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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34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曾麗燕等 64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黃明太 

列 席：市政府－市長陳其邁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平、社政委員會專門委員傅志銘、

財經委員會專門委員吳宜珊、教育委員會專門

委員江聖虔、工務委員會專門委員林愛倫、法

規研究室主任許進興、編審王文華、議事組主

任凃靜容 

主 席：曾議長麗燕 

紀 錄：巫淑美、郭瓊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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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

可確定。 

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類別：社政   編號：13   主辦單位：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美濃區黑川老師紀念

碑景觀建置工程」經費 280萬元，市府自籌 53萬元，

合計 333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劉議員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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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16   主辦單位：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高雄都會區客家青年

駐地工作站計畫」經費 250萬元，市府自籌 47萬元，

合計 297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17   主辦單位：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辦理「高雄客庄環境營造輔

導團」經費 220 萬元，市府自籌 42 萬元，合計 262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客家事務委員會綜合規劃組陳組長燕萍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18   主辦單位：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六龜區公所辦理「六龜山城

活化計畫」經費 60 萬元，市府自籌 12 萬元，合計

72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財經   編號：4   主辦單位：經濟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市府辦理「前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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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數位建設-地方文化特色整合5G應用與落地計

畫」之「高雄市地方文化特色整合 5G 應用與落地

計畫」第一期經費 8,928 萬 6,000 元(中央補助 7,500

萬元、市府配合款 1,428 萬 6,000 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韓議員賜村 

陳議員麗娜 

吳議員益政 

鄭議員光峰 

說明人員： 

財經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美雅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決議：同意辦理。 

附帶決議： 

一、逐月向議會報告本案之執行進度。 

二、加強在地人才培訓並定期彙報執行成

果。 

三、文化局為推廣高雄市城市形象，辦理

虛擬 IP 演唱會等活動，不得與具政治

色彩之歌手團體合作。 

類別：教育   編號：6   主辦單位：運動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高雄市三民區

全民運動館興建計畫」 110年度中央補助款2億元，

市政府配合款 2 億 100 萬元，總計 4 億 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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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先行墊支執行案。 

發言議員： 

林議員于凱 

鄭議員孟洳 

陳議員美雅 

陳議員玫娟 

邱議員于軒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7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再造歷史現

場專案計畫(110-113 年)」-｢左營舊城見城計畫第二

期」及「三感一力眷村再生計畫」申復案經費合計

新台幣 2 億 136 萬 6,000 元(中央補助款 1 億 4,095

萬 6,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6,041 萬元)，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玫娟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美雅 

李議員雅靜 

林議員于凱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文化局林副局長尚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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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16   主辦單位：海洋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府海洋局辦

理「110 年汕尾漁港轉型改造評估規劃需求」，經

費共計新台幣 99 萬 8,000 元(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49

萬 9,000 元，市府配合款新台幣 49 萬 9,000 元)，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17   主辦單位：海洋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府海洋局辦

理「110 年林園中芸整補場臨海旁景觀平台鋼構除

鏽改善工程」，經費共計新台幣 650 萬元(中央補助

款新台幣 325 萬元，市府配合款新台幣 325 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李議員雅靜 

王議員耀裕 

說明人員： 

海洋局張局長漢雄 

海洋局漁業工程科洪科長耀庭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18   主辦單位：海洋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分二年(110,111 年

度)補助市府海洋局辦理「中芸漁港曳船道、上架場

等設施整建工程(不含設計)」經費共計新台幣 2,254

萬 2,000 元(中央補助新台幣 1,127 萬 1,000 元，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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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款新台幣 1,127 萬 1,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19     主辦單位：農業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市府辦理 110 年度 

「推動農業經營專區加值利用計畫」中央款 394 萬

8,000 元及市府配合款 23 萬元，合計 417 萬 8,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陳議員幸富 

說明人員： 

農業局張局長清榮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20   主辦單位：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市府水利局辦理「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3期特別預算-縣市管河川及區域

排水整體改善計畫-下水道及其他排水」經費 2,810

萬 6,001 元(中央補助 2,192 萬 2,681 元，市府自籌

618 萬 3,32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李議員雅芬 

說明人員： 

水利局蔡局長長展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工務   編號：4   主辦單位：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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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營建署 110 年度補助市政府辦

理「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2.0」經費共計 9 億

4,937 萬 2,000 元(中央補助款 7 億 7,848 萬 4,000 元

（82%）、市政府配合款 1億 7,088萬 8,000元（18%）)，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芬 

李議員雅靜 

陳議員若翠 

說明人員： 

養護工程處林處長志東 

工務局蘇局長志勳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工務  編號：5     主辦單位：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地方政府強化地

方工業區公共設施工程」經費擴充補助案，核定經

費共 7,500 萬元（中央補助款 6,150 萬元（82%）、

地方自籌款 1,350 萬元（18%）），尚未編列預算，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工務   編號：6   主辦單位：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 110 年補助市政府工務局辦理

110 年度「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2.0—推動騎

樓整平計畫」經費共計 975 萬 6000 元(中央補助款

800 萬元（82%）、市政府配合款 175 萬 6000 元)

（18%），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案。 

發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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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于凱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工務   編號：7   主辦單位：都市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

造計畫」競爭型提案計畫補助市政府辦理 110-111

年度「旗山溪左岸-旗尾地景暨創生環境改造計畫」

總經費計新台幣 7,500 萬元(中央補助款 6,000 萬元

（80%）、市政府配合款 1,500 萬元（20%）)，擬

以墊付方式辦理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都市發展局楊局長欽富 

決議：同意辦理。 

丙、變更議程動議及抽出動議 

一、江議員瑞鴻於上午 10 時 41 分提：本(5)次定期大會議程

至今日結束，因尚有與民生相關具時效性之墊付款未審

議，擬請於今日大會繼續完成審議，另將擱置中之議長

交議市政府提案社政類第 13 號案：「客家委員會補助辦

理『美濃區黑川老師紀念碑景觀建置工程』經費 280 萬

元，市府自籌 53 萬元，合計 333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抽出，併同審議。經主席曾議長麗燕徵求在場議

員附議後，提同意變更議程並抽出審議。 

(無異議通過) 

二、邱議員于軒於下午 1 時 39 分提：擬將擱置之議長交議市

政府提案財經類第 4 號案：「請審議有關經濟部工業局補

助市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地方文化特色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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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應用與落地計畫』之『高雄市地方文化特色整合 5G應

用與落地計畫』第一期經費 8,928 萬 6,000 元(中央補助

7,500 萬元、市府配合款 1,428 萬 6,000 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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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決定事項 

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中午 12 時 28 分提：俟議長交議市政府

提案全部審議完畢之後再行閉幕，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戊、其他事項 

民主進步黨黨團總召集人鄭議員光峰於上午 10 時 34 分表

示，市府對於議員的指教應虛心接受，另針對最近審議提

案過程中，同仁間有些言語之衝突與誤解，表達歉意；隨

之中國國民黨黨團總召集人童議員燕珍表示，議員身負選

民之託付，一切的質詢與提案均以市民福祉為出發點；繼

而無黨團結聯盟黨團總召集人朱議員信強亦表示，理性問

政為議員職責，期待今天完成墊付款之審議；之後主席曾

議長麗燕表示，議員受選民之託，為民喉舌，監督市政，

還有許多建設需要努力，同仁彼此應不分黨派互相尊重。 

己、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2 時 29 分致閉幕詞(如附件)後，宣

布本會第 3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閉幕。 

庚、散會：下午 2 時 33 分。 

  



 10 

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5次定期大會閉幕曾議長麗燕致詞 

各位市民朋友、陳市長、3位副市長、楊秘書長、各局處首

長，還有陸副議長、各位議員同仁，以及媒體記者，大家好！ 

第 5 次定期大會在新冠肺炎疫情 3 級警戒影響下，順延開

會，今天終於圓滿閉幕。感謝陳市長和市府團隊出席大會備詢，

也謝謝各位議員善盡職責，大家共同完成大會議程。 

這半年來，高雄歷經旱災、水患，加上疫情發燒，嚴重影

響市民生活步調，也讓市政工作面臨挑戰，大家都辛苦了。 

盧碧颱風帶來強降雨，造成桃源區嚴重災損，未來仍有賴

市府進行復建工程，儘速恢復正常的交通往來和農經產業運作，

降低災損對原鄉的衝擊。 

這次定期大會，府會互動發生了一些遺憾。本會議員基於

職責進行質詢，在未經議員同意下，請市府同仁勿擅自取得議

員問政資料，這是市府對議員問政應有的尊重，也是對議會必

須要有的尊重，市府不可等閒視之。 

府會互相尊重才有利於議事推動，才能為廣大市民帶來更

多福祉，期盼大家共同遵守。 

此外，麗燕要嚴肅的再次提醒市府團隊，各位局處首長進

入議事廳備詢之前，請做好功課，包括預算、業務及各項提案

等，不要讓議員一問三不知，延誤議程進度，更不要因此影響

地方建設和市民權益。 

議事廳是包容多元聲音的殿堂，我們全體議員要彼此尊重

各自背後所代表的民意，大家在「理性問政，嚴格監督」準則

下，善盡職責。 

最後，感謝全體市民共同努力，讓高雄一次次通過考驗，

相信我們的城市一定會愈來愈好。謝謝大家，大家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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