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515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0年 03月 02日（星期二）上午9時 0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史　哲 林欽榮 羅達生 楊明州 王啓川 郭添貴

張家興 項賓和 閻青智 陳勇勝（曾美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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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 淑 紅  黃 志 明  黃 惠 玲  楊 素 鳳  林 志 東

（王妙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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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文代） 謝英雄（李冠萱代） 宋能正

（謝進財代） 林旻伶（余承玲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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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及養工處林處長志東公假，分別由

曾副局長美妙及王副處長妙珍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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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局黃副局長榮輝、警察局黃局長及工務局黃副局

長報告：

中博高架橋拆除工程（含交通疏導及工程整備）辦

理情形報告。

林副市長補充意見：

（一）中博高架橋拆除工程係由交通部鐵道局主辦，

本府團隊（如工務局、地政局等）全力配合工

務整備、土地堆置等各項事宜，截至今日上午

為止，工程進度達 40.1%，較預定期程超前

2.1%，為持續加速工進，經與施工團隊研商檢

討後決定變更鋼樑與帽梁分割作業工法，並同

意延長為 24小時施工，期以零工安為目標，

於 3月 8日上午 6時如期完工通車。特此感謝

市長於昨日深夜至施工現場為工程人員加油打

氣，亦感謝本次工程團隊全體人員之辛勞與付

出。

（二）有關各界最關心之尖峰用路時段替代道路車流

移轉情形，感謝警察局於拆除工程啟動迄今動

員 2千餘人次警力進行交通疏導。為確實掌握

連假後第1個上班日通勤時段交通狀況，感謝

王副秘書長於今日上午 6時進駐應變中心召開

會議，警察同仁亦同時就位，掌握即時路況並

引導分流；經本人親至自由路、復興路及中華

路等替代道路視察，各主要交通節點均維持 3

至4名見警率。根據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及即

時空拍機監測之觀測資料顯示，今日晨峰時段

各主要替代道路已初步達成疏導車流之目標，

昏峰時段亦請提早於下午 4時 30分布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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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導人力，並請警察局持續督導交維疏導事宜

至工期結束為止。

（三）根據中博高架橋拆除輿情應變站及本府聯合服

務中心彙整之人民陳情案件，民眾對施工期間

噪音較無意見，市民反映多建議增加灑水以減

少工程揚塵為主，本人已請施工團隊增加灑水

頻率。特此提醒，嚴苛的挑戰尚未結束，各位

團隊同仁務必堅守崗位。亦請三民及新興等區

公所依預定期程加強敦親睦鄰作業，持續傾聽

居民的需求。

主席裁示：

感謝林副市長、王副秘書長、交通局張局長、警察局

黃局長、工務局蘇局長及所屬機關相關同仁於中博高

架橋拆除期間，盡心盡力做好各項配套工作（如交通

疏導與敦親睦鄰等）；同時感謝全體市民朋友體諒本

次施工期間所造成的不便。再次提醒各位同仁，下班

期間亦為交通疏導重點時段，請超前部署，提早於下

午 4 時 30 分就位。另請新聞局統計近日各大電臺

（如警察廣播電臺、港都電臺等）發布拆除工程交維

宣導訊息之次數，提供予本人瞭解。

四、本市公共托育及教保服務建置規劃報告：

（一）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何科長秋菊報告：

本市公共托育設施建置規劃報告。

（二）教育局黃副局長盟惠報告：

本市公共化教保服務建置規劃與執行報告。

社會局謝局長補充意見：

前瞻計畫第 3期第 1階段已核定補助經費 1億 1,141

萬餘元，特此感謝中央的支持。另第2階段須於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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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前確認建置場地，俾於 6月底前由史副市長召開市

府審查會議，將會議紀錄併同申請計畫提送中央，方

能符合申請期程，時效十分急迫，爰建請教育局持續

協助盤點學校空間，並協調學校同意設置公共托育設

施，提升前開設施運用學校場地之比率，亦請各機關

持續提供適合場地予本局，共同努力達成本市公共托

育設施建置目標。

教育局謝局長補充報告：

（一）盤點本市閒置校舍建置公共托育設施及提升公

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辦理情形報告。

（二）本市連續 2年均達成中央設定之公共化教保服

務目標值，有效撙節少子女化對策各項補助之

市府配合款，109年度已撙節 5.38億元，110

年度預估可再撙節約 6.5億元。

（三）110學年度本市 2所亮點非營利幼兒園（獅甲

及左新）規劃情形說明。

客委會楊主任委員補充報告：

「客語沉浸非營利幼兒園空間營造計畫」規劃進度說

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社會局及教育局報告。落實公共托育、減

輕家長的育兒負擔為本府團隊重要的施政目

標，為達此目標及兼顧撙節財政支出之原則，

妥善運用現有公共空間、縮短公共托育設施建

置期程為當務之急，社會局與教育局應持續朝

此一方向努力，亦請各機關全力協助，並依下

列指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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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量本市學校密度高居全國之冠，且國中、

小學亦為最靠近社區之場域，為提升本市公

共托育設施運用學校場地之比率，請教育局

加強溝通協調，於 2週內彙整學校提供可用

空間情形予本人瞭解，俾加速設置公共托育

設施，本案請史副市長及張副秘書長督導。

2.請各機關及區公所積極盤點轄管辦公廳舍、

轄內公有設施，或向國營事業瞭解有無合適

場域，俾提供予社會局評估設置公共托育設

施，必要時亦可研議以租賃方式取得場地。

此外，本府四維行政中心已設置苓雅社區公

共托育家園，請社會局研議於鳳山行政中心

一樓空間尋找合適之場域增設公共托育設

施，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托育服務，本案請秘

書長協助督導。

3.請社會局在確保公托設施之消防安全及品質

的前提下，針對不同場地條件，如有必要，

可研議調整變通相關設置規定之可行性。

（三）請教育局確保本市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比率

可達 4成之目標。另針對加速提供市府員工子

女公共化教保服務，請各機關積極配合，運用

所屬場地申請設置非營利幼兒園或職場互助教

保中心。

五、苓雅區公所陳區長報告：

本所區政治理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苓雅區公所報告。近年苓雅區公所藉由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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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國內外藝術家至當地進行大型壁畫創作、結

合街舞競賽等活動，舉辦極具創意的「高雄苓

雅國際街頭藝術節」，成功打造衛武迷迷村，

型塑在地亮點與城市特色，其與居民溝通，進

而凝聚在地居民力量的成功經驗值得參採，請

各區公所借鏡，例如鼓山區公所可學習上開成

功作法，研議推動鼓山漁市場周邊建物美化事

宜。此外，本市鐵路地下化園道開闢工程在工

務局、水利局積極辦理下，已呈現美侖美奐的

風貌，為讓各界遊客充分感受高雄的改變，亦

請三民區、鳳山區及鼓山區等園道工程周邊重

點區域區公所參採苓雅區公所之經驗，俾持續

提升整體都市景觀及社區環境，本案請都發局

協助輔導社區自主辦理都市更新重建或整建維

護，並請史副市長及張副秘書長協助督導，期

於今年底前展現具體成果。另未來「高雄苓雅

國際街頭藝術節」成果影片亦可至園道周邊區

域取景，以更多元的角度呈現高雄之美。

（三）考量街舞運動深受眾多年輕族群喜愛，為提升

「高雄苓雅國際街頭藝術節」街舞競賽活動效

益，請史副市長協助召集苓雅區公所等機關，

以宏觀思維整合各界資源，擇定適當場地擴大

辦理上開競賽，讓更多年輕人共襄盛舉，倘經

費有不足之處，請青年局研議協助。

六、大社區公所李區長報告：

本所市政會議工作報告。

水利局蔡局長補充報告：

改善中里里、觀音里社區積淹水辦理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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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蘇局長補充報告：

黑板樹竄根破壞道路、排水設施及會同區公所研擬改

善作為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大社區公所報告。針對地方輿情反映，其

中「改善中里里、觀音里社區積淹水」至為重

要，請水利局積極辦理，俾改善大社區淹水情

形。至於民眾關心的黑板樹議題，請養工處與

護樹團體充分溝通，共同研議提出合宜解決方

案。

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勞工局：謹提「高雄市政府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

業權益促進政策會設置要點」草案一

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２案－青年局：「高雄市政府青年創業貸款實施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草案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３案－水利局：有關經濟部調整補助本府辦理「美濃排

水中下游段整建工程」工程費新臺幣

5,624萬 2,329元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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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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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案－文化局：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局

「110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

補助計畫-C類傳統表演藝術及傳統工藝

類」共4案，補助款 50萬元及配合款 25

萬元，共計新臺幣 75萬元整，因 110 年

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５案－文化局：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局

「110年度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

補助計畫-D類古物類」共 3案，補助款

170 萬 3,875 元及配合款 129 萬 8,625

元，共計新臺幣 300萬 2,500元整，因

110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散　會：上午10時 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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