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430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8年 07月 09日（星期二）上午10時

地　點：鳳山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出　席：葉匡時 李四川 洪東煒 楊明州 陳鴻益 王世芳

張裕榮 王智立（蔡淑貞代） 曹桓榮 李樑堅

吳榕峯 伏和中 趙紹廉 吳芳銘 潘恒旭 林裕益

吳明昌 李戎威 葉玉如 王秋冬 李永癸 黃江祥

林立人 袁中新 范揚材 林思伶 鄭永祥 吳秋麗

黃 進 雄  王 淺 秋  阮 清 陽  程 紹 同  李 銘 義

（陳克文代） 吳慧琴 黃永卿 張素惠 陳明忠

林合勝 劉嘉茹 潘春義 黃燭吉 王啟川 鄭淑紅

鄭介松 林金福 黃榮慶 林志東 吳宗明

列　席：范正益 張秀靖（葉三銘代） 王士誠 郭寶升

王中君 蔡欣宏

主　席：韓市長 國瑜（10時 38分前由葉副市長代理主持）

紀錄：李姱嬋

壹、頒獎暨獻獎活動

一、教育局：

本市主辦教育部 108年度全國反毒博覽會活動，感謝

寶麗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鈺潔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國際獅子會 300-D2 區、文

山高中家長會、心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毒防基金會

及維格餅家等8家單位贊助本活動，特致贈感謝狀。

二、民政局：

（一）本府榮獲內政部評定為執行 107年人口政策宣

導措施績效優良地方政府。

（二）本市三民區第一戶政事務所及鳳山區第二戶政事

務所榮獲內政部評定108年績優戶政機關楷模。

特將以上榮譽獻予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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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行政暨國際處王處長智立公假出國，由蔡副處長淑貞

代理；研考會李主任委員銘義公出，由陳主任秘書克

文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衛生局林局長報告：

登革熱防治工作報告。

洪副市長補充意見：

（一）感謝衛生局、教育局、民政局、環保局等相

關單位這段期間全力防疫，7月 7日至 8 日本

市皆未增加病例數，本人今（9）日上午亦至

新莊國小出席「本府登革熱聯合大掃蕩」活動

瞭解防治情形。目前三民區本和里本土登革熱

群聚疫情預計於 8月 5日解除，而左營區菜公

里確診病例共計 2例，疫情預計於 8月 2日解

除，針對左營區菜公里及鄰近之新光里、福山

里、新中里等範圍，請衛生局與防疫團隊加強

防治。

（二）防疫工作應從整體進行管理，除外部防疫工

作，內部之文稿審核、後續防疫規劃等幕僚作

業，亦應精準正確，請衛生局多加留意。

財政局李局長補充意見：

（一）本市今（108）年本土病例之病毒型別多為第

4型登革熱，不同於過去曾流行過之第 2、3

型。何以本市流行之登革熱病毒型別會轉變？

建請可與我國相關病媒蚊研究中心合作進行研

2



究，以利掌握病媒蚊特性（例如孑孓與成蚊有

不同的防治方法），有助於未來防疫可採取更

好的因應作為。

（二）鑒於台南已發生群聚感染，請教目前本市與台

南之區域聯防情形為何？

（三）目前防疫經費來源計有衛福部先予核撥之第一

期預算 2,660萬元（補助總經費為 5,318萬餘

元）、本府動支之第二預備金及衛生局之預

算。請教衛生局上開經費是否足以因應防疫工

作執行至今（108）年底？

（四）洪副市長等府級長官持續積極督導防疫工作，

建請防疫團隊多加檢視防疫有無盲點，或須加

強因應之處。

衛生局林局長回應：

謝謝洪副市長對防疫工作之指導。有關財政局李局長

所提問題，分述如后：

（一）登革熱共分為 1、2、3、4型等 4種血清型

別，過去高雄 10餘年來主要分別出現過第

1、2、3型等不同規模之疫情，第 4型則較為

散發性。今（108）年本市之群聚疫情，經疾

管署發布係 2019 年第 4型登革熱印尼株，由

此可知印尼與本市疫情存在緊密關係。目前全

台境外移入病例已近 200例，與去（107）年

同期相較，有明顯升高的趨勢，顯示防疫外在

條件更加嚴峻，因此持續進行「巡、倒、清、

刷」之孳生源清除，是重點核心工作，唯有降

低病媒蚊密度，方能阻絕傳播風險、控制疫

情。

（二）目前本局疾管處已與台南市防疫窗口討論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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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機制，俾進行防疫經驗交流與疫情訊息分

享等（如路竹區本土病例之疫調活動史，本局

已將訊息即時通報台南市政府衛生局），俟聯

防機制定案後將正式發布。另針對本市較鄰近

台南之行政區，如茄萣、湖內、路竹、岡山、

阿蓮等，建請相關單位做好孳生源清除等環境

管理工作，而台南鄰近高雄之行政區（如仁德

等），亦可採取相同作法，以降低疫情傳播風

險。

（三）有關「108年度重要蚊媒傳染病全方位防治保

全工作計畫」計畫經費 5,318萬餘元，衛福部

先予核撥之 2,660萬元，已分配予本局、環保

局、民政局及教育局，建請上開 3個局處協助

提供預算執行情形，俾本局定期檢視執行率，

以適時向衛福部申請後續經費。另市府第二預

備金預算亦已完成分配，包含本局與環保局作

為防疫用途及工務局拆除大型髒亂建物所需經

費。前述各項防疫經費建請各權管局處妥善運

用，至是否足以執行至年底，尚需視疫情程度

而定，倘 7、8、9月可穩定控制疫情，應足夠

支應，本局將朝此方向持續努力。

環保局袁局長補充報告：

（一）本局向環保署爭取「108年高雄市登革熱消毒

防疫補助需求計畫」，及準備防疫物資（乳膏

塊）、招募臨時人力支援防疫工作辦理情形報

告。

（二）有關瞭解國軍化學兵防疫之盥洗需求情形及協

助準備盥洗備品（毛巾）事宜報告。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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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洽悉。

（二）謝謝衛生局報告。感謝洪副市長、秘書長這段

期間協助督導防疫工作，及各局處投入防疫之

辛勞。三民區本土登革熱群聚感染疫情嚴峻，

路竹及左營區也發生確診個案，而近日雨後又

放晴的天氣型態，極易孳生病媒蚊，請防疫團

隊上緊發條，持續執行各項緊急防治作業，遏

止病毒擴散蔓延。

（三）因應台南市出現本土登革熱疫情，請防疫團隊

與鄰近縣市做好連繫協調，加強整體區域聯

防，提升防疫成效。

四、教育局吳局長報告：

本市雙語教育推動情形報告。

洪副市長補充意見：

教育局所提雙語教育「四箭齊發、五力全開」之政策

理念，方向正確，謹提供幾點意見，請教育局參酌：

（一）考量雙語教育在國小、國中、高中等不同階段

各有不同性質及政策目標，例如中小學適用情

境教育、情境學習，可能較偏重於聽、說、寫

的能力；因此每一階段政策目標不同，我們如

何循序漸進，提升學生競爭力，請教育局進一

步思考雙語教育的整體目標，俾有效提升雙語

教育成效。

（二）基於外籍師資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為營造良

好師生互動，給予學生更完善的教育環境，請

教育局妥為研擬外籍教師之管理制度。

（三）由報告得知，教育局針對雙語實驗課程學校之

教材選用是採取開放態度，讓校方從多家業者

中自行評估選擇。惟教材、教案之編排，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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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權益及成效，有關教材選用事宜，請

教育局研議成立小組協助校方，或提供選用教

材之方向予校方參考。

（四）日前市長與本市 18 所大專院校校長進行座

談，當時有部分校長表示可提供相關資源與教

育局合作。為挹注本市雙語教育更多能量，請

教育局進一步思考如何整合國內外大專院校之

資源並善加運用。

主席裁示：

（一）洽悉。

（二）謝謝教育局報告。雙語教育是本市重要教育政

策，教育局已規劃「四箭齊發、五力全開」雙

語教育計畫，請依期程積極辦理，逐步落實雙

語教育環境；同時請加強平衡城鄉差距，讓每

位學童都享有同樣的教育機會。

（三）推動全市雙語化是本府的目標，請新聞局持續

運用有線電視及廣播電臺，製播英文教學節

目，同時請各局處多加開設同仁英語學習課

程，鼓勵同仁提升英語能力，共同打造高雄成

為雙語城市。

（四）有關洪副市長所提意見，請教育局納入施政參

考。

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農業局：本市茄萣區保萣段 92-1地號市有非公用

土地，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請

審議。

洪副市長補充意見：

本案當初係為辦理道路拓寬而與地主協議價購，復因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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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而未依原計畫作道路使用，故原地主繼承人今提出買

回要求。由此可知，倘測量作業不夠精準，將對市民權益

（如納稅、土地所有權等）造成影響。爰請地政局以本案

作為借鏡，督導同仁辦理測量作業時應更加慎重，並請持

續加強測量人員之專業及在職訓練。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另請地政局依洪副市長指

示加以改善。

第２案—文化局：停止適用「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

基金管理會設置要點」，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３案—文化局：有關本府文化局訂定公告「高雄市文化

藝術事務財團法人設立捐助財產之最低

總額(草案)」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４案—文化局：有關本府文化局訂定公告「高雄市文化

藝術事務財團法人適用財團法人法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一定金額(草

案)」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５案—交通局：高雄市市區公車營運虧損補貼審議及執

行管理作業規定修正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６案—人事處：有關修正「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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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規定乙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７案—政風處：謹陳「高雄市政府廉潔楷模遴選表揚作

業要點」第四點、第五點修正草案，敬

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８案—水利局：有關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同意本府

增籌「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

計畫五甲尾滯(蓄)洪池工程」用地取得

所需經費計 1,328萬 5,715 元(中央補助

837萬元、本府自籌 491萬 5,715 元)，

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乙案，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９案—水利局：有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核定補助

本府辦理「美濃區獅山里中華路 53號道

路側溝改善等 4案」及「旗山區三協里

花旗路側溝改善工程等二案」計畫經費

400萬元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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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案—交通局：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108年度公路公共運

輸多元推升計畫補助本府「建構一般型

候車亭 40 座、集中式站牌 50 座」、

「六龜高中大型候車設施」及「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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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車環境改善工程推動計畫」案，補助

經費 1,316萬 2,060元及本府配合款 548

萬 7,940元，總計 1,865 萬元整，擬請

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 11案—原民會：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108 年

度原住民族地方通行語及傳統名稱標示

補助計畫」補助款核定新臺幣 80萬元

整，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理乙案，請審

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12案—小港區公所：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

大林煉油廠同意補助本所「辦理採

購個人電腦更新案」經費 99 萬

8,200元，因無法列入 108 年度預

算，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謹擬具

市政會議提案乙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 13案—三民區公所：為辦理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本所 108

年度「發光二極體先進照明推廣補

助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249 萬

9,000元整，擬採墊付款提請市政

會議審議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肆、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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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黃局長報告：

有關週日（7日）1名國中畢業生於蚵仔寮漁港溺水失蹤

搜救情形暨當日岸際救援站設置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本案請消防局持續進行後續搜索。另為避免類此憾事一

再重演，針對年輕學子喜愛前往戲水之地點（特別是高

風險之熱點），請各水域主管機關加強巡邏，同時請教

育局等機關務必加強危險水域及防溺安全宣導，以維護

民眾生命安全。

伍、主席指示事項

一、上週三（3日）國內發生鐵路警察執勤時遇刺殉職的

憾事，令人痛心不捨，亦對警察同仁及民眾造成巨大

的心理衝擊。沒有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為防止類似

襲警事件發生，請警察局李局長提醒所屬同仁，執行

任何公務時，務必注意自身安全，亦請轉達市民朋友

對警察同仁之關心。

二、近日適逢大潮，導致旗津地區因海水倒灌而產生路

面積水情形，請水利局加強檢測排水閘門等設施，務

必確保正常運作。海水倒灌係地形、潮汐等自然因素

造成，進行結構性改善有其難度，仍請水利局積極研

議因應對策，俾改善當地環境品質，以利觀光發展及

維護居民安全。

三、清淤是本市治水當務之急，本府今（108）年度已動

支預備金辦理排水清疏工程，請水利局持續加強箱

涵、下水道等設施之清淤、修補作業，並針對易積淹

水地點，落實改善對策，以有效降低淹水風險，保障

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散　會：上午10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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