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487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9年 08月 18日（星期二）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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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振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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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淑紅 林金福

黃志明 楊素鳳 林志東 吳宗明（莊仲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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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雪紅代） 陳佑瑞

蔡翹鴻 汪小芬 黃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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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英雄 林旻伶 王永隆 王士誠 郭寶升

王中君（何承諭代） 蔡欣宏 

主　席：楊代理市長 明州                紀錄：李姱嬋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地政局陳代理局長冠福公假，由龔副局長振霖代理；

土開處吳處長宗明及鳥松區公所王區長耀弘請假，分

別由莊副處長仲甫及盧主任秘書雪紅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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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政局駱代理局長報告：

特色公園執行進度報告。

三民區公所藍區長及梓官區公所李區長補充報告：

三民區「鼎泰廣場改造計畫」及梓官區「梓平公園景

觀改造工程」與當地社區居民討論暨調整規劃設計情

形說明。

民政局駱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特色公園及共融式公園之差異、特色公園（含一般型

及競爭型）核定件數與預定完工期程說明。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民政局報告。近年來本府持續建構安全、

友善及共融特色的公園，請各區公所辦理公園

改造時，妥善配合自然環境、地形景觀與在地

文化，並透過由下而上的公民參與方式，適當

採納社區意見，打造符合在地使用者需求（例

如兒童等）及貼近民意的特色公園。

（三）另請養工處秉持相同態度，未來規劃公園新建

或改造工程時，亦應融入該地區之故事性，打

造出符合在地需求並突顯當地特色之公園。

四、警察局劉局長報告：

本府「109年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第 2次執

行成效檢討報告。

教育局陳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一）本市中山工商學生日前不幸發生溺水事件說明。

（二）本局執行「淨化妨害青少年成長環境－教育行政

機關指導學校強化暑期學生校外及水域活動安全

宣導」辦理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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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黃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本局8月份預計辦理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警察局報告。109年青春專案執行期程適

逢本府團隊代理期間，目前已進入最後階段，

請工務局等相關局處掌握期程，8 月 31 日前

務必達到各項考核項目之目標值。

五、研考會朱代理主任委員報告：

109年度第 2季工程查核成果報告。

工務局黃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一）新工處109年度第 2季中央部會查核成績偏低

原因說明。

（二）本局（新工處、養工處）109、110 年預計提

報金質獎件數說明。

六龜區公所楊區長補充報告：

「六龜區界處擋土牆及新發社區節點改善工程」辦理

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研考會報告。109年度第 2季工程查核成

績，計有警察局、文化局、交通局、海洋局、

消防局、新工處、養工處、社會局、土開處、

經發局、鳳山區公所、永安國中、美濃國小及

海青工商平均成績達 80 分以上，特予肯定。

另中央部會查核部分，在實施預警機制後成績

亦持續進步，請各工程機關持續配合辦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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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龜、路竹區公所在有限人力資源下，表現

十分優異，特予嘉勉與感謝。

（三）參獎方能有獲獎機會，請各局處首長帶領所屬

同仁，展現爭取榮譽的企圖心，對於經辦工程

應把握每個機會（如金質獎、金安獎、國家卓

越建設獎等），踴躍參獎。本人過去擔任工務

局局長期間，亦帶領同仁積極參獎，獲得國內

外238座獎項（如國際宜居城市獎等）。雖參

獎過程中同仁備極辛勞，然而得獎更是莫大的

肯定與榮耀。請工務局、水利局等機關儘早規

劃準備明年度參獎案，以爭取佳績；同時請各

機關善用決標策略，鼓勵廠商主動參獎。

（四）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以工程全生命週期之概

念，推動「維護管理回饋計畫及工程設計查核

計畫」，請各機關配合辦理。

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地政局：為廢止「高雄市辦理土地徵收遷移費查

估基準」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以府令發布廢止並刊登市府公報。

第２案－人事處：有關修正「高雄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

校辦理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

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

赴大陸地區作業規範」一案，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並請人事處多加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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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案－教育局：謹提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補助本府辦理

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追溯生鮮食材補助

經費計畫，109 年度補助款新臺幣 1億

4,943萬元整未及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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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案－教育局：謹提教育部核定補助本府109年度「公立

國民中小學午餐廚房精進計畫」補助新

臺幣 3,573萬 238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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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案－教育局：謹提本府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

定補助本市 109 年度「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電力系統改善計畫」經費新臺幣

2,340萬元案，未及納入 109年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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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案－教育局：謹提本府獲教育部核定辦理「公立國民

中小學視聽教室優化計畫」案，109年度

補助款新臺幣 1,964萬元未及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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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案－農業局：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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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8 年度及 109 年

度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撲殺補償費

用，經費共計新臺幣 30萬 9,379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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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案－都發局：為內政部營建署全額補助本府「109年度

住宅補貼」之業務推動經費新臺幣 2,402

萬 9,6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

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９案－都發局：為內政部營建署全額補助本府「109年度

住宅補貼」之定期查核作業經費新臺幣

110萬 9,850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

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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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包案及工程監造服務案，增加經

費新臺幣 1億 1,131萬元(中央補助款增

加新臺幣 1億 240萬5,200元，市府自籌

增加新臺幣 890萬 4,800 元)，擬採「墊

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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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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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KHA01、110KHA01）高雄市公路公共

運輸整體發展推動計畫、高雄市公車使

用者介面與識別度提升計畫等 2案，共

計新臺幣 399萬 7,500 元及本府自籌新

臺幣 235萬 2,500元，總計新臺幣63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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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案－運動發展局：謹提本府獲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

辦理「茄萣運動公園整體改造計

畫」109年度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840

萬元，本府配合款新臺幣 360 萬

元，總計新臺幣 1,200萬元，未及

納入 109 年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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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案－大寮區公所：請同意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專案

補助本所辦理「高雄市大寮區 109

年紅豆節活動」計畫經費新臺幣 27

萬元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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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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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第 3屆市長補選情形報告。特此感謝各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同仁的辛勞，亦感謝警察局、消防局與政

風處的協助，俾補選工作順利完成。

主席裁示：

本次市長補選作業已順利圓滿落幕，在此感謝各區公

所協助 1,823個投開票所設置事宜、戶政事務所協助

編造選舉人名冊、警察局協助維安工作，以及 1萬6

千多名選務工作人員的辛勞。

二、農業局王代理局長報告：

龍眼蜂蜜是本市優質農特產品之一，更是送禮的好選

擇，「2020 高雄市大崗山龍眼蜂蜜文化節」將於 8

月 22日（星期六），假大崗山風景區如意公園舉

行，敬邀各位首長踴躍參加。

主席裁示：

去年因氣候異常，造成龍眼蜂蜜歉收，所幸今年產量

已較好轉，謝謝農業局用心宣傳。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今天為本人擔任代理市長主持的最後一次市政會

議，首先感謝各位夥伴這兩個多月來的鼎力相助（尤

其各區區長備極辛勞），讓各項市政推動平順。本人

6月 12日接獲派令時即表明，本府代理團隊必須面

對防汛、防颱、防疫，以及公正、順利完成市長補選

等 4項重大任務外，亦包含日常公共設施維護管理、

提供市民生活便利與預算執行等工作。這段期間我們

戰戰兢兢、戮力以赴，即將完成階段性任務，在市政

交接前，請各位同仁持續堅守崗位，以下重要事項請

各機關依指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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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段期間感謝各位夥伴不辭辛勞，致力防汛防

颱工作。猶記上週五市長補選前夕的豪、大

雨，我們十分憂心是否會造成積淹水，對於水

情持續密切關注直到深夜，感謝民政、環保、

工務、水利等機關同仁的努力，尤其要特別感

謝環保局清潔隊基層同仁，不畏大雨、冒著危

險，掀起水溝蓋加速排除豪、大雨造成的道路

瞬間積水。近日氣象預報，菲律賓上空低氣壓

未來有發展為颱風的可能，請相關局處上緊發

條，預為因應。

（二）在防疫部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登革熱、

漢他病毒出血熱），這段期間感謝衛生局擔任

本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一級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幕僚機關，以及相關局處密切配

合，防疫成果良好，本市維持零本土病例，另

亦無登革熱本土病例，顯示防疫有成。後續應

注意之重點如后：

1.請各區公所及防疫團隊切勿鬆懈，持續做好

防登革熱日等防治工作。

2.今年本市發生數起漢他病毒出血熱病例，為

防止疫情蔓延，經發局、市場、攤集場、各

級學校等單位通力合作，整頓環境清潔衛

生，目前是類病例已未再新增，在此特予感

謝。考量暑假已接近尾聲，距離開學僅剩 2

週的時間，除請教育局督導學校做好各項行

政準備作業，並加強校園環境整頓、設施巡

檢維護外，亦應叮嚀學校落實校園廚房環境

清潔及食物衛生安全、登革熱防治工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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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防疫新生活運動宣導。

（三）新執政團隊即將上任，請各機關預為備妥業務

簡報（包含尚待市長裁示之重大政策）、預算

情形等，俾新任市長於開議前能儘速瞭解各機

關業務推動情形。另這段期間感謝林顧問金福

擔任本府府會聯絡員總召集人，協助協調府會

聯絡事宜，本市議會預計於本週五召開程序委

員會決定下次會期開議日期，請各位首長預做

準備，俾市政工作順利交接。

二、近日本市鳳山區的百甲圳遭人以磚塊封堵，水利局

接獲通報後，已於第一時間至現場勘查並排除障礙，

恢復水路暢通，另警察局已依法偵辦處理。目前正值

汛期期間，請水利局加強各排水系統的巡檢作業。

散　會：上午10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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