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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8次定期大會第 47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10 時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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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組主任凃靜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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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玉、藍家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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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

可確定。 

三、報告市政府來函 

(一)第 3 屆第 8次定期大會部分 

編號：11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主計處 

案由：檢送高雄市政府 111 年第 1 季辦理政策及業務

宣導之執行情形表，請惠予備查。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2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主計處 

案由：檢送高雄市政府 111 年第 2 季辦理政策及業務

宣導之執行情形表，請惠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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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3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文化局 

案由：有關「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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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14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文化局 

案由：檢送市府評鑑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110 年度營

運績效分析報告，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5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文化局 

案由：檢送市府評鑑高雄市立圖書館 110 年度營運績

效分析報告，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6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文化局 

案由：檢送市府評鑑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10 年度營運

績效分析報告，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7   類別：交通   報告機關：捷運工程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補辦預算數額表(動支

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餘額支應岡山一階土建統

包工程之物調款案)，敬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8   類別：交通   報告機關：捷運工程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補辦預

算數額表（長期債務償還案），敬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19   類別：交通   報告機關：捷運工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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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檢送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暨高雄市大眾捷運系

統土地開發基金之補辦預算數額表(舉借長期

債務支應高雄捷運黃線捷運工程用地取得及拆

遷補償費)，敬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編號：20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組織規程暨編制表，並自 112 年 1 月 1 日

施行一案，請查照。 

發言議員：  

郭議員建盟 

說明人員：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李主任慧玲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1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行政暨國際處 

案由：檢送市府修正之「高雄市政府首長職務宿舍場

地使用管理規則第 4 條、第 5 條、第 7 條」總

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請准予備查。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2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環境保護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規

則」第三條、第十條修正條文總說明及修正對

照表，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3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市府修正高雄市老人與身心障礙者及低收入戶

學生交通補助辦法案，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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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4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市府修正高雄市重陽節敬老禮金發給辦法案，

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5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函送市府修正「高雄市弱勢兒童托育補助辦法」

案，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6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幼兒教育及照顧補助辦法(下稱本辦法)」

業經市府於 111年 7月 29日以高市府教幼字第

11135607701號公告廢止，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7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

系設立辦法」業經市府於 111 年 9 月 5 日以高

市府教人字第 11136569300 號令訂定發布，請

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8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工務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道路挖掘許可費挖補費及修復費

收費標準第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

請備查。 

決議：准予查照。 

編號：29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警察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獎勵檢舉交通肇事致人傷亡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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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酒後駕車辦法」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請查照。 

決議：准予查照。 

(二)第 3 屆第 7次定期大會部分 

編號：26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主計處 

案由：檢送高雄市政府 110 年第 4 季辦理政策及業務

宣導之執行情形表，請惠予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乙、抽出動議 

邱議員俊憲於上午 10 時 49 分提：擬將擱置中之第 7 次定

期大會報告事項第 26 案：「檢送高雄市政府 110 年第 4 季

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請惠予備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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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上午 11時 39 分致閉幕詞（如附件）後，

宣布本會第 3屆第 8 次定期大會閉幕。 

丁、散會：上午 11 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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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 3 屆第 8次定期大會閉幕曾議長麗燕致詞 

各位敬愛的市民朋友、陳市長及市府團隊、各位議員同仁及各

位媒體記者，大家好： 

第 8 次定期大會今天閉幕，第 3 屆議會任務也即將完成，

麗燕感謝陳市長及市府團隊的配合，更謝謝全體議員善盡職守，

為市民權益及城市建設嚴格把關，大家共同完成第 8 次定期大

會議程。 

過去 4 年，高雄在風雨飄搖中度過，歷經市府和議會二任

市長和二位議長的更迭，也度過新冠肺炎疫情及城中城火災事

件衝擊，但我們共同努力一起完成市民的託付，大家都辛苦了！ 

第 3 屆議會是一個優質的議會，這 4 年來，光是議員提案

就多達 6959 件，比上屆議會的 4872 件，增加逾 2000 件，非常

驚人。每件議員提案都攸關市民權益及城市建設，凸顯議員對

民意的重視，6959 件提案也創下歷屆議會最高紀錄，讓我們全

體議員為自己的努力，鼓掌加油一下！ 

除議員提案，本屆議會還審查了市府提案 849 件，市府法

規案 32件，本會法規案 4 件，報告事項 347件，績效斐然。在

重要法規案方面，我們特別關切攸關民生議題的立法，例如，

通過「高雄市電子煙及新興煙品管理自治條例」，保障青少年及

市民健康。 

為守護弱勢市民權益，議會除連續 12 年舉行寒冬聯合送暖

活動，關懷經濟弱勢邊緣戶，更審查通過由黃柏霖議員提案的

「高雄市弱勢族群投保微型保險自治條例」等，透過保險制度

加倍照顧弱勢。 

現任 65 位議員，有 3 位議員將功成身退，不再挑戰連任，

其餘 62位議員則爭取繼續為民服務的機會。在此，祝福不再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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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議員，心想事成，未來生活美滿，競選連任的議員都能高

票當選，12 月 25 日相聚在這裡。 

此外，麗燕要感謝過去韓國瑜市長及現在陳其邁市長分別

帶領的市府團隊，謝謝大家對這座城市與人民福祉的辛苦付出。

麗燕同時要提醒市府，年底大選將至，請市府所有人員堅守行

政中立，善盡職守，公平公正公開，圓滿完成所有選務工作。  

第 3 屆議員任期將在 12 月 24 日屆滿，麗燕除提前向大家

說聲「珍重，再見」，也希望全體議員堅守崗位到任期的最後一

分鐘，為第 3屆議會劃下圓滿句點。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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