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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8次定期大會第 46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11日上午 9時 2分 (上午 10時

55分休息，下午 3時 6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曾麗燕等 65人（如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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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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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愛珠、法規委員會專

門委員劉義興、法規研究室主任朱信吉、議

事組主任凃靜容、簡任秘書吳雅玲 

請  假：市政府－副市長羅達生 

衛生局局長黃志中(由副局長王小星代理) 

主  席：曾議長麗燕 

紀  錄：藍家妤、江麗珠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3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42 次至第 45 次會議紀

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質詢事項 

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林議員智鴻 

李議員喬如 

黃議員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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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詢人員： 

陳市長其邁 

丙、討論事項 

二讀會 

一、審議議員提案 

(一)民政類 73案(編號 1至編號 73)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二)社政類 66案(編號 1至編號 66)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三)財經類 68案(編號 1至編號 68)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四)教育類 95案(編號 1至編號 95)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五)農林類 75案(編號 1至編號 75)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六)交通類 120案(編號 1至編號 120)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七)警消衛環類 75案(編號 1至編號 75)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八)工務類 263案(編號 1至編號 263) 

決議：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二、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類別：民政   編號：3   主辦單位：民政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役政署核定 112 年度補助市府辦

理役政業務經費共計 3,928 萬 1,000 元(中央補

助款 3,708萬 1,000元及市府配合款 220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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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議員： 

陳議員美雅 

說明人員：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 

兵役處曾處長國昌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民政   編號：4   主辦單位：民政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岡山區岡山段 82-8 地號國市共

有土地分割價購，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土地

分割價購」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民政   編號：5   主辦單位：研考會 

案由：請審議為執行國家發展委員會 112 年補助市府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中心)辦理「112年補

助地方政府資訊應用實施計畫」經費共計 250

萬元(中央補助 175萬元、市府配合款 75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社政   編號：5   主辦單位：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112年度預算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美雅 

說明人員： 

社會局謝局長琍利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6   主辦單位：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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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惠民醫療救濟基金會」112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7   主辦單位：原民會 

案由：請審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部落之心示範點建置補助計畫-高雄市原

住民故事館後續復建工程，經費 972 萬 9,906

元，市府自籌 972 萬 9,907 元，合計 1,945 萬

9,813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6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

局辦理「國定古蹟臺灣煉瓦會社打狗工場(中都

唐榮磚窯廠)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及「國定古蹟

臺灣煉瓦會社打狗工場(中都唐榮磚窯廠)小型

修繕暨維護計畫」，二案經費合計新台幣 345萬

元整(中央補助款 29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55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康議員裕成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教育   編號：7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

理「112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計畫

(B 類)―112 年度高雄市文資防護專業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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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經費合計新台幣 95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57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38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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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文化局辦理「111

年推動藝文專業場館升級計畫─地方藝文場館

整建計畫─岡山文化中心行政棟北面外牆及廣

場鋪面整建升級工程」經費合計新台幣 3,75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2,625 萬元，市政府配合

款 1,125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農林   編號：14   主辦單位：農業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大寮段 1027-6地號乙筆市有

非公用土地，面積 34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

序後辦理讓售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農業局張局長清榮 

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交通   編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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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KHP02、111KHP03、

111KHZ03）共計 3案，總經費計 6,674萬 9,604

元整，中央補助 5,100萬 419元、市府自籌 1,574

萬 9,185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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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辦理。 

類別：交通   編號：2   主辦單位：觀光局 

案由：請審議有關「觀音湖內埤生態廊道營造工程」 

，中央核定總工程經費 5,600 萬元(交通部觀光

局補助：4,368萬元、市府自籌款：1,232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決議：同意辦理。 

三、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 

類別：法規   編號：1   主辦單位：環境保護局 

案由：請審議制定「高雄市淨零城市管理自治條例」

草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陳議員麗娜 

許議員慧玉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決議：擱置。  

四、審議議員法規提案 

第 3屆第 7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法規   編號：3   提案人：吳益政 

案由：請審議建請制定 「高雄市騎樓管理使用自治

條例」草案。 

發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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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麗娜 

邱議員俊憲 

說明人員：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提案人吳議員益政 

交通警察大隊邱副大隊長富勇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決議：修正通過。 

三讀會 

一、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類別：社政   編號：5   主辦單位：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112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6   主辦單位：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惠民醫療救濟基金會」112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二、審議議員法規提案 

第 3屆第 7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法規   編號：3   提案人：吳益政 

案由：請審議建請制定「高雄市騎樓管理使用自治條

例」草案。 

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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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抽出動議 

吳議員益政於下午 3時 6分提：擬將擱置中之第 7次定期

大會議員法規提案第 3案：「建請制定『高雄市騎樓管理使

用自治條例』草案」抽出繼續審議；經主席曾議長麗燕徵

求在場議員附議後，提同意抽出審議。 

（無異議通過） 

戊、決定事項 

一、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3 時 18 分提：議長交議市政府

提案社政類第 5案及第 6案為財團法人之預算案，擬按

慣例於二讀通過後接續進行三讀審議，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3時 38分提：審議法規提案擬按

慣例於各個法案二讀後接續進行三讀，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三、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5時 35分提：因 112年度高雄市

總預算案及賒借案尚待二、三讀審議，擬依本會議事規

則第 18條，將市政府提案財經類第一案賒借案及第二案

總預算案移至下屆繼續審議，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已、散會：下午 5時 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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