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521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0年 04月 14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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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假） 羅達生 楊明州 王啓川

（請假） 郭添貴（公假） 張家興 項賓和 閻青智

陳勇勝 謝文斌 廖泰翔 張漢雄（薛博元代）

張清榮（鄭清福代） 周玲妏 楊欽富 蘇志勳

蔡長展（梁錦淵代） 謝琍琍 周登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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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吉雄代） 林合勝 劉嘉茹 鄭淑紅 黃志明

楊素鳳 林志東 莊仲甫

列　席：林旻伶 盧怡如（葉三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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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活動

一、工務局、水利局：

表揚本市鐵路地下化園道工程有功人員，計有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蔣工程員博文、芶工程員邦賢、蔡工程員

旻諺；工務局養護工程處黃幫工程司伊伶、呂股長閔

榮、薛約聘人員仲賢；工務局工程企劃處林幫工程司

宥丞；水利局廖股長杰睿、簡副工程司嘉君及孔工程

員德懷。

二、原民會：

「110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本市運動員榮獲 5金 5

銀 13 銅，共計 23 面獎牌之佳績，特邀請運動員代

表、教練及相關人員於市政會議公開表揚，分別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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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男子組槌球三人賽隊員黃博隆；青少年女子組跆拳

道對打 52 公斤級隊員武少亭、教練陳守強；公開女

子組角力自由式第一級隊員陳渝潔、公開男子組角力

自由式第四級隊員柯維杰、教練李宗杰；青少年女子

組田徑標槍隊員柯靖、教練黃麗芬、校長王東進；青

少年男子組柔道第六級隊員謝韋豪、教練廖典英；青

少年女子組柔道第一級隊員顏琦恩、教練李儒芬；青

少年女子組柔道第七級隊員江芷媃、主任曹方祈；少

年組棒球團體賽隊員江陳建偉、教練林生金、校長沈

佑霖；青少年男子組傳統摔角團體賽隊員魏培昕、朱

嘉偉、教練李希文；公開男子組慢速壘球團體賽領隊

彭永湘、隊長林金玉。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海洋局張局長漢雄、農業局張局長清榮及水利局蔡局

長長展公假至議會，分別由薛主任秘書博元、鄭副局

長清福及梁副局長錦淵代理；人事處陳處長明忠請假

，由彭副處長吉雄代理。

二、確認第519、520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財政局曾副局長純倩報告：

市府推動促參及開發案專案報告。

財政局陳局長及曾副局長純倩補充報告：

推動促參改革方案辦理情形、擴大促參權利金及獎勵

金分配原則、110年迄今招商成果、預期今年招商績

效暨民間投資金額說明，特此感謝各局處之協助。

勞工局周局長及觀光局周局長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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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教育生活中心澄清會館使用現況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財政局報告。為積極辦理各項招商案件，

去年 10月本府促參推動小組轉型為促參推動

委員會，感謝林副市長擔任召集人，以及財政

局同仁擔任本府促參窗口，協助各機關推動促

參案件之辛勞。

（三）為吸引潛在廠商至本市投資，積極爭取民間投

資挹注本市公共服務及公共建設，請依下列指

示辦理：

1.請財政局分析各縣市政府推動促參案件的成

功案例，俾本府各機關借鏡學習。

2.請各機關（如衛生局、教育局等）鼓勵同仁

集思廣益發掘潛在案源。同時，為激勵同仁

提升招商成效，請財政局全面檢討招商獎勵

金發放額度，一併將敘獎等獎勵措施納入研

議，俾實質獎勵同仁辛勞，並請人事處配合

協助。

（四）今年促參簽約案件民間投資金額目標為新臺幣

100億元以上，距年底僅餘約 8個月，請各局

處積極招商，達成招商目標。同時，今年規劃

辦理之招商案件，其中勞工教育生活中心澄清

會館招商案，請勞工局一併考量澄清湖棒球場

周邊場域開發案件，再行研議後續辦理方向，

其餘案件請各機關掌握進度，超前部署，俾順

利招商，倘有窒礙難行之處，請積極於促參推

動委員會議中提出，以利相關局處及專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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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協助，儘速解決問題。

四、毒品防制局駱副局長邦吉報告：

本市推動毒品防制策進作為。

毒品防制局林局長補充報告：

強化輔導處遇（包含個管師搭配榮譽輔佐志工提供服

務、提供涉毒兒少輔導處遇服務與家庭支持服務）、

藥癮戒治婦幼醫療補助及打造本市智慧防毒網辦理情

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毒防局報告。毒品防制工作是城市治安很

重要的部分，也是社會安全網保護支撐的重要

環節，陳前市長菊以前瞻思維，率全國之先成

立毒防局，作為本市政策規劃、統籌毒品防制

工作平台的一級主管機關，成功爭取中央經費

規劃高雄智慧毒防網，並開辦多項首創的毒防

精進作為，對林局長及毒防局全體同仁全力投

入、積極任事的精神，特予肯定及感謝，請毒

防局繼續努力作為全國各城市的模範，積極配

合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 2.0，做好前端預

防、後端輔導處遇工作。

（三）為建構更為綿密的毒品防制網絡，請各機關依

下列指示辦理：

1.在毒品防制教育方面，學校的角色至為關

鍵，教育局除應督導各級學校運用課程設

計，讓反毒教育向下扎根外，更應請老師掌

握學生狀況，藉由關懷之方式，提早發現異

常，以發揮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二級預防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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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2.請民政局協助毒防局於各行政區設置里辦公

處「毒品防制關懷站」，提供民眾更就近、

便利的服務，落實毒品防制工作深入社區

內，強化前端預防衛教，降低毒品新生人

口。

3.請警察局、衛生局、社會局、勞工局、教育

局協助配合毒防局推行榮譽輔佐志工服務，

採電訪、家訪等方式聯繫輔導，加強關懷陪

伴本市藥癮個案，以達減少失聯及降低再

犯。

4.為防範藥物濫用世代複製，對下一代孩童造

成危害，請毒防局、社會局、衛生局等機關

加強橫向聯繫，並與民間團體合作，設置兒

少服務據點，強化個案家庭風險評估與通報

機制。

（四）有關打造本市智慧防毒網一節，請毒防局規劃

建構以個案為中心，可動態追蹤個案處遇流程

之資料整合平台，俾強化通報機制，並在確保

個資安全無虞下，完善局處間資料介接，倘有

窒礙難行之處，可進一步向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請益，期建立城市級系統典範。

（五）本市毒品防制事務基金會結合公、私資源，毒

防局與基金會是相輔相成的夥伴關係，期許毒

防局與基金會合作，以利毒品防制工作達到更

大成效。

參、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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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案－環保局：有關「高雄市代清理廢棄物收費標準」

第四條、第六條及第四條附表修正草

案，敬請審議。

環保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各縣市代處理廢棄物收運情形、本市招商投資營運之資源

回收廠自收規劃及今年本市焚化廠垃圾處理總量減量規劃

說明。

決議：

（一）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二）為減少垃圾焚燒量，確保本市空氣品質，請環保局

以處理本市廢棄物為主要原則，重新研擬代處理外

縣市家戶、事業廢棄物之方式及外縣市事業廢棄物

收費價格，並研提逐步減少代處理外縣市廢棄物之

作法。

第２案－人事處：有關訂定「高雄市政府員工職場霸凌防

治與處理原則(草案)」一案，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３案－農業局：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辦

理 110 年度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

計畫，經費合計新臺幣 149 萬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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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案－勞工局：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局勞

工教育生活中心 110 年度「文化資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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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 D類－『世

界記憶國家名錄』文獻保存及再利用計

畫」，計畫名稱：「高雄臨港線鐵路產

業聚落下的勞動身影」高雄市勞動群

像，110 年經費新臺幣 93 萬 2,400 元

整，因預算未及編列補助款 18萬 6,480

元(含資本門 15萬 9,180元、經常門 2萬

7,300 元)及配合款 74萬 5,920 元(資本

門 63 萬 6,720 元、經常門 10 萬 9,200

元)，為利計畫執行，擬先行辦理墊付執

行一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肆、臨時動議

捷運局吳局長報告：

本市輕軌運量與去年同期相比提升情形說明。

新聞局董局長補充報告：

協助宣傳輕軌形象規劃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本市環狀輕軌環境差異分析報告（美術館路及大順路

段），已於上週三經環保署環評大會審查通過，在此感謝

各環評委員的提醒及建議，請捷運局加速辦理施工前置作

業，依環評委員建議事項積極辦理，減輕施工對地方的影

響，亦請超前部署，運用正面論述之方式，妥善與在地居

民溝通，朝 2023 年輕軌成圓目標邁進。另輕軌造型設計

優雅，為本市一大特色，請捷運局邀請代言人以拍攝影片

等方式，持續對外宣傳本市優質輕軌建設，本案請新聞局

協助。此外，世界球后戴資穎熱心協助各機關代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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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辛勞，為確保渠能以最佳狀態迎戰每場比賽，未來各

機關邀請代言人協助宣傳時，可研議邀請其他適合之代言

人選。

伍、主席指示事項

一、市議會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已於昨日結束，針對本

府允諾議員之建議事項，請各機關積極研議辦理，妥

善回復議員；另今日起陸續進行各部門業務報告與質

詢，有關議員關切之治安、工安事件等議題，請各位

首長做好萬全準備，以利向議員論述與答詢，並請警

察局持續加強槍枝查緝等治安防制工作，維護社會安

寧。

二、上週二市政會議已通過本府加強建築工地公共安全

實施方案，惟該實施方案非以裁罰為目的，而是希望

藉由落實稽查輔導、建立標準作業程序等作為，從源

頭預防工安事件，爰請各機關依下列指示辦理：

（一）請勞工局以辦理講習、輔導等方式，加強建築

工地公安標準作業程序宣導，以事前預防的角

度，建立業者及勞工對職場安全的正確觀念與

作法，強化業者應負之責任，並儘速落實各項

改善措施。

（二）林副市長、秘書長與王副秘書長已分別率工務

局、勞工局及衛生局團隊，稽查高風險建築工

地公安執行情形，請上開機關持續加強現場安

全稽查，嚴格要求民間業者強化自主檢查，期

藉由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避免傷亡再度發

生。

（三）請水利局等各工程主辦機關務必確保局限空間

8



作業安全，避免局限空間工安事件再次發生。

（四）加強公共工程安全，本府責無旁貸，請各機關

透過現行法令規範機制篩選紀錄不良廠商，確

保工程品質。

三、目前水情仍然嚴峻，請各機關預先規劃各項應變方

案，做好萬全準備，同時請新聞局、社會局、民政局

等各機關持續協助轉發節水圖卡，落實節水宣導，籲

請民眾與本府共同攜手抗旱，珍惜水資源。

四、為提升議事效率，爾後市政會議報告案應掌握重

點、以簡報內容 6頁、字體大小適中為原則，於 10

分鐘內完成，並請各機關報告同仁預為演練，俾展現

業務熟稔度，讓市政會議進行更為流暢。

散　會：上午10時 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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