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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7次臨時會第 6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8 日上午 9 時 43 分(中午 12 時

37 分休息，下午 3 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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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局長王文翠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平、教育委員會專門委員江聖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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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委員會專門委員

姜敏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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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曾議長麗燕 

紀 錄：蘇美英、曾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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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

確定。 

乙、討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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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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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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議員： 

吳議員益政 

陳議員麗娜 

黃議員紹庭 

鄭議員光峰 

方議員信淵 

李議員雅靜 

黃議員柏霖 

邱議員于軒 

李議員順進 

邱議員俊憲 

韓議員賜村 

黃議員捷 

陳議員玫娟 

宋議員立彬 

王議員耀裕 

鍾議員易仲 

林議員于凱 

陳議員美雅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動物保護處葉處長坤松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登福 

觀光局周局長玲妏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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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環境保護局環境衛生管理科楊科長宇傑 

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科陳科長偉德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江處長俊昌 

新建工程處楊處長素鳳 

都市發展局楊局長欽富 

社會局謝局長琍琍 

社會局婦女及保護服務科蕭科長惠如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經濟發展局工業輔導科曾科長國峯 

青年局張局長以理 

主計處事業預算科王股長莨融 

教育局謝局長文斌 

教育局國小教育科黃科長麗滿 

教育局幼兒教育科陳科長怡婷 

決議：歲出部門－ 

文化局第33頁至第34頁文化建設與活動-文化政策與

環境推展-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補

助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辦

理相關展演活動等，及附設兩樂團(含維護

費、樂團專業補助費及演出經費等 )1億

1,349萬元：照案通過。 

文化局第34頁文化建設與活動-文化政策與環境推展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補助行政法

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及高雄市立圖書館

營運及管理之捐助6億1,102萬8千元：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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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文化局第46頁文化建設與活動-表演藝術推動-表演

藝術展演與推廣-業務費-一般事務費-為促

進本市藝文觀光及教育推廣，辦理國內外

表演藝術交流1,854萬9千元：照案通過。 

文化局第46頁文化建設與活動-表演藝術推動-表演

藝術展 演與推廣-業務費-一般事務費-歌

仔戲、偶戲等傳統表演藝術於本市各行政

區巡演演出費、文宣、場佈、成果製作等

費用982萬9千元：照案通過。 

文化局第46頁文化建設與活動-表演藝術推動-表演

藝術政策與環境推展-獎補助費-其他補助

及捐助-因藝文交流、推廣等需求，補助本

市表演藝術工作者個人，辦理國內外文化

交流、展演等250萬元：照案通過。 

文化局第51頁文化建設與活動-文創產業與視覺藝術

推展-高雄流行音樂場館營運及產業推展-

業務費-一般事務費-辦理流行音樂推廣、創

作及展演業務1,503萬元：照案通過。 

文化局第51頁文化建設與活動-文創產業與視覺藝術

推展-高雄流行音樂場館營運及產業推展-

業務費-房屋建築養護費-高雄流行音樂中

心房屋建築修繕等費用900萬元：照案通

過。 

文化局第51頁文化建設與活動-文創產業與視覺藝術

推展-高雄流行音樂場館營運及產業推展-

業務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高雄流行

音樂中心機電設備維護等費用900萬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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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通過。 

文化局第51頁文化建設與活動-文創產業與視覺藝術

推展-高雄流行音樂場館營運及產業推展- 

設備及投資-雜項設備費-因應高雄流行音

樂場館開館後空間及服務設備優化調整

1,860萬元：照案通過。 

文化局第51頁文化建設與活動-文創產業與視覺藝術

推展-高雄流行音樂場館營運及產業推展-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補助行政法

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營運及管理之捐助1

億264萬2千元：照案通過。 

文化局第54頁至第55頁文化建設與活動-影視產業推

動業務2,230萬5千元：照案通過。 

運動發展局第34頁管理與活動-推廣體育活動-體育

活動-業務費-委辦費-委託辦理電競嘉年華、

電競產業或電競相關之活動規劃、執行、

行銷等500萬元：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

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運動發展局第34頁管理與活動-推廣體育活動-體育

活動-業務費-委辦費-委託辦理電競相關研

討會、論壇等活動規劃及執行60萬元：照

案通過。 

運動發展局第34頁管理與活動-推廣體育活動-體育

活動-業務費-一般事務費-辦理電競嘉年華

相關活動期間所需文具、紙張、輸出品、

耗材及水電費等40萬元：照案通過。 

運動發展局第35頁管理與活動-推廣體育活動-體育

活動-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補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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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團體、學校及各相關團體舉辦電競賽事、

選手或相關人才培訓等電競相關作業事宜

100萬元：照案通過。 

動物保護處第37頁動物保護與防疫-動物保護-年度

歸墊計畫-業務費-物品-109-執行遊蕩犬管

理精進措施計畫所需文具、消毒藥劑、注

射器材，誘捕籠等耗材(中央補助)(補辦預

算) 107萬元：照案通過。 

動物保護處第37頁動物保護與防疫-動物保護-年度

歸墊計畫-業務費-一般事務費-109-遊蕩犬

管理精進措施計畫辦理遊蕩犬熱點區(彌

陀區、永安區等海線區域)之犬隻清查、捕

抓等費用(中央補助)(補辦預算) 176萬元：

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動物保護處第37頁動物保護與防疫-動物保護-年度

歸墊計畫 -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9-遊蕩犬管理精進措施計畫補助動物醫

院、獸醫師公會或動物保護團體等辦理遊

蕩犬熱點區域、特定區域犬貓絕育工作經

費(中央補助)(補辦預算) 200萬元：照案通

過。 

海洋局第34頁港務行政-港務行政及管理-業務費-一

般事務費-興達漁港新增撥用土地及設施清

潔、維護管理費用180萬元：照案通過。 

觀光局第38頁觀光行銷管理-觀光行銷管理-業務費-

一般事務費-辦理觀光多元化行銷、網路廣

告、媒體廣告、廣告看板等費用2,000萬元：

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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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觀光局第39頁觀光行銷管理-觀光行銷管理-業務費-

國外旅費68萬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

及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觀光局第45頁觀光活動推展-觀光活動推展-業務費-

一般事務費-辦理主題觀光推廣活動等相關

經費1,500萬元：照案通過。 

捷運工程局第10頁一般行政-行政管理-行政業務-業

務費-一般事務費-舉辦及參與各項捷運 建

設宣導，促進多元溝通，包括透過平面及

電子媒體宣導、說明會等111萬元：修正通

過。（修正明細及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

明細表） 

捷運工程局第12頁非營業特種基金-捷運建設基金-

獎補助費-對特種基金之補助-高雄環狀輕

軌捷運建設計畫，市府分擔款1億1,270萬元：

修正通過。（修正明細及附帶決議詳如審

議結果明細表） 

交通局第47頁交通規劃及管理-運輸管理-運輸業務-

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交通部108年

度補助補辦預算辦理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

升計畫-補助市區汽車客運業者車輛汰舊換

新(5輛一般大客車)-高雄客運(資本門) 560

萬元：照案通過。 

衛生局第51頁至第53頁衛生業務-食品衛生業務-一

般業務-業務費1,030萬3千元：照案通過。 

環境保護局第44頁至第45頁空氣污染防制及噪音振

動管制 -空氣污染防制及噪音振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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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6萬元：照案通過。 

環境保護局第48頁土壤及水污染管理防治-土壤及水

污染管理防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業

務費-臨時人員酬金383萬9,170元：照案通

過。 

環境保護局第51頁土壤及水污染管理防治-土壤及水

污染管理防治-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業務費-

一般事務費115萬元：照案通過。 

環境保護局第53頁至第69頁垃圾集運與清潔維護-垃

圾集運管理9億7,805萬3千元：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環境保護局第82頁至第83頁環境污染稽查-環境污染

稽查-環境衛生稽查-人事費-獎金619萬7千

元：照案通過。 

工務局第40頁工程企劃行政管理-工程企劃業務管理

及策略規劃-配合市區纜線下地工程分攤經

費-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配合本

市各地區電力架空線下地作業之配合款

2,977萬4千元：照案通過。 

工務局第41頁工程企劃行政管理-工程企劃業務管理

及策略規劃-民族路共同管道管理-業務費–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638萬元：照案通

過。 

工務局第44頁工程企劃行政管理-工程企劃業務管理

及策略規劃-高雄市共同管道管理-業務費–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840萬3千元：照案

通過。 

工務局第47頁建築管理-建照審查及施工公安使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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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建照審查施工管理及建築物公安使用管

理-業務費–按日按件計資酬金-公寓大廈管

理現場駐點法律諮詢服務出席費10萬4千

元：照案通過。 

工務局第47頁建築管理-建照審查及施工公安使用管

理-建照審查施工管理及建築物公安使用管

理-業務費–按日按件計資酬金-高雄市公寓

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府外委員出席費

14萬元：照案通過。 

工務局第47頁建築管理-建照審查及施工公安使用管

理-建照審查施工管理及建築物公安使用管

理-業務費–委辦費-委託律師辦理公寓大廈

管理法律諮詢(以電話或網路線上諮詢等)

服務經費10萬元：照案通過。 

工務局第49頁至第50頁建築管理-建照審查及施工公

安使用管理-建照審查施工管理及建築物公

安使用管理-獎補助費–其他補助及捐助

8,722萬元：照案通過。 

新建工程處第22頁至第23頁道路橋梁廣場地景工程-

新建道路橋梁廣場地景-道路工程–設備及

投資-土地–大寮區光明路三段1078巷拓寬

工程2,650萬元：照案通過。 

新建工程處第31頁至第32頁道路橋梁廣場地景工程-

新建道路橋梁廣場地景-道路工程-設備及

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大寮區光明路三

段1078巷拓寬工程91萬3千元：照案通過。 

新建工程處第39頁至第40頁一般建築及設備-營建工

程1億9,510萬元：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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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養護工程處第33頁公共設施養護-公共設施養護及改

善-業務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道路、

橋隧、人行道、自行車道及景觀等各項設

施巡查、養護費用278萬2,427元：照案通

過。 

養護工程處第35頁公共設施養護-公共設施養護及改

善-設備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內政部

營建署提升道路品質計畫3,292萬7千元：照

案通過。 

都市發展局第27頁一般行政-行政管理-人事費-法定

編制人員待 遇1億959萬7,878元：照案通

過。 

都市發展局第34至36頁都市發展業務-綜合企劃業務

82萬2千元：照案通過。 

動物保護處第38頁動物保護與防疫-動物保護-年度

歸墊計畫 -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9-遊蕩犬管理精進措施計畫補助社團法

人台灣愛狗人協會辦理本市遊蕩犬貓熱點

區域犬貓數量調查及絕育相關工作經費

(中央補助)(補辦預算) 250萬元：照案通

過。 

海洋局第35頁港務行政-港務行政及管理-業務費-一

般事務費-財政部核定補助高雄市興達漁

港修造船區暨海洋遊憩設施民間自提BOT

案前置作業計畫(補辦預算) 225萬元：照案

通過。 

附屬單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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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宅基金第 11 頁至第 21

頁及第 27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第 10 頁至第 60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第 6 頁至第 8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第 8頁至第 13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動產質借所第 13 頁至第 43 頁及

第 64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第 13 頁至第 27 頁：修正

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高雄市債務基金第 7 頁至第 9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第 15 頁至第 54 頁及

第 7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第 10頁至第 19頁：擱置。 

高雄市青年創業發展基金第 10頁至第 17頁：擱置。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教育局第34頁至第162頁及第

182 頁至第 210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空中大學第 9 頁至第 41頁：照

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第 7 頁

至第 20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高中職、啟智學校及特殊學校教育發展基金

比照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第 8 頁

至第 16頁及第 26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國中比照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照案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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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民小學第

7 頁至第 12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國小比照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民小學：照案

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第 6 頁至

第 10 頁：照案通過。 

其餘幼兒園比照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照案通過。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財政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110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102億6,640萬7千元，以充裕建設財源案。  

發言議員： 

吳議員益政 

黃議員柏霖 

說明人員：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 

決議：高雄市 110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金

額修正為102億928萬9千元。  

三讀會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財政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110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

入102億6,640萬7千元，以充裕建設財源案。  

決議：高雄市110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金

額修正為102億928萬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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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總預算－ 

一、歲入預算刪減：1億9,590萬元。 



 13 

公債及賒借收入刪減：5,711萬8千元。 

二、歲出預算刪減：2億5,301萬8千元。 

三、審定總預算為歲入1,458億9,041萬1千元，公債

及賒借收入102億928萬9千元。 

歲出1,520億9,970萬元，債務還本40億元。 

四、修正明細、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總表備註欄。 

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宅基金第 11 頁至第 21

頁及第 27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第 10 頁至第 60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第 6 頁至第 8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第 8頁至第 13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動產質借所第 13 頁至第 43 頁及

第 64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第 13 頁至第 27 頁：修正

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高雄市債務基金第 7 頁至第 9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第 15 頁至第 54 頁及

第 7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教育局第34頁至第162頁及第

182 頁至第 210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空中大學第 9 頁至第 41頁：照

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第 7 頁

至第 20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高中職、啟智學校及特殊學校教育發展基金



 14 

比照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第 8 頁

至第 16頁及第 26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國中比照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照案通

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民小學第

7 頁至第 12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國小比照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民小學：照案

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第 6 頁至

第 10 頁：照案通過。 

其餘幼兒園比照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照案通過。 

丙、變更議程動議 

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5 時 52分提：原定今日審議議員提

案之議程，因未及審議，擬調整至明日(1 月 29 日)再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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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俟捷運工程局擱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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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提：本市 110 年度總預

算案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案，按慣例接續進行三讀，請

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 

三、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5 時 7 分提：110年度高雄市附屬

單位預算案，按照慣例以各個基金分別二、三讀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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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審議，請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 

四、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5 時 52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

俟教育局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

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 

戊、散會：下午 7 時 6 分。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