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506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9年 12月 30日（星期三）下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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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假） 楊明州 王啓川

郭添貴 張家興 項賓和 閻青智 陳勇勝 謝文斌

廖泰翔（呂德育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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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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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瑞霞 張素惠 陳明忠 林合勝

（李鐵橋代） 劉嘉茹（許介星代） 鄭淑紅

黃志明 楊素鳳 林志東 吳宗明

列　席：林旻伶（余承玲代） 王永隆 王士誠（許芳賓代）

郭寶升 王中君 蔡欣宏

主　席：陳市長 其邁                    紀錄：李姱嬋

壹、頒獎活動

一、民政局：

內政部「109年全國特優里長」，本市計有左營區廍

南里陳美惠、三民區鼎力里沈巽榮、苓雅區日中里黃

浚旂、前鎮區興中里狄金山、鳳山區福誠里許德發、

大社區中里里李旭仁、鳥松區夢裡里陳萬丁、燕巢區

深水里林明雄、田寮區七星里呂革明、永安區新港里

何應成、甲仙區西安里范姮枝、杉林區集來里陳源

龍、茂林區多納里羅耀明、桃源區桃源里高慕源及那

瑪夏區瑪雅里蔡運福等 15位里長獲選，特於市政會

議公開表揚（羅耀明里長不克出席）。

二、客委會：

本市美濃地區優質商家「原鄉緣文創國際開發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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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榮獲第 17屆國家品牌玉山獎全國首獎－最佳產

品類；玉山獎－傑出企業類、最佳產品類、最佳人氣

品牌類、傑出企業領導人等五大獎項，特於市政會議

公開表揚。

貳、主席致詞

一、近日將有強烈冷氣團報到，預計今日入夜後氣溫會

急速下降，請各機關留意天氣變化，加強防寒宣導

並依下列指示辦理：

（一）為避免寒流造成農漁業災損，請農業局、海洋

局提高警覺，加強農漁業防寒宣導。

（二）為妥善照顧街友及獨居長者等族群，請社會

局、民政局、各區公所優先訪視上開對象，做

好各項關懷與保護措施，並請社會局預為準備

足夠數量之禦寒物品，針對長者經常聚集之場

所（如公園、醫院、市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等），適時提供保暖物品，倘經費有不足之

處，本府將全力支持。

（三）請消防局留意公共安全並籲請民眾注意用火、

用電及用瓦斯的安全，以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四）「2021跨百光年」跨年晚會明晚即將登場，

考量戶外低溫易引發民眾身體不適，請衛生局

於活動會場備妥救護車等資源，俾隨時因應。

此外，各位首長公務繁忙、早出晚歸，亦請多

加照顧自身健康。

二、行政院將於 110年 1月 1日起實施多項惠民措施，請

各局處善用圖卡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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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經發局廖局長泰翔及空中大學劉校長嘉茹公假，分別

由呂主任秘書德育及秘書處許處長介星代理；政風處

林處長合勝請假，由李副處長鐵橋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水利局蔡局長報告：

本市再生水資源推動概況報告。

水利局蔡局長補充報告：

中央目前核定全台再生水廠數量、高屏溪攔河堰與南

化水庫聯合運用供應台南及高雄用水、橋頭或楠梓水

資源中心評估情形說明。

林副市長補充意見：

（一）考量楠梓與橋頭分別有楠梓加工區與刻正規劃

中之橋頭科學園區，可預見未來廠商用水需求

大增，加上促進大型企業使用再生能源與再生

水，不僅是國家政策，也是全球趨勢，建議水

利局超前部署向營建署爭取預算，於橋頭及楠

梓分別設置水資源中心。

（二）科技日新月異，建議水利局進一步瞭解再生水

新的製程、技術及材料等，期兼顧再生水品質

與有效降低生產成本。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水利局報告。本府自陳前市長菊起即致力

推動備用水源整備，成果良好，請水利局大力

宣傳，讓企業界瞭解高雄水資源充足，加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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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亦具備電力及土地等資源，皆為本市招商引

資之優勢，相信可吸引各大企業至高雄投資。

（三）日前行政院業提送前瞻計畫第 3期特別預算至

立法院審議，考量近年因極端氣候影響，易發

生缺水問題，針對橋頭及楠梓設置水資源中心

一節，請水利局把握機會，積極爭取前瞻計畫

補助。

（四）本市用水須持續掌握開源節流原則，在開源部

分請水利局進一步思考水資源開發事宜（如建

請水利署、台灣自來水公司進行伏流水開

發），並於高屏溪豐水期間協調權管機關，由

高屏溪攔河堰增加取水量，朝蓄滿水庫水量方

向努力。在節流部分，請各機關持續配合節約

用水措施，並籲請民眾共同配合。

四、財政局陳局長報告：

109年 11月份爭取計畫型補助情形報告。

史副市長補充意見：

（一）預算執行率成效為中央部會評估核定補助款的

指標之一，請各機關首長持續督促所屬提升執

行率，俾利未來順利爭取中央補助款。

（二）各機關除研提計畫積極爭取中央補助款外，亦

請適時尋求本市籍立委協助向中央爭取支持，

俾挹注本府更多市政建設。

主計處張處長及研考會蔡主任委員補充報告：

追蹤列管各機關重大工程執行進度及資本支出執行情

形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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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謝謝財政局報告。本年度中央補助款預算數

269.01億元，截至 11月底止，含計畫執行結

餘款達成率為 84.61%，較 10 月提升 3.38%；

以前年度中央補助款保留數 22.7億元，截至

11 月底止，達成率為 65.44%，較 10 月提升

4.57%，仍需更加努力提升。上週本人參加行

政院院會，蘇院長貞昌亦高度重視地方政府之

預算執行率，爰請執行率偏低之機關務必積極

辦理並儘早申請補助款入庫。

（三）為讓本市籍立委更加瞭解本府施政內容，並尋

求渠等協助本府向中央部會爭取支持，請秘書

長召集各機關彙整重大計畫施政報告（特別是

跨區域、整合型之計畫），擇期向本市籍立委

一併說明。

（四）昨日本人出席「高雄捷運小港林園線地方說明

會」，林園地方鄉親對本案「一車到底、全地

下化」之規劃皆樂見其成。考量捷運小港林園

線工期預計 7年，建造總經費高達 537.11億

元，後續亦有捷運黃線工程，本府自籌款十分

龐大，為避免龐大財政支出影響市政運作，應

從捷運場站周邊聯合開發著手，期進一步增加

市府財政收入，請財政局超前部署，邀集捷運

局等機關及專家進行整體財務試算，並請林副

市長協助督導。例如捷運小港林園線規劃設置

4 個場站，未來各場站聯合開發之範圍與順

序、每年捷運工程預計支出之經費、本府可用

財源及財源可挹注之時間等。另捷運黃線行經

澄清湖棒球場周邊，可運用場站共構概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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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建置天橋串連捷運場站與棒球場），有利

於場站開發。此外，本府與台電公司將合作於

110年針對亞洲新灣區特貿三進行招商，以及

特倉三未來期與中油公司合作開發為高雄軟體

科技園區第二期，針對後續可能挹注市府財源

之收入，亦請財政局一併納入試算。

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行政暨國際處：訂定「高雄市政府首長職務宿舍

場地使用管理規則」一案，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２案－行政暨國際處：謹提「高雄市政府行政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規則第六條及第五條附

表」修正草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３案－環保局：有關「高雄市代處理廢棄物收費管理辦

法」第五條、第七條修正草案，敬請審

議。

環保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為擴大減收廢棄物處理費之適用對象，本次修正重點為刪

除第5條第3款「本府持有股份之」等文字，爰新辦法施行

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公共利益或特殊需要之考量，

對非營利事業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即可經簽請市府同意減收

處理費，不再限於本府持有股份之非營利事業者。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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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通過後，針對屬非營利事業之批發市場，本局即可以

專案方式簽報市府核准後，減收其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

費。

經發局呂主任秘書補充報告：

依本案第5條第3款修正規定仍應符合「非營利事業」之條

件，方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簽請市府同意者減收一般事

業廢棄物處理費。

法制局王局長補充意見：

建議本案可先行修正通過，其中第5條第3款之文字，本局

將於會後協助檢視修正，經市長准核後依規定程序辦理。

決議：

（一）本辦法修正後僅適用非營利事業，其餘如零售市場

等對象並未適用，為避免增加零售市場攤販之負擔，

請秘書長召集環保局通盤考量一般事業廢棄物主要來

源及可能受影響之對象，以照顧基層民眾之理念為原

則，酌予修正文字內容。

（二）修正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４案－研考會：修正「高雄市政府市政顧問遴聘要點」

第八點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５案－觀光局：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局辦理「2020 高雄

旅展觀光整合行銷推廣計畫」活動新臺

幣 30 萬元(本局配合款為新臺幣 60 萬

元)，擬採先行墊付執行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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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案－社會局：謹提本局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10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療育資源缺乏

地區布建計畫」補助辦理本市甲仙及鹽

埕等區早期療育專業團隊服務共 2 項計

畫經費共計新臺幣 161 萬 2,700元，因

未及納入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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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局辦理「展望高

雄《重啟Reset》藝文大匯演計畫」新臺

幣 2,500 萬元整，因未及納入 110 年度

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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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臨時動議

一、新聞局董局長報告：

謹訂於 12 月 31 日（星期四）晚間 7時，假蓬萊舞

台、高流舞台及海上舞台舉辦「2021跨百光年」跨

年晚會，敬邀各位首長一同參與，謹提幾點注意事項

說明如后：

（一）配合蓬萊港區交通管制作業，建請各位首長於

明日晚間10時 30分抵達本府四維行政中心，

一同搭乘大型巴士前往活動會場，俟活動結束

後再接送各位首長返回，特此感謝交通局之協

助。另建請各位首長明日務必攜帶本局提供之

貴賓通行證及手環，俾利出入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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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量明日寒流來襲，建請各位首長注意保暖，

並穿著深色正式服裝，屆時文化局將協助提供

高雄一百圖樣之口罩及胸針予各位首長使用。

主席裁示：

請各位首長共同參與跨年晚會並做好保暖工作。

二、交通局張局長及警察局劉局長報告：

元旦連假期間本市交通流量預測、疏運宣導及交通

維管計畫辦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明日跨年活動後即是元旦連假，本市將湧入許多返鄉

遊子及觀光客，請交通局、警察局不辭辛勞做好交通

疏導工作；另請觀光局針對各觀光景點做好場域維護

工作。

三、主計處張處長報告：

本府「物價上漲對策督導小組」運作機制及各機關

平時掌握物價情形說明。

海洋局黃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目前本市虱目魚、石斑魚市場價格與未來預估價格

回穩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距離農曆春節僅剩 1個半月，針對應景食材價格，請

本府物價上漲督導小組密切掌握並檢討運作機制。另

請食安小組加強宣導本府維護食安之配套措施，俾讓

民眾瞭解。

散　會：下午3時25分。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