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486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9年 08月 11日（星期二）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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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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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淑紅

林金福 黃志明 楊素鳳 林志東 吳宗明

列　席：林旻伶（蔡怡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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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暨獻獎活動

一、交通局：

頒發108年「本市計程車服務品質評鑑計畫」評鑑特

優車隊，計有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中華衛星大車隊及雄風大都會車隊等3家車隊獲獎。

二、環保局：

本市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年度推動執行機關

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直轄市組金質獎，

並獲得團體獎勵金新臺幣 150萬元，特將榮耀獻予市

府。

主席致詞：

首先恭喜本次評鑑獲獎之計程車車隊，亦感謝交通局

的輔導，以及計程車業者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期間，承擔第一線交通防疫責任並配合本市各種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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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另對環保局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8年度

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直轄

市組金質獎之優異表現，特予肯定。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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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假，由公共建設組黃組

長嵩傑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財政局曾代理局長報告：

本府109年 5-6月份申請中央補助款情形報告。

民政局駱代理局長、教育局陳代理局長、工務局黃代

理局長及水利局蔡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未依原訂於6月撥入補助款之案件辦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財政局報告。截至 6 月 30日止，以前年

度補助款保留數累計撥入 4.49億元，達成率

為 19.83%，較 4 月增加 2.09億元，達成率提

升9.27%，請各機關持續努力。

（三）未依原預訂於6月撥入補助款之機關，計有阿

蓮區公所、教育局、工務局與水利局，其中阿

蓮區公所計畫請加速辦理核銷結案等行政程

序；至水利局計畫則請掌握期程，儘速完成驗

收、查驗等作業。請上開機關務必積極趕辦，

俾儘早請撥補助款入庫。

（四）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2期特別預算案業經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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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審議通過，請各機關擬妥相關計畫，積極爭

取中央補助。

四、社會局謝代理局長報告：

本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公共托育據點建置情形報

告。

民政局駱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本市各區公所協助提供適合布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

公共托育據點情形說明。

教育局陳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本局盤點低度使用之學校空間供社會局評估其適用性

辦理情形說明。

都發局蘇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本市規劃中、施工中之社會住宅結合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及公共托育據點辦理情形說明。

社會局謝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與 C級巷弄長照站之服務對

象、申請管道及收費方式說明。

（二）原民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與部落文化健康站之

主責機關、經費來源及服務內容說明。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社會局報告。請社會局會同財政局、民政

局、教育局及都發局等相關局處，積極盤點並

充分運用可利用空間，以布建本市社福設施。

（三）請各局處、區公所於興建大型公共設施、社會

住宅等建設時知會社會局，並媒合有意辦理據

點的團體予社會局，俾評估設置社區關懷照顧

據點及公共托育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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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教育局：謹提「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處理違反性別

平等教育法案件裁罰基準」修正草案，

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以府令發布並刊登市府公報。

第２案－主計處：修正「高雄市政府對中央辦理計畫及預

算考核結果獎懲原則」第三點草案，提

請審議。

法制局白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本案修正重點係中央為提高鑑別度，將表現均優之直轄市

強制排名，並要求至少 1名考核成績低於 80分，爰增列得

敘明不應懲處理由提出申復之規定。本局審核意見認為，

倘評比成績落後其他直轄市，為落實信賞必罰之原則，尚

非不得懲處，因此本案修正規定所提之申復理由，須為

「不可歸責」之實質理由，意即各機關不應以表現尚佳為

理由提出抗辯。爰建請各機關仍應努力爭取佳績，切勿因

本獎懲原則之修正內容增列得敘明不應懲處理由提出申復

之機制而心存僥倖，避免因成績未達標準而遭懲處。

決議：

（一）通過，函頒下達。

（二）本獎懲原則之修正內容雖增列機關得敘明不應懲處

理由提出申復之規定，仍請各機關務必積極努力，

為本府爭取佳績。

第３案－人事處：有關修正本府社會局所屬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編制表(草案)一案，敬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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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４案－觀光局：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交通部觀光局、客家委員會核定本

市辦理「東高慢食旅特色活動計畫」補

助款分別為新臺幣 20萬元、50萬元、50

萬元、35 萬元，總計新臺幣 155 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５案－社會局：謹提本市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

助辦理 109 年度「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

兒津貼」，其中補助經費新臺幣 2,978

萬 8,500元及市府自籌配合款新臺幣525

萬 7,000 元，因未及納入預算，擬先行

墊付執行一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６案－環保局：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本府辦理109年

下半年至 110 年度「優質公廁及美質環

境推動計畫－改善公廁暨提升優質公廁

推動計畫（高雄市）」，本案墊付金額

109 年下半年部分共計新臺幣 99 萬

6,050元，擬提請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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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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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案－交通局：為本府109年度獲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補

助 計 畫 （ 計 畫 編 號 ：

109KHP01、109KHP02、109BGX03、109BG

X04、109KHV01、109KHZ02、108BGX03B

）高雄市／六龜區幸福小黃營運虧損補

貼、連假公共運輸轉乘市區客運優惠、

公共運輸行動服務 (MaaS)月票補助計

畫、公共運輸行銷推廣計畫、連假／秋

冬旅遊使用電子票證搭台灣好行優惠等 7

案，總計新臺幣 7,451 萬 9,438 元，辦

理墊付及出具納入預算證明書事宜，提

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８案－運動發展局：為教育部體育署同意補助本府為因

應傳染性肺炎取消辦理「2020高雄

富邦馬拉松」之已執行費用新臺幣

100 萬元整，擬以墊付款方式辦

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９案－原民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原住民部落營造－服務據點

周邊及部落內公共設施改善 (第二

期)」，桃源區建山部落文化服務據點週

邊公共設施改善工程，經費計新臺幣 373

萬 2,000 元（中央補助新臺幣 317 萬

2,000 元，本府自籌新臺幣 5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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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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案－原民會：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原

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扶植產業聚

落－高雄 Tabakai原鄉愛玉產業聚落創

新推動計畫」調整 109 年度細部執行計

畫一案，計新臺幣 36萬 4,000 元整，擬

請同意採墊付款方式辦理，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肆、臨時動議

一、農業局王代理局長報告：

謹訂於8月 22日（星期六）上午 9時 30分，假大崗

山風景區如意公園，舉辦「2020 高雄市大崗山龍眼

蜂蜜文化節」活動開幕儀式，敬邀各位首長蒞臨指

導。

二、社會局謝代理局長報告：

因應米克拉颱風來襲，原訂於今日上午 11時，假四

維行政中心 1樓中庭舉辦之「愛在中秋遇見你－109

年高雄市身障團體秋節禮品推廣活動記者會」，將順

延至明日下午 2時 20 分假同地點舉行，敬邀各位首

長共襄盛舉。

主席裁示：

歡迎各位首長撥冗參加，踴躍選購本市身心障礙機

構、社福團體之秋節禮品，亦請多加支持本市優質農

漁產品。

三、海洋局黃代理局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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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虱目魚價格查訪小組查訪情形暨本局因應作為報

告。

主席裁示：

謝謝海洋局報告。近日外界關切虱目魚交易行情，請

海洋局持續掌握相關漁產品市場價格波動情形，俾即

時因應

伍、主席指示事項

一、首先恭喜劉校長嘉茹續任本市市立空中大學第 7任校

長，今日宣誓就職典禮中，有諸多該校同仁到場祝

賀，可知劉校長治校理念及辦學成果深獲肯定，實至

名歸，期許空中大學在劉校長帶領之下，持續茁壯成

長，再次感謝劉校長。

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的升溫情勢，中央已

宣布民眾出入人潮擁擠或密閉等 8大類場域需佩戴口

罩，自 8 月 17日起，在 8 大類場域如經勸導仍不配

合戴口罩者，將依法裁罰。請防疫團隊加強宣導，呼

籲全體市民及相關業者多加配合；同時，自今日起，

本府所屬機關為民服務之第一線工作同仁應配戴口

罩，辦公場域內倘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亦應配戴口

罩，俾共同嚴防疫情擴散蔓延。

三、中元節即將到來，針對相關應景食材價格，請本府

物價上漲對策督導小組加強市場價格監控與稽查，同

時請食安小組加強留意食材安全衛生，以維護消費者

的權益與健康。

四、本市今年空氣品質持續改善，上半年之空氣品質良

率（空氣品質指標 AQI≦100 的站日數比率）達

82.7%，較去年同期增加 9.9%，另細懸浮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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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監測值較去年同期減少 11.3%。受到地理

因素影響，每年秋冬高雄空氣品質普遍較差，請環保

局持續掌握空氣品質狀況與監測數值，加強各項改善

措施，展現本府積極改善空污的決心。

五、週六是本市第3屆市長補選投票日，請民政局、各區

公所配合選委會，做好選前各項整備作業（尤應確認

投開票所電源等設備完善）及選務工作，並加強對民

眾宣導配合選務防疫規定配戴口罩，另請警察局持續

與檢調單位加強進行賄選查察、選舉賭盤等影響選舉

公正性之情事，落實社會秩序及安全維護工作，務必

讓補選作業順利完成。

散　會：上午10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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