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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9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曾麗燕等 63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賴文德、許慧玉 

列 席：市政府－市長陳其邁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平、法規研究室主任許進興、編

審賴梵秦、議事組主任凃靜容 

請 假：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楊瑞霞（由主任秘

書陳華英代理） 

主 席：曾議長麗燕 

紀 錄：巫淑美、郭瓊萍 

甲、報告事項 

一、黃秘書長錦平報告出席議員 50 人，已足法定人數。 

二、主席曾議長麗燕宣告本（5）次定期大會開幕並致開幕

詞（如附件 1）。 

三、本會第 3 屆第 7 次臨時會第 7 次會議紀錄及第 3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預備會議紀錄，經大會分別追認及認可確定。 

四、報告市政府來函 

編號：1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財政局 

案由：市府第 490 次至 51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各機關

先行墊支案共計 80 案，金額為新臺幣 24 億

8,234 萬 5,114 元，其中中央補助 71 案 24 億

7,506 萬 9,284 元；回饋金 9 案 727 萬 5,830 元，

提請大會報告，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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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財政局 

案由：本市三民區灣志段 247-6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

售案，面積為 22.43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

出售，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3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財政局 

案由：本市左營區新庄段一小段 1126 地號 1 筆市有畸

零地讓售案，面積為 1.17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

准予出售，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4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財政局 

案由：本市鳳山區竹子腳段 132-172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

地讓售案，面積為 5.00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

予出售，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5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財政局 

案由：本市鳳山區五甲段 354-6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

售案，面積為 5.00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

售，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6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財政局 

案由：本市鳥松區圓山段 99、100 地號 2 筆市有畸零地

讓售案，面積為 3.00 及 17.00(合計 20.00)平方公

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售，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7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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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市鳥松區美德段 370-6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

售案，面積為 1.36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

售，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8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財政局 

案由：本市岡山區嘉新段 1010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

售案，面積為 89.46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

出售，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9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財政局 

案由：本市旗山區東平段 360-1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

售案，面積為 59.69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

出售，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0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主計處 

案由：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對 110 年度總預算案

暨附屬單位預算案市議會審查所作附帶決議執行

情形報告表，請查照。  

發言議員： 

    吳議員益政 

    邱議員于軒 

    郭議員建盟 

說明人員： 

    新聞局董局長建宏 

決議：擱置。 

編號：11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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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109 年度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執行成果報

告」，請備查。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李議員雅靜 

    陳議員麗娜 

    黃議員紹庭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註：本案尚在審議中。 

乙、抽出動議 

邱議員俊憲於上午 10 時 36 分提：擬將第 3 屆第 4 次定期

大會第 56 次會議擱置之市政府來函報告第 27 號案：「檢

送制定高雄市和發產業園區下水道管理辦法案」抽出審議；

經主席曾議長麗燕徵求在場議員附議後提：擬同意抽出並

接續於第 3 屆第 7 次臨時會報告事項後審議。 

（無異議通過） 

丙、決定事項 

一、上午 10 時 35 分議事組報告 110 年黨團成員及程序委員

會委員變動情形如下： 

(一)國民黨團由童議員燕珍擔任總召集人，民進黨團由

鄭議員光峰擔任總召集人，詳如「高雄市議會 110

年度黨(政)團成員一覽表」（如附件 2），依據本會

黨團組織運作辦法第 3 條規定，向大會報備。 

(二)配合黨團召集人異動，國民黨團由童議員燕珍及曾

議員俊傑擔任程序委員，民進黨團由鄭議員光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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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議員賜村擔任程序委員，詳如「110 年度各委員

會一覽表」（如附件 3），向大會報告。 

主席曾議長麗燕提：擬准予備查。 

（同意備查） 

二、曾議長麗燕於上午 11 時 14 分審議市政府來函報告案時

提：各局處針對預算附帶決議之執行，除了彙整函送本

會報告外，並應專函答復提議之議員，且當面與議員說

明溝通。 

(無異議通過) 

丁、其他事項 

邱議員于軒於上午 10 時 57 分提額數問題，主席曾議長麗

燕宣布休息 10 分鐘。邱議員于軒於上午 11 時 22 分再提

額數問題，經陳議員麗娜及黃議員紹庭發言後，主席曾議

長麗燕裁示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黃議員文志、陳議員幸

富、李議員雅慧、陳議員致中、何議員權峰、韓議員賜村、

鄭議員光峰、郭議員建盟、黃議員紹庭、張議員漢忠、林

議員于凱、陳議員玫娟、陳議員善慧、曾議員俊傑、鄭議

員孟洳、黃議員捷、鄭議員安秝、陳議員若翠、黃議員文

益、李議員雅靜、簡議員煥宗、陳議員美雅、陳議員麗珍、

邱議員俊憲、黃議員秋媖、林議員富寶、李議員喬如、高

議員閔琳、林議員宛蓉、吳議員益政、邱議員于軒及主席

曾議長麗燕等共 32 人，不足法定額數，主席曾議長麗燕

隨即宣布散會。 

戊、散會：上午 11 時 3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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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開幕主席曾議長麗燕致詞 

各位市民朋友、陳市長、三位副市長，以及陳市長率領的市府

團隊、各位議員同仁、各位媒體記者小姐先生，大家好。 

第 5 次定期大會今天開幕，會期 70 天，全體議員在平常

為民服務之外，更將透過定期大會的議程，落實對市政的監督，

為民喉舌，爭取市民最大福祉。 

陳市長所率領的市府團隊，目前正面臨幾項嚴峻挑戰，包

括捷運及輕軌重大建設的推動，產業經濟的翻轉，空污防制的

落實，治安的強力維護，希望市府團隊積極因應挑戰，提出具

體績效，讓市民幸福有感。這幾項議題中，治安的維護及空污

的改善，最為急迫。 

我們共同生活在這裡，一起呼吸這裡的空氣，市政府有責

任讓全體市民擁有免於恐懼的生活，以及呼吸乾淨的空氣，滿

足市民最基本的需求。 

市政有建設，城市才會進步；麗燕期望在這次大會中，經

由議員同仁與市府團隊的意見交換和討論，讓市政發展更符合

民意，城市大步向前走，大家一起創造幸福大高雄。 

最後，麗燕請市府團隊尊重每位議員所代表的民意，重視

每位議員的監督，落實每位議員的建言，讓民主政治在高雄穩

固紮根。謝謝各位。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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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 110 年度黨（政）團成員一覽表      110.3.30 

黨團名稱 召 集 人  成         員 
成立(異動)

日期 
備註 

國民黨 

（總召集人） 

童燕珍 

(副總召集人) 

蔡金晏、王耀裕 

李雅靜、邱于軒 

鄭安秝 
（書記長） 

黃紹庭 

(副書記長) 

李雅芬、陳若翠 

(幹事長) 

陳玫娟 

林義迪、李亞築、陸淑美、

方信淵、宋立彬、陳麗珍、

陳玫娟、李眉蓁、李雅芬、

許慧玉、吳利成、陳美雅、

蔡金晏、黃柏霖、黃香菽、

曾俊傑、童燕珍、黃紹庭、

陳若翠、鍾易仲、李雅靜、

劉德林、鄭安秝、陳麗娜、

曾麗燕、蔡武宏、黃天煌、

邱于軒、王耀裕、王義雄、

賴文德、陳幸富 

110.3.30 32人 

民進黨 

(總召集人) 

鄭光峰 
（副總召集人） 

陳明澤 

邱俊憲 
江瑞鴻(兼財務長) 

（幹事長） 

黃文益 
（書記長） 

黃文志 

林富寶、陳明澤、高閔琳、

李柏毅、邱俊憲、張勝富、

簡煥宗、李喬如、康裕成、

何權峰、郭建盟、陳慧文、

張漢忠、鄭光峰、林宛蓉、

黃明太、黃秋媖、李雅慧、

黃文志、江瑞鴻、鄭孟洳、

黃文益、林智鴻、陳致中、

韓賜村、吳銘賜、范織欽 

110.2.5 27人 

無黨團結
聯盟 

（總召集人） 

朱信強 
(幹事長) 

李順進 

朱信強、李順進、吳益政、

陳善慧 
108.12.25 4人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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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三屆 110年度各委員會一覽表 1100331 

委員會名稱 
第 一 

召 集 人 

第 二 

召集人 
委 員 

業 務 

承 辦 人 

民政委員會 李眉蓁 蔡武宏 
李柏毅、吳利成、林智鴻、劉德林、

陳慧文、賴文德 

專門委員 

姜敏榮 

社政委員會 陳幸富 王義雄 
高閔琳、陳麗珍、康裕成、鄭光峰、

黃天煌 

專門委員 

傅志銘 

財經委員會 陳美雅 李雅靜 
邱俊憲、黃紹庭、郭建盟、陳若翠、

黃捷、陳致中、邱于軒 

專門委員 

吳宜珊 

教育委員會 童燕珍 李雅芬 
黃秋媖、李雅慧、許慧玉、黃柏霖、

范織欽 

專門委員 

江聖虔 

農林委員會 張漢忠 林宛蓉 
朱信強、林富寶、林義迪、張勝富、

蔡金晏 

專門委員 

李侑珍 

交通委員會 吳益政 方信淵 
李亞築、簡煥宗、黃香菽、林于凱、

鄭孟洳 

專門委員 

姜愛珠 

警消衛環 

委員會 
陳善慧 宋立彬 

黃明太、李喬如、曾俊傑、鄭安秝、

吳銘賜、李順進、韓賜村 

專門委員 

陳月麗 

工務委員會 江瑞鴻 黃文益 
陳明澤、陳玫娟、黃文志、何權峰、

鍾易仲、陳麗娜、王耀裕 

專門委員 

林愛倫 

法規委員會 黃柏霖 鄭安秝 
劉德林、陳麗珍、邱于軒、張勝富、

林于凱、黃文益、王耀裕 

專門委員 

劉義興 

程序委員會 曾麗燕 陸淑美 
童燕珍、鄭光峰、朱信強、曾俊傑、

韓賜村、陳善慧、劉德林 

主任 

凃靜容 

紀律委員會 

 

陳玫娟 

  

吳利成、黃天煌、黃紹庭、許慧玉、

林宛蓉、鄭孟洳、曾俊傑、黃文志 

編審 

賴梵秦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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