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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16日上午 9時(上午 11時 59分休息，

下午 3 時 2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許崑源等 64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鄭光峰、許慧玉 

列  席：市政府－市長韓國瑜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平、教育委員會專門委員江聖虔、

法規研究室主任許進興、議事組主任凃靜容、

簡任秘書王春勝 

請  假：市政府─副市長葉匡時 

教育局長吳榕峯(下午，由副局長黃盟惠代理) 

主  席：由許議長崑源及陸副議長淑美分別主持 

記  錄：詹淵翔、許進旺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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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致中 

黃議員秋媖 

陳議員慧文 

李議員喬如(同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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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詢人員： 

韓市長國瑜 

教育局吳局長榕峯 

社會局葉局長壽山 

農業局吳局長芳銘 

工務局吳局長明昌 

交通局鄭局長永祥 

都市發展局林局長裕益 

地政局黃局長進雄 

文化局王代理局長文翠 

觀光局潘局長恆旭 

衛生局林局長立人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運動發展局程局長紹同 

捷運工程局范局長揚材 

丙、討論事項 

二讀會 

一、審議市政府提案 

類別：教育   編號：1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 108 年推動家庭教育實施

計畫經費，補助款 1,106 萬 9,379 元及配合款 326

萬 6,472 元，共計 1,433 萬 5,851 元整，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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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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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108年度博物

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計畫案，補助款

新臺幣 350 萬元及配合款 150 萬元，共計新台幣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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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教育   編號：3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國家人權博物館補助高雄市辦理｢107 年度

高雄市不義遺址保存與人權教育推廣計畫」，補助

款(200 萬元）及配合款(85 萬 8,000 元）共計新台

幣 285 萬 8,000 元整，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4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辦理 108 年度文化

部推動臺北機廠轉型國家鐵道博物館補助計畫-哈

瑪星台灣鐵道館｢台灣鐵道技術進化特展｣計畫，

補助款(100 萬元）及配合款(42 萬 8,600 元）共計

新台幣 142 萬 8,600 元整，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

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代理局長文翠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5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

化局 108 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



 4 

計畫(C、D 類)等 9 案，補助款 325 萬 6,450 元及

配合款 134 萬 7,050 元，共計新台幣 460 萬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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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教育   編號：6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8

年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臺灣文化節

慶升級–「2019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補助款 450

萬元及配合款 193 萬元，共計新台幣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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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教育   編號：7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8

年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藝文教育

扎根－文化體驗教育「『多元史觀‧跨界共融』藝

術體驗推廣計畫」補助款 200 萬元及配合款 86 萬

元，共計新台幣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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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教育   編號：8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高雄市政府文

化局 108 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

(B 類)共 1 案，補助款新臺幣 120 萬元及配合款 80

萬元，共計新台幣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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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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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教育   編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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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地方藝文場館整建計畫」補助款 800 萬元及配

合款 343 萬元，共計新台幣 1,143 萬元，因 108 年

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代理局長文翠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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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藝文場館營

運升級－視覺藝術類「全球南方：從在地到國際－

新型態美術館建構計畫」補助款 500 萬元及配合款

215 萬元，共計新台幣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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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教育   編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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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藝文場館

營運升級」補助款 380 萬元及配合款 163 萬元，共

計新台幣 543 萬元整，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4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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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8

年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藝文教育

扎根－在地藝文特色「傳習金三角－皮影戲表演藝

術教育扎根計畫」補助款 200 萬元及配合款 86 萬

元，共計新台幣 286 萬元，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

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高議員閔琳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代理局長文翠 

行政法人歷史博物館王代理館長御風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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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博

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共 8 案，補助款 2,917

萬元及配合款 1,251 萬 2,000 元，共計新台幣 4,168

萬 2,000 元，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6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8 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

(C、D 類)等 3 案，補助款 278 萬 2,500 元及配合

款 130萬 5,000元，共計新台幣 408萬 7,500元整，

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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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議員： 

陳議員玫娟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代理局長文翠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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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9 年

「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共 2 案，補助

款 750 萬元及配合款 321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1,071 萬 5,000 元，因 108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8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108-109

年公共圖書館作為社區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補助

款 95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407 萬 1,430 元，共計

新台幣 1,357 萬 1,430 元整，因未及編列於 108 年

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陳議員美雅 

邱議員于軒 

邱議員俊憲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代理局長文翠 

行政法人圖書館潘館長政儀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9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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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108

年公共圖書館閱讀設備升級實施計畫」補助款 22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98 萬 8,406 元，共計新台幣

318 萬 8,406 元整，因未及編列於 108 年度預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三、審議議員提案 

類別：教育   編號：1   提案人：陳玫娟 

案由：為調整本市議會第 2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審議 107

年教育局教育發展基金所做之附帶決議「未來禁

止本市各級學校在秋冬季節舉辦學生運動會」乙

案，提請討論。 

發言議員： 

林議員于凱 

說明人員： 

陳議員玫娟 

教育局黃副局長盟惠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2    

提案人：許崑源、黃秋媖、宋立彬、李雅芬、康裕成、

陳若翠、蔡武宏 

案由：訂定本市性別平等教育管理自治條例。 

發言議員： 

黃議員捷 

高議員閔琳 

宋議員立彬 

吳議員益政 

曾議員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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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擱置。 

類別：教育   編號：10   提案人：曾麗燕 

案由：建請高雄市政府暨各級學校嚴格把關，防止不當

教材入侵校園。 

發言議員： 

黃議員捷 

童議員燕珍 

高議員閔琳 

曾議員俊傑 

說明人員： 

曾議員麗燕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40   提案人：陳慧文議員 

案由：建請議會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專案監督小組」，讓

所有性別都能在高雄受到平等的人權保障、共享

多元價值。 

發言議員： 

曾議員俊傑 

黃議員捷 

決議：不同意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專案監督小組」。 

(本案經在場 35 位議員表決，結果 30 位不同意成

立「性別平等教育專案監督小組」，已逾在場議員

總額之半數，本案否決。) 

類別：教育   編號：3 至 9、11 至 39，計 36 案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丁、停止討論動議 

曾議員俊傑於下午4時36分就議員提案第40號案：「建請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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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專案監督小組』，讓所有性別都能在高雄

受到平等的人權保障、共享多元價值。」提出停止討論動議。

經主席陸副議長淑美徵求在場同仁附議後，無人表示反對，

宣告「停止討論」。 

戊、其他事項 

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下午 3 時 10 分報告：現在有高雄市家長協

會 15 人，由連順隆先生領隊，蒞臨本會旁聽，請大家鼓掌歡

迎。 

（全體鼓掌歡迎） 

己、散會：下午 5 時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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