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雄市議會第 4 屆第 2 次臨時會第 8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1 日上午 10 時 40 分（上午 11

時 52 分休息，下午 2 時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康裕成等 65 人（如簽到簿） 

列  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謝文斌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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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政委

員會專門委員傅志銘、法規研究室主任朱信

吉、議事組主任凃靜容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蘇美英、李淑雅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2 次臨時會第 7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

確定。 

乙、討論事項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3屆第8次定期大會部分 

二讀會 

類別：財經   編號：2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2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

綜計表，連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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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議員： 

白議員喬茵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麗娜 

邱議員俊憲 

陳議員美雅 

范議員織欽 

陳議員玫娟 

黃議員捷 

李議員雅靜 

林議員義迪 

王議員耀裕 

黃議員文益 

說明人員： 

教育局謝局長文斌 

教育局幼兒教育科金科長尚屏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文化局會計室黃主任麗玉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農業局張局長清榮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市立民生醫院顏院長家祺 

市立聯合醫院馬院長光遠 

市立凱旋醫院周院長煌智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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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工務局道路挖掘管理中心林主任建良 

地政局陳局長冠福 

地政局會計室王主任金梅 

都市發展局吳局長文彥 

決議：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教育局第41頁至第 177頁及第

197 頁至第 21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第 9 頁至第

42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

校第 7 頁至第 21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高中職、啟智學校及特殊學校教育發展基金

比照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照

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第 7 頁

至第 14 頁及第 24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國民中學教育發展基金比照高雄市立明華國

民中學：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文山國民小學第 8 頁

至第 15 頁及第 25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國民小學教育發展基金比照高雄市立文山國

民小學：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鳥松幼兒園第 7 頁至

第 11 頁及第 20 頁：照案通過。 

其餘市立幼兒園教育發展基金比照高雄市立鳥松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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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園：照案通過。 

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第 14 頁至第 51

頁及第 67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第 7 頁至第 1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第 9 頁至第 17 頁及第 27 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第 15 頁至第 47

頁：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

細表) 

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第 17 頁至第 27 頁及第 40 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第 14 頁至第 48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第 16頁至第 59頁及第 74頁：

照案通過。(勘誤部分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高雄市運動發展基金第 10 頁至第 25 頁：照案通過。 

衛生局各區衛生所醫療藥品基金第12頁至第44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4 頁至第 76 頁

及第 93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15頁至第76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12頁至第46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5 頁至第 74 頁

及第 9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第 10 頁至第 33 頁及第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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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第 6 頁至

第 9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第 7 頁至第 12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基金第 7 頁至第 10 頁：照案通

過。 

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第 16 頁至第 54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第13頁至第39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住宅基金第 16 頁至第 52 頁及第 67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第 31 頁基金用途明細表-

社會福利支出-532-G0 補助長青中心辦理

老人福利計畫 3,422 萬 2 千元：照案通過。 

三讀會 

類別：財經   編號：2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2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

綜計表，連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決議：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教育局第41頁至第 177頁及第

197 頁至第 21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第 9 頁至第

42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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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第 7 頁至第 21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高中職、啟智學校及特殊學校教育發展基金

比照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照

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第 7 頁

至第 14 頁及第 24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國民中學教育發展基金比照高雄市立明華國

民中學：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文山國民小學第 8 頁

至第 15 頁及第 25 頁：照案通過。 

其餘各國民小學教育發展基金比照高雄市立文山國

民小學：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高雄市立鳥松幼兒園第 7 頁至

第 11 頁及第 20 頁：照案通過。 

其餘市立幼兒園教育發展基金比照高雄市立鳥松幼

兒園：照案通過。 

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第 14 頁至第 51

頁及第 67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第 7 頁至第 1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第 9 頁至第 17 頁及第 27 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第 15 頁至第 47

頁：修正通過。 

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第 17 頁至第 27 頁及第 40 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第 14 頁至第 48 頁：照案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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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第 16頁至第 59頁及第 74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運動發展基金第 10 頁至第 25 頁：照案通過。 

衛生局各區衛生所醫療藥品基金第12頁至第44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4 頁至第 76 頁

及第 93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15頁至第76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12頁至第46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5 頁至第 74 頁

及第 9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第 10 頁至第 33 頁及第 47 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第 6 頁至

第 9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第 7 頁至第 12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基金第 7 頁至第 10 頁：照案通

過。 

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第 16 頁至第 54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第13頁至第39頁：

照案通過。 

高雄市住宅基金第 16 頁至第 52 頁及第 67 頁：照案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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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第 10 頁至第 60 頁：照案

通過。 

丙、抽出動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6 時 55 分提：擬將 112 年度附屬單

位預算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擱置部分抽出繼續審議。

經在場議員附議後，無異議通過。 

丁、決定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5 時 58 分提：擬延長下午開會時

間，俟全部附屬單位預算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戊、散會：下午 6 時 5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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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門二讀會審議結果明細表(112年度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貳–5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                                                            (112年 2月 21日審議)    單位：元 

頁數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科                目 預  算  金  額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刪 減 數 修正後預算數 

15-15 勞務收入明細表   52,560,000 12,560,000 40,000,000 刪減 1,256萬元。 

 

 

貳–7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                                                                                                單位：元 

頁數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科                目 預  算  金  額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刪 減 數 修正後預算數 

58-59 
資金轉投資及其餘

絀明細表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 

一、投資淨額：9,817萬 5千元 

二、年終預計持有股數：981萬 7,525股 

三、占發行股數：9% 

  

高雄市政府 111年 9月 5日函以高市

府交會字第11147004000號來文勘誤

資金轉投資及其餘絀明細表乙份，以

及原第 58頁起順延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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