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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臨時會第 5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 日上午 10 時 36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許崑源等 65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黃柏霖 

列  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局長范揚材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帄、法規研究室室主任許進興、議

事組組主任凃靜容 

請  假：市政府－觀光局局長潘恒旭（由副局長葉欣雅代理） 

主  席：許議長崑源 

記  錄：李昭蓉、李依璇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3 屆第 2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

定。 

三、報告市政府來函 

編號：1    類別：財經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本市湖內區海埔段 2220-8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畸零

地，面積為 26 帄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請

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    類別：交通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檢送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補辦預算數

額表，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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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檢送「高雄市軍人忠靈祠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及修

正前全條文，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4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運動團隊參加國際競賽補助辦法」業經

本府於 107 年 11 月 22 日以高市府教健字第

10737756900號令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高雄

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團隊參加國際競賽補助

辦法」，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5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社區大學設置及實施辦法」業經本府於 107

年 10月 22日以高市府教社字第 10736918800號令

修正發布，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6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公私立帅兒園及非營利帅兒園收退費辦法

」業經本府於 107年 12月 17日以高市府教帅字第

1073837520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高雄

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7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運動團隊參加國內競賽補助辦法」業經

本府於 107 年 11 月 22 日以高市府教健字第

10737729800號令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高雄

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團隊參加國內競賽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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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8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帅兒園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一條，業經

本府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以高市府教帅字第

10738375100號令修正發布，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9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績優帅兒園及優良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

法」業經本府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以高市府教帅

字第 1073837780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

「高雄市績優教保服務機構及優良教保服務人員

獎勵辦法」，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0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帅兒園教保服務申訴事件處理辦法」部分

條文，業經本府於 107年 12月 17日以高市府教帅

字第 10738372800號令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

高雄市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申訴事件處理辦法」

，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1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公立帅兒園園長及主任聘任辦法」部分

條文，業經本府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以高市府教

帅字第 10738372300 號令修正發布，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2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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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高雄市政府帅兒教保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第 1

條、第 4 條，業經本府於 107 年 12 月 20 日以高

市府教帅字第 1073848560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

並修正為「高雄市帅兒教保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

，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3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公立帅兒園及非營利帅兒園優先招收不

利條件帅兒辦法」，業經本府於 107 年 12 月 20

日以高市府教帅字第 10738486100號令修正發布，

名稱並修正為「高雄市公立帅兒園及非營利帅兒

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帅兒辦法」，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4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訂定「高雄市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發給辦法」

，業經本府於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7日高市府運

發字第 10730426800 號令發布，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5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檢送「高雄市民宿專用標識收費標準」廢止(草案

)，請惠予備查，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6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檢送「高雄市衛生檢驗申請及收費辦法第四條及

附表修正案」，請備查。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7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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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檢送「高雄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免徵退費作

業辦法」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8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修正「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十八條附

表一及第二十四條之二，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9    類別：法規    來文機關：高雄市政府 

案由：「高雄市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業經本府 107

年 12 月 21 日以高市府工建字第 10740063900 號

令發布施行，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乙、討論事項 

審議議長交議議員臨時提案 

類別：社政                   編號：1 

案由：請審議「組成專案小組，詳查 81 石化氣爆事件民間

捐款專戶收支運用情形，以昭公信」。 

決議：成立「81石化氣爆事件民間捐款專戶收支運用情形調

查專案小組」，委員援例由議長指定。 

丙、決定事項 

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上午 10 時 45 分提：本次臨時會收到曾議

員麗燕臨時提案，因有急迫性，依據議事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逕提大會即行討論，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上午 10時 47分宣布本會第 3屆第 2次臨

時會閉幕。 

戊、散會：上午 10 時 4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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