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508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0年 01月 12日（星期二）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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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榮代） 黃登福（薛博元代） 王正一

周玲妏 楊欽富 蘇志勳 蔡長展（許峻源代）

謝琍琍 李煥熏 劉柏良（陳書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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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嘉茹

鄭淑紅 黃志明 楊素鳳 林志東 吳宗明

列　席：林旻伶（蔡怡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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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暨獻獎活動

一、文化局：

本市 2021 跨百光年系列活動順利圓滿完成，感謝攝

影師、表演團隊、民間團體與大樓主委在活動期間全

力支援，特於市政會議公開表揚。

二、青年局：

本市和木相處有限公司、悠由數據應用股份有限公

司、碲造生機團隊及品醫生技團隊等 4組新創團隊在

多項計畫榮獲佳績，特由青年局將榮譽獻予市府；另

本市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輔導新創團

隊，貢獻卓著，特請市長頒發感謝狀。

三、消防局：

表揚110年本市績優義消人員及災害防救團體，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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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勇消防總隊顧問許福銅、義消第一大隊總幹事吳東

峯、義消第二大隊副大隊長韋國牆、中庄義消分隊副

小隊長呂庭毅、楠梓義消分隊副小隊長辛國勝、義消

第五大隊副大隊長李石定、旗美山域搜救分隊分隊長

林仁興、防火宣導大隊顧問趙晉龢、旗山宣導分隊分

隊長賴美秀、救護大隊顧問許芳信及高雄市海上救難

協會組長黃必誠（義消第一大隊總幹事吳東峯、高雄

市海上救難協會組長黃必誠不克出席）。

四、警察局：

中華郵政凹仔底郵局襄理遲秀梅及行員翁孟琳協助警

方成功攔阻民眾遭詐騙金額 100萬元，特於市政會議

公開表揚。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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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局黃代理局長登福及警察局

劉局長柏良公假，分別由王副局長宏榮、薛主任秘書

博元及陳副局長書田代理；水利局蔡局長長展公假至

議會，由許副局長峻源代理。

二、交通局張局長報告：

「高雄 YouBike2.0建置及推廣」專案報告。

交通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高雄 YouBike2.0營運廠商、高使用量之熱門場站分

布、主要使用族群、未來布站規劃、多元支付方式暨

行銷推廣計畫說明。

捷運局吳局長補充報告：

（一）感謝交通局建置 YouBike2.0 完成大眾運輸最

後一哩路及協助推動輕軌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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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輕軌二階路口號誌調整暨「高雄環狀輕軌捷運

大南環段」試乘及試營運推動情形報告。

林副市長補充意見：

（一）公共自行車設置攸關大眾運輸接駁的最初一哩

路及最後一哩路，由報告可知，目前高雄

YouBike2.0 高使用量之熱門場站主要分布於

捷運紅橘線周邊，「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大南環

段」正式營運後，本市輕軌服務範圍由現行

14站增為 23 站，市民透過 YouBike 轉乘公共

運輸之需求勢必提升，預期將改變目前熱門場

站分布模式。爰請交通局評估沿輕軌行經路線

增設 YouBike2.0場站等事宜，讓本市公共自

行車設置更臻完善，並請持續運用大數據分

析，瞭解民眾使用情形。

（二）本市 YouBike2.0 上路至今僅數個月，卻已啟

用849處租賃站，擁有租賃站站數全國最多、

無電輕樁設計、設站靈活快速等獨步其他縣市

之優勢，今年底更將朝設置 1,000處租賃站之

目標邁進，實力不容小覷，對交通局在這段期

間無縫接軌，快速轉換系統之辛勞，特予肯

定。請交通局精益求精，加強宣傳本市公共自

行車之優勢。

（三）在智慧城市的基底下，未來交通局除加強行銷

一卡通，以多元支付方式提供市民多樣選擇

外，更應朝整合時下年輕族群喜愛之共享電動

自行車、共享電動機車及公共自行車等方式擴

大本市公共運輸服務範圍。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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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交通局報告。為建構更綿密的大眾運輸路

網，提升市民使用公共運輸比例，並讓民眾感

受本府布建更完善交通路網之用心，請各機關

依下列指示辦理：

1.考量美術館周邊為本市人口稠密之地區，請

捷運局加速辦理輕軌二階建設，致力優化當

地輕軌運輸品質，並請交通局依據交通路

況、人口密度等特性，評估於輕軌美術館路

周邊增設YouBike場站，俾提升當地交通便

利度。同時，林副市長所提建議，亦請交通

局配合辦理。

2.請交通局透過大數據分析等方式，瞭解各場

站 YouBike2.0目標使用族群，據以擇定合

適代言人行銷宣導，亦請各機關協助推廣

（例如學校周邊場站使用族群多為學生，請

教育局配合宣傳）。

（三）現今為電子支付蓬勃發展的時代，各機關除善

用網路行銷外，亦可結合一卡通，以電子票證

等電子支付方式推廣業務，爰請交通局加強宣

導 使 用 一 卡 通 等 電 子 票 證 租 借 高 雄

YouBike2.0，學童寒暑假餐食亦可研議結合一

卡通辦理。

四、客委會楊主任委員報告：

「客家110年亮點計畫」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客委會報告。高雄有 35萬 4,800 多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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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是客家人，客家文化傳承至為重要，美濃區

實施客語沉浸教學多年，已累積豐厚成果，深

獲社會各界肯定，更提前布局建構數位化客華

雙語教學，並在三民區客家文物館規劃全國首

創非營利客語幼兒園，打造都會區客語傳承示

範重要基地作為客語振興學習策略，請客委會

與教育局密切合作，讓各界瞭解本府對母語推

動的努力及成果。

（三）今年適逢六堆開庄 300週年，為國家重要慶典

活動，客委會已結合民間社團、學校及社區舉

辦多項特色活動，並與高雄客庄品牌、小農、

文創、民宿等業者串聯結盟，期讓民眾體驗客

家文化，請客委會持續努力推廣客庄觀光及產

業發展。另有關報告所提建議捷運輕軌以六堆

開庄300週年主題塗裝車廂一節，請捷運局研

商辦理。

（四）考量辦理大型活動需整合跨局處資源共同合作

辦理（例如報告所提特色花海活動，應一併考

量周邊交通動線等），針對年度或大型活動，

請客委會妥為準備規劃，讓計畫更臻完善，並

讓權管副秘書長、副市長瞭解規劃情形，俾府

級長官協助與相關機關協調或協助爭取中央補

助。

（五）於新客家文化園區復育火焰蟲（螢火蟲），並

營造為環境教育場所與夜間遊憩景點，極具創

意，考量火焰蟲生態觀賞多為夜間時段，請客

委會通盤考量火焰蟲生態、園區周遭整體環境

（如園區內夜間通行安全、園區周邊公車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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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意象營造等），亦請交通局、觀光局、農業

局、工務局（養工處）等機關配合協助。

（六）為培養優秀專業文官人才及瞭解各機關主管同

仁工作狀況，未來各機關於市政會議之報告

案，可由機關首長指派副首長、所屬機關首長

或業務科室主管進行簡報，如有不足之處，再

由機關首長適時補充，並請各機關參考行政院

會簡報模式，掌握淺顯易懂、言簡意賅之原則

製作簡報。

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經發局：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辦理110年度「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無自來

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三期－簡易自來

水工程」經費新臺幣 373萬元(中央補助

257 萬 3,700 元、本府配合款 115 萬

6,3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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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案－經發局：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辦理110年度「高

雄市原住民族地區簡易自來水系統營運

計畫」經費新臺幣 203 萬元(中央補助

140萬 1,000元、本府配合款62萬 9,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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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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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案－觀光局：有關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補助本局執行違

法旅宿管理工作補助款新臺幣 430萬元

整，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４案－社會局：衛生福利部 110年度補助本市辦理「協助

經濟弱勢家庭脫貧服務－兒童及少年未

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個案管理計畫－以工

代賑」計畫經費增加新臺幣 81萬 7,920

元，因未及納入本局 110 年度單位預

算，擬辦理 110 年墊付先行執行一案，

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５案－消防局：有關內政部(消防署)補助本局辦理「汰

換老舊消防車輛 2 年中程計畫」，擬先

行墊付新臺幣 3億 2,127萬元案，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肆、臨時動議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報告：

高雄首選電商平台蜜棗禮盒及新春飄香禮盒行銷宣傳

（含宣傳單張、網路販售、代言人）暨本市蜜棗、小番

茄等當令水果產銷情形報告，歡迎各位首長踴躍選購。

新聞局董局長補充意見：

目前市府官方 Line擁有96萬訂閱數，歡迎各機關多加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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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開管道行銷宣傳本府各項重大活動。

主席裁示：

農曆新年將至，為持續落實本府照顧農漁民的理念及協

助行銷本市農漁特產，請農業局、海洋局盤點時令農漁

產品，留意市場價格波動情形，並妥為規劃以有效率、

符合經濟效益之方式，如善用網路、拓展企業用戶訂購

量等多元作法，於近日內儘速加強行銷推廣，必要時亦

可尋求史副市長提供行銷建議，倘經費有不足之處，本

府將全力支持。同時請各機關協助宣傳，各局處首長倘

有送禮需求，亦請踴躍支持訂購本市優質農漁特產。

散　會：上午10時 09分。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