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507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0年 01月 07日（星期四）下午3時 0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史　哲（公假） 林欽榮（公假） 羅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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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登福 王正一（鄭清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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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秀英代） 張淑娟 王世芳 陳冠福 董建宏

林瑩蓉 侯尊堯（周明鎮代） 張以理 蔡宛芬

洪羽珊 楊瑞霞 張素惠 陳明忠 林合勝 劉嘉茹

（許介星代） 鄭淑紅 黃志明 李瓊慧 楊素鳳

林志東 吳宗明 陳景星 劉德旺 許烱華 陳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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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佑瑞

蔡 翹 鴻  汪 小 芬  黃 伯 雄  陳 興 發  鍾 炳 光

（蕭見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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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在代） 謝英雄（李冠萱代） 宋能正

（羅金英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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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活動

衛生局：

本市資深防疫指導師洪萬世老師積極協助登革熱防治工

作經驗傳承，特於市政會議公開表揚。

主席致詞：

1



洪萬世老師於疾病管制署任職 30年，研究蚊子且從事病

媒蚊防治工作超過 30年，長年深入疫區發掘病媒蚊孳生

源並撲殺蚊子，經驗豐富練達，堪稱國寶級資深防疫前

輩。洪老師於民國 91年退休後，依舊勇於任事，對病媒

蚊防治工作熱情未減，自願至本市擔任病媒蚊監測人員

技術指導老師，現場指導病媒調查及孳生源清除工作，

並進行社區風險評估，當有疫情發生時，總是親自至高

風險場域進行病媒蚊密度調查，找出隱藏性孳生源，讓

防疫團隊得以在第一時間介入防治措施，有效阻斷傳播

鏈，降低社區感染登革熱的風險，讓防疫人員由衷佩

服，特於今日市政會議表揚並感謝洪老師在登革熱防治

工作的經驗傳承，讓新進防疫人員獲得登革熱防治工作

上寶貴實用的技能。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文化局王局長文翠及運動發

展局侯局長尊堯公假至議會，分別由鄭副局長清福、

劉主任秘書秀英及周副局長明鎮代理；空中大學劉校

長嘉茹及美濃區公所鍾區長炳光公假，分別由秘書處

許處長介星及蕭主任秘書見益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衛生局黃局長報告：

登革熱防治專案報告。

衛生局黃局長及潘簡任技正炤穎補充報告：

陽性容器率定義及 109年第 4季陽性容器率較 108年

偏高原因、東南亞國家登革熱疫情、登革熱潛伏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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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暨南部地區登革熱大流行週期說明。同時感謝洪萬

世老師協助強化社區動員，與防疫團隊齊心協力找出

隱藏性孳生源，共同防堵疫情流行發生。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衛生局報告。109年東南亞國家登革熱疫

情持續嚴峻，然本市在防疫團隊的努力、市民

朋友共同配合，以及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而實施的入境防疫措施下，去年高雄零本土

登革熱病例為 20 年來首見，同時亦無本土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防疫成果優異，實屬

不易，對防疫團隊及全體同仁辛勞的付出，特

予高度感謝。

（三）請防疫團隊持續落實邊境暨入境後檢疫、孳生

源清除等防治措施，降低社區病媒傳播風險，

以防範登革熱疫情發生，並朝110年高雄零本

土登革熱病例之方向持續努力。

四、經發局廖局長報告：

「高雄一百週年慶 PHONE 狂 GO 物時時抽」成果報

告。

經發局廖局長補充報告：

本次活動帶動夜市、商圈業績成長情形暨促進本府各

機關社群網站與民眾互動之可行方案說明。

新聞局董局長補充意見：

感謝市府及經發局辦理「高雄一百週年慶 PHONE 狂

GO物時時抽」活動，目前市府官方Line擁有96萬名

追蹤者，觸及率亦優於臉書等社群媒體，歡迎各機關

多多運用市府官方 Line加強行銷推廣重大活動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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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俾讓更多市民知悉。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經發局報告。「高雄一百週年慶 PHONE

狂 GO 物時時抽」活動有效達成刺激消費之目

的，為本市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感謝經發局

的努力。請財政局協助提供活動期間本市零

售、餐飲業營業額成長幅度予經發局，俾進一

步瞭解活動成效。

（三）農曆春節將近，請經發局兼顧防疫及活絡商

圈、夜市與市場經濟，妥為運用預算經費籌備

高雄過好年系列活動，並與商圈、夜市及市場

協調溝通，讓市民朋友過好年。

（四）本次活動之線上行銷宣傳成效頗佳，請各機關

持續善用市府官方 Line 等管道發布活動及各

項重要訊息，強化訊息觸及率。此外，考量現

今政府機關多藉由社群網路作為溝通管道宣傳

各項施政，為增加與民對話之互動感，請各機

關研議採用首長、可愛動（寵）物等作為代言

人之方式，提升行銷成效，並請經發局適時提

供協助。

五、大寮區公所黃區長報告：

本所工作報告。

地政局陳局長補充報告：

「第 81期市地重劃」預計完工期程說明。

交通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一）改善大寮交流道下方平面道路交通初步規劃辦

理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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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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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暨宣傳情形報告。

（三）與觀光局共同規劃辦理「黃阿瑪的後宮生活」

遊高雄套裝行程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大寮區公所報告。為提升大寮區之整體環

境品質與生活機能，下列事項請各機關依指示

辦理：

1.考量台郡公司及國巨公司已加碼投資位於大

寮之和發產業園區與大發工業區，為因應大

寮區人口與住宅需求，爰請地政局召開會

議，加速完成「第 81期市地重劃」。

2.請捷運局加速規劃辦理捷運場站（如捷運大

寮站）周邊聯合開發事宜，俾加速地方繁榮

發展，進而挹注本府財源。

3.請工務局持續檢視與改善大寮地區公共設

施、道路品質及公園綠地，亦可規劃將當地

特色景點整建成為公園；另請文化局協助當

地歷史建築（如磚窯廠等）之環境綠美化。

4.請社會局、衛生局及教育局配合「第 81 期

市地重劃」作業，重新盤點大寮地區長照服

務資源、公共托育、公共化幼兒園據點之設

置需求。

5.為改善往來大寮交流道下方平面道路(如鳳

林路)交通品質，請交通局、警察局、大寮

區公所研擬有效改善措施，俾改善大寮地區

交通壅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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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各機關的努力下，在大寮區已陸續完成「和

發產業園區聯外道路開闢」、「林園排水整

治」、「內坑路道路側溝排水改善」、「內坑

中小排水護岸」等諸多工程，而後續除了「第

81 期市地重劃」外，亦將有「拷潭排水中上

游治理」、「林園排水左岸治理」、「民智街

拓寬」及「大寮運動公園整修」等多項重大建

設，請水利局、工務局及運動發展局等局處務

必加速工進，儘早辦理完竣，讓市民早日享受

市政建設成果。

（四）為讓各界瞭解本府推動政策(如交通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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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意，各機關應預為規劃說

帖，妥擬新聞稿，俾事前充分對外說明。

（五）此外，旗津「黃阿瑪的後宮生活」聯名渡輪成

功創造話題，請交通局善用現有資源，結合觀

光局、民政局及旗津區公所等機關發揮巧思共

同規劃旗津特色觀光遊程，亦請苓雅區公所分

享打造衛武迷迷村之成功經驗，共同協助推廣

旗津觀光，期以多元行銷管道向各界宣傳本市

觀光。

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青年局：修正「高雄市政府青年局補助創業育成

機構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五點、第九

點草案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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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案－災防辦公室：修正「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第六點、第七點、第九點一

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３案－經發局：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109年公有市場及

列管夜市設施改善補助計畫」案，其中三

民第一公有零售市場變更計畫項目，經濟

部同意增加核定經費改為新臺幣 373萬元

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４案－經發局：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109年公有市場及

列管夜市設施改善補助計畫」案，其中果

貿公有零售市場變更計畫項目，經濟部同

意增加核定經費改為新臺幣 500萬元整，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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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有關本府工務局辦理「110年度濕地保育

補助」110 年度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92萬

4,000 元，擬採墊付方式辦理，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６案－工務局：有關本府工務局辦理「110年度濕地保育

補助」110年度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138萬

6,000 元（77%），擬採墊付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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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７案－工務局：有關本府工務局辦理「110年度高雄市茄

萣濕地環境教育推廣與棲地營造計畫」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

運協助金補助款新臺幣 99萬 8,000 元，

擬採墊付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８案－衛生局：請准予同意本府「家庭暴力相對人暨高

風險族群減酒害服務計畫」業經評定經

費共計新臺幣 99萬 7,500 元墊付款先行

支用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９案－衛生局：請准予同意本府「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COVID-19)心理復原計畫」業經評定

經費共計新臺幣 82萬 2,150 元墊付款先

行支用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近日氣溫驟降，請社會局加強留意弱勢族群與高齡

長輩關懷保護措施，亦請農業局、海洋局加強農漁業

防寒宣導，另請消防局加強用火、用電及用瓦斯的居

家安全宣導，共同確保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各位區長代表市府在地方為民服務，備極辛勞，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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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新年即將到來，為加強本市風景區、觀光景點沿途

環境清潔維護與綠美化，讓返鄉民眾及觀光客對高雄

有煥然一新的感受，請依下列指示辦理：

（一）請各區公所盤點轄內前往熱門風景區（如美

濃、六龜、田寮月世界、阿公店水庫、崗山之

眼等）觀光路線急需維護之道路設施（包含道

路鋪面、護欄油漆粉刷、路樹養護與補植、植

栽美化、雜草修剪等事項），提供予工務局彙

整評估，倘有施工需求者，請以最迅速且具效

率之方式（例如由區公所發包小型工程等），

由工務局與區公所共同分工，務必在農曆新年

前完成，本案請秘書長協助督導整合。此外，

上開地點刻正進行中之工程，亦請主辦機關加

速辦理完竣。

（二）請各機關、區公所持續做好市容及市區內風景

區(如旗津渡船頭)周邊環境維護工作，並請文

化局協請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共同響應環

境清潔及綠美化事宜。

散　會：下午 4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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