡單來說是不

是當時的市長可能許多人願意捐未指定用途的捐款給他，是這個意思嗎？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 

議員，108年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請副局長回答？ 

邱議員于軒： 

沒問題，你不用回答。 

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因為去年韓市長來的時候，有一些民眾要捐給市政府，如果要捐給教育的，譬如

說高中職的，當然就會到教育局去；如果要做社會福利的，就會直接到社會局去，

那就是指定用途。我們去年也發生過他都沒有指定，只有說這個錢要給市政府，給

市長…。 

邱議員于軒： 

給市長去讓高雄市民使用。 

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對。去年我們就比照財政部所訂中央接受各界捐款的規定，我們訂了一個要點，

所以就把這些錢繳到市庫裡面去，就是這樣。 

邱議員于軒： 

請問今年有沒有這樣子的捐款狀況。這是第一點。第二點，請你整理給我 108年

度指定用途的捐款是因為韓市長而捐給教育局、或是社會局相關的捐款。我想了解

新的年度，現在換了一個新的陳市長，有沒有相對的捐款進來。 

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今年的部分，如果到教育單位，對不起，我財政局這邊就不知道。 

邱議員于軒： 

沒問題。 

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如果是議員的第一個問題問今年有沒有，就今年財政局的部分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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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完全沒有非指定用途的捐款，掛零是不是？ 

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對，目前是都沒有。 

邱議員于軒： 

好，謝謝。 

主席（陳議員麗珍）： 

是不是 108年度的要整理一份資料給議員？ 

邱議員于軒： 

這個會有細項嗎？ 

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有人名，捐贈人和捐款用途。 

邱議員于軒： 

但是他是未指定用途，他是有講明韓市長當市長而支持高雄市的市政嗎？〔沒有

。〕他就是捐給我們高雄市政府，然後現在掛零就對了。 

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今年是掛零。 

邱議員于軒： 

不一定，還有兩個月，也許聖誕老公公會來。 

主席（陳議員麗珍）： 

請財政局就整理 108年度的資料給各位議員。 

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抱歉，我這邊再補充一下，109年有四筆，我先講金額，1萬 2千元、6萬元、880

元、5萬 5千元。 

邱議員于軒： 

現在是講 109年的幾月份？6月 6日前嗎？〔對。〕全部都 6月 6日前？〔對。

〕因為人名可能牽涉到個資，你給我…。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 

去實名化，好不好？ 

邱議員于軒： 

好，我們去實名。 

主席（陳議員麗珍）： 

給金額的明細。 

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我就給日期和金額。〔好。〕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那就一份資料給各位議員。 

陳議員若翠： 

三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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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四筆，去年也四筆，今年也四筆。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邱議員俊憲請發言。 

邱議員俊憲： 

謝謝主席。這本決算就是去年韓市長還在的時候，在他主政之下的決算報告。韓

市長在的時候，針對一些施政都採取比較大量的對外募款，在議會裡面其實有很多

議員也質疑過這一點，市政府到底能不能用這種募款的方式去取得他所需要建設的

資金，是不是有違反相關中央勸募的辦法，這個我認為要很清楚。市長對於市政預

算的不足，要求民間來支持，我們不能拒絕民間的好意，可是那個程序是怎麼樣才

是對的，審計處這邊有什麼樣的看法和見解嗎？因為過去在議事廳，也有滿多議員

質疑是不是有違反勸募辦法的，審計處科長知道我的意思嗎？你的理解為何？過去

如果是因為重大事件，譬如說石化氣爆或是其他比較重大的建設，譬如說市總圖希

望大家捐書等等，其實也曾經公開公告希望大家來幫忙，可是有一定的法定程序。

但是過去像校園雙機、青創基金 100億元等等這些，其實是沒有一個比較正式的公

告或是什麼方式接受大家的捐款，反而出現了疑慮的，譬如說環境保護局去找工廠

或是教育局去找工廠私底下募款的方式，的確會讓議會產生一些疑慮。當然不是說

裡面是不是真的會有問題，但是在程序上，審計處對於這樣的程序有什麼樣的見解

，怎麼做才是 ok的，請你說明。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據我所知，在我的查核之中，勸募分兩種，一種是專款專用；一種是像這個未指

定用途的。其實未指定用途的部分，政府並沒有拒絕民眾捐款，就是你隨時想捐都

可以。像之前的石化氣爆的部分，其實是專款專用，就會成立一個基金，請民眾捐

到這個專戶。但是我不太懂的是議員所講的，韓市長之前的募捐是很正式的，或者

是…。 

邱議員俊憲： 

像青創基金本來要跟外界募款 70億元，後來募了幾千萬元，像那種錢進來，他用

這種方式，在議會就會質疑這是不是違反勸募的辦法，就是公部門沒有申請一個什

麼樣核可的方式就用這樣的方式去募。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專款專用的部分的確是要申請，但是…。 

邱議員俊憲： 

這是模糊地帶嗎？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對，他等於是有點宣示說你願意捐就捐進來，他沒有透過…。 

邱議員俊憲： 

所以是在合法跟沒有合法中間不清楚。所以我要建議審計處，像這種情形，市長

不見得是惡意，他也許是要幫高雄市民爭取更多的建設，可是預算不夠，怎麼樣的

程序才會讓這些疑慮跟爭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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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第三科吳科長朝斌： 

其實我的建議還是回歸社會救助法或社會福利法的勸募，這樣才能真的去管制到

。因為說真的，像這種沒有指定用途的捐助進來，最後變成流到大水庫裡面去，反

而不會達到他原來的目的，這個也是不太好。譬如之前的石化氣爆，他就真的有一

個專戶，你把錢匯進來，管制在這邊，也透過政府的憑證審核那邊去處理。我個人

覺得這樣會是比較好的方式。 

主席（陳議員麗珍）：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就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審計處審查完畢。接著請看 110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預算單位預算及綜計

表，連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請看各機關歲入預算第一冊這一本，

因為高雄市議會現在在審歲出，我們先從行政暨國際處開始。 

請看 02-010行政暨國際處，第 10頁，使用規費收入-場地設施使用費，預算數

31萬 7千元。第 11頁，財產孳息-權利金，預算數 8萬 5千元。第 12頁，財產孳息

-租金收入，預算數 905萬 9千元。第 13頁，廢舊物資售價-廢舊物資售價，預算數

14萬元。第 14頁，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預算數 9萬 6千元。以上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邱議員于軒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第 10頁有一個喜憨兒社福基金會跟其他團體使用四維及鳳山行政中心的場地使

用費，我想請問，是不是都是社福單位在使用這些場地？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主席、議員，是。 

邱議員于軒： 

如果是社福單位，我對這筆預算，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我覺得他們現在多少會

受到影響，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協助他們。譬如說把這筆歲入預算砍半，等於是讓這

些社福團體，他們現在可能有募款寒冬的壓力，例如喜憨兒等等的一些單位，我覺

得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幫個忙，幫這些社福單位，直接砍半或是這筆預算不要編來幫

忙他們，因為這些也不多。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跟議員報告，收的這筆預算主要是場地水電等必要的支出。 

邱議員于軒： 

因為他寫場地使用費，水電支出你有辦法估出來嗎？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是可以。 

邱議員于軒： 

然後借用公有宿舍是誰借用？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公有宿舍是首長宿舍的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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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首長宿舍就沒關係。就是在疫情的時候，我覺得社福這邊可以幫忙他們。 

主席（陳議員麗珍）： 

請康議員發言。 

康議員裕成： 

謝謝。這樣有點問題，我很贊同如果喜憨兒他們使用市府的場地，在疫情期間因

為募款不容易，把他們的費用降低，當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市政府的所有場地

該如何收費，水電費、清潔費該如何收取，應該有一個固定的辦法，如果你沒有修

那個辦法，在這裡就砍了預算，本來規定要收 100元的，現在收 50元，就變成違法

了。所以應該是要去處理使用的相關辦法，而不是砍預算。 

邱議員于軒： 

謝謝你們的提醒，我就先擱置這筆預算，趕快提案去修辦法。 

康議員裕成： 

提案去修辦法以後，這邊才能夠動。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邱俊憲議員請發言。 

邱議員俊憲： 

謝謝主席。我覺得于軒議員的建議很好，就直接附帶決議下去。 

邱議員于軒： 

附帶決議？ 

邱議員俊憲： 

提案是另外一個部分，不是在這邊處理。 

郭議員建盟： 

附帶決議是建議他們這樣做。 

邱議員俊憲： 

對，如果遇到疫情，這些社福團體在使用這些場地的時候應該要酌減這些費用。 

邱議員于軒： 

我覺得甚至可以幫忙，因為這個錢…。 

邱議員俊憲： 

是啊！沒有人說不好，只是不是在這裡可以處理的。 

邱議員于軒： 

才 7萬 4千元就不要收，就是幫忙他們。 

郭議員建盟： 

你就提案。 

邱議員俊憲： 

因為他收是依照使用辦法。 

郭議員建盟： 

像你刪交通違規費，你刪了以後，他們歲入還是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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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所以用附帶決議的方式…。 

邱議員俊憲： 

就是要求他們去處理。 

邱議員于軒： 

可是他們會收，我就是不要讓他收。 

康議員裕成： 

你就要改辦法，辦法沒改還是要收，不然公務人員會變成違法，可能監察院或是

審計處就會糾正他們，本來應該要收 100元，結果只收 50元。 

邱議員俊憲： 

主席，我建議用附帶決議的方式，先把大家認為應該要去減收這些費用的意見…

。 

邱議員于軒： 

可以問法規室要怎麼處理嗎？ 

主席（陳議員麗珍）： 

可以。 

邱議員于軒： 

我的意見就是這個，其他的預算沒有意見。 

主席（陳議員麗珍）： 

附帶的這個辦法等於是其他歲入一律一樣的檢討，不是只檢討行政暨國際處。 

邱議員于軒： 

我覺得我們先擱置，等我們討論過後再說，行政暨國際處先擱置。 

邱議員俊憲： 

因為附帶決議只能在單一的項目，我們沒辦法全部這樣去做。除非是我們在議會

又用議員提案或是大會議決的方式，要求市政府相關的場地都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

，不然我們在預算書裡面的審查只能一條一條做。 

康議員裕成： 

可是他的使用規費應該是一體適用，不管你是什麼單位，不會因為你是社福團體

或是其他民間團體而不同。 

邱議員于軒： 

他剛才有說全部都是社福團體，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他說全部都是社福團體。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跟議員報告，這個應該還包含鳳山行政中心一樓的喜憨兒門市，他那個也是在對

外營業的，那個場地的租用應該也是跟社福團體的契約，可是以後不見得是社福團

體來租，那使用的團體可能就不同。 

邱議員于軒： 

所以我的意思是只有今年，現在還是社福團體嗎！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對，使用辦法可能就會一體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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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處長，我第一個問題問你是不是都是社福團體，你回答我：「是」。如果目前都

是，我就希望減少，我沒有說將來，所以我才會說今年。 

主席（陳議員麗珍）： 

今年因為是疫情的關係。 

郭議員建盟： 

你總質詢的時候要求市長。 

邱議員于軒： 

我想詢問法規室，還是先擱置！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邱議員俊憲請發言。 

邱議員俊憲： 

處長，如果這筆 7萬 4千元的預算，在預算審議的時候，議會的附帶決議是因為

今年的疫情，你要對這些社福團體的租金酌減。你能夠按照議會的附帶決議去做嗎

？可以嗎？就變成議會在審這筆預算的時候…。 

主席（陳議員麗珍）： 

前提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邱議員俊憲： 

對啊！就是因為今年疫情的影響。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可能這個還是要重新檢討跟修法，因為使用費…。 

邱議員俊憲： 

如果在議會決議就會正式議決給你，然後你就要去簽辦要不要按照這個議決做，

簽辦到市長…。 

邱議員于軒： 

我們問法規。 

主席（陳議員麗珍）： 

你們的修法跟簽辦就是在我們決定之後做。 

邱議員俊憲： 

就按照這個議會的議決去簽辦，這樣是最快的方式。因為你去改收費辦法就變成

以後不見得是弱勢團體或社福團體在經營。〔是。〕 

主席（陳議員麗珍）： 

可以用單筆的來處理。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就是今年這個單筆的來處理。 

主席（陳議員麗珍）： 

就是單筆的，然後我們先決議它的金額，你後面再走你的流程。 

邱議員俊憲： 

這樣就可以達到大家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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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議員裕成： 

邱議員，你總質詢的時候要求市長答應，其實市長批了就 ok。 

邱議員于軒： 

我想請教法規室嗎！我們先審下一筆預算。 

康議員裕成： 

所以他講的是單獨鳳山行政中心的那個點嗎？ 

邱議員于軒： 

就是整個 7萬 4千元，因為很少，如果疫情期間可以幫忙的話，這筆錢對市政府

來講是杯水車薪的預算，但是可以幫忙社福單位，我們能夠做的其實不多。 

康議員裕成： 

處長，這個 7萬 4千元是指場地的使用費，不是指對象？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我請總務科長報告詳細一點。因為那不只是場地、水電這些，還有稅的問題。 

邱議員于軒： 

科長，我是希望這一筆不要收，他們是說可以用附帶決議的方式，讓今年這筆可

以歸零。 

陳議員美雅： 

處長，大家的想法是因為今年疫情的特別關係，所以並不是說你們以後都不收。 

邱議員于軒： 

只今年不收而已。 

陳議員美雅： 

你們的理由用疫情的關係，因為你們預算書寫的單位是喜憨兒，我們有沒有可能

用特別的方式來處理？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跟議員報告，我請總務科長先把收費的明細跟議員說明。 

邱議員于軒： 

所以可以刪的話，我就刪掉直接變零就好了。 

郭議員建盟： 

刪了還是可以照收。 

邱議員于軒： 

我刪掉再做附帶決議。 

康議員裕成： 

刪掉還是可以收。 

邱議員俊憲： 

因為他是按照場地使用辦法去收，他不收的話就變成違法。所以議會要有一個議

決要讓他們可以依據去處理後面的程序。 

邱議員于軒： 

我希望他們今年不要收，共同渡過這個疫情。我今年幫他們買好多月餅，我覺得

他們好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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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美雅： 

就是我們體諒這些弱勢。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就只有今年？ 

邱議員于軒： 

就只有今年，我不需要動到修法，可不可以直接從這邊砍掉就好了？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但是它牽涉到是依法編列。 

邱議員于軒： 

所以才說歸零再附帶決議，就是因為疫情，可以這樣嗎？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歸零就沒有什麼附帶決議了，歸零哪裡還有附帶決議。 

主席（陳議員麗珍）： 

就是減額。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歸零的話這項預算就不能執行了。 

邱議員俊憲： 

就算你刪了他還是收這麼多，他現在是依法必須收，不收就變成違法。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這樣就會併決算辦理。 

邱議員俊憲： 

主任，我們剛剛的邏輯是收費是有一定的收費標準，如果沒有收費就變成圖利承

租者，我們因為明年疫情的關係，我們希望…。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可以酌減。 

邱議員于軒： 

可以酌減嗎？那就酌減剩 4千元。 

郭議員建盟： 

主任，酌減是不是也可以照收，所以我們做附帶決議。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附帶決議本身就是參考性的，沒有強制性。 

郭議員建盟： 

所以如果市長直接答應就不用附帶了。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最後的結果還是併決算辦理。 

邱議員于軒： 

我就是怕附帶決議沒有強制性。不然這筆我們先擱置，之後再來討論，擱置吧！ 

邱議員俊憲： 

處長，如果我們在這裡刪除，你們還是要照辦法去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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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砍掉他就沒辦法收。 

郭議員建盟： 

處長，這個照理說是你的職權。 

邱議員俊憲： 

處長，你就答應了，因為這是你管的場地。 

邱議員于軒： 

我覺得你直接答應就好了。 

邱議員俊憲： 

就是這筆預算是這麼編沒錯，但是你明年少個五成或是多少，你就直接可以處理

。 

邱議員于軒： 

就都不要收，因為 7萬 4千元真的很少。 

邱議員俊憲： 

而且這個責任不會在你身上，是議會的決議。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議員的出發點我們贊同，在程序上我們怎麼樣不至於造成公部門的違法，我們就

配合辦理。 

康議員裕成： 

項處長，你看說明是寫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及其他團體，所以並不是只限喜憨

兒可以使用該場地，這個是場地的使用費，所以可能是喜憨兒，也可能是其他團體

。但是目前不管是鳳山跟四維都是喜憨兒在使用嘛！〔是。〕但是並不表示這裡只

有喜憨兒能用，將來打合約的對象是誰也不知道，就會有一些奇怪的現象出現。但

是你們在打合約的時候可以本於你們的行政權自己去酌減，本來你租給喜憨兒是 7

萬元，要減為 4千元是可以的。可是如果是別的團體你就不需要去減，但是合約多

久也不知道嘛！合約多久？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我們是不是先讓總務科長報告詳細一點，有哪些收費的項目。 

邱議員于軒： 

應該是社福團體，我沒有只限於喜憨兒。 

康議員裕成： 

他這裡寫基金會及其他團體使用，沒有限定社福團體！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沒有限定社福團體。 

邱議員于軒： 

處長，我剛才問你的第一個問題是現在是不是社福團體，其實我是針對 110年度

的預算，我就是針對 110年，所以我並沒有要動到修法，因為我覺得以後說不定是

營利團體來用。但是現在是社福團體使用，我希望可以幫忙他們，而且我又不是刪

二、三十萬元或是四、五百萬元，才 7萬 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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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暨國際處總務科張科長家榮： 

跟各位委員報告，這個經費的組成，一個是公有宿舍使用費，另外一個是喜憨兒

用四維行政中心的場地費用，這個費用一年是 3萬 6千元，其他的費用 3萬 8千多

元是我們兩個行政中心出借中庭廣場等，如果有外單位來借用的話，我們有一個場

地使用費的收取。 

康議員裕成： 

所以韓國瑜的最後一夜的費用就是這裡的？ 

行政暨國際處總務科張科長家榮： 

沒有，如果機關自己辦的話是沒有收費用的，機關自己辦的是免收。 

康議員裕成： 

不是機關辦的，之前的處長說是別人辦的，你忘記了？ 

行政暨國際處總務科張科長家榮： 

跟議員報告，那一個場地是新聞局來跟我們借用，所以我們認定是機關辦理。 

康議員裕成： 

可是新聞局說是別人辦的，他只是協助辦理。 

行政暨國際處總務科張科長家榮： 

其實很多活動都是機關來借用，但是活動有委外給其他單位來辦，這個過程我們

不會去過問。 

康議員裕成： 

那不是很奇怪嗎？新聞局來跟你們借用是不用錢的，但是他可以委外給別人也不

用錢，這樣透過新聞局來處理就不用錢，這樣對嗎？ 

行政暨國際處總務科張科長家榮： 

跟議員報告，就像其他很多的勞務採購一樣，就是他辦理一個記者會還是活動，

機關是委外辦理，但是機關是主辦這個活動的，所以他來跟我們借用。 

康議員裕成： 

他說不是他主辦的，他都說得很清楚了。 

行政暨國際處總務科張科長家榮： 

他們的借用單上面是寫新聞局來借用的，如果一般民間機關的話，申請人會是用

民間單位來借用。回到剛剛的部分，喜憨兒跟我們借用一個月是 3千元，我們是收

一個月 3千元的場地使用費。其實像今年疫情，我們也有針對許多，例如員工餐廳

委外的租金也都有折半來處理。 

邱議員于軒： 

我是針對這筆預算，你不要跟我講其他的。 

康議員裕成： 

目前使用的就只有喜憨兒在四維使用嗎？〔對。〕這筆合約可能已經進行中了，

就建請市長可不可以酌減，針對喜憨兒使用四維的部分。至於鳳山行政中心這邊沒

有喜憨兒在用嘛！ 

行政暨國際處總務科張科長家榮： 

鳳山行政中心也有喜憨兒在使用，只是那個部分是我們借用給勞工局，然後喜憨



16 
 

兒的費用是繳給勞工局。 

康議員裕成： 

所以不在這裡。 

行政暨國際處總務科張科長家榮： 

對，不在這裡。 

主席（陳議員麗珍）： 

我們就把這一筆場地租金的費用 7萬 4千元擱置，其他就照案通過。有沒有意見

？ 

邱議員于軒： 

沒有意見。 

郭議員建盟： 

我建議請行政暨國際處針對這 3萬 8千元如何酌減，把方法報告完以後，這一筆

再行通過。 

康議員裕成： 

先擱置，我們可以再回頭討論。 

邱議員于軒： 

先擱置，我們到時候再說。 

主席（陳議員麗珍）： 

因為這個還牽涉到一些法規的問題。 

邱議員于軒： 

對，還牽涉到一些法規。 

主席（陳議員麗珍）： 

使用規費收入-場地設施使用費- 2.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及其他團體使用四維及鳳

山行政中心之場地使用費 7萬 4千元擱置，其餘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行政暨國際處除了擱置外，其餘審查完畢。接著請看高雄市議會。 

康議員裕成： 

請行政暨國際處送目前喜憨兒的合約什麼時候到期。 

邱議員俊憲： 

主席，剛剛擱置的那一筆要請他們下次來的時候資料要準備好，不要再來的時候

還是一樣。 

主席（陳議員麗珍）： 

跟科長講一下。 

邱議員俊憲： 

請議會的同事跟他們說，下一次來的時候資料要準備好，不然下次來還是一樣的

話就沒辦法審了。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接著先看 01-001高雄市議會，第 9頁，使用規費收入-場地設施使用費，預算數

122萬 4千元。第 10頁，財產孳息-租金收入，預算數 5萬 2千元。第 11頁，廢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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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售價-廢舊物資售價，預算數 2萬元。第 12頁，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預算

數 65萬元。以上請審查。 

郭議員建盟： 

秘書長，我對預算沒有意見，反而要跟你反映，因為現在議員們都很認真，但是

縣市合併以後，幅員很廣，我們知道大家都很忙。但是大家早上都要來登記發言，

但是登記發言要等到工作人員到，他們大概都 7點到，但是我們常常為了要省時間

，早上 5點、6點就出門了，所以我們來的時候，還要工作人員在那邊等我們也很辛

苦。所以可否研議，簽到單可以交給警衛，我們就可以在 6點的時候簽到，如果我

們要跑公祭的話就不需要繞進來再過去，否則有時候時間都很難調配。給我們議員

一些時間上的方便，也不會影響到其他人，早上就要來配合我們，是不是可以研議

看怎麼做會比較有彈性！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我跟議事組討論一下，再跟各位議員報告。因為早期也曾經有一段時間託在那邊

，因為有一些媒體記者關心這個問題，所以後來大部分都是 7點鐘，我們的工作同

仁就會到。這個部分我們來處理。 

郭議員建盟： 

實際上你也知道，我們民意代表的活動都是五、六點就開始了，再拜託了。 

主席（陳議員麗珍）：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高雄市議會審查完畢。接著請看 02-017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第 7頁，財產孳息-

權利金，預算數 1,700萬元。第 8頁，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預算數 10萬元。

以上請審查。 

陳議員美雅： 

處長，請針對蓮潭文教會館的案子說明，這個案子目前情形怎麼樣？ 

人力發展中心邱主任文盛： 

主席、議員好，跟各位報告，我們是依照合約來收取委外廠商的權利金，目前是

由台灣首府大學經營。我們的權利金有兩項，固定權利金每年是 250萬元；經營權

利金是…。 

陳議員美雅： 

簽幾年？ 

人力發展中心邱主任文盛： 

簽 20年到…。 

陳議員美雅： 

是之前原市時簽的嗎？ 

人力發展中心邱主任文盛： 

是民國 94年 10月 4日簽約的，到 114年的 10月 3日，總共 20年。我們這個權

利金和經營權利金是依照合約的規定，按照他稅前的營業總收入 4.5%來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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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美雅： 

Ok。 

主席（陳議員麗珍）：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人力發展中心邱主任文盛： 

謝謝議員。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審查完畢。接著請看 02-018資訊中心，第 8頁，上級政府補助

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預算數 608萬 8千元。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麗珍）： 

請說明。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主席、議員好。資訊中心說明，這個計畫是國發會從 109年開始，有一個計畫叫

做補助地方政府資訊應用實施計畫。就是國發會現在已經開始著手去整合各部會的

資訊，所謂的整合，是讓它可以流通，也就是未來的國民…。 

邱議員于軒： 

你是說補助地方政府什麼？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資訊應用實施計畫。主要是國發會在推動一個 MyData的計畫，也就是未來以人為

中心，把散佈在各部會的資料串起來，透過後端資料的串連，前端可以做一些整合

型的服務。譬如說在申辦一些業務的時候，就不需要再去申請戶政謄本或是地政謄

本或是一些證明等等，以後這些資料在後端就可以互通，可以驗證。透過這個計畫

，他希望地方政府多用這些資料流通和資料整合的機制，去開發一些整合型的線上

服務，所以他會補助地方政府。從 109開始我們有申請，110年我們也有申請，所以

今天會有兩筆，一筆就是 109年的經費，今年已經做的 325萬元墊付補正，另外 283

萬元的部分是明年要繼續做，補助我們七成的經費編在明年的歲入。 

陳議員美雅： 

所以明年補助是 283萬元？〔對。〕 

邱議員于軒： 

這是幾年的計畫？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好像 3年。 

邱議員于軒： 

最後那個 MyData會進到中央嗎？還是我們地方上也會有這個資料庫的共享？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運作的方式，我舉個例，譬如說我們在辦住宅補貼，今天我要去查這個市民名下

有沒有房子、家裡有幾個人、是不是低收入戶等等，以前這些資料都在不同的局處

，在中央也在不同的部會。現在假設有一個市民，都市發展局在辦理這個，利用市

民的身分證號碼為關鍵值丟到國發會的系統，再把我們要查的哪些資料集同步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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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的系統，他就會告訴我這個人名下有沒有房地產、是不是低收入戶等等。 

邱議員于軒： 

全台灣各個縣市都有申請嗎？還是只補助六都？怎麼樣得到這個計畫的補助？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不是侷限在六都，可是也不是各縣市都有，就是有申請才有。 

邱議員于軒： 

就是有申請的才有！〔對。〕我知道陳市長現在在推智慧城市，這個東西對我們

推動智慧城市需要吸取同樣的經驗，這樣對於我們建置智慧城市的成本會不會少一

點？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其實智慧城市嚴格來講，第一步就是要做資訊整合，因為你資訊沒有整合…。 

邱議員于軒： 

我的意思就是類似 Big data。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這個 MyData就是一種資訊整合的基礎功，他其實是一個基本功，你資訊沒有串連

，沒有整合，很難會有智慧出來。 

陳議員美雅：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所有的資料都會彙整，譬如說只要輸入身分證字號，這個人

所有曾經跟公務系統這邊交易過的任何事項都可以看到的意思嗎？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跟議員報告，這個要一個一個去打通，一個部會可能就有 100種資料集。 

陳議員美雅： 

你這個一次就夠的意思是…。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長遠目標是這樣，可是因為資料集太多了，散佈在各部會，各有不同的法規在管

。尤其像目前衛福部的就醫醫療紀錄目前還串不到，因為它是一個專門條文規定的

個資法，它是一個非常個資的東西，所以目前雖然要這樣整合，可是還是會顧慮到

它的隱私性，所以目前國發會也是一步一步在做。所以他會分年補助，每年如果有

做一些新的，有談到一些新的，就補助地方政府去做一些新的服務和介接。 

陳議員美雅： 

了解。你們這些資訊是要引用什麼樣的數據或是系統，這個經費是要讓你們去建

置，還是說有引用了什麼樣的資訊系統？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譬如說我們以前有一些臨櫃服務，譬如說申請殘障停車證明，以前可能要去申請

車籍證明，要去社會局申請，證明你是身障。這些資料，以後國發會在中央打通了

以後，用這個去做一個系統，類似一個線上就可以申請殘障停車位的系統，只要把

你的資料填進來，就可以透過國發會那個機制去搜尋、對應，去稽核你的名下確實

有這一輛車子，你確實是身障。 



20 
 

陳議員美雅： 

主任，你講的意思是說，當這個系統打通以後是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對。〕

完全做到線上服務。〔對。〕我們也認同，我現在想要了解的是這個補助計畫給高

雄市政府，所以你們必須去做什麼樣的建置，去購買什麼系統的科技設備，還是怎

麼樣才能把它建置起來，你要做些什麼？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去寫程式，去寫網頁。 

陳議員美雅： 

從現在開始去寫程式，去寫網頁。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可是背後的資料要去接國發會的 MyData，這樣才有 KPI，才有績效。 

陳議員美雅： 

所以你們也是委外出去。〔對。〕你們已經委外了嗎？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今年已經委外了。 

陳議員美雅： 

哪一家？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昕力。 

陳議員美雅： 

也是顧問公司？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是一家專門在寫程式的資訊公司。 

陳議員美雅： 

可以提供資料給我嗎？〔可以。〕謝謝。 

主席（陳議員麗珍）：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各位議員如果要發言，就等前一位議員發言完畢直接接下去發言就好。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資訊中心審查完畢。接著請看 35區區公所，本次各區公所的歲入預算以楠梓、新

興、前金、苓雅、鳳山、林園、大寮、橋頭區公所為各區公所代表預算審查。請看

02-303楠梓區公所，第 8頁，使用規費收入-資料使用費，預算數 2 千元。第 9 頁，

財產孳息-權利金，預算數 12萬元。第 10頁，財產孳息-租金收入，預算數 3萬 8

千元。第 11頁，廢舊物資售價-廢舊物資售價，預算數 1萬 5千元。第 12頁，捐獻

收入-一般捐獻，預算數 1,060萬元。第 13頁，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預算數 10

萬 5千元。 

接著請看 02-305新興區公所，第 8頁，使用規費收入-資料使用費，預算數 1千

元。第 9頁，財產孳息-租金收入，預算數 115萬 9千元。第 10頁，雜項收入-其他

雜項收入，第 11頁，3萬 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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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請看 2-306前金區公所，第 7頁，使用規費收入-資料使用費，預算數 1千元

。第 8頁，使用規費收入-場地設施使用費，預算數 3千元。第 9頁，雜項收入-其

他雜項收入，預算數 3萬 1千元。 

接著請看 02-307苓雅區公所，第 8頁，使用規費收入-資料使用費，預算數 1千

元。第 9頁，使用規費收入-場地設施使用費，預算數 2萬 4千元。第 10頁，財產

孳息-租金收入，預算數 90萬 9千元。第 11頁，廢舊物資售價-廢舊物資售價，預

算數 3萬 5千元。第 12頁，捐獻收入-一般捐獻，預算數 1,781萬 7千元。第 13頁

，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預算數 1萬元。 

接著請看 02-311鳳山區公所，第 8頁，罰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預算數 13萬

1千元。第 9頁，使用規費收入-資料使用費，預算數 2萬 1千元。第 10頁，使用規

費收入-場地設施使用費，預算數 360萬 6千元。第 11頁，廢舊物資售價-廢舊物資

售價，預算數 3萬 3千元。第 12頁，捐獻收入-一般捐獻，預算數 415萬元。第 13

頁，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預算數 38萬 3千元。 

接著請看 02-312林園區公所，第 9頁，賠償收入-一般賠償收入，預算數 3萬元

。第 10頁，使用規費收入-資料使用費，預算數 2萬元。第 11頁，使用規費收入-

場地設施使用費，預算數 52萬 4千元。第 12頁，財產孳息-利息收入，預算數 1千

元。第 13頁，財產孳息-租金收入，預算數 63萬 4千元。第 14頁，廢舊物資售價-

廢舊物資售價，預算數 2萬 5千元。第 15頁至第 16頁，捐獻收入-一般捐獻，預算

數 1億 543萬 9千元。第 17頁，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預算數 100萬元。 

接著請看 02-313大寮區公所，第 8頁，賠償收入-一般賠償收入，預算數 1萬元

。第 9頁，使用規費收入-資料使用費，預算數 2萬元。第 10頁，使用規費收入-場

地設施使用費，預算數 5萬元。第 11頁，財產孳息-利息收入，預算數 3千元。第

12頁，捐獻收入-一般捐獻，預算數 2,625萬元。第 13頁，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

，預算數 40萬元。 

接著請看 02-319橋頭區公所，第 8頁，使用規費收入-資料使用費，預算數 1萬

2千元。第 9頁，使用規費收入-場地設施使用費，預算數 5千元。第 10頁，財產孳

息-利息收入，預算數 1千元。第 11頁，財產孳息-權利金，預算數 5萬 4千元。第

12頁，財產孳息-租金收入，預算數 2萬 4千元。第 13頁，廢舊物資售價-廢舊物資

售價，預算數 1萬 5千元。第 14頁，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預算數

140萬元。第 15頁，捐獻收入-一般捐獻，預算數 20萬元。第 16頁，雜項收入-其

他雜項收入，預算數 8萬元。以上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麗珍）： 

郭議員請發言。 

郭議員建盟： 

謝謝主席。局長，有兩個問題要反映，我們的歲入裡面有回饋金，我們的回饋金

裡面，最近在討論的就是公園的問題，我們知道大部分的公園都要回歸給工務局，

現在正在簽核。問題是非都市計畫公園目前還是放在民政局，它們全部要移回去嗎

？包括非都市計畫的綠地跟公園也會移給工務局嗎？ 



22 
 

主席（陳議員麗珍）： 

議員問完就直接答復。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謝謝召集人，謝謝各位議員。就我了解應該是原縣區的轄管比較會有非都市計畫

的部分，細節其實我們也還在工務局討論，當然如果不屬都市計畫內，而必須由公

所來做維護的話，可能就請他們利用一些回饋金把這個工作繼續做好。 

郭議員建盟： 

現在就是有一些地方真的沒有回饋金，所以這些非都市計畫的綠地，在縣市合併

以後，就是有錢才去做維護，如果沒有民眾反映就不維護。這種情況就會造成如果

設施損壞、草長高了，甚至有些綠地大家就當作不知道，讓它被淹沒。所以到底是

綠帶還是公園，有公園的設施就一定要維護，如果現在財政不足，有些綠帶根本就

是不維護，也要明確有個決定。不要讓我們高雄市的設施是有錢才去做維護，或者

是出問題才要去維護，這樣不太對。而且這樣的公園要不要一併移回去給工務局，

我認為要一併做討論，不要只有把都市計畫的公園移回去，非都市計畫的公園還放

在民政局，然後有錢再來維修，這樣不是辦法。我看各區公所沒有固定在編預算，

都是人家反映才去做。所以這個問題是不是在跟市長做討論的時候一併提出，不要

把這一塊繼續擱著，否則這個問題我看各區公所還是沒辦法解決。           

另外，第二件事情，我們這一區的三個區長表現都相當好，但額外要提出，其實

我對新興區長是比較不熟的。我曾經跟局長提過，因為我們的資源比較有限，各局

處常常為了要把市政府的政策做好，包括各區的商圈發展做好。這當然在權責上比

較屬於經濟發展局的業務，但是有一次跟新興區區長反映，當我們民政局有預算要

做一區一特色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跟各局處的預算整合，幫我們把新興區的沒落商

圈去做個提振。才講一次而已，林區長在玉竹商圈就跑了好幾次，自己去找並跟地

方的相關人員協調，在做一區一特色的時候，把我們玉竹商圈的提振跟經濟發展局

及工務局一起做整合，所以很感謝林區長。我相信其他的區長也有這樣做，但是起

碼我遇到這件事情，一定要讓局長知道，很感謝他的付出。以上謝謝。 

主席（陳議員麗珍）： 

陳議員若翠請發言。 

陳議員若翠： 

我這邊就是要針對前金區公所，局長，去年本席有爭取，就是中央公園原本有一

個工務局養工處的辦公室，有核撥過來前金區公所在管理，現在有沒有編列預算來

做一些使用，因為現在等於已經是前金區公所在管理，可以讓里長或是里民、社區

來租用。但是我知道的是，先前裡面已經有查驗維修完畢，先前有壞掉的地方，養

工處已經幫忙修整完畢，現在移撥到前金區公所。但是我們知道的是因為沒有預算

，裡面都是空的，所以現在都一直完全沒有其他里長和里民來租用。這個部分是不

是可以請區公所回答，或是局長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跟議員報告，這個部分我確實不了解，既然已經移撥給我們公所來管理，就必須

要有效的去運用，如果有需求的話，民政局願意來支持公所，細節部分請區公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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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陳議員若翠： 

因為周遭有好幾位里長反映，我也有跟區長溝通過，好幾個里長都希望這邊也可

以趕快編列一筆預算，然後讓他們也可以開始著手租用。區長請答說明。 

前金區公所王區長朝旺： 

謝謝主席，謝謝各位議員。有關於中央公園這棟建築物，目前在我們本身手裡的

預算沒有增加的情況之下，我們已經做適當的調整，將中央公園的電費明年度也有

編列。但是那個經費到底足不足，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明年的活動可能會比較經

常性一點，電費可能要再做適當的檢討。以上報告。 

陳議員若翠： 

所以這個年度已經有編列進來了。〔是。〕 

陳議員美雅： 

我請教一下民政局長，那個撥給民政局做的區區一特色公園的預算，已經執行完

畢了嗎？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跟議員報告，一區一特色的公園，目前就是 28座正交由公所在執行，預計明年三

月底之前能夠全部完工，我們的目標是這樣。 

陳議員美雅： 

請把這 28座預計的完工期，座落在哪裡、地點以及預計完工期等資料提供給本席

。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沒問題，馬上提供。 

主席（陳議員麗珍）： 

請局長再提供資料。 

陳議員美雅： 

另外，你們各區公所都有回饋金，譬如說台電或是中油的回饋金，這些回饋金的

使用主要是在哪些項目上面，請說明。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跟議員報告，就我所知回饋金，應該有 26種！每個公所不管是焚化爐或是台電相

關的設施設備，回饋的區域範圍不太一樣，每個區能夠獲得回饋的金額也不同。當

然在運用上，有的是經常門，有的是資本門，通常都是由公所來做核定去做使用，

只有幾個區是要由里辦公處或是社團提到民政局來做核定。 

陳議員美雅： 

所以是由區長自己決定，還是局長這邊來決定？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大部分是區長，只有前鎮、小港、苓雅，有的是要提到民政局自治行政科，其他

的是由公所來做。 

陳議員美雅： 

請把詳細的內容提供給本席，就是哪些是區長自行決定，大概是使用到哪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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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確實回饋到我們的社區。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各區目前回饋金的使用狀況和種類，我們會提供。 

陳議員美雅： 

還有由局長你們主導的有幾個，哪幾個區是由你這邊來決定，像這個部分是不是

也一併提供。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那還是由該區的社團或是里辦公處提出，因為預算放在我們這邊，所以要報到民

政局來做核定，這個不是民政局所能夠去運用的。 

陳議員美雅： 

所以你的意思是，還是由地方上提出需求，不是由局長你來指定項目。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對，是要用在地方。 

陳議員美雅： 

那一樣請把細目提供，謝謝。〔好。〕 

邱議員于軒： 

局長，你有沒有統計過，去年因為疫情，民政局有多少活動展延或取消？相關的

經費你是如何處理的？這是第一個問題。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區特色有一些公所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所以如果沒有舉辦，就是取消。 

邱議員于軒： 

那些費用怎麼辦？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看他當時有沒有發包執行，細節我不是很確認，如果已經有執行部分的金額…。 

邱議員于軒： 

有人可以回答嗎？我的意思應該是各區都有，不會只有我們這林園區有發生這個

狀況。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報告主席、議員，以林園為例，基本上就是龍舟賽沒辦法辦。 

邱議員于軒： 

洋蔥節也是。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龍舟賽沒辦法辦，我們就沒有向民政局申請地方特色活動的經費。原來公所的預

算大概就在工業局的補助款和台電的補助款裡面去做勻支，後來我們就投入防疫的

酒精，往其他器材的購置。 

邱議員于軒： 

所以你剛才說台電的預算是來支用龍舟賽的部分，這些局本部知道嗎？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那就是一個活動補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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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那些局本部知道嗎？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我就是沒有再向局本部申請地方特色活動的經費。有時候我們會向台電申請專案

，如果這個活動已經不辦了，我們會把它取消，如果申請了就會取消。 

邱議員于軒： 

因為它是回饋金，所以這些費用目前是怎麼處理，在審計報告裡面，那天審計處

也有講了一個，在這裡要請民政局局長特別注意，在審計報告裡面寫到「以戶籍資

料為回饋金的發放之參據，可是部分行政區有涉及同址多戶等異常情事，允宜研修

補助標準」像我的大寮、林園區那邊非常多的補助金，很多的補助金是直接進到當

地的人民團體，有些人民團體其實我們是連控管都沒有辦法控管的。本席一直提的

意見，就是回饋金應該要公開透明，像我們林園很多活動是用回饋金來舉辦的。可

是有一些民生必須的一些費用，有沒有可能由回饋金這邊去支用，譬如說白米商品

禮卷、生日禮金這些。另外，審計處講的同址設籍多戶等異常情事，因為戶政也歸

你管，這部分你有沒有想要去處理或是做一個清查？請區長先回應林園洋蔥節和龍

舟節今年沒有辦，這些費用怎麼辦？你是挪到明年再辦，還是你就保留預算，還是

怎麼樣？因為今年林園的回饋金又增加了。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報告議員，那是專案申請的部分。 

邱議員于軒： 

所以你沒有申請？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如果要辦龍舟賽，我一定要專案向台電申請，如果我們不辦就把它取消了。或者

是我們辦到一半，像今年的洋蔥節因為防疫就辦結算，整個契約就結算，沒有再申

請這個經費，就到此為止。 

陳議員若翠： 

你沒有辦之後這些相關的經費怎麼辦？ 

邱議員于軒： 

這些錢怎麼辦？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這些錢本來就沒有，是我們要辦才去申請專案，我們才去跟中油和台電申請的。 

邱議員于軒： 

可是據我的了解，中油就是有一筆錢在我的選區，他基本上每年回饋的預算大概

…。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1,200萬元給 24個里辦公室去做申請。 

邱議員于軒： 

如果沒有辦的話，這些錢怎麼辦？中油放著嗎？我們沒有去申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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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中油是有需要再去申請，他們不是把錢放在公所，是一個案子一個案子去申請的

。 

邱議員于軒： 

我了解，我的意思是說，你沒有申請的這些錢就是沒有申請。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就還是在中油。 

邱議員于軒： 

林園洋蔥節跟龍舟都是這樣嗎？〔對。〕你最近取消的石斑魚節呢？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石斑魚節是原來我有申請一些補助，我們要辦結算，因為已經辦到一半了，記者

會也開了，之後就沒有辦了，看是減百分之多少，我們就結算了。 

邱議員于軒： 

所以也不會再辦？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今年大概就沒辦法了，今年也快結束了，下個月就 12月了，大概就會做到明年去

，我的想法是跟龍舟、洋葱，龍魚特展一起辦。 

邱議員于軒： 

因為石斑魚節又是第一次…。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林園是龍虎斑。 

邱議員于軒： 

永安是石斑魚，我們是龍虎斑，龍虎斑第一次舉辦就取消了。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剛好因為颱風，確實很可惜，我們也都準備好了，我們預計規劃與明年的洋蔥節

一起做。 

邱議員于軒： 

如果這些錢沒有申請下來就沒關係，可是龍虎斑你已經有申請了。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沒有，我辦結算了。 

邱議員于軒： 

你就退回去？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我申請的時候他就扣掉了，他不可能給我那麼多錢。我申請的時候就按比例去申

請而已。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就按核銷金額。 

邱議員于軒： 

局長大概知道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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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議員是說你部分驗收，譬如說你原計畫請 30萬元，但是你只花了 5萬元，你只能

申請 5萬元的錢。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我就只會申請 5萬元而已，我不會申請 30萬元，他們也不會給我 30萬元，因為

我只有辦 5萬元，我的權責只有發生 5萬元而已。 

邱議員于軒： 

所以這 5萬元你有花掉嗎？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權責有發生 5萬元就要給。 

邱議員于軒： 

局長，接下來是我剛才提到的回饋金的問題。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跟議員報告，如果有一址多戶的這種情形，我們戶政事務所一定會加強來查察。

但是我簡單說明，譬如說回饋金這個餅是固定的，如果有太多這種的異常狀況，我

想當地不管是里長或是居民都會非常的重視這樣的情形。我們一定會去清查。 

邱議員于軒： 

請提供資料，因為這是民政局提供給審計處的，他說 35個行政區，同址設籍四戶

及六戶以上且發放禮金的有 23區，5,705筆。你可以把這 23區大概哪一區比較多，

你就提供我前 10區。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好，我們來提供。 

邱議員于軒： 

他的回饋金有多少和回饋金的發放比例。林園區公所，每次我跟你要回饋金，你

都給我台電的，可是其實我們林園還有中油等等很多的回饋金，相關的辦法，請一

併都要給我。因為如果審計報告都有寫的話，我希望回饋金的制度，局長要好好的

處理，好好的做有制度的發放，才是高雄市民之福。像郭建盟議員剛才提到他們沒

有回饋金，所以在處理上很辛苦，可是我們有回饋金，但是發放機制如果不透明的

時候，其實我身為議員看了心裡都覺得怪怪的。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沒問題，我們來做檢討。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邱俊憲議員請發言。 

邱議員俊憲： 

局長，我有一個建議，看來明年的疫情影響，最快要到第四季才有可能活動自由

進出等等之類的。有些回饋金是收支對列，就是區公所要去申請，才會撥這筆預算

給你，如果今年沒有舉辦，回饋金就不會給你，明年就重新申請。如果這是每年固

定都會辦的活動，是不是可以照常申請，辦理保留預算，今年度如果沒有使用，下

個年度就變成兩倍的預算擴大辦理，把那個年度的預算先匡下來。因為回饋金是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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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你如果沒有辦保留，隔年又需重新申請一次，這樣是不是可以幫一些地方

上的特色活動多爭取一些。譬如說明年原來打算要舉辦的，但是如果因為疫情而決

定沒辦法舉辦，我們用保留的方式，明年如果可以辦的話通常還是會繼續辦，這樣

就有兩筆預算可以去做支用。邏輯上是這樣，我不曉得實務上能不能用這樣的方式

去做預算的爭取。閻局長知道我的想法嗎？ 

郭議員建盟： 

我補充說明，因為回饋金基本上是因為我們的區裡，在他們的廠區因為有受到一

些廠內的污染或是公安的影響，才會有這筆回饋金。所以不會因為疫情就不受影響

，還是會被影響。所以我們因為疫情而受到活動的暫停，這些預算照理來說，還是

要去辦理保留，明年再舉辦。不會因為疫情就不污染，所以那些回饋的額度要請區

公所去彙整起來，照原本的金額去跟他們申請，這樣才會對得起地方，而且回到回

饋金原本設置的意義。以上建議。 

邱議員俊憲： 

可行嗎？ 

郭議員建盟： 

在法理上應該可行，只是看我們的態度而已。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簡單報告，回饋金除了有符合其他的相關用途以外，如果它是用來支應區特色的

，譬如說給他們 30萬元，他們用回饋金支付 20萬元，這部分我們年初的時候來做

個檢討，邱議員的意思是這樣子嗎？我們來檢討看看什麼活動需要用到回饋金，就

預為準備，我們一樣跟他申請，到時候視疫情的狀況，當然我們希望能夠順利舉辦

，但是如果因為新的疫情又遭受到影響，我們再把它保留。 

郭議員建盟： 

今年沒有辦的就把它保留了，先查查看，很多活動好像都已經暫停了。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們清查看看，年底之前我們查查看，如果可以保留或是做什麼的變動。 

郭議員建盟： 

先跟台電和中油這些單位說一聲，不要就這樣決算辦下去了。 

邱議員于軒： 

局長，我們那邊有傳聞說回饋金要用來蓋壘球場，這筆歲入有在中油、台電、經

濟部工業局、經濟部水利署跟國防部司令部捐助的任何金額裡嗎？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跟議員報告，要蓋壘球場的經費是 22億元，中油三輕更新的時候，當時是縣市合

併之前，公所提的計畫，當時是我在當主任秘書時提的，我提了 25億元，結果只有

准 22億元。22億元的每一項工程做到最後一定會有結餘款，結餘款現在剩 1億多元

。這 1億多元，工務局的意思是希望還要再利用，因為本來中油公司要收回去，但

是我跟執行長一直拜託不要收回去，因為我們還有地方的需求，而且這個是有條件

通過的預算，22億元都是要給我們的，我覺得不應該被收回去，22億元都要用在林

園才對。所以執行長和董事會當時就同意把剩下的 1億多元留在林園使用，現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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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預算都在工務局。 

邱議員于軒： 

你現在是要拿來開闢壘球場嗎？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耀裕議員有建議要做一個壘球場和網球場，還有包括林園有一些要開闢的道路，

這些都有。那個資料在工務局裡面。 

邱議員于軒： 

你再把資料提供給我。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沒有，他們一直沒有給公所…。 

邱議員于軒： 

可是中油剩下多少錢，你這邊應該知道吧？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大概 1億 700萬元。 

邱議員于軒： 

22億元剩 1億 700萬元，所以到時候可能會專案，會算在中油捐助的這筆錢嗎？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就是中油公司捐助的。 

邱議員于軒： 

就是這次捐的 2億多元嗎？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補辦預算大概就是這樣的來源。 

邱議員于軒： 

我們林園的特色就是這樣，所以目前就是有壘球場的興建計畫在裡面。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有，包括林園高中耐震補強的自籌款也都在裡面。在工務局。 

邱議員于軒： 

在工務局裡面。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他們就是不給公所參與，他們說由工務局跟水利局自己去處理。 

邱議員于軒： 

我提一個附帶決議，我希望我們的回饋金可以協助里民的社會福利需求，可以用

這個方向嗎？因為有些硬體的建設可能會花很多錢，可是有些社會福利還滿需要這

樣子的協助，所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提這樣的附帶決議，就是我們在回饋金的使用

方面是不是以民眾的社福需求為優先，然後再來使用硬體的建設。我不是反對任何

道路的開闢，只是覺得林園常常有些很辛苦的市民，還要透過慈善會幫忙。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報告議員，經資比是 50：50。一般來說，我們都希望回饋金在經常門跟資本門是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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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可以跟中油去商量調整？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中油公司是專案申請，中油公司只有固定額度給我們。 

邱議員于軒： 

所以中油不會管我們怎麼用，我這邊附帶決議，你這邊就可以適用。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我可以提出申請，我是可以向中油公司提出申請社福的需求。 

邱議員于軒： 

我的意思是指剩餘的那 1億多元。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那個基本上就不給公所提。 

邱議員于軒： 

那他給誰提，給 24里的里長提嗎？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就是給市府工務局和水利局提而已。 

邱議員于軒： 

他指定給工務局和水利局，沒有給民政嗎？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因為他當時的對口單位是經濟發展局，是中油跟經濟發展局對口，就是不給公所

介入。他的想法是公所是派出機關，區長是官派的，就是不讓公所介入。 

郭議員建盟： 

誰管得到他，他就聽誰的。 

邱議員于軒： 

我以為這筆錢是在你這邊。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沒有，不在我這邊。 

邱議員于軒： 

如果是歸經濟發展局，到經濟發展局的時候我再問。 

林園區公所陳區長興發： 

好，謝謝。 

陳議員若翠： 

請問，有關苓雅區公所這邊有一筆台電公司電協會的補助款，是補助 110年相關

的促協金和苓雅藝術節活動，這個請區長說明，今年的捐獻收入 1,781萬 7千元，

這個是要做什麼？ 

苓雅區公所陳區長進德： 

這個我們大部分都分配給各里，每一里有一筆 9萬元的活動經費，其中有 4萬 5

千元的資本門，有 2萬元的經常門。其中有一筆 30萬元的是因為藝術節有持續在辦

，這是我們專案申請的，專案核准就是運用在藝術節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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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若翠： 

所以這是我們今年辦的藝術節活動。 

苓雅區公所陳區長進德： 

兩年了。 

陳議員若翠： 

兩年了，去年開始嗎？ 

苓雅區公所陳區長進德： 

這個 30萬元的補助已經兩年了。 

陳議員若翠： 

所以這個部分，今年還是繼續有用專案的補助。 

苓雅區公所陳區長進德： 

對，還是有補助。 

陳議員若翠： 

所以就是你之前辦的彩繪的部分。 

苓雅區公所陳區長進德： 

對，就是那個。 

主席（陳議員麗珍）： 

陳議員美雅請發言。 

陳議員美雅： 

謝謝主席。我想請問局長，我看了 319-14頁，這邊有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高雄

新市鎮的低衝擊開發人行步道示範工程。是給我們區公所來辦理的嗎？請問這個是

只給橋頭，還是各區都有資格去做什麼樣的申請呢？當初這一筆是怎麼來的，請說

明。 

橋頭區公所邱區長金寶： 

報告議員，這一筆是在新市鎮裡面有營建署管理的 14條道路。 

陳議員美雅： 

營建署管理的？ 

橋頭區公所邱區長金寶： 

營建署興建的 14條道路。他們標榜的就是低衝擊，對開發就是比較少影響。譬如

說本來是土壤的路面是可以吸收水份的，但是如果要做這些道路的話，就是要採用

透水性高的材料去做。這 14條道路裡面有 12條是公所這邊來幫他們維護，所以我

們就向他們申請三年的計畫，像今年我們就要向他們申請 140萬元。 

陳議員美雅： 

你說那個地是營建署的地，然後開闢是營建署撥錢，而後續維護是交給區公所。

可是人行道不是應該交給養護工程處管理，怎麼會是給區公所？ 

橋頭區公所邱區長金寶： 

因為那個地方是營建署開發的。 

陳議員美雅： 

營建署開發，可是養護人行道不是應該由養護工程處嗎？這個很特別，怎麼是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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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區公所？ 

橋頭區公所邱區長金寶： 

因為那是營建署權管的，維護的部分是委辦公所來幫他維護，我們有提一個三年

計畫。 

陳議員美雅： 

一般人行步道不是由你們在維護嘛！〔不是。〕一般的人行步道就是養工處。〔

對。〕營建署這個就特別找了區公所來維護。 

橋頭區公所邱區長金寶： 

因為那裡是他們權管的地方，新市鎮的地方。 

陳議員美雅： 

所以他們指定就對了。 

橋頭區公所邱區長金寶： 

所以我們有提了三年的計畫。 

陳議員美雅： 

我的疑問是像這種計畫，因為它是國有地，並且指定由你們來維護，所以等於是

別的區公所就算想要申請開闢這些道路也沒辦法。〔是。〕這算專案就對了。 

橋頭區公所邱區長金寶： 

對，特別的專案，他要我們分三年計畫。 

陳議員美雅： 

我大概了解，謝謝。〔謝謝。〕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邱議員于軒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我想請教大寮區公所，我們同樣有回饋金，是不是可以請區長簡單描述，我們歲

入的這些回饋金目前都是使用在哪個方向？然後什麼里？我知道是各里各里的。 

大寮區公所黃區長伯雄： 

主席、各位議員好。我們有五個回饋金，鳳山水庫、經濟部、自來水、中油跟台

電的，一般鳳山水庫的在就近，就是義仁里跟新厝里，300萬元的部分是分資本門和

經常門各 50%，就是 150萬元的部分。經濟部工業局也在附近，就是大發工業區潮寮

里、過溪里跟會結里，他們也是資本門跟經常門有區分。另外，自來水是全區的，

就是全區來辦理一些資本門，自來水這部分沒有經常門，只有資本門，就是來蓋全

區的道路部分。中油的部分是在義和里，因為鑿井的地方就在義和里。台電的部分

就是全區在使用，也是經資門各一半。 

邱議員于軒： 

我其實有意見的是經濟部工業局這一筆，局長你要特別聽，這一筆錢你管得到他

怎麼使用嗎？區長。 

大寮區公所黃區長伯雄： 

292萬元是這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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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不，是各 330萬元。 

大寮區公所黃區長伯雄： 

292萬元是資本門，要做這三里的基礎建設，37萬 8千元是用在這三里的經常門

事務。 

邱議員于軒： 

你知道他怎麼樣發包，怎麼樣處理的，這邊是你們處理的嗎？ 

大寮區公所黃區長伯雄： 

這個有列入區公所的部分是我們來處理的。 

邱議員于軒： 

有列入嗎？ 

大寮區公所黃區長伯雄： 

這個有在我們的預算裡面都是我們來處理的。 

邱議員于軒： 

這筆不是大發廠協會的回饋金嗎？ 

大寮區公所黃區長伯雄： 

廠協會是另外一筆，沒有在這邊，他們在另外一個委員會。 

邱議員于軒： 

所以局長，我們還有一筆廠協會的回饋金，那個一年是多少？ 

大寮區公所黃區長伯雄： 

１千萬元左右。 

邱議員于軒： 

而且基本上就是直接進到當地團體的戶頭，而且怎麼發放的，這些相關的條件，

我目前都沒有相關的資料跟辦法。所以這邊又卡到剛才審計報告寫的同籍多戶的情

事，所以我具體要求局長要去了解這些金額的運用。之所以會有這筆錢是因為曾經

發生潮寮事件，潮寮事件造成許多的學童，甚至老師的傷害，這筆回饋金是大寮民

眾用健康換來的。所以局長，我每次都會問你這個問題，我以前總質詢也會問，就

是這筆回饋金想要怎麼處理，是不是可以把它制度化。它目前還沒有制度化吧？區

長，它怎麼支用你知道嗎？ 

大寮區公所黃區長伯雄： 

不知道，因為這是他們管理委員會在處理的。 

邱議員于軒： 

我曾經參加過一次管理委員會，從此之後他們就把會議改成四年開一次，每年 1

千萬元的回饋金，四年開一次。局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目前不清楚。 

邱議員于軒： 

你可以去了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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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沒問題。 

主席（陳議員麗珍）： 

雅靜議員請發言。 

李議員雅靜： 

大寮區長，為什麼你們會有自來水的捐助回饋金？ 

大寮區公所黃區長伯雄： 

因為有一個自來水廠在我們那裡。 

李議員雅靜： 

所以鳥松也有嗎？鳥松也有一個自來水廠。 

大寮區公所黃區長伯雄： 

大樹是小坪自來水廠，它也是有回饋金。 

邱議員俊憲： 

有水廠就會有。 

李議員雅靜： 

就是第七管理處，在澄清湖那裡。所以你們會有自來水的回饋金，那中油有在大

寮設廠嗎？ 

大寮區公所黃區長伯雄： 

他有鑿井在我們義和里，中油的水是從我們那邊有一個井抽水的。 

李議員雅靜： 

局長，我覺得中油的管線有經過鳳山，是不是應該要去跟他們要回饋金，我覺得

怎麼污染都在鳳山，連空氣污染也在鳳山。 

邱議員于軒： 

大寮比較糟。 

李議員雅靜： 

如果依空氣的沉降，鳳山是最糟糕的，但是我們什麼回饋金都沒有。所以局長，

這個是不是研議看看，我看大寮有，鳥松也有。 

邱議員俊憲： 

鳥松沒有。 

李議員雅靜： 

真的嗎？去跟自來水廠爭取。然後台電的部分也是，我就教鳳山區長，剛好局本

部也在，你們道路工程科在不在？區長，我們每一年的小型工程費用有多少？請區

長回答。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跟議員報告，我們有 1,943萬元。 

李議員雅靜： 

1,943萬元，平均每一年可以做多少公里的道路或是側溝？你有特別去算過嗎？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報告議員，這個倒沒有特別去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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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議員雅靜： 

因為 1千多萬元，局長你也特別聽一下，大概 8月、9月就沒錢了，但是我們高

雄市，尤其是原縣區很多地方都發展得滿早的，所以很多的側溝或是道路都小小的

，不符合現在因應溫室效應的氣候，有時候強降雨就會淹水，或是因為雨水的沖刷

而造成道路容易損壞，這會有道安的問題。這個要拜託局長也幫我們儘量去爭取看

看，鳳山區有台電、污水處理廠，中油也有經過我們那邊，因為他們的超大支液化

管線在建國路。這個可能也要去談談看是不是有這樣的機會。我知道區長你很努力

，但是我們也要把我們的狀況趁這個時間讓局長知道，請局長也可以協助我們。地

方的回饋是需要沒有錯，但是我覺得有一部分要變成公務預算，讓我們可以去建設

鄉里間的基層建設，而不是全數回到各個社團或是里，我覺得可以拿來做更有意義

的事情。我想拿人家 8、9億元，各里區公所都是這樣的狀況了。 

再回過頭來，我們今年有一個小型工程，短短只有十幾二十米的側溝要做重建，

也因為廠商素質的關係，我不知道你們怎麼去招標的，導致那個地方做了又做，至

少來回三、四次，可是還沒有達到地方的要求。地方的要求是至少回復到原狀就好

，可是沒有，還分成好幾段。還會造成逢雨，每個住家前面就會積水，原先不會積

水的狀況變積水。我剛剛看了你們罰金罰鍰的狀況其實也才不過 13萬元，就是你們

歲入的部分。區長，我想請教你們去年在罰金罰鍰的歲入部分是多少？有資料嗎？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去年的決算是 13萬元，我們 110年是編 13萬 1千元。 

李議員雅靜： 

今年因為你們招標得標的那間廠商還滿特別的，只要他有施工的地方就到處點火

，我相信你也到處去幫他收尾。當然罰鍰罰金都是最後最不得已的手段，而怎麼讓

這些得標的廠商有退場的機制，然後你們怎麼去預應，還有一個是你們如何在這個

過程當中去驗收。我在部門質詢的時候有提到，我有跟局長說，是不是你們要有些

配套，包含怎麼讓公民參與真的落實，這個才是真的需要公民參與，這個才是真的

需要公民參與幫我們共同去監督現場的施工單位有沒有真的是很紮實的在做事情，

還是隨便亂做的。我要拜託局長責成相關單位，把相關的計畫也給雅靜。不然 1年 1

千多萬元的工程，你的罰金罰鍰只有 13萬元，我們幫他收尾以及前後會勘的可能不

只這些歲入而已，所以這個可能要拜託公所這邊要再努力。 

    另外再請教，去年108年度決算的地下停車場收費有多少？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跟議員報告，去年地下室的停車場收費有 348萬 2千元。 

李議員雅靜： 

每一年都是 348萬 2千元嗎？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大概都在 300多萬元左右。 

李議員雅靜： 

所以大部分都是來洽公的人停，還是說還有對外呢？ 



36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我們有對外收一個小時 20元。 

李議員雅靜： 

可以停到什麼時候？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就是按小時計費。 

李議員雅靜： 

晚上呢？晚上有開放嗎？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晚上我們是到 10點鐘，早上 7點開始。 

李議員雅靜： 

如果晚上不小心把車子放在裡面怎麼辦？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因為洽公時間通常是上班時間。 

李議員雅靜： 

所以那裡是給洽公民眾去停車的，不是給附近鄰居的。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還有一些是給附近敦親睦鄰收月費的，如果是平面車位的話，一個月收 2千元；

機械車位一個月收 1千元。 

李議員雅靜： 

可能在時間的掌握上要稍微彈性一點，因為也有住戶說他們是月票的，但是他們

如果晚上臨時要出來，或是要回去，會有一些麻煩。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他如果有特別的需求，我們的保全都是 24小時。 

李議員雅靜： 

能不能增設一些設施是可以比較有便利性的？可以去訪看看。〔好。〕因為你們

有 300多萬元收入。我的重點是拜託你們在小型工程裡面，雖然名為小型工程，可

是很多工程跟地方息息相關，尤其都是緊鄰住宅，所以不管是鳳山也好，或是各區

公所都一樣，拜託你們在工程的驗收或是過程當中，只要他們不是符合我們的設計

跟規範，該罰當罰，該讓他們退場的，請你們讓他們退場，不然來回開挖已經好幾

次了。 

局長，因為鳳山其實不只是台電，水資源回收廠也在我們這邊，我們只有一筆定

期的 600萬元嗎？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跟議員報告，有污水處理廠的回饋金，每年是 600萬元，但是這 600萬元是編在

水利局的預算裡面。 

李議員雅靜： 

在水利局，所以不在你們公所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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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公所只有 415萬元，是台電的回饋金。 

李議員雅靜： 

你們可以運用什麼，就是有多少部分是你們可以運用的？ 

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 

幾乎沒有，因為之前在回饋金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分配到各里去了，區公所手上沒

有回饋金。 

李議員雅靜： 

局長，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如果所有的回饋金都回歸到各里去，等於區公所沒

有多餘的經費可以做小型工程的，如果拿來做資本門，我相信各里都很歡迎。可不

可以再額外，或是怎麼去跟他們談，我覺得可以再去洽談看看，我們可以去研議看

看，畢竟已經過十年了，合併也已經十年了，局長，這是不是有可行性？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們協助公所來做一些協調。 

李議員雅靜： 

包含中油現在也沒有回饋金，可是他們的管線在我們鳳山到處亂竄，這個是不是

也應該要有，不然那個都是隱形炸彈，還有天然液態瓦斯的管線也都在我們鳳山。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們再跟經濟發展局討論看看。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邱議員俊憲請發言。 

邱議員俊憲： 

局長，剛好有議員同事提到自來水的回饋金，大樹有、大寮也有，可是鳥松沒有

。為什麼鳥松沒有，是編列在其他的局處嗎？我剛有出去問區長，他說每年沒有這

一筆，可是第七管理處澄清湖自來水廠就在鳥松，為什麼沒有那筆回饋金？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是不是編到里裡面。 

邱議員俊憲： 

可是也應該會透過區。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們跟公所研究看看。 

邱議員俊憲： 

還是跑到別的局處去了，沒有編到你們這邊，這個可能要請局長會後了解看看。

不然看起來是大樹也有，自來水公司一年也有 1千萬元給大樹區公所，再請局長幫

忙了解看看。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們來了解看看。 

陳議員美雅： 

局長，你一併了解鳥松的時候，另外也了解一下鼓山的情況。我在上一任也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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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有變電廠在我們鼓山區，一樣的情形，它就座落在我們鼓山區農 16的旁邊，就

是龍子里。可是一樣沒有任何的回饋金，其實有很多大樓住戶都覺得有影響，例如

有住戶懷孕，但是很遺憾，孩子沒有保住，他們就懷疑有沒有可能因為這樣，當然

我們不知道，但是有民眾來投訴過。所以我們期待新的局長能有新的作為，像這個

確實就座落在那個地方，你可以去跟台電談，應該也要回饋我們當地的居民。因為

確實有可能會對我們的健康造成危害。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好，我們來了解看看。 

主席（陳議員麗珍）： 

局長，針對剛剛議員所有的發言，要資料的，要再查清楚說明的，請儘快處理。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大寮、林園區公所，邱議員于軒保留發言權，其餘照案通過

。（敲槌決議）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其餘 27個區公所就比照楠梓、新興、前金、苓雅、鳳山、橋頭區公所照案通過。

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麗珍）： 

其餘的 27個區公所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區公所審查完畢。接著請看 03-030民政局，請看第 10頁至第 11頁，罰金罰鍰及

怠金-罰金罰鍰，預算數 39萬 3千元。第 12頁，賠償收入-一般賠償收入，預算數

56萬 7千元。第 13頁至第 14頁，行政規費收入-證照費，預算數 3,311 萬 2 千元。

第 15頁至第 16頁，行政規費收入-登記費，預算數 162萬 8千元。第 17頁至第 18

頁，行政規費收入-考試報名費，預算數 6萬 7千元。第 19頁至第 20頁，使用規費

收入-資料使用費，預算數 3,889萬 4千元。第 21頁，使用規費收入-場地設施使用

費，預算數 310萬元。第 22頁至第 23頁，使用規費收入-服務費，預算數 118萬 1

千元。第 24頁，財產孳息-利息收入，預算數 5千元。第 25頁至第 26頁，財產孳

息-租金收入，預算數 252萬 8千元。第 27頁，廢舊物資售價-廢舊物資售價，預算

數 3萬 6千元。第 28頁，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預算數 2,582萬 7

千元。第 29頁至第 30頁，捐獻收入-一般捐獻，預算數 1億 5,326萬 5千元。第 31

頁，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預算數 160萬元。以上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麗珍）： 

有沒有意見？ 

李議員雅靜： 

是民政局的嗎？ 

主席（陳議員麗珍）： 

民政局局本部。 

陳議員美雅： 

還有殯葬還沒有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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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議員麗珍）： 

殯葬還沒有審，只有局本部。邱議員于軒，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我有一個附帶決議要提，民政局我保留發言權。捐獻收入請貴局參考 108年度的

審計報告甲-74頁跟甲-75頁，裡面提到你們回饋資源之運用未盡公平妥適，且資訊

公開透明不足，允宜持續精進法令規定及計畫審查機制。我希望民政局今年度在運

用回饋金都比照這個方式，請你去精進你的支用計畫和審查機制。尤其是我的林園

、大寮地區，請提出你們的精進法令規定跟計畫審查機制的改進。所以基本上是所

有的回饋金都需要提供精進法令規定跟計畫審查機制，但是大寮、林園的落實，本

席會特別要求，這是我的附帶決議。 

主席（陳議員麗珍）： 

陳議員若翠，請發言。 

陳議員若翠： 

主席，對於民政局的部分我也保留發言權，但是我想要請問局長的就是針對上一

次我在質詢的時候有提到今年我們舉辦國慶的相關活動部分，我有要求調整經費的

部分，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跟議員報告，國慶的活動跟元旦升旗是編在同一個科目，那個部分在今年 109年

初的活動已經用掉了，我們用其他的業務費來勻支，辦理的狀況就是在澄清湖的健

走活動。 

陳議員若翠： 

我有提醒你們未來要調整相關的部分，你們明年度編列的部分要特別注意。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們會加強宣傳，還有包括整個國慶氣氛相關佈置。 

主席（陳議員麗珍）： 

陳議員美雅，請發言。 

陳議員美雅： 

謝謝主席。我請教第 29頁這邊，台電公司捐助本府大林發電廠的更新改建計畫，

是不是能夠先說明這個部分的內容是什麼？ 

主席（陳議員麗珍）： 

請說明。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這個請我們的自治科長說明。 

陳議員美雅： 

第 30-29頁。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這個是補辦預算的部分。跟議員報告，這個就是大林電廠要增加機組，有一個前

置的回饋金 3,3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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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美雅： 

這個錢是用在機組的經費上，還是回饋當地民眾？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這個是回饋當地。 

陳議員美雅： 

表示他增加了機組，造成的污染更多，所以回饋了當地的民眾。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對，這是建廠前的協助金。 

陳議員美雅： 

Ok，了解。再來旁邊這一筆，一樣是捐助興達電廠燃氣機組的更新改建計畫，這

個你可否說明是多增加了幾台燃氣的機組？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據我的印象好像是多了四部。 

陳議員美雅： 

是什麼時候興建的？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好像最近一、兩年都在興建，現在工程還在施作。 

陳議員美雅： 

因為燃氣的機組也會造成當地的污染，所以才給了這個回饋金嗎？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這個是台電本身的規定，只要擴廠就會有前置的回饋金。 

陳議員美雅： 

那他燃煤機組造成污染的回饋金在哪裡？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因為燃煤機組設定要建造的時候，有一個建廠的協助金，所以當初在建造的時候

已經給過了。這是因為最近要增加機組，所以才給的經費。 

陳議員美雅： 

請你提供剛才我問的這兩筆，大林發電廠跟興達電廠，他們給的回饋金到底做哪

些項目，你們那邊有資料嗎？是由誰來決定使用內容呢？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一般這些回饋金我們都會回饋到各區。 

陳議員美雅： 

是區長決定嗎？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原則上他們會提計畫來給我們。 

陳議員美雅： 

由你們這邊來決定嗎？〔對。〕不好意思，您說您是民政局哪個單位？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我是自治行政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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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美雅： 

所以你主要是管哪一方面？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就是回饋金的業務、選舉業務跟里長及鄰長的福利事項。 

陳議員美雅： 

所以決定權在你手上，還是在里長手上？還是有所謂的自治委員會？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原則上各區公所有需要的話，就彌陀來講，因為漯底山有一個木棧道要修理，他

就提計畫用這筆回饋金。 

陳議員美雅： 

是誰有決定權？是要送到你這裡讓你決定或局長決定，還是里長就可以決定要做

這些東西，他們就可以做了？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這個是各區區公所跟里長去協調看有什麼建設需要做，可以透過這一筆來運用。 

陳議員美雅： 

怎麼撥用總有個決定權責，是誰決定？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當然是公所報上來給局裡，如果我們預算夠的話，而且那個地方也需要的話，我

們就會給。 

陳議員美雅： 

所以是誰決定？你們是委員制，還是局長制，還是科長這邊就決定了，還是區長

就決定了，還是你們另外還有委員會來決定，就是決策者是誰？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原則上，我們有這筆錢的時候，我們是把這些回饋區的公所都請過來，我們一起

開會做決定的。 

陳議員美雅： 

你們一起開會做決定，所以請問是誰決定？多數決嗎？大家舉手表決嗎？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原則上是我們給各公所的額度會在會議裡面決定。 

陳議員美雅： 

所以是說我給你這個額度，區長自己決定，原則上你們要做哪些還是要報給局裏

，是這樣嗎？還是你跟我提這個，但是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局長決定嗎？是誰決定？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原則上是公所報來局裡面。 

陳議員美雅： 

局長請說明，是你決定還是區公所決定？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這部分應該是年初的時候有這樣的會議，而我還沒有去參與到這個分配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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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跟議員報告，因為這是補辦預算，所以這個是在…。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去年、以前年度。 

陳議員美雅： 

它每年都會有，還是只有今年有？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這個是只有今年有。 

陳議員美雅： 

如果他興建的是持續性的呢？所以他今年是已經完工了嗎？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沒有，今年應該還沒有完工。 

陳議員美雅： 

所以明年也可能還會有。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除非他明年還有增加新的機組。 

陳議員美雅： 

所以我才會想請教，請問這個是由誰來決定運用，如果假設還有的話。你們的機

制到底是怎麼樣？最後的決定權到底是誰？你們的錢是怎麼撥用的？誰蓋章錢才出

得去，是誰決定？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雖然沒有開過這個會，但之前就已經開會過了，而我剛上任，所以我沒有處理

過這個部分。我的想法是回饋金當然是要在受影響的區，如果他的錢是撥到民政局

，是因為預算程序是要走到我這邊，所以才會有召集各區來做討論和分配，各區提

出來一定是最貼近地方的需求。如果是我來處理，我局長一定會尊重各基層的提報

狀況，但是他必須要符合相關的規定。 

邱議員于軒： 

像剛才雅靜議員就覺得鳳山需要，我也覺得我們需要，你一定會遇到各區都需要

，你要怎麼決定，我們質詢的點就是在這裡。就是每一區的議員都希望每一區都有

回饋金。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就是有受影響的，像中油林園廠可能就只有影響到林園區。 

邱議員于軒： 

但是譬如說支用的方式，就連審計報告都認為你們的支用方式有問題。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跟議員報告，我想這都是行之多年了，每個區，每個公所，或者是各里都有他們

過去的傳統。 

陳議員美雅： 

局長，我們認同回饋金是回饋給我們社區的，因為你也知道之前回饋金是出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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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所以我們想要釐清到底回饋金的決定權在誰手上，我們想要知道的是這個。但

是局長又剛上任，也不是那麼清楚，你說你要回去再了解決策權是在誰手上，是這

樣嗎？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剛剛講的這個部分請科長再說明一下。 

陳議員美雅： 

所有的回饋金都面臨一樣的問題，我們只是想要知道到底這個決策權是在誰身上

。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剛剛議員提到這兩筆經費，當初…。 

陳議員美雅： 

不只這兩筆，全部的回饋金都會面臨到一樣的問題，我們是希望回饋金真的是用

在各里及各社區需要的建設或是需要的補助上面，我們希望看到的是這樣，但是我

們要知道誰有決策權。譬如說我們的區不在這裡，我們是不是要跟民政局申請，因

為民政局是局長決定，是不是跟民政局申請就可以了，是誰決定呢？回饋金，我保

留發言權。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跟議員報告，有關於各區擺在我們民政局的經費，我們都會回饋到各區。就像興

達電廠的錢不能回饋給苓雅區，因為苓雅區不在興達電廠的旁邊，所以興達電廠回

饋的區就是永安、茄萣、路竹、彌陀、湖內、岡山等等。 

主席（陳議員麗珍）： 

陳美雅議員的問題很簡單，就是你們回饋金的裁量執行權是誰。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原則上我們會尊重各區公所的提報。 

主席（陳議員麗珍）： 

所以你就是分到區公所，讓區公所自己去分配？〔對。〕等於執行還是在區公所

。 

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羅科長長安： 

對，執行還是區公所。 

陳議員美雅： 

決定也還是在區公所的區長嗎？ 

主席（陳議員麗珍）： 

決定也還是區長嗎？〔是。〕 

陳議員美雅： 

我保留發言權。請民政局在下週二以前提供你們有關回饋金的執行要點是如何，

還有這歷年來的資料。 

邱議員于軒： 

我都從 105年開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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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美雅： 

105年到目前為止，你們的回饋金使用項目，請列表提供給我們，就是所有的回

饋金。可能不是每個區，但是絕大多數的區都有回饋金，也有民政局主管的回饋金

，有這兩大類，也請你們一併提供使用項目和如何應用這些回饋金的使用辦法，以

及法條依據。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好，沒問題。 

陳議員美雅： 

不知道其他議員是不是還有意見。 

邱議員于軒： 

局長，如果你在整理這些資料的時候，因為審計報告寫出來，通常你們都要回復

，所以如果你們有精進的方向或是更好的執行計畫也麻煩你們一併提供。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好，我們來討論。 

邱議員于軒： 

我要做附帶決議。 

主席（陳議員麗珍）： 

你要擱置嗎？你如果擱置的話就沒有附帶決議了。 

邱議員于軒： 

沒有要擱置，我們是保留發言權，沒有要擱置，就是附帶決議。雅靜議員可能要

。 

李議員雅靜： 

沒有，我要發問。主席，你們繼續討論，我就直接詢問。我想請教計畫型的補助

，在第 030-28頁，有一筆補助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的經費。這個是第一年執

行嗎？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這個已經執行很多年了。 

李議員雅靜： 

你們在哪裡執行？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請戶政科長就執行層面回答。 

民政局戶籍行政科楊科長進祿： 

謝謝主席，謝謝議員。我們的生活適應班是配合內政部給的預算，17萬 1千元是

內政部配給各縣市，他會分配新住民有多少人。像我們今年度就分配給四個 NGO團

體去辦生活適應輔導，已經全部辦理完畢了。 

李議員雅靜： 

高雄市有多少新住民？ 

民政局戶籍行政科楊科長進祿： 

大陸籍跟東南亞籍加起來大概 5萬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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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議員雅靜： 

5萬多到哪？ 

民政局戶籍行政科楊科長進祿： 

大概 5萬出頭，5萬零幾人。 

李議員雅靜： 

其他呢？不用分哪幾個國家，只要是新住民。 

民政局戶籍行政科楊科長進祿： 

新住民的統計就是 5萬多人。 

李議員雅靜： 

這是給剛到台灣的新住民還是只要願意出來上課都可以？ 

民政局戶籍行政科楊科長進祿： 

這個生活適應輔導的宗旨是要輔導新進的新住民，就是剛到的。 

李議員雅靜： 

今年給四個 NGO團體，一共有多少學員？ 

民政局戶籍行政科楊科長進祿： 

每一班招收學員大概 15名以上，15名到 30名，開班最少就是要 15名，不得低

於 15名。 

李議員雅靜： 

你不是說都已經結束了？今年這四個團體一共招了多少學員？ 

民政局戶籍行政科楊科長進祿： 

四個團體大概是 60名。 

李議員雅靜： 

你確定？〔是。〕科長請提供這四個 NGO團體是哪四個，然後他們上課的地點在

哪裡，他們的課程內容是什麼，最終結束的時候有沒有辦結業的成果之類的相關計

畫。包含今年，你提供給我前面五年的相關資料。〔好。〕因為我覺得高雄算是一

個多元融合的城市，新住民也是，不管是陸配或是東南亞也好，其實在高雄真的為

數不少。我們怎麼去讓她們適應高雄的在地生活以外，除了新進的以外，有沒有其

他相關的預算是給新住民的。因為這個才 17萬元，局本部有沒有本預算挹注呢？ 

民政局戶籍行政科楊科長進祿： 

有，17萬 1千元是內政部給的，我們有相對的配合款 15萬元來配合執行。因為

17萬 1千元是沒有辦法去執行生活適應輔導，跟議員報告的是，其實 17萬 1千元是

內政部規定的生活適應輔導，他裡面規定很多課程，包括家庭暴力、衛生保健等等

，那些課程是必備的。當然新住民輔導不是這樣的經費就夠了，所以我們民政局會

請戶政事務所向新移民開發基金去申請計畫，然後來嘉惠到新住民的輔導，那個就

不是生活適應輔導，那個就包括各項技能或是多元文化的推廣。這是民政局的部分

，社會局跟教育局大概是所有新移民預算當中最大宗的。 

李議員雅靜： 

你們有跟他們一起結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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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戶籍行政科楊科長進祿： 

有，在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裡面，我們有八大面向，就是各局處要負責各局處的新

住民。勞工局負責的是新住民的職業輔導或是職業的訓練；社會局要負責所有 NGO

團體向新移民開發基金申請計畫，只要是社團都要由社會局去申請，所以他在新住

民的預算占的比例最大。教育局會接受到教育部的委託，包括火炬計畫，包括對新

住民的講課以及文字訓練，都由教育局來處理。 

李議員雅靜： 

科長，這麼多的局處在關心新住民，我們有沒有成立一個平台讓這邊的資源可以

有共享的機制？〔沒有。〕局長，可不可以拜託你幫忙協助整合，如果每一個局處

都有相關的預算在做培訓、職訓或是陪伴，我們能不能整合這樣的資源，讓上完課

程以後的新住民，未來是有一個可以諮詢的管道。我記得在韓國瑜市府的時代有成

立一個新住民辦公室，聽說韓市府結束以後，這個也就沒有了。早期聽說也有，但

是那個是虛的，在陳菊市長時代其實是有，但其實是虛的，所有的數字都來自於譬

如說今天是社會局辦活動，我有邀請早期的新住民辦公室來，譬如說社會局報 3萬

人，他就跟著報 3萬人。可是真的有這麼多的新住民嗎？沒有。所以我要拜託局長

，因為你是最大局，幫我們落實這樣的一個機制，不是做虛的。所有的課程上完，

大家有一個平台可以回來跟上課端也好或是市府端也好，只要他們有需求是可以即

時去協助他們的，而不是他們上完課以後就沒有了，這個火就滅掉了，這樣就浪費

了大家的用心，包含這幾個 NGO團體。這樣就會很可惜，因為這個就是要有延續性

。所以才問你們這個課程辦多久了，你們一開始就說已經好幾年，持續已久，可是

看不到成果，很多新住民都覺得沒有人關心，甚至他不知道該怎麼去問。比如前陣

子因為疫情關係，有些做生意的，或是雙薪或單薪家庭的，他們過不下去，想要去

用微型創業貸款是給新住民的，但他們找不到管道詢問。為什麼會這樣子？民政局

理當是最貼近市民的，可是他們找不到管道，局長，拜託你也去做這個整合的動作

。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們跟社會局和其他單位就過去執行的面向來做一些檢討，看未來可以什麼樣的

機制，照議員這樣的建議，我覺得這樣很好。 

李議員雅靜： 

我會追蹤您這邊最後的配套是什麼。〔好。〕因為你們已經有預算下去，也有中

央的預算，如果辦完課程就結束了，這樣好可惜。 

剛才有提到戶政，我要謝謝戶政裡面的所有同仁們，因為他們很辛苦，而且連休

息也是輪流休息，中午也沒在休息。我不知道別區如何，鳳山區戶政事務所的同仁

進來的時候是胖的，但是調出去的時候就變成瘦的身形，他們都是很認真的。為什

麼會提到這個，因為我們的人力不足，我要拜託局長，如果我們在轉換的過程中可

以去調整一下人力的控管部分，鳳山請你重點檢討。因為我們的人口數多，現在又

接了移民署的業務進來，反正就是又接了別的單位的業務進來，我們自己都做不完

了還接了別的單位的業務，等於是他們都完全沒有休息的時間。這邊要拜託，不知

道這是科長處理的還是局長處理，我就一次拜託局長這邊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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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好，我們來檢討。 

李議員雅靜： 

你何時可以給我答案？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跟議員報告，因為戶所的整併今年初才完成，整併之後的人力配置，在業務上如

何去調配，我想等到明年滿一年之後，我們再去檢視一下這樣的整併和分工是不是

有符合我們當時的目標，到時候議員提到的這個問題我們會一併考慮。 

李議員雅靜： 

可是我覺得整併還是有限，因為偏遠鄉鎮不可能把人力抽掉，譬如說三個原民區

真的不要有戶政嗎？他們如果要辦簡易的戶政工作，還要下到旗山、美濃或是到哪

裡嗎？所以還是要有一些駐點是在公所裡面的。而有一些新進的，或是有一些地方

你們比較清楚，但是鳳山拜託要重點檢討。 

主席（陳議員麗珍）： 

局長，鳳山確實是人口增加很多，如果要去估算的話，其實也是很快就可以評估

得出來，這個也是要儘快。否則如果人力不夠的話，作業那麼多也不是辦法。〔好

。〕儘快給李雅靜議員一個答復。〔好。〕 

請若翠議員發言。 

陳議員若翠： 

局長，你的新住民定義到底是什麼？因為如果是以上次了解起來，內政部移民署

定義的包括跟國人結婚的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等居住規

劃取得我國籍的無戶籍國民跟在台灣合法居住、居留、定居或設有戶籍的。這些人

大概有多少人，有統計過嗎？如果是以這樣的預算，我們要做這些事情的話。有到

20萬人嗎？ 

民政局戶籍行政科楊科長進祿： 

跟議員報告，我們從政府機關的的統計數字來講，移民署在高雄的統計是 6萬多

人，我們統計的是 5萬多人，因為統計的時間點不同。 

陳議員若翠： 

有包括類似像我剛才提到的，有些是外僑等等的，像我們一般在服務這些新住民

的範圍裡頭有服務他們嗎？ 

民政局戶籍行政科楊科長進祿： 

因為這個統計數字是移民署的，移民署的這個數字怎麼來，我們不清楚。但是我

們的 5萬多人只是統計這個外籍配偶、東南亞和大陸籍的配偶，我們統計的範圍是

在這邊而已。 

陳議員若翠： 

了解。那這樣的服務預算夠嗎？ 

邱議員于軒： 

我們不能增加預算，局長，你們的預算分配未來是不是有檢討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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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跟議員報告，這個新住民業務的預算真的是非常有限，我會再跟科長討論。因為

就像剛剛講的，我們的人數會越來越增加，我們應該是朝向引導 NGO或是社會的一

些資源來共同把這一塊新住民的輔導做好。 

主席（陳議員麗珍）：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陳議員美雅、陳議員若翠、邱議員于軒保留發言權。另外

一筆捐獻收入是附帶決議，其他都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休息 10分鐘。（敲槌） 

主席（陳議員麗珍）： 
繼續開會。（敲槌）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接著請看 03-031殯葬管理處，第 9頁，罰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預算數 100

萬元。第 10頁，賠償收入-一般賠償收入，預算數 60萬元。第 11頁，使用規費收

入-資料使用費，預算數 8千元。第 12頁，使用規費收入-場地設施使用費，預算數

4億 8,146萬 8千元。第 13頁，財產孳息-權利金，預算數 175萬 4千元。第 14頁

至第 16頁，財產孳息-租金收入，預算數 129萬 6千元。第 17頁，廢舊物資售價-

廢舊物資售價，預算數 1萬元。第 18頁，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預算數 1,105

萬 4千元。以上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邱議員于軒，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處長，請教鳳山拷潭納骨塔，因為我沒有辦法審歲出，我只能審歲入，你有沒有

跟局長反映過那邊第一個沒有電梯、第二個結構老舊的問題。你不是跟我說要來會

勘嗎？但是到現在我們都還沒有成行，不論是你忙還是我忙都沒有關係，因為殯葬

管理處是民政局主管的，未來有沒有可能申請動二去處理這邊的問題，因為目前你

歲入的本預算可能沒有辦法去支用這個。這部分處長有沒有相關的計畫？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上一次議員質詢之後，我們就有找結構技師來針對…。 
邱議員于軒： 

這個結構多久了？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民國 71年蓋的。 
邱議員于軒： 

跟我同年紀。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所以已經有一點資深了，這個部分我們請結構技師整體評估完之後，是不是附加

一個電梯上去之後結構沒有問題，我是打算在評估完之後再跟議員報告。 
邱議員于軒： 

請你儘快評估。第一個，因為過年要到了，過年前大家都會去掃墓，而長輩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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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都要爬上去看他的家人一面，但是三十幾年來都沒有人處理這個問題。我也希望

這個未來可以納入動二的計畫，把它放進去，因為這個三十幾年沒人處理了，如果

局長處理了就是功德一件，積陰德。 
李議員雅靜： 

我也要附議，這個從之前就一直談到現在，都說要設計、要找經費，一直找到現

在，都已經想到要用外掛的方式了，但是到現在都沒有動作。局長，你有沒有信心

？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們來爭取，我有去過現場。 
李議員雅靜： 

那邊除了電梯的問題，也要拜託，內部電燈千萬不要省，就是讓他明亮。因為有

民眾說進去裡面覺得暗暗的，可能不小心關掉還是怎麼樣。但是就有民眾反映去到

那邊感覺暗暗的，建議電燈的部分是可以明亮的，或是通風的部分看怎麼樣去處理

。〔了解。〕這個要拜託處長這邊幫忙協助，應該是所有的納骨塔都要請你們協助。

〔好。〕 
還有我們提了很久的是「福」字輩旁邊那一棟寄棺大樓，電梯什麼時候要處理，

不然那個電梯看起來是很老舊。其實不只民眾反映，也有業者提到，請你們稍微整

理，貼個壁紙或怎麼做，讓它看起來溫暖一點，不然他們覺得冷冷硬硬的。因為民

眾反映，我藉著這個機會跟你們反映。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了解，謝謝。 
邱議員俊憲： 

謝謝主席。殯葬管理處歲入有 4億多元，可是我們歲出只有 2億多元，所以我們

殯葬管理處其實自己在業務上面可以收進來的錢，過去我們期待是可以投入在殯葬

基金，然後可以用在剛才很多議員反映的設備老舊、設備更新，甚至是本館路的整

個殯儀館園區要怎麼改善。可是據我了解整個殯葬基金有問題，因為礙於財政紀律

法，殯葬基金沒有辦法去設。這樣就變成明知道殯葬管理處一年可以收 4億多元進

來，只花掉 2億多元，明明就有賸餘的經費，可是卻要丟到大水庫裡面，等到殯葬

管理處要去做其他更新的時候，再去跟大水庫要的錢是遠少於這一些的。因為你一

年多 2億元，10年就多 20億元了，要來做殯葬設施、電梯等等的設備都很好做，但

是我們卻沒有辦法。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怎麼在現有的法規裡面去更有效的爭取這個

預算。殯葬設施是嫌惡設施，多數都在我的選區，每一個區都有殯儀館和納骨塔，

火葬場還有兩個，所以要怎麼樣投入更多的資源去整理，甚至把量減少，把效能提

高。不然你看鳥松有火化爐，仁武也有火化爐，兩個垃圾焚化爐也在我們那邊，我

們那裡的煙囪最多。 
所以我要提的意見是，殯葬管理處雖然一年有 4億元的歲入，可是沒辦法全數轉

在我們殯葬的設備改善跟投入，所以在殯葬基金的設置有問題的情況之下，怎麼樣

去做一些爭取或一些辦法的調整，我建議局長可以再努力看看。否則你每年都花 2

億多元，卻收 4億多元，應該有錢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但是都礙於預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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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樣非常可惜。如果能夠爭取到專款專用是最好，殯葬設施賺進來的錢用在

改善殯葬設施很合理，可是現況卻不是這樣子。所以這部分請局長再研議看看，怎

麼樣在未來的預算編列上面可以更有效的去爭取到更足夠的資源。以上建議。 
主席（陳議員麗珍）： 

處長，第一殯葬那邊現在停車有在收費嗎？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收費時間是早上 7點至下午 1點，我們已經把收費時段縮短了。 
主席（陳議員麗珍）： 

到下午 1點。〔對。〕下午 1點以後還有人在停嗎？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1點以後還是有民眾在停，但是那時候就不收費了。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那就一整天沒收費。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早上 7點至下午 1點有收而已，其他時間都不收費。 
主席（陳議員麗珍）： 

重點就是早上 7點至下午 1點我建議也不要收費，因為我們已經有盈餘了，這是

一個便民，其實到那邊要停車就是要找車位。 
邱議員俊憲： 

停車費是你們收的嗎？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是停管處。 
主席（陳議員麗珍）： 

這些是為了要收入，我們都收場地使用費了，我覺得停車場的費用就不要再收。 
郭議員建盟： 

主席，我報告一下，這個過去我任職民政局主秘的時候也有研究過，我們也曾經

沒有收費過，結果反而造成民眾沒有地方停車。早上業者是最早到的，所以變成所

有的車位都會被業者停走，所以後來就變成少額收，不要收貴。因為如果不收費的

話，就整天停在那裡，甚至都放在那裡，更令人頭痛。所以後來就變成下午不收，

早上收費的目的是要讓周轉率出來。 
另外，我的意見跟俊憲議員比較不同，就是我們的財政狀況確實還是需要。因為

殯葬的特許權只有政府有，所以它是一個可以增加收入的東西。當然政府不會是因

服務喪家而賺錢，但是這個特許權只有政府有，所以這個錢收了，只要必要的設施

，我們財政局大水庫這邊不能說你們編的錢不支持，必要的還是要流回來，否則就

沒有經費了。 
第三點建議，剛剛討論的所有無障礙設施應該要一併檢討，所有的殯葬設施應該

要一併檢討。不是只有靈骨塔而已，包括旗津、本館路有一個鳥松的塔和舊的塔，

這些都要一併檢討，給我們所有的委員看看。把你們檢討完的現在無障礙設施還有

缺的狀況大概有哪些，需要多少預算，大概要分幾年來做，像這些預算，我們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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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市府爭取優先讓你們去做編列，因為你們有一定的歲入。以上建議。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好，我們來做。 
主席（陳議員麗珍）： 

若翠議員請發言。 
陳議員若翠： 

我這邊有個問題，就是對樹葬跟灑葬的使用，我覺得真的可以多鼓勵，也可能必

須要多宣導，這個可能未來也是解決我們納骨塔不足的部分。現在標準的收費是怎

麼樣？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我們現在有旗山、深水，還有…。 
陳議員若翠： 

好像就只有三個地方而已。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對，只有三個地方。 
陳議員若翠： 

未來還有其他的地方嗎？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未來我們現在有找到一塊地，就在大寮。 
陳議員若翠： 

在大寮哪裡？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那是黃天煌議員當鄉長的時候，8米的路都開好了，水保都做好了。 
邱議員于軒： 

你是說拷潭那邊嗎？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對，陸軍官校後面的山丘地那邊，整個都弄好了，而且那邊也沒有任何民宅。 
邱議員于軒： 

陸軍官校後面的山丘地？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後面有一個橄欖園，橄欖園的旁邊。 
邱議員于軒： 

那裡的路沒有開好，沒有拓寬，那裡的路很小。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有，我們找個時間去看。 
邱議員俊憲： 

你之前跟他約了都沒去，現在還約。 
邱議員于軒： 

對啊！你之前跟我約了都沒去，三十幾年沒改的你沒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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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若翠： 
所以目前就是杉林、旗山、燕巢。〔是。〕這幾個部分的公墓有樹葬和灑葬？ 

邱議員于軒： 
你有跟當地居民溝通嗎？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沒有，那只是在縣市合併之前有那麼一塊地，那邊做樹葬是最理想的，不用花很

多錢，整個都會達到經濟效益，因為就在市區旁邊。 
陳議員若翠： 

你們現在的收費是多少？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現在的收費，本市的市民是 1萬元，外縣市是 6萬元。 
陳議員若翠： 

樹葬、灑葬都一樣？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對，我們現在已經有送到法規會，準備把它降到深水 5千元、旗山 4千元、杉林

2千元。因為依照距離都會區的遠近和交通的便利性，我們希望做一個差異化的價位

，鼓勵民眾，其實杉林整個地方環境非常好。 
陳議員若翠： 

你說 5千元是在哪裡？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5千元是在燕巢深水。 
邱議員于軒： 

我現在才知道我們那邊要被當做樹葬和灑葬區，我可以抗議嗎？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那只是我們剛好找的那塊地。 
邱議員于軒： 

我要抗議，你沒有跟我們溝通，我們在地的議員都不知道，只有黃天煌議員知道

。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那是我們自己的一個腹案，那邊剛好有一塊地，也都還沒有規劃，什麼都還沒有

。 
邱議員于軒： 

我知道那裡，剛剛已經有講了，殯葬就是嫌惡設施。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只是剛好有那麼一塊地在那裡。 
邱議員于軒： 

你有規劃嗎？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還沒有，都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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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這個有編預算嗎？我可以提附帶決議嗎？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沒有，完全沒有。 

邱議員于軒： 
嚇死我了，你電梯不去做，去找一個樹葬區。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電梯有啦！ 

邱議員于軒： 
局長，三十幾年的電梯，38年的建築不改善，因為那個也在大寮六和，你找了一

塊腹地在大寮要做樹葬。我覺得是不是有一些優先順序要稍微調整。我具體要求如

果你真的覺得那一塊地適合，而我們的納骨塔真的不夠的時候，你還是要跟在地的

民眾溝通。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我們只是覺得那裡也不錯，就這樣而已。 
邱議員于軒： 

鳥松也不錯啊！ 
陳議員若翠： 

所以那邊你們預計規劃是多少位？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那邊沒有，完全都沒有規劃，只是我們有先去現場看。 
陳議員若翠： 

目前樹葬場、灑葬大概有多少位子？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2,600個位子，每一年都會循環一次。 
邱議員于軒： 

但是你啟動規劃一定要跟我們大寮的民眾溝通。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還沒有。 
邱議員于軒： 

你如果有建設進來，我歡迎你，但是我們那邊已經有男子監獄、女子監獄、工業

區污染都在我們那邊了，局長，拜託建設過來。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好，了解。 
主席（陳議員麗珍）： 

美雅議員請發言。 
陳議員美雅： 

謝謝主席。針對第 13頁，我特別要針對環保金爐來詢問，我想了解你們這個環保

金爐是什麼時候簽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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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是 106年至 112年，簽約 6年。 

陳議員美雅： 
第一次開始簽就是 106年簽的，之前是沒有，106年才蓋的。〔是。〕審計處的決

算審核報告，因為你們在 108年度的權利金收入，好像是寫 229萬元，但是今年只

有 150萬元，為什麼減少？第 031-13頁，環保金爐，這個問題還滿大的。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108年度我們有補收。 
陳議員美雅： 

108年度有收至 229萬元，你們這邊為什麼送進來的歲入只有預計收 150萬元呢

？這短差的金額是怎麼回事？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這 150萬元，我們現在開始每一年固定是每一年先 40萬元。 
陳議員美雅： 

上面有寫，我知道。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然後按照營業額來收，這樣估算出來的話是 150萬元。 
陳議員美雅： 

但是為什麼前年度有 229萬元，今年度你們還是估 150萬元呢？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因為好像還有一筆違約收入 121萬元補進來的。 
陳議員美雅： 

另外有一筆違約，他是違反了哪些部分？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我這邊寫的是違約金和變動權利金分期繳納的利息，這些總共加起來是 121萬元

，在 109年 1月底繳的。 
陳議員美雅： 

所以契約就是每年大概加起來是 150萬元？〔是。〕那當初興建環保金爐的經費

是業者自己負擔，還是我們市政府這邊提供的？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一開始試作是市府的預算去蓋的，但是發現火候量還是不足，最後有兩座是由業

者來蓋，然後負責經營管理維修，後續的發展是這樣。 
陳議員美雅： 

業者現在是管理兩座還是六座？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我們這邊是五座，然後大社是一座，總共六座。 
陳議員美雅： 

所以他現在還是管理六座。〔是。〕所以等於四座是市政府出錢蓋，然後業者出錢

蓋兩座，但是現在全部六座都委給業者。〔是。〕請問市政府當初蓋的這四座花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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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經費？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這個我們要回去查。 
陳議員美雅： 

你今天都沒有帶過來？〔是。〕這個問題很大，環保金爐的問題很大。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檢調也曾經調過資料。 
邱議員于軒： 

環保金爐的問題請大概說明，讓我們更了解。 
陳議員美雅： 

因為有民眾他們去市殯燒庫錢，我就接到有些家屬的投訴和陳情，如果他們不是

跟業者固定配合的廠商買庫錢，他會擋在那邊，時間到了，還是不讓他們拿庫錢進

去燒。 
主席（陳議員麗珍）： 

這個有沒有檢舉專線讓民眾去反映。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有，1999和我們辦公室的電話。 
主席（陳議員麗珍）： 

看罰款罰多少。 
陳議員美雅： 

主席講得很好，這個問題還曾經有喪家是看時辰的，就在現場，家屬車都停好了

要去燒庫錢，結果竟然說停車場也是業者的。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沒有，後面那是臨時停車場。 
陳議員美雅： 

就是燒庫錢旁邊的停車場嗎？〔對。〕那是你們管的，還是業者管的？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那是我們的。 
陳議員美雅： 

但是他就是不讓別的業者拿庫錢進去燒，他就是硬要擔誤掉人家的時間。 
主席（陳議員麗珍）： 

這個問題很嚴重。 
陳議員美雅： 

他就是故意要逼人家要跟他的配合的廠商買庫錢，這個非常的惡劣。 
主席（陳議員麗珍）： 

這樣你們怎麼去監督？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報告主席，這個案例曾經在 108年發生過，發生過後，我們就有一個內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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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美雅： 
我覺得不是只有一件，很多人是之後可能也無處投訴。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現在我們每個月會不定期的去做內控的管理，假如有民眾反映這個事實的話，我

們就會照這個契約去做罰款的動作。 
主席（陳議員麗珍）： 

超過三次就解約。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對，契約裡面都有。 
主席（陳議員麗珍）： 

要不然吃悶虧的人也不敢講。 
陳議員美雅： 

更誇張的是他們標榜的是環保金爐，可是你可以看到那個金爐不環保，冒的都是

黑煙。其實當初也有把影片給環境保護局，但是他們可能知道什麼時候要抽查，那

天的狀況就特別良好。但是這個問題你們還是要解決，這個環保金爐是誰得標的？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現在好像是大仁，我要再確定，應該是大仁。 
主席（陳議員麗珍）： 

處長，其實你也是要嚴格去了解，不要放任他們有這樣的機會，做這種小動作很

不好。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我上任之前也有聽說，但是來了之後有不定期抽查，我也經常在那邊看。剛才議

員有特別提到空污的防治部分，環保金爐在環境保護局的認定不是固定污染源，所

以排放的遮光率只要不超過 20%都是可以的。所以在我的辦公室也是可以隨時看到，

我們有一個遠端的監控系統，可以了解他現場操作的情形是怎麼樣。107年環境保護

局也曾經來罰過，因為他的排放就是沒有達到一定的標準，所以這方面，包含火化

爐具都是我們的重中之重，都在處理。 
主席（陳議員麗珍）： 

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喪家沒有跟他們購買庫錢的態度，看你們怎麼處理。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這個是嚴格禁止。 
主席（陳議員麗珍）： 

如果有這樣的情形，你可以跟他們溝通。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好，了解。 
陳議員美雅： 

這個問題我之前也跟民政局反映過，民政局居然說委外出去了，他們管不到。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沒有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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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美雅： 
態度就是非常消極，所以我覺得殯葬管理處長，這件事情要給市民一個交代。〔

了解。〕在座的議員應該都認同，我們是幫市民說話。 
陳議員若翠： 

剛剛美雅有提到關於燃燒的部分，有一次我也覺得有味道，我想要了解，環保金

爐到底環不環保？裡面除了燒庫錢和紙紮屋以外，有沒有限定什麼是不能燒的？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大概只有紙類的可以燒，紙紮屋的竹架子可以燒，還有一些民間習俗要燒衣服之

外，其他的都不行。如果是突然間有冒出黑煙或是怎麼樣，有時候是剛開爐的時候

溫度不夠，會有一下子的時間，但是我們都會隨時注意，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剛才

議員也有特別談到管理，我們的契約裡面都要求得非常嚴格，這些情形我們還是會

隨時去注意。 
陳議員若翠： 

你們還是要隨時去注意這個問題。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了解，這是不容發生的。 
主席（陳議員麗珍）： 

有發生就是你的責任了。〔對。〕你就是監督不力。〔是。〕 
陳議員美雅： 

請問現在銷售庫錢跟紙紮屋的收入都是廠商收走嗎？他有回饋給我們嗎？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5%是我們的權利金。 
陳議員美雅： 

5%是你們的，可是你們明明被糾舉，就是這個廠商銷售的庫錢和紙紮屋收入未計

入核算的變動權利金。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這個就是當初違約金的罰鍰，因為 108年度的時候沒有計入，所以有一個罰鍰，

我們的罰鍰是 121萬元。之後，我們的會計每個月都一定要去查帳。 
陳議員美雅： 

所以你們到 108年以前都有這個問題，難怪業者會那麼囂張，不買他的庫錢就不

讓你燒。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但是現在都有依正常程序嚴格去管理了。 
陳議員美雅： 

所以你們這邊都會列入管理。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都有，每個月查帳也都有。 
陳議員美雅： 

庫錢的收費呢？現在收費標準有漲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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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庫錢是算億的，2億以下是 700元；2億到 5億是 1,500元；5億到 8億是 3,000

元；8億以上就是 7,000元。我們希望以價制量，但是有時候民間習俗，你很難一次

就減少數量。 
李議員雅靜： 

你們應該要發明燒支票。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一張就可以。 
主席（陳議員麗珍）： 

處長，寄棺大樓那邊是不是能夠把動線好好的調整，因為入殮時推上去，然後長

輩又走上去，電梯他們也不敢搭，因為那是工作用的，然後拜拜又帶下來。其實很

多動線都是你們的責任，因為業者做完就領錢了，他們越簡單快速越好。但是家屬

都被牽著走，都不知道，他們怎麼方便就怎麼做，但是事後回想怎麼會辦成這個樣

子。所以像幾年前的動線真的很糟糕，從入殮室要推到大華二館就亂推，很難看。

後來就禁止，但是有些業者不配合，因為他們貪圖方便，後來處長嚴格執行之後就

完全禁止了，否則以前就像攤販一樣的到處亂推。 
第二個是以前進去入殮室公祭，家屬、親友去的時候都一格一格的，在公祭的時

候也看到左右在處理大體。所以後來也都把它擋掉，處長也是嚴格執行，後來業者

就不敢貪方便，後來都改到後面的多功能那邊去。 

其實動線都由你們來負責規劃，民眾都不知道，就是被牽著走，所以希望你把那

一棟的動線趕快看要怎麼做。前提是你一定要有替代的設備給人家，看看哪裡可以

多蓋幾個廳出來，把寄棺室改建好，讓高齡的親友來祭拜的時候不用爬到三樓去，

靈柩也不用推上推下的。所以趕快去把這個動線做好。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跟議員報告，一殯已經 39年了，無論如何都要改建了。 
主席（陳議員麗珍）： 

可以改建的就先改建，慢慢的改建。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因為時間的變遷而產生空間的錯置，議員常常跑公祭都知道，以前就是缺浴室就

建浴室；缺廁所就蓋廁所，造成現在的動線有一點亂。所以今年無論如何要爭取到

770萬元趕快做整體規劃，現代化的都市應該要有一個現代化的殯儀設施。以現有的

空間做最好的規劃，不要讓大家一打開門就會看到等等的，這方面我們繼續努力。 
陳議員美雅： 

當初環保金爐得標的方式是什麼樣的標？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當初得標是用最低標的方式，然後有兩座是業者要去做，因為 5千萬元是屬於重

大招標案，是送到市府，由市府來辦理這個招標案。 
陳議員美雅： 

當初有幾家去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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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資料容我再查。 

陳議員美雅： 
主席，因為剛才提的資料都還沒有提供，我建議先擱置，我就要求針對場地委託

營運管理的權利金，環保金爐的詳細資料，就是第 031-13頁的這個部分，請你們提

供。 
陳議員若翠： 

處長，剛剛主席有講了，像我們殯儀館那邊豎靈的部分，從以前到現在就是很亂

。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對，一格一格的。 
陳議員若翠：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先前有提過是不是可以輔導民營業者，有些業者也想要做他們

自己的大廳等等的這方面去做修整，比較符合現代比較明亮的，也不會像我們一殯

這邊感覺格格不入。這個部分不曉得處長有什麼樣的想法，因為很多民眾都跟我們

反映豎靈的部分，就是小小的地方窩在那邊，有沒有什麼辦法來改善？像我知道以

前在 105年 9月曾經有邀集業者討論過，有沒有這樣的計畫再用這樣的方式邀集，

有沒有辦法輔導他們變成合法的方式，這樣一殯二殯這邊整體就比較好整理。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向議員報告，600巷那邊有一個歷史背景在，所以才有 105年大家就是約定現有

的規模和營業項目，就不可以再擴充，嚴格講起來那邊沒有一家是合法的。 
陳議員若翠： 

因為那邊有 11家，有沒有辦法再去輔導他們朝向合法的方向。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要合法是可以的，就必須要依照殯葬管理條例第 6條重新送殯審會，這樣子的話

，除非業者願意，而且地目有很多不是殯葬用地，那邊有農業用地、住宅用地和道

路用地，光是這個地目就不符合了。 
陳議員若翠： 

我覺得那裡很亂，我們殯葬管理處可以來努力。其實業者之前開過那次會大家都

還蠻同意的，可是後來不曉得為什麼沒有了，所以現在有一些業者又重新提出來，

因為利益的關係嗎？ 
郭議員建盟： 

對啊！你政府做好了，他就沒生意，所以他們才不希望政府做。 
陳議員若翠： 

可是我覺得應該要朝向這個部分。 
郭議員建盟： 

當然要啊！要用都市計畫的方法來把那裡整理整理。 
陳議員若翠： 

郭議員，你也知道，我們都常常跑殯儀館，所以這個部分還是要朝這個方向來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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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在開始努力，兩年拼四年，看現在可不可以努力看看。 
郭議員建盟： 

要透過都市計畫來做。 
主席（陳議員麗珍）： 

努力看看。 
陳議員若翠： 

對於我們高雄市整個殯葬業也是一個很好的品質提升。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邱議員俊憲請發言。 
邱議員俊憲： 

順著剛才若翠議員講的，就是過去曾經開過這樣的一個座談會，之前有跟處裡面

要資料，不知道最近有沒有再開，因為過去好像說半年開一次。〔對。〕結果你的半

年開一次是找那些工協會的代表來開，我建議你一年至少要開一次是大家來，有些

協會還是有些內部的矛盾跟問題。其實業者就這麼多間，有些協會的運作，其實已

經沒辦法代表那些業者來表達他們的共識。所以除了你既定的半年找這些殯葬公會

或是花藝公會等等這些代表來以外，是不是一年，或是已經這麼多年了，是不是大

家再開一次會。過了這麼多年，是不是有往當初大家共識的方向往前走，或是大家

要去做什麼調整。不然民意代表每天在那邊進出，設備的落差和環境的落差越來越

大，舊的越來越舊，好的當然會去 upgrade。可是在一些大的框架上面，在這個灰色

地帶我們也沒有辦法要求你要去做更好的改善，因為就是不合法的，你也不能告訴

他可以這樣做。所以管理單位怎麼樣在沒有合法的身分之前驅使他往一個更好的環

境去改善，在上次的座談會之後，可以考慮看看是不是要再有積極的處理方式，這

樣可能會比較好一點。不然像現在每天要進去最後面龍巖那條路，雖然有設單行道

，可是兩個車道，一個往這個方向，大家都清楚，全部都是業者的車停在路上，整

個的環境還是很亂的，處長每天在那裡上班，你比我們更清楚。所以怎麼樣跟這些

業者有更好的溝通，驅使他們往更好的環境改善，提供給市民服務，這個可能要再

想辦法。做以上的建議。 
主席（陳議員麗珍）： 

各位還有沒有意見？ 
陳議員美雅： 

我建議，我們的市殯能夠再增加綠美化，那邊真的是非常的悶熱，你們還有辦法

去做。反正你們現在的經費是有的，所以請你們提報整個市殯的整體環境改善，讓

它更人性化一點，是否可以朝這個方面去規劃。我曾經去法事間，結果現場全部都

是蒼蠅，當時覺得我是在高雄嗎？覺得很可怕。後來他們告訴我是氣候的關係，但

是我覺得這個理由說不過去，所以希望你們還是去查，〔是。〕未來整個綠美化做規

劃。 
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 

跟議員報告，今年我們的綠美化大概花了 40幾萬元，假如各位有去看過綠色的圍

籬都是最近做的，我們再來加強。後面那邊一個禮拜都會做一次消毒，我們再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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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謝謝議員。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權利金 175萬 4千元擱置，其餘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殯葬管理處除了擱置外審查完畢。 
邱議員于軒： 

主席，我要保留發言權。 
主席（陳議員麗珍）： 

補充民政局暨所屬單位，邱議員于軒保留發言權。（敲槌決議）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殯葬管理處除了擱置外，其餘部分邱議員于軒保留發言權。 

接著請看 03-032兵役處，請看第 8頁，統籌分配稅-特別統籌，預算數 12萬 8千

元。第 9頁，財產孳息-租金收入，預算數 12萬 1千元。第 10頁，廢舊物資售價-

廢舊物資售價，預算數 1千元。第 11頁，上級政府補助收入-計畫型補助收入，預

算數 3,665萬 9千元。第 12頁，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預算數 4千元。以上請

審查。 
主席（陳議員麗珍）： 

有沒有意見？邱議員于軒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局長，後備軍人輔導中心在有些區公所有辦公室，有些區公所沒有，這件事情是

為什麼？局長，你知道嗎？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有的在爭取中。 

邱議員于軒： 
我覺得 38區應該同等，我知道有的在爭取中，你們有沒有更積極的作為，或是讓

他們等待。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跟主席及議員報告，有關後備輔導中心在各區設置辦公場所這個案子，我們在四

個月之前有簽給市府，以府函的公函請各區公所來協助各後備輔導中心成立場所。

到目前為止只有 11個區公所有找到後備輔導中心的辦公處所，這部分我們前兩個禮

拜有跟局長報告，局長也指示在區政會報的時候由兵役處這邊來提案，由局長裁示

請各區公所積極協助後備輔導中心找到辦公處的處所。 
邱議員于軒： 

你現在有統計有哪幾個區沒有相關的辦公室，你說積極輔導，什麼時候可以達到

38區有辦公室？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報告議員，因為這部分在各區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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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那是陳水扁要求的，好像是陳水扁那時候提案的。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現在不是在區裡面有一個辦公桌椅而已，而是要有一個單獨的場所，因為這部分

牽扯到的問題比較多，我們會積極來協助辦理。 
邱議員于軒： 

你還是沒有告訴我，你們現在有統計的數量嗎？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有，11個。 
邱議員于軒： 

38區只有 11個？〔對。〕所以達成率連三分之一都沒有到。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我們在四個月以前才剛開始做。 
邱議員于軒： 

年底以前有辦法達成嗎？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今年年底嗎？ 
邱議員于軒： 

不是今年年底，明年。局長，我給你一年多的時間，可以嗎？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我們儘量。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們來努力。 
邱議員于軒： 

局長，這不用花到錢，這個只是盤點你公所的閒置空間。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簡單講，如果我們公所有閒置的空間，我們就積極來協助。有些公所已經比較老

舊，他真的擠不出來，我們也要看有沒有其他空間，再去檢討。 
邱議員于軒： 

據我了解，有些公所不知道這個業務，或是覺得這件事情沒有那麼的重要，但是

如果是一個中央政府在推動的政策，我們地方政府還是要努力的去配合，不然我們

就會收到哪個有，哪個沒有的情形。我不知道別的議員有沒有，但是我就是有收到

這樣的需求。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可以趁機去盤點你的空間，像我們大寮是用儲藏室，但是整理起來也不

錯，所以公所相關的閒置空間盤點也是民政局要一併去處理的。希望明年年底，最

起碼可以聽到 38個區可以達到七成或八成的達成率，因為這件事情已經很久了。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好，我們來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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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議員麗珍）： 
局長，其實有積極在做的話，要找一個空間應該是不困難。 

邱議員于軒： 
我是接到陳情。 

主席（陳議員麗珍）： 
你們一般空間大概幾坪？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不太清楚，每個公所不一定，像鳥松、大社都是傳統的公所，配置非常小。 

邱議員于軒： 
我們大寮也很傳統，但是還是有生一個空間出來。 

主席（陳議員麗珍）： 
儘量找出空間來設立。 

李議員雅靜： 
鳳山的空間很大，為什麼鳳山沒有辦公室？但是如果要一個空間，我可以生出來

給你，我已經找好地方了，只要你給預算讓我們整理就好了。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議員講的就是要清查。 
邱議員于軒： 

所以你們沒有積極的作為嘛！你說的 11區，目前是哪 11區？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在市區就是三民區公所有而已，其他的都比較偏遠。 
邱議員于軒： 

你有統計是哪 11區嗎？〔有。〕哪 11區？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這個資料我事後再補給議員。 
主席（陳議員麗珍）： 

就你知道的講就好了。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比較大的區我只記得三民區公所。 
邱議員于軒： 

大寮有，林園在爭取。 
邱議員俊憲： 

處長，我好奇的問一下，設這個的目的以及希望跟政府或是民間橋接的功能是什

麼？是服務這些後備退役的官兵，還是什麼樣的事情，因為畢竟等於是在區公所裡

面有一個 office給他們去使用。我比較好奇的是為了什麼去做這樣的事情？像有些

區公所比較老舊的，其實空間是不夠的，你說硬要擠出空間，有大有小，每一區又

不一樣，是誰可以用或是怎麼樣，既然要用就要有適當的管理，不要為了要有一個

空間，變成裡面要做什麼也不知道，又衍生出其他的問題。我比較好的是到底為了

什麼樣的政策目標去設定每個區公所都要有這樣的辦公空間給他們，能不能簡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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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跟議員報告，現在後備指揮部這邊，最主要是如果有固定的各區後備輔導中心的

辦公場所，可以強化它的功能。各區的後備輔導中心都有後備幹部在這裡運作，最

主要是服務這個區裡面的後備軍人。當然聯繫可以讓後備軍人有一個團結性，除了

平常的聯繫，在救災的時候也可以動員。 
陳議員若翠： 

所以其他區沒有的可以爭取嗎？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這部分剛剛邱議員有提過，我們會增加…。 
邱議員于軒： 

據我了解，他們是拿法規來找我的，他們是說中央希望地方配合，大概的宗旨就

是像您說的。譬如說雲林、台中等許多的縣市陸續都已經盤點了，但是他們是說高

雄成立的速度相對緩慢，公所的配合度相對來說也沒有那麼積極，他們認為後備軍

人軍力的盤整也是目前國防發展的一個重點。所以有一些後備軍人的長官才來跟我

講這件事情。那時候我就是積極幫他們找林園的場地，畢竟我是大寮、林園的議員

，其他區我就不知道議員有沒有接到這樣的陳情。 
邱議員俊憲： 

所以林園有？ 
邱議員于軒： 

林園應該是目前要設了，大寮開幕我也有去。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美濃也有，他們已經有掛牌成立了。 
邱議員于軒： 

我們都有一個掛牌儀式。 
邱議員俊憲： 

會有一個常駐人員在裡面嗎？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沒有，就是他們要開會，或者是有活動的時候，或是像宣導的掛牌儀式就可以辦

在那邊。 
邱議員俊憲： 

所以他們不是需要辦公的地方，只是有一些業務要聯繫的時候有一個據點嗎？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是，一般各區的後備輔導中心平常都有在運作。 
邱議員俊憲： 

所以現在的據點就已經有在運作了？ 
邱議員于軒： 

這個東西我有去研究，就是基本上該區的後備軍人體系比較完整的話，該區成立

這個辦公室的速度跟辦公室能夠擁有的功能性和連結的資源性也相對比較多。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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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可能成為未來的救災中心，然後結合後備軍人，所以這個辦公室當時國防部是希

望能透過民政的系統在各個縣市成立，它是從中央下來的命令，這是我當時了解的

情況。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就是這個樣子。 
李議員雅靜： 

處長，像我們鳥松有一個軍人的公墓，我記得之前有找您聊過有關金爐的問題，

那個有爭取到預算重新去做環保金爐嗎？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跟議員報告，這個環保金爐，當初鳥松那邊議員有提過，確實這個金爐要整理，

但是環保金爐平常要有一定運作才有辦法去支撐，如果量不足的話也沒辦法去支撐

。鳥松的金爐，我們有跟中央的役政署爭取到經費來整修，但是現在中央的政策要

儘量減燒金紙。 
李議員雅靜： 

好像可以做一個簡易型的，是在它的頂端可以做一個簡易型的處理工作，坊間有

很多可以變通的方法，其實可以去參考。不一定要整座換，但是至少可以減量，將

未燃燒完全的碳排放量減少下來，可以去試試看。這個可能要拜託你動作加快，因

為講好幾年了。局長也請你過去看一下，因為每一年我們有 93軍人節和清明掃墓節

，至少一年會有兩次，那裡整理得清幽，也不會覺得陰森恐怖，就是那一座金爐會

冒很多黑煙。所以這個可能要拜託。 

第 032-11頁，有一筆預算是補助軍人忠靈祠的管理維護費，這是什麼樣的費用需

要 253萬元？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跟議員報告，因為我們今年忠靈祠有燕巢跟鳥松園區，這裡面的環境我們每年都

外包廠商來維護。以 109年來講，燕巢園區的得標金額就是 104萬元；鳥松園區是

55萬元，剩下的錢我們要做平時的維修，這部分除了維修之外，春秋兩季的祭典也

都是要使用這個經費來支應。 
李議員雅靜： 

就是所有包含業務費和維護的經費都是在這裡嗎？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對，就是這 253萬元。 
李議員雅靜： 

維修的部分呢？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扣掉養護費用的話，就扣掉 160萬元了。 
李議員雅靜： 

所以沒有多餘的經費可以逐年的把那個金爐做一個汰換嗎？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剛剛議員所提到的這個金爐，我們每年都有向役政署報計畫申請經費，役政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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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經明白跟我們說不會給我這個錢。 
李議員雅靜： 

局長，能不能撥一些什麼預算去整理這裡呢？這可能要麻煩你幫我們動個腦筋。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去看一下現場，看怎麼樣處理。 
李議員雅靜： 

這個拜託局長。處長，局長如果有跟你過去，會後你們的結論要請你跟雅靜說。〔

是。〕 

還有一個是今年我們好像一樣有辦 823的紀念活動。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跟議員報告，今年我們有辦 823的活動，就在 823紀念館前面。 
李議員雅靜： 

局長，你知道 823紀念館在哪裡嗎？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前幾天古寧頭的展我有去過。 
李議員雅靜： 

在哪裡？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在衛武營公園裡面。 
李議員雅靜： 

你沿路過去有看到路上有任何的指示牌去指引衛武營裡面有這樣的紀念館嗎？你

有看到嗎？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沒有，所以當天我就有指示處長設法把路標和指示牌做好，讓民眾可以找得到我

們的紀念館在哪裡。 
李議員雅靜： 

未來針對這個紀念館，你有什麼樣的想法跟規劃？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當時他設定的是 823的常設展，整個內部的空間和保存的影像等等相關的展示都

是固定的。像我去看到古寧頭展，只能用到極少數的展場空間，簡單講就是應該要

讓它更活化一些，甚至透過一些活動的舉辦，讓民眾可以更了解這個場所，可以增

加它的使用率。 
李議員雅靜： 

拜託局長，這方面的系列活動可以幫我們規劃，而不是就是一年一次的活動，可

能全高雄市絕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在哪裡。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也是第一次去。 
李議員雅靜： 

本席還找不到路進去。我覺得這有一點誇張，有這樣一個在衛武營裡面的 823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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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館，理當就是要讓人家知道這裡當初是什麼樣的樣貌，為什麼要設這個紀念館，

就是怎麼去說故事，而不是只來看都會公園。結果你們完全都不重視，真的不重視

。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當然 823有幾個意義，譬如說參戰當時的一些老兵，我爸爸也有參戰，我爸爸當

時也在金門。除了讓長輩緬懷他們過去的戰功以外，對於年輕一輩的來說，這是全

民國防教育的一環，這個我們兵役處也會持續推動學校、社團等去安排這樣的導覽

參訪，我們持續去做。 
李議員雅靜： 

我覺得你可以把它弄成是文化的教室或是怎麼樣的空間，讓大家可以隨時去看，

就如同您所說的，學校的孩子也可以去上一些歷史的課程等等之類的，而不是只有

一年一次。而且你們的活動到底有多少人受邀，到底有多少人到現場，我覺得這是

你們要去討論的。我也會再去追這個資料，你們未來要做什麼樣的計畫、要給的預

算到底有多少。〔好。〕 
陳議員若翠： 

我這邊有一個部分要就教，就是有關教召的部分，處長可以回答嗎？之前我在民

政部門質詢的時候有問過，因為現在教召是 2022年要開始改了，本來八年四召，現

在改成兩召。我們有接到一些反映，上次我有提到有八種人免召，現在聽說中籤很

容易，就是隔沒多久就被教召了，很容易就被教召。所以這邊有接到一些這方面的

反映，希望兵役處是不是可以跟後備軍人做一些反映。就是他們覺得這個是不是有

違公平性，有一些比較有專長或是專業的就常常被點召到或是教召到。所以這個部

分請解釋，有沒有人跟你們投訴？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跟議員報告，這部分我們已經函文給高雄市後備指揮部來做檢討了。議員所質詢

的事項，確實在選員上面要達到公平，我覺得很難。我舉個例子，我們高雄市列管

的後備軍人就有 28萬，現在一年一訓，增加一倍訓量，國防部長說一年 26萬，而

一年一訓以高雄市 28萬人來講的話，就算一年訓也沒辦法一年輪過。所以這裡面一

定會事先調查，譬如說調查到我如果有回復回去的，有可能隔年的教召就會點到我

。這裡面裡也牽涉到便宜行事的問題，因為各縣市的後備指揮部也會考慮報到率的

高低問題。如果這 100個人去年都來了，有可能這 100個人再來第二次、第三次，

也有可能有些人好像都沒有被調到。 
陳議員若翠： 

我聽說好像都同一批人。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所以這裡面是有檢討空間。 
陳議員若翠： 

這部分有必要做反映。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這部分局長已經有指示，我們會跟高雄市後備指揮部來聯繫，請他們來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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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若翠： 
民政局長，有關剛剛跟您建議的國慶經費的部分，可否重提一份經費和計畫過來

本席這邊嗎？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我們來討論，經費增加，內容我們再充實。 
陳議員若翠： 

經費增加，內容充實，如果有這部分的計畫再提供給我們。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報告議員，我再補充，有設置後備輔導中心的場域的公所，有三民區、桃源、茄

萣、大寮、田寮、仁武、旗津、美濃、杉林、大樹跟那瑪夏，這幾個區都已經有成

立後備輔導中心了。 
郭議員建盟： 

因為市的部分聯繫都方便，縣區因為轄區比較遠，所以市的部分有沒有必要？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跟各位報告，市的部分有三民區公所。 

陳議員若翠： 
譬如說我們新興、苓雅、前金設一個，可不可以？ 

郭議員建盟： 
搞不好連一個都不用，因為區域集中，市區集中，所以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子的理

由才會設在裡面。我們了解清楚，如果有需要當然就要爭取，如果不需要也很奇怪

，好像在跟風。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報告議員，這部分我想跟高雄市後備指揮部討論一下。 
主席（陳議員麗珍）： 

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邱議員于軒全部保留發言權，其餘照案通過。（敲槌決

議） 

下個禮拜一，16日下午 3點繼續開會。散會。（敲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