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第 552 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史

哲 林 欽榮 羅 達生 （另 有公 務） 楊 明州

（另有公務） 王啓川 郭添貴 張家興 項賓和
閻青智 陳勇勝 謝文斌（陳佩汝代） 廖泰翔
張漢雄 張清榮 周玲妏 王屯電 楊欽富 蔡長展
謝琍琍 周登春 黃明昭 王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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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詩鍾 林合勝 劉嘉茹 鄭淑紅 黃志明
許永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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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秀美 邱瑞金 宋貴龍 吳淑惠 胡俊雄
林福成 劉文粹
列

席：宋能正（林岳承代） 林旻伶 盧怡如 王 士誠
郭寶升（王瀚毅代） 王中君 蔡欣宏（蔡瓊儒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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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謝局長文斌另有公務，由陳副局長佩汝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經發局高副局長鎮遠報告：
亞灣 5G AIoT 創新園區辦理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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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局廖局長補充報告：
亞灣 5G AIoT 創新園區整體計畫推動概況、未來推動
重點及近期重要產業活動說明，並感謝林副市長及
都發局推動特貿三都市更新招商案，提供 4 萬坪總樓
地板面積空間供廠商進駐。
工務局楊局長及經發局高副局長補充報告：
經濟部辦理高軟二期建物興闢期程及招商情形暨本府
工務局代辦高軟二期開發工程道路新闢辦理情形報
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經發局報告。這段期間，經發局推動高雄
券等各項振興活動，亦積極招商，吸引半導體
大廠進駐，備極辛勞，請各位同仁給予經發局
熱烈掌聲。
（三）考量亞灣區是高雄產業轉型成功之關鍵，目前
亞灣特貿三都市更新招商案地主台電公司及本
府，也將在合作開發中分回超過達 10 萬坪總
樓地板面積(台電 60.7%、市府 39.3%)空間，
以因應業者進駐需求，為持續深化 5G AIoT 產
業上下游供應鏈、吸引廠商至本市投資俾打造
產業聚落，請經發局依據市場脈動靈活調整招
商策略，於未來 1 年內努力招商，並依下列指
示辦理：
1.為透過以大帶小的模式建立完整產業鏈，請
經發局對於已進駐大廠之下游廠商積極招
攬，瞭解其未進駐高雄之原因，並協助解決
問題。亦請運用各項政策工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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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88」租金補貼方案設定期限，鼓勵廠
商進駐申請，以即時發揮群聚效益，必要時
本人亦可協助爭取。
2.請經發局運用舉辦展會、演講等時機，向在
地國營企業（如中油、台電、中鋼、臺灣港
務公司等）推薦介紹 5G 應用等創新技術，
俾上開企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推動產業數位
轉型，進而媒合商機，吸引更多潛在廠商進
駐，本案請林副市長、羅副市長及郭副秘書
長協助督導。
3.請經發局協助瞭解有關高軟二期建物招商興
闢所遭遇困難，適時給予協助俾利加速開
發。
（四）亞灣區建設成果應由全體市民共享，為滿足各
族群居住權益及當地就業人口之住宅需求，請
權管機關研議於園區周邊以設定地上權等方式
興建社會住宅，俾打造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
（五）現今為跨領域整合的時代，高雄的城市轉型與
治理亦應與時俱進，特此勉勵各位首長、區長
應跟上時代的腳步，主動學習各項新的事物，
並兼顧在地化與國際化，方能在各種挑戰中看
到機會（例如傳統產業結合 5G AIoT 可有效促
進產業轉型），進而積極尋找資源解決問題。
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消防局：訂定「高雄市政府維護公共安全督導會
報設置要點（草案）」一案，提請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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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通過，函頒下達。
（二）參與城中城大樓火警行政調查小組之專家學者均十
分專業，有關本會報委員之遴聘，可研議參考上開
專家學者名單。
第２案－行政暨國際處：謹提「高雄市政府臨時人員管理
考核要點」第八點及第七點附表
規定修正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３案－水利局：為停止適用「高雄市政府執行流域綜合
治理計畫專案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一
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４案－經發局：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110-111 年傳統市
集公共設施改善補助－凱旋青年觀光夜
市 」 計 畫 案 ， 經 費 為 新 臺 幣 2,942 萬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參、臨時動議
一、水利局蔡局長報告：
本市水資源調度及確保產業用水規劃情形說明。
主席裁示：
有關濁口溪分流取水以及甲仙攔河堰和南化水庫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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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管線用水事宜，請水利局洽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妥善溝通凝聚共識，並將結論作成紀錄，俾利未來
有所依循。此外，近日陸續有優質廠商投資高雄，
可預見未來產業用水需求大增，請水利局妥為盤點
本市水資源並持續精進水資源開發事宜，務必確保
枯旱期之產業用水無虞。
二、客委會楊主任委員報告：
謹訂於 11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日）上午 10 時，假
美濃客家文物館前廣場（美濃區民族路 49-3 號），
舉辦「2021 客庄 12 大節慶～客家婚禮」，敬邀各位
首長共襄盛舉。
三、財政局陳局長報告：
本執政團隊上任以來，府內促參推動小組轉型為促
參推動委員會，藉由引進外部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提供最接地氣的 專業諮詢 。今年促參招商成果豐
碩，民間投資金額由去（109）年 4 億 7,600 萬元大
幅提升至約 800 億元，特此感謝林副市長協助督導及
各局處全力配合推動促參業務。
主席裁示：
感謝財政局及各局處推動招商之辛勞，請繼續努力
爭取佳績，亦感謝林副市長之辛勞。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為維市容景觀及保護樹木，本府各機關學校修剪樹
木需將「高雄市景觀樹木修剪作業規範（2019 修訂
版）」及「植栽修剪及緊急搶修工作補充說明」納入
合約執行辦理。上開修剪規範請工務局（養工處）再
次行文予各機關學校依規定澈底落實，並請教育局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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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督導所屬學校辦理上開事宜。再次重申，喬木修剪
工作之承包商，倘有不當修剪情形，應依契約辦理裁
罰，如屬重大情節，亦可解除契約。
二、秋冬天候乾燥，容易產生火苗，請消防局及各機關
持續加強宣導用電、用火及使用瓦斯的安全，提高民
眾防火意識；另請環保局密切監測空氣品質，如發現
空氣品質不佳時，應第一時間執行各項應變作為，以
維護民眾健康。
散

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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