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491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9年 09月 15日（星期二）下午1時 3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史　哲 林欽榮 羅達生 楊明州 王啟川 張家興

項賓和 閻青智（陳淑芳代） 陳勇勝 謝文斌

廖泰翔 黃登福 王正一 周玲妏 楊欽富 蘇志勳

蔡長展 謝琍琍 李煥熏 劉柏良 李清秀 黃志中

（林盟喬代） 張瑞琿 吳義隆 王文翠 張淑娟

王世芳 陳冠福 董建宏 林瑩蓉 侯尊堯 張以理

蔡宛芬 洪羽珊 陳志勇 張素惠 陳明忠 林合勝

劉嘉茹 鄭淑紅 黃志明 楊素鳳 林志東 吳宗明

陳景星（林清亮代） 劉德旺（李錦雲代） 許烱華

（曾裕慧代） 楊孝治（陳昱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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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秀美代） 蔡翹鴻（張惠珍代） 汪小芬

（ 王 瑞 麟 代 ）  黃 伯 雄  陳 興 發  鍾 炳 光

（ 蕭 見 益 代 ）  謝 健 成  黃 中 中  施 維 明

（鄭志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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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瑞勇代） 林福成 顏賜山

列　席：陳海雲 謝英雄（李冠萱代） 宋能正（洪麗萍代）

林旻伶 王永隆 王士誠 郭寶升 王中君 蔡欣宏

主　席：陳市長 其邁                　　紀錄：張小惠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衛生局黃局長志中、內門區公所

陳區長景星、杉林區公所劉區長德旺、甲仙區公所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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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長烱華、六龜區公所楊區長孝治、鳥松區公所王區

長耀弘、大社區公所陳區長佑瑞、仁武區公所蔡區長

翹鴻、大樹區公所汪區長小芬、美濃區公所鍾區長炳

光、鳳山區公所施區長維明及左營區公所吳區長淑惠

公假，分別由陳副局長淑芳、林副局長盟喬、林主任

秘書清亮、李主任秘書錦雲、曾主任秘書裕慧、陳主

任秘書昱如、盧主任秘書雪紅、莊主任秘書秀美、張

主任秘書惠珍、王主任秘書瑞麟、蕭主任秘書見益、

鄭副區長志良及陳主任秘書瑞勇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衛生局林副局長報告：

登革熱防治工作報告。

衛生局林副局長及環保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近期本市登革熱疫情好發里別（極高度風險里別、高

度風險里別、中高度風險里別）分類依據、環境改善

推動機制與作為說明。

衛生局林副局長補充報告：

東南亞國家登革熱疫情說明暨以人工智慧方式監測病

媒蚊密度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衛生局報告。對於衛生局及防疫團隊全體

同仁持續推動各項防疫措施之辛勞，特予感謝

及肯定，請各位首長給予渠等熱烈的掌聲。本

市目前雖無本土登革熱疫情，惟桃園市持續有

本土疫情發生，且東南亞地區登革熱疫情尚未

趨緩，請防疫團隊持續提高警覺、超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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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境外移入個案周遭、防疫旅館與集中檢疫

所及其周邊，加強各項防疫工作，並請衛生局

研提計畫向中央申請經費，利用大數據、人工

智慧等生物防治科技，降低病媒蚊數量，嚴防

病毒入侵本市。

（三）目前三民示範區的防疫成果良好，特予肯定，

時序已進入登革熱流行高峰期及颱風季節，請

防疫團隊不能鬆懈，加強宣導民眾及場域管理

單位在雨後 48小時內務必加強環境管理，並

落實「巡、倒、清、刷」等工作，以防止登革

熱疫情之發生。

（四）為展現本府團隊勇於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之效

率，未來登革熱防治工作報告請以簡明扼要之

方式呈現，例如說明疫情好發里別之風險程度

及環境改善情形。

四、楠梓區公所吳區長報告：

本所工作報告。

楠梓區公所吳區長補充報告：

民眾反映楠梓加工出口區空氣飄散異味情形說明。

環保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楠梓加工出口區空氣異味處理情況說明。

交通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楠梓陸橋加強機慢車行車動線導引及夜間行車安全

改善計畫」辦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楠梓區公所報告。為瞭解各區情況，未來

各區公所之工作報告請以重點摘要之方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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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轄內民眾反映與關切之議題，俾於本會議集

思廣益解決問題。

（三）報告所提楠梓加工出口區空氣飄散異味一節，

環保局已輔導業者初步改善，倘當地居民仍有

疑慮，請區長進一步瞭解問題所在。

（四）解決楠梓陸橋行車動線問題為本人至為關切之

議題，為加速改善當地交通，請林副市長協助

督導區公所邀集當地里長及交通局等局處至現

場會勘，提出符合居民需求之務實方案，並請

交通局向中央爭取經費，以儘速解決上開問

題。另濱海聯外道路開闢工程（南段）用地取

得相關事宜，本人將協助與國防部溝通，期早

日啟動，符合市民朋友的殷切期盼。

五、青年局張局長報告：

降低本市青年失業率之對策與創新作為報告。

教育局謝局長補充報告：

本局配合青年局宣導青年社團活動發展補助情形說

明。

青年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本局「大港青年根留計畫（原為青年築夢高雄獎勵

金）」執行成效及補助「大港青年實習暨職場體驗」

情形說明。

史副市長補充意見：

考量本市110年度總預算即將送請本市議會審議，請

青年局向外界清楚說明本府青年創業基金編列與執行

情形。此外，奉市長指示，青年創業基金將由經發

局、青年局與文化局共同執行，行政事宜已協調完

成，後續實際執行層面，建請羅副市長給予指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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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明年底將青年創業基金預算全數執行完畢。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青年局報告。報告所提大港青年實習暨職

場體驗立意良善，請青年局以畢業青年之角度

研擬實習制度；另請羅副市長召集教育局、青

年局及經發局，以產業需求之角度媒合本市各

產業園區、工業區實習機會；亦請勞工局確保

青年實習權益，期協助本市青年於在學期間提

早思考職涯規劃，並學以致用，接軌就業市

場，在高雄發展深耕。

（三）為使每筆預算獲得精確分配及運用，請青年局

妥為訂定青年社團活動發展補助原則，透過由

下而上的多元參與方式提供補助；亦請本於專

業評估「大港青年根留計畫」執行成效，妥為

規劃後續辦理方向。此外，鑒於青年創業過程

中往往不知善用政府資源，本人前於行政院服

務時，致力於推動青年創業基金與青年創業貸

款，中央既已編列預算補助青年創業及中小企

業，請青年局本於為民服務的精神，盤點相關

補助方案與措施（如經濟部「挺青年創未來－

青年創業圓夢方案」、勞動部「青年就業獎勵

計畫」等）並積極宣傳，鼓勵本市青年踴躍申

請中央補助經費。

（四）本府團隊極為重視青年議題，關於史副市長所

提青年創業基金預算應於 110年底全數執行完

畢一節，請羅副市長協助督導青年局，以擴大

青年創業基金效益為原則，妥為規劃運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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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各項青年創業事宜，俾嘉惠更多青年朋友，

展現本執政團隊 2年拼 4年的決心。

（五）另為更有效率的解決問題，未來提市政會議之

報告案，倘為尚未定案之議題，請業管副市長

或秘書長協助召開會議整合，討論細節及配套

措施，俟提出較為成熟之方案後，再提至市政

會議報告。此外，倘有需跨局處協調之議題，

應以召開會議之方式取代公文往返，各局處應

由首長或具有決策權的主管同仁與會，並依會

議結論據以執行，必要時，亦可請業管副市長

協助協調。

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主計處：110年度本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

綜計表，業依預算編審程序審編完竣，

提請審議。

史副市長補充意見：

首先感謝主計處等機關同仁完成總預算編列之辛勞，考量

本執政團隊甫上任即面臨本市議會第3屆第4次定期大會預

算審議會期，請新聞局、研考會特別留意，務必於第一時

間妥適對外說明110年度本市總預算之編列重點，例如尊重

楊代理市長本於零基預算精神編列之各項預算以及市長就

任後，針對各重大議題之特殊裁示，更應闡明本府堅守財

政紀律，舉債數額持續下降、資本門支出減少編列（市籌

款實質增加）之原因及道路、路燈、排水改善等經費持續

增編等事宜。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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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案－財政局：謹提本市110年度總預算公債及賒借收入

新臺幣 102億 6,640萬7,000元，以彌平

歲出、入差短及債務還本案，敬請審

議。

決議：

（一）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二）爾後市政會議討論之重大議題（含預算案），請各

機關預先準備圖卡，俾於第一時間清楚對外說明，

例如本案應讓外界瞭解本府團隊於撙節支出、開源

節流、平衡預算、強化預算執行率等面向之規劃。

第３案－工務局：訂定「高雄市110年度預算道路工程受益

費徵收計畫書」暨徵收費率，敬請審

議。

新工處楊處長補充報告：

本市歷年工程受益費徵收費率說明。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４案－環保局：本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ICLEI東亞地

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

會」110年度預算書，謹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５案－文化局：訂定「高雄市政府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審

議會設置要點」草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６案－文化局：本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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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110年度預算書，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７案－文化局：本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

化藝術基金會 110 年度預算書，請審

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８案－警察局：有關「高雄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自治條

例第十條、第十三條修正草案」一案，

敬請審議。

決議：

（一）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二）本案請警察局妥為向本市義勇人員說明修正理由，

並對渠等平日之辛勞表達肯定與鼓勵。

第９案－教育局：謹提本局獲教育部補助辦理「109年原住

民族家庭教育試辦計畫」案，經費新臺

幣 36 萬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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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案－水利局：有關中央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第 2期特別預算－縣市管河川

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下水道及其

他排水」經費新臺幣 5,065萬 3,205 元

(中央補助：4,304萬 500 元，本府自

籌：761萬2,705元)一案，擬採「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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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1案－社會局：謹提本市本(109)年度補助本市老人健保

保費自付額(本市自定補助項目)預算不

足新臺幣 4億 8,258萬 9,000 元整，擬

提請市政會議審議先行墊付執行一案，

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2案－警察局：本局依據內政部協助地方政府汰換更新

警察局員警應勤裝備執行作業要點所提

「需求計畫書」，業經內政部警政署核

定補助經費為新臺幣 2,584萬 1,400 元

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13案－衛生局：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辦理前瞻基礎建設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

點計畫」－建國國小及中山國小(舊校

區)閒置校舍修繕二案，所需總經費新

臺幣 2,753萬元整，擬以墊付款先行支

用，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 14案－環保局：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本府辦理 109

年度「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計

畫」，本案墊付金額 109年度共計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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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72 萬 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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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案－文化局：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局

「高雄市市定古蹟原岡山日本海軍航空

隊宿舍群－樂群 8號、9號及 10號修復

規劃設計案」，補助款 175萬元及配合

款 175萬元共計新臺幣 350萬元整，因

109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 16案－客委會：有關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9 年

度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動實施計畫」經費

新臺幣 69萬 9,000 元整，擬採墊付款

辦理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17案－客委會：有關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右堆文

化路徑暨古(步)道藍圖規劃設計」經費

新臺幣 327 萬元，本府自籌 63萬元，

合計新臺幣 390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

辦理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8 案－人事處：有關本府 109年度因應「行政院與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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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

施」之修正所增加人事費約新臺幣 1億

6,864 萬 7,495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參、臨時動議

一、社會局謝局長報告：

（一）謹訂於 9月 21日（星期一）上午 10時，假左

營區翠峰路 46號 1樓（原翠峰國宅社區管理

室），舉辦「左營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開幕慶祝

活動」，此為本市第 7家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可收托 12名未滿 2歲兒童。

（二）今年重陽節為 10月 25日(星期日)，謹訂於 9

月 22日（星期二）上午 11時，假四維行政中

心1樓大門廣場，舉行「重陽節系列活動記者

會」。本次活動整合 16個局處與 38區公所，

共同推動 31項高齡者服務方案及 31項重陽節

系列活動。

上開活動敬邀各位長官蒞臨指導。

主席裁示：

謝謝社會局報告。

二、勞工局李局長報告：

謹訂於 9 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 1時，假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北館 2樓及劇院廣場，舉辦本府「109年

度大型徵才暨職業訓練成果展」，現場除邀請訓練單

位展示職訓成果、邀請成功就（創）業學員經驗分享

外，亦結合 40家廠商提供逾千個就業機會，辦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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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徵才活動，平均薪資約 3萬元以上，期協助廠商尋

找適任人才，並為求職者媒合適當工作，敬邀市長與

各位首長蒞臨指導。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上週五（9月 11日）前鎮區發生乙烯外洩事件，感

謝消防局、警察局、經發局、環保局、民政局、前鎮

區李區長等機關同仁不眠不休、不到 24 小時即迅速

解除危機之努力與辛勞，惟過程中仍有許多須檢討反

省之處，本府目前正積極會同相關業者進行查漏作

業，請林副市長於最短的時間內向市民朋友清楚說明

本次事件發生原因及未來各項精進作為，秉持「好還

要更好，快還要更快」的態度持續督導後續事宜，俾

回應市民的期待。亦請前鎮區李區長轉達本府對此次

事件造成里長、居民的不安，表達歉意及慰問之意。

二、本人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積極推動半導體先進製

程、5G、AI等應用服務方案，目前中央亦已分配建

構數位國家之預算，考量本市近年推動智慧城市發展

步調較為緩慢，且其他五都均已投入建構智慧城市，

為因應後疫情時代及 5G時代，本市應急起直追，提

升城市之競爭力，提供市民更具效率的公共服務，並

帶動產業轉型，發展數位經濟，爰本市將成立高雄市

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並編列預算推動發展智慧城

市，以落實本府團隊建設高雄之施政理念。下列事項

請依指示辦理：

（一）本委員會由本人擔任召集人，林副市長擔任副

召集人，請各局處首長及全體同仁共同努力，

本於職掌發掘與業務攸關或民眾迫切需要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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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共問題（如偏遠地區醫療照顧、水情監

測、二代水情中心、垃圾車清運等），並結合

產業界、學界之專家充分合作，以集思廣益之

方式共同尋求解決方案，積極向中央爭取經

費，俾建構數位政府。

（二）有關智慧城市之產業聚落建構等事宜，請羅副

市長協助統籌，帶領相關局處共同規劃以母雞

帶小雞之方式，扶植數位城市及新創公司發

展，讓本市產業成為系統整合的聚落。

三、考量機車為本市市民重要的交通工具，維護交通安

全與順暢至為重要。本人已於第 490次市政會議中，

指示應避免發生通勤時段因工程施工造成道路壅塞之

情事。此外，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本府責無旁貸，

有鑒於今年上半年 A1 事故死亡達 175人，令人痛

心，為避免類此情事再次發生，請林副市長密集召開

會議，將 A1 事故防制列為本府未來施政重要目標，

並請各局處記取教訓，積極展開各項防制作為，如立

即改善路面、號誌等設施，亦請警察局針對易肇事地

點加強執法，透過科技、工程、執法等面向改善交通

安全。

四、各級學校已經開學，為避免流感、腸病毒等透過學

童頻繁互動而傳播，請衛生局、教育局等機關加強學

校、幼兒園及相關機構衛教宣導，落實正確洗手的衛

生觀念；此外，公費流感疫苗即將於 10 月 5 日施

打，請衛生局預為規劃疫苗接種順序，務必讓高風險

者（如年長者）優先施打，亦請加強宣導，呼籲符合

條件之民眾踴躍接種，以提升覆蓋率，維護個人健

康。

13



五、本府團隊上任至今已逾 3週，歷經豪雨、乙烯外洩等

重大事件，感謝各位首長之辛勞，請各位首長持續秉

持勇於面對問題與錯誤之態度，積極提出適當解決方

案，方能獲得市民的理解與肯定。

散　會：下午3時0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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