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518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0年 03月 23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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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榮代） 黃登福 王正一 周玲妏

楊欽富 蘇志勳（黃榮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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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輝代） 王世芳 陳冠福

董 建 宏  林 瑩 蓉  侯 尊 堯  張 以 理  蔡 宛 芬

（朱瑞成代） 洪羽珊 楊瑞霞 李瓊慧 陳明忠

林合勝（李鐵橋代） 劉嘉茹 鄭淑紅 黃志明

楊素鳳 林志東 莊仲甫

列　席：林旻伶（蔡怡甄代） 盧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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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活動

一、社會局：

本市志工及志工團隊於所屬領域從事志願服務，其中

李明正、蔡呂阿雲及黃振郎榮獲 109年全國好人好事

代表八德獎；曾承豐、蘇月霞家庭及劉志祥、謝秀滿

家庭榮獲109年模範志願服務家庭；陳和美榮獲全國

志工終身奉獻獎；高雄市立大同醫院新大同醫院志工

隊及高雄市立圖書館書香推手文化志工大隊榮獲全國

績優志工團隊，特於市政會議公開表揚。

二、工務局：

本府榮獲內政部營建署「109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生活環境業務督導」，特致贈本次 4個受檢場所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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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受表揚單位計有新建公共建築－林園區公所；既

有公共建築－河堤國際商旅股份有限公司、全聯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管仲分公司及晶頂 101餐廳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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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蘇局長志勳及研考會蔡主

任委員宛芬公假，分別由王副局長宏榮、黃副局長榮

慶及朱副主任委員瑞成代理；交通局張局長淑娟公假

開會，由黃副局長榮輝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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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簡代理主任秘書嘉論報告：

「2021 大港開唱 12th、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海音館滿

載測試演出」報告。

文化局王局長補充報告：

今年大港開唱擴增舞台及交通疏導、高流海音館滿載

測試整備情形及規劃周邊停車空間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文化局報告。今年大港開唱將於 3 月

27、28日盛大登場，3月 27日大港開唱首日

下午亦是高流海音館滿載測試演出，當天活動

室內外場域預計湧入上萬人潮，請主辦機關務

必加強交通疏導計畫，鼓勵民眾先將汽、機車

停放至輕軌或捷運場站周邊停車場，再搭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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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運具到活動會場，俾促進民眾使用大眾運輸

工具並紓解活動車潮。

（三）大港開唱自 2006年開辦迄今，代表的不僅是

1場演唱會，更是高雄最具指標性意義的音樂

祭，今年復辦籌備良久；而高流海音館滿載測

試演出的背後，歷經爭取預算等辛苦過程，有

今日的成果得來不易，上開 2場活動皆為市府

團隊、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同仁努力籌辦，應廣

為宣傳讓各年齡層民眾瞭解活動訊息，請史副

市長協助督導文化局、新聞局、警察局、民政

局、鹽埕區公所透過多元通路（如電視媒體、

社群網路等），擴大觸及率。其中大港開唱之

文創市集、NGO議題村等皆為年輕人喜愛的活

動，請教育局結合學校管道，鼓勵學生踴躍參

加，亦請衛生局加強宣導民眾配合防疫。

（四）針對高流海音館滿載測試，請文化局預先對外

清楚說明，該活動目的係為從觀眾面、動線

面、軟硬體設施蒐集充足資訊，俾進一步調

校，讓海音館全面啟動時達到最好狀態，過程

中可能仍有待改善之處，避免外界誤解。

（五）考量大港開唱與高流海音館滿載測試票券有

限，有許多民眾反映因票券售罄、索取完畢而

無法入場觀看，十分遺憾，屆時大港開唱有 3

個免費舞台（小港祭、海波浪、青春夢)，歡

迎市民朋友前往共同體驗音樂祭的熱鬧氛圍。

另請文化局明年參考國外大型音樂節，於活動

場域周邊規劃合適空間，讓尋找表演空間的藝

文團體無償演出，也讓購買不到票券的民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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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欣賞到不一樣的藝文表演。此外，大型活動

可聚集許多人潮，爾後可把握機會運用周邊場

域規劃更多活動，促進經濟效益。

四、殯葬管理處石處長慶豐報告：

110年度清明節擴大服務實施計畫報告。

民政局閻局長及殯葬管理處石處長補充報告：

（一）本局與各區公所清明節防火、防疫及交通疏導

宣導工作、深水山公墓免費接駁專車規劃辦

理情形報告。

（二）感謝警察局、消防局、環保局、新聞局、交通

局等機關共同協助辦理今年清明節擴大服務

實施計畫。本局於連假期間亦會編組至各區

實地督導，俾完善各項為民服務措施。

消防局李局長補充報告：

配合提供民眾備用水袋與支援消防車警戒辦理情形報

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民政局報告。清明節是台灣社會非常重要

的民俗祭祀節日，考量近期水情持續嚴峻，公

墓防火安全尤為重要，請民政局再次檢視位處

山區之行政區（如杉林、美濃、六龜、田寮、

阿蓮等）之公墓消防安全措施布建情形，達到

清明零災害。另鑒於在公墓燃燒紙錢易隨風飛

揚，可能引發山林火災，十分危險，除請消防

局於公墓支援消防車、提供民眾水袋預為因應

外，亦請民政局、環保局、消防局持續不斷加

強宣導民眾共同響應環保，配合紙錢減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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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燒政策。

（三）正值防疫期間，請民政局鼓勵民眾多加使用線

上祭祖，並落實納骨塔防疫措施。目前線上祭

祖介面仍有改善空間，清明連假後請民政局彙

整民眾使用情形，進一步檢討改善，並以更人

性化的角度精進系統介面，俾提高民眾使用意

願。

（四）為避免民眾集中掃墓造成交通壅塞，請民政局

持續鼓勵民眾提前祭拜、掃墓，俾分流人潮，

另請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提供民眾最快

速、即時的交通資訊。

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都發局：謹提訂定「高雄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

勵辦法」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２案－都發局：謹提訂定「高雄市受理提議劃定更新地

區實施辦法」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３案－都發局：謹提訂定「高雄市未劃定更新地區自行

劃定重建更新單元標準」草案，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４案－海洋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分年補助

新臺幣 1億 4,020萬元辦理「興達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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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路南段安檢碼頭改善工程」，第一

年核定總經費 2,593萬 6,000元(補助款

及配合款各 1,296 萬 8,000元)，扣除本

工程已納入 110 年度預算設計費 549萬

5,000 元（補助款及配合款各 274 萬

7,500元），擬請准予提列110年度補助

款 1,022萬 500元及配合款 1,022萬 500

元，合計 2,044 萬 1,000 元墊付執行

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５案－海洋局：為海洋委員會補助辦理110年度「彌陀漁

港海洋遊憩活動計畫」案，擬請准予提

列補助款 124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 31 萬

元，合計新臺幣 155萬元墊付執行案，

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６案－農業局：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辦

理「110年防範非洲豬瘟國內防疫量能整

備計畫」經費共計新臺幣 575 萬元整

（中央補助 517 萬 5,000元，本府配合

57 萬 5,0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

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７案－工務局：為執行經濟部工業局核定本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辦理「大寮市道 188（10k+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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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560）北側拓寬工程」經費共計新

臺幣 2,400 萬元(中央補助款 1,968 萬

元、本府配合款 432萬元)，擬以墊付款

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８案－水利局：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辦理「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高雄市

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非工程

措施，所需經費計新臺幣 2,680 萬元

（中央補助 1,072 萬元，本府配合款

1,608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

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９案－社會局：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10年度補助本

市辦理「110年高雄市脆弱家庭增能服務

方案」尚有補助經費 199萬元及市府配

合自籌款 111萬 5,954元，合計新臺幣

310萬 5,954元，因未及納入預算，擬先

行墊付執行一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 10案－文化局：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文化局辦理

『110年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計

畫』」，中央補助及市府配合款共計新

臺幣 776 萬 2,319元整，因未及編列於

110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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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1案－農業局：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10 年「豬瘟及口

蹄疫撲滅計畫」部分經費新臺幣 46 萬

1,000元整（中央補助 15萬 8,000元，

本府配合 30萬 3,000元），擬以墊付款

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肆、臨時動議

一、岡山區公所黃區長報告：

2021岡山燈藝節規劃及辦理情形報告。

觀光局周局長補充意見：

本次岡山燈藝節具有在地特色，本府刻正籌辦 2022

年台灣燈會，建議可將岡山納入燈區範圍。

主席裁示：

（一）謝謝岡山區公所報告。2021岡山燈藝節運用

有限的經費，以竹編藝術作品為主軸，搭配精

心設計的燈光效果，充分展現岡山在地的文化

與藝術創作能量，展覽內容令人驚豔、廣受各

界好評，感謝黃區長及區公所全體同仁的用心

投入，亦請區長向同仁轉達本人對渠等的嘉

勉。展覽期間，請岡山區公所持續加強展區環

境維護，提供市民及遊客優質的觀賞品質。地

方上有許多熱心企業、人士，希望為鄉里社區

貢獻心力，為整合更多地方資源共同辦理類此

活動，未來區公所除持續與里長保持良好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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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應加強與在地企業（如螺絲產業）、民

意代表互動，俾藉由公私協力，共同打造具有

地方特色的藝文活動。另岡山為北高雄的生活

重鎮，有關觀光局周局長所提將岡山納入

2022台灣燈會一節，請史副市長通盤考量原

縣區、市區之燈區布置，評估其可行性。

（二）岡山公園鄰近壽天國小及岡山高中，地理區位

良好，是當地民眾喜愛前往的遊憩空間，應對

整體環境進行規劃改造，例如提升公園視野穿

透性，請工務局、教育局、民政局研擬改善方

案（如拆除學校圍牆或設置綠籬等），讓學校

與公園景觀更加和諧，亦請養工處檢視公園環

境，加以修飾美化或補植樹木，俾提供岡山公

園周邊居民更優質的休閒環境，本案請秘書長

及張副秘書長協助督導。

二、都發局楊局長報告：

大林蒲遷村計畫土地交換方案規劃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3月 13 日大林蒲首場遷村計畫書說明會民眾提及建

蔽率、容積率及居民換回土地大小不一等情況，將影

響未來房屋興建坪數與格局，請都發局與相關單位研

議在實務上如何導入都市更新手段，讓居民新建房屋

規格化，俾改善大林蒲遷村後居民的生活品質。

三、水利局蔡局長報告：

本市水資源調度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南部久未降雨，水情仍未緩解，為確保供水無虞，有

關水資源調度及節約用水宣導等事宜，請各機關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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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指示辦理：

（一）請水利局超前部署，持續整備本市伏流水與地

下水井等備援系統，並預為規劃水資源調度管

理（如安排工業用水大戶進行載水演練、水車

租賃、抗旱水井地圖等）事宜，為民生及產業

用水做好充足的準備。

（二）目前本市荖濃溪跟旗山溪供水尚屬穩定，為長

期規劃穩定水情，請水利局研提配套措施，向

水利署及自來水公司爭取增加東港溪引水量以

提升供水，同時與屏東縣政府妥善聯繫溝通，

本案請史副市長協助。

（三）請水利局督導各機關運用社群網站專頁等多元

管道，加強宣導節約用水，並請新聞局邀請知

名代言人協助宣傳節水作為，籲請市民朋友共

同珍惜水資源，同時請教育局加強節水宣導教

育，讓節水觀念從學生延伸到家庭，亦請各機

關配合落實節水措施，上開事項請於 1週內完

成。

四、勞工局李局長及工務局黃副局長報告：

營造業工地專案檢查、工安宣導及營建場所巡察辦

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工安意外攸關勞工生命安全，應予以高度重視並全力

排除可能風險，請工務局於明日下班前，全面檢查本

市已核發拆除執照之工地安全，亦請勞工局針對上開

工地進行工安稽查，務必避免類此工安事件再次發

生。

五、新聞局董局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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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市左營區鼎新橋旁自來水管線破裂，須停水搶

修一案，建請權管機關向自來水公司協調儘速篩檢老

舊管線，避免對市民生活造成不便。

主席裁示：

本案請水利局協助。

伍、主席指示事項

一、本執政團隊上任半年多來，各位首長在施政上全力

衝刺、追趕進度，夜以繼日、不分上下班為公務奔

波，本人十分感動，相信民眾也有所感受。在此要勉

勵各位同仁，市民朋友對市府團隊的表現寄予厚望，

各位首長皆為政務官，肩負市民託付的重責大任，應

勇於面對各種挑戰與問題，作為民眾堅強有力的依

靠，視人民的小事為市府的大事。市府團隊從基層員

工到市長都是一體，全心全意在公部門為民服務，在

此感謝所有同仁的努力，也請各位首長勉勵同仁共同

貫徹施政理念，對於認真優秀的同仁，予以鼓勵、嘉

獎並列入升遷考核，俾適才適所，發揮專長。

二、氣候逐漸炎熱，容易導致蚊蟲孳生，為維護環境衛

生及市民健康，請衛生局等防疫團隊不能掉以輕心，

超前做好各項防治工作，持續保持零本土登革熱病例

的成績。

三、睽違 1年多，今年中華職棒例行賽事重返澄清湖棒球

場，首場賽事吸引 7,200位以上球迷進場，可見許多

市民對棒球賽事的喜愛，感謝運動發展局全體同仁及

熱愛體育的侯局長排除萬難、積極爭取，讓職棒賽事

再回歸高雄。為了營造城市的運動風氣，請各機關鼓

勵同仁及民眾踴躍參與本市各項體育活動、觀賞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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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共同支持高雄運動產業發展，營造多元健康的

休閒生活。

四、本市議會第3屆第5次定期大會將於4月 8日開議，

針對這段期間議員所提寶貴意見，請各機關首長先行

彙整，在符合法規、公共利益、本府施政理念前提

下，預為研議並做充分準備，俾妥善回復議員。

散　會：晚間 6時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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