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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大會第 48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0 年 8月 25日上午 10 時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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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太 

列  席：市政府－行政暨國際處處長項賓和（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平、法規研究室編審王文華、議

事組主任凃靜容 

主 席：曾議長麗燕 

紀 錄：莊雅喬、李依璇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3 屆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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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 5 次定期大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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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人員： 

主計處李處長瓊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1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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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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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2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新聞局 

案由：有關市府新聞局 110 年度預算附帶決議確有執

行困難，詳如說明，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3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運動發展局 

案由：有關市府運動發展局 110 年度預算附帶決(建)

議執行困難說明乙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4  類別：警消衛環   報告機關：環境保護局 

案由：本府環境保護局 110 年度「環境影響評估及公

害糾紛調處」預算附帶決議確有執行困難，詳

如說明，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5  類別：警消衛環   報告機關：環境保護局 

案由：有關本府環境保護局 110 年度「垃圾集運與清

潔維護-垃圾集運管理」預算附帶決議確有執行

困難，詳如說明，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6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組織規程第 3 條、

第 12 條暨編制表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7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組織規程第 3 條、第 5

條、第 12 條暨編制表，並自 110年 4 月 1 日施

行一案，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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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8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勞工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勞工職業災害慰問金發放辦法第

八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修正條文」，敬請查

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19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國際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業經本府於

110年 3月 19日以高市府教資字第 11031855000

號令廢止，請查照。 

發言議員： 

吳議員益政 

說明人員： 

教育局謝局長文斌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0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獎助民間辦理特殊教育辦法」第九條，

業經本府於 110年 3月 19日以高市府教特字第

11031870700 號令修正發布，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1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業

經本府於 110 年 1 月 7 日以高市府教家字第

10970284200 號令發布，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2   類別：社政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有關市府社會局 110 年度總預算附帶決議「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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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士業務轉介給合法優良福祉計程車公司營

運」乙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3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經濟發展局 

案由：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110 年度 1 月至

6 月補辦預算數額表，請准予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4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文化局 

案由：有關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109 年執行

成果及決算報告書，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5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文化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立圖書館 109 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

報告書，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6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文化局 

案由：檢送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09 年執行成

果及決算報告書，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7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文化局 

案由：有關貴會對於本府文化局 110 年度預算所作附

帶決議案，執行確有困難，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8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文化局 

案由：有關 「110 年度上半年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執

行成果報告」，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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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9   類別：交通   報告機關：交通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 110 年度 1 至 6 月

補辦預算或先行辦理數額表，請准予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30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民政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旗津區公所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修正第九條附表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請查

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1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環境保護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廢棄物處理場廠回饋辦法」修正

條文，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2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環境保護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餐飲業者裝設空氣污染管末處理

設備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總說明及修

正對照表，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3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本府修正「高雄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法」

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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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條附表一修正

草案，業經本府 110 年 5 月 13日高市府都發規

字第 11002180300 號令修正發布，並刊登本府

公報 110 年夏字第 12 期，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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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 35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交通局 

案由：本府修正「高雄市共享運具經營業許可及收費

辦法」第二條一案，自 110 年 6 月 7 日發布實

施，請查照。 

發言議員： 

吳議員益政 

郭議員建盟 

陳議員美雅 

說明人員：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6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組織規程部

分條文暨編制表，並自 110 年 8 月 1 日施行一

案，請查照。 

發言議員： 

陳議員美雅 

陳議員麗娜 

李議員雅靜 

陳議員玫娟 

說明人員： 

工務局蘇局長志勳 

養護工程處林處長志東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7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都市發展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都市計畫住宅區危險及老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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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重建建蔽率放寬標準」第二條總說明資料，

請查照。 

發言議員： 

陳議員美雅 

說明人員： 

都市發展局楊局長欽富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江處長俊昌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8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組織規程第 3 條、

第 4 條、第 12條暨編制表一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9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新興分局等 17分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等 3 大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

隊等 3隊」編制表一案，請查照。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警察局黃局長明昭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40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文化局 

案由：廢止「高雄市街頭藝人展演辦法」一案，請查

照。 

發言議員： 

郭議員建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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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美雅 

李議員雅靜 

陳議員玫娟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41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輔

導辦法」業經本府於 110 年 7 月 7 日以高市府

教家字第 11070139500號令修正發布，請查照。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教育局謝局長文斌 

決議：准予查照。 

(二)第 3 屆第 7次臨時會部分 

編號：1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行政暨國際處 

案由：檢送本府訂定之「高雄市政府首長職務宿舍場

地使用管理規則」總說明及條文，請准予備查。 

發言議員： 

陳議員美雅 

邱議員于軒 

說明人員：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行政暨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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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檢送本府修正之「高雄市政府行政中心場地使

用管理規則第六條及第五條附表」總說明及條

文，請准予備查。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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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業經本府 110 年 1 月 18日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1000105201 號令修正發布，並刊登本府公

報 110年春字第 5 期，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說明人員： 

都市發展局楊局長欽富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4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勞工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工作計

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敬

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說明人員： 

勞工局周局長登春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5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勞工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誠信經

營規範指導準則」，敬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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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6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勞工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敬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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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條、第七條修正條文，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美雅 

陳議員明澤 

說明人員：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8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工務局 

案由：高雄市建築物免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第 四條之二、

第五條、第五條之一及第三條附表修正條文業

經本府 109 年 12 月 17 日高市府工建字第

10942147700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送請貴議會備

查，請查照。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美雅 

說明人員：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江處長俊昌 

決議：不予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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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3 屆第 4次定期大會部分 

編號：27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經濟發展局 

案由：檢送制定「高雄市和發產業園區下水道管理辦

法」，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乙、抽出動議 

邱議員俊憲於中午 12 時 36 分提：擬將本(5)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決議擱置之市政府來函報告案第 10 號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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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出審議；經主席曾議長麗燕徵求在場議員附議

後，提同意抽出審議。 

(無異議通過) 

丙、決定事項 

一、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中午 12 時 24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

俟所有報告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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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時 54 分提：本 (5)次定期大會

擱置中之議案，除第 4次定期大會議員法規提案第 2案：

「建請制定『高雄市新草衙地區土地續行處理自治條例』

草案」外，其餘抽出併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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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散會：下午 1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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