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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大會教育委員會 

（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17日下午 3時） 

 第 1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童議員燕珍）： 

    我們現在開會。（敲槌） 

    向各位議員報告，我們現在的議程是教育部門的分組審查，審查議程順序如下： 

一、審議市政府提案，含 109年度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共 16案；二、審議議

長交議市政府提案，共 5案；三、審議議員提案，共 27案。 

首先說明一下，最近因為疫情非常嚴重，我們議會也是從明天開始就停止開會到

31日，所以今天應該是小組最後一天審議，等到之後開始開會才會繼續審議，所以

我們今天以最快的速度，如果沒有特別的問題，請各位委員幫忙讓官員可以早點回

去處理他們的業務，謝謝。首先審議市政府提案，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請各位議員翻開市政府提案一覽表，請看案號 1、類別：財經、主辦單位：高雄市

政府主計處、案由：請審查 109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案。請審

議。 

主席（童議員燕珍）： 

    109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共計文化局 3筆、運動發展局 3

筆，在機關別表的第 22頁和第 24頁，各位看看有沒有什麼意見。沒有意見就照案

通過。（敲槌決議） 

    接下來審議市政府提案跟議長交議市政府案，請宣讀，我們 3案一起宣讀，請江

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首先審議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的市政府提案。請各位議員翻開市政府提案一覽

表，請看案號 1、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案由：教育部體

育署核定補助辦理「高雄市燕巢區壘球場設施改善計畫」，110年度中央補助款 210

萬元，市府配合款 90萬元，總計 300萬元，擬先行墊支執行案。請審議。 

    接下來請看案號 2、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案由：教育

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高雄市路竹體育園區運動場地設施更新改善計畫」，110年

度中央補助款 875萬元，市府配合款 579萬元，總計 1,454萬元，擬先行墊支執行

案。請審議。 

    請看案號 3、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案由：教育部體育

署核定補助辦理「高雄市中正運動場田徑跑道更新計畫」110年度中央補助款 2,086

萬元，市府配合款 894萬元，總計 2,980萬元，擬先行墊支執行案。請審議。以上

為運動發展局市政府提案。 

主席（童議員燕珍）： 

    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接下來請看運動發展局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請看案號 1、類別：教育、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案由：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高雄市楠梓區全民運

動館興建計畫」110年度中央補助款 2億元，市府配合款 3億 1,500萬元，總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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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1,500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接下來請看案號 2、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案由：教育

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高雄市國際游泳池設施改善計畫」110年度中央補助款 5,250

萬元，市府配合款 2,250萬元，總計 7,500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主席（童議員燕珍）： 

    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運動發展局審議完畢。 

主席（童議員燕珍）： 

    接下來審議議員提案的教育類。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文化局還沒有審。 

主席（童議員燕珍）： 

    好，請文化局先進來，也請專門委員一次宣讀完畢。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接下來審議文化局市政府提案，請看案號 4、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案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110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

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C類傳統表演藝術及傳統工藝類」共 4案，經費合計新台幣

75萬元(中央補助款 50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5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請看案號 5、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110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D類古

物類」共 3案，經費合計新台幣 300萬 2,500元(中央補助款 170萬 3,875元、市政

府配合款 129萬 8,625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請看案號 6、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高雄市原住民族地區(那瑪夏、桃源、茂林)考古遺址普

查計畫｣，經費合計新台幣 300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240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60萬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請看案號 7、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文化部核定補助

市政府文化局 110年「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高雄文

創聚落品牌扶植計畫 I」乙案，中央補助款 100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43萬元，共計

新台幣 143萬元整，因 110年度公務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辦理墊付執行案。 

    請看案號 8、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文化部核定補助

市政府文化局「110-111年度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向日常致敬：駁二藝術

特區」乙案，中央補助款 1,145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490萬 8,000元，共計新台幣

1,635萬 8,000元整，因 110年度公務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辦理墊付執行案。 

    請看案號 9、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教育部補助市府

文化局辦理「110年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經費合計新臺幣 776萬 2,319

元整（中央補助款 535萬 6,000元、市政府配合款 240萬 6,319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請看案號 10、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教育部補助市



3 
 

府文化局辦理「110年公共圖書館閱讀設備升級實施計畫」經費合計新臺幣 229萬

4,203元整（中央補助款 158萬 3,000元、市政府配合款 71萬 1,203元），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請看案號 11、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為執行文化部

110年補助市府文化局辦理「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臺灣文化節慶升級」

共 2案，經費共計新台幣 665萬元(中央補助 465萬元、市府配合款 200萬元)，擬

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案。 

    請看案號 12、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為執行文化部

110年補助市府文化局辦理「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藝文場館營運升級」

案，經費共計新台幣 529萬元(中央補助 370萬元、市府配合款 159萬元)，擬請同

意辦理先行墊付案。 

    請看案號 13、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為執行文化部

110年補助市府文化局辦理「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藝文教育扎根」共

3案，經費共計新台幣 644萬元(中央補助 450萬元、市府配合款 194萬元)，擬請

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案。 

    請看案號 14、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為執行文化部

110年補助市府文化局辦理「推動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畫」共 2案，經費共計新台幣

1,358萬元(中央補助 950萬元、市府配合款 408萬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案。 

    請看案號 15、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文化部核定補

助市政府文化局 110年度「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共 10案，經費合計新台

幣 3,657萬 8,000元(中央補助款 2,560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1,097萬 8,000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以上為文化局市政府提案，請審議。 

主席（童議員燕珍）： 

    各位有沒有意見？雅芬議員請發言。 

李議員雅芬： 

    謝謝主席。向文化局請教一下，右昌圖書館上面的大禮堂也是你們負責的嗎？我

們上次有去看過，但是上次好像沒有去看頂樓的大禮堂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林代理館長奕成： 

    有，上次我們有跟老師一起上去看。 

李議員雅芬： 

    有到最頂樓去看，你還記得那邊的環境狀況嗎？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林代理館長奕成： 

    是，上次有跟議員報告漏水的問題。 

李議員雅芬： 

    現在有進度嗎？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林代理館長奕成： 

    上次有跟議員提到，我們在看有沒有地方上…。 

李議員雅芬： 

    我們上次講的是我們會找地方來捐助，但是沒有講到修大禮堂那個部分，所以你

們也沒有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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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林代理館長奕成： 

    報告議員，大禮堂的部分是屬於建築物，這個部分跟我們今天…。 

李議員雅芬： 

    因為今天有談到圖書館的部分，所以我就想起來，你是不是回去是不是可以稍微

了解一下？ 

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林代理館長奕成： 

    好，我們內部會去檢討。  

主席（童議員燕珍）： 

    雅慧議員請發言。 

李議員雅慧： 

    我看到文化局這邊很會申請經費，這一點我是給予肯定，就是你們很積極，我覺

得是滿好的。因為現在疫情當中，你們目前這些案子有沒有哪一些是會受到疫情實

質上的影響而沒有辦法執行的？有沒有哪幾案是這種狀況的？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基本上如果是跟活動有關係的，可能都必須要視疫情的狀況來決定是不是要依照

原訂時間辦理或是延後。但是如果是比較例行性的維護管理工作，像資本門的修繕

等等，就會按照進度來進行。 

李議員雅慧： 

    這些活動的部分如果視疫情辦理，那些經費怎麼處理？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我們原則上會跟中央溝通，譬如說像表演活動，如果我們是跟藝文團體合作的話，

我們不希望經費繳回去中央，我們希望用其他的方式，譬如說線上或是其他的方式，

還是讓表演團體有表演的機會，這樣他們才能夠有收入。 

李議員雅慧： 

    我的重點就是要問這個，謝謝。 

主席（童議員燕珍）： 

    范校長請發言。 

范議員織欽： 

    抱歉，我在此請教一下，上一次質詢的時候我有問到有關於「萬山岩雕」部落的

研究計畫，我們目前的進度是如何？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萬山岩雕的部分，我們提了一個 2千多萬的文化振興的計畫給文資局，文資局有

核定 500萬左右，這 500萬元我們最重要的是會做到部落共管的部分，還有…。 

范議員織欽： 

    你把書面資料補給我。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好，再補給議員。 

主席（童議員燕珍）： 

    我發現你們這次墊付款的錢，大部分都是要升級、扶植計畫，駁二也是要升級，

還有閱讀的推廣計畫、藝文的人才培育計畫、藝文專業場館的升級、圖書館閱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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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升級等等，幾乎都是升級。這些升級的計畫到什麼時候可以看到成果？升級到

什麼程度？裡面有計畫嗎？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跟主席報告，這個案子因為它是一個競爭型的計畫，中央的案子譬如說是「公共

圖書館閱讀設備升級實施計畫」，這是中央的計畫，我們是依照這樣的計畫精神所

提的案子。其實像圖書館的案子就是各個分館，因為我們的分館很多，每個分館都

需要經費去做不斷的修繕，我們透過這樣子提中央的計畫逐步去爭取，然後按照優

先順利來做各個分館的修繕跟設備的補充或是汰換。 

主席（童議員燕珍）： 

圖書館的升級就是要把設備做得更好，你這些都是要做修繕的動作嗎？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有一些是修繕，有一些是設備。譬如像座椅、圖書桌、會議桌等等。 

主席（童議員燕珍）： 

你們有沒有預計什麼時候完成呢？這麼多的升級計畫，你們有沒有預計什麼時候

完成？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因為每一個計畫都是年度計畫。 

主席（童議員燕珍）： 

所以你們在年度之內都要完成。〔是。〕所以這些計畫，將來我們在年底的時候

應該可以看得到你們做出來的成果吧？應該可以檢視吧？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可以。 

主席（童議員燕珍）： 

老實說，升級是一個很抽象的名詞，具體能升級到什麼程度，我覺得要讓議員能

夠知道。〔好。〕不然這麼多的升級計畫。你的人才培育要怎麼做？文化政策的藝

文人口培育計畫要怎麼做？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是藝文札根嗎？ 

主席（童議員燕珍）： 

第 14案的「推動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畫」和第 13案的「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

口培育計畫」是要怎麼培育？作法是怎麼樣？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第 13案的藝文教育札根的部分，這個案子我們提出來的有三個館，一個是高美館，

主要是做藝術體驗的推廣計畫，譬如說他挑選五條路線，跟在地的學校來進行課程

的開發，而且落實在校園。史博館的提案是針對皮影戲表演藝術的教育札根，因為

我們有個皮影戲館，皮影戲館的部分希望能透過博物館，結合皮影戲館跟學校合作

的模式，三方合作，讓更多的人能夠接觸到皮影戲，這是史博館提的計畫。另外是

在電影館的部分，電影館其實是有推學校的課程，希望能夠進入偏鄉來做推廣，這

個部分是由電影館來執行。這是第 13案藝文札根的部分。 

第 14案，剛剛有提到藝文專業場館升級的部分，這個部分包含了幾個館舍，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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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主要執行的是有些設備，譬如像空調冷卻水塔的更新，或是兒美館的空調也要處

理，還有親子廁所等等。另外，還有文化中心管理處要執行的是包含岡山文化中心

的外牆修繕，還有文化中心的營運廳，包含至德堂、至善廳的通用設計的改善等等。

高美館有執行的部分是典藏計畫，就是中央有補助高美館針對於典藏部分來進行加

強，不管是典藏空間的改善，或是典藏原作的部分，這個部分是高美館執行的內容。 

主席（童議員燕珍）： 

說實在的，我對你們這些說詞都覺得好籠統。升級計畫在駁二藝術特區你們要怎

麼樣去升級呢？駁二藝術特區的升級要怎麼樣升級呢？有沒有什麼計畫？你駁二特

區的一些場館，還有一些過去都在強調以前駁二特區剛開始的時候還是文創比較多，

現在好像商業的氣味比較濃，你們有沒有做什麼樣的改變，或是做一些文創的推廣，

讓年輕人願意喜歡到這種地方。因為現在已經有很多人認為那邊的商業氣息太濃。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其實在駁二的部分，我們有掌握到在商業服務跟文創的部分，其實我們都有在兩

者之間做均衡。雖然有一些商業的行為，譬如說餐廳的進駐，但是我們對於商業餐

廳的氛圍或是他們賣的東西等等，我們都必須要做把關。另外，我們自辦的活動，

不管是在裝置藝術上面或是環境改善的營造上面，其實我們都會強調在藝術氛圍的

營造上面要特別注意。所以來的人雖然越來越多，當然有很多商業服務的需求，但

是我們會在這兩者當中一直尋找均衡，我相信駁二這幾年來在這部分上面的把關是

還可以的。 

主席（童議員燕珍）： 

因為未來輕軌會直通那邊，所以那邊將來年輕人去的機會非常多。現在棧貮庫裡

面的商家，從很精緻的感覺，現在慢慢變成非常擁擠，我看那裡的路都快走不通了，

棧貮庫是由港務公司管，還是由你們管的？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港務公司。 

主席（童議員燕珍）： 

你們有沒有辦法跟他做出建議？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可以，我們可以跟港務公司建議，我們有一個平台，也經常開會。 

主席（童議員燕珍）： 

這個平台你們應該要做些討論，不要讓那裡流於只是一個賣東西的地方，我覺得

這樣很可惜，像以前剛開始的時候有一個「花甜果室」也都沒有了，一些很好的文

創的東西都沒有了，是不是要做重新的檢討。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這部分我們跟港務公司來做相關的討論。 

主席（童議員燕珍）： 

跟港務公司做一個商量，因為這個地方將來觀光客會很多，當輕軌又通了之後，

會有很多的觀光客，而且是我們高雄很重要的觀光地區，文創的基地，年輕人很喜

歡去的地方。我覺得你們既然要升級，是不是就連同那邊一併檢討，好不好？〔好。〕

讓人家感受到真正的升級，不然升級也只是口號而已。不是只有商家在那邊，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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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些賣東西的在那邊就叫升級，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在這部分你們要做一個檢討。

我們日後還是會去參觀，還是會去看，我會請教育小組的人安排去那邊做考察，這

也是我們考察的一個部分。我想各位委員也可以接受，駁二那邊我們也可以去看一

下，確定他們的成果如何，我們也可以去看一下有什麼需要改進或加強的地方。因

為現在有錢了，有錢了就可以做得更好，這個是重點，我們要看得到進步。 

雅慧議員請發言。 

李議員雅慧： 

    秋媖議員先。 

主席（童議員燕珍）： 

    好，秋媖議員請發言。 

黃議員秋媖： 

    謝謝主席。我想要就教文化局，因為我剛剛看到你也爭取很多經費，也推動很多

商業文化的發展，我想了解一下你的比例。因為我從頭看到尾，在北高雄來說的話，

比較重要的大概就是皮影戲，除了皮影戲以外，我不知道你剛剛提到那麼多的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聚落品牌扶植計畫和文化場館升級計畫，除了皮影戲館跟岡山文化

中心，還有其他的比重在北高雄嗎？我不希望像過去人家都認為藝術的氣息都在高

雄市區，北高雄你們著重在哪裡？南高雄這幾年來，駁二、美術館和文化中心，你

的裝置藝術和一些商業的發展都一直放在那邊，但北高雄你未來規劃了什麼，我看

不出來，有未來要做的計畫嗎？請說明一下，謝謝。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跟議員報告，北高雄的部分，第 15個案子是地方文化館的案子，而地方文化館的

案子裡頭有 10案，這 10案裡頭其實是有一個協作平台的，所以譬如說岡山文化中

心也是，另外像剛剛議員提到的皮影戲館，在北高雄的部分還有岡山的醒村，因為

已經做完了，裡面有一棟是一個展示場，所以它也是其中一個。另外還有我們跟高

雄文學館在岡山的部分我們也有做一些處理，這些就是旗美仙境、小林平埔文物館、

舊鼓山國小、旗山車站這些部分都是。 

黃議員秋媖： 

    鼓山國小？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舊鼓山國小在旗山。等於還是有一些可能不是大館舍，但是陸陸續續在文物館的

部分我們會建置。 

黃議員秋媖： 

    我也希望主席有空可以到我們的選區來看我們的文化中心長得怎樣，我覺得跟高

雄市的品質差滿多的。 

主席（童議員燕珍）： 

    岡山的文化中心。 

黃議員秋媖： 

    我們那邊就是硬邦邦的一個館，外面的磁磚看起來也有一點歷史，活動也很少，

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要再加強規劃一下，因為既然有經費可以申請，北高雄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拜託稍微關心一下。像之前彌陀圖書館前面，就有地方人士自己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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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做藝文表演，是不是可以給予更多的支持。我那天在教育部門質詢的時候，

我很感謝你們有幫忙支持，有少許的經費給予他們大大的鼓勵。但他們自己在那邊

自行表演時，好像館內和地方有一些聲音的話，我們文化局這邊也要幫忙溝通一下。

因為我覺得像彌陀一個那麼偏僻的地方，居然有那麼多愛好音樂的人，願意犧牲每

個月一個星期天的晚上在那裡公開表演，應該給予更多的支持以外，是不是也可以

幫忙宣傳，或是文化局的力量要支持下去。因為他也說不要在那裡表演了，因為好

像不是那麼受到地方的歡迎或是館內的歡迎，我是不知道到底有誰不歡迎他。但是

文化局這邊，雖然我們的圖書館是委外的，但是不是也應該要支持一下，除了少數

幾萬元的經費去支持他們這麼大的表演。他們真的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大

概都有 10組左右的表演團體，他們都一直不斷的在邀約，希望帶動學校和業餘的人

士，讓彌陀的整個星空能夠多少感染一些音樂的文化。在這個鼓勵之下，我希望能

在這個會期可以看到文化局對地方能夠有不一樣的改變，能夠讓我回去跟鄉親報告，

今天在教育委員會裡面有為北高雄的民眾爭取，過去可能在文化沒有那麼多推廣的

情形之下，但是地方上還是有很多喜歡這些藝術的人，拜託文化局是不是可以讓我

看到有別於過去更多的改變。謝謝。 

主席（童議員燕珍）： 

    雅芬議員請發言。 

李議員雅芬： 

    我剛剛掃了一下 QRCode，例如第 10案來講，你如果要節省紙張的話，你既然做了

這個 QRCode，你所有的計畫是不是能夠就放在這裡面？因為你等於可以把按鈕裡面

的計畫格式放到這裡面來，但我再點進去看，根本看不到你們針對補助來的錢是怎

麼去花的明細，在這裡面看不到。所以我覺得文化局一直讓人家詬病的地方，就是

你們都把大綱寫好，但是底下的東西都看不見，所以你在詳細的明細部分，是不是

應該在我們掃完這個碼之後就可以看到明細的東西，這部分可不可以這樣做？因為

我也去看了一下後面的公文，也都只有這樣子而已。 

文化局蘇專員玲： 

    報告議員，我們的計畫都有傳送到議會的…。 

李議員雅芬： 

    我就是掃你這個碼看的。 

文化局蘇專員玲： 

    因為這個碼是議會的系統做的。 

李議員雅芬： 

    你總不能叫我們去做吧？ 

文化局蘇專員玲： 

    我們有上網到議會的議事系統。 

李議員雅芬： 

    那你要去溝通好，因為我就就是照你這個碼掃進去的。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沒關係，這個部分我們再來跟議會這邊溝通。 

李議員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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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細的部分應該是要掃進去就可以看，我們自己可以點選去看的，我剛剛就實際

操作了，點進去的東西就是跟你上面的東西是一樣的，並沒有詳細的明細資料。 

主席（童議員燕珍）： 

    那何必要掃呢？ 

李議員雅芬： 

    何必要掃呢？我看紙本就好了。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計畫書的內容我們其實有上傳了，至於 QRCode可以看到什麼，我們再來跟議會商

量。 

李議員雅芬： 

    就是要點進去可以直接看到所有的明細，這樣也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主席（童議員燕珍）： 

    既然你設有 QRCode就應該讓我們掃進去可以看得更仔細，如果跟上面的說明一樣

的話，等於有 QRCode跟沒有 QRCode都是一樣的。不要認為議員不會去看，議員都

會去看的。 

    雅慧議員請發言。 

李議員雅慧： 

    剛才召集人有提到現在駁二特區的商業活動多過於文創的感覺，其實我知道你們

文化局每年在駁二也會投注一些活動，由我們文化局主辦的活動，譬如說漾藝術節

等等的。我們去年教育部門也曾經到歷史博物館去考察，我們覺得歷史博物館單純

就是 38區特色的文化展，都會邀請當區的孩子來到歷史博物館參觀，我覺得這點很

好，你們對於藝術教育向下札根，這就是一步一腳印，像在國外也是一樣。未來有

沒有可能如果是由文化局主辦的，就是給予偏鄉的學校到高雄參觀你們所舉辦的這

些活動，不僅可以增加參觀人次，因為我每次看到你們活動的人次都不算太理想，

如果相較於北部或中部而言，同樣 level的藝術展而言，人次上來講都有點偏低。

再來就是藝術文化在教育上札根，這樣走會比較穩健，譬如說交通的相關經費希望

能夠給予補助，讓像范校長他們選區的孩童有機會參觀，這些希望能夠有實質上的

規劃。謝謝。 

主席（童議員燕珍）： 

    請黃議員發言。 

黃議員秋媖： 

    謝謝主席。我想了解一下第 11案，執行文化部 110年辦理的「地方文化特色及藝

文人口培育計畫─臺灣文化節慶升級」共 2案。這兩案是在推廣什麼臺灣文化節慶？

因為我剛剛掃進去真的也看不到是哪兩案，總共配合款是 200萬，我不知道這兩案

是不是很多議員在關心的蓮池潭地方文化，還是什麼地方文化？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跟議員報告，這兩案我們提的一個是高雄第 11年的貨櫃藝術節，第二個是電影

館要承辦的 XR的無限幻境，針對於新型態文化藝術的展演活動。 

黃議員秋媖： 

    什麼叫藝文人口培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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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就是希望藉由這個特色活動，讓很多人來參觀、參訪或參加，以提升大家對於藝

文的理解跟藝文的參與度。 

黃議員秋媖： 

    所以你辦這兩個活動的經費大概 665萬？〔是。〕然後專門宣傳，做活動的辦理？

〔是。〕我再重述剛剛第一題的問題，我看不出來在北高雄的重點有什麼，希望下

一會期，如果有機會，麻煩副局長是不是把這些比例算出來，我下次幫你算一下，

是不是有哪些比例可以特別提出來針對我的選區，就是北高雄地區有哪些，總金額

是多少，挹注在我們的選區大概有多少。讓我們了解在北高雄的部分，是不是有更

多的比例可以寫。當然南高雄是辦得很好，但是北高雄要再加油一下，在此拜託一

下。謝謝主席。 

主席（童議員燕珍）： 

    謝謝。文化局副局長應該要把這個意見帶回去，我常常覺得你們文化局很會編預

算，但是你們的計畫始終是在編了預算之後才做。你們總是有一個大項的名目，但

是你們都沒有把細節的計畫事先規劃好，所以問到你的時候，包括 QRCode掃進去的

狀況，你也沒有辦法很明確的說明，也就是你有計畫，但是你沒有細目。做一個計

畫不是只有大項出來而已，還是有一些細目，非常細是不太可能，但是最起碼你要

讓人家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感覺上是有計畫的，是有規劃的。其實不只文化局，市政

府很多局處都這樣，先編錢再來想計畫，這在預算上的作法是不對的，程序是不對

的，本末倒置了。應該計畫先出來，規劃要用到多少錢，再來做這個計畫。哪有錢

先編出來，計畫後出來，這樣就會讓人家詬病。這個請你回去反映一下，希望我們

下一次審預算的時候不要看到這種情形。像掃 QRCode的狀況，我剛剛看了一下，真

的是很 rough的，就是跟這上面是一樣的，沒有細目也沒有說明，有看跟不看都是

一樣的。不知道委員會這邊下次是不是也要跟文化局做個溝通，不能他們的東西

QRCode掃進去都是這樣的東西，現在文化局說是你們做的，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因為一個市府提案的計畫傳過來，一份計畫是很厚的一整本，現在的作法是因為

要節省紙本…。 

李議員雅芬： 

    你會有電子檔嗎？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對，他們的電子檔是放在我們的高雄市議事平台裡面，議員可以點進去看，但是

在 QRCode的部分，是針對提案之前的資料而已。所以我回去會建議將來 QRCode進

去就直接可以連結到議事平台裡面的附件，因為附件有時候是一整本，他們的計畫

是一整本。 

主席（童議員燕珍）： 

    每一件都有計畫嗎？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對，都會有。 

主席（童議員燕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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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計畫都有嗎？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有，大小不一。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因為我們這些案子都是中央補助款，所以我們跟中央爭取經費的時候是要經過

中央審查的，所以我們其實每一個都有計畫。 

主席（童議員燕珍）： 

    所以你們在爭取經費的時候一定要有計畫，對不對？〔是。〕所以要讓議員可

以查得到，否則你們也困擾。那就是我們這裡的作業要做一些修正。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其實就是作業流程，要做一個連結把它連結起來。 

主席（童議員燕珍）： 

    只要做一個連結就可以了，怎麼樣連結上去就好了。 

李議員雅芬：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就是點進去再連結過去附件裡面。 

主席（童議員燕珍）： 

    文化局回去就再討論連結一下，這樣子會比較清楚，這樣也不會浪費很多時間。 

主席（童議員燕珍）： 

    柏霖議員請發言。 

黃議員柏霖： 

    謝謝主席。文化局包括美術館和圖書館，基本上本席肯定你們很認真，都會去爭

取很多預算，這是好事，因為事實上高雄市本身的預算永遠都不夠，剛剛主席也一

直很關心如何升級。事實上升級這件事永遠也做不完，但是還是要努力的做。也回

應黃秋媖議員，去年我們的兒童幸福水樂園就在岡山辦過，我很久沒有進去過，我

為了那個水樂園就去岡山，我覺得也不錯。因為裡面也有書法展覽，也有一些表演，

什麼都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但是我們怎麼讓它更好，就是讓更多的民眾來。

我剛剛也跟美術館的館長提過，我們怎麼讓小朋友能夠有機會來到美術館。我的印

象中，我念到了國中還沒有去過美術館等等的場館，但那是我們那個時代，現在的

孩子不應該是這樣。現在的孩子應該要很多元的去參與不同的表演，看很多不同的

東西，去激發他不同的想像力。這時候就會有兩件事情，第一個，你們的人力負擔

一定會比原本的多，所以志工的使用就很重要。我有一個志工朋友來參加我們的志

工培訓，就去寶珠溝圖書館，我不知道他講的對不對，他說你們的圖書館是只有兩

個正職的，50個志工。所以換個角度，如果沒有那些志工來免費服務，圖書館根本

開不起來。所以第一個，志工的運用一定要讓他們做得更多，吸納更多志工。因為

這 50個人來參加，不是只有他自己而已，他回去會去帶動他的家人、朋友，很多人

也來圖書館做志工，這樣就形成一個正循環。我們這個社會不是在於大家要政府給

什麼，有時候讓他參與，對他來講就是一種幸福。他做得很高興，所以他現在又去

登記左新圖書館，所以他一個禮拜做 8個小時做得很開心。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既然我們是公部門，就運用我們的公權力去結合一些企業家。現在我們

都談到企業社會責任，讓很多企業家來參與，他出一些錢，我們出一些人力，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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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一件很美好的事，讓這些孩子有很多不同的可能，這個都要讓他變習慣。有些

企業家跟我說，在不認識我以前，他從來沒有在捐錢，第一次捐錢比較捨不得，但

是第二次就習慣了，捐錢捐得很高興，每年都一直捐。所以他後來還感謝我，還好

有認識我，不然都不知道這個錢這麼好用，因為他以前都沒有這樣做過。所以我跟

相關單位建議，善用民間的力量來結合，然後善用政府的場館跟各種的活動。我們

的孩子是未來的根本，讓他們都有機會來，我覺得就會成就這件事。我本身當然支

持你們，也希望想做什麼就趕快做，因為時間錯過就沒有了，我的建議是這樣。要

多做，儘量結合民間，要大膽一點，多結合民間的力量，像黃秋媖議員關心的北區

活動都可以好好的辦。你們現在都會擔心如果去募款或是去拜託人家會不好意思，

如果你這樣想就都沒有辦法做，我們如果是為公眾就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就多去

拜訪，頂多是他不願意而已，如果願意就成就了。 

所以我想主席也非常關心你們的升級，這個升級要永續，要去訂一個方向，要注

意區域的均衡，不要讓其他議員覺得怎麼都是在市區，郊區和偏鄉的孩子怎麼辦。

所以怎麼去做到平衡，你們自己心中平衡的點要捉好一點，譬如說不要只獨厚駁二，

其他都不做，這樣也不可以。要平衡偏鄉和市區，心中那把尺的天秤要打開來。以

上是本席的建議。  

主席（童議員燕珍）： 

謝謝柏霖議員。市政府的提案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各位議員請翻開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請看案號 3、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

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教育部補助市府文化局辦理「110年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館提

升民眾英語學習力計畫」經費合計新臺幣 143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100萬元、市府

配合款 43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接下來請看案號 4、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文化部補

助市府文化局辦理「110年度文化部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後藝文振興補助計畫

-大高雄傳統藝術振興計畫」經費合計新台幣 188萬 3,000元(中央補助款 160萬元、

市府配合款 28萬 3,000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接下來請看案號 5、類別：教育、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案由：為執行文

化部 110年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經費共計 2億 2,144

萬元(中央補助 1億 5,500萬元、市府配合款 6,644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以

上為文化局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請審議。 

主席（童議員燕珍）： 

對於議長交議案有沒有意見？許議員慧玉請發言。 

許議員慧玉： 

我想請教一下，像這個有牽扯到中央的補助款和市府的配合款 28萬多，我想這 3

天的疫情真的讓基層人心惶惶。高雄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算是比較幸運，因為大部

分的個案還是集中在新北，包括新北可能有一些學校因為個案數的關係，校長和師

長也都擔心擔負不起這樣的責任，所以也都因此而停課。現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好

像也有提出一個「類冬眠」的方案，雖然現在天氣很熱。這個「類冬眠」方案是南

部很多家長擔心在北部就學會被感染，希望學生可以趕快回到現在疫情比較少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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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我想這只能短暫的避開這個風頭，可是如果孩子不懂得怎麼自我照顧，沒有概

念，他今天回到高雄可不可以往外跑？可以，你不可能用鐵鏈把他鏈起來，他覺得

回到高雄就自由了，反正媽媽看到孩子就安心了。可是高雄也有病例數，而且現在

最可怕的是，過去我們把很多的焦點都放在那些機師，大家感覺上好像這些人的自

我管理能力不夠而影響到別人，可是現在發現這些沒有症狀的感染者才可怕。我原

本在一個月前就約好要去探視一個長輩，因為長輩的太太動了一個腦部的大刀，我

也很替他擔心，後來他也渡過危險期，我就一直牽掛這件事情。可是我發現疫情變

化這麼快速的情況下，我突然覺得我們兩個是不是都應該要互相保護，我剛剛跟他

傳 Line，說我們在這個疫情的當下先不要見面，至少到 5月底以後再約時間。 

但你看現在防疫的破口越來越大，今天 300多例，但是沒有檢疫到的漏網之魚還

有多少，我們不知道。高雄會不會成為防疫的另外一個破口，我們也不知道。所以

我想這個文化部補貼的金額當然不無小補，可是我覺得因為這波疫情損失慘重的人

來講有點小氣。當然很多人會說這沒有辦法，到 5月底之前很多攤商和八大行業都

不能營業，要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可是如果政府當時不要隱匿這麼多個案，我們

需要做這樣的犧牲嗎？現在不是指責誰的問題，現在即便是國民黨執政我也照樣指

責，這不是藍綠的問題，是針對事情對錯的問題，而且現在很多人好像都不太敢講

話了。台灣人怎麼這麼善良，怎麼這麼溫馴，好像就很認命的去接受，覺得很無奈，

但無奈是應該的嗎？ 

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這個補助款到底對於我們文化方面的產業真的有很大的幫

助嗎？會因為補助這 100多萬，我們的文化產業就不會被這波疫情殲滅嗎？我覺得

我們好像都很習慣性的用錢，講施捨不好聽，但是有時候像我們民代當久了，面對

公部門，感覺可以給的就只有經費，我有的是這個武器，可以給的就是這個籌碼。

民代也很習慣審預算、審提案，我們好像就變成審預算、審提案的工匠，我們在這

個圈子裡面困多久了？在現場我們不分藍綠、不分政黨，藍綠大概只有占一半，資

深的跟資淺大概也只有占一半。但是這都不是重點，我也是從第一屆上來的，我以

前也是菜鳥議員，我也不怕大家笑。可是我現在不是菜鳥議員，我看到很多問題，

但是新任的議員你們有沒有看到問題？我當第一任議員的時候比你們還年輕，很多

人那個年齡還在談戀愛，搞不清楚社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年紀，我已經背負很多選民

的責任了，可是新任的議員有沒有看到問題，我不知道。但我們這些資深的議員看

到的問題可不可以獲得解決，也不知道，那資深的議員和資淺的議員坐在一起到底

可以激盪出怎麼樣的火花，我不曉得。 

剛才柏霖議員提的很好，因為我剛剛處理一些事情，我有跟總召說會晚一點到，

剛剛他特別提到，我們不要把所有的資源都放在駁二，我前面那一段沒聽到，我聽

到後面那一段。駁二在早期還沒有正式啟用的時候，我剛好是那個小組的其中一個

委員，我當時也有提案要去駁二參與考察，這個案子是我提的，但當時去的只有我

一個人，後來曾議員麗燕也去了，其他議員我忘記了，因為太久了，很多年了。其

實我們原本的城鄉差距還是非常嚴重，我的選區是在原高雄縣，包括大社、大樹、

仁武跟鳥松，人口數最多的是仁武區，人口暴增。可是人口暴增並不代表他們的水

平迅速提升，並沒有劃上等號。人口暴增是因為很多人在原高雄市買不起房子，物

價太高，反正縣市合併，搬過來這裡也是高雄市，也沒有比較差，可是物價比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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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我可以在原高雄市賺錢，在原高雄縣消費，他覺得這樣比較可以賺得到錢，而

且原高雄縣的房子比較便宜一點，可是他沒有得到相同的生活品質。所以我的選區

裡面還有很多很偏鄉的學校，包括有很多廁所的問題，連 10萬元的經費都籌不出來，

我還要想辦法去幫他們找經費蓋個小小的圖書館。所以我覺得偏鄉有些孩子資源真

的很缺乏，父母一樣要賺錢很辛苦，我們都已經出社會，都有能力了，可是我們是

不是忘記了很年輕的時候，我們也曾經需要別人幫助的那些困頓，我們都忘記了。

對不起，總召，我有點擔誤大家的時間。 

主席（童議員燕珍）： 

你可以針對這三個議案，看有什麼問題要問，因為我們希望他們能早點回去對疫

情做處理。 

許議員慧玉： 

我把話題拉回來，我希望能夠具體了解這 100多萬對於文化到底有什麼實質的幫

助？謝謝。 

主席（童議員燕珍）： 

文化局請說明。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剛剛議員關心的應該是大高雄的傳統藝術振興計畫這個案子。這個案子主要是針

對我們高雄市被指認的無形文化資產，包含皮影戲、傀儡戲、南管、八家將和羅漢

門的迎佛祖這些相關的傳統技藝的傳承或是展演計畫。等於我們還是希望有一些巡

演的機會，讓這些表演團體能夠有演出，有演出就有收入，也讓他們有一些舞台可

以展演，讓更多的人認識他們或是了解這項傳統藝術。 

許議員慧玉： 

我想請問一下，因為現在防疫期間，所以很多室內的演出都停止，所以我們是先

給經費，這筆預算先保留，後續等到疫情比較緩和的時候再辦嗎？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如果疫情沒有辦法趨緩的話，可能就會延期演出，至於撥款的時程，我們可以跟

文化部來商量，因為如果表演團體如果太久沒有收入的話，可能會影響他們的生計，

所以我們會跟文化部商量是不是可以提前撥款，或是撥款的比例可以比較多，用這

樣的方式來處理。 

許議員慧玉： 

總召，可以了。 

主席（童議員燕珍）： 

請黃議員發言。 

黃議員秋媖： 

謝謝主席。我想就針對第 3案「110年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館提升民眾英語學習力

計畫」，請問這個計畫到底是舉辦活動，還是改善硬體，還是要購買軟體？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請館長回答。 

主席（童議員燕珍）： 

館長你到前面來坐，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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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林代理館長奕成： 

跟議員報告，這部分的英語學習都是活動類的，這裡面有包含英文課以及英語繪

本的閱讀和走讀。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走讀就不能實施了，所以我們會再跟教育

部討論看看，是不是能做線上走讀。 

黃議員秋媖： 

好，謝謝主席。 

主席（童議員燕珍）： 

謝謝黃議員秋媖。請問對於議長交議的這 3個案子，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

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接下來審議議員，教育類 1～27案，請專委宣讀。 

本會教育委員會江專門委員聖虔： 

請各位翻開議員提案，議員提案教育類共有 1～27號案。請審議。 

主席（童議員燕珍）： 

這裡的意見應該不會很多，其中我要特別提出來的是第 27號案，建請本會成立「眷

村文化保存與發展小組」，這是李議員雅慧的提案，請李議員雅慧說明。 

李議員雅慧： 

謝謝召集人。我想我們高雄市眷村是海陸空三軍都有，腹地又非常非常大，其實

在每一個區域，譬如說岡山、鳳山、左營，都有各自的協會在努力這一塊，但是一

直沒有辦法整合得很好。我想在這個部分，我們議員也應該在議會上對於眷村文化

的發展要有角色，所以我建議組成這樣的發展小組，未來配合中央，目前在眷村文

化保存條例相關的實質審查通過之後，我們能夠跟地方政府以及中央如何做連結以

及如何合作，很快速的把眷村文化利用各種的型態來做推廣，我想議會應該要有這

樣實質的小組來做協助的角色，所以才做這樣子的提議。 

主席（童議員燕珍）： 

各位委員對於眷村文化的保存發展小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同意

建請本會成立「眷村文化保存與發展小組」，沒有意見就同意了。其餘如果沒有意見

就送請市府研究辦理。 

黃議員秋媖： 

我要附議李議員雅慧的提案。 

主席（童議員燕珍）： 

好，我們就是同意成立。其他沒有意見就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敲槌決議） 

審議完畢，散會。（敲槌）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