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513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0年 02月 17日（星期三）下午2時 0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史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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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玲妏 楊欽富 蘇志勳

蔡長展 謝琍琍 李煥熏 黃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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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瓊 慧  陳 明 忠  林 合 勝  劉 嘉 茹

（蔡宗哲代） 鄭淑紅 黃志明 楊素鳳 林志東

吳宗明 陳景星 劉德旺 蕭見益 陳昱如 李秀蓉

歐劍君 蔣金安 鄭美華 薛茂竹 吳進興 李惠寧

李秋利 王耀弘 邱金寶 蔡登山 李柏雄 吳茂樹

陳振坤 黃伯雄 陳興發 鍾炳光 謝健成 黃中中

施維明 謝水福 羅長安 吳永揮 陳進德 楊娟華

邱瑞金 宋貴龍 吳淑惠 胡俊雄 林福成 劉文粹

列　席：陳海雲（朱家在代） 謝英雄（李冠萱代） 宋能正

（魯美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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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姱嬋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空中大學劉校長嘉茹請假，由法政學系蔡系主任宗哲

代理。

二、教育局陳副局長佩汝報告：

（一）本市學校因應疫情開學準備工作報告。

（二）本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電力系統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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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冷氣安裝計畫報告。

教育局謝局長及陳副局長補充報告：

（一）冷氣採購配合介接能源管理系統、建立示範

點因地制宜推廣永續校園、校園植樹評估與規

劃情形說明。

（二）目前校園霸凌防制工作重點說明，並感謝研

考會協助邀集各領域專家學者參與校園霸凌防

制相關會議。

工務局蘇局長補充報告：

「高雄市公有學校招租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案」辦理情形報告。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補充意見：

本局刻正推動「高雄有機示範園區」，因須移植樹

木，可提供優良規格之苗木予教育局作為校園種樹計

畫使用。

都發局楊局長補充意見：

營造舒適的校園環境，除了安裝冷氣設備外，善用綠

建築概念（特別是遮陽設計、使用隔熱材料）並搭配

水環境設施、校園植樹、選擇節能空調系統、建置太

陽光電等配套措施，可更有效達到校園降溫、挹注電

力、減輕電力負荷的效益，謹提供教育局參考。

新聞局董局長補充意見：

報告所提校園種樹計畫，與設置太陽光電設施、校園

環境綠化、綠建築其實是一體設計的概念，應從校園

環境進行整體檢視，並非僅著眼於種植樹木的數量，

方能完整呈現成效。倘能妥適規劃，即可提升能源使

用效率，避免浪費電力、造成環境負擔。教育局已邀

集專家學者針對不同學校條件，因地制宜進行綠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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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改造，建請教育局儘速完成示範學校改造，俾利後

續推動。

史副市長補充意見：

108年至 109年間教育局曾運用市府自有財源及民間

捐款進行部分學校冷氣裝設工作，請教育局說明裝設

成果。行政院去年7月宣布「班班有冷氣」政策，從

整體面向進行嚴謹規劃（包含學校電力改善設計、電

力改善工程、冷氣採購安裝、能源管理系統建置

等），教育部並針對各項重點工作擬訂推動期程，預

計於 111年 3月底前完成校園新設電力系統改善、冷

氣機裝設及能源管理系統建置，故今年夏季並非全數

學校皆可使用冷氣，請教育局預先對外妥適說明，避

免民眾誤解。

教育局謝局長回應：

108年至 109年本局運用市府財源及民間捐款共計約

8.9 億元，安裝 134 所學校冷氣設備，109年起配合

行政院「班班有冷氣」政策，更系統化進行完整規

劃，從學校電力改善設計、電力改善工程、冷氣採購

安裝、能源管理系統建置、太陽光電與校園種樹配套

措施等，109年至 111年中央補助經費與本府自籌款

合計投入約 38 億 9千萬餘元，與前兩年相比大幅增

加。未來本局將持續積極推動，各校因既有設備條件

不同，部分學校可望提早完成，至電力系統老舊之學

校亦會依目標期程辦理完竣。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教育局報告。下週一即將開學，請教育局

督導各校、幼兒園開學前確實完成校園清潔消

3



毒與防疫整備，開學後持續落實防疫措施，並

請衛生局適時協助；校外周邊環境則請環保局

協助維護整潔，確保學習場域的安全衛生。

（三）現在已是數位資訊時代，電子支付十分普及，

請各機關研擬將公共服務、福利措施結合一卡

通，提供民眾更便利的使用管道，未來亦可彙

整使用情形，俾利大數據分析。例如學童寒暑

假安心餐食券，請教育局視各學校情形，研議

採用雙軌方式辦理（發給紙本餐食券、透過一

卡通儲值），期更加瞭解學生使用狀況。另社

會局有諸多社福政策，比如弱勢孕婦產檢交通

補助，請社會局會同交通局協調計程車業者裝

置電子支付設備，俾讓補助對象使用一卡通支

付車資。此外，各機關也可研議提供志工（如

警察局義交同仁）儲值一定金額到一卡通，方

便渠等使用輕軌、捷運、YouBike2.0 等公共

運具，作為志工福利。

（四）考量各縣市國中小學均有裝設冷氣需求，本人

過去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期間，即向蘇院長建議

將「班班有冷氣」政策納入前瞻計畫，109年

至 111 年中央補助經費與本府自籌款共計約

38 億 9 千萬餘元，減輕市府財政負擔，特此

感謝中央大力支持。為讓本項政策更加周延，

請各機關依下列指示辦理：

1.感謝教育局不辭辛勞，戮力配合「班班有冷

氣」政策，全面解決執行過程遭遇的問題，

展現負責任的態度，亦感謝林副市長、本市

綠電推動專案小組協調「校園設置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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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請教育局依所訂目標，於 111年 3

月底前完成本市校園新設電力系統改善、冷

氣機裝設及能源管理系統建置，其中冷氣應

優先選擇具物聯網功能之機型，俾未來可透

過系統智慧操控，並加速進行「校園植

樹」，期透過智能及減碳配套措施，兼顧友

善環境與照顧學子的理念，讓本市持續邁向

「綠能」、「永續」與「宜居」的城市。

2.行政院「班班有冷氣」政策是從全面性進行

整體規劃，除冷氣裝設、電力系統改善、能

源管理系統建置，也包含校園種樹等配套措

施，請教育局對外界妥善宣傳，並一併說明

109年至 111年預計投入之經費（含中央補

助及本府自籌）較過去兩年增加多少、目前

辦理工作項目與未來各階段期程，俾讓民眾

瞭解本府的努力。另請教育局借鏡教育部整

體規劃政策、與地方政府合作的模式，作為

未來施政參考。此外，請教育局向台電、中

油等國營事業協調，持續挹注工業區周邊學

校回饋金。

3.針對校園種樹計畫一節，新植樹木學校計有

70 校，合計新植苗木 1,460株，考量本市

幅員遼闊，為確保種樹數量充足，請教育局

提供上開學校名單、種植數量資料予本人與

工務局瞭解，並請工務局協助於 2週內從各

區抽樣數間學校，檢視各該學校種植數量是

否適當，倘校園周邊仍有空間，亦可研議挑

選合適樹種增植行道樹。

5



4.機關普遍多以增加建設進行政策規劃，然適

度運用「減法精神」，對永續校園亦為一種

進步的理念，針對運用減法精神進行校園軟

硬體規劃的學校，請教育局研擬鼓勵機制並

維持原有補助經費，俾學校更加靈活運用資

源。

5.都發局楊局長過去擔任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

心董事長，對於建築法規、規劃、技術各層

面十分熟稔，具備深厚專業素養，請都發局

協助檢視教育局目前永續校園環境推動情形

（包含綠建築、綠圍籬、水環境等），並於

2週內提出可再精進之處，俾供教育局參

考。

（五）針對校園霸凌議題，上次市政會議本人語重心

長勉勵各位同仁，特此再次重申本人的理念，

市府施政對外皆是一體，切勿存在本位主義，

面對問題時，應跳脫權管業務的框架、摒除

「與我無關」的想法，出發點不同就會產生不

同的解決方法，各機關施政若從人性關懷的角

度出發，必定會設法彌補所有可能缺失之處。

例如農曆年前發生的校園霸凌事件即突顯出原

有通報機制的不足，如果每個環節有人加以重

視，則可降低制度失靈的風險，請教育局以該

案件作為借鏡，於 2週內重新檢視反霸凌機制

所有環節、目前個案處理過程及可能遇到的問

題。再以環狀輕軌為例，營造優質輕軌建設，

應搭配輕軌沿線周邊都市景觀、路面、路樹的

美化，都發局、工務局亦應一同配合參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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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連假交通疏導，也必須藉由警察局、交通

局等各機關通力合作方能發揮綜效。各位首長

在地方政府服務，皆十分辛勞，請持續秉持為

民服務的初衷，共同努力推動市政。

三、主計處經濟統計科王科長妍榛報告：

109年農林漁牧業普查預定辦理情形報告。

主計處李處長補充報告：

本市109年農林漁牧業普查項目（包含戶數、占比、

主要行政區域）說明。謹訂 3月 2日舉辦本市普查處

揭牌典禮，敬邀各位長官蒞臨，本處將與農業局、海

洋局、民政局及各區公所攜手合作，共創本次普查佳

績。

新聞局董局長補充意見：

日前中研院學者發表文章提及，逢年過節返鄉人潮大

多由北往南，係因產業結構轉變等因素，驅使民眾多

往北部求職所致。為提供更多就業訊息（例如人才需

求等）讓民眾清楚瞭解，建請主計處俟普查作業完成

後，將普查結果提供予經發局、勞工局整合就業資

訊，俾協助民眾媒合就業機會、節省求職耗費的時間

成本，亦可藉此研訂產業輔導策略，有效發揮普查功

能。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回應：

本次普查是行政院主計總處每 5年舉辦一次的全面性

調查，由本市主計處完成調查審核，報請行政院審核

確定，農委會再依據普查結果，編製農業統計年報，

公布調查資料與農戶概況，兩次普查期間則配合農糧

署每年持續辦理農家戶口抽樣調查，本局將與主計處

合作，蒐集彙整本市相關資料，提供各局處作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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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參考。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主計處報告。本普查目的在於瞭解本市農

漁產業發展現況，作為市府未來施政的參考，

請農業局、海洋局、民政局及各區公所將普查

工作列為今年重點業務，同時做好防疫措施，

讓普查作業圓滿順利。

四、大社區公所李區長報告：

本所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爾後各區公所至市政會議進行報告時，請熟稔簡報內

容，並掌握當地居民關心議題，及需要市府協助事項

等重點進行簡報，針對輿情反映、民眾建議事項，亦

請一併提出建議之解決方案，供市府長官、各機關參

酌瞭解，俾提升議事效率。本案請大社區公所 2週後

再提市政會議報告。

貳、臨時動議

一、水利局黃專門委員柏棻報告：

高雄水情吃緊及因應作為報告。

水利局蔡局長補充報告：

本市水情燈號調整、鳳山水資源回收中心供水異常問

題排除、鳳山水庫水源供應情形及加強節約用水宣導

說明。

主席裁示：

謝謝水利局報告。為審慎因應未來水情，並讓各界瞭

解本市水情現況，下列事項請依指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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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 109年枯旱期迄今，本市已北送支援台南用

水累計達 2,460萬噸，顯示高雄水情相對穩

定。為有效運用水資源，請水利局向水利署及

自來水公司爭取增加東港溪引水量至鳳山水庫

提升供水，持續穩定本市水情。

（二）請水利局以圖表方式，清楚對外說明高雄地區

自 2 月 25 日起，水情燈號由綠燈提醒調整為

黃燈夜間減壓供水情形，籲請市民朋友共同響

應節約用水，並請新聞局配合宣傳。

二、衛生局黃局長報告：

「春節防疫宣導暨稽查成果」報告。

衛生局黃局長補充報告：

春節期間，感謝警察局、經發局、海洋局、文化局、

觀光局、各區公所等機關同仁及各里里長動員志工、

社區發展協會於人潮聚集場域協助舉牌宣導與防疫巡

查。

經發局廖局長補充報告：

感謝消防局義消同仁春節期間協助市集活動防疫宣導

工作。

主席裁示：

連假期間支援防疫宣導之同仁及志工，不辭辛勞守護

市民與遊客健康安全，渠等犧牲假期、堅守崗位的精

神深令本人動容，特此高度感謝。請衛生局研提敘獎

或其他實質獎勵方案，以資鼓勵。

三、環保局張局長報告：

本市春節期間空污應變作為及空污系統建置計畫報

告。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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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環保局於春節期間因應空氣品質的各項作為，空

氣品質向為市民至為關切的議題，為讓民眾充分感受

本府團隊致力改善空氣品質之作為，請環保局切勿鬆

懈，超前規劃並持續落實減排降載等各項污染源管制

措施，請羅副市長協助督導各機關依下列指示辦理：

（一）倘近期有須啟動降載減排等應變措施之情形，

請環保局至現場檢視本市大型工廠（如汽電共

生廠）之降載措施執行情形，並請新聞局協助

向市民宣傳本府因應空氣品質不良之各項作

為。

（二）請環保局實際檢視中鋼公司、興達電廠提升空

污防護設備及空污減排之進度與成果，並請業

者以量化數字說明今年減排量與去年相比之差

異，亦請勞工局偕同環保局前往加強興達電廠

之工安稽查，確保民眾之健康與安全。

四、交通局張局長及警察局黃局長報告：

春節期間本市交通疏導情況報告。

旗山區公所謝區長、美濃區公所鍾區長、岡山區公所

黃區長及旗津區公所羅區長補充報告：

春節期間轄區熱門景點及主要道路之交通疏導與宣傳

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為減緩春節期間交通壅塞情形，本人請交通局、警察

局等機關連續 2週於市政會議中提報因應措施，期許

各機關針對交通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感謝交通局、警

察局及區公所同仁勇於任事、超前部署，春節連假期

間，本市交通量雖增加約 2至 3成，仍有效確保交通

順暢，成功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對於交通局、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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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區公所同仁的辛勞付出，特予肯定。再次提醒各位

同仁，面對問題與挑戰時，應勇於承擔，秉持努力不

懈的態度，積極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以本次春節疏

運為例，各機關應依今年執行情形進一步提出改善作

法，俾於明年春節更加精進，爰請各機關依下列指示

辦理：

（一）連假來臨前，請交通局、區公所及早運用路標

等多元方式對外宣布本市熱門景點周邊停車動

線。連假期間，請持續加強宣導多加利用替代

道路避開壅塞路段；此外，為協助疏運前往旗

津觀光之人潮，請交通局會同文化局研議於尖

峰時段以文化遊艇船隊支援旗津渡輪航線之可

行性。

（二）考量連假期間熱門路段違規停車恐造成交通壅

塞，交通局、警察局已規劃大量人力執行連假

期間交通疏導勤務及交通執法，備極辛勞，為

維護民眾用路權益與展現市府團隊合作的精

神，請各區公所於連假期間增派同仁或協助協

調義警等，增加人力支援交通疏導。

（三）為因應連假期間停車需求，並兼顧尊重校園自

主精神，請教育局平時先與學校溝通，鼓勵開

放校內停車，俾權宜提供更多停車空間。

散　會：下午3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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