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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第 11 次市政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0 年 03 月 08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地 點：四維行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出 席：劉世芳 李永得 陳啟昱 郝建生 許釗涓 楊明州  

黃昭輝 邱志偉 雷仲達 蔡清華 林英斌 孫志鵬  

柯尚余 陳盛山 盧維屏 吳宏謀 李賢義 蘇麗瓊  

鍾孔炤 蔡俊章 陳虹龍 何啟功(蘇娟娟代) 李穆生

(陳居豐代) 陳存永 史 哲 王國材 許銘春 趙文男 

謝福來 賴瑞隆 許立明(謝惠卿代) 范織欽 許傳盛 

張素惠 葉瑞與 張英源 吳英明 朱文明 潘春義  

盧正義 范巽綠 黃憲東 黃炎森 黃燭吉 張簡文科 

鄭淑紅 蘇志勳 吳明昌 陳冠福 黃順益（林水雹代） 

列 席：王永隆 張秀靖 錢學敏 郭榮哲 林敬堯 侯燕嬌  

沈梅香 王炳鑫(吳永泉代) 

主 席：陳市長 菊                       記錄：王中君 

壹、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議事錄。 

決議：同意備查。 

二、上次市政會議主席指示事項各機關辦理情形報告。 

（一）民政局邱局長報告： 

林園區公所今年是否續辦端午龍舟錦標賽可行

性評估報告。 

主席裁示： 

歷年林園區均舉辦端午龍舟錦標賽，合併後不宜

輕易停辦，請民政局審慎評估，並與教育局共同

研議將部分龍舟錦標賽程改在林園舉辦，亦請交

通局協助提供接駁車輛，俾利民眾前往欣賞。本

案請許副秘書長協助督導，並請環保局、水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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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民政局、海洋局、林園區公所加強活動場域

周遭環境的清潔維護。 

（二）楊副秘書長、觀光局陳局長、都發局盧局長及水

利局李局長報告： 

美濃中正湖之整治及開發案研議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本府各項重要施政建設，請各權管機關務必提升

行政效能，加速辦理，俾讓民眾早日享受施政成

果。有關美濃中正湖開發案，請楊副秘書長召集

觀光局、都發局、工務局、水利局、地政局等相

關機關共同研議，妥為整治規劃，並請水利局積

極持續爭取相關中央經費補助。 

（三）經發局林代理局長報告： 

地方產業發展基金補助計畫辦理情形報告。 

劉副市長補充意見： 

建請經發局結合大專院校、社區發展協會共同協

助區公所研提相關計畫，俾利更多元、成熟。 

主席裁示： 

本市擁有多元的地方特色產業，也是本府推廣觀

光、加值產業價值的最佳利器，請經發局參考其

他縣市成功案例（如雲林縣），並結合大專院校

相關科系，加強地方特色產業之包裝行銷，積極

拓展行銷通路，俾帶動地方特色產業繁榮發展。 

三、農業局柯代理局長報告： 

本局工作報告。 

劉副市長補充意見： 

（一）建請農業局研議創新的地方農特產品促銷宣傳方

式，以增加產品曝光率。例如即將盛產的玉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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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前研議與航空公司合作提供回程旅客訂購之

服務。 

（二）本報告未見 88 災後農業重建相關工作或計畫內

容，建請農業局補充。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請農業局依劉副市長意見辦理。 

（二）感謝農業局的報告。本市擁有豐富多元、品質優

良的農特產品，請農業局持續輔導，加強產品的

安全檢測及標章驗證，並積極結合下游多元產業

鏈（如生技、加工商品），推出更精緻、高價值

產品，以提升本市農特產品的附加價值，創造大

高雄的農業榮景。 

（三）有關農特產品活動推廣，請農業局、經發局、觀

光局、新聞局共同研議年度整合行銷計畫（含媒

體行銷），協助品牌建立，並增加國內、外通路

擴展及行銷活動推廣，讓產品行銷活動不侷限在

產地舉辦，以增加產品的曝光率，讓民眾不用到

產地也可輕鬆購買本市的優良農特產品。 

（四）有關本市農村再生計畫，請農業局積極輔導農村

社區參與「培根計畫」，提升社區培訓比例（目

前僅占全市25%，還有努力空間），並結合都發局

「社區環境綠美化風貌營造計畫」，俾利農村活

化再生，再造富麗農村。 

（五）「民生供應運籌園區」案延宕已久，請農業局針

對大高雄整體農業發展策略及市場區域配置，做

整體性的全盤規劃，設定具體期程，並積極掌握

進度，俾利本案早日辦理完成，以提供民眾優質

購物場域，並請研考會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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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政局邱局長報告： 

第 7屆立法委員高雄市第 4選舉區（含仁武區、鳥松區、

大寮區、林園區）缺額補選及本市小港區港口里里長重

行選舉之選舉結果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感謝民政局邱局長及所有選務同仁的辛勞。 

五、財政局雷局長報告： 

100年 2月份本府各機關提報申請中央補助款情形報告。 

民政局邱局長補充報告： 

因中央法規修正致本局殯葬設施經費（除回教公墓外）

無法再繼續向中央申請經費補助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2月份各機關提報申請中央補助款達21億9,583萬

餘元，較1月份增加許多，感謝各機關積極爭取，

為挹注本府財源，請持續爭取中央經費補助。並

請財政局協助蒐集中央對口部會經費預算，以利

各機關瞭解。 

（三）有關因中央法規修正致殯葬設施經費無法再向中

央申請經費補助乙節，請民政局邱局長聯繫其他

直轄市政府民政首長，並藉由拜訪不同黨團及本

市所選出之立法委員，共同向中央政府協調尋求

解決之道；另合併前原屬邊陲地區的部分墓地現

位於合併後的市中心，亦請民政局儘速提出舊墓

遷移相關計畫，並持續向中央爭取經費補助，俾

改善市容景觀，提供民眾優質的生活環境空間。 

貳、討論事項 

第１案—研考會：本府100年度施政計畫選項列管項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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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審議。 

決議：通過，請研考會確實列管，並請各機關掌握進度期程，

俾利各項計畫如期、如質辦理完畢。 

 

第２案—研考會：為修正「高雄市政府大陸小組設置要點」

乙案，敬請 審議。 

李副市長補充意見： 

建請研考會針對要點名稱（如：兩岸小組）及小組委員再進

行檢討修正。 

決議：請研考會依李副市長意見檢討修正，並提下次市政會

議審議。 

 

第３案—民政局：訂定「高雄市里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理辦

法」案，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理。 

 

第４案—教育局：訂定「高雄市學校財團法人變更改辦其他

教育文化或社會福利事業財團法人審查

作業要點（草案）」案，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實施。 

 

第５案—教育局：訂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處理私立幼稚園

違反幼稚教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案件裁

罰基準(草案)」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以府令刊登本府公報發布並下達。 

 

第６案—社會局：制定「高雄市公益彩券盈餘基金設置管理

及運用自治條例」，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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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蘇局長補充報告： 

本自治條例第六條「…置委員十五人至十九人…」建請同意

修正為「…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同條第二款「…

團體代表五人至六人」建請同意修正為「…團體代表五人至

七人」；另同條第三款「學者專家五人至七人」建請同意修

正為「學者專家五人至八人」，俾利少數族群代表參與。 

決議：修正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７案—社會局：訂定「高雄市政府處理違反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案件裁罰基準」 草案，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以府令刊登本府公報發布並下達。 

 

第８案—社會局：訂定「高雄市政府處理違反性騷擾防治法

案件裁罰基準」 草案，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以府令刊登本府公報發布並下達。 

 

第９案—環保局：高雄市政府辦理計程車改裝油氣雙燃料車

補助要點（草案）乙案，請 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刊登本府公報發布並下達。 

 

第10案—觀光局：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本府辦理

「2011高雄燈會藝術節」活動補助款100

萬元，擬請准予先行墊付執行案，請 審

議。 

李副市長補充意見： 

建請將「補助」（上級對下級）修正為「贊助」（不相隸屬）。 

決議：修正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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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案—原民會：中央補助本會辦理100年度「原住民保留

地山林守護計畫」（新提）、100年度「原

住民保留地山林守護計畫」（延續）暨99

年度「原住民保留地山林守護計畫」第2

期款共計新台幣1,991萬1,617元整，擬採

墊付款辦理乙案，提報本市議會審議，敬

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2案—永安區公所：請同意台電公司專案協助本所鹽保路

路面改善工程案600萬元墊付案，敬

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3案—永安區公所：請同意台電公司專案協助本所北溝排

水左右岸0k+452~0k+752護岸改善工

程案600萬元墊付案，敬請 審議。 

決議： 

（一）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二）上開2案請工務局、水利局提供專業協助，俾讓工程

如期、如質辦理完畢。 

 

叁、臨時動議 

一、法制局許局長報告： 

各機關處理國家賠償事件之協議原則報告。 

主席裁示： 

爾後各機關處理國家賠償事件時，請務必遵照本報告原

則辦理，並簽會法制局提供專業意見，以兼顧公共利益



 8

及人民權益間的衡平。另請法制局協助加強各局處同仁

法制教育訓練，適時提供協助，俾利國賠事件妥善公平

處理。 

二、人事處葉處長報告： 

本府榮獲行政院第 9屆促進女性參與決策「特別獎」報

告。 

主席裁示： 

本府已連續 9年榮獲行政院促進女性參與決策「特別獎」

（全國唯一），顯示本府推動女性參與決策、促進機關

兩性平權的創新及努力獲得中央高度肯定與認同，感謝

各局處首長對女性同仁參與決策的重視與配合。本府尚

有許多工作能力表現優異的女性同仁，未來請各機關持

續加強拔擢，俾讓女性同仁在職場上發揮專業潛力，並

持續維持此項殊榮。 

三、觀光局陳局長報告： 

謹訂於 3月 12 至 21 日假內門南海紫竹寺舉辦「2011 高

雄內門宋江陣」，誠摯邀請各位首長蒞臨指導。 

新聞局賴局長補充報告： 

內門宋江陣活動媒體行銷辦理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內門宋江陣活動為本市重要的民俗節慶活動之一，多年

來在民間已建立很好的聲譽，請觀光局、新聞局加強行

銷宣傳，鼓勵更多民眾前往參觀，體驗該活動豐富的歷

史文化內涵；並請觀光局加強場地環境維護，搭建足夠

的遮陽帳篷，俾讓民眾好好享受美食饗宴，亦請經發局

多鼓勵民間企業訂購總鋪師精心製作的「福臨餐」及「家

旺餐」。 

四、社會局蘇局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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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昨假本府中庭舉辦之「女人風華‧幸福高雄」

婦女節系列活動記者會，感謝市長及各位首長蒞

臨，也感謝許副秘書長召集規劃及相關局處的協

助配合，各項活動歡迎各局處同仁共襄盛舉，踴

躍參與。 

（二）即日起至 3月 18 日每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時假

正修科技大學綜合大樓 11 樓藝術中心（例假日

休館）舉辦盧志松老師石雕特展。盧老師為身心

障礙者，多年來的石雕創作榮獲多項獎項殊榮，

歡迎各局處同仁撥冗前往參觀，感受每一件作品

背後對生命的讚美及詮釋。 

五、原民會范主任委員報告： 

（一）本會配合「女人風華‧幸福高雄」婦女節系列活

動—市長送給婦女的 10 樣禮物，謹訂於 3 月 12

日（星期六）上午 9時假中央公園噴水廣場舉辦

「女聲 100‧原音嘹亮歌唱比賽」，敬邀各位首長

蒞臨指導。 

（二）本會辦公地點已擇定鳥松區勞工局辦公大樓 4

樓，感謝市長、副市長的關心，亦感謝秘書長、

秘書處黃處長及勞工局鍾局長的協助規劃。 

（三）上週六、日假美術館由文化局舉辦之「很久沒有

敬我了你」草地音樂會，活動秩序良好，圓滿成

功。對於市長的支持與鼓勵，團長「民謠之父」

胡德夫老師特別表達感謝之意，感謝市府提供美

好的場地，讓原住民的音樂能發光發熱，也感謝

高雄市交響樂團優異演出及市民朋友的熱情參

與。 

六、空中大學吳校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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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提供下列建議供相關機關卓參： 

（一）為強化本府跨局處資源高感動力的整合、提升在

地管理和區政治理的績效、加值市府預算的運

用，並深化各局處積極對中央爭取預算之行動能

量，建請本府以各行政區(或產業)為單位，彙編

各局處在該區域內之年度工程、年度節慶活動、

中程計畫，並蒐集彙整中央單位、民間企業及其

它相關國營企業在該區域內的重大自辦工程和

投資案。每一工程及活動應註明承辦單位及人

員、預算金額及實行期程，並應於備註欄加強說

明每一工程及活動之延伸性計畫與中央補助政

策結合的介面及論述。該彙編將有助本府各局

處、區公所間之跨域對話、瞭解資訊與團隊合

作，以達強化介面整合及預算加值運用之效果。 

（二）在財政拮据的情況下，本府應以更具創意、創新

作法，為社區居民創造更有意義、更活潑乾淨的

奇妙相遇空間。例如可透過都市立法創新訂定

「奬勵（鼓勵）建商（投資案）提供社區公民互

動空間」之法案，期待藉由創新立法為本府各地

創造出各種不同的公民互動空間，並依其大小及

區位做為本府扶植各NGO、社區型公民社會組織

或不同局處依業務需要所需的社區服務中心。 

主席裁示： 

（一）有關奬勵建商提供社區公民互動空間乙節，請都

發局、法制局共同研議辦理；至各行政區重大工

程、活動及投資案彙編，請研考會參酌辦理。 

（二）市議會將於 4月 1日起召開第一屆第一次定期大

會，請研考會彙整本府相關局處（含工務局、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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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局）未來施政願景藍圖及整體規劃，俾向市議

會及外界說明瞭解。 

七、楊副秘書長報告： 

鑑於汛期即將來臨，下列事項請相關機關加強辦理： 

（一）請環保局、水利局加強本市各地之溝渠、箱涵及

溪流的清疏作業。 

（二）下週三水利局於甲仙舉辦之防汛演練，中央將派

員督考，請水利局加強事前整備作業，並請消防

局積極協助；至各區的防汛演練，亦請民政局督

導各區公所於汛期來臨前儘早辦理完畢；另縣市

合併後，本市幅員遼闊，沙包需求量勢必倍增，

請水利局儘速完成統計及準備。 

（三）原莫拉克災後所訂定之疏散撤離安置計畫部分內

容（如安置點）已變更，請消防局儘速檢視修正

並訂定相關標準作業程序。 

主席裁示： 

面對氣候極端變遷及不可預測性，本府務必做好各項防

範措施，請相關機關依楊副秘書長之意見加強辦理，並

請工務局會同新聞局呼籲民眾於汛期來臨前自行拆除

違規竹鷹架、看板或廣告物，倘進入汛期而未拆除者，

請工務局嚴格執行，強制拆除，以維護民眾安全。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最近外縣市分別發生學生校外宿舍及夜店失火，造成嚴

重傷亡事件，本市應引以為鑒，除與各大專院校、教育

局合作，加強學生校內外宿舍的消防安全教育與安全檢

查外，並應針對公共場所（包括夜店、旅館、日租屋及

補習班…等）的消防安全加強稽查，務必落實平日的安

檢及消防安全教育。請楊副秘書長召集本府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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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警察局、消防局、都發局、建管處、消保官等研商

檢討目前的機制，並加強聯合稽查作為，嚴格執行，以

確保民眾的生命安全，相關會議紀錄亦請提供本人、副

市長及秘書長瞭解。 

二、外界對於本府的批評及指正，倘屬事實應虛心接受，儘

速檢討改進，倘與事實相違，亦應嚴正辯護，妥適對外

說明。縣市合併後，教育局蔡局長及所有同仁均致力做

好教育資源平均分配，有關日前教師會對本府的批評，

感謝教育局於第一時間澄清說明，並請范顧問巽綠針對

現有教育措施提供專業的建議及指導，俾讓教育政策及

資源分配更臻完善。 

三、今天適逢婦女節，感謝社會局與市府相關機關共同整合

推出「女人風華‧幸福高雄」婦女節系列活動，內容相

當豐富，請社會局、新聞局協助加強宣導，讓民眾踴躍

參與，以感受本府對婦女權益的重視與關懷；而對婦女

朋友關心的議題，本府已提出一些政策，包括：減輕對

老人、幼兒的照顧負擔、市場購物環境的更新、友善醫

療環境的改善、各區婦女參與小組的落實推動、受虐及

弱勢婦女的照顧…等，也請社會局、衛生局、經發局、

民政局等各權管機關持續加強辦理。另婦女要兼顧事業

及家庭實屬不易，感謝市府女性首長對市政的用心與貢

獻，在此特別致贈六龜生產的冰火玫瑰花（象徵熱情）

給每一位女性首長，男性首長亦請將花朵贈送給一路默

默支持陪伴的「牽手」或母親，以表達誠摯的感謝。 

散 會：上午 11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