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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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6日上午 9時 28分） 

第11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李議員雅靜）： 

簽到出席人數已過半數，宣布開會。（敲槌）。跟各位委員報告，上次會議紀錄

已經放在各位委員桌上，請參閱。對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會議紀錄確

認。（敲槌） 

向委員會報告，今天上午的議程，審查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議員提案，請蘇簡

秘宣讀。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我先從第 2號案開始宣讀，請各位議員翻開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這一本，請看案

號 2，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案由：請審議為執行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

府辦理「110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核定補助經費

1,884萬 4千元 (中央補助 1,300萬 2,360元、市府配合款 584萬 1,640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李議員雅靜）： 

各位委員針對第 2號案，有關自來水設備外線的補助部分有沒有什麼意見？科長

，你剛剛說是從 104年開始嗎？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104年就開始，但那時候是用公務預算，從 106年的下半年開始是用前瞻預算。

從 106年開始，我們市府去跟水利署爭取的預算是從 1,200萬元提升到今年的 2,100

萬元。但是明年因為水利署預算的關係，所以有減少一點，全省各縣市都同步往下

調到 1,884萬 4千元。我們從 106年開始，這三年已經補助了 3,890戶，平均一戶

大概補助 1萬 8千多元。 

主席（李議員雅靜）： 

現在高雄市的接管率呢？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高雄市的接管率目前大概是 95%到 96%。接管率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美濃那邊其實

可以接自來水，但是大家喜歡用地下水。 

主席（李議員雅靜）： 

可是市區還是有一些沒有自來水管線的部分，這部分你們是靠普查，還是單靠用

戶自己去申請？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基本上要用戶自己申請，因為我們不太可能普查，我們可以拿到接水普及率的資

料，但是他的算法其實很粗略。比方說，目前在市區接管率最低的可能在市府，晴

朗里的接水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幾。因為他的算法很奇怪，是算用戶、家戶，但是因

為那邊有一個高雄市政府，所以他的戶數就呈現很奇怪的數據。 

陳議員若翠： 

是在我們苓雅區的晴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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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對，所以他們接水率的計算其實有一定的公式，他是用很多步驟去推算出來的。

比方說我接了幾戶的水表，假設一戶有幾個人再除以全市的人口數，他有幾個假設

數據，我們曾經算過，他的假設數據其實不是那麼精準。基本上，高雄市區有幾個

地方的接水率我知道比較少，比方說新興的社區，像漢神後面的至真路走到路底，

有一排新的透天厝就沒有接自來水，如果他要接自來水就必須去申請延管工程，或

是自己花錢接幹管。 

主席（李議員雅靜）： 

這個部分就是他們要自己自費的？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對。如果他能夠跟水利署申請自來水延管工程的話，那延管工程幹管的部分基本

上現在政府幾乎是全額補助。 

陳議員若翠： 

他們就是要自己去申請，像我們的晴朗里這裡，因為之前聽過里長稍微在講這個

部分。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對，基本上是要自己去申請。但是因為全省延管工程的量很多，所以各縣市都會

按照接水率去配，目前分配到最多經費的都是屏東縣。因為屏東縣的接水率比較低

，所以水利署就會依照一定比例撥給他們比較多錢。我們市府分配比較多的接水地

區大概是旗山、美濃、大寮、田寮。 

陳議員若翠： 

就是原高雄縣。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對，因為評比的分數會比較高。 

陳議員若翠： 

目前市區的接管率大概是多少？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至少都 95%、96%以上。會出現就是像剛才講的，那個地區原本沒有住宅，像至真

路後面那裡突然多出了一排。那一排理論上應該是建商在蓋房子的時候就要接，合

理的作法應該是建商在蓋房子的時候，就要付一筆錢去跟自來水公司接水過來給用

戶。但是他可能在銷售的時候沒有跟用戶說得很清楚，所以很多用戶買了之後發現

這邊用的是簡易的地下水，變成要再跟自來水公司申請接管的時候，就是住戶出的

錢而不是建商出的錢。所以在台北、新北發生很多像「大台北華城」事件都是這種

狀況，建商當時就沒有接專管上去，所以就變成用簡易自來水。等到當地的住戶發

現不對，要去跟自來水公司申請的時候，這筆錢就變成住戶要出了，因為建商已經

賣給住戶了。 

陳議員若翠： 

現在有什麼解決的方式嗎？ 



3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有，去年開始國發會有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統一跟建管單位說，要求在山坡上

的房子基本上沒辦法強制，但是一定要宣告有沒有自來水。你不能一坪便宜 1萬元

賣給用戶，但是用戶最後發現要自己接管，一拉管都是幾千萬元的。尤其現在刨鋪

路面的要求都很高，以前刨鋪就是埋管子 1米，只要刨 1米就好，現在各縣市可能

都要刨鋪全段面，那些刨鋪的錢就很多。這部分國發會有注意到這件事情，所以就

這部分去年有開過會，但是在山坡高雄比較有名的就是觀湖山莊那邊，台北、新北

最多。 

陳議員若翠： 

我們晴朗里那邊現在還可以做這樣的申請動作嗎？〔對。〕那一整排的住戶聯合

提出來申請嗎？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可以。但是他的狀況有分好幾種，議員如果知道哪個里，你給我聯絡的窗口，我

們請同仁跟他了解，看能不能輔導他們去申請。以晴朗里來講，大概用外線補助是

可以的，但是延管工程可以申請，但是排隊排不到。因為高雄市的接水率算滿高的

，所以水利署每年在分配經費的時候就會被排到比較後面一點。 

陳議員若翠： 

這個我私底下再跟你討論看要怎麼處理。 

邱議員于軒： 

你給我大寮和林園的自來水接水率。〔好。〕大寮、林園應該很低吧？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差不多，高雄市以區來講不會有特別低，大概只有美濃、田寮那邊。但是你必須

細到里的時候，有一些極端值才會出來，像晴朗里就是一個極端值，雖然它在市中

心，但是接水率很奇怪就是很低，我們就特別去找原因…。 

陳議員若翠： 

你知道在這邊大概有多少戶嗎？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那個可以統計，我再把資料給你。 

邱議員于軒： 

所以你可以細到里嗎？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我們可以跟水公司要要看，可以到里，但是里的數據就很容易出現極端值。因為

這個里的住戶、住民是不是實際住在這邊，他都是按照公式去推的，所以不會很準

，但是可以參考。 

邱議員于軒： 

你給我大寮全區跟林園全區，可是大寮我要細到里。因為大寮我常接到自來水的

陳情，而且管挖中心現在有時候不讓人家挖，所以就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這個我來跟水公司要，因為那個資料我沒有，我來跟水公司要，看他們能不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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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再給我們。我們拿到里的數據大概是四年前，第一次做用戶外線補助的時候我們

有跟他們要過。 

邱議員于軒： 

因為像大寮的拷潭里有一棟集合住宅「未來國」200多戶，到現在還是沒有自來

水。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那個就是我剛剛講的狀況，其實理論上合理的作法是建商在蓋那一棟房子的時候

應該要花一筆錢去接水過來，但是他們就跟住戶講我們這邊的水比較好，所以用簡

易自來水，就不接自來水，他其實就把接管線那筆錢省下來。 

邱議員于軒： 

好像那筆錢要一、兩百萬元，住戶就沒有辦法負擔。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對，每個延管工程的案子算下來都是一、兩千萬元，所以如果最後自己要加的話

，對於住戶其實是一個滿大的負擔。 

邱議員于軒： 

其實已經埋管在社區門口了，只是拉進去的費用，他們住戶就是不付，他們覺得

以前都不用接管，為什麼現在要接管。現在那裡的水質已經很差了。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上次在小組有跟議員報告，其實水質差是口感不好，硬度高，高雄水的硬度一定

比較高。 

邱議員于軒： 

他怎麼跟我們陳情也沒辦法，也是要自己出這筆錢，因為線都已經拉到他們社區

門口了。麻煩你給我這些數據，〔好。〕謝謝。 

陳議員若翠： 

科長，我這邊也要麻煩你，針對我剛剛講的晴朗里的部分，我會後再跟您討論資

料並了解一下。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我可以去了解一下不能裝的原因，有些不能裝的原因，涉及到的是管線會經過私

人土地，那要經過協調的，所以很多原因，我們來了解看看。 

陳議員若翠： 

我們苓雅、新興、前金還有其他的地方有這種情形嗎？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其實都差不多，只是你拿到里的資料就會有極端的值跑出來，就是很特殊狀況的

里跑山來。基本上如果你把它放大到一個區，高雄市除了田寮、旗山、美濃以外，

其實接水率都差不多 96%左右。 

陳議員若翠： 

好，謝謝。 

邱議員于軒： 

還有那瑪夏那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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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那瑪夏都用簡易自來水。 

陳議員若翠： 

但是有的是自己接的吧！〔對。〕 

邱議員于軒： 

像我這邊有一個案子，那瑪夏區的簡易自來水都年久失修。 

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魏科長建雄： 

簡易自來水其實是另外一個議題，因為簡易自來水基本上必須把它當作另外一家

自來水公司看，等於是當地的里民或居民集合起來開的一家水公司。只是山區通常

因為一些因素，在維護上的成本算滿高的，所以這個部分政府有專案補助，因此預

算都有簡易自來水的營運補助計畫案，就是在協助他們進行這一塊。 

主席（李議員雅靜）： 

針對第 2號案，執行自來水的外線補助，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該補的資

料再麻煩科長會後把資料補齊給委員。第 2號案，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因為案號 1要補資料，請各位議員先看議員提案這一份。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不好意思，請教案號 1要補的資料是…。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剛才有跟科長說明了。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收到。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我們先審議員提案。請各位議員翻開議員提案這一本，請看第 15號-57號案。請

審查。 

主席（李議員雅靜）： 

針對議員提案的部分，請各位委員稍為看看有沒有什麼意見。我也覺得第 56號案

怪怪的，一般諮詢委員應該有相關的工作經驗，或者是有一定的歷練在。然後建盟

哥的夜間市長，我覺得很好奇喔！滿有趣的。 

陳議員若翠： 

夜間經濟專區…。 

邱議員于軒： 

如果我們有問題的話，所以我們是保留發言權嗎？ 

主席（李議員雅靜）： 

就是我們覺得有趣的地方要怎麼辦？ 

康議員裕成： 

其實議會幾十年來對於議員的提案都是尊重。 

邱議員于軒： 

可是我提的案子，別的區議員都保留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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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議員裕成： 

所以這就是不好的事情。 

邱議員于軒： 

但都是民進黨保留發言權。 

康議員裕成： 

我不會這樣做。但是我覺得應該是要互相尊重，以前我們不是對黃捷議員的案子

都有意見嗎？所以我覺得不要這樣，反正就送給市府，讓市府去傷腦筋就好了。我

覺得這種文化還是要留著，就是互相尊重。 

邱議員于軒： 

我是第一屆，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康議員裕成： 

你們兩個都是新科議員，所以特別跟你們講一下。因為雅靜議員也知道，其實過

去在舊的議會時代或者是在合併後的第一屆、第二屆，其實我們都相當尊重彼此的

提案，不管他的提案有什麼意見，都是讓市府去傷腦筋。這個我個人的想法。 

主席（李議員雅靜）： 

那就是針對我們覺得有趣的保留發言權，在二、三讀會的時候提出來，因為我們

只是有問題想發問而已，因為夜間市長還滿有趣的，然後第 56號案 15-24歲…。 

康議員裕成： 

我們其實是監督市政府的，譬如高閔琳的第 56號案，就看市府將來怎麼處理這個

問題。 

主席（李議員雅靜）： 

這個可以詢問青年局。 

康議員裕成： 

下個會期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案子去問青年局怎麼做。 

主席（李議員雅靜）： 

我們可以先在一讀保留發言權嗎？譬如說你們覺得有趣的，我們可以詢問局端那

邊的意見。 

邱議員于軒： 

我可能會先把案子記下來，我這邊會尊重康議員的說法。 

康議員裕成： 

可以明年去問青年局怎麼落實，因為重點應該是在市府吧！ 

陳議員若翠： 

上次我在議會質詢的時候，有針對 15-24歲的失業率提出來…。 

主席（李議員雅靜）： 

你們有沒有哪幾個要保留，應該可以詢問一下。 

邱議員于軒： 

沒關係啦！我就尊重。 

康議員裕成： 

應該明年可以問青年局有什麼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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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議員雅靜）： 

針對議員提案的部分，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沒有意見，第 15號案-57號案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敲槌決議） 

康議員裕成： 

針對第 1號案還沒有敲，其他都過了嗎？ 

主席（李議員雅靜）： 

對。 

康議員裕成： 

我對第 1號案保留發言權，謝謝。 

主席（李議員雅靜）： 

因為經濟發展發局的資料還沒有補上來，我們先休息。（敲槌） 

繼續開會。（敲槌）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請各位議員看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彙編這一本，請看案號 1，主辦單位：高雄市

政府經濟發展局、案由：請審議有關本市「大社區觀音山市集等 33處攤販臨時集中

場」申請設置一案。請審查。 

主席（李議員雅靜）： 

先針對提案 1的部分，因為這次一共有 33案進到市管處的委員會進行審查，看起

來是 23場同意設置，另外的 10場未同意設置的部分。請處長稍為說明，未同意設

置的原因大部分都是什麼？請處長簡單說明。 

經濟發展局市場管理處林代理處長玉霞： 

主要的原因是沒有獲得所有權人 80%以上的同意。 

主席（李議員雅靜）： 

大部分都是這個原因。〔對。〕因為在未同意設置裡面，有一個從有這個辦法以

來我們都長期一直在輔導的鳳山大市集的部分，也是同意書的部分，但是他所緊臨

的是屬於公部門的單位。所以我還是一樣期待經濟發展局能不能再去協調，用什麼

樣的方式去讓他們可以合法，而且有效的去管理。坦白說，昨天我有跟局長聊到，

同一條道路上怎麼會有一邊是同意的，一邊是不同意的？然後陳情人說的爆米花、

擴音器或是鹹酥雞，都是另外一端你們同意設置的部分才有這些東西，現在未同意

的都是賣蔬菜水果的，不會有什麼味道出現。所以其實我覺得鳳山大市集這邊也是

背原罪，如果局長有時間，可以邀請你來逛一下，我們稍微逛一下，讓你知道現場

的狀況。 

我還是要拜託局端這邊，如果有機會，這 10場有送進來就表示他們有意願根據市

場管理處的辦法下去執行，跟著大家的規範去做。有機會的話，雖然我們這個法令

的申請時間已經結束了，針對這 10場，我們是不是可以在議會同意前面的 23案之

後，這 10案可以在明年的半年或是一年的時間再去做輔導，讓他們有機會可以跟著

經發局市場管理處的腳步整合得更完整。一來符合道安；二來還有市容的問題；再

來就是我們管理上會比較有公權力。這是針對這 10案的部分。如果他們的意願也不

高，就真的不用那麼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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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同意的部分本席還是有接到陳情的部分，就是有些地方，譬如說大社觀音山

的部分有接到陳情，可能裡面的住戶要回家的路其實會很辛苦，因為他會被罵，這

個可能跟攤販有關係，到時候要拜託市場管理處這邊去協調。如果攤販太過惡質，

或是不願意跟著管委會共融的話，其實我們是不是就拿出公權力把他請走或是換掉

等等之類的。這可能要拜託處長這邊，也幫我們留意這個部分。如果未來通過的話

，在秩序上有些攤商可能會越擺越大或是越擺越出來，會影響到道安的問題。這個

可能要麻煩你們同時間要去注意到。 

局長，剛剛雅靜提的後面那 10場的部分，我們有機會再去提類似協助他們怎麼樣

更制度化，然後拜託你們研議看看，未來半年或是一年的時間，我不知道你再送委

員會需多久的時間可以來協助他們？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我先簡單跟議員回應後面關於大社觀音山的問題，那一點比較容易回答。這個其

實就是我們這次設置自治條例最重要、最核心的目的，因為我們有了法源，有好的

管委會協助管理，市管處可以直接挔據過去提出來的相關計畫，才有實質上能處理

的權力。所以這一塊來說的話，未來我們的確會依據法源的關係去做執行，這沒有

問題。 

第二點，關於議員剛剛所提到的這 10攤沒有通過的攤集場，我先表達一下市府的

立場，以市府來說的話，我們當然是期待攤商、消費者和住戶一起創造三贏。所以

這次很核心的一塊就是在委員會的審查要取得土地所有權人的同意，這 10攤沒有取

得絕大多數同意權的攤販，在目前不論是在法源上或是委員會上，目前的決議是沒

有通過。我想這個也合情合理，因為實際的使用權人還是會受到相關的影響。後續

這 10攤怎麼去做，包含管理上，在管理上我們經濟發展局會盡督導跟管理的責任，

但是在整體法律的執行上，以及是否可以再做相關的申請，目前以相關的法規上來

說可能還沒有這個。但是整體上我們還是會尊重議會的決審權，因為最後是走到議

會這邊，因此如果議會有相關的建議或是後續希望我們怎麼去做，我們市府也都會

尊重議會。我相信市府跟議會的動機也都是希望攤商、消費者和居民都可以創三贏

。 

主席（李議員雅靜）： 

謝謝局長。不過我還是要說，你們未同意設置的這 10場裡面，其中有一、兩場是

從我們有這個辦法，在議會通過，送中央備查後，他們是從頭跟到尾。也就是他們

對於這個法的認同，對於市場管理處想推的，他們願意去配合執行。對於這些意願

比較強烈的，我們是不是可以優先來協助他們，看怎麼讓他們取得你們所需要的同

意或者是相關的條件，我想這個可能需要你們強力的幫忙。或許在過去這段期間當

中，你們要輔導的太多，所以沒辦法去注意到哪一些是真的有強烈意願的。未來如

果真的只剩下這 10場，我們就針對一開始就跟著我們設立籌備委員會的，優先來輔

導，譬如像鳳山大市集。我想全高雄市，他應該是第一個成立籌備委員會的。從有

高雄市臨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開始，他是全高雄市第一個。所以他們期待經濟發展

局在法的部分可行的情況下協助他們，讓他們真的有法可以依循，讓他們不管是配

合當地的配套措施也好，或是局端的要求也好，讓他們可以比較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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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跟主席報告，我想輔導的機制或是執行，對我們來說都是我們應當做的，我們也

會盡力去做。現在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我們自治條例的時間點，以及之前所設的時程

，所以我們在輔導上當然還是會去做。但是我們還是要看議會這邊的建議或是決議

，是否有一個彈性讓他們有一個輔導期，或是管制期之類的狀態，讓我們可以把這

一塊做得更落實。不然即便我們輔導完之後，還是沒有相關的規定可以讓他們做合

法的申請。以上。 

主席（李議員雅靜）： 

如果未來有機會的話，再拜託你們幫我們加強去協助。 

若翠議員有沒有問題？ 

陳議員若翠： 

沒有。 

主席（李議員雅靜）： 

因為剛剛俊憲議員有保留發言權、康議員也有保留發言權、于軒議員提請送大會

公決。 

陳議員若翠： 

我也一樣送大會公決。 

主席（李議員雅靜）： 

若翠議員也送大會公決。于軒議員剛剛有提到，因為現在審的都是其他區的，送

大會公決也是尊重其他區的議員，裡面有同意或未同意的其他議員的意見。我們這

個案子是不是就送大會公決？沒有意見，送大會公決。（敲槌決議） 

本會財經委員會蘇簡任秘書美英： 

經濟發展局審查完畢。全部議案審查完畢。 

主席（李議員雅靜）： 

散會。（敲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