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議會第 3 屆第 5 次定期會 

建設委員會聯席審查市府墊付款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4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2 時 23 分至 12 時 30 分， 

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5 時 12 分 

地    點：本會永華議事廳 

主    席：蔡育輝議員 

出席議員： 

郭信良議長、趙昆原議員、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盧崑福議員、

林易瑩議員、許又仁議員、陳碧玉議員、陳秋萍議員、劉米山議員、

蔡蘇秋金議員、陳昆和議員、郭清華議員、蔡秋蘭議員、李啓維議員、

郭鴻儀議員、王家貞議員、沈震東議員、李文俊議員、曾培雅議員、

林美燕議員、林燕祝議員、杜素吟議員、黃麗招議員、李偉智議員、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李鎮國議員、林阳乙議員、周奕齊議員、

林志聰議員、陳怡珍議員、王錦德議員、楊中成議員、 陳秋宏議員、

沈家鳳議員、呂維胤議員、林志展議員、鄭佳欣議員、蔡旺詮議員、

吳禹寰議員、吳通龍議員、周麗津議員、李中岑議員、李宗翰議員、

蔡筱薇議員、許至椿議員、張世賢議員、方一峰議員、蔡育輝議員、

蔡淑惠議員、尤榮智議員、洪玉鳯議員 

市府列席官員： 

經濟發展局局長     陳凱凌       市場處處長            陳豪吉 

環境保護局局長     謝世傑       空氣及噪音管理科科長  楊朝全 

農業局局長         謝耀清       畜產科科長            張耀仁  

農地管理工程科科長 張順得       森林及自然保育科科長  楊錦樹 

動物防疫保護處處長 吳名彬       產業發展科科員        邱馨誼 

本    會：專門委員謝昇毅 

記    錄：童臆蓉 

討論事項：審查市府提案第 1~12 號案。 

審查結果：詳如議案聯席審查意見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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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委員會【市府提案-墊付款案】 

類別 案號 提案人 案       由 審查意見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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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審查意見：

同意墊付。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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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審查意見：

同意墊付。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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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審查意見：

同意墊付。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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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審查意見：

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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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號 提案人 案       由 審查意見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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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審查意見：

同意墊付。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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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審查意見：

同意墊付。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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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審查意見：

同意墊付。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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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經費新臺幣 315 萬元(中

央補助款 255 萬元、市配合款 60 萬

元)，為因應時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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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審查意見：

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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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案號 提案人 案       由 審查意見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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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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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審查意見：

同意墊付。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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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補助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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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審查意見：

同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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