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612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2年 01月 17日（星期二）上午9時 3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史　哲 林欽榮 羅達生 郭添貴 王啓川 陳盈秀

張家興 張硯卿 閻青智 陳勇勝 謝文斌 廖泰翔

張漢雄 張清榮 高閔琳 吳文彥 楊欽富 蔡長展

謝琍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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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賓和

林瑩蓉 侯尊堯（謝汀嵩代） 張以理 蔡宛芬

洪羽珊 楊瑞霞 李瓊慧 陳詩鍾 林合勝 劉嘉茹

許永穆（黃振發代） 林志東 李文聖 陳景星

劉德旺 蕭見益 陳昱如 李秀蓉（傅文麗代）

歐劍君 蔣金安 邱金寶 陳佑瑞 薛茂竹 李惠寧

李秋利 吳進興 車世民 蔡登山 蔡純真 吳茂樹

陳靜蘭 黃伯雄 簡水彬 鍾炳光 謝健成 陳振坤

石慶豐 謝水福 羅長安 吳永揮 鄭美華 陳百山

邱 瑞 金  宋 貴 龍  吳 淑 惠  胡 俊 雄  鄭 明 興

（李建興代） 劉文粹

列　席：孔賢傑（何志明代） 杜司偉 駱韋志（范仁憲代）

林旻伶 王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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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發局侯局長尊堯、梓官區公所李區長秀蓉及鼓山區

公所鄭區長明興公假，分別由謝副局長汀嵩、秘書室

傅主任文麗及李主任秘書建興代理；新工處許處長永

穆另有公務，由黃副處長振發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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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備查。

三、觀光局劉副局長秀英報告：

2023高雄蓮潭燈會活動規劃報告。

觀光局高局長及劉副局長補充報告：

本次燈會活動（含小提燈發放、藝陣表演、古裝體

驗、周邊廟宇燈光點亮）規劃情形報告，感謝民政

局、水利局、經發局、文化局、運發局等機關之協

助，本局將儘速與新聞局協調新聞露出事宜。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觀光局報告。為讓燈會更為周妥，請各機

關依下列指示辦理：

1.為提供遊客更為舒適的賞燈體驗，請觀光局

儘速至活動現場勘察，包含燈會場域及龜山

與鐵路地下化翠華路沿線等人行步道，並請

環保局、養工處等權責機關全力配合垃圾清

理、交通標線劃設、路面改善等。另舊左營

國中環境請養工處協助美化，至蓮池潭各大

廟宇廟前廣場清潔事宜，請權管機關與廟方

協調。

2.請水利局確保蓮池潭水位及水質無虞，並請

妥為運用抽換之潭水做為植栽花草澆灌之

用。

3.除藝陣表演外，亦請觀光局研議邀請民眾喜

愛的歌仔戲團（如明華園）、布袋戲團等藝

文團體演出。

4.有關活動場域周邊廟宇之燈光點亮事宜（含

神像打燈），請民政局等機關邀請專業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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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協助檢視並優化燈影投射視覺美感。

5.有關小提燈發放事宜，請觀光局妥為規劃並

儘速對外說明發放期程，另考量 2022 年台

灣燈會虎尾燈獲得廣大迴響，本次燈會活動

期間，亦可鼓勵民眾配戴兔耳相關飾品，增

添年節氣氛。

6.針對燈會活動期間街頭展演活動，請觀光局

研議邀請角色扮演（cosplay）團體至龍虎

塔周邊演出，結合在地宗教廟宇彰顯節慶熱

鬧氛圍，請文化局一同協助。

（三）請文化局、新聞局協助觀光局邀請攝影師至活

動場域取景，並於社群媒體張貼精彩照片廣為

宣傳，俾提升燈會活動能見度，燈會期間亦請

各位首長踴躍支持、共襄盛舉。另為讓活動更

臻完美，請左營區公所協助爭取地方支持。

（四）春節期間，請文化局、養工處定期巡檢美術館

園區內湖泊及衛武營都會公園內北湖之水質，

提供民眾更優質的休憩場域。

四、111年本市治安成果及交通安全策略報告。

（一）警察局林局長報告：

本市治安成果報告。

（二）交通局張局長報告：

本市道路交通事故防制策略作為報告。

交通局張局長及衛生局黃局長補充報告：

各項道安數據（含 A30）分析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警察局及交通局報告。本執政團隊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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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關治安會報皆由本人親自主持，111年

全般刑案及全般詐欺發生數均為六都第 3低、

暴力犯罪及槍擊案發生數均為六都第 2低，對

於警察局林局長及全體同仁之辛勞付出，特予

肯定。春節連假即將到來，請警察局持續落實

治安維護事宜，讓市民平安過好年。

（三）本市 A1 事故發生數連續 3 年（109 年至 111

年）下降，感謝交通局之努力，為持續提升交

通事故防制成效，除以短期區間為單位分析事

故發生率外，亦可改以長期（如每季）為單位

檢視事故發生趨勢；另請交通局、衛生局深入

分析去年 A30事故數據較 110年同期偏高之原

因，並瞭解其他縣市之作法，俾確實檢討改

善。

（四）落實治安及道安維護為本府重點工作，請新聞

局協助加強宣傳本市111年治安與道安成果，

並著重六都比較情形及重大績效（如本市 111

年暴力、槍擊、街頭鬥毆等案件均於最短時間

內全數偵破），亦請警察局、交通局持續努

力，展現本府強力打擊犯罪及提升交通安全之

決心。

（五）再次提醒，為訓練高階主管表達能力及培養優

秀人才，未來各機關於市政會議之報告案，請

各位首長優先指派副首長、主秘等簡任以上人

員進行簡報。

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農業局：謹提訂定「高雄市政府食農教育推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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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要點」草案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２案－財政局：本市楠梓區援中段 252-5地號計 3筆(共

2案)市有非公用畸零地，土地面積共計

33.90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總值新臺

幣 73萬 5,048 元，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

理讓售，請審議。

財政局陳局長補充報告：

本市無法單獨建築之小面積畸零市有地讓售價格評估方式

說明。

決議：

（一）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二）未來本市市有地之讓售及標售，請財政局留意價格合

理性。

第３案－工務局：有關本局(新工處)辦理「111-116年生活

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

路）」分項計畫「高雄市鼓山區九如橋

改建工程」配合編列經費新臺幣 9,699

萬 6,000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敬

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４案－交通局：為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本府112年幸福巴

士計畫－高雄市幸福小黃營運缺口(偏遠

路線)計畫（計畫編號：112KHP01）補助

計劃，總經費計新臺幣 2,780萬 5,516

5



元前提下，中央補助 2,363 萬 4,678

元，本府自籌 417萬 838 元，辦理墊付

事宜，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５案－海洋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辦理

「112年高雄市養殖漁業生產區公共設施

維護管理計畫」700萬元，擬提列112年

度補助款 700萬元及配合款 700萬元，

合計新臺幣 1,400萬元墊付執行案，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６案－原民會：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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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版)及檢討新增工項經費需

求」案，部分經費新臺幣 434萬 9,207

元(50%)，本府配合款 50%(434萬 9,207

元)，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理，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參、臨時動議

一、新聞局項局長報告：

（一）為於春節連假期間持續行銷市政建設亮點，建

請各局處預為備妥新聞留稿，以軟性、溫馨之

新聞為佳，並請儘量提供動態影片，亦請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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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發布時程，俾利媒體於春節連假期間協助

新聞露出。亦建請各機關預為安排新聞處理人

員，俾及時因應突發事件及重要輿情。

（二）本局未來將與各局處合作規劃首長人物專訪，

讓外界看見機關首長豐富歷練的亮點故事。

主席裁示：

（一）有關春節連假期間備妥新聞留稿事宜，請各機

關配合辦理，並請適度宣傳權管施政績效。

（二）各位首長不辭辛勞推動各項市政，背後定有不

為人知的動人故事，請新聞局協助安排專訪並

對外宣傳。

二、行國處張處長、海洋局張局長及農業局張局長報告：

近期民生物價（含農、漁產品）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年節將近，有關民生物價波動情形，請權管機關適時

對外說明，並請市長室協助提供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

之呈現方式予權管機關參考運用。

三、海洋局張局長報告：

本市國中小營養午餐「班班有石斑」供餐情形說明。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春節連假期間，請各機關、區公所預為安排輪值人員

留守，做好為民服務工作。

二、本市議會將於 2月 1日召開臨時會，審議本市 112年

總預算，請各機關首長把握時間與議員建立良好互

動。

散　會：上午1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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