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479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9年 06月 23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出　席：王世芳 陳鴻益（公假） 張裕榮 王啟川 林淑娟

蔡淑貞 駱邦吉 曾美妙 陳佩汝 王宏榮 黃登福

王正一 邱俊龍 蘇俊傑（王屯電代） 黃榮慶

蔡長展 謝琍琍 陳石圍 李永癸（陳書田代）

蔡致模 林盟喬 張瑞琿（楊宏文代） 吳嘉昌

林尚瑛 張淑娟 白瑞龍 陳冠福（龔振霖代）

簡美玲 鄭介松 周明鎮（謝汀嵩代） 顏己喨

朱瑞成 陳幸雄 陳華英 張素惠 陳明忠 林合勝

劉嘉茹 潘春義 鄭淑紅 黃志明 楊素鳳 林志東

吳宗明

列　席：林旻伶 王永隆 王士誠 郭寶升 王中君 蔡欣宏

主　席：楊代理市長 明州                紀錄：張小惠

壹、獻獎活動

警察局：

行政院評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108年「暑期保護青少年

－青春專案」工作成效，本市獲評總分99.09分，為特優

單位，榮獲甲組（六都）第2名，特將榮譽獻予市府。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都發局蘇代理局長俊傑公假開會，由王副局長屯電代

理；警察局李局長永癸、環保局張代理局長瑞琿公假

至議會，分別由陳副局長書田及楊主任秘書宏文代

理；地政局陳代理局長冠福公假，由龔副局長振霖代

理；運發局周代理局長明鎮請假，由謝專門委員汀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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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經發局王代理局長報告：

「紓困振興經濟計畫暨台商回流」專案報告。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經發局報告。因應疫情對經濟造成之衝

擊，配合中央紓困振興方案，本府已提出紓困

貸款、場域租金減免、投資補助等紓困措施，

協助業者渡過難關。請經發局籲請業者利用這

段時間加強檢視相關軟硬體設施，儲備能量、

做好準備，俾儘快恢復正常營運。此外，為振

興會展產業，請經發局規劃於本市會展場館等

相關場域舉辦可展現高雄特色產業之展覽。

（三）有關「振興購物嘉年華」活動，請經發局持續

檢討精進，同時請政風處、法制局協助釐清相

關行政程序，避免同仁誤觸法網。

（四）在後疫情時期，期許經發局等相關局處持續發

揮團隊精神，並與中央密切合作，積極打造宜

居友善的投資環境，同時亦請主動協助有意至

本市投資之業者解決各項設廠可能遭遇的問題

（如廠區電力負載不足等），積極邀集業者與

相關單位（如台電公司、場地主管機關）共同

研商解決之道，俾鼓勵台商回流投資高雄，帶

動本市經濟發展。

（五）為因應本市漢他病毒出血熱疫情，請經發局持

續宣導業者應落實市場、攤集場、夜市等高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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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場域之環境清潔維護及消毒事宜。

四、環保局楊主任秘書報告：

「防汛防颱整備暨環境清潔維護(含公廁)」專案報

告。

研考會朱代理主任委員補充意見：

為維護市容清潔，營造良好觀光環境，本會業依市長

6月 19 日晨會指示，簽陳辦理「公共場域環境清潔

抽查專案」，將由參事、參議領隊，針對觀光景點、

公園及公廁等場域，執行環境清潔抽查。建請各機關

落實權管場域設施及環境清潔維護，倘抽查場域內有

設施及環境清潔需改善等情事，請權管機關儘速改

善，並提供改善成果予本會，本會將定期彙整上開資

訊提送市長室。

潘參事春義補充意見：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考量道路兩側

格柵式洩水孔清疏不易，建請環保局研議提供

易於清除淤泥等阻塞物之工具予清潔隊，俾提

升格柵式洩水孔清疏效率。

（二）建請本市道路權管機關於規劃新設道路時，可

研議採較易於清疏之方式設置格柵式洩水孔

（如活動式或可掀式格柵）。

民政局駱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各區公所執行1公頃以下公園（含綠地、兒童遊戲場

及廣場）維管辦理情形說明，本局將持續督導各區公

所善盡上開事宜。

王副秘書長補充意見：

側溝與洩水孔清疏有助於提升排水及退水速度，然目

前本府僅針對公有地轄管範圍清掃及辦理側溝清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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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每逢下雨，雨水將周邊私有地之樹葉、雜物沖刷

匯集至側溝洩水孔，容易再次造成阻塞，甚至導致抽

水機當機或格柵損壞等情事。請環保局、水利局及區

公所共同合作，先行檢視本市易積淹水點，倘有類此

情形（如孝順街一帶），請於雨季來臨前擴大清掃範

圍，先行清除周邊區域（含私有地）之樹枝、樹葉等

雜物，避免發生未能澈底清除周邊區域之雜物，導致

清疏作業功虧一簣。亦可研議於易積淹水地區逐步建

立社區自主防汛概念，俾有效節省人力、改善積淹水

問題。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環保局報告。目前正值颱風及汛期期間，

下列事項請各機關依指示辦理：

1.請環保局加強各側溝之洩水孔及溝蓋雜

物、落葉等清除，以保持排水順暢，尤應

於發布颱風、豪雨特報前，針對曾有淹水

或瞬間積水紀錄之區域提前加強清疏，亦

可籲請市民朋友隨手清除家戶門前落葉及

雜物，舉手之勞共同維護居住環境。

2.請水利局、環保局、工務局、消防局與各

區公所等機關務必提高警覺，加強相關整

備工作及緊急應變措施，以維護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

3.針對往年易積淹水地點，請水利局超前部

署相關改善措施，俾於豪雨來臨前，有效

減少重複積淹水之情形。

4.有關王副秘書長所提建議，請環保局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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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區公所研議辦理。

（三）由報告可知，水利局及養工處仍有部分巡查溝

況不良地點案件尚待改善，請於一週內提送改

善計畫與期程報府，俾於最短的時間內確實改

善。

（四）市容環境整潔及公廁清潔是城市形象的重要指

標，下列事項請各機關配合辦理：

1.鑒於道路設有中央分隔綠帶容易遭棄置雜

物，為維護市容景觀，請環保局優先檢視車

流量較大之道路綠帶環境清潔，加強清除雜

物，並請清掃人員留意自身安全。亦請養工

處留意權管植栽帶之環境整潔。

2.請環保局持續加強環境維護，督導各機關落

實權管公廁之清潔維護工作。

3.考量公園為市民朋友平日休憩的最佳去處，

有關公園維管事宜，目前本市1公頃以下公

園已歸屬由區公所維管，請民政局成立督導

考核小組，倘公園維護經費不足，請協助爭

取，並以最嚴謹的態度督導區公所做好公園

維管工作，尤其應提高夏季與雨後雜草修剪

頻率，本案請研考會協助抽查。再次重申，

任何政策、工作在推動執行時，皆應列管追

蹤，方能呈現執行率。此外，養工處權管之

公園亦請本於權責，妥為維管。

（五）潘參事所提意見，請環保局、養工處依下列指

示辦理：

1.請環保局進一步瞭解目前清潔隊員使用清

疏工具之方便性與適用性，俾提供合適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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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效率之工具作為清疏之用。

2.有關新設道路之排水規劃一節，為增加人

行道寬度，造街時會將原有平面式側溝溝

蓋改為直立式格柵，惟直立式格柵清疏不

易，爰請養工處於規劃拓寬人行道寬度

時，一併思考可兼顧清疏效率之可行方

案。

（六）本團隊應上緊發條，秉持努力不懈的精神，在

代理的兩個多月期間積極任事，方能不辜負市

民的期待。

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工務局：訂定「高雄市政府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

及獎勵作業要點」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２案－經發局：有關經濟部補助本局辦理本市「工業鍋

爐改善補助計畫」，109年度補助費用合

計新臺幣 507萬 5,000元，擬採墊付方

式辦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３案－觀光局：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局辦理「109年度借

問站創新旅遊服務推廣計畫」新臺幣 64

萬元(本局配合款為新臺幣 9 萬 5,000

元)，擬採先行墊付執行一案，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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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案－都發局：行政院核定本市「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

施方案」109年度住宅租金補貼戶數，本

府配合編列自籌戶數增加 1,276戶，109

年度所需經費計新臺幣 233萬 6,000元

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５案－水利局：有關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高雄市鳳山

水資源中心專用下水道系統遠端水質監

測系統及廠內增置異常水入流處理設施

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經費增加中央

款新臺幣 373萬 5,200元，擬採「墊付

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６案－社會局：謹提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社工

人員執業安全輔導及種子教師培訓計

畫」補助本局設施設備經費新臺幣 7萬

4,850元整，因未及納入預算，擬先行墊

付執行一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７案－衛生局：謹提衛生福利部 109年度「精神病人長期

照顧示範計畫」補助款計新臺幣 466萬

2,672元，擬先行墊付執行一案，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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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案－文化局：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局

「2020全國古蹟日活動計畫案」，補助

款(新臺幣 40萬元）及配合款(新臺幣 17

萬 2,000元）共計新臺幣 57萬 2,000元

整，因 109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

墊支執行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９案－交通局：為交通部補助本府新臺幣 960萬元辦理

109年度「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

（第二波核定）及本府自籌款新臺幣 169

萬 4,400元，總計新臺幣 1,129萬 4,400

元，擬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 10案－田寮區公所：有關本所辦理「109 年度飛彈營區

敦親睦鄰經費專案改善計畫」，獲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補助新臺幣 160

萬元，未及列入本 (109)年度預

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肆、臨時動議

一、主計處張處長報告：

109年本府「物價上漲對策督導小組」端午節查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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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報告。

主席裁示：

由報告可知，109年端午節物價尚屬平穩，謝謝主計

處報告。

二、教育局陳代理局長報告：

109年水域安全及防溺自救觀念宣導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暑假即將來臨，針對年輕學子喜愛前往之海邊、游

泳池、山澗等戲水地點，請教育局務必持續加強危

險水域及防溺安全宣導，以維護學子生命安全。

伍、主席指示事項

端午連假即將到來，本市旅館訂房情況十分熱絡，預期

將有許多國內遊客至本市旅遊，請各機關針對權管公共

場域、景點，落實環境清潔巡檢。亦請交通局、警察

局、消防局等機關加強公共安全維護工作，俾妥善且迅

速處理各種突發狀況。

散　會：下午3時2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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