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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 時(中午 12 時 34 分休息，

下午 3 時 3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康裕成  副議長蔡昌達 

議員張豐藤等 64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周玲妏、李長生 

列  席：市政府-代理市長許立明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陳順利、社政委員會專門委員傅志銘、教育

委員會專門委員江聖虔、法規研究室主任許進興、

議事組組主任曾癸開 

請  假：市政府-財政局局長簡振澄(由副局長曾美妙代理)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蔡副議長昌達與黃議員石龍分別主持 

記 錄：李鳳玉、藍家妤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

定。 

乙、質詢事項 

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李雨庭議員 

鄭議員新助(同一問題質詢) 

張文瑞議員 

鄭議員新助(同一問題質詢) 

鄭議員光峰 

邱議員俊憲(同一問題質詢) 

簡議員煥宗(同一問題質詢)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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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詢人員：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毒品防制局宋局長孔慨 

工務局蔡局長長展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柯主任委員芷伶 

水利局韓代理局長榮華 

社會局姚局長雨靜 

教育局王局長進焱 

捷運局吳局長義隆 

交通局黃代理局長萬發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主計處張處長素惠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勞工局李局長煥熏 

新聞局張局長家興 

文化局尹局長立 

許代理市長立明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谷縱･喀勒芳安主任委員 

經濟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丙、討論事項 

二、三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衛生福利部 107 年補助市政府社會局辦理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構

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第一期第三階段經

費共計 684 萬 8,000 元（中央補助 591 萬元、市政府配

合款 93 萬 8,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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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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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預算書。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5  類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07 年補助市政府客家

事務委員會辦理「107 年度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留美培

力計畫」經費共計 170 萬元(中央補助 80 萬元、市政府

配合款 9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辦理「高雄市都會原住民部落營造計畫」一案，總

經費計新台幣 4,624 萬 800 元整（中央補助 80%計 3,699

萬 2,640 元，市政府自籌 20%計 924 萬 8,160 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度核定市政

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都市原住民族發展方案相關

計畫」共計新台幣 2,462 萬元(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1,888 

萬元、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574 萬元)，其中市政府配合款

新台幣 574 萬元未及編列 107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補助市府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那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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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區南沙魯里長廊吊橋重建等 7 件工程，經費共計 4,901 

萬 6,148 元（中央補助 4,356 萬 7,000 元，市府配合款

544 萬 9,148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社政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補助市府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辦理「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原民部落營

造計畫－原住民族地區外原住民族部落公共設施補助計

畫－高雄市原住民族地區外長份原住民族部落營造計

畫」經費共計 1,177 萬 4,446 元整(中央補助 941 萬 9,557

元、市府配合款 235 萬 4,889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營造優質友善運動場館設施計畫一高雄國家體育場設

施設備整建改善計畫」107 年度補助款 7,161 萬元及配合

款 3,069 萬 819 元，總計新臺幣 1 億 230 萬 819 元整，

擬先行墊支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

「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路竹體育園區運動場地設施更新

改善計畫」，107 年度補助款 1,050 萬元及配合款 450 萬

元，總計 1,500 萬元整，擬先行墊支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城鄉建設之「營造休閒運動環境─高雄市蓮池潭艇庫暨

週遭設施整建計畫」107 年度中央補助款 7,840 萬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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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配合款 3,360 萬元，總計 1 億 1,200 萬元整，擬先行

墊支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城鄉建設之「營造休閒運動環境─小港運動場運動草坪

暨銀髮族運動環境改善計畫」107 年度中央補助款 1,05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450 萬元，總計 1,500 萬元整，擬

先行墊支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5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體育署核定「楠梓文中足球場新建計畫」

總經費 3 億 5,413 萬 1,761 元，中央補助經費 2 億 3,800

萬元，其中第一期款 7,140 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

另剩餘核定補助經費 1 億 6,66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1

億 1,613 萬 1,761 元，合計 2 億 8,273 萬 1,761 元擬編列

109 年度預算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6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文化部 107 年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7-108 年南臺灣影像新視界計畫」部分經費，共計

951萬 4,400元(中央補助 666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85 萬

4,4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7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文化資源司)

第一階段(第 2 次)補助計畫案，補助款 400 萬元及配合

款 171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571 萬 5,000 元整，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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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8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7 年補助市政府文化

局辦理「高雄市一般古物『清代重修楠梓坑橋碑記』遷

移保存暨維護修復計畫」，經費共計 70 萬元(中央補助

49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1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9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行政法人高雄市立美術館辦

理「前瞻基礎建設-推動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畫-地方美

術館典藏空間升級或購藏計畫-大南方關鍵典藏計畫」

107 年補助款新台幣 750 萬元及配合款 322 萬元共計新

台幣 1,072 萬元整，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0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前瞻基

礎建設-推動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畫-地方藝文場館整建

計畫」107 年補助款新台幣 1,500 萬元及配合款 643 萬元

共計新台幣 2,143 萬元整，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1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

推動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畫-地方藝文場館興建計畫-跨

域築憶˙典藏南方─區域型典藏庫房」107 年補助款新台

幣 2,100 萬元及配合款 901 萬元共計新台幣 3,001 萬元

整，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2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08 年度預算案。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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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3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

基金會 106 年度決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14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106 年度決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15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

基金會 108 年度預算書。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16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108 年度預算書。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17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108 年度預算案。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18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 108 年度預算案。 

三讀決議：照案通過。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8 年度「既

有建築節能改善擴大計畫」補助款 150 萬 4,000 元及市

政府配合款 37 萬 6,000 元，共計新台幣 188 萬元整，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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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之「高雄水岸

文創廊帶串聯計畫」乙案，補助款 1,800 萬元及市政府

配合款 772 萬元，共計新台幣 2,572 萬元整，因 107 年

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前瞻基

礎建設-推動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畫-地方藝文場館興建

計畫-跨域築憶˙典藏南方─區域型典藏庫房」108-109 年

補助款(1億 2,900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5,530萬元)共計

新台幣 1 億 8,430 萬元整，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7-108 年度「地

方學典範-高雄市在地知識體系數位建置與後端數位加

值運用計畫」案，補助款 80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153

萬元，共計新台幣 953 萬元整，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

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5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7 年度「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第二階段補

助-107 年書劍旺萊-高雄文化觀光亮點串聯計畫」一案，

補助款 2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8 萬 6,000 元，共計新台

幣 28 萬 6,000 元整，因 107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6  類別：教育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108 年高雄市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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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數位影像博物館暨典藏建置計畫」，因預算編列不足新

台幣 140 萬元整(中央補助 98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42 萬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丁、其他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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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預算書、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

樂中心 108 年度預算案、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

文化藝術基金會 108 年度預算書、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

雄市文化基金會 108 年度預算書、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108 年度預算案、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 108 年度預算案」等

案時，徵詢在場議員按慣例續行三讀有無意見，經在場議員無人

異議後旋即三讀通過。 

戊、散會：下午 3 時 2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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