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485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9年 08月 04日（星期二）上午9時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王世芳 陳鴻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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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榮慶 蔡長展 謝琍琍 陳石圍

劉柏良 蔡致模 林盟喬 張瑞琿 吳嘉昌 林尚瑛

張淑娟 白瑞龍 陳冠福 簡美玲 鄭介松 周明鎮

顏己喨 朱瑞成 陳幸雄（黃嵩傑代） 陳華英

張素惠 陳明忠 林合勝 劉嘉茹（宗靜萍代）

鄭淑紅 林金福 黃志明 李瓊慧 楊素鳳 林志東

吳宗明 陳景星 劉德旺 許烱華 楊孝治 李秀蓉

歐劍君 周益堂 鄭美華 薛茂竹 吳進興 李坤守

陳百山 邱瑞金 邱金寶 王耀弘 陳佑瑞 蔡翹鴻

（張惠珍代） 汪小芬 黃伯雄（李柏雄代）

陳興發 鍾炳光 謝健成 黃中中 施維明 李元新

劉文粹 李幸娟 陳進德 王朝旺 林國慶 藍美珍

吳永揮 吳淑惠 林福成 顏賜山

列　席：陳海雲（朱家在代） 謝英雄 宋能正（范仁憲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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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原民會陳代理主任委員幸雄及空中大學劉校長嘉茹公

假，分別由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及電算中心宗主任

靜萍代理；仁武區公所蔡區長翹鴻及大寮區公所黃區

長伯雄請假，分別由張主任秘書惠珍及李主任秘書柏

雄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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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備查。

三、衛生局林代理局長及環保局張代理局長報告：

登革熱防治工作報告。

經發局王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有關衛生局報告所提苓雅區國民市場捕獲成蚊且密度

偏高一節，本局市管處除加強環境巡檢與清除孳生源

外，亦辦理噴藥消毒工作。對於市場屋簷溝易因積水

孳生病媒蚊部分，本局市管處刻正籌措經費，預計於

今年底前改善完成，並於改善措施完成前，督導市場

自治會定期進行屋簷溝投藥工作。

民政局駱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本市各區公所登革熱防疫作為暨本局登革熱防治教育

訓練（含加強 1公頃以下公園綠地防疫作為）辦理情

形報告。感謝衛生局、環保局及養工處同仁協助擔任

講師。

燕巢區公所邱區長補充報告：

鳳雄營區使用現況說明暨周邊孳生源清除及環境大掃

蕩辦理情形報告。

王副秘書長補充意見：

鳳雄營區環境亟待改善且病媒蚊密度持續偏高，以及

文藻外語大學捕獲斑蚊成蚊數偏高，由於前開場域分

屬軍方及教育部轄管，請教相關機關除積極清除周邊

環境孳生源外，對於是類狀況，有何因應策略？

衛生局林代理局長回應：

本局將持續調查鳳雄營區及文藻外語大學周邊環

境，倘經查獲陽性孳生源，本局將依法裁罰，期藉

此改善上開場域環境，降低疫情風險。

三民區公所藍區長補充意見：

以佈設誘殺桶（Gravitrap）做為病媒蚊監測的工
2



具，雖有助於防疫團隊掌握登革熱發生風險及評估防

治成效，仍難免會因為陽性率及病媒蚊捕獲隻數偏

高，影響里鄰志工士氣，進而對區內誘殺桶設置的數

量與佈桶原則產生疑慮，爰請教環保局佈設誘殺桶之

原則，俾向本區居民說明。

環保局張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一）本局利用誘殺桶（Gravitrap）執行病媒蚊密

度調查與監測工作之原則，係以鼓山、前鎮、

苓雅、三民等登革熱防治熱點區域為主，並針

對高風險（如病媒蚊指數相對偏高）地區加強

佈設。監測數據之解讀方式有二，一為環境仍

有孳生源尚待清除，其次可能為孳生源已清除

完畢，病媒蚊僅能至誘殺桶產卵，爰誘殺桶陽

性率及病媒蚊捕獲隻數較高並非絕對表示環境

較為不佳，請區長協助向里民說明。

（二）陽性溝段定義說明暨本局因應陽性溝段之防疫

作為。

鼓山區公所林區長補充報告：

本區誘殺桶（Gravitrap）平均陽性率呈上升趨勢暨

部分里別陽性容器數偏高之改善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衛生局、環保局報告。時序進入高溫炎熱

及間歇性降雨季節，且近日桃園市發生登革熱

本土群聚疫情，請防疫團隊持續戒慎並加強橫

向聯繫，落實孳生源清除，澈底清除髒亂點。

（三）報告所提需警示之場域，請依下列指示辦理：

1.依據高效能捕蚊燈監測與病媒蚊密度調查結

果，各區捕獲斑蚊成蚊數偏高之里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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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學校及營區等，請儘速改善，倘未來捕

獲斑蚊成蚊數仍偏高，請衛生局、環保局等

防疫團隊依法開罰。其中，文藻外語大學及

鳳雄營區分屬教育部及軍方轄管，上開場域

如未能有效改善周遭環境，亦請教育局、衛

生局以本府名義行文予該管中央主管機關共

同加強環境孳檢，俾展現本府防治登革熱之

決心。

2.考量今年第 30週陽性溝段佔總溝段比率較

去年同期增加，其中苓雅區查獲陽性溝段數

計 31條、北鳳山陽性溝段比率偏高，值得

注意，爰各區轄內倘有警示里別，請務必加

強社區動員進行環境整頓，亦請衛生局、環

保局等防疫團隊落實執行各項防治作為（如

執行高溫高壓作業、溝壁蟲卵沖刷、水溝

「一桶水」登革熱防治等）。

3.請經發局擬定標準作業程序，確實督導苓雅

區國民市場自治會於屋簷溝改善措施完成

前，定期進行投藥工作，以防止登革熱病媒

蚊孳生，亦請衛生局、環保局等防疫團隊協

助指導。

（四）登革熱為法定傳染病，本府衛生局、環保局等

防疫團隊持續推動各項防治作為之用意，係為

確保市民健康，請各區區長協助向里長及民眾

耐心說明，俾讓渠等瞭解。

（五）在本府防疫團隊齊心努力，積極落實環境整

頓、清除積水容器等各項整備作為下，加上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而實施邊境管制，

截至目前為止，本市登革熱仍維持零本土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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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感謝各位同仁的付出。自下週起，本府

將開始召開登革熱特別小組會議，期可深入討

論各項登革熱防疫工作，亦請各區公所持續動

員，並請防疫團隊落實各項防疫工作，以高雄

登革熱零本土為目標，全面防堵疫情流行發

生。

四、環境清潔抽查報告：

（一）研考會朱代理主任委員報告：

本市公共場域環境清潔專案抽查執行情形報告。

（二）民政局駱代理局長報告：

1公頃以下已開闢之都市計畫公園督導巡查報告。

觀光局邱代理局長及環保局張代理局長補充意見：

鼓山區西子灣公廁整修工程辦理進度暨後續維護管理

情形說明。

工務局黃代理局長及養工處林處長志東補充報告：

本局（養工處）權管公園、茄萣濕地蓄水閘門需改

善缺失辦理情形暨預計完工期程報告。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研考會及民政局報告。由報告可知，研考

會前次抽查（7月1日至 15日）執行情形已改

善完成率達 99%，感謝工務局（養工處）等機

關之努力，尚待改善之地點（如茄萣濕地蓄水

閘門、鼎新公園木質座椅修繕、二二八和平公

園補植草皮等），請養工處掌握時效，儘速改

善完成，亦請工務局督導並複查。此外，1公

頃以下公園設施損壞恐涉及使用者安全，請民

政局、各區公所儘速改善是類情形。

（三）為有效釐清權管場域範圍，落實維管責任，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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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副秘書長儘速召集研考會、環保局與觀光局

等相關機關，針對部分位置臨界於他機關維管

範圍，致維管權責有所爭議之場域，以及西子

灣公廁維管權責等議題釐清權責，並請研考會

提供資料。

（四）公共場域維護是市政最基本工作，本人近日至

各區訪視，經過旗山區五號排水抽水站時，發

現周邊公園環境整潔、草皮修剪平整，整體環

境舒適宜人，另養工處權管之岡山區河堤公園

及岡山公園亦讓人感到乾淨舒適，值得嘉許；

岡山區陽明公園則請權管機關加強維護。各公

共場域權管機關應持續做好基本功，尤其各區

公所站在服務市民的第一線，對於展現本府團

隊的行政效率及外界觀感扮演重要的角色，責

任重大，更應妥善維護轄管場域，以提供市民

優質的休憩環境。

五、主計處張處長報告：

本市10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預定辦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主計處報告。期勉主計處、民政局、警察

局、新聞局及各區公所等機關在本次普查工作

通力合作，充分發揮團隊精神與專業，爭取本

市佳績。

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環保局：訂定「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處理違反

電信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案件裁罰基準

（草案）」一案，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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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局白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本裁罰基準之訂定係為妥適處理違反電信法第8條第 3項規

定案件，建立行政裁量之公平合理性，其內容業經本局審

閱完竣。

決議：通過，以府令發布並刊登市府公報。

第２案－教育局：謹提本局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9年高雄

市推展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實施計

畫」，經費新臺幣 75萬 9,720 元，因未

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支執行

案，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３案－工務局：有關台電公司核定補助本局（養護工程

處）「109 年度發電年度促協金(興達發

電廠)」經費新臺幣 3,995 萬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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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案－工務局：有關台電公司核定補助本局（養護工程

處）「109 年度發電年度促協金(大林發

電廠)」經費新臺幣 540萬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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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案－永安區公所：有關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

事業部永安液化天然氣廠專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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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辦理「109 年度永安區保安路

16巷溝蓋改善工程」一案，協助金

額新臺幣 290萬元，擬先採墊付方

式執行，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參、臨時動議

一、民政局駱代理局長報告：

本市第 3屆前鎮區盛興里里長補選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感謝民政局及本市選委會今年籌辦選務工作之辛勞。

二、農業局王代理局長報告：

謹訂於 8月 8日（星期六）、8月 9日（星期日）下

午 4時至晚間 9時 30 分，假中央公園（近捷運中央

公園站 1號出口）舉辦「2020型農市集」，並辦理

金煌肉多多雪花冰千人試吃，本活動結合海洋局及原

民會共同辦理，亦與新堀江、玉竹商圈之商家串聯合

作，活動期間憑新堀江、玉竹商圈之消費單據，即可

至 2020型農市集服務台兌換高雄款限定款果汁，敬

邀各位首長共襄盛舉。

主席裁示：

請各位首長踴躍參與。

三、環保局張代理局長報告：

謹訂於 8月 12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於本局南區

資源回收廠行政大樓 1樓，舉辦「109年高雄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以功代金淨爐灑淨祈福法會」，期各區公

所、廟宇一同響應「紙錢集中燒」政策，以減少紙錢

露天燃燒產生的空氣污染物，共同維護環境品質。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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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區長協助宣導轄內廟宇多加配合，齊心為防治

空氣污染盡一份心力。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近日受到低壓環流及西南氣流影響，容易發生短時

強降雨，請各機關、區公所提高警覺，留意氣象變

化，以利因應。

二、六合夜市於上週（7月 29 日）發生火警，暑假期間

有許多外地觀光客到本市旅遊，針對人潮眾多等高風

險場域，請消防局、工務局持續落實公安稽查工作，

亦請經發局加強宣導夜市、商圈餐廳之用火、用電、

用瓦斯等安全。

三、本市第 3屆市長補選已正式進入競選活動期間，請各

位首長、區長確實轉知所屬同仁，在選舉期間務必嚴

守行政中立原則，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避免不必要

之爭議；此外，民政局駱代理局長為本市選委會總幹

事，請選委會發布新聞稿加強向市民宣導競選期間各

項禁止與注意事項；亦請警察局進行賄選查察並加強

治安維護。考量新任市長將於公告當選後 10日內宣

誓就職，為使市政交接順利，請各機關著手準備業務

工作報告，並彙整本團隊代理期間尚待釐清政策方向

之案件予新任市長瞭解，俾利市政推動。

散　會：上午10時 0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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