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議會第3屆第5次定期會         附件1 

第2次程序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110年4月7日(三)14時09分 

二、地  點:本會一樓小型簡報室 

三、出席議員:郭議長信良、蔡議員育輝、林議員志展、李議員宗翰 

周議員奕齊、吳議員禹寰、盧議員崑福 

列席議員:  

四、列席人員: 
 

臺南市政府 

副市長 戴謙  水利局局長 韓榮華 

秘書長 方進呈  文化局局長 葉澤山 

主計處處長 陳淑姿  民政局局長 姜淋煌 

財政稅務局局長 陳柏誠  環境保護局局長 謝世傑 

經濟發展局局長 陳凱凌  教育局局長 鄭新輝 

工務局局長 蘇金安  社會局局長 陳榮枝 

都市發展局局長 莊德樑    

警察局局長 方仰寧    

本會 

秘書長 汪啟瑞  法規研究室主任 傅然煇 

議事組主任 梁素娟  財經委員會專門委員 謝昇毅（代理） 

民政委員會專門委員 王者平  建設委員會專門委員 謝昇毅 

教育委員會專門委員 黃敏玲  工務委員會專門委員 劉玠成 

保安委員會專門委員 黃懷德    

法規委員會專門委員 楊山本    

五、主  席：郭議長信良  

六、記  錄：郭奇榮  

 

七、會議結論： 

(一)各項提案審查結果： 

墊付款案計有民政5案、教育5案、建設12案、保安1案、工務5案

，合計28案提請大會審議，詳如後附審定結果提案列表。 



(二)其他事項： 

請市府農業局、環保局儘速依上次臨時會(第8次)決議，提供李宗

翰議員所提制定「臺南市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相關補

充資料予本會。倘有窒礙難行之處，亦應向李宗翰議員充分說明與

溝通，以期能在本會期順利完成審議。 

散會：14 時20分。 

 

    

 

 

 

 

 

 

 

 

 

 

 

 

 

 

 

 

 

 

 

 

 

 

 



第 3 屆第 5 次定期會第 2 次程序委員會 

審定結果提案列表 

◎墊付款案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民政 
市提 

1 

臺南市政府 
(歸仁區公所) 

有關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補助歸仁區

公所辦理 110 年「虎山實彈射擊場」

睦鄰捐助經費增加乙案，計新臺幣

100 萬元整（中央全額補助），為爭

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

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並於俟

111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民政 
市提 

2 

臺南市政府 
(關廟區公所) 

有關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補助關廟區

公所辦理 110 年「虎山實彈射擊場」

睦鄰捐助經費增加乙案，計新臺幣

100 萬元整（中央全額補助），為爭

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

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並於俟

111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民政 
市提 

3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有關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10

年度補助本局辦理「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計畫經費新臺幣 26 萬 3,000

元整（中央全額補助），為爭取時效，

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

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度總

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民政 
市提 

4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衛生福利部核定本市「前瞻基礎建

設-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

築補強重建有關公有社區活動中心

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第三期(110-

111 年)補助經費申請案，後甲南聖、

力行、幸福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

總經費計新臺幣 2,202 萬 3,000 元

整（中央補助款 547 萬 3,000 元，

市配合款 1,655萬元），為爭取時效，

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110 年度經

費 164萬 1,000元(中央全額補助)，

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

議。 

提請大會

審議 

民政 
市提 

5 

臺南市政府

(民政局) 

有關內政部 110 年度補助辦理「公
共服務據點整備及公有危險建築補
強重建有關地方政府辦公廳舍、村
（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
及整建計畫」，經費新臺幣 3,566萬
5,000 元(中央補助 1,515 萬 1,000
元，市府配合款 2,051 萬 4,000 元)
辦理墊付，敬請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教育 
市提 

1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體育處) 

教育部體育署核定本市辦理「110 年
補助各級學校新建、修整建棒球運
動場地計畫」案總經費新臺幣 1,615
萬元(中央補助款計 1,130 萬元，市
配合款 485萬元)乙案，為爭取時效，
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
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度總
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教育 
市提 

2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本市「109-110 年度臺南

市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文化發展計
畫」110 年度經費增列新台幣 30 萬

元整乙案(中央補助款 30 萬元)，為

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敬請 審

議。 

提請大會

審議 

教育 
市提 

3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理處) 

文化部核定本市辦理「2021 年臺南
市無形文化資產振興計畫：陣頭演

藝及傳統表演藝術展演」經費新臺

幣 235 萬元整乙案（中央補助款 200
萬元；市配合款 35 萬元），為爭取

時效，謹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新臺

幣 235 萬元，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
業事宜，俟 111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

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教育 
市提 

4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文化

資產管理處) 

文化部核定本市辦理「2021 年臺南
市無形文化資產振興計畫—傳統工

藝與保存技術傳習推廣」經費新臺

幣 70 萬 5,000 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款 60 萬元；市配合款 10 萬 5,000

元），為爭取時效，謹請 貴會同意先

行墊付新臺幣 70 萬 5,000 元，俾憑
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

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教育 
市提 

5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文化部核定本市「110 年地方美術館

典藏空間升級或購藏計畫」之「臺南
市美術館修護設備採購與典藏品蒐

購計畫」經費新臺幣 642 萬 9,000

元整乙案（中央補助 450 萬元、市
配合款 192 萬 9,000 元），為爭取時

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

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度
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建設 市提 

1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核定本局
辦理「110 年度保護區及自然地景經

營管理計畫」經費新台幣 92萬元(市

配合款)，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

業事宜，俟 111 年總預算時辦理轉

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建設 
市提 

2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核定
本府辦理「110 年度臺南市社區農村
再生專案管理及輔導計畫與培根計
畫」，經費 6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510 萬元，市配合款 90 萬元），其中
96 萬 9,000 元（中央補助款 6 萬
9,000 元，市配合款 90 萬元），為爭
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
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年
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建設 
市提 

3 
臺南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工業局核定本市「110 年學甲

工業區雨水下水道 M 幹線支線改善

工程」經費新台幣 385 萬元整乙案

(中央補助 315 萬元；市配合款 70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

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事宜，俟 111 年度於總預算辦理轉

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建設 
市提 

4 
臺南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能源局核定「臺南市推動太

陽光電分區變更案專區計畫」經費

新臺幣 494 萬元整一案（中央補助

494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

作業事宜，俟 111 年度總預算時辦

理轉正，敬請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建設 
市提 

5 
臺南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核定本市「109 年度臺南市新

市、開元、善化、文華、崇德、仁德

及新營市一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補

強工程規劃設計申請計畫」經費新

臺幣 754 萬 9 千元（中央補助款 420

萬 5 千元、市配合款 334 萬 4 千元）

乙案，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

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11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

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建設 
市提 

6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核定本府 110 年度「豬隻口蹄疫

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所

需經費 266萬 9,000元整(中央補助

款 240 萬 1,000 元、配合款 26 萬

8,000 元)未及納入本府 110 年度總

預算，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

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11 年度總預算辦理轉正，

敬請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建設 
市提 

7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核定本府 110 年度「防範非洲豬

瘟國內防疫量能整備計畫」，所需經

費 287 萬 1,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

250萬 6,000元、配合款 36萬 5,000

元)未及納入本府 110年度總預算，

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度總預算辦理轉正，敬請審

議。 

提請大會

審議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建設 
市提 

8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本府辦理

「110 年度畜牧廢棄物管理及資源

化推動計畫-糞尿水資源化及畜牧

場節能減碳」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49

萬元(中央補助款)，為爭取時效，謹

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

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度總預

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建設 
市提 

9 
臺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於 110 年 2 月 24

日通知核定本市補助航空回饋金總

額為新臺幣 33 萬 2,725 元(全額中

央補助)，經分配計算結果本市回饋

金金額為 32 萬 7,253 元，較原編列

金額高，因經費補助核定超過金額

部份未及納入本局 110 年度預算，

擬辦理先行墊付 2 萬 8,000 元整，

俟 111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 

提請大會

審議 

建設 市提 

10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核定

本局辦理「110 年臺南市農村總合發

展計畫」，為因應時效，謹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計畫經費新臺幣 315 萬

元(中央補助款 255 萬元、市配合款

60 萬元)，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

宜，俟 111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

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建設 市提 

11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本府 110 年

度「遊蕩犬管理精進措施計畫」，所

需經費 708萬 5,000元整(中央補助

款 596 萬 5,000 元、配合款 112 萬

元)未及納入本府 110年度總預算，

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度總預算辦理轉正，敬請審

議。 

提請大會

審議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建設 市提 

12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行政院補助本府辦理「110 年捕蜂捉

蛇為民服務補助二期計畫」所需經

費 353 萬 5,000 元(全額中央款)未

及納入 110 年度總預算，為爭取時

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

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度

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保安 
市提 

1 
臺南市政府

(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核定本府警察局 110

年第六分局手槍射擊靶場設施維修

經費新臺幣 614萬元乙案(中央補助

115 萬 5,000 元，市配合款 498 萬

5,000 元) 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

業事宜，並於 111 年度總預算時辦

理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工務 
市提 

1 
臺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營建署核定本市「城鎮風貌

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政策引導型

第一階段經費新台幣 5,600萬元(中

央補助款 4,480 萬元，地方配合款

1,120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

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

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度總預算時

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工務 
市提 

2 
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

理處核定本市「110 年度台灣自來水

股份有限公司補助南化區公所辦理

地方建設細目計畫」經費新台幣

1,500 萬元(全部中央補助)，因未及

納入本府 110 年度總預算，為爭取

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

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

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類別 案號 提案單位 案    由 審定結果 

工務 
市提 

3 
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市 110年度「提

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2.0 - 推

動騎樓整平計畫」經費新臺幣 976萬

元乙案(中央補助 800 萬元；市配合

款 176 萬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

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

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度預算時辦

理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工務 
市提 

4 
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本市前瞻計畫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公路系

統)(106~114 年)修正計畫」政策輔

導型及行人路口安全改善計畫第 1

波審議核定補助經費新臺幣 1 億

973 萬 4,000 元（中央補助款 8,980

萬 2,000 元，市配合款 1,993 萬

2,000 元），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

同意先行墊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

作業事宜，於 111 年度預算時辦理

轉正，敬請 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工務 
市提 

5 
臺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臺南市學

甲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案」總

經費新台幣 375 萬元，本年度所需

經費新台幣 75 萬元(中央補助款 60

萬元，市配合款 15 萬元)，為爭取

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俾憑

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1 年

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敬請審議。 

提請大會

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