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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社政委員會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4 日下午 4 時 17 分） 

第 1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陳議員幸富）： 

    我們的人數過半數就開始開會。在座各位議員先進、各位局處首長及各位同仁，大家

平安，大家好。開始開會。（敲槌） 

現在進行社政部門分組審查，今天的審查事項有 4個：1、109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

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2、市政府提案有 4案。(客委會 1案、原民會 1案、社會局 2案)。

3、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有 9案。4、議員提案有 14案。我們先審議「109年度高雄市

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現在請各位議員翻開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第 15頁，1、補助那瑪夏區公所辦理「那

瑪夏文化多媒體教室整修計畫」工程所需經費 360萬 502元。2、辦理 108年度高雄原

鄉愛玉產業聚落創新推動計畫案所需不足經費 22萬 1,300元。3、辦理茂林區溫泉產業

示範區新建工程不足經費 741萬 3,078元。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接下來審社會局第二預備金，請各位議員翻開第 18頁跟第 19頁，第 18頁 1、為辦理

各項福利服務及社區發展工作，補助本市立案社區發展協會所轄社區活動中心購置設備

所需經費 19萬元。2、補助本市身心障礙福利團體購置身心障礙日間照顧、日間作業及

社區居住等服務設施設備所需經費 42萬元。3、補助本市公共托嬰中心、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及定點計時托育據點購置空氣清淨機所需經費 117萬元。4、辦理新住民會館購置

設施設備所需經費 8萬元。5、為加強本市婦女、單親及特殊境遇家庭福利工作，補助

社福團體社區服務據點購置物品及設備所需經費 17萬 7,500元。接下來是無障礙之家，

1、為提升身心障礙者生活品質，補助社福團體購置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生涯轉銜個

案管理服務物品及設備所需經費 22萬 1,580元。接下來是長青綜合服務中心，1、為充

實社區關懷據點設施設備，補助本市立案社團、財團法人及非營利組織辦理購置「建立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巷弄長照站(C據點)整合計畫」設備所需經費440萬3,300元。

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接下來審勞工局，請翻開第 21頁，1、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推動暖心計畫

防疫臨時工作津貼所需經費 816萬 1,213元。2、辦理勞工教育生活中心澄清會館 ROT

案提前終止契約後續管理維護不足經費 49萬 4,940元。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 

陳議員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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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請問你可不可以說明暖心計畫大概是哪些？ 

勞工局黃局長登春： 

    這個是因為疫情關係要紓困，勞動部有規定資格限制，所以有一部分自營作業者或零

售商這些沒有投保的勞工就沒有辦法補助，我們為了彌補這個區塊就提一個暖心計畫，

我們把勞動部排掉的部分補起來，最主要是在做疫情的紓困。 

陳議員麗珍： 

    它還是有一些資格的限制嗎？ 

勞工局黃局長登春： 

    我們這邊就沒有限制了。 

陳議員麗珍： 

    只要他是符合資格嗎？ 

勞工局黃局長登春： 

    他只要是高雄市從事作業的市民。 

勞工局就業安全科楊科長佩樺： 

    市民就可以了。 

陳議員麗珍： 

    好。 

主席（陳議員幸富）： 

    其他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 

    接下來審議市政府提案跟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現在請各位議員翻開市政府提案，編號：第 3號案、類別：社政、主辦單位：高雄市

政府社會局、案由：請審議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110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理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理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方案（守護家庭小衛星）」，補助經費

增加 51萬元，市府自籌 33萬 9,667元，合計 84萬 9,667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

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理。(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編號：第 4號案、類別：社政、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案由：請審議衛生福

利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零至 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

畫」第 3期（110-111 年）核定補助總經費 2億 3,519萬 3,917元；其中 110年補助經

費 2,354萬 1,645元，市府自籌 5,524萬 5,825元，合計 7,878萬 7,470元，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 

鄭議員光峰： 

    有。那個地點就是有執行到的，在核定計畫裡面的地點在哪裡？有已經明確了嗎？ 

社會局謝局長琍琍： 

    有，都明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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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議員光峰： 

    好。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福利科何科長秋菊： 

    社會局兒少科這邊作說明，申請案裡面，一共有 7處要新設的公托中心，包括小港區

小港國小、楠梓區右昌森林公園、鼓山區中山國小舊校區、橋頭區甲圍國小、鳳山區

93期重劃區的自強多功能中心，另外是苓雅區青樹社會住宅、前鎮區前鎮愛群育兒資

源中心 2樓，以上。 

鄭議員光峰： 

    小港區是小港國小、前鎮區是愛群國小的資源中心嗎？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福利科何科長秋菊： 

    對。 

鄭議員光峰： 

    好。 

康議員裕成： 

    苓雅區是哪裡？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福利科何科長秋菊： 

    苓雅區是青樹社會住宅。 

康議員裕成： 

    蓋好了嗎？ 

鄭議員光峰： 

    之後會興建嗎？ 

社會局謝局長琍琍： 

    我們現在正在爭取預算。 

康議員裕成： 

    好。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福利科何科長秋菊： 

    明年就會蓋。 

高議員閔琳： 

    橋頭呢？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福利科何科長秋菊： 

    橋頭在甲圍國小。 

陳議員麗珍： 

    右昌森林公園裡面是現成的建築物，還是要再重新蓋？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福利科何科長秋菊： 

    跟議員報告，目前有一個解說中心，因為它的使用比較低度，所以有經過區域裡面的

議員跟里長來爭取，就是這個部分可以來做托嬰中心的設置。 

陳議員麗珍： 

    解說中心那邊是不是？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福利科何科長秋菊：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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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議員幸富）： 

    其他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 

本會議事組涂主任靜容： 

    主席，有議員建議要做完隔板之後再開會。 

主席（陳議員幸富）： 

    我們委員會自己開一開就好了。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這是做委員會的。 

主席（陳議員幸富）： 

    對。其他議員嗎？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對。 

主席（陳議員幸富）： 

    我們就徵求在座委員會議員的意見，各位委員，別的委員會是說，沒有做隔板之前他

們就沒有審。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先暫停一下。 

康議員裕成： 

    沒有怎樣？ 

主席（陳議員幸富）： 

    就是沒有隔板之前就暫時不審，我是尊重在場議員的意見，我們審到一半了，是不是

繼續審？ 

康議員裕成： 

    繼續審。 

鄭議員光峰： 

    繼續審。 

主席（陳議員幸富）： 

    好，繼續審，我們尊重在場議員的意見，請繼續。 

高議員閔琳： 

    趕快審一審。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請各位議員翻開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編號：第 1號案、類別：社政、主辦單位：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案由：請審議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110年度高雄市脆弱家

庭增能服務方案」經費尚有 199萬元，市府自籌 111萬 5,954元，合計 310萬 5,954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在場的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理。（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以上社會局審查完畢，接著是勞工局。 

主席（陳議員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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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等一下，我再提醒一下，剛才你們為了做資料記錄的人員擦鼻子，我們是要戴

上口罩的，所以要注意。 

社會局謝局長琍琍： 

    好。 

主席（陳議員幸富）： 

    接下來審議勞工局。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請翻開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編號：第 2號案、類別：社政、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勞工局、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市府 110年度「前瞻基礎建設－博物館及地方文化館

升級計畫：天下唯工-勞工博物館營運提升計畫」，補助經費 100萬元，市府自籌 42萬

9,000元，合計 142萬 9,000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在場的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理。（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編號：第 3號案、類別：社政、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案由：請審議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核定市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高雄臨港線鐵路產業聚落下的勞動身

影』高雄市勞動群像」活動，110年補助經費 18萬 6,480元，市府自籌 74萬 5,920元，

合計 93萬 2,400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理。（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以上勞工局審議完畢。 

    接著是客家事務委員會，請各位議員翻開市政府提案，編號：第 1號案、類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

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 109年度決算書。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請翻開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編號：第 4號案、類別：社政、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案由：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辦理「六六大順～六堆 300年原客音樂

專輯製作暨音樂會」經費 252萬元，市府自籌 48萬元，合計 300萬元，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理。（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編號：第 5號案、類別：社政、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案由：請審

議客家委員會補助辦理「笠山文學印象：向鍾理和、鍾鐵民父子致敬～當藝術與文學相

遇」活動，經費 546萬元，市府自籌 104萬元，合計 650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

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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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理。（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以上客家事務委員會審議完畢。 

    接著是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請各位議員翻開市府提案，編號：第 2號案、類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案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理「110

年度原住民族部落特色道路改善計畫」桃源區桃源里龍橋改善工程(第二期)等 3件工程，

經費 2,462萬 8,786元，市府自籌 563萬 9,875元，合計 3,026萬 8,661元，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理。（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編號：第 6號案，類別：社政、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原住民

事務委員會、案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理「110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執行計畫」案，核定經費尚有市府自籌款 14萬 2,389元未及編入預算，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理。（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編號：第 7號案、類別：社政、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案由：請

審議內政部補助辦理 110年度「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及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有關地方政

府辦公廳舍、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茂林區公所辦公廳

舍及代表會拆除重建補助計畫(合併規劃公共托育)，經費 6,480萬元，市府自籌 720萬

元，合計 7,200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理。（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編號：第 8號案、類別：社政、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案由：請

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理 110年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原民部落營造

－服務據點周邊及部落內公共設施改善(第三期)」，茂林區多納部落文化健康站周邊設

施及安息日教會邊坡改善等 3件工程，經費 1,157萬 1,000元，市府自籌 204萬 2,000

元，合計 1,361萬 3,000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理。（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編號：第 9號案、類別：社政、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案由：請

審議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理「高雄市左營區屏山里運動公園風雨球場新建工程」經費

665萬元，市府自籌 285萬元，合計 950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高議員閔琳： 

    我有疑問。 

主席（陳議員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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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發言。 

高議員閔琳： 

    這個跟原民會有關係嗎？不然為什麼是原民會來執行，對不對？請說明。 

康議員裕成： 

    對。請說明。 

陳議員麗珍： 

    對，請說明。 

高議員閔琳： 

 很奇怪啦！怎麼不是運動發展局或者是左營區公所之類的？ 

陳議員麗珍： 

    我同一問題詢問。 

主席（陳議員幸富）： 

    請說明。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我先簡單說明，跟議員報告，未來它的目標是希望可做成原住民的聚會所，所以除了

體育署這邊的經費有協助之外，我們同步也有跟中央原民會爭取來協助做族群意象的部

分，但因為體育署他們先補助經費下來了，就會先做一些運動設施的部分。 

高議員閔琳： 

    了解。 

陳議員麗珍： 

    那塊地現在的所有權是在什麼單位？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在市府的運動發展局。 

陳議員麗珍： 

    市府的，它是什麼地目？ 

鄭議員光峰： 

    公務用地嗎？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不是，是運動設施用地。 

陳議員麗珍： 

    運動？是後來變的嗎？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之前就是運動設施用地，我們沒有辦地目變更。 

陳議員麗珍： 

    本來就是一個球場運動用地。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是。我是市政府原民會公共建設組組長黃嵩傑。 

康議員裕成： 

    可是從頭到尾都看不出來是要給誰用啊？ 

高議員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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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看不出來是給原住民朋友的。 

鄭議員光峰： 

    做好之後給誰用？ 

主席（陳議員幸富）： 

    組長，你再詳細說明給在場的議員知道一下。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好。 

陳議員麗珍： 

    那個土地再說明一下，怎麼會在運動發展局單位名下？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原本土地現況就是在做籃球場使用，目前的現況是它在左營屏山國小對面有一個籃球

場。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籃球場就在對面。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現況是籃球場，土地是運發局的土地，目前也是運發局委託給里長管理，明確應該是

運發局委託給區公所，區公所再委託里長管理。因為北區這邊有很多原住民都跟我們反

映，那邊沒有一個集會場所，所以我們就去爭取風雨球場，本來是跟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那邊爭取，原住民族委員會說那邊沒有原住民，所以才請我們透過運動發展局跟體

育署爭取風雨球場的經費。 

陳議員麗珍： 

    請問運動發展局是最近才設立，那塊地已經使用十幾年了，之前那塊地的所有權呢？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教育局的體育處。 

陳議員麗珍： 

    是教育局的。 

康議員裕成： 

    體健科的？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對，體健科。 

康議員裕成： 

    可是它是風雨球場，怎麼做原住民的聚會所？ 

鄭議員光峰： 

    對啊！所以要怎麼聚會？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跟議員報告，是一個原民的聚會所，他們是希望有一個能夠辦一些小型祭典或小型慶

典的地方；在左營區那邊的原民真的數量也不少，他們在那個地方一直都沒有一個據點，

目前在部落裡，也是有滿多風雨球場會變成是原民聚會所。 

高議員閔琳： 

    我知道風雨球場有一棟一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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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對。 

鄭議員光峰： 

    所以它現在管理單位是哪裡？如果做完之後，管理單位是哪裡？ 

高議員閔琳： 

    是你們？還是一般單位？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目前是運發局委託里長，未來里長他們不想管，運發局也不想管，所以才叫我們管。 

康議員裕成： 

    如果原民沒有聚會的話，一般民眾是不是也可以到風雨球場去，既然是一個球場的話，

有沒有開放給一般民眾去使用？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有。 

康議員裕成： 

    有。所以管理的人怎麼處理？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跟議員報告，因為它就是一般的公共設施，所以一般民眾要使用都是沒有問題的，我

們應該是要有訂定管理規範。 

康議員裕成： 

    管理規範還沒有出來？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對，還沒有，因為現在還在規劃中。 

康議員裕成： 

    高雄市類似這樣的有幾個，這是第一個嗎？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目前如果是在都會區的話，故事館那邊的空間不夠大，這個算是第一個有運動功能性，

又有聚會功能的場地，在高雄市北區算是第一個。 

康議員裕成： 

    所以聚會就在風雨球場裡面聚會，就像我們去山上住，差不多類似統統都是在一個有

屋頂空曠的地方，這些場地是有屋頂的。 

高議員閔琳： 

    對。這些部落都是這樣嗎？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對，就是類似像一個球場、活動中心的廣場。 

鄭議員光峰： 

    舉行慶典。 

康議員裕成： 

    上次其邁市長去茂林也是。 

陳議員麗珍： 

    主委，請問你們的經費只有 950萬，你們會怎麼做？有一個屋頂這樣而已嗎？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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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只有 950萬。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950萬的部分，大概就是跟一般學校的風雨球場差不多。 

陳議員麗珍： 

    就是有一個屋頂。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對。另外，我們會再跟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大概 530萬，還沒下來，目前還在

申請，就是做一些原住民意象的部分。 

陳議員麗珍： 

    好。 

高議員閔琳： 

    請問到時候是會整體一起規劃，還是分別規劃？現在看起來是分別規劃。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我們原本是整體規劃，找建築師規劃 2,000萬的量體，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那邊

他們不補助，所以才去體育署，體育署要求拆成風雨球場獨立出來，所以我們就拆成 2

標來設計，但是是同一個建築師一起設計。 

高議員閔琳： 

    好。因為我是擔心到時候設計一個根本不是整體有原住民的意象，卻變成只放個東西

在那裡，這樣就失去意義了，謝謝你。 

主席（陳議員幸富）： 

    其他議員還有沒有什麼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理。（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以上原民會提案審議完畢。 

主席（陳議員幸富）： 

    接下來我們要審議議員提案。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議員提案一共有 14號案，請審議。 

主席（陳議員幸富）： 

    議員提案部分，在場的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全部 14案送請市政府研究辦理。

（敲槌） 

    今天的會議已經全部審查完畢，大家辛苦了，散會。（敲槌） 

散會:下午 4 時 4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