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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7次定期大會第 42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18日上午 9時 1分(上午 10時 4分

休息，下午 3時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曾麗燕等 59人（如簽到簿） 

請  假：副議長陸淑美、議員李雅靜、許慧玉、黃明太、蔡武宏、

陳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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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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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研究室編審王文華、議事

組主任凃靜容 

請  假：市政府－工務局局長楊欽富(由副局長黃榮慶代理) 

社會局局長謝琍琍(由副局長葉玉如代理) 

經濟發展局局長廖泰翔(由副局長王宏榮代理) 

衛生局局長黃志中(下午，由副局長蘇娟娟代

理) 

主  席：曾議長麗燕 

紀  錄：吳春英、曾敏惠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3屆第 7次定期大會第 39至 41次會議紀錄，經大

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2 

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陳議員麗珍 

林議員義迪 

黃議員秋媖(書面質詢) 

答詢人員： 

陳市長其邁 

林副市長欽榮 

警察局黃局長明昭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新建工程處許處長永穆 

觀光局周局長玲妏 

經濟發展局王副局長宏榮 

都市發展局吳局長文彥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丙、討論事項 

二讀會 

一、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類別：社政   編號：2   主辦單位：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補助辦理「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

造計畫」(112至113年)競爭型-美濃文化生態散步

策，111年度規劃設計費142萬2,000元，市府自籌

37萬8,000元，合計180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康議員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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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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辦單位：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客家委員會111年補助辦理「高雄市盤花

公園規劃設計案」經費550萬元，市府自籌105萬

元，合計655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郭議員建盟 

康議員裕成 

童議員燕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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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編號：7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府文化局 111年度「博

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書寫城市歷史核

心-地方文化館提升計畫」乙案，經費合計新台幣

1,857萬 2,000元(中央補助款 1,300萬元、市政府

配合款 557萬 2,000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郭議員建盟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8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府文化局辦理「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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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文化部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補助計

畫-蟯港內海記憶・共創藝術祭計畫案」，中央補

助款（1,500萬元）及市府配合款（642萬 8,600

元）共計新臺幣 2,142 萬 8,600 元整，因未及編

列於 111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9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府文化局辦理「城市進化法則：高雄設

計跨域行動」經費合計新台幣 4,800 萬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26   主辦單位：農業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大樹區大庄段 348地號市有非公用土

地，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27   主辦單位：農業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辦理 111年度「加

強農地利用管理計畫」，市府配合款 16 萬 3,0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28   主辦單位：農業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核定本市

628萬 9仟元（中央補助 510萬元，市府配合 118

萬 9 仟元）執行「111 年高雄市社區農村再生專

案管理及輔導計畫與培根計畫」，其中市府配合

款 118萬 9仟元整未編列，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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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交通   編號：6   主辦單位：交通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市府 111年度獲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

補助計畫（計畫編號：111KHA01、111KHZ01、

111KHG03、111KHZ02、111KHP01、111KHA02、

111KHG02、111KHG01、111KHT01）等 9 案，

中央補助 3,423 萬 3,952 元、市府配合款 2,455

萬 5,698元，總經費計 5,878萬 9,650元整，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郭議員建盟 

吳議員益政 

邱議員俊憲 

黃議員文益 

說明人員：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警消衛環   編號：4   主辦單位：衛生局 

案由：請審議衛生局暨其他局處辦理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緊急防疫業務不足經費共計新臺

幣 1億 9,526萬 6,350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林議員智鴻 

黃議員文益 

黃議員柏霖 

黃議員秋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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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議員于凱 

說明人員： 

衛生局蘇副局長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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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補助市政府工務局辦

理 111年度「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2.0—推

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經費共計 610萬元(中央

補助 500 萬元(82%)、市政府配合款 110 萬元

(18%))，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工務   編號：7   主辦單位：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公路系統)，交

通部公路總局 111年補助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

處辦理(公路系統)(106～114 年) 經費共計 1 億

3,916萬 3,000元(中央補助款：1億 1,411萬 4,000

元(82%)、地方配合款：2,504萬 9,000元(18%))，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案。 

決議：同意辦理。 

二、審議議員提案 

(一)民政類 67案(編號 1至編號 67)  

決議：除第 41號案送請中央選舉委員會研議辦理，及

第 42號案送請中央政府研議辦理外，其餘送請

市政府研究辦理。 

(二)社政類 71案(編號 1至編號 71)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三)財經類 72案(編號 1至編號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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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四)教育類 105案(編號 1至編號 105)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五)農林類 100案(編號 1至編號 100)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六)交通類 137案(編號 1至編號 137)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七)警消衛環類 126案(編號 1至編號 126)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八)工務類 373案(編號 1至編號 373)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丁、抽出動議 

邱議員俊憲於下午 3時 1分提：擬將擱置中之市政府提案財

經類第 1號案，案由：「請審議 110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

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抽出繼續審議。經主席曾議長麗燕

徵求在場議員附議後，提同意抽出，並於 5 月 24 日下午審

議。 

（無異議通過） 

戊、散會：下午 4時 4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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