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第 499 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0 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出

席：史

哲 林欽榮 羅達生 楊明州 王啓川（公假）

郭添貴

張家興

項賓和

閻青智

陳勇勝

（李律瑩代） 謝文斌 廖泰翔（高鎮遠代）
黃登福 王正一 周玲妏 楊欽富（王屯電代）
蘇志勳 蔡長展 謝琍琍 李煥熏 劉柏良 李清秀
黃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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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己喨代） 蔡宛芬 洪羽珊 楊瑞霞 張素惠
（陳碧美代） 陳明忠 林合勝 劉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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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寶升 王中君 蔡欣宏
主

席：陳市長 其邁

紀錄：張小惠

壹、頒獎活動
一、教育局：
本市學生參加「第 50 屆全國技能競賽暨第 46 屆國際
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表現優異，共獲得 11 面金
牌、14 面銀牌及 10 面銅牌，獲獎數全國第一，特於
市政會議公開表揚。
二、警察局：
感謝高雄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陳紀孝理事長、中鋼保
全股份有限公司、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先鋒保全
股份有限公司、華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國雲保全股
份有限公司、正新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大新保全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隆盛保全股
份有限公司、良福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中華警安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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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協助於夜間加強校園周邊死角及僻靜區
域之巡守工作，並結合轄區警察、校園保全及巡守隊
民力共同維護本市校園安全，特於市政會議公開表
揚。
主席致詞：
近日台南發生女大學生命案，校園安全問題再度受到
社會矚目，在此期勉警察同仁應秉持同理心接受民眾
報案，絕對不可隱匿或拖延報案，並加強犯罪熱點時
段之警力部署與巡邏密度。為維護學子安全，本府特
結合 19 家保全業者，自上週五（11 月 6 日）晚間 6
時起，動用保全巡邏車 78 輛，投入人力及物力，期
共同維護本市 23 處大學校區與 14 所高中職（包括夜
間進修部）周遭安全，特此感謝所有保全業者與本府
合作打擊犯罪。另對本市學生參加「第 50 屆全國技
能競賽暨第 46 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之優異
表現予以肯定。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經發局廖局長泰翔、青年局張局
長以理及主計處張處長素惠公假至議會備詢，分別由
李主任秘書律瑩、高副局長鎮遠、顏副局長己喨及陳
主任秘書碧美代理；都發局楊局長欽富公假，由王副
局長屯電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經發局高副局長報告：
「高雄一百週年慶

PHONE 狂 GO 物時時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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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局董局長補充意見：
經發局報告所提優惠方案規劃良好，主要係以年輕人
為目標客群，期藉由加強行銷年輕族群，吸引渠等至
本市消費。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經發局報告。考量距離年度結束僅餘 1 個
多月，為爭取更多國人至高雄旅遊消費，有關
本活動參加抽獎之消費額度設定，請經發局留
意應取得遊客及市民參與平衡，除吸引遊客至
本市使用三倍券消費外，亦期能提升市民參與
度，本案請史副市長協助督導，於定案後儘早
對外發布訊息，依據不同目標族群適度調整宣
傳策略，並請儘速完成招標程序。另請觀光
局、新聞局協助加強本活動行銷宣傳，俾擴大
觀光及經濟效益。
四、研考會蔡主任委員報告：
本府 APP 管理報告。
交通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 高 雄 iBus 公 車 即 時 動 態 資 訊 」 、 「 高 雄 好 停
車」APP 現況分析與未來改善規劃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研考會報告。相較於政府部門多致力於解
決特定公共議題，民間部門擁有更多專業技術
人才，能提供具創意且更多元的解決方案，爰
有關本府 APP 應用程式開發議題，應以民間優
先為原則，請依下列指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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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往政府部門對於資料開放的觀念較為保
守，然為充分運用民間活力，上開思維應有
所突破。因此，除涉及個資、受隱私權保護
之資料不宜對外提供外，請研考會資訊中心
協助各機關加速提供開放資料（如
OpenData 、 OpenAPI ） ， 俾 民 間 能 以 更 開
放、靈活的方式充分應用及開發各項 APP 應
用程式，提供更多元的加值服務。
2.針對現有 APP，請各機關於 1 個月內進行評
估審視，如 APP 有留存之必要或涉及公共服
務，民間開發難以取代者（如本市工業管線
查詢系統 APP），請提出行銷及改善計畫，
並依本府 APP 績效管理機制辦理；另請研考
會資訊中心儘速修訂「高雄市政府發展行動
應用軟體管理要點」。
（三）考量臉書、Line、推特等社群媒體具有快速傳
遞訊息之特性，各機關可善用上開媒介做為發
布一般訊息的多元管道。
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行政暨國際處：修正「高雄市政府檔案管理考核
要點第九點(草案)」，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２案－工務局：修正「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物工程造
價及調整原則第三點及第二點附表」一
案，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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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市長補充意見：
本工程造價標準為本府工務局收取建照規費及罰款之核算
依據，對本案修正內容無意見。另考量 110 年度即將到來，
為改善公共工程缺工、缺料等問題，讓本府各項公共工程
預算更具合理性，建請由工務局擔任幕僚單位，召集各機
關共同研議工程發包單價參考基準（例如標案設計應務實
反映價格合理性等），亦可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
共工程價格資料庫定期更新之價格資訊適時調整，並請秘
書長、副秘書長協助督導，必要時本人亦可提供協助。
決議：
（一）通過，以府令發布並刊登市府公報。
（二）請工務局依林副市長指示，與時俱進調整工程發包
單價參考基準，同時亦應要求施工廠商提高工程品
質， 俾確 保公共建 設施工成 果，讓市民享 有更安
全、更優質的生活環境。
第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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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科技教育推動總
體計畫(109 年度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第
1 批)」經費 313 萬 2,799 元及「107 學年
度成立之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提前更新
設備」經費 88 萬元，總計新臺幣 401 萬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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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案－水利局：有關內政部補助補助本府辦理「提升道
路品質計畫(內政部)－108 年鳳山區光復
5

路道路改善計畫」第一次變更設計核定
後 經 費 由 1,343 萬 元 調 整 為 1,634 萬
2,748 元，所增加之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235 萬 9,326 元擬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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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５案－美濃區公所：請同意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協助
本所補助辦理「獅山社區活動中心
空間修繕設施改善計畫」案，補助
經費新臺幣 9 萬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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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聞局董局長報告：
「本府局處粉絲專頁社群媒宣平台運作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隨著網路環境及使用習慣改變，過往民眾多透過機關
官網得知市政訊息，現今多已藉由社群網路（如臉
書、IG）等溝通管道瞭解本府各項施政。為兼顧政策
品質與確保網路行銷成效，各局處可參採新聞局簡報
所提建議與方向適度調整網路經營策略，以較為貼近
市民生活的照片（如環保局第一線工作同仁不辭辛勞
徹夜守護環境、警察同仁維護治安等），搭配淺顯易
懂的文字，跳脫以往刻板的模式，運用較為活潑、創
意、多元且生活化的方式，與目標客群進行有效的溝
通，以達有感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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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發局高副局長報告：
本府前於 2015 年開發和發產業園區，睽違 5 年，仁
武產業園區即將動土，特此感謝各位長官於過程中
提供之各項協助。謹訂於 11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假仁武產業園區（仁武區水管路三段 512 號），
舉行「產業轉型

向前邁進－仁武產業園區動土典

禮」，敬邀市長、副市長、各位長官及首長共襄盛
舉。
主席裁示：
仁武產業園區以高端航太、機械產業為主，將打造
高雄成為國際航太重鎮，並創造 6,300 個就業機會以
及 242 億元產值。此外，近日亦持續有許多業者加碼
投資高雄，如國巨公司在大發工業區的新廠將在本
週六（11 月 14 日）動土，預估投資 100 億元，並可
創造 700 個工作機會。期許經發局等相關局處持續營
造友善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廠商投資高雄，帶動
產業發展，以創造本市經濟繁榮及民眾就業機會。
伍、主席指示事項
一、為展現本執政團隊的效率，把握 2 年時間拼出 4 年政
績，就任以來，各位首長均十分辛勞，致力於推動
市政，值得肯定。下列事項請各位首長配合辦理：
（一）各位首長皆是政治任命之政務官，必須對人
民負責，請持續督導同仁貫徹市政改革之理
念，積極任事。對於表現優異之同仁，應予
以獎勵、拔擢，如有怠忽職守者亦應依相關
規定妥處，俾落實紀律管理並賞罰分明。
（二）目前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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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疫情發生，本府衛生局、民政局、警察局
等機關秉持橫向聯繫與團隊合作的精神，依
據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及本府指揮中心決策落
實執行各項任務，充分展現本府團隊堅持正
確 施 政方 向的 決 心 。特 此再 次 提 醒各 位 首
長，本府團隊是願意解決問題的團隊，倘遇
懸而未決的案件、沉痾等，應勇於承擔，在
合法合理的範圍內儘速協助市民解決問題，
如為需跨局處協調之議題，應由首長先行溝
通，避免公文往返延宕行政效率。
二、有關外界關切輕軌二階美術館路及大順路段工程議
題，本府已於今（10）日上午召開高雄環狀輕軌二階
建設復工說明記者會，向各界說明本執政團隊上任後
即積極研議並提出優化調整方案，經相關科學模擬分
析，結果皆為正向。而依據本府所辦理的民意調查，
超過 7 成民眾對原路線優化方案表示支持，顯示民眾
對於輕軌建設仍是充滿期待。期許捷運局等相關局處
適時對外說明政策推行方向，並以「2 年拼 4 年」的
精神，加速推動輕軌復工計畫，讓輕軌成圓，進而提
升大眾運輸效能，帶動本市發展。
三、近來因降雨量偏少，高雄地區水情燈號維持為水情
提醒的綠燈，為及早因應可能發生的缺水危機，請水
利局邀集各機關召開工作會議，共同研議節水作為，
並於下週市政會議提報告案，加強向市民宣導節約用
水。此外，本府積極爭取建置岡橋再生水廠，日前已
獲營建署同意補助 1,100 萬元，請水利局加速辦理可
行性評估等作業，並持續爭取建設經費，以利工程能
如期如質完成，達成水資源再生利用的永續發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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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進而擴增本市再生水供應量，滿足產業用水需
求。
四、為期 3 天的國際會議協會（ICCA）全球年會上週在高
雄圓滿落幕，本屆年會雖因疫情讓各國會員無法直接
來台，但透過創新的混合會議模式，共有線上、線下
超過 1,500 人參與，創下史上參與人數最多、直播時
數最高等多項新紀錄，成果斐然，也讓臺灣在全球會
展產業留下重要里程碑。對於經發局等相關局處籌辦
活動的努力與辛勞，特予高度的肯定與感謝。此外，
本次活動也簽署「高雄議定書」，提供全球會展產業
發展趨勢的明確指南，請各局處共同配合落實與推
動。
散

會：上午 11 時 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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