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第493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9年 09月 29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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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達生 楊明州 王啓川 郭添貴

張家興 項賓和 閻青智（陳淑芳代） 陳勇勝

謝文斌 廖泰翔（高鎮遠代） 黃登福（薛博元代）

王正一 周玲妏 楊欽富 蘇志勳 蔡長展 謝琍琍

李煥熏 劉柏良（陳書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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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勇 張素惠 陳明忠 林合勝（李鐵橋代）

劉嘉茹 鄭淑紅 黃志明 楊素鳳 林志東 吳宗明

列　席：林旻伶 王永隆 王士誠 郭寶升（王瀚毅代）

王中君 蔡欣宏

主　席：陳市長 其邁                    紀錄：李姱嬋

壹、主席致詞

一、為力挺農民，本府經參酌鄰近主要農業縣市補助農

民投保農作物保險之作法，自 10月 1日起，在中央

政府推動的農作物保險最高補助 50％、每公頃 3萬

元的基礎上，加碼再補助 20％，俾加強照顧農民並

保障農民基本權益。目前適用範圍之 8 種農作物保

險，包括水稻、芒果、香蕉、番石榴、荔枝、棗、木

瓜、梨；相關費用預估約 1,000萬元，由本府負擔，

讓農民面對天災造成農損時，除有中央農業救助外，

亦能運用保險大數法則的精神，減輕渠等損失。

二、為加強本市 A1交通事故防制，本府已成立「易肇事

防制推動小組」，並以全年 A1死亡人數、整體死傷

人數較 108 年下降 3%為目標，請交通局、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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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及教育局等相關局處，透過工程、執法、教育

等面向，積極研議改善計畫並持續努力推動，保障市

民朋友行車用路安全。

三、配合中央口罩雙鋼印標示政策，本府已完成全市販

售醫用口罩商家之查核工作，請相關機關持續加強查

察。另自上週四（9月 24 日）起，本府已公告進入

本市醫療機構、住宿式長照機構、大眾運輸車廂（如

捷運等）及場站等密閉場所或人潮擁擠之高風險場

域，須全程配戴口罩，請衛生局等防疫團隊加強宣導

民眾配合上開規定。再次重申，防疫為市府團隊一體

的工作，本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一級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由本人擔任指揮官，衛生局黃局長承

指揮中心下達之指示及決策，協助統籌各機關進行防

疫工作，請各機關互相合作，展現本府團隊精神，共

同落實防疫事宜。

四、「國際會議協會(ICCA)2020年會」將於 11月 1日至

11 月 3日在本市舉辦，為高雄今年重要盛事，本次

年會將採線上與現場等多元方式進行，對於本市會展

產業發展及城市交流將帶來莫大助益，請相關局處全

力準備權管工作事項，俾讓年會圓滿成功。

五、「2020 高雄左營萬年季」即將在本週四（10 月 1

日）登場，活動特別規劃蓮潭水陸展演、攻炮城、迓

火獅等表演，歡迎市民朋友踴躍參與。請民政局及左

營區公所會同相關局處加強各項籌備事宜。另鄰近萬

年季場地之翠華路為本市交通幹道，受連假與活動因

素影響，屆時勢必帶來龐大人潮及車流量，為避免造

成交通壅塞，請警察局加強周邊交通動線之疏導與維

安工作，讓活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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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議會第 3屆第4次定期大會即將於下週一（10月 5

日）開議，請各位首長針對權管業務、議員關切議題

做好準備，並應以謙虛態度向議員說明政策及答復議

員質詢，俾達到最好的溝通成效。亦請各位首長加強

瞭解 110年度預算編列情形，適時與議會溝通協調，

以利預算審議通過，全力推動市政改革。

貳、獻獎暨頒獎活動

一、教育局：

本市參加「中華民國第 60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獲獎成果豐碩，更榮獲縣市團體獎第三名，特邀承辦

學校福誠高中蘇校長清山、學校團體獎國中組第一名

明華國中鄭校長志昇、大會個別獎第一名代表港和國

小黃校長啟峯、高師大附中李校長金鴦與教育局謝局

長文斌，將此榮譽獻予市府。

二、農業局：

表揚南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

公會及社團法人高雄港都上市櫃企業家協會踴躍響應

本府「企業團購香蕉」活動，嘉惠農民，特於市政會

議頒發感謝狀。

三、地政局：

本市仁武地政事務所榮獲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第 18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謹將此獎獻予市

府。

四、政風處：

表揚本府「109年廉潔楷模」，計有工務局徐嘉仁、

顏晨育；海洋局羅舜仁；財政局楊美雪；環保局王劭

鳴；捷運局陳宇新；消防局張雍峻、謝新豐；衛生局

3



方筱婷；觀光局王耀進；警察局丁順清；社會局陳柏

丞；交通局鄭雅楓、林芫名及左營區公所黃裕仁等

15員獲獎。

參、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經發局廖局長泰翔、海洋局黃代

理局長登福及警察局劉局長柏良公假，分別由陳副局

長淑芳、高副局長鎮遠、薛主任秘書博元及陳副局長

書田代理；政風處林處長合勝請假，由李副處長鐵橋

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財政局陳局長報告：

109年上半度各機關行政罰鍰收繳及清理情形報告。

農業局王代理局長補充報告：

以前年度行政罰鍰案件執行率未達基準原因說明及辦

理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財政局報告。109年上半年度各機關以前

年度行政罰鍰案件執行率未達基準者為農業

局，請農業局積極催繳，以提升執行率。

（三）已逾 5 年案件之金額較去年同期減少 0.23億

元，惟仍有 23萬餘件、2.34億元，請各機關

賡續積極清理，若符合註銷者亦應積極清理，

以提高執行成效。另應收歲入款註銷後，每年

仍應定期清理債權憑證，俟執行期間屆滿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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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債權憑證註銷。

四、研考會蔡主任委員報告：

2020年幸福城市大調查分析報告。

史副市長補充意見：

「2020幸福城市大調查」媒體評比，調查架構為客

觀指標占 80％、主觀指標占 20％，其中客觀指標係

依去年各級政府公開統計資料之部分項目進行排名，

意即明年評比之客觀指標數據，將於今年 12月 31日

後確定，亦表示本執政團隊僅餘 3個月時間可提升客

觀指標，可謂是一項十分艱鉅的考驗。請各機關首長

把握年底前這段時間，檢視與權管業務相關且可有效

精進之客觀指標，並瞭解其他五都執行情形，進一步

積極改善，亦請研考會適時協助，俾讓明年評比結果

有所進步。另縣市長施政滿意度為主觀指標之一，則

呈現出市民對特定議題（如關心下一代教育、提供豐

富文化活動、推廣城市特色、關懷弱勢族群等）之感

受程度，各機關與市民溝通之方式及施政表現皆會影

響該指標評比結果，爰請各機關一同努力，讓市民有

感。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研考會報告。各項媒體評比是市府檢視施

政的重要參考，如報告所提之「幸福城市大調

查」，該媒體每年以客觀指標 80％、主觀指

標 20％為調查架構，對各縣市政府進行評

比，其中客觀指標主要採年度統計數據，短時

間內難以大幅影響其評比結果。為精進本府施

政品質，將各機關之施政成果反映在未來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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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上，應分別就主觀及客觀指標擬定因應作

為：

1.在主觀指標部分，因係採電話民調，民眾對

政府施政感受十分重要，各機關在認真執行

公務之餘，應加大市政宣傳力道。本人亦於

日前之首長共識營提醒各位同仁，網路、媒

體、新聞為傳遞訊息予社會大眾最重要的管

道，尤以網路宣傳最為快速有效，請各機關

善用臉書粉絲專頁等更靈活方式進行行銷，

讓外界清楚瞭解本府各項施政成果。

2.在客觀指標部分，以往表現良好之指標，請

持續保持；至排名落後幅度較大之指標，請

各機關首長依史副市長意見，先行檢視與權

管業務相關且可有效精進之指標，同時掌握

其他五都執行情形，據以研擬對應之改善策

略及措施，倘無法於短期內有顯著成果之指

標，亦請一併研議配套措施（如提升幼兒教

保、托育服務品質，以促進生育率等），另

請 3位副市長協助督導各該業管局處，本案

請研考會協助彙整上開檢討作為，於 2週內

再提市政會議報告。

肆、討論事項

第１案－民政局：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辦理「2020 高雄左營

萬年季」補助款新臺幣 50萬元，因未及

列入本(109)年度預算，擬請准予先行墊

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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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案－水利局：有關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109年度污水

下水道建設計畫－鳳山鳥松系統、大樹

系統、旗美系統及岡山橋頭污水系統」

經費增加新臺幣 2,602 萬 1,344 元(中央

補助款增加 2,394 萬元，本府相對增加

配合款 208 萬 1,344 元)一案，擬採「墊

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３案－水利局：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本府辦理本

年度(109年)「高雄市愛河支流寶珠溝排

水氨氮削減規劃設計及監造計畫」，計

新臺幣 995 萬 5,000 元(中央補助 696萬

7,000 元，市府自籌 298 萬 8,000 元)一

案，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伍、臨時動議

民政局陳副局長報告：

「2020高雄左營萬年季」將於 10月 1日（星期四）至 10

月 4 日（星期日）中秋連假期間，假左營蓮池潭熱鬧登

場。適逢今年為左營萬年季邁入第20週年，本局別出心

裁，首創結合陸海空元素，於清水宮前舉辦「光耀蓮潭

水陸展演」，包含飛行船、燈光秀、陸上舞台及蓮池潭

水上舞台等，交織出氛圍唯美又氣勢浩大的震撼力，為

今年萬年季的特色亮點，敬邀各位首長蒞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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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為提升行銷效益，請民政局於活動前安排燈光秀預演，

並於各項管道多加宣傳，吸引民眾前往觀賞。另爾後各

機關設計活動時應鎖定族群，並多元融入傳統及創新等

不同元素，讓更多年輕人、民眾攜家帶眷一同參加。例

如明年萬年季，民政局可邀請藝文團體以迓火獅等民俗

意象進行劇場表演、舉辦遊行等，規劃更加豐富有趣的

活動內容，呈現萬年季嶄新的面貌，俾吸引更多人潮，

本案請史副市長協助督導。

散　會：上午9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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