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480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9年 0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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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裕榮（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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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榮慶 蔡長展 謝琍琍

陳石圍 李永癸 蔡致模 林盟喬 張瑞琿 吳嘉昌

林尚瑛 張淑娟（黃萬發代） 白瑞龍 陳冠福

簡美玲 鄭介松 周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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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芳賓代） 郭寶升

王中君 蔡欣宏

主　席：楊代理市長 明州                紀錄：李姱嬋

壹、頒獎活動

一、經發局：

本市「公有市場環境衛生營運管理選拔－金市獎」選

拔活動，計有武廟公有零售市場榮獲金市獎、龍華公

有零售市場榮獲最佳營運管理獎、旗后觀光市場榮獲

最佳環境衛生獎及苓雅公有零售市場榮獲最佳創新改

善獎，特於市政會議公開表揚。

二、警察局、環保局：

表揚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隊長翁士閔、偵查佐張鈞

凱、警員潘昱均；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隊長林耕宇；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隊長溫裕

宏；警察局鑑識中心警務正李添旺共同偵破殺人分

屍、棄屍愛河案，亦表揚環保局愛河溝渠隊隊長王淑

姿、班長葛從周、打撈手莊秋分及陳媽進等同仁機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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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線索並配合偵辦，俾本案順利偵破。

主席致詞：

（一）環境衛生對於登革熱、漢他病毒出血熱等防疫

工作十分重要，本次獲獎之公有市場在環境衛

生、營運管理等方面表現優異，特予公開表

揚，期藉此讓民有市場、攤集場、夜市等一同

響應維護環境整潔。亦請經發局研議針對上開

場所建立評比表揚機制，俾鼓勵各場所管理單

位提升環境品質。

（二）感謝環保局同仁善盡打撈職責，方能及早察覺

愛河分屍案線索，亦感謝警政團隊通力合作，

迅速偵破此案，在最快的時間安定民心，實屬

不易。另本日林園區海灘發現一名女性遺體，

請警察局儘速辦理報請相驗等後續事宜，俾早

日釐清案情。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交通局張代理局長淑娟公假開會，由黃副局長萬發代

理。

二、公園維管專案報告：

（一）工務局黃代理局長報告：

公園維護執行狀況及精進作為報告。

（二）民政局駱代理局長報告：

本市各區公所執行 1公頃以下已開闢都市計畫

公園(含綠地、兒童遊戲場及廣場)維護管理報

告。

民政局駱代理局長及養工處林處長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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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養工處移交 1公頃以下公園予區公所之統計數據

差異原因、維護經費辦理工作項目、兒童遊戲場設施

檢測與改善情形報告。

養工處林處長補充報告：

有關 1 公頃以下公園之設施與遊具移交係採現況點

交，目前本處「高雄市公園綠地附設兒童遊戲場檢

驗」案，可協助區公所辦理兒童遊戲場檢驗約 50

處。

研考會朱代理主任委員補充報告：

各機關公共場域之環境清潔、設施維管，平時係由各

權管機關負責督導，本會預計於 7月1日起配合環保

局推動「109年度重要觀光景點、公園及公廁環境清

潔專案抽查實施計畫」，並依抽查結果陸續彙整改善

情形提出報告。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工務局及民政局報告。有關養工處移交 1

公頃以下公園予區公所之數量，請民政局與養

工處會後確實核對，俾確保每座公園維管無空

窗期。另請養工處再行核算每公頃公園維護經

費（包含環境清潔、除草、植栽修剪、設施設

備維護等），俾與區公所每公頃公園維護經費

計算基準趨於一致，並提供資料予本人瞭解。

（三）衛福部規範兒童遊戲場設施設置者應於 112年

1 月 24 日前，檢具相關表件陳報該管兒童遊

戲場主管機關完成備查，以維護是類場域設施

安全。本案關乎公共安全，為政府應正視之嚴

肅課題，現距完成備查期限僅餘約 2年，須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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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編列 110、111 年度預算辦理，目前本府刻

正籌編 110年度預算，請財主機關予以協助。

（四）本府團隊首長皆為文官，在僅餘不到 2個月的

代理期間，請各機關持續落實年度預算執行及

為民服務工作，並將權管場域之環境清潔維護

與提升設施妥善率列為最重要工作之一，如發

現雜草過長、設施損壞等情形皆應即時處理，

提供民眾優質安全的休憩環境，避免稍有疏

忽，衍生不必要之紛擾。

三、經發局王代理局長報告：

橋頭科學園區辦理進度報告。

交通局黃副局長、地政局陳代理局長、環保局張代理

局長、農業局王代理局長及新工處楊處長補充報告：

橋頭科學園區開發案與本府權責相關業務辦理情形報

告。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經發局、交通局、地政局、環保局、工務

局（新工處）及農業局報告，並請全力協助橋

頭科學園區開發案，其中聯外道路開闢工作一

節，請工務局加速辦理。

四、研考會朱代理主任委員報告：

媒體報導市府施政缺失說明報告。

民政局駱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橋頭區南北路道路施工致交通不便一節查處情形報

告。另感謝新聞局協助於道路施工完成當日，發布新

聞稿予外界周知。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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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區嘉誠路溝蓋遺失及坑洞問題查處情形報告與未

來因應方式說明。

王代理副市長補充意見：

特此提醒各機關首長，爾後民眾如於 1999反映道路

坑洞、溝蓋遺失等事項，因涉及公共安全，倘權管機

關未能即時改善完成，亦應於該地點周邊做好安全警

示措施，俾維護市民安全。

王副秘書長補充意見：

為提升行政效率，建議研考會可研議介接都發局等機

關之資訊查詢系統（如都市計畫區、非都市計畫區、

道路寬度等），俾受理 1999反映事項時，可更明確

判斷權管機關。

養工處林處長補充報告：

有關 106 年至 108 年期間，民眾通報 1999道路坑洞

最頻繁之路段（如高楠公路、民族一路、翠華路、軍

校路等）改善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研考會報告。本人一再強調，任何工作皆

應列管追蹤，方能呈現執行率，過去本人擔任

養工處長期間，即建立三層督考機制，透過層

層督考，確實掌握辦理情形。研考會擔任市府

研考角色，各機關亦設有研考單位與基層收文

人員，皆應落實稽催管考。至府本部之督導機

制，請王副秘書長協助邀集參事、參議與權管

業務涉及環境衛生、公共設施維護之機關，定

期召開督導會議，俾瞭解執行成效。

（三）再次重申，本府團隊代理期間僅餘不到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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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請各位首長對於環境清潔、設備維護管理

事項務必上緊發條，切勿鬆懈。例如養工處針

對除草、道路刨鋪等工作，應以更積極的態度

即時處理。

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教育局：謹提廢止「高雄市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

準則」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２案－教育局：謹提廢止「高雄市立高級職業學校組織

規程」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３案－農業局：為修正「高雄市 H5、H7亞型家禽流行性

感冒防治措施」一案，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４案－客委會：謹提本會主管之「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

文化事務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５案－民政局：有關本市那瑪夏區公所申請補助「南沙

魯里公墓更新計畫」興建工程地方配合

款經費新臺幣 514 萬 2,857元整，擬採

市庫墊付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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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案－民政局：本市辦理「役男權益及其家屬生活扶

(慰)助」業務，中央補助經費新臺幣 12

萬 8,000元，請准予先行墊付，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７案－海洋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補助新臺

幣 1億 8,000 萬元分三年辦理「中芸漁

港漁筏泊區興建工程(不含設計)」，擬

請准予提列 109 年度(第一年)補助款新

臺幣 50 萬元及配合款新臺幣 50 萬元合

計新臺幣 100 萬元墊付執行案，請審

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８案－水利局：有關經濟部水利署增加補助辦理「109年

度違法水井處置執行計畫」新臺幣 275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提報

市政會議審議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９案－交通局：為交通部補助本局新臺幣 3,950萬 7,000

元辦理高雄市 109 年第 1 次通用計程車

補助營運計畫，提送同意先行墊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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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案－內門區公所：有關經濟部水利署核定「109 年度

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

畫」分配本所新臺幣 248 萬 5,279

元整案，請准採墊付款方式辦理，

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肆、臨時動議

交通局黃副局長報告：

「高雄 YouBike2.0」自 6 月 16日起試營運迄今，已累計

超過 15萬人次使用，本系統將於明日起正式營運，謹訂

於 7月 1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 分，假本府四維行政

中心 1樓府前廣場，舉辦「高雄 YouBike2.0 正式營運記

者會」，敬邀各位長官與機關首長蒞臨參加。

主席裁示：

請各位同仁踴躍參加。

伍、主席指示事項

一、本市於上週（23日）出現今年首例日本腦炎本土確

診個案，請防疫團隊持續宣導市民家中嬰幼兒接種疫

苗，並請農業局督導業者落實豬舍環境管理、豬隻疫

苗施打，以防範疫情蔓延。

二、目前正值金煌芒果等水果的盛產期，請農業局加強

行銷，亦鼓勵大家可多食用本市當令水果，提升農特

產品銷量。

三、近日氣候高溫炎熱，用電量即將進入高峰期，請消

防局持續加強宣導，提高民眾用電之安全意識。另夏

季期間民眾戲水活動增加，請各水域權管機關針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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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等戲水場域加強注意遊憩安全。

四、國際疫情影響民眾出國意願，暑假即將到來，國內

旅遊人次應會大幅增加，請觀光局、文化局等相關機

關多加鼓勵外縣市民眾到高雄歡度假期。

五、為即時掌握輿情動態，請新聞局指派專人密切關注

輿情訊息，如於社群網站發現與本府施政有關之反映

事項，請轉知權管機關即時透過多元管道回復說明。

另倘各機關遇有權管業務遭流傳不實訊息或偏頗輿論

之情形，亦請於第一時間對外澄清，以維護本府形

象。

散　會：下午3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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