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第 494 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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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州 王啓川 郭添貴

張家興 項賓和 閻青智 陳勇勝 謝文斌 廖泰翔
黃登福 王正一 周玲妏 楊欽富 蘇志勳 蔡長展
謝琍琍 李煥熏 劉柏良（謝榮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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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介星代） 鄭淑紅
黃志明 李瓊慧 楊素鳳 林志東 吳宗明 陳景星
劉德旺 許烱華 楊孝治 李秀蓉 歐劍君 周益堂
鄭美華 薛茂竹 吳進興 李坤守 陳百山 邱瑞金
邱金寶 王耀弘 陳佑瑞 蔡翹鴻 汪小芬 黃伯雄
陳興發 鍾炳光 謝健成 黃中中 施維明 李元新
劉文粹 李幸娟 陳進德 王朝旺 林國慶 藍美珍
吳永揮 吳淑惠 林福成 顏賜山
列 席：陳海雲（李勝瑜代） 謝英雄（李冠萱代） 宋能正
（洪麗萍代） 林旻伶 王永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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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警察局劉局長柏良公假開會，由謝副局長榮隆代理；
政風處林處長合勝及空中大學劉校長嘉茹請假，分別
由李副處長鐵橋及秘書處許處長介星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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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備查。
三、交通事故防制作為專案報告：
（一）交通局張局長報告：
交通事故防制作為報告。
（二）警察局謝副局長報告：
本局交通事故防制報告。
林副市長補充意見：
交通安全為城市文明的指標，自從市長指示將 A1 事
故防制列為本府施政重要目標以來，非常感謝警察
局、交通局、工務局等局處配合推動各項作為（如
大幅提升見警率、定期發布本市前 20 大易肇事熱點
等）。為透過工程、執法及教育宣導等面向提升市
民朋友行車用路安全，請各機關持續努力，並依下
列指示辦理：
（一）依據世界各國的經驗，改善交通安全的 3E
（工程、執法、教育宣導）策略中，工程改善
效 果 占 10% 、 執 法 占 20% 、 教 育 宣 導 則 占
70%，可知加強教育宣導面向最能有效預防交
通事故。由報告可知，年輕族群與高齡族群較
易發生交通事故，為有效扎根本市交通教育，
請教育局協助邀集本市各高中職校長、老師，
本人期親自與渠等分享交流，並請警察局（交
通警察大隊）進一步向青少年宣導行車用路安
全之重要性，期研議將交通教育納入本市高中
職課程；亦請民政局協請里長向轄內年長者宣
導外出應儘量穿著顏色鮮明衣物等交通安全事
宜。
（二）發生交通事故對人民生命財產影響甚鉅，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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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連假期間，本市發生數起 A1 交通事故，
令人深感遺憾。考量機車為本市市民重要的交
通工具，且本市公共運輸市占率仍偏低，為提
升本市公共運輸市占率，減少私人運具用路風
險，請交通局、捷運局研提可行作法，鼓勵市
民多加使用捷運、YouBike 等公共運具，亦請
交通局妥為擬定具體計畫（如與共享機車業者
等民間力量共同推動合作方案）據以執行，以
增加市民朋友搭乘公共運輸之意願。
（三）「執法」為改善交通安全的重要途徑之一，請
警察局持續定期回報見警率予本人，並確保同
仁請領加班費或補休等應有之權益。
（四）善用科技亦為可有效改善交通安全之方式，請
交通局、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與相關業者
合作，由各局處提出問題需求，讓業者就其專
業技術，利用大數據分析等方式提出較佳的改
善方案，並研議共同向中央爭取科技專案等補
助資源。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陳大隊長文耀補充報告：
（一）中秋連假本市 A1 事故說明。
（二）本局提升見警率（增設上下班尖峰交通崗、離
峰交通巡邏箱）、科技執法暨加強交通安全宣
導辦理情形說明。
新聞局董局長補充意見：
有關報告所提針對 18 至 24 歲之年輕族群加強交通安
全宣傳一節，建議交通局等權管局處應深入校園，與
老師、學生等目標群眾對話，找出影響年輕族群思維
的關鍵因素，俾提升宣導成效。本局亦將透過有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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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等管道協助道安宣傳。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交通局及警察局報告。提升交通安全為城
市進步的指標之一，本府已宣示以全年 A1 死
亡人數、整體死傷人數較 108 年下降 3%為目
標，並透過工程、執法、教育宣導等面向澈底
改善交通安全。由報告可知，本市違反號誌、
超速行駛及轉彎或迴轉未依規定等行為指標偏
高，較易發生交通事故之族群則為機車族、18
至 24 歲的年輕族群及 65 歲以上年長者，為有
效改善類此情形，下列事項請林副市長持續協
助督導，並請各機關依指示辦理：
1.考量現今為網路發達的科技時代，有關報告
所提各項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事宜，除發布新
聞稿外，請各機關、區公所與時俱進，利用
手機、網路傳播圖卡等更貼近市民生活習慣
之管道進行宣導，請教育局、社會局、農業
局針對機車、農用車、年輕族群及高齡者等
族群加強宣導，亦請新聞局運用有線電視公
用頻道等方式協助宣傳。
2.請交通局、工務局等局處針對易肇事地點進
行工程、號誌等改善措施。
3.請警察局持續提升重要交通節點、易肇事地
點之見警率，並強化科技執法，以提醒民眾
遵守交通規則。特此提醒，倘發生涉及公共
危險或社會矚目之重大交通違規事件，請警
察局務必果斷處理，展現本府嚴格執法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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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決心。
（三）為有效解決市政議題，爾後各機關書面報告之
簡報內容，應以提出關鍵數據等精簡方式呈
現，並具體說明改善措施。此外，針對同一議
題提供數據分析時，請留意應彼此勾稽核對資
料統計區間，並掌握文字字體適宜觀看之原
則，俾利與會者閱讀。
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財政局：本市林園區林園段 959-10 至 959-16 地號
等 7 筆(6 案)市有非公用出租土地，擬完
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２案－農業局：有關 109 年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費補助
「因應國際重要動植物疫災（非洲豬
瘟）之防疫檢疫管制措施計畫－死廢畜
禽共同處理」，其中新臺幣 313 萬 3,000
元擬請准予以先行墊付款執行案，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第３案－交通局：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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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運後驛站大型候車設施」及「無障礙候
車環境改善工程推動計畫」案，補助經
費 1,559 萬 7,140 元及本府配合款 78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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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0 元，總計新臺幣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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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案－美濃區公所：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109 年高
雄市美濃區行政中心客家意象營造
工程」 2,350 萬元，另本府 配合款
448 萬元，共新臺幣 2,798 萬元，擬
採墊付款辦理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５案－內門區公所：有關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核定本
所「內門社區活動中心空間修繕設
施改善工程計畫」補助經費新臺幣
8 萬元整案，請准採墊付款方式辦
理，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辦預算轉正。
參、臨時動議
一、原民會洪主任委員報告：
謹訂於 10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晚間 8 時，
假捷運鳳山西站 1 號出口旁廣場，舉辦「『高雄豐潮
原青崛起』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活動」，今年主題族
群展演為高雄獨有之拉阿魯哇族（Hla'alua），並規
劃原住民農特產品暨文化產業展售、文化體驗、千人
圍舞等豐富活動，敬邀各位首長共襄盛舉。
主席裁示：
歡迎各位首長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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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發局廖局長報告：
謹訂於 10 月 8 日（星期四） 至 10 月 11 日（星期
日），假駁二藝術特區、高雄展覽館及漢神巨蛋戶外
廣場等地，舉辦「KOSMOS TRENDS」活動。本活動延
續去年體感科技大型展會盛況，今年再度聚集體感能
量並擴大辦理，串連捷運輕軌沿岸各場域，展示體感
科技創新應用產品開放體驗，並邀請美秀集團、滅火
器樂團等知名團體進行科技音樂表演，知名設計師廖
小子及台灣通勤第一品牌亦將參與駁二藝術特區 P2
倉庫之精彩對談活動，敬邀各位首長於國慶連假期間
共襄盛舉。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中秋節 4 天連假期間，有許多觀光客、返鄉遊子湧入
高雄，本市各觀光景點之環境品質、交通疏運等事項
均順暢良好，對於各機關同仁犧牲假期、維護遊憩品
質的辛勞，特予肯定與感謝。而國慶連假即將到來，
請各局處持續落實值班留守人員機制，讓市政服務不
打烊。
二、針對公共場所及施作中之工區等權管場域環境維
管，務必落實三級督導巡查機制，除各管理單位自主
巡查管理外，各局處及研考會也要建立局處及府級的
督導巡查機制，定期管考，落實管理。另針對面積 1
公頃以下公園，貼近市民日常，請各區公所務必強化
環境清潔、設施維護管理，不可懈怠輕忽。同時，請
研考會建立評比獎懲機制，推動品質向上提升，管理
不善者，也應嚴格檢討，期與各區長共同努力。
三、公費流感疫苗已於昨日（10 月 5 日）開始施打，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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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持續加強衛教宣導及相關防疫措施，籲請符合
條件之市民接種流感疫苗，並加強宣導 65 歲以上長
者、6 歲以下幼兒、重大傷病及慢性病患等高風險族
群應優先施打，如出現流感症狀，應儘速就診，以維
護身體健康。
四、上週二（9 月 29 日）本市苓雅區及三民區接連發生
街頭暴力事件，警察局接獲通報後於第一時間至現場
採取防制作為，並將行為人移送司法機關進行偵辦。
針對街頭暴力事件，請警察局務必嚴正執法，勿枉勿
縱，以展現本市打擊不法之堅決態度，打造良好的治
安環境。
五、時序已進入秋季，天氣逐漸轉涼，民眾較常使用熱
水器等設備，請消防局持續加強消防安全宣導，提高
民眾用火、用電及用瓦斯之安全意識，以防止意外發
生。
六、近月媒體公布之城市評比，高雄表現狀況仍有提升
進步空間。考量明年之城市評比係引用今年的數據資
料，本府團隊須加緊準備，努力精進，請各機關首長
務必親自參加由權管副秘書長主持的檢討改善會議，
澈底設定改善目標與作為，並由研考會列管，每月檢
視改善情形，並請羅副市長負責督導。
散

會：下午 3 時 3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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