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6次定期大會第 1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29日上午 10時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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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黃錦平、民政委員會專門委員姜敏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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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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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研

究室主任許進興、議事組主任凃靜容 

主 席：曾議長麗燕 

紀 錄：詹淵翔、藍家妤 

甲、報告事項 

一、黃秘書長錦平報告出席議員 42人，已足法定人數。 

二、主席曾議長麗燕宣告本（6）次定期大會開幕並致開幕

詞（如附件）。 

三、本會第 3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紀錄及第 3 屆

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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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各機關先行墊支

案共計 136 案，金額為新臺幣 22 億 5,210 萬

4,864 元，其中中央補助 110 案 19 億 8,72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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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5元；回饋金 26案 2億 6,482萬 9,609元，提

請大會報告，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林議員于凱 

說明人員：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財政局 

案由：本市三民區灣愛段 181-5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

售案，面積為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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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旗津區旗津段 730-2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

售案，面積為 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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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203-10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

讓售案，面積為 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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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岡山區灣裡段 447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讓售

案，面積為 57.55 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予出

售，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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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6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財政局 

案由：本市大樹區土角厝段 499-1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地

讓售案，面積為 3.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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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2679-14 地號 1 筆市有畸零

地讓售案，面積為 9.00平方公尺，業經行政院准

予出售，請查照。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8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私立國民中小學收費辦法」第四條附表

一條文，業經本府於 110 年 8 月 25 日以高市府

教中字第 11035847900號令修正發布，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9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業經本府於

110 年 9 月 6 日以高市府教幼字第 11036253500

號令修正發布，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說明人員： 

教育局謝局長文斌 

決議：擱置。 

編號：10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運動發展局 

案由：修定「高雄市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發給辦

法」，業經本府於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6 日高

市府運發字第 11030423500號令發布，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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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美雅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教育局謝局長文斌 

決議：擱置。 

編號：11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民政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林園區幸福公園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本府 110 年 8 月 19 日第

539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美雅 

說明人員：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決議：擱置。 

乙、討論事項 

二、三讀會 

審議議長交議本會自律規則 

類別：法規    編號：1   

案由：請審議修正「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6 條、第

13條及第 15條」案。 

發言議員： 

黃議員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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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議員益政 

邱議員于軒 

說明人員： 

本會法規研究室許主任進興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決議：照案通過。 

二讀會 

審議議員提案(第五次定期大會部分) 

一、民政類 78案(編號 1至編號 78)  

決議：除第 27 號案送請中央選舉委員會研議辦理、

第 28 號案送請中央政府研議辦理，其餘送請

市政府研究辦理。 

二、社政類 67案(編號 1至編號 67)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三、財經類 61案(編號 1至編號 61)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四、教育類 119案(編號 1至編號 119) 

決議：除第 27號案同意成立「眷村文化保存與發展小

組」，其餘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五、農林類 136案(編號 1至編號 136)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六、交通類 159案(編號 1至編號 159)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七、警消衛環類 146案(編號 1至編號 146)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江議員瑞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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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美雅 

曾議員俊傑 

李議員雅芬 

童議員燕珍 

林議員于凱 

鄭議員孟洳 

說明人員： 

第 106號案提案人朱議員信強 

第 115號案提案人林議員智鴻 

警消衛環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善慧 

決議： 

1.第 106 號案，同意成立「中油高雄廠土地整治

監督小組」。 

2.第 115號案擱置。 

3.其餘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八、工務類 293案(編號 1至編號 293)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丙、決定事項 

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上午 10 時 28 分提：本會法規研究室提

出修正「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6 條、第 13 條及第

15 條」案，因有時效性，擬依慣例及議事規則第 16 條第

1項與第 37條第 1項規定，以交議案逕付大會二讀討論，

並接續三讀審議，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中午 12時 2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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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屆第 6次定期大會開幕主席曾議長麗燕致詞 

電視螢幕前的市民朋友，陳市長、三位副市長及陳市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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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定期大會包括延長會期，將召開 80 天，會期最重要

的任務是審查 111年度地方總預算案。 

依日前陳市長率市府團隊到議會說明總預算編製情形，

111 年資本門可供建設的經費計有 256.8 億元，比 110 年增加

6.1億元。市民想要知道這增加有限的 6.1億元，能為高雄帶來

多少建設？能為市民帶來多少福祉？又能兌現多少陳市長的競

選承諾？ 

111 年總預算案是陳市長本屆任內編列的最後一本預算書，

攸關陳市長能否達成「2 年拼 4 年」目標，希望陳市長和市府

團隊「全力以赴」，莫讓市民失望。 

有關總預算的編列與落實，本會全體議員一定會嚴格檢視

與監督，希望市府團隊做好準備，每位局處首長一定要「做好

功課」，針對新增或具爭議性預算，向每位議員充分溝通與說

明，不要延誤議程的進行。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市府團隊如何運用有限預

算，帶領高雄走出疫情困境，更是一項嚴格考驗。疫情當下，

我們推動科技產業的腳步不能停頓，議會將不分黨派，成為翻

轉產業的助力。 

中央發行五倍券，各地方政府配合各種加碼優惠，五花八

門，期盼高雄市政府能脫穎而出，把五倍券帶動的經濟效益留

在高雄，發揮加乘加倍效果，造福地方產業。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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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券的運用模式最受本會議員關注，我們希望高雄各種

加碼優惠都能協助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小商家，幫助最需要幫

助的產業。 

最後，希望陳市長和市府團隊積極配合大會議程，重視每

位議員的建言，依民意所向進行施政，滿足民意需求，讓高雄

愈來愈美好。大家為高雄的進步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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