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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2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 時 1 分(中午 12 時 13

分休息，下午 3 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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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許慧玉、李柏毅 

列  席：市政府－市長韓國瑜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平、內政委員會專門委員姜敏榮、

社政委員會專門委員傅志銘、財經委員會專門

委員吳宜珊、教育委員會專門委員江聖虔、農

林委員會專門委員李侑珍、交通委員會專門委

員姜愛珠、衛生環境委員會專門委員陳月麗、

工務委員會專門委員林愛倫、法規委員會專門

委員劉義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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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楊明州 

                捷運工程局局長范揚材(上午 11 時起，由副局長

吳嘉昌代理) 

主  席：由許議長崑源及陳議員玫娟分別主持 

記  錄：林逸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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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次及第 41 次會議紀錄，

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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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李議員亞築 

曾議員俊傑(同一問題) 

邱議員于軒(同一問題) 

吳議員益政 

李議員眉蓁 

答詢人員： 

  養護工程處林處長志東 

  工務局吳局長明昌 

  新建工程處黃處長榮慶 

  水利局李局長戎威 

  農業局吳局長芳銘 

  觀光局潘局長恒旭 

  交通局鄭局長永祥 

  教育局吳局長榕峯 

  洪副市長東煒 

  韓市長國瑜 

  政風處林處長合勝 

  警察局李局長永癸 

  葉副市長匡時 

  李副市長四川 

  社會局葉局長壽山 

  經濟發展局伏局長和中 

  民政局曹局長桓榮 

  環境保護局袁局長中新 

丙、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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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會 

一、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類別：內政  編號：1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 108 年補助市政府民政局辦理「108

年度強化戶役政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

畫」經費共計 937 萬 1,400 元（中央補助 655 萬

9,980 元、市政府配合款 281 萬 1,420 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3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獲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點」第二期

（108-109 年）計畫，衛生福利部補助經費 2,955

萬元，市政府自籌款計 521 萬 4,500 元，總計 3,476

萬 4,500 元，因未及編列於 108 年預算，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4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市府社會局

辦理 108 年度「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共

計 3億 13萬 9,000元（中央補助 2億 5,899萬 2,000

元、市府配合款 4,114 萬 7,000 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5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客家委員會 108 年補助本市美濃區

公所辦理「美濃區美濃湖排水流域整體改善先期

評估規劃」經費共計 70 萬元(中央補助 58 萬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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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市府配合款 11 萬 2,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6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客家委員會 108 年補助市府客家事

務委員會辦理「邱義生夥房調查研究」經費共計

49 萬 3,000 元(中央補助 41 萬 4,120 元、市府配合

款 7 萬 8,88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7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客家委員會 108 年補助本市六龜區

公所辦理「傳承客家文化暨整合六龜區資源調查

研究工作計畫」經費共計 200 萬元(中央補助 168

萬元、市府配合款 32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8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客家委員會 108 年補助本市六龜區

公所辦理「串聯六龜客家意象生活環境營造-新發、

六龜大橋及區界處擋土牆等改善工程施作案」經

費共計 3,932萬 2,000元(中央補助 3,303萬420元、

市府配合款 629萬 1,580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財經 編號：2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青年局108年10月至12月預算新臺幣5,476

萬 7,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林議員于凱 

高議員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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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議員建盟 

邱議員俊憲 

李議員喬如 

張議員漢忠 

宋議員立彬 

曾議員俊傑 

韓議員賜村 

童議員燕珍 

說明人員： 

經濟發展局伏局長和中 

本會財經委員會邱議員俊憲 

決議：同意辦理。 

      (附帶決議：一、就高雄北漂青年之人數及實質政

策需求為何，青年局應提出具體之評估及規劃以

利後續政策之推動。二、整合青年局、經發局、

勞工局、社會局、高雄銀行及其他相關單位等協

助青年創業資源，成立單一窗口平台。) 

類別：教育  編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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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補助款 40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179 萬 7,101 元，共計新台

幣 579 萬 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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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議員建盟 

韓議員賜村 

說明人員： 

行政法人圖書館潘館長政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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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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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硬體提升再進化-

駁二藝術特區倉庫提升計畫」乙案，補助款 330

萬元及配合款 141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471

萬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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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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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文化部 108 年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

理「影像教育扎根 從看見電影開始」部分經費，

共計 494 萬 3,000 元(中央補助款 346 萬元、市政

府配合款 148 萬 3,000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代理局長文翠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7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 年補助市政府農業

局辦理「加強農地利用管理計畫」經費共計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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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3,000 元(中央補助 115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0

萬 3,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不足部分，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朱議員信強 

吳議員利成 

說明人員： 

農業局吳局長芳銘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8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 年補助高雄市

動物保護處辦理「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

畫」經費共計211萬3,000元(中央補助154萬2,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57 萬 1,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9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 108 年補助市政府水利

局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水與安全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2 批次

治理規劃及檢討工作計畫，經費共計 840 萬元(中

央補助 655萬 2,000元，市政府配合款 184萬 8,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10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 106~108 年補助市政府

水利局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縣市管河川及區

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雨水下水道」經費共計 1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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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萬 9,786 元(中央補助 8,234 萬 4,433 元，市政

府配合款 2,322 萬 5,353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賴議員文德 

陳議員麗娜 

陳議員美雅 

邱議員俊憲 

說明人員： 

水利局李局長戎威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11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

「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高

雄市智慧防汛網推廣建置計畫」108 年度所需經

費 986 萬 5,000 元(中央補助 828 萬 7,000 元，市

政府配合款 157萬 8,000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衛生環境 編號：1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 108 年度｢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

天下唯工-勞工博物館營運提升計畫｣勞工局勞工

教育生活中心所業管之勞工博物館提案經常門經

費 205 萬 8,000 元(中央補助款 144 萬元及市政府

配合款 61 萬 8,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工務  編號：1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本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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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會 108 年墊借本市工務局辦理「鼓山區輕軌捷

運西側興隆路以南 6 米計畫道路開闢工程」經費

共計 5,899 萬元(土地價購費及地上物補償費)，擬

請同意辦理先行墊借。 

發言議員： 

林議員于凱 

說明人員： 

工務局吳局長明昌     

決議：同意辦理。 

 

    二、審議議員提案 

(一)內政類 53案(編號 45至編號 60暨編號 62至編號 98) 

決議：第 51號案送請本會法規研究室研擬修正案送大會 

審議；其餘皆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二)社政類 28案(編號 20至編號 47)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三)財經類 18案(編號 15至編號 32)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四)教育類 46案(編號 41至編號 86)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五)農林類 45案(編號 38至編號 82)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六)交通類 43案(編號 47至編號 89)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七)衛生環境類 34案(編號 33至編號 66) 

        決議：第 62號案由本會轉請行政院研究辦理；其餘皆送 

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八)工務類 91案(編號 76至編號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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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二、三讀會 

一、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 

類別：法規 編號：5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制定「高雄市青年創業發展基金收支管理

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 

發言議員： 

林議員于凱 

邱議員俊憲 

郭議員建盟 

曾議員俊傑 

說明人員： 

經濟發展局伏局長和中 

法制局吳局長秋麗 

經濟發展局會計室林主任瑞枝     

決議：修正通過。 

類別：法規  編號：6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案由：請審議修正「高雄市申請農業設施興建高度及樓

層審查自治條例第二、第四條」草案。 

發言議員： 

黃議員秋媖 

李議員眉蓁 

高議員閔琳 

林議員富寶 

宋議員立彬 

說明人員： 

本會法規委員會第二召集人鍾議員易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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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局吳局長芳銘 

法制局吳局長秋麗 

海洋局趙局長紹廉 

決議：修正通過。 

 

二、審議議員法規提案 

類別：法規  編號：3  提案人：林于凱  

案由：建請增訂「高雄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之一」

草案。 

說明人員： 

法制局吳局長秋麗 

決議：修正通過。 

丁、決定事項 

主席陳議員玫娟於下午 5 時 49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法

規類提案全部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戊、其他事項 

主席許議長崑源於上午 10 時 43 分報告：現在有高雄正修科

技大學學生 25 人，由江政彥諮商心理師帶領，蒞臨本會旁聽

，請大家鼓掌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己、散會：下午 6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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