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第 592 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08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0 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 史

哲 林欽 榮（ 另有 公務 ） 羅達 生 郭添 貴

王啓川 陳盈秀 張家興 項賓和 閻青智 陳勇勝
謝文斌（黃盟惠代） 廖泰翔 張漢雄（薛博元代）
張清榮（梁銘憲代） 周玲妏（孫春良代） 吳文彥
楊欽富 蔡長展（黃柏棻代） 謝琍琍（葉欣雅代）
周登春 林炎田 王志平 黃志中 張瑞琿 吳義隆
王文翠 張淑娟 王世芳 陳冠福 董建宏 林瑩蓉
侯尊堯 張以理 蔡宛芬 洪羽珊（陳幸雄代）
楊瑞霞

李瓊慧

陳詩鍾

林合勝

劉嘉茹

（宗靜萍代） 許永穆 林志東 李文聖
列 席：林旻伶（蔡怡甄代） 王士誠 王中君
主

席：陳市長 其邁

紀錄：張小惠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海洋局張局長漢雄及農業局張局長清榮公假至議會，
分別由薛主任秘書博元及梁主任秘書銘憲代理；教育
局謝局長文斌、觀光局周局長玲妏及水利局蔡局長長
展公假，分別由黃副局長盟惠、孫副局長春良及黃專
門委員柏棻代理；社會局謝局長琍琍、原民會洪主任
委員羽珊及空中大學劉校長嘉茹另有公務，分別由葉
副局長欣雅、陳副主任委員幸雄及電算中心宗主任靜
萍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經發局高副局長鎮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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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暨產業轉型成果專案報告。
經發局廖局長及高副局長補充報告：
（一）110 年本市營利事業銷售額及百貨業全年業績
相 較 於 109 年 之 成 長 率 均 為 6 都 之 冠 ； 今
（111）年上半年營利事業銷售額及服務業批
發零售類銷售額成績亦十分亮眼。
（二）全聯於本洲產業園區打造冷鏈物流中心、台糖
高雄物流園區開發暨招商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經發局報告。在經發局的努力下，本市招
商及產業轉型成果亮眼，特予肯定及感謝。請
經發局綜整重點施政績效，尤其是市民有感的
民生經濟與商圈部分，包含 110 年本市營利事
業銷售額 5.5 兆元，較 109 年增加逾 1 兆元，
今年上半年亦比去年同期增加 11.71%，成績
斐然，並請彙整服務業 110 年較 109 年、今年
較 110 年同期成長情形對外宣傳，另簡報所提
產業轉型成果亦請一併行銷。
（三）特此提醒，施政成果數據請以年度為基準進行
比較，施政宣傳文字簡明扼要、具一致性為
宜，以利民眾熟悉瞭解。
（四）報告所提物流園區招商一節，考量高雄具備海
陸空交通條件之優勢，請經發局持續主動與廠
商接洽，俾吸引廠商至本市投資。
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水利局：謹提「高雄市溫泉開發許可審議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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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２案－農業局：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111 年度高
雄市政府農特產品海外拓銷計畫」，經
費共計新臺幣 565 萬元整先行墊付執行
案，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３案－文化局：為提請市政會議審議「『建構合作共享
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中長程個案計畫』之
112－113 年『健全直轄市立圖書館營運
體制計畫』，中央補助款（100 萬元）及
市府配合款（67 萬元）共計新臺幣 167
萬元整，因未及編列於 112 年度預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４案－衛生局：謹提衛生福利部獎助本市 111 年度長照
2.0 整合型計畫增核獎助款 7 億 6,555 萬
7,000 元及本市自籌款 863 萬元，總計新
臺幣 7 億 7,418 萬 7,000 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一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５案－研考會：為利資安業務推動，有關執行「中央政
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4 期特別預算
案」項下「政府基層機關資安主動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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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112 年總經費計新臺幣 7,057 萬
7,143 元，擬提請墊付一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６案－原民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 111 年度宜
居部落建設計畫－原住民族部落居住環
境品質提升計畫－米乎咪尚文化健康站
多功能文化聚會所新建工程，經費計新
臺幣 636 萬 4,000 元（中央補助 555 萬
8,950 元，本府自籌 80 萬 5,050 元），
擬請採墊付款辦理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７案－海洋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辦理「養
殖漁業振興計畫」之「永安區中油 LNG
冷卻水引水道延伸及 3.5 期(石斑路)供
水箱涵改建可行性評估」，擬提列 111
年度補助款及配合款各 49 萬元合計新臺
幣 98 萬元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８案－海洋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辦理「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
水整體改善計畫－水產養殖排水」第 3
期(110~111)之「興達養殖漁業生產區大
湖埤排水一中排改善工程設計案」，擬
請准予提列 111 年度補助款 370 萬 9,680
元及配合款 104 萬 6,320 元合計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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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萬 6,000 元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９案－海洋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辦理「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
水整體改善計畫－水產養殖排水」第 3
期(110~111)之「興達養殖漁業生產區大
湖埤排水二中排改善工程設計案」，擬
請准予提列 111 年度補助款 570 萬 3,360
元及配合款 160 萬 8,640 元合計新臺幣
731 萬 2,000 元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參、臨時動議
觀光局孫副局長報告：
「2022 高雄愛．月熱氣球」活動場域與規劃（含售票）
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田寮月世界熱氣球繫留體驗活動舉辦期間適逢中秋連
假，預期將吸引大批觀光人潮，為提供遊客更優質的旅
遊體驗，請陳副秘書長召集觀光局、交通局、衛生局及
田寮區公所等機關，針對周邊交通動線、停車空間規
劃、街道與景點之環境整潔及餐廳用餐品質等事宜妥為
研議辦理，另請農業局協助當地農會把握商機行銷在地
農特產品。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為提升市民朋友申請危老重建的便利性，本府上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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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宣布高雄「危老重建 1-2-3」專案服務計畫，提
供 2 項費用補助及 3 大優惠獎勵措施，亦大幅縮減申
辦時程，並設立 5 處（鳳山、楠梓、鹽埕、新興、三
民）危老重建服務站，提供民眾免費諮詢，請工務局
大力宣傳，讓更多民眾受惠。
二、下週五就是 3 天中秋連假，因應大量觀光客及返鄉人
潮跨縣市移動，請交通局及警察局做好交通規劃，並
請衛生局持續呼籲民眾落實防疫措施。另針對市售應
景食材及烤肉用品，請衛生局會同相關機關加強食品
安全稽查，也請消防局多加宣導民眾注意防火安全。
散

會：下午 0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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