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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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3 日下午 3 時 26 分） 

第 2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陳議員幸富）： 

在座各位大家好，因為有的議員有事，中途先離開，我們開始今天的會議，開會。（敲

槌） 

現在進行的是社政部門的分組審查，今天的審查事項有 2個：1、議長交議市政府提

案的有：9案。（原民會有 3案、客委會有 6案）。2、議員的提案有：53 案。社政類（續）：

編號第 15～67案，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各位委員請看，編號：第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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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原

民部落營造計畫－原住民族住宅營造」－左營區屏山里風雨球場周邊景觀設施工程，

經費 434萬 3,500元，市府自籌 76萬 6,500元，合計 511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幸富）： 

這個案子請主委再說明一下。主委。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好，跟議員報告，這個屏山運動場的 511萬元主要是中央原民會這邊的補助，針對

整個場域的一個原民意象，大多經費是花在整個圍牆 16組的圖像，還有風雨球場裡頭

的柱子，柱子上頭也有一些圖文意象，再來就是周邊的草皮有一個灌溉柱的部分，所

以這樣加起來大概是 511萬元左右，這是針對中央原民會補助的項目。 

主席（陳議員幸富）： 

在座的議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王議員義雄： 

主委，現在再說明一下體育署這個部分，主要是補助？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好，跟議員報告，在體育署這部分的話，他們是補助了 950萬元，主要是在硬體設

施的部分，就是整個主體的風雨球場，還有旁邊的一間廁所、無障礙的停車位，然後

還有整個建築物鋼構的部分，在整個硬體設施大、小門都算是體育署這邊的 950萬元

裡頭。 

王議員義雄： 

這個費用總共是 1,400多萬元，我看了這個景觀設施的工程，希望這個 1,000除了

像圖案上面的結構性，因為現在鐵的材質也有漲價，你們自己也要去稍微了解，對不

對？經費下來之後，因為這個結構是 H鋼，現在的鐵是不是有降？還是也有漲？1,000

多萬的經費，除了結構以外還有一些的硬體設施，也要看看你周邊的，你們要自己去

控管這個，這個 1,400多萬可以蓋大概 5層樓的房子了，所以你們自己要把這個經費

好好的去運用，爭取了這麼長的時間，上面也是都很支持這個案子，希望原民會好好

的去控管這 1,400多萬的經費，因為我們也是格外的眼紅，因為這個經費是在城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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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基礎建設，既然是爭取到城鄉的基礎建設，希望我們去思考一下，我在市政總質

詢也有提了我們的故事館這個部分，很多我們的鄉親真的已經沒有地方跟場所了，因

為這個是在南北的中段，我們一些鄉親都是在南邊，我們希望原民會未來如果要去爭

取一些東西的話，在同樣的狀況下來予以協助，好不好？原則上我這邊對裡面沒什麼

其他的意見。 

主席（陳議員幸富）： 

好，同意辦理。（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好，接下來請看編號：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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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原民部

落營造計畫－原住民族住宅營造」－110至 113年度莫拉克災後永久屋修繕住宅計畫，

110年經費 880萬 3,570元，市府自籌 155萬 3,571元，合計 1,035萬 7,141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幸富）： 

議員有沒有意見？ 

王議員義雄： 

我再請教原民會有沒有匡列在莫拉克災後的永久屋，他們有一些要修繕的住戶，大

概有幾戶？有匡列的嗎？這個案子應該也很久了，你們手頭上應該有向原民會提供一

些要修繕的戶數有多少個？先了解有沒有？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好，跟議員報告，中央是第一次補助有關永久屋修繕的費用，其實所有的居民都有

權利可以來申請補助，在杉林大愛園區的話有 377戶，在寶山基地有 20戶。 

王議員義雄： 

你說大愛怎麼樣？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是，杉林大愛園區的原住民戶有 377戶。 

王議員義雄： 

377戶？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對，在六龜的寶山基地原住民戶是 20戶。 

王議員義雄： 

寶山。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是，在進桃源區的地方，樂樂段基地有 16戶，這個數字是僅原住民戶。 

王議員義雄： 

好，謝謝。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謝謝議員。 

主席（陳議員幸富）： 

我再補充問承辦組好了，因為當時在說明會時，是說 8月 16日開始受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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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衛生福利組林組長幸枝： 

對。 

主席（陳議員幸富）： 

那時候我們有提議包括那些版本、表格還有公告要放在貓頭鷹館嗎？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衛生福利組林組長幸枝： 

對。 

主席（陳議員幸富）： 

當時也是提議說，你們進用的計畫型人員就要在那邊受理，因為像一般在杉林大愛

那邊的行政區是屬於杉林區，對吧？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衛生福利組林組長幸枝： 

對。 

主席（陳議員幸富）： 

他們可能對原住民這塊，他們是承辦人員，你叫那邊的區公所受理我們原住民的案

件，可能會產生一些不順利，你們準備的怎麼樣？我想問一下。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衛生福利組林組長幸枝： 

目前人數表都已經彙整好了，我們在禮拜一的時候，會有原先在貓頭鷹館就有一個

原服援助點，我們已經招聘了一位計畫人員，也會在那裡協助，除了諮詢之外就是書

表的輔導填寫，都已經具備好了。 

主席（陳議員幸富）： 

謝謝，大家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接下來請看編號：第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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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1年度「原住民族產業推廣計畫」，

110年經費 450萬元，市府自籌 400萬元，合計 850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幸富）： 

在座議員有沒有意見？ 

王議員義雄： 

請教一下，組長。這個上面行政院原民會給你們原住民族的產業推廣計畫，原住民

的產業推廣計畫你們手頭上要推廣什麼東西？你們有沒有做一些細部的思考？就是哪

些產業要怎麼樣推廣？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洪主任委員羽珊： 

我這邊先初步跟議員說明一下，其實這一筆經費主要會用在我們每年年度的豐年節，

就是我們現在的「高雄豐潮」的部分。所有的攤位和社團同鄉會，還有現場的一些文

化體驗活動就是我們產業系列裡頭。 

王議員義雄： 

我在這邊提醒一下原民會，當初的構想就是，你們原先在旗山有個轉運站，你們設

置了一個，那個誰應該很了解那個地方吧！那個地方現在閒置在那裡，你們有沒有做

一些的規劃？我現在要了解一下。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經濟及土地管理組林組長慧萍： 

跟議員回覆一下，有關旗山轉運站的部分，其實在疫情之前我們有先邀請 3個區公



4 
 

所來討論針對旗山轉運站的定位。因為在之前前些年的時候我們把它定位當作產業營

運的館，可是，事實上到旗山轉運站的大部分都是學生居多，要不然都是長者，所以

在那邊做產業推廣事實上在執行上面有非常大的困難，所以我們希望把它轉型成類似 3

個區的遊客服務中心。所以在疫情之前我們有先跟 3個區公所做討論，之後我們會再

針對區公所的需求來重新整理那個館，再去做遊客服務中心的規劃。 

王議員義雄： 

我覺得還是不夠，為什麼？因為你們這個要對我們原鄉產業要如何推廣？這個推廣

等於是行銷的概念。我們也碰到很多鄉親，像你們上一次每個月的第幾個禮拜辦了一

個…。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經濟及土地管理組林組長慧萍： 

市集。 

王議員義雄： 

市集？你們也跟著經發局、農業局到處去跑，沒有一個固定的場域。我們有碰到很

多的鄉親，都是年輕的，他們原鄉的蔬果因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造成他們跟以前推

銷馬桶一樣，沿街就叫馬桶，我們也不希望這樣子。上一次陳若翠議員也開了一個公

聽會，他是希望我們原住民要有一條街。因為你們當時沒有參加這個公聽會，那個概

念是很好的。要不然錢給你，對不對？產業應要多元化的來思考。 

  剛才我舉例的地方是轉運站，現在建業新村在規劃了，我們是可以感受到像陳幸

富議員他們地區的水蜜桃，他們是如何去運作？服務處那邊也設、市議會下面地下室

也設，就沒有一個固定的場域，所以你在推廣這個東西的時候，我也在思考，未來你

們一些的場域是不是也要考慮到裡面去？要不然帶著東西跑，像駁二那邊的場地那麼

小，對不對？你們上次也做了購物帄台，結果呢？有的鄉親有跟我反應，那個地方又

那麼小，所以那時候我有提醒你們是不是可以考慮在第二個地方就是鳳山行政中心做

這樣的方式？錢這麼多，我也是希望原民會好好思考一下把每年一些地區尤其是原鄉

產業，把東西弄出去、人進得來。 

  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也希望未來我們還是要找一些地方，我幫你們去想，

你們也要努力一點。好不好？不要說產業推廣去找市集，地點呢？很可憐啊！每次辦

聯合豐年祭也是一樣要場地，所以我就這個概念，希望你們思考一下，錢都下來了，

好不好？ 

主席（陳議員幸富）：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 

這邊也要謝謝原民會這幾天為了這 3個原鄉的風災，大家都辛苦了，主委的眼睛都

紅紅的。辛苦你們了，加油。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接下來審議第 13號，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請準備。 

主席（陳議員幸富）： 

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接下來請看案號：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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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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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合計 333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幸富）： 

在座議員有沒有意見？王議員有沒有意見？ 

王議員義雄： 

沒有意見。 

主席（陳議員幸富）： 

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接下來請看案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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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幸富）： 

議員有沒有意見？ 

王議員義雄： 

沒意見。 

主席（陳議員幸富）： 

沒意見，同意辦理。（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接下來請看案號：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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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旗美褒忠義民廟周邊環境改善規劃設計暨工程」經費 500萬

元，市府自籌 95萬元，合計 595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幸富）： 

議員有沒有意見？ 

王議員義雄： 

沒有意見。 

主席（陳議員幸富）： 

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接下來請看案號：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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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區客家青年駐地工作站計畫」經費 250萬元，市府自籌 47

萬元，合計 297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幸富）： 

議員有沒有意見？好，王議員。 

王議員義雄： 

主委，我想請教一下青年駐地工作站在哪裡？說明一下好嗎？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跟陳召集人及王議員報告，這個部分是我們跟中央申請，想要透過調查三民區及鳳

山區主要的客家人口他們相關建立客家的名冊，然後希望可以推動語言，所以幫他們

成立客語大家庭，那昇化一些藝文活動，以及要結合學校社區。 

王議員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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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跟鳳山是不是？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鳳山，對。然後要吸引不同的族群年輕人來親近客家。那目前我們就在我們園區的

文物館裡面有設一個駐點，他們就是在那裡工作，然後做調查。 

王議員義雄: 

六龜那邊的文物館嗎？還是這邊的？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同盟路的文物館。〔嗯。〕對，因為這個是調查都會區的。〔嗯。〕對。我們希望可

以透過這個計畫，可以把都會區的客家家庭跟客家人的名冊建立起來，〔嗯。〕然後可

以推動語言跟文化的部分。 

王議員義雄: 

語言跟文化喔！〔是。〕這樣子，還有沒有其他的？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還有。 

王議員義雄: 

因為你這個是青年駐地喔！工作站，〔對。〕只有包含這個嗎？就是你講的。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一共有四大項，就是我們透過他們去社區啊！然後去走訪，然後可以了解哪些家庭

是客家的，然後把那個名冊建立出來，然後我們有經費會去成立一個客話大家庭，然

後會跟他們做一些互動，讓他們可以透過這些活動可以講客家話。 

王議員義雄: 

那你們未來的社區的一些青年，〔是。〕青年喔！〔是。〕你們有規劃是有多少人？

你們要成立一個工作站了嘛！那你們未來的規劃是你們青年。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喔！我們這個駐地工作站這個經費，現在如果通過的話，我們會上網招募，會有兩

個青年過來，我們就會應徵跟公開徵選，然後一個團隊裡面包含計畫主持人，然後有

兩個青年來做這件事情。 

王議員義雄: 

剛才我是聽到，就主委說單單是三民跟鳳山嘛！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三民區跟鳳山區。 

王議員義雄:  

三民區跟鳳山區嘛！〔對。〕那一些在六龜的啦！旗山的呢？那是不是，你這又是

駐地式的，你說工作站又是在同盟路這個地方，〔是。〕你怎麼樣相呼應啊？這樣答。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好，我了解。 

王議員義雄: 

不然要來回這樣奔波啊！這樣交通費和誤餐費。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沒有，跟王議員報告，就是我們這個是專對都會區的部分，那在右堆區之前就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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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這樣相關的資料庫了，對，然後這次因為其實以三民區跟鳳山區的客家族群，現在

目前我們調查，就是行政院在前幾年調查的部分，他們的人口已經加起來是超過 10萬

人喔！客家人口，可是因為那是多年前行政院調查的，我們現在想要透過這個駐地工

作站再去深入了解，目前客家族群在三民區跟鳳山區它真正的人口分布跟他們需要什

麼？透過這個呢，我們就有一點像田野調查的方式去做這樣的處理。 

王議員義雄: 

這個設在同盟路，有沒有這個場域啊？這個工作站？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這個是名稱，工作站就是說我們有一個辦公室給他們，現在目前我們就是同盟路，

改天邀請召集人跟議員去看看我們同盟路的文物館。〔是。〕那我們是文物館大門進去

的左邊，是一個屬於那個旅遊服務中心，然後有辦公室，我們就會招募這個工作站的

就會在那裡做辦公。〔是。〕對，然後他們帄常就是出去做田野調查，然後定期就是把

資料彙整，然後我們也透過這個駐地的工作站，讓我們現在更深入了解說，都會區客

家人口的分布跟他們需求，以及希望把這些人再抓回來，然後透一些活動也吸引不同

族群來認識客家。 

王議員義雄: 

我為什麼會一直在問你這個，〔是。〕工作站的性質，也想說去分享給我們的原民會

那邊，〔嗯。〕因為我們原民會這邊，在高雄都會區就 38個行政區嘛！〔是。〕當然

很多欠缺的就是青年這個部分，為什麼我一直在跟原民會前任的主委談論，就是說要

辦一個青年論壇這個部分，所以我們先讓一些青年，青年局他們也是很樂觀其成，就

是說要跟我們配合。 

因為這個案子都一直沒有在推，還好我看到你們這個，你又讓我回憶到那個前面的

那一些青年論壇，所以我就特別再請你說明，提供一下我們來分享一下，好，謝謝。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對，因為我們想透過這個給客家青年有多一點的機會，然後也認識客家，謝謝議員。 

主席（陳議員幸富）：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好，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好，接下來請看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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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客庄環境營造輔導團」經費 220萬元，市府自籌 42 萬元，

合計 262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幸富）： 

有沒有意見？ 

王議員義雄: 

請主委說明一下，客家輔導團，環境營造的效果。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好，謝謝議員。那這邊我們會提這個計畫就是希望說，透過這個輔導團去了解、透

過點線面從美濃、六龜、甲仙、杉林這個右堆客家庄重點發展，再擴及到閩南社區的

客家人，再到三民、鳳山的都會客家，希望去建立一個百年客家推動的藍圖，那這樣

呢，我們這個輔導團就是深入到這些區域呢，去看看這些區域有什麼需求？我們來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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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們提案，所以提案以後我們就可以跟中央申請經費，然後幫忙建設整個點線面的

客家庄，這樣子。 

王議員義雄: 

他們的駐地在哪裡？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這個我們沒有一個駐地，就是我們這個輔導團。 

王議員義雄: 

設備呢？客家庄嗎? 

客家事務委員會綜合規劃組陳組長燕萍： 

沒有，好，跟議員報告，這個客庄環境營造輔導團並沒有一個駐地的地點，而是未

來由承攬的得標廠商，他們針對我們的客家重點發展區，還有剛剛主委提到的，有一

些都會區如果有客家聚落的地方，包含左營或者是阿蓮等等，都有一些客家聚落，針

對這些地方去做一些潛力點的一些調查，那甚至就是幫我們的公所，或者是幫市府的

局處來提案。 

那未來在提案之後如果說進到工程階段的話，這輔導團可以幫我們去檢視工程的品

質，幫我們來營造客庄的整體環境。 

王議員義雄: 

原民會的在前面，這邊為什麼這麼多可以說是一個專案的東西，你們也是可以帶回

去思考一下，我們是涵蓋 38個行政區，他們有青年工作站，我們為什麼沒有這些？我

們要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你還有一些環境營造的那個輔導團，對不對？我們是不是

也可以去參考一下客委會這邊，畢竟客委會在高雄這邊也已經是蠻長的時間。 

那我們是 2003年才成立，我們是委員會耶！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說，你看這麼好的一

些，還要你們都留下來，下次你們自己內部要開會的時候，也都可以把那個 Idea去分

享一下，好不好？好，謝謝。 

主席（陳議員幸富）：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王議員義雄: 

沒有。 

主席（陳議員幸富）： 

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接下來請看案號第 18號案、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案由：請審議

客家委員會補助六龜區公所辦理「六龜山城活化計畫」經費 60萬元，市府自籌 12萬

元，合計 72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王議員義雄: 

六龜山城活化。 

主席（陳議員幸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六龜的區長嗎？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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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議員幸富）： 

陳區長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王議員義雄: 

有區長列席，嗯嗯。 

主席（陳議員幸富）： 

說明一下好了。 

高雄市六龜區公所陳區長昱如: 

好，召集人還有議員大家午安，那針對這一案的話，因為六龜在 106年我們跟營建

署爭取了那個前瞻計畫，所以我們有營造了一條老街，六龜之心，那這個計畫最主要

是因為我們六龜之心在去年的 10月 25日已經開幕，這中間公所也一直用我們自己的

人力來做一些觀光的導覽，為了要讓這個老街的觀光推動可以延續，所以我們今年就

是跟客委會這邊爭取了一筆經費，希望可以辦一些活動讓這個老街的觀光可以再接續，

那這邊的話，最主要是因為我們需要製作有關老街的一些觀光的導覽資料，還有要辦

一些體驗活動，還有一場是屬於客家的老歌演唱會，最主要的活動內容就是這樣。 

王議員義雄: 

好，謝謝。 

高雄市六龜區公所陳區長昱如: 

謝謝。 

主席（陳議員幸富）： 

好，其他議員有沒有意見？ 

王議員義雄: 

沒有。 

主席（陳議員幸富）： 

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在這邊也要針對我們這個客委會，你們資料準備

得非常詳細，說明也非常仔細，在此對於你們肯定，還有我們六龜區長最近也是風災，

看新聞也是都很嚴重，辛苦你了，謝謝。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謝謝召集人，謝謝議員。 

主席（陳議員幸富）： 

還有一個議員提案的，沒關係你們可以先離席。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好，我唸一下議員提案。 

主席（陳議員幸富）： 

第 2頁啊。 

本會社政委員會傅專門委員志銘: 

接下來審議議員的提案、社政類：編號第 15-67號。請審查。 

主席（陳議員幸富）： 

好，現場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敲槌決議)。好，送請市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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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時 58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