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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0 日下午 3 時 8 分） 

二讀會： 

1.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社政） 

2.額數問題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請就座，繼續開會。（敲槌）第 44 次會議紀錄，已放在各位同仁桌

上，請大家詳閱。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會議紀錄確認。（敲槌） 

下午的議程是二、三讀會，繼續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從客委會開始，

請社政委員會召集人陳幸富議員上報告台，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接下來請各位議員翻開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社政類、13 號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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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區黑川

老師紀念碑景觀建置工程」經費 280 萬元，市府自籌 53 萬元，合計 333 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主席（曾議長麗燕）： 
劉德林議員，請發言。 

劉議員德林： 
針對這個客委會的案子，昨天他也提到了黑川老師的故事，大家可以看到它

是屬於建置工程。這個部分我身為一個議員，在議事廳裡面針對整個歷史的沿

革來做一個會議的詢問跟表達，我想每一個人的歷史宏觀都是不一樣，而不能

接受的是什麼？這個所謂的建置，到底建置、修繕的這兩個字的一個含意是什

麼？這樣的話，建置紀念碑就有很大的意見了，總不可能給日本人建置這個紀

念碑啊！可是這部分經過主委的說明，這是 101 年前的整個歷史的沿革，但以

現在來講的話，是針對有危險性來施作、建置的景觀工程。在這我要表達我對

歷史的一個宏觀，我們文化是多元的，我們歷史的宏觀有歷史的見解的一個主

體依據，本席在這邊來表達本席對這個事情的看法，我希望大家對合議制的議

事殿堂，有多種的聲音，大家有些事情是一種包容，如果每一個事項都是採用

一個攻擊的方式來談論事情，這對整個未來歷史沿革的發展是不正常的。 

所以本席還是堅持針對這個，我希望了解得更透澈，有沒有立即的危險性，

跟整個景觀工程的布建，我必須還要很清楚的去了解。所以在昨天下午本席提

出來擱置的動議，希望動議之後，我們客委會主委以及相關的人等，可以針對

未來整個施作的方向、施作的過程還有工程的解說，要讓我能夠很清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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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本席也在這邊講，不要說一提到，有些人心態可議，本席就不再就主體的

再敘述，那我直接來表達就是擱置預算，一個主體的動議，以上。 

主席（曾議長麗燕）： 
劉德林議員提社政委員會第 13 案擱置，各位有沒有附議？附議，我們這個

案子擱置。（敲槌決議）下一案。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請看案號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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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區龍肚敬字亭整修」經費 150 萬元，市府自籌 28 萬元，

合計 178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邱于軒議員，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我針對這個龍肚敬字亭，是不是請主委也是把它的背景、還有它相關的案子

的沿革，也把它講清楚一下，謝謝。 

主席（曾議長麗燕）： 
主委請答復。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這個龍肚敬字亭，所謂敬字亭是因為在客家有一個「迎聖蹟．字紙祭」的活

動，因為崇文敬字，在美濃區現在就有保存了 4 座的敬字亭，那…。 

邱議員于軒： 
我看到裡面的內容有一些是跟金爐有關，它裡面有寫金爐的修復工程。可是

因為這個標題是敬字亭，所以我比較不清楚它中間的關係，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請主委可能要講快一點。敬字亭是一個涼亭還是怎樣的？請你講一下，它

是一個地方的信仰建築嗎？這個背景、相關的歷史，請主委稍微介紹一下。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所謂的敬字亭就是，它有一個燒金的、一個燒紙的。客家人很敬字崇文，所

以他們用過的紙張是不會隨便丟棄的，他們會放在一個置紙簍裡面，然後每年

9 月天公生的時候，他們就會把這些紙挑到敬字亭去燒，然後告訴上天，傳達

他們是非常的敬字崇文，希望來表達他們對上天的敬意。 

邱議員于軒： 
請跟我說龍肚這個敬字亭跟其他地方的敬字亭，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因為

你後面還有一個同意書，然後是鍾林秀滿，所以我們今天幫他修建完之後，由

鍾林秀滿去管理高雄市政府花錢去處理的敬字亭嗎？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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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管理委員會，然後他是主任委員，所以他就簽同意書。 

邱議員于軒： 
這個委員會是什麼委員？是什麼樣子的委員會？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就是這個敬字亭的管理委員會。 

邱議員于軒： 
那個敬字亭在美濃的重要性跟歷史，你可不可以把背景分享一下？不然很多

客家地方都有敬字亭吧！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目前在美濃區只保存 4 座而已。 

邱議員于軒： 
好，4 座。那其他 3 座也是同樣的處理方式嗎？還是這是第 1 座？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因為美濃其中一個是市定古蹟，他們早年就修整過了，目前是這個地方的管

理委員會發現它的燒金跟燒紙…。 

邱議員于軒： 
這個管理委員會是敬字亭管理委員會，還是他只負責管理這個敬字亭嗎？還

是其他 4 座都管？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沒有，每一座都有它維管的管理委員會。 

邱議員于軒： 
今天等於是我們客委會來幫忙修建之後，由他去維管，是這樣嗎？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是。 

邱議員于軒： 
它的重要性跟它背後的意義，可不可以請主委跟我分享？因為這個比較奇

怪，我尊重在地的信仰，它有重要性，我們當然可以去幫它修復、復原。只是

這個維管是由這個委員會在做的話，我們跟這個委員會中間的關係是什麼？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沒有，客委會跟這個敬字亭管理委員會沒有直接關係，是因為它是地方文史

的一個敬字惜文，大家都很尊敬這個紙張，然後很重視文風，所以它每天都有

人去拜拜、上香。這個敬字亭的金爐跟字爐，經過長年使用已燒得龜裂、壞掉

了，所以他們希望透過在地居民跟我們反映，他們希望我們去看了以後幫他們

修繕，後面的維護管理他們會自己來做，所以我們就覺得在客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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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這個是誰的產權？那個東西是私人的，還是管理委員會的？還是高雄市政府

的？因為每個宮廟，不管有沒有敬字亭或者是金爐，我覺得大家都有它的歷史

沿革，今天它的特別點在哪裡？它有它相關的歷史風華，你都沒有講清楚，所

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拿公款出來幫它整修，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黑川老師，也

是你向我們介紹他的故事，當然各有各自的立場。 

我現在回到這個敬字亭，我問你這個產權是高雄市政府的，還是管理委員會

的？你都沒有講，它相關的歷史風華、歷史背景，你告訴我美濃同樣有四座，

其中一座是他們自己拿錢出來修的，這一座是客委會要拿錢出來修，其他兩座

怎麼辦？…。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這個管委會跟這個土地是私人的，上面是當年他們集資把它蓋起來的，是在

地龍肚庄地方上的一個信仰。附近的學校每年也會利用孔子誕辰跟天公生的時

候，都會去做祈福，也告訴我們下一代有關敬字崇文的沿革。我們覺得在客家

庄，目前可以保留這一些敬字亭，對整個文化、信仰都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們

也希望在提出這樣規劃設計的時候，一定要有後面的維管單位，他們是很樂

意，也很希望我們來幫忙促成這一件事。對中央來講，地方有地方的文史發展，

他們覺得龍肚在地的居民對這個敬字亭這麼的維護，變成他們一個文化信仰的

一部分，所以中央就很支持我們幫地方來做這一件事情。〔…。〕 

主席（曾議長麗燕）： 
各位同仁，還有沒有意見？我希望大家是針對這個提案提出建議，不要有其

他的論述好不好？好。高議員閔琳，請發言。 

高議員閔琳： 
這個預算非常清楚是在審議美濃區龍肚敬字亭，敬字亭也是客家庄客家文化

裡面非常重要的文化傳統，而且已經歷來已久，事實上這就跟剛才被劉議員擱

置的預算一樣，它其實都是在將近 20 年代，日治時代流傳下來的一些習俗、

文化，或者是歷史的記憶。我很遺憾劉議員還是要擱置這樣子的預算，來杯葛

這樣的預算，非常、非常的遺憾。 

我認為其實要尊重台灣不同的歷史記憶、不同的族群、多元族群的文化。我

認為高雄市議會能夠在昨天跟今天的議場內，討論到不同的史觀、討論到不同

的意識形態，其實是代表高雄市議會的議員，以及高雄市議會做為地方議會非

常進步的價值。所以這也是台灣民主自由跟中國最大的不同，我們可以暢所欲

言，我們可以表達不同的意見，因為我們是自由的台灣。在此我想要再一次表

達，昨天黑川老師景觀工程的預算遭到擱置，強烈表達譴責、遺憾，而且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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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憤怒。因為不尊重不同議員，甚至不同歷史背景、不同國家，甚至土地

認同的不同意見，也不尊重每一個議員背後所代表的民意…。 

主席（曾議長麗燕）： 
高議員…。 

高議員閔琳： 
我再一次表達這樣的譴責。針對這個預算，我全力支持，也希望不要再來不

尊重不同族群、不同歷史文化的記憶。台灣的歷史，不是從 1949 年才開始…。 

主席（曾議長麗燕）： 
高議員，剛剛我們的召集人對你提出抗議，因為你是社政委員會的委員，你

不應該在大會上發言，我現在跟你說明。劉議員德林，請發言。 

劉議員德林： 
議長，今天議事殿堂，當然每一個人對史觀都有不同見解，今天高議員閔琳

既然口口聲聲針對中國國民黨從 1949 年一直在強調，今天沒有 1949 年金門的

大捷，怎麼會有後來的 823 砲戰～捍衛中華民國安定的歷史戰役，也才有後來

的耕者有其田，還有九年國民教育，以及大家朗朗上口的張忠謀、現在的台積

電，還有孫運璿。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講法，不是你講的就正確，每一個人都要尊重。

剛剛已經提到，大家對於個人史觀的尊重，如果只有你的史觀必須要人家來尊

重，我們的講法就不是講法嘛！如果是這樣子，高雄市議會連自己多元的討論

都沒有辦法存在，這個議會怎麼樣來包容其他人不一樣的意見呢？ 

本席一直在強調、一直在強調這個，如果今天還是這樣子的話，本席還是強

調要清點在場的人數。我希望這個問題突顯出來，讓每一個高雄市民都能夠了

解，不能講到日本人就媚日、諂日跟崇日，這個不能接受的。所以不是你的意

見是意見，不是他的意見是意見，大家的意見都是一個想法跟看法，既然要這

樣子，本席正式提出動議，清點人數，記名清點。如果要這樣子，我們每一條

案子都…。 

主席（曾議長麗燕）： 
大家請坐好！大家請坐好！請尊重議會。休息 5 分鐘。（敲槌） 

繼續開會。（敲槌）各位同仁，我覺得非常的遺憾，昨天下午審社政委員會

的墊付款案，就因為上一個議題～黑川老師紀念碑景觀建置工程，大家在議事

殿堂都沒有為議題討論，提出你們個別對這個墊付款案的見解，結果造成大家

用意識形態、用個人恩怨，就這個議題不相關的話，來拒絕以及杯葛其他議員

的見解。我覺得每一個人在議事殿堂，都應該為我們的責任來負責，針對議案

的問題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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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未來的議會大家都針對議題，不能再因為意識形態、不能再因為個人

恩怨把話題扯開，如果是這樣，我想未來我會關掉麥克風，不讓大家對議題之

外的話語，來展開對於其他的政黨，或其他個別恩怨的事情發生，我希望大家

能同意我這樣子的說法。好不好？［好。］我希望大家節制。還有一點，我希

望大家遵守，如果你是當下在審查委員會的委員，各位很清楚自已是不是這個

委員會的一分子，請大家不要發言、不要舉手。我雖然是主席，有時候我沒辦

法了解知道你是不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我只是看到你舉手，我就請你發言，

但這樣對委員會的委員會很不公平、很不公正，我希望各位能夠遵守這個規

定，好不好？［好。］大家自己遵守。 

也希望從這一刻開始，每一個舉手發言的，我們都要尊重，每一個議員都要

尊重發言人的發言，但是我們是不偏離主題的，我們要針對這個主題來發言，

所以我希望大家互相尊重，也對主席的一個尊重，也對發言人的一個尊重。我

們是一家人，在座所有 64 位議員，我們是一家人，我們要團結來幫忙市政府

推動市政，也就是說我們要理性問政，好不好？希望大家遵守。 

現在先請朱議員信強發言。 

朱議員信強： 
針對客委會，當然也是在本席的選區，我是無黨的，看到整個國民黨跟民進

黨針對議題以外的論述，包括國共、幕府時代都拿出來講，我建請主席以後針

對不當的言論，我們要針對所有的議案來審議，包括二、三讀。在此，我以無

黨總召拜託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這些好同事，不要針對中央補助客委會這邊所有

包括六龜、美濃的客家事務，來進行刻意的杯葛。希望你們兩黨和氣一點，我

們無黨是很持平的，假設大家不賣我的面子，以後我針對個人就你們的選區，

我也如法炮製，我一樣不是擱置就是清點人數。 

在這邊再一次的拜託所有國民黨以及民進黨的同仁，給我一個小小的面子，

也請主席以後在這方面真的有不當的論述，就不要再讓他們講了。我們議會每

天在開會，大家的時間都寶貴，你要清點人數還是提額數問題，這些議案你要

擱置，當然要擱置的有道理。我剛剛看大家針對經費是沒有什麼意見，你們要

各自攻防，請大家在議場外面，我們來舉辦一個攻防大會，讓國民黨和民進黨

戰一下，好不好？［好。］好，在這邊再次拜託大家，讓我們客家的預算能夠

順利通過！謝謝。 

主席（曾議長麗燕）： 
好，謝謝，我希望大家遵守朱議員剛剛所講的，真的要把主題放在我們市政

的所有事務上，不要去針對不同的黨派或者其他額外的議題來發揮。再來，我

要講的是理性問政和監督市政，這才是我們議員必須要去做的。不管我們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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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黨派，不管是民進黨或是無黨團結聯盟，或者是國民黨，我想我們既然被選

出來，就是要好好的理性問政、監督市政，好不好？［好。］ 

劉議員德林，請發言。 

劉議員德林： 
針對剛剛無黨籍總召朱議員信強，他也是美濃道地的客家子弟，他的一番話

也值得我們今天在議場上的一個深思。對於客家文化整體的預算，我們對於尊

重地方的客家文化，是真正從內心的一個啟發跟尊重，不管各項的議案，我們

只是在監督審議當中，可是我們對客家的文化絕對尊重，也是一種包容。相對

的今天在高雄市議會，我們對歷史的觀點跟對歷史的宏觀，每一個人的出發點

都不一樣，所以我今天再三強調，議會是一個包容的，讓我們的整個意見在議

會上，大家能夠互相包容和尊重，來達到和諧審議的過程。 

本席剛剛講，我如果從昨天開始針對黑川老師的事件，針對高議員閔琳對本

席以及本席的政黨提出惡意的攻擊，本席對於這個是沒有辦法接受的。可是在

議長的居間協調，今天看到大家針對客家的預算，第一、第二案再繼續的審議，

可是還是看到高議員閔琳還是針對不同的意見提出他不同的看法，所以本席在

這邊為了捍衛我們議員的發言權利，我們不能跟他意見不一樣…。 

主席（曾議長麗燕）： 
請大家回座，尊重發言人的發言。 

劉議員德林： 
所以本席在這邊還是來主張清點人數，我們國民黨團今天的表態就是這個樣

子。清點人數。 

主席（曾議長麗燕）： 
再休息 5 分鐘。（敲槌） 

各位同仁請坐好，繼續開會。（敲槌）劉議員德林提額數問題，我們現在請

議事組清點人數。各位同仁請坐好，我們清點人數。請大家先坐好。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向大會報告，目前在現場的議員有 24 位。 

主席（曾議長麗燕）： 
現在在場人數 24 人，不足法定開會人數，我在散會之前告訴各位，各位一

定要理性，理性問政、監督市政最重要。散會。（敲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