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520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0年 04月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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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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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漢雄 張清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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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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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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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朝鴻代） 林志東 莊仲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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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賢傑（周曉鳳代） 宋能正（林岳承代） 林旻伶

盧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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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請假，由黃副局長榮輝代理；新工

處楊處長素鳳公假，由鄭副處長朝鴻代理。

二、綠園道工程周邊建物景觀改善報告：

（一）都發局社區營造科施科長旭原報告：

城市醫美工程－綠園道兩側建築物彩妝行動報告。

（二）苓雅區公所陳區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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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經驗分享。

都發局楊局長補充報告：

（一）本局辦理鐵路地下化園道沿線車站藝術彩繪情

形報告。

（二）建請鼓山、三民、苓雅、鳳山區公所混合運用

簡易彩繪及創意彩繪等方式，以兼顧彩繪效果

與經濟效益，並結合在地居民參與，製作出讓

市民有感的主題彩繪，讓本市綠園道展現如藝

廊般之美化效果。

林副市長補充意見：

本市鐵路地下化園道開闢工程全長15.37公里，在工

務局、水利局積極辦理下，預計於今年 6月底前全線

完工開放，為改善周邊景觀，呈現高雄風格、翻轉城

市風貌並帶動發展，請各機關依下列指示辦理：

（一）短期作為部分，可藉由報告所提彩妝行動創造

立竿見影的效果，考量綠園道兩側建築物彩妝

行動易因雨季影響工期，為儘速展現煥然一新

的市容風貌，請都發局主責，並請工務局、水

利局及地政局協助分擔今年區公所優先執行之

綠美化及簡易彩繪所需經費，俾如期完成預定

目標。另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可

研議改採由國外藝術家設計圖稿、國內藝術團

隊執行彩繪，或結合學校等方式辦理。亦請鼓

山、三民、鳳山區公所借鏡苓雅區公所打造衛

武迷迷村之成功經驗，以更為細緻的手法推動

社區營造。此外，有關部分里長反映鐵路地下

化後沿線道路、周邊場域命名一節，請權管機

關傾聽民意，妥為辦理後續事宜。

（二）中長期作為部分，工務局刻正辦理鳳山區萬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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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築物辦理合法房屋證明申請，請都發

局、工務局結合本市建築師公會等單位，研議

以都市更新進行整體規劃，並運用提供補助等

方式，持續推動本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

建，進一步帶動區域發展。

史副市長補充意見：

本府刻正籌辦 2022 年台灣燈會，考量衛武營為燈會

重要燈區，為有效串連鐵路地下化後沿線之正義站至

衛武營都會公園，讓燈會活動為高雄城市改造歷史寫

下新頁，並讓各地遊客體會高雄綠園道的與眾不同，

本人已召集觀光局、民政局、苓雅區公所等機關開會

討論燈會期間，如何深化社區居民與遊客的互動，讓

遊客藉由步行深刻感受高雄的轉變，爰請區公所妥善

運用由下而上的力量進行社區營造，包含改善步行環

境、彩繪，或研議於燈會期間舉辦文創市集等，未來

亦請相關機關攜手努力，致力於串接衛武營地區及本

市鐵路地下化後綠廊道，以清楚呈現高雄的巨大變

化，寫下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都發局及苓雅區公所報告。一座城市之所

以偉大，在於其展現的城市精神，以苓雅區公

所作為先鋒者，打造衛武迷迷村的經驗分享為

例，其推動過程中所遭遇之問題及突破困境之

解決方式，秉持堅持精神最終讓美夢成真，創

造讓人感動的故事，方為精彩之處，實為本市

的驕傲。為有效傳承上開成功經驗，請都發

局、苓雅區公所共同組成工作坊進行經驗分享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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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鐵路地下化園道開闢工程完工後，沿線空間寬

廣、視野遼闊，除請都發局等機關提供政策誘

因，持續推動都市更新、危老建築物重建等中

長期作為外，本府團隊應把握良機，推動綠園

道兩側建築物彩妝行動，在短期內優先改善城

市景觀及生活環境，此為城市美學教育，亦為

一場城市改造運動，必須與當地居民持續不斷

溝通，方能獲得初步成效，爰請各機關依下列

指示辦理：

1.請工務局、水利局及地政局等機關協助分擔

區公所執行綠美化及簡易彩繪所需經費。並

請各區公所落實執行，借鏡苓雅區公所經

驗，秉持精益求精的精神，運用公私協力等

多元管道籌措經費，並請林副市長協助督導

經費籌措事宜，期於今年年底前完成環境綠

美化及簡易彩繪等事宜，為 2022 年台灣燈

會增添風采。亦請各位首長、區長共同努

力，推動本次城市改造運動。

2.針對邀請國外藝術家至本市創作，展現高雄

兼容並蓄與包容創新的城市精神一節，請都

發局以專案之方式，協助區公所儘速辦理各

項前置作業，並請衛生局協助檢疫事項。

（四）考量市民對於工務局、水利局主辦之綠園道工

程滿意度甚高，為激勵同仁士氣，請上開局處

儘速辦理敘獎；另王副秘書長亦針對綠園道工

程提出諸多建議，請工務局、水利局進行改善

並再次巡檢工程周邊場域、留意景觀綠美化等

事宜，逐步開放完工區域，讓各界充分感受高

雄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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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務局建築管理處江處長俊昌報告：

「加強工地公安自律與市府稽查機制」專案報告。

工務局蘇局長補充報告：

為減少工安事故，保障勞工生命安全，本局會同勞工

局透過工地自律、主管機關加強稽查、政府與公會合

作等3個檢討面向，訂定「高雄市政府加強建築工地

公共安全實施方案」。

新聞局董局長補充意見：

為讓市民朋友深入瞭解工地公安資訊，建請工務局等

機關將「加強工地公安自律與市府稽查機制」相關規

範製成簡要資訊及圖卡，俾本局於市府官方臉

書、Line等多元管道加強對外宣傳。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工務局報告。為確保勞工生命安全，加強

工地公安自律與市府稽查機制，請依下列指示

辦理：

1.請勞工局、工務局要求建築工地全面實施上

工前酒精測試，落實自主安全管理，並請勞

工局不定期加強稽查。

2.請工務局、勞工局及衛生局每週擇定 2天進

行建築工地聯合稽查。針對高風險建築工

地，請工務局偕同專業技師公會或建築師公

會，每週擇定3天進行施工架、高處作業、

吊料作業等高危險作業稽查。

3.自本月起，請工務局、勞工局與 8大建築公

會定期每季共同舉辦勞工安全講習會。

（三）除報告案所提與大型建築業者合作加強安全防

護外，更應要求小型承包業者落實各項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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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防範機制；此外，為避免工安事件再次發

生，本府應同步強化局限空間作業及石化廠公

共安全，在強化局限空間作業安全部分，請勞

工局、水利局等機關要求業者務必落實標準作

業程序，並運用現有科技（如 Line）回傳現

場通風換氣設備及量測內部空氣數值，確認符

合規格、安全無虞後，方能進入局限空間執行

作業，俾兼顧工作效率及勞工安全；另請勞工

局、經發局督導本市石化業者應將較具危險性

之作業交由受過專業訓練之內部員工依據標準

作業程序辦理，不得由外部人員（如包商）執

行。

四、鳥松區公所蔡區長報告：

本所工作報告。

鳥松區公所蔡區長補充報告：

自今年4月 1日起，1公頃以下公園綠地管理機關變

更為工務局養工處，部分里長反映連假期間公園環

境亟待清潔，本所已聯繫養工處協處。

工務局蘇局長回應：

為避免 1公頃以下公園綠地維管權責移交過程出現空

窗期，本局已於 4月 1日指派副總工程司以上人員前

往各區督導是類公園，另針對植栽修剪人力案件亦刻

正簽陳辦理中。

水利局蔡局長補充報告：

鳥松區民間業者廠房外橋梁拓寬工程申請施設跨河建

造物使用及預計拆除期程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鳥松區公所報告。本市 1公頃以下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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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公園綠地管理機關變更為工務局養工處後，

針對各項維管工作所需人力，養工處應已做好

事前準備，如仍有人力不足情形，請養工處儘

速規劃適當人力，俾做好各轄管公園清潔維護

工作（包含民眾通報環境改善案件）。針對派

工案件，請養工處完成後，通報該行政區區公

所，請區公所再次確認環境整頓情形。此外，

針對面積較小之公園，若有里長、社區巡守隊

願意協助清潔環境，請養工處研議鼓勵措施

（如補助經費），藉由公私協力提升民眾生活

環境。

（三）在各機關的努力下，已在鳥松區完成「神農路

鋪面改善及道路墊高工程」、「長春路拓寬工

程」、「坔埔排水水質淨化工程」、「前瞻計

畫－鳳山圳滯洪池水質淨化場」，日後亦將有

「捷運黃線」、「澄清湖及鳥松濕地公園整建

工程」、「美山路排水改善工程」，及多項排

水系統改善工程等建設。此外，今年職棒賽事

回歸澄清湖棒球場，備受市民好評，為鳥松地

區注入運動活力，感謝運動發展局同仁的努

力，請區公所在既有的基礎上，構思發展屬於

鳥松的特色，並與各機關攜手合作，配合未來

捷運黃線興建，讓鳥松地區的生活環境可以更

友善、優質、宜居。

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民政局：有關「高雄市政府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設

置要點」第三點、第四點修正草案一

案，敬請審議。
7



決議：

（一）通過，函頒下達。

（二）為提供本市新住民、外籍移工生活等各方面之協

助，俾渠等儘速融入台灣社會，請民政局妥善規劃

各項活動，邀請新住民朋友及外籍移工踴躍參與；

此外，新住民會館為新住民交流基地，請社會局持

續提供服務，促進新住民更多社會交流及參與。

第２案－社會局：謹提「高雄市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３案－環保局：修正「高雄市餐飲攤商裝設空氣污染管

末處理設備補助辦法」部分條文草案，

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４案－運動發展局：有關「高雄市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

助金發給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５案－水利局：謹提修正「高雄市政府山坡地範圍劃定

及檢討變更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九點

規定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６案－工務局、勞工局：訂定「高雄市政府加強建築工

地公共安全實施方案」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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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審議。

決議：

（一）通過，函頒下達。

（二）本案除副知各工地、營造業、建築相關公會外，亦

請確實將資訊提供予各工程包商，俾確保營建工作

場所安全。

參、臨時動議

水利局蔡局長報告：

本府旱災應變中心會議召開頻率暨本市用水、節水情形

說明。

環保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本局轄管游泳池用水與現階段限水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上週四起高雄水情燈號轉為減量供水橙燈，本府同時成立

旱災應變中心，請水利局於本週內召開會議，未來會議之

召開頻率，以 2週 1次為原則。此外，為全力調度可用水

資源，降低對產業和民生用水的衝擊，請依下列指示辦

理：

（一）依中央氣象局預估，水情暫無緩解趨勢，請水利局

於本週內彙整各項節水措施，並訂定節約用水目標

與獎勵方案，俾鼓勵市民朋友共體時艱，持續落實

節約用水。

（二）針對游泳池、洗車場等場域之節水措施，請水利局

本於權責研議辦理，必要時應停止對外開放。此

外，目前本市已開放工業戶或用水大戶鑿設抗旱水

井，針對灌溉區開放鑿設抗旱水井事宜，亦請留意

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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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歡迎農業局張局長清榮及海洋局張局長漢雄加入本

府團隊，渠等皆具備專業能力及背景，瞭解地方需

求，期許兩位首長能秉持「身在公門好修行」精神，

儘速融入市府團隊，共同攜手努力打拼，不負人民所

託。

二、4月 12、13日是市議會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針對

各界高度關注之重大議題，及上個會期本府允諾事

項、重大施政議題與議員關切事項，請各位首長詳加

瞭解並做好充分準備，以利議員詢答時可妥善答復。

三、時序已進入腸病毒流行季節，請衛生局、教育局及

社會局針對學校、課後照顧機構、托育機構等場域，

加強腸病毒防治及勤洗手宣導，並籲請家長落實居家

清潔消毒措施，以維護學童及幼兒健康。另鑒於本市

已出現首例境外移入登革熱個案，請衛生局及防疫團

隊除持續進行社區孳生源清除外，也務必落實各項防

治工作，防堵疫情擴散風險。

四、為展現行政效率，爾後市政會議紀錄請行政暨國際

處掌握時效，務必於下次會議前完成陳核，俾利確認

會議紀錄。

散　會：上午10時 2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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