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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1次定期大會內政委員會 

第 2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日期：108年 5月 28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7分 
地點：內政委員會會議室 
出席：王耀裕議員、李雅慧議員、鄭安秝議員、黃文益議員 

      陳若翠議員、陳善慧議員 

請假：許慧玉議員 

列席-民政局局長曹桓榮 

本會-專門委員姜敏榮、秘書李鳳玉 

主席：陳美雅議員      記    錄：李鳳玉 

討論事項： 

  提案審議 

  (一)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 類別 主辦單位 案由 
委員會 
審查意見 

1 內政 高雄市政府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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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配合款 281萬 1,420元），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二)議員提案 

類別 案號 提案人 案 由   審 查 意 見 

內政 45 李喬如 

請高雄市政府善用市公用機關用地，如高雄市鼓山
區鼓山清潔隊停車場及厚安街停車場用地（鼓山區
內惟段九小段 54、55地號）開發興建多功能使用含
里活動中心在內之場域。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46 賴文德 
六龜分局建山派出所、高中派出所、復興派出所閒
置空間，應活化多元利用。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47 陳慧文 
強化治安建請新增監視器及加強維修功能以提
高監視器系統妥善率。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48 黃香菽 
維護治安打擊犯罪，強化路口監視器效益及使
用功能。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49 黃香菽 
建請高雄市能針對一區一特色辦理區域性特色
活動。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50 黃香菽 建請消防局盡速完成增設澄清消防分隊。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2 
 

類別 案號 提案人 案 由   審 查 意 見 

內政 51 劉德林 
建請修正「高雄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二條」案。 

送請本會法規研究室研

擬修正案送大會審議 

內政 52 曾麗燕 
警察超時（勤）加班費應分日、夜間不同調整
加班費成數。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53 李雅靜 
建請市府鳳山區建國路二段及文英路口增設監
視系統，俾便維護地區治安，保障民眾生命財
產之安全。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54 陳若翠 
建議依內政部警政署函示標準編列 321萬元預算，
以落實照顧本市退休警察人員。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55 張勝富 仁武區大灣里活動中心。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56 張勝富 灣內里活動中心設備、硬體設施老舊汰換。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57 鄭安秝 
建請增設鳳山區環河街與中山東路 380巷監視器，
以確保市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58 鄭安秝 建請市府規劃興建鳳山區武松里民活動中心案。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59 鄭安秝 建請市府與高雄各區公所有更為便利的聯繫管道。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60 李眉蓁 
建請市府推廣楠梓區的特色發展，吸引民眾重視楠
梓區，讓民眾知道每一個行政區的特色。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62 張勝富 高雄市里長公務機車老舊汰換。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63 
李雅慧 
黃文益 

建請貴府研議於本市各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期日派駐至
少一名員警在調解委員會垷場協助維持秩序。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64 簡煥宗 建請警察局盤點整體老舊廳舍研議改善措施。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65 李柏毅 
建請警察局與商街住宅、大樓公共場所合作，
讓民眾的監視器角度可調整或增設，在有限的
經費之下可讓治安更佳的安全。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66 何權峰 推廣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67 何權峰 共創安全社會網，加強維護社會秩序。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68 王耀裕 
建請市府調整高雄市退休警察人員東、西區協
會照護補助費預算。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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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號 提案人 案 由   審 查 意 見 

內政 69 江瑞鴻 
建請全面檢討仁武區鄰里行政區域調整，以利
鄰里工作公平合理化。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70 曾俊傑 
請市府於三民區寶獅里及寶盛里興建里民活動
中心，供里民集會活動。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71 黃捷 建請民政局設立 748施行法諮詢專線及專頁。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72 黃捷 建請消防局將危險職務加給加成編列常態化。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73 黃捷 
建請消防局授權消防同仁自行彈性決定長短袖
服裝穿著。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74 黃捷 建請消防局將蜂蛇業務擴大委外業務專職分工。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75 郭建盟 

請高市府在確保安全把關不打折的前提下，提「高
市府非核心行政業務委外可行性評估報告」，研議
將不涉及准駁、裁罰處分等部分的行政業務，委託
民間機構執行，或採政府自辦與委託民間雙軌併
行，兼顧財政減支，同時提高行政效能。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76 郭建盟 

高雄粗出生率、嬰兒死亡率、兒少保護受虐者人數
比率、兒少性剝削被害比率、兒少安置人數比率、
少年竊盜犯罪人口率六項與兒少成長相關數據業務
皆為六都第一或最低。建請高市府速針對八道高雄
六都「黑」第一數據 提出成因分析與因應之道，並
於第三屆第二會期定期大會中，提出專案報告。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77 黃天煌 大寮區中興里活動中心闢建需要及迫切性。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78 鄭安秝 
建請增加設置鳳山區大德里監視器，以確保市
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79 鄭安秝 
建請增設鳳山區(牛潮埔)鎮北里監視器，以確
保市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80 鄭安秝 
建請增設鳳山區和興街、長樂街及長興街建議
安裝監視器，以確保市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81 鄭安秝 
建請增設鳳山區五權南路與復興路口監視器，以確
保市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82 陳善慧 
請全面盤點監視器之妥善，維護監視器之運轉
順暢，保證市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4 
 

類別 案號 提案人 案 由   審 查 意 見 

內政 83 陳善慧 
規劃興建楠梓區右昌興昌里、國昌里、裕昌里、
泰昌里、福昌里等五里多功能活動中心。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84 陳善慧 規劃興建楠梓區土庫多功能活動中心。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85 陳善慧 規劃興建楠梓區藍田多功能活動中心。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86 邱俊憲 建請市府明確提出北漂青年返鄉就業之施政績效。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87 許慧玉 公有納骨塔，面臨塔位即將不足之改善措施。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88 林智鴻 建請修繕鳳山區老爺里活動中心。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89 林于凱 
確實執行「高雄市消防救護車收費辦法」，以
有效運用緊急救護資源。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90 黃秋媖 建請加強監視器維護及設置。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91 黃秋媖 建請市府研議增設彌陀納骨塔塔位事宜。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92 童燕珍 請高雄市政府整合目前高雄各項智慧服務項目。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93 陳麗珍 
建請左營區公所第二戶政(立信路)增加興建樓
層及電梯。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94 康裕成 
請於本屆第 2次定期大會前提出「發大財行政
計畫書」，並建置「發大財進度網頁專區」。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95 高閔琳 
建請市府依「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落實性
別平等與婚姻平權政策，積極推動集團婚禮納同志、戶
政系統同性配偶註記等相關行政措施。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96 高閔琳 建請市府檢討提升新住民輔導業務及活動參與率。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97 高閔琳 建請研考會青年參與式預算之提案研議辦理。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內政 98 高閔琳 
暫緩高雄第二殯儀館橋頭分館擴充計畫，先行
招開地方公聽會。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散會：下午 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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