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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臨時會第 7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9 日上午 9 時 57 分(中午 12 時

49 分休息，下午 3 時 2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曾麗燕等 64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賴文德 

列  席：市政府－市長陳其邁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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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消衛環委員會專門委員陳

月麗、工務委員會專門委員林愛倫、財經委

員會專門委員吳宜珊、社政委員會專門委員

傅志銘、法規研究室編審王文華、編審賴梵

秦、議事組主任凃靜容 

請 假：市政府－副市長林欽榮 

副市長羅達生 

海洋局代理局長黃登福(由主任秘書薛博元

代理) 

警察局局長黃明昭(由副局長陳書田代理) 

主 席：曾議長麗燕 

紀 錄：吳祝慧、陳玲雅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3 屆第 7 次臨時會第 6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

確定。 

乙、討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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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4次定期大會部分 

二讀會 

類別：財經   編號：2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0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

綜計表，連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黃議員柏霖 

林議員于凱 

蔡議員金晏 

蔡議員武宏 

李議員喬如 

童議員燕珍 

陳議員致中 

吳議員益政 

陳議員美雅 

邱議員于軒 

許議員慧玉 

李議員雅靜 

方議員信淵 

黃議員紹庭 

李議員順進 

劉議員德林 

陳議員玫娟 

陳議員麗娜 

宋議員立彬 

林議員宛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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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若翠 

說明人員：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翁總經理佳彬 

交通局停車工程科蔡科長燿吉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捷運工程局開發路權科林科長淼基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馬院長光遠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顏院長家祺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江處長俊昌 

工務局道路挖掘管理中心林主任建良 

工務局蘇局長志勳 

地政局會計室辛主任秋麗 

地政局陳局長冠福 

土地開發處吳處長宗明 

都市發展局楊局長欽富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決議：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第 15 頁至第 53

頁及第 69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第 7 頁至第 1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第 9 頁至第 17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第 13 頁至第 47 頁及第 66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

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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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第 17頁至第 58頁及第 75頁：

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

表)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第 15 頁至第 42

頁：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

細表） 

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第 16頁至第 23頁及第 32頁：

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第 10頁至第 32頁及第 46頁：

照案通過。 

衛生局各區衛生所醫療藥品基金第 12頁至第 43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6 頁至第 79 頁

及第 98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5 頁至第 80 頁

及第 97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2頁至第 48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5 頁至第 77 頁

及第 96 頁至 97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第 6 頁至

第 8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基金第 6 頁至第 8 頁：照案通

過。 

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第 7 頁至第 12 頁及第

24 頁：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

果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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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實施帄均地權基金第 16 頁至第 45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第 13頁至第 35頁：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

表)。 

高雄市住宅基金第 14 頁至第 38 頁及第 52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第 10 頁至第 19 頁：修正

通過。（修正明細及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

明細表） 

高雄市青年創業發展基金第 10 頁至第 17 頁：照案

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類別：社政   編號：3   主辦單位：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

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5   主辦單位：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惠民醫療救濟基金會」108年度決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6   主辦單位：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惠民醫療救濟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7   主辦單位：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108年度決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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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8   主辦單位：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財經   編號：3   主辦單位：經濟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小港區水庫段256、266、268地號等3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共6,381.86帄方公尺，擬讓

售予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案。 

決議：同意撤回。 

類別：教育   編號：3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110年度預算書。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4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

術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5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110年度預算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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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 教育  編號：6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110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7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110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警消衛環   編號：1   主辦單位：環境保護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環境保護局主管之「財團

法人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

心基金會」108年度決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警消衛環   編號：2   主辦單位：環境保護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環境保護局主管之「財團

法人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

心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 警消衛環   編號：4   主辦單位：消防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內門區菜公坑段595地號土地處分案」。 

決議：不同意辦理。 

類別：工務   編號：1   主辦單位：工務局 

案由：有關本市110年度預算「大寮區民智街拓寬工程」等

4項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暨徵收費率一案，敬請審

議。 

決議：以零費率徵收。 

三讀會 

類別：財經   編號：2   主辦單位：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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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 110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

綜計表，連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決議：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第 15 頁至第 53

頁及第 69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第 7 頁至第 1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第 9 頁至第 17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第 13 頁至第 47 頁及第 66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

細表) 

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第 17頁至第 58頁及第 75頁：

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

表)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第 15 頁至第 42

頁：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

細表） 

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第 16頁至第 23頁及第 32頁：

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第 10頁至第 32頁及第 46頁：

照案通過。 

衛生局各區衛生所醫療藥品基金第 12頁至第 43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6 頁至第 79 頁

及第 98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5 頁至第 80 頁

及第 97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2頁至第 48頁：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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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5 頁至第 77 頁

及第 96 頁至 97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第 6 頁至

第 8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基金第 6 頁至第 8 頁：照案通

過。 

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第 7 頁至第 12 頁及第

24 頁：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

果明細表） 

高雄市實施帄均地權基金第 16 頁至第 45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第 13頁至第 35頁：

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

表)。 

高雄市住宅基金第 14 頁至第 38 頁及第 52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第 10 頁至第 19 頁：修正

通過。（修正明細及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

明細表） 

高雄市青年創業發展基金第 10 頁至第 17 頁：照案

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類別：社政   編號：3   主辦單位：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

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6   主辦單位：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惠民醫療救濟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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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8   主辦單位：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3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110年度預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4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

術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5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110年度預算

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6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110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7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110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警消衛環   編號：2   主辦單位：環境保護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環境保護局主管之「財團

法人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

心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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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丙、抽出動議 

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5 時 58 分提：擬將 1 月 28 日擱置

之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及高雄市青年創業發展基金抽

出繼續審議；經在場議員附議後，無異議通過。 

丁、決定事項 

一、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中午 12 時 27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

俟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預算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

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5 時 58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

俟 110 年度高雄市附屬單位預算案及市政府提案審議完

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三、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6 時 33 分提：現在審議第 4 次定

期大會尚未審畢之市政府提案，因其中部分為財團法人

及行政法人之預算案，擬按慣例於二讀通過後接續進行

三讀審議，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四、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6 時 48 分提：本(7)次臨時會擱置

之議案全數抽出併同未及審議完畢之議案，移至下次會

繼續審議。 

(無異議通過) 

戊、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6 時 56 分致閉幕詞(如附件)後，宣

布本會第 3 屆第 7 次臨時會閉幕。 

己、散會：下午 7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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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臨時會閉幕曾議長麗燕致詞 

陳市長、史副市長及各局處首長、秘書長、本會議員同仁，以

及收看議事直播的市民朋友，大家好！ 

歷經第 4次定期大會及 2次臨時會，大會終於劃下圓滿句點，

全體議員審議完成 110年度總預算案，各位議員辛苦了！ 

麗燕同時感謝陳市長及市府團隊，謝謝你們配合出席大會及

備詢，你們也辛苦了！ 

大會雖然結束，但是，議會監督不打烊，市府仍然要繃緊神

經，因為，推動市政也沒有休息的時間。希望市府團隊針對每

位議員的質詢及建議，具體落實，並珍惜議會審查通過的每一

筆預算，審慎執行，全體議員也將持續監督。 

全台新冠肺炎疫情嚴峻，農曆春節即將來臨，台灣面臨新冠

肺炎疫情的考驗，在歡度春節的同時，希望市府團隊守護好高

雄，嚴格落實防疫措施，讓全體市民、返鄉過節及前來高雄旅

遊的民眾，都能健康及安全的過好年。 

此外，我特別要向春節期間站在第一線，不能休假的基層人

員，包括防疫、治安、交通、觀光、環保及志工人員，致上敬

意，並說一聲「大家辛苦了」！感謝大家在春節期間為市民的

付出！ 

麗燕還要向全體市民提出呼籲，春節期間，請大家依照中央

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規定及市府措施，一起做好春節防疫工作，

維護高雄健康城市。 

最後，麗燕提前祝福全體市民、議員同仁及市府團隊，牛年

快樂！牛年行大運！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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