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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大會第 48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9 年 07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36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代理議長陸淑美等 62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許慧玉、李眉蓁、吳銘賜 

列  席：市政府－代理市長楊明州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帄、法規研究室主任許進興、議事

組主任凃靜容 

主 席：陸代理議長淑美 

紀 錄：黃月姿、蘇美英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3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

可確定。 

三、報告市政府來函 

編號：49   類別：交通   報告機關：交通局 

案由：有關貴會審議本府交通局 108 年度公務預算附帶決

議事項─「請研議擬定本市老舊大樓(公寓)地下室

停車場修建補助辦法」案辦理情形，詳如說明，請

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50   類別：交通   報告機關：交通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檢討高雄市快速道路網檢討

報告，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51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民政局 



 2 

案由：檢送「高雄市內門區公所場地使用管理規則」總說

明、草案表及全部條文(含收費標準)，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52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民政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阿蓮區公所場地使用管理規則」總說

明、草案表及全部條文(含收費標準)，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53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稅捐稽徵處組織規程」第 4條、第 13

條暨編制表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54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本府廢止「高雄市社會福利慈善事業財團法人設立

許可及監督準則」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55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本府修正「高雄市社會福利服務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第十七條及第四條附表草案，請查照。 

發言議員： 

林議員智鴻 

黃議員捷 

說明人員： 

社會局謝代理局長琍琍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56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檢送「高雄市客家事務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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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57   類別：法規   告機關：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檢送「高雄市客家事務財團法人工作計畫經費預算

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條文、總說明及條

文對照表，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58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檢送「高雄市客家事務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

準則」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59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勞工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獎勵辦法第四

條、第六條、第十一條修正條文」，敬請查照。 

發言議員： 

黃議員文益 

林議員于凱 

說明人員： 

勞工局陳代理局長石圍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60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經濟發展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和發產業園區服務中心設置辦法」，

請查照。 

發言議員： 

張議員漢忠 

林議員智鴻 

說明人員： 

經濟發展局王代理局長宏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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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61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經濟發展局 

案由：檢送本府修正「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實施辦法第八

條之一、第九條、第二十條」，請查照。 

發言議員： 

黃議員文益 

說明人員： 

經濟發展局王代理局長宏榮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62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文化局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演藝廳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第七條、第八條、第三條附表」，請備查。 

發言議員： 

郭議員建盟 

林議員智鴻 

黃議員柏霖 

黃議員捷 

鄭議員孟洳 

說明人員： 

文化局林代理局長尚瑛 

決議：不予查照。 

編號：63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水利局 

案由：訂定「高雄市水利設施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自 109

年 5 月 14日起施行，請查照。 

發言議員： 

黃議員文益 

韓議員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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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人員：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長展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64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衛生局 

案由：有關訂定「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人員考試

及證書收費辦法」一案，請備查。 

發言議員： 

張議員漢忠 

黃議員捷 

黃議員柏霖 

說明人員： 

衛生局林代理局長盟喬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65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環境保護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公共腳踏車租賃站廣告物張貼板管理

辦法」廢止總說明及廢止草案表，請備查。 

發言議員： 

林議員于凱 

說明人員： 

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66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環境保護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代處理廢棄物收費管理辦法」修正條

文一案，請查照。 

發言議員： 

蔡議員金晏 

說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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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局張代理局長瑞琿 

決議：不予查照。 

編號：67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消防局 

案由：「高雄市舉發重大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案件獎勵辦法」，業經本府 109 年 7 月 6 日高市

府消危字第 10933222400 號令發布，檢送刊登公報

資料(含條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表，請備查。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68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都市發展局 

案由：「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十八條附表一及

第二十四條之三修正草案，業經本府 109 年 6 月 1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932544700 號令修正發布，

並刊登本府公報 109 年夏字第 19期，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69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工務局 

案由：「高雄市特殊建築物認定與災害處理保證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業經本府 109年 3月 26 日以高市府

工建字第 10931957000 號令修正發布施行，謹請貴

會備查，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70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工務局 

案由：高雄市未經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辦法

第三條，業經本府 109 年 3 月 26 日以高市府工建

字第 10931796800 號令修正發布施行，謹請貴會備

查，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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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決定事項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於上午 11 時 56 分提：本(3)次定期大會

擱置中之第 3 次定期大會議員法規提案第 1 號案、第 7 號

案，第 2 次定期大會議員法規提案第 8號案、第 13 號案，

共計四案(如附件 1)，擬抽出併本次大會未及審議完畢之提

案，移至下次會繼續審議，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丙、主席陸代理議長淑美於中午 12時 3分致閉幕詞(如附件 2)，

並請楊代理市長明州發表於代理市長期間列席備詢之感想

後，宣布本會第 3 屆第 3次定期大會閉幕。 

丁、散會：中午 12 時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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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擱置之議員法規提案抽出移至下次會繼續審議清冊 

一、第三次定期大會議員法規提案 

案 號 提案人 案 由 
委 員 會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1 林智鴻 

建請修正「高雄市道路命名及
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四條」草

案。 

送大會公決  

7 林于凱 
建請制定「高雄市競選廣告物

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擱 置  

二、第二次定期大會議員法規提案 

案號 提案人 案 由 
委 員 會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8 吳益政 
建請制定「高雄市公民參與公

共政策自治條例」草案。 
送大會公決  

13 吳益政 

建請增訂「高雄市環境維護管

理自治條例第十四條之一及第
二十三條之一」草案。 

送大會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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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3次定期大會陸代理議長淑美閉幕致詞 

敬愛的高雄市民，楊代理市長及市府團隊，各位議員同仁，

各位媒體記者小姐及先生，大家好： 

本會第三屆第三次定期大會，終於在今天順利的告一段落，

大家辛苦了。首先，我要謝謝楊明州代理市長，在這段期間，

帶領市府團隊到議會接受質詢，並持續高雄市政的運作；也要

特別感謝我們所有的議員，在這 70 天的會期中，為民喉舌、積

極問政。另外，我也要對黃錦帄秘書長和議會所有的行政同仁，

說聲謝謝，大家也辛苦了。 

這一個會期，我們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延後到五月中

召開，誰也沒想到，在 6 月 6 日這一天，竟然發生「市長被罷

免、議長不幸離開」的結果。我們在深刻的打擊和挫折中，仍

然堅定、勇敢的，完成了所有預定的議程，沒有辜負選民們的

託付。 

今天，淑美身為代理議長，即將敲下閉幕的議事槌，完成

許議長生前，託付我的最後一項任務了。7 月 30和 31 日兩天，

我們會召開臨時會，進行議長補選，讓新選出的議長，接棒這

一屆最後兩年半的任期。 

淑美代理主持議事這段期間，謝謝大家的協助和配合。最

後，謹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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