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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利益高於政治利益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lways Come Before Political Interests
2009世運會圓滿落幕，精彩的賽事和開閉幕的呈現，讓全世界看見高雄，帶動
了高雄的觀光產業，對於高雄走向國際化，打開一個新的局面。本會與全體市民對
於運用這項優勢，積極發展觀光、體育休閒、文化創意、軟體、綠能等相關產業，
均寄予厚望，更期望高雄市政府任何的施政與作為均能苦民所苦，以人民利益高於
政治利益為主要的考量，莫讓幾年籌辦世運的成果因為政治因素歸零。

議
長
序
Preface by Speaker of Kaohsiung City Council

在府會合作、市府團隊、志工、全體市民的努力下，7、8月完成世運的舉辦
與88水災的救援，展現旺盛的民間力量。但緊接著因為市府執意播放熱比婭紀錄影
片，觸動兩岸敏感神經，造成陸客團轉向，直接衝擊高雄的觀光產業，更令人擔憂
的是熱比婭事件未來可能衍生相關的連鎖反應，包括影響企業在高雄重大投資案的
推動。
同時，高雄市縣合併及高雄捷運的財務危機也步步逼近，考驗日益嚴峻。特別
是高雄市縣合併事宜千頭萬緒，中央與地方應修訂之相關法令相當多，包括地方制
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公共債務法、行政區劃分法等，未來配合母法的修定，盼
望府會共同承擔並於明年12月25日成功完成市縣合併。
市縣合併後，高雄市如何以高雄港的優勢，發展新興產業，為高雄的經濟找出活路，同時正視高捷虧損連連的問題，
以苦民所苦及人民利益高於所有利益的立場，善用世運體育資源、降低政治因素對高雄產業發展的風險、爭取高雄航海城
等議題，期盼府會能以市民利益為優先，一同努力。

The successful 2009 World Games in Kaohsiung,
with its excellent competitions and stunning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was a spectacle watched by the whole
world. It is widely expected that the event will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and greater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reby launching a new ph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Kaohsiung city. It i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at Kaohsiung city council and local residents now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the active promotion of tourism, sport and
leisure, culture innovation, software and green energy related
industries. To that end, we urge the city government to fully
consider the difficulties currently faced by local residents in
the drafting of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and all other decisions.
Public interest must come before political brinksmanship. We
are keen to ensure that the years of hard work that went into
the successful organization of the World Games are not now
wasted as a result of politics.
The success of the World Games was a product of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city government and council, city
government staff, volunteers, and local residents. This was also
the cas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extensive rescue operations
as a result of severe flooding in August. Both cases offer an
example of what is possible when popular strength is properly
harnessed. However, the recent decision by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to show a documentary film by Rabiye Qadir
has impacted cross straits relations on an issue of particular
sensitivity. This has caused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stay
away from Kaohisung and thereby directly impacted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What is even more concerning about this
incident is the possible chain reaction it could still have on the
aspirations of Kaohsiung, including the willingness of major
enterprises to make major investments in t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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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ame time, the proposed merger of Kaohsiung
city and county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facing the Kaohsiung
MRT both present severe tests to the compet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s the complexity of the merger
of Kaohsiung city and county.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already revised a great many statutes to facilitate the
merger, including the Law for Local Systems, th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ct, the Public Debt Act
and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ct. It is our hope that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council will work in concert on the revision of
parent laws to ensure the merger i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by
December 25, 2010.
Once the merger of Kaohsiung city and county is complete
a number of questions need to be resolved quickly including
how best to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fered by Kaohsiung
Harb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and new ways
to revitalize the economy. Another issue of importance is how
to deal with the debt-laden Kaohsiung MRT. We believe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empathize with the difficulties people face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always put the public interest first. This
involves the proper utilization of sports resources created for the
World Games and a minimization of the risks posed by political
facto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s we strive to develop
Kaohsiung as a thriving port city. In considering these issues we
urge the city government to work with us and to always put the
public interest first.

慎選新府會中心 左楠是好所在
Tzuonan is an Excellent Location for New City Hall and City Council
高雄，曾是支撐台灣經濟命脈的重工業城市，高雄人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承受
了高污染的代價。近年來，地球暖化、氣候變遷越加嚴重，各地天災不斷，加上國
際金融海嘯對經濟的衝擊，世界各地無不積極思考如何從全球化的能源危機中發展
新興產業，以謀求人民福祉。而大高雄未來的發展，在明年高雄市縣合併、區域發
展重新定位的契機下，更應選擇擺脫幾10年來重工業、高污染的印象，朝向低污
染、高科技的方向發展。

副
議
長
序

高雄市縣合併在即，亟待提前規劃設立大高雄都最具前瞻發展的新市政府會中
心，以順利推展新市政建設，提升為民服務效能。新府會中心的選址應以大高雄民
眾最高利益為考量，作最周延的規劃，位於高雄市左楠區的高雄捷運R17站周邊，
兼具大高雄版圖地理中心、交通中心、科技中心、人文教育中心等建立新都心的條件，是高雄市縣合併建立新市政府會中
心最優質的地點；中油高雄煉油廠將於104年遷廠，高雄市政府更應拿出魄力，讓國營事業對高雄的污染到此為止，並在
既有的區位，全力發展新都心，讓高雄脫胎換骨，展現新活力。

Kaohsiung used to be a heavy-industry city and
one of the mainstays of the Taiwan economy, a role the
people of Kaohsiung have paid for by having to endure
long term high levels of pollu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increased severity of global warming, climate change and
high profile natural disasters all over the world, together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sunami have had a huge
economic impact on decision makers. Such events have
forced all of us to consider how best to develop new
industries in the face of a global energy crisis in ways
that benefit Mankind as a whole. I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Great Kaohsiung, including the merger
of Kaohsiung City and County and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repositioning of development zones next year,
must be used to engineer a final break with decades of
heavy industry and high pollution. Kaohsiung now needs
a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focused on low polluting high
tech industry.
Over the last decade, Kaohsiung City has been
transformed by more resident-friendly urban planning.
This has included the construction of parks, the
development of an MRT system and improvements in
air quality. As a result of these efforts, Kaohsiung is now
an international city combin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olicies,” “happiness economy” “comfortable living”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Kaohsiung is also the first city
in Taiwan to join ICLEI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This not only represents a

proactive effort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global warming
but also a renewed effort at enhancing Kaohsiung’s
green competitiveness.
The impending merger of Kaohsiung City and
County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and forwardlooking city hall and city council building serving the
Greater Kaohsiung area. This should not only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local government but also
enhance its ability to serve the people. The selection of
a location needs to first and foremost consider what is
best for local residents. The area by the Kaohsiung MRT
R17 Station in Tzuonan District lies at the geographical
center of Kaohsiung. It is also a transport,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al center, making it an optimal loc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city council building
and city center. The plan to relocate China Petroleum
Corporation’s Kaohsiung Refinery in 2015 mean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needs to seize the moment
and finally draw a line under the pollution of the area
by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By establishing a new city
center on this site, the city of Kaohsiung will be reborn
and infused with new life.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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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by Deputy Speaker of Kaohsiung City Council

10年來，欣見高雄市透過人性化的都市計畫，大舉建設公園綠地、發展大眾
運輸、改善空氣品質等努力，塑造為一個結合「綠色生態」、「幸福經濟」、「舒
適生活」與「市民參與」的國際化城市，並積極成為台灣第一個加入國際組織ICLEI
〈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的都市，不僅為全球暖化負起責任，更為城市的綠色
競爭力加分。

以市民利益為優先 莊議長提六大建言
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
接管高捷與否成焦點
熱比婭事件引爆話題
99年度地方總預算說明 債務問題仍受關注
88水災後 健全防災救災機制與資訊平台

莊議長開幕致詞
莊啟旺議長開幕致詞時表示，府會要能苦民所苦，以高雄市民的利益為優先。

以市民利益為優先
莊議長提六大建言
高雄市議會第7屆第6次定期大會於9月23日上午進行開幕，莊啟旺議長在開
幕致詞時對高雄市政府提出六大建言，包括善用世運體育資源、反對礦區解除保
留區、降低政治因素對高雄產業發展的風險、做好接管高雄捷運的準備、爭取高
雄航海城及府會積極協助88水患災區重建等議題，莊議長強調府會應以市民利益
為優先並共同努力。

致詞內容如下：
今天是本會第7屆第6次定期大會開幕，這次大會包括市政施政報告質詢、
專案報告、市政總質詢及審議99年度地方總預算及各項提案、法規案。
市府送審的99年度地方總預算數為809億9,100萬元，比98年度的909億
6,700萬元減少99億7,600萬元，減少總預算額為10.97％。對於總預算比去年
度減少，市府更應該開源節流，並具體提出增加稅收及改善財政負債的對策。
本席將針對善用世運體育資源、礦區環保、降低政治因素對高雄產業發展
的風險、做好接管高雄捷運的準備、爭取高雄航海城及府會積極協助88水患災
區重建等六項議題提出建言，期盼市府能以市民利益為優先予以重視。

建言一
世運過後，市府應善用體育資源。
2009世運會圓滿舉行，本席肯定市府團隊的努力及志工、市民的參與，尤
其在議會強烈建議中華民國總統宣布開幕之下，由國家元首進行國際賽事開幕已
成最佳的模式與範例，本席建議市府善加運用世運體育資源進行相關產業的推
動，包括觀光、體育休閒、文化創意、綠能等產業。
在世運硬體建設運用上，建議市府與行政院體委會協調，善用主場館及相
關場館資源，比照北京奧運鳥巢、水立方創造逾10億元人民幣產值的經營管理
模式，再創世運主場館的觀光價值；另為培育國家優秀體育人才，同時建議市府
爭取北部大學體育學院南下高雄設置分校。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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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二

建言四

建言五

本會正式行文行政院及經
濟部堅決反對解除壽山、
半屏山及駱駝山石灰石礦
業保留區。

高捷虧損連連，市府應有
接管高捷公司的心理準
備。針對原始股東和工程
發包決策者，應比照高鐵
模式，主動送請監察院及
檢調單位重新偵辦不法發
包情事。

縣市合併催生「市港合一」
打造「高雄航海城」。

經濟部原訂於10月1日起
解除高雄市壽山、半屏山、駱駝
山三處石灰石礦業保留區，本席

高雄市縣合併事宜千頭萬
緒，中央與地方應修訂之相關法令
相當多，包括地方制度法、財政收
支劃分法、公共債務法、行政區劃
分法等，未來配合母法的修定，高
雄市縣應修法令也將達1、2000

直言經濟部的做法嚴重危害高雄

交通部核定總建設經費是

市生態環境，並堅決反對到底。

1,953億元，實際建設經費是

本會已於9月15日正式行文行政

1,813億元，其中政府出資1,047

院、經濟部，反對解除保留區之

億元、其他費用（含物調款）

市縣合併後，高雄產業發展

460億元、高雄捷運公司投資

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建議市府掌

禁令。

項，盼望府會共同承擔並於明年
12月25日成功完成縣市合併。

306億元。高雄捷運於90年10

握高雄港的優勢，比照桃園的航空

本席非常樂見行政院吳敦義

月底動工，高捷公司出資100億

城向中央爭取設置高雄航海城。在

院長對外宣布絕不開放本市石灰

元，發包工程費用1,453億8,900

市民做主的理念下，高雄港應交由

石礦業保留區的政策，經濟部礦

萬元，工程發包金額756億元，

市民經營才會有未來，但在尚未達

物局長朱明昭亦在9月19日南下

應該還有200多億元的工程結餘

成市港合一前，市府應致力市港合

進行說明，再三強調不會開放高

款，可為營運10年內的虧損準備

作，本會將與市府站在一起，共同

雄市三處石灰石礦業保留區，期

金，但很遺憾的是傳聞此一經費

爭取高雄航海城。

盼在府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推動保

已因廠商向市府要求增加款項之

留區綠化的開發。

下，消化殆盡。

建言三
本會反映觀光業、遊覽
車等業者心聲，苦民所
苦，人民利益高於政治
利益。
針對市府播放熱比婭紀錄影
片引發的爭議，本席與黃石龍副
議長、國民黨團書記長童燕珍議
員及大高雄聯盟總召集人許崑源
議員已發表共同聲明，我們擔憂
熱比婭事件未來可能衍生相關的
連鎖反應，包括影響企業在高雄
重大投資案的推動。
本席期盼市府能以苦民所

目前，高捷平均每月虧損2
億5,000萬元，預計到今年底累計
虧損高達60億元，已經超過高捷

建言六
88水災，府會同心愛賑
災，全力協助高雄縣災區
重建工作。

公司資本額的二分之一，超過借
貸上限，無法繼續向銀行借貸。
高雄捷運無法轉虧為盈的主
要原因是「運量無法提升」，紅
橘兩線平均日運量約12萬人次，
無法達到平均日運量至少要40萬
人次才能達到損益平衡的目標。
本席要求市府團隊重視高捷
營運問題，並建議市府做好接管
的準備；另針對高捷發包過程的
相關弊案，建議檢調單位比照高
鐵案重新展開相關偵查。

88水災是台灣近50年最慘重
的災禍，本會也在第一時間進行相
關的賑災及關懷行動，然災區重建
的工程十分漫長，期盼市府能加把
勁並且承擔高雄縣重建工作，本席
建議以「認養」方式並以鄉為單
位，投入災區重建工作，本會也
願意配合協助及監督重建工作的推
動。
最後，本席要強調的是，本
會議員及市長任期僅尚有一年多的
時間，期盼府會能以市民利益為第
一優先的考量，在任期內好好為民

苦及人民利益高於所有利益的立

服務，大家一起努力，也為市民加

場，審慎評估熱比婭事件造成高

油！謝謝各位。

雄產業衝擊的影響，並將此衝擊
及影響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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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議會同仁為88水災受難者默哀一分鐘。

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

接管高捷與否成焦點
文/王雅湘

第7屆第6次定期大會繼莊啟旺議長開幕致詞後，9月24、25日兩天緊接著上場的是市長陳菊的施政報告與
質詢，議員們對於市府邀請達賴喇嘛來台、播放熱比婭紀錄片所引發的爭議以及高雄捷運虧損連連，還有現階
段的民生、就業等議題和市縣合併所要面臨的課題，提出質詢。
陳菊市長以「動能城市，志工高雄」為主軸，談高雄世運到88水災總動員馳援，說明高雄城市之無限潛能：
而展望未來，她期待，高雄能再創高峰，永遠充滿動能、充滿榮耀。
陳市長也以「全力籌辦高雄市合併改制」為首提出未來重要施政要項，她表示，市政府與高雄縣政府共同
組成「縣市合併推動小組」，積極著手研議市縣合併所面臨議題及進行協調整合工作，期盼能以創意及遠見發
展大高雄成為南台灣的經貿火車頭，進而提升南台灣的國際競爭力。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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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接不接管高捷
繼高鐵由中央接管，同樣是以BOT模式完成

黃柏霖議員認為市府應成立專案小組面對大

的高雄捷運，預估今年底虧損將達60億元，已超

股東將物調款、工程加減帳算清楚，若股東願意增

過半個資本額，超過借貸上限，無法向銀行借錢。

資，平準基金是否有調整的可能性，而市府應該協

雖然市府同意儘速撥款9億元平準基金，但面臨龐

助高捷公司折舊攤提與搭配接駁路網。

大的長短期融資利息、折舊攤提費用，仍有隨時喊
停的可能。因此，市府接不接管高捷在議會成為熱

高捷的現金缺口，連立堅議員表示事實上只有
8,000萬元，他建議引進民間資金以減少政府的負

門話題。

擔。曾麗燕議員則認為高捷虧損不能要市民買單，
目前高捷公司認為遭中央與地方欠款的金額有
100~120億元，包含平準基金、物調款以及工程

所有股東都應該負起增資的責任，而市府也應要求
西門子公司增加未到位的5億元資金。

加減帳，藍健菖議員表示，若市府要買回除了120
億元之外，再加上耗資280億元的機電設備，共計

陳市長表示，高雄捷運公司的原始股東包括中

500億元，他要市府不能無條件紓困，高捷公司要

鋼、行政院開發公司、榮民公司、工業銀行等，這

擔起企業的道德風險，他建議，改組董事會成員，

些具國營事業背景的股份就超過5成，股東們應該秉

而中央與地方要有代表進入官股，並且要能主導決

持社會責任，主動增資，協助高雄捷運渡過難關，

策，而原始股東不能不負責任，要先增資，此外，

她無法接受中鋼的消極態度。她強調，市府將全力

要求公布董監事的薪水，高捷公司的人事成本根本

協助高雄捷運提升運量，尤其明年縣市合併，對高

是個黑洞。

雄捷運永續經營是個契機。

運量不到預估一半的高雄
捷運，面臨營運困境。

反對石灰石礦業保留區解除
經濟部公告10月起解除高雄市管轄壽山(365.31公頃)、半屏
山(98.25公頃)及小港中林地區（駱駝山，89.24公頃）三處石灰
石礦產管制之政策，已造成附近居民恐慌，也引發議會多數議員
的反對。
黃淑美議員認為中央採開放政策，而卻將決定權推給地方
政府，評估、決策過程宛如大打太極拳，推來推去，還是重回原
點。她表示，若開放鼓山地區將重回惡夢中。
陳麗娜議員則質疑經濟部於今年3月即發函給市府經發局，
為何經發局於其7月公告前不採積極的溝通態度，她提到，三山
的採礦長期為人詬病，她不可能允許小港區的駱駝山出現漫天塵

中央對於高雄三山的採礦保留區的解除與否，
引發各界的強烈反彈。

埃、惡劣環境的情況發生。
經發局長劉馨正則表示，於98年9月14日再次函文經濟部重申「高雄市政府不同意解除三處石灰石保留
區」之立場，不過，經濟部未邀集地方政府參與討論，逕行同意解除管制，顯然有違行政程序正義。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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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與救災
88水災來襲，高雄市雖然沒有重大災情，不過也有一些零星的小狀況，如哈瑪星地區淹水，以
及受到高屏溪攔河堰取水設備造成左楠與北鼓山等地缺水。張省吾議員表示，哈瑪星有7、8個里嚴
重淹水，市府雖然有心在當地設置抽水站及排水系統，但是工程前後流標8次，完工日期遙遙無期；
每次只要有颱風來襲，當地民眾就要擔心受怕，他強調這個工程不能再拖下去了。
張議員又說到，記得陳市長交代工務局要在1個月內查清楚為什麼流標的原因，如今1個月已經
過去，市府應該查明原因了吧？他要求市府要克服一切困難，儘速將工程發包，早日完成哈瑪星抽
水站工程，解決當地民眾淹水之苦。
由於莫拉克颱風淹沒高屏溪攔河堰取水設備，加上高屏溪原水濁度飆高，導致自來水出水量銳
減，當時北高雄地區部分實施停水。高雄市自來水的三大水源之一南化水庫，因莫拉克風災引水管
線斷裂，李文良議員憂心，冬季河川枯水期時，只憑藉高屏溪的攔河堰與鳳山水庫可能無法應付高
雄市一天170萬噸的用水量，他指出，光是工業區一天就需40萬噸的水，他質問經發局長，年底工
業區會不會斷水？要經發局擬定因應方案。
陳美雅議員關切10月或11月上路的鴨子船，她表示，鴨子船除了具有觀光功能之外，在國外還
有救難的功用，建議市府遇緊急狀況時可以善加利用此功能。

市縣合併的規劃
林瑩蓉議員在質詢時表示，對市縣合併有許多的期待，如高雄市的腹地小影響產業的發展，高
雄縣有本洲工業區、路竹工作區、大發工業區、仁武工業區等，她建議以楠梓加工出口區為產業前
哨站，大眾運輸系統從此往外串聯，工業區將與高雄市產生緊密的連結。
周玲妏議員質詢時提出天下雜誌調查結果發現，有高達7成的民眾是認為市縣合併這種大事並
沒有事先與市民有過充分的溝通。而明年底市縣合併就已經是定局，她建議市長首先必須要充分傾
聽民意，尊重民意在市縣合併上的所有意見。而高雄市政府及高雄縣政府也應該跳脫各自本位主義
的立場馬上進行合作，針對大高雄市民關心的所有生活議題，提出解決辦法。
此外，議員們也針對高雄市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要求市府提出新政策；楠梓汙水處理廠通水典
禮後，遲遲無法營運的問題；以及旗津地區夜間2~6點沒有接駁船導致觀光與交通的不便；1999的
通話費比台北市高，調降以便民服務；國有財產局要賣柴山的國有保安林，林地面積天天變；多元
議題在議事廳熱烈交鋒。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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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熱比婭紀錄片引發各界正反不一的看法。

熱比婭事件引爆話題
文/陳伊伶
高雄正值發展觀光之際，卻傳出播放熱比婭事件造成陸客
不來高雄的情勢，從高雄電影節前到電影節登場，引發議會關
切，認為市府的舉動已經嚴重影響高雄市的陸客觀光、考察商
機，莊啟旺議長更是要求陳菊市長立即撤換影片，勿拿高雄市的
經濟當賭注，把高雄市民當成民進黨內鬥爭的祭品。

康裕成議員對於爭取人權自由的熱比婭詢問陳菊
市長其來台的看法。

促撤熱比婭紀錄片
針對高雄市政府堅持在「高雄電影節」播映四場熱比婭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莊議長於10月13日抨
擊市長陳菊曾在議事廳強調「提前播放是傷害減少到最低」，根本是欺騙民意。
莊議長要求陳市長在10月15日前將熱比婭紀錄片撤片，不能把播放熱比婭紀錄片的責任推給新聞處和策
展單位；畢竟「高雄電影節」是高雄市政府主辦的活動，市長絕對有權決定播與不播，陳市長不能推卸責任，
自己要承擔所有後果。
莊議長說，10月底大陸又有一個接近萬人的「寶健食品直銷團」來台灣觀光，預估將帶來6億元台幣的商
機。不過，6天5夜的行程包括北、中台灣，就是獨缺高雄，不禁令人聯想是否與「熱比婭」有關？
莊議長表示，陳市長對於「電影節」播映熱比婭紀錄片，不但把播映責任推的一乾二淨，竟拿高雄的經
濟和市民的生計當賭注，當高雄的經濟每況愈下，各行各業受到陸客避開高雄市觀光、住宿的影響而無助的時
候，陳市長有站在市民這一邊嗎？呼籲千萬不要為了個人政治利益，犧牲廣大市民的利益。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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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以政治因素影響觀光

議員們在聲明中指出，自陳市長宣布邀請達賴
喇嘛來台，以及電影節將放映熱比婭的紀錄片《愛

議會國民黨團議員梅再興、陳麗娜、童燕珍、

的十個條件》之後，兩岸再度出現緊張關係。雖然

陳漢昇、陳麗珍、陳玫娟、王齡嬌、戴德銘、林國

冠上了「宗教祈福」和「文化藝術」的字眼，但在

權、林國正、蔡媽福、黃柏霖、周鍾 等成員在9月

兩岸建立良好互動關係的時候，此舉不禁讓外界將

24、25日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中，針對市府撥放此

其「政治利益」聯想一起。

紀錄片以及邀請達賴喇嘛來台等爭議性問題提出聯
合質詢，他們認為，陳市長應避免衝突性問題以免
政治因素影響高雄的觀光發展。

此次播放熱比婭紀錄片，大陸當局以大陸觀光
客、經貿文化考察團拒絕到高雄市住宿、旅遊來抵
制、抗議。市府的舉動已經嚴重影響高雄市的陸客

國民黨團書記長童燕珍議員表示，受達賴喇

觀光、考察商機，除了影響高雄市觀光旅遊業者、

嘛、熱比婭效應的衝擊，大陸觀光客自9月份已少來

遊覽車業者生計受到影響，還有航空、航海、房地

高雄觀光，六合路夜市生意少了一大半。而面對高

產、高科技等產業，也可能因為陳市長的「政治舉

雄觀光受創，市府提出振興觀光產業因應方案，卻

動」，造成原有意到高雄的投資人望之卻步。

還要花費3,000萬元經費，等於又是全民買單，該
方案又大肆壓低旅館房價，簡直是對業者「趁火打
劫」，情何以堪？戴德銘議員也指出，陳市長先前

力主日本觀光客

積極爭取陸客「南進南出」發展觀光產業，現在因

不過，也有議員認為高雄的觀光不能獨靠中

這兩起事件，高雄市成為不友善城市，重創高雄觀

國，在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中，康裕成議員表示，

光，市民的利益已受到傷害。

熱比婭事件讓中國有機會以商逼政；黃昭星議員質
詢時主張要繼續播放熱比婭紀錄片，不僅要在電影

林國正議員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的資料再估算
大陸客到高雄觀光的年產值，粗估約46億3,350萬

節播放，還要讓這部影片遍地開花，讓所有想看的
人都看得到。

元，而高雄市國際觀光旅館與一般旅館從業人員多
達6,000多人，他抨擊市府未針對達賴喇嘛、熱比婭

對於達賴來台以及播放熱比婭影響陸客來台，

事件，對大陸客不來高雄觀光造成產值嚴重衝擊的

蕭永達議員認為，高雄市要拼觀光，應該將重點放

程度深入評估。梅再興議員認為，放映熱比婭紀錄

在日本觀光客身上，而不是大陸客，他力主高雄市

片造成觀光經濟損失會在3個月後發酵。他說，在世

拼觀光要以日客為主、陸客為輔才對。蕭議員表

運期間高雄市的房地價格都已不升反降了，更何況

示，陸客並非高雄觀光資源的主要來源，從數據來

再受熱比婭事件效應影響，將會更為不利。

看，今年由大陸來台的觀光人數雖然是62萬人次，
日本來台的觀光人數是61萬人次，但大陸人民平

勿使高雄產業受挫

均所得是6,000元美金，台灣國民平均所得是1萬

雖然10月16日高雄電影節才登場，不過，觀光

3,000元美金，日本國民所得高達2萬元美金，從以

業者已在9月份感受到陸客銳減的壓力，觀光業與遊

上統計數字明顯知道高雄的觀光收益重點應放在日

覽業頻頻向議會陳情，大高雄聯盟總召集人許崑源

本觀光客而非陸客。

議員、黃石龍副議長等人於9月21日發表聲明，呼籲
陳市長要「適可而止」，政治人物絕對不能因為個

提到增加日本觀光客的部分，陳美雅議員在市

人的政治利益，而犧牲了人民利益，影響各行各業

長施政報告與質詢時，要求陳市長應多爭取日本直

的生計與商機，對於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陳市長應

飛高雄的航班，她表示這兩年航班減少今年來台的

負起全部責任。

人數就比去年少了7%，住房率也掉了5%，陳市長應
正視此問題。

國民黨團於市長施政報告質詢時間批
陳菊市長以政治因素影響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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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地方總預算說明

債務問題仍受關注

文/王雅湘

高雄市議會9月21日上午舉行「高雄市99年度地方總預算編製說明會」，市長陳菊率市
府各局處首長與會並進行相關報告，議員們關切政治衝擊產業面以及高雄市的債務問題。
財政局長雷仲達在會中報告指出，99年度總預算擬定收入規模約809億9,100萬元，與98
年度預算數909億6,700萬元，共計減少了99億7,600萬元，主要是中央的補助收入減少了87
億900萬元，其中，由於捷運已完工較98年度預算數少了83億1,500萬元之外，還有新工處、
養工處、體育處因世運相關建設完工減少了14億6,800萬元。
而實質收入為443億8,900萬元，在稅課收入預算數為337億6,900萬元，較去年減少2億
8,500萬元，雖然地方稅增加，但是國稅少了9億元；非稅課收入預算數為106億2,000萬元，
較去年增加3億9,500萬元，主要是增加用戶接管率的規費以及動質所的營收；另因歲入、歲出
差短數達93億5,800萬元及償還債務68億1,900萬元，市府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161億7,700
萬元，約占歲出預算14.89％。
主計處長呂麗美則說，99年度經常支出編列601億4,400萬元，占歲出81.09％，較上年
度淨減13億8,300萬元，資本支出編列140億2,800萬元，占歲出18.91％，較上年度淨減90億
3,300萬元，而為維持債信及降低累積債務，市府也依公共債務法規定編列債務還本68億1,900
萬元，較上年度增加4億4,100萬元。
梅再興議員在說明會中率先指出，市府編列提振觀光相關預算約有3億多元，卻因播放熱
比婭紀錄影片而嚴重影響觀光市場，市府自88水災邀請達賴喇嘛來台開始，陳市長就是採取
「市民買單、成就自己」，他希望陳市長不要「玩過火」，市府應重視熱比婭影片對高雄觀光
市場衝擊的問題。
黃昭星議員則說，如果說熱比婭是恐怖分子，那中共把飛彈對準台灣，中共才是真正的恐
怖分子，高雄市是一個人權的城市，為何不能播放熱比婭，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能因為
中共利用觀光業者向市府施壓而放棄播放。他更建議應在各個公園播放，讓大家可以欣賞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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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編列要符合公平正義
陳漢昇議員抨擊市府編預算經常是「貍貓換太
子、移花接木」；他舉例指出，市府未依循正常程
序編列預算，而使用第二預備金方式補助台籍老兵
協會，十分可議，並放縱以文獻攻擊議會及議員。
陳市長則表示，文獻會文章並不妥適，將會請文化
局重視；議長莊啟旺也要求市府針對誤導市民及損
害議會及議員之形象應公開進行說明。
周鍾 議員則要求市府編列預算要符合公平正
義的原則，有輕重緩急之分，各區巷道屬於基層建
設應多編列，他也提到未來預算越來越拮据，市縣
合併後的中央補助將變少，勞健保還要高雄市自己
出，另外半屏山開放採礦等問題，都是市府要面臨
的課題。

雷局長表示，目前高雄縣欠捷運工程款為28億
5,000萬元，比較可能拿回的97年縣政府編列的5億
元以及98年編列的6億元，今年是否繼續編列還要再
進行了解。
關於高雄市積欠中央2、300億元的勞健保費
用，黃柏霖以及周鍾 議員都相當關切，雷局長也回
應說，勞保費用的部分與勞保局協調結果，於民國
88年6月30日以前的雙方各半分，而這個時間點之
後的，若設籍在高雄市則可免付，未設籍高雄市仍
採與勞保局各半負擔，那麼將可減少支付勞保局40
億元，健保局的部分預估可減少35億元的負擔，剩
下來積欠的70億元分5年來償還，如此一年就可以少
支付10多億元的勞健保費用。
此外，李喬如議員則再次關切中央曾承諾國小
學童營養午餐免費的議題，副市長李永得則指出，

捷運工程款與勞健保欠款

今年中央只補助全台29億元，地方所能得到的補助
款是有限的。

另梅議員針對高雄市的公共舉債指出，從95年
的116億元到現在161億元，每年以13%成長，現階

針對議員在說明會中的提問，莊啟旺議長進行

段高雄市的大建設少了，仍借新還舊的情況下，經

以下裁示：1.請市府將99年度市府總預算增減對照

濟方面並沒有看到產值增加。

表送議會。2.請市府針對10年內有關公共債務及潛
在債務所有明細送議會。3.請市府針對高雄縣捷運工

對於高捷的營運情形，黃柏霖、周鍾 及黃昭
星等議員都表示關心，黃昭星議員則認為高雄縣尚

程欠款部分進行詳細說明。4.請市府將戰爭與和平公
園相關預算及處理方式進行說明並送議會了解。

積欠市府20多億元的捷運工程款，而市縣即將合
併，縣府是否要償還積欠的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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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崩地裂路不通，需賴緊急救難體
制的動員，才能突破險境救災。

在極端氣候環境下，水患乾旱的情況將可能再重演。

家園受創，災民無奈。

88水災後

健全防災救災機制與資訊平台
文/陳伊伶

88水災重創南台灣，造成許多人的生命與財產
的損失，面對罕見的雨量，檢視著政府各項建設、
災害防救機制的完備與否，也讓許多長久以來存在
的問題浮出檯面，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除了災後
重建工作外，其他就業、教育等問題也陸陸續續進
行中，但無論現階段的重建工作如何，災害防救的
機制與資訊平台，仍是最重要的一環，否則，未來
悲劇將再重演。

緊急救難勢必依賴國軍主力動員，以進行艱鉅任務。

正視CO2排放
先從天災來看，其實氣候變遷早已發生，但是台灣不論是政府與民間都沒有積極面對的心態，氣象專家
已指出，極端氣候已成為全球趨勢，今年7月台灣還在缺水，8月的颱風卻釀成了水患，台灣的氣候也早已走
向極端氣象。馬英九總統曾提到，台灣是天然災害高風險地區，全世界最高等級風險國家中，台灣在死亡風
險與經濟損失都排名第一。未來大家勢必在氣候變遷下生存，其嚴重性我們不能忽略。吳益政議員認為，全
球CO 2排放過量形成氣候巨大變動，還有台灣過度不當開闢山坡、海邊、河岸土地等，是造成這次水災嚴重
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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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議員指出，氣候變遷讓我們的生活經驗、偏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簡稱FEMA），

好的選擇、公共建設的設計標準、災害防治、救難

這樣的機構來負責處理全國所有大型災害之規劃、

的設備、訓練，都要有新的思維及準備，這是每一

應變措施及救災工作，無論是災前之預防、演習，

年、每一城市，每一村莊都要面對的課題。他說，

或是災後的救災與重建，它將是統一管理的機構。

除非我們不相信科學家所說CO 2排放過量是造成氣候
改變的主因，否則，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城市，都
要努力減少CO 2排放。

資訊平台
這次災害發生，官方災害通報管道比起網友建

他更是提到，今年7月份在高雄市府會以及環

構的資訊系統遜色許多，許多地區因為斷訊無法與

保團體的努力之下，環保署通過了台電在高雄大林

外界聯絡，靠的是民眾網路的主動通報，在極快的

廠的兩座燃煤電廠的更新案。不過，他仍認為CO 2

速度之內蒐集災情，甚至於電視台都接到許多民眾

的減量要求卻因現存的法令及中央主管機關的不夠

求救電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劉一娟專員表示，對

堅持，台電仍未達成CO 2減量的具體措施就先行通

於災情大到跨縣市及大型災害時，資訊的不明朗成

過。他希望環保署、環評部、台電、主管機關在這

為問題，造成民怨，如何維持資訊的通暢是重要課

次經歷「超颱」經驗，能讓地方政府與環保團體坐

題，需賴中央建置資訊及溝通的平台。

下來好好研究CO 2減量具體措施。
連立堅議員也在公聽會中提到，資訊的通暢

防災專責機構
政府的救災體系在這次莫拉克風災中不堪一

才能掌握災區新訊息，他說，此次災區發生物資過
多、不均，以及如何處理不同信仰者的安置問題，
若能早先知道這些狀況，就可以避免掉。

擊，中央與地方、還有國軍等協調，通通出了問
題，因為《災害防救法》的緣故，軍方必須聽地方

黃柏霖議員則是認為，未來應結合民間資訊

政府的救災需求，導致國軍難以採取主動的角色，

平台、媒體緊急救難系統，在第一時間掌握救災需

不僅如此，外界也認為屬於任務編組的中央防災委

求。他認為，政府「救災物資及人力資訊系統」，

員會，應變成專責機構。

不但在平時就應該內建政府(包括警、消、軍)、民間
(包括公司、學校、非營利機構)的各種救難機械、人

在「救災應變處理與自救」公聽會中，樹德科

力、物資。並且在災難來臨時，讓各種民間機構、

大吳建德副教授指出重大的災害不是縣市政府有能

地方政府，透過網路，將可供調派的資源，即時輸

力解決的，需要軍方的支援，他倒是建議，國防部

入資料庫，並且讓災害防救中心統一指揮調派，讓

後備司令部在各縣市的後備司令部，應利用全民動

網路媒體能成為「垂直整合」及「水平整合」的資

員及教召機會進行防災救災的相關演練，透過這個

訊平台。

網絡也可發揮綿密的連繫。
預防、減災、緊急通報、緊急應變、災後重建
黃柏霖議員在公聽會中也強調，我們應該學

等是一體的，不能被切割，每一個環節也要扣得緊

習美日，將中央防災委員會變成專責機構，要讓災

緊的，實際的演練才能確實了解問題點，更重要的

防會的專業人才不要流動，才不會每次都從新手幹

是全民防災的意識，落實防災準備，學習與災害共

起。可以仿效美國聯邦緊急事務處理總署（Federal

存的能力，記取這次的教訓，繼續往前走。

受災原住民的心聲
目前災民關切的問題是重建地點，「88水災高雄縣原住民部落再造聯盟」及「桃源鄉勤和村自救會」於9月
23日向設置在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的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陳情。
他們希望在瞭解災區部落需求之後，再推動相關政策，他們強調重建的主體是部落，而非個別家戶，安
置、重建的協商一切應以部落為溝通對象，重建委員會應納入部落代表，不能以地方行政首長代表部落居民。
原住民代表並且說明政府提供的永久屋不是原住民需要的，他們急迫需要的是中繼性安置，他們認為不宜
在土地狀況未清楚穩定時，逼迫受災部落作是否遷村重建的抉擇。如果經部落協商，需要遷村，原則應為「離
地不離村，離村不離鄉」，依原住民部落生活領域傳統規範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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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改制30週年系列活動
話‧畫大高雄
日期

活動

9月18日

新世代談高雄願景座談會

10月3日

小朋友畫議會

10月23日

為擘劃大高雄市提供更長遠的看法座談會

9月起至10月底

網路徵文：主題「你希望中的高雄願景」

新世代談高雄願景
盼市縣資源整合發展新契機
世運過後
爭取三大體育學院在高雄設置分校
「高雄市縣合併之資源整合與產業增值策略」
研討會
提升治理效能促進資源整合
「大高雄市觀光休閒產業的榮景」座談會
都會活動+城鄉文化打造大高雄的觀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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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畫大高雄

高雄市改制30週年系列活動
文/編輯部

莊啟旺議長為前來議會畫畫的小朋友
加油打氣。

民國68年，高雄市改制為直轄市後成為台灣第二個直轄市，也促成高雄市成為台灣第二大城市，讓高雄市在
這卅年來的建設有突飛猛進的發展，澈底跳脫了高雄市的原始面貌，對高雄市民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99年底，高雄市縣將合併為大高雄地區，正好高雄市獨立升格為直轄市卅年做為一完整的階段，高雄市議會
舉辦系列活動，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希望關心高雄市發展的民眾都能發表意見與看法。
這次的活動從小朋友到大朋友還有學者專家的參與，有小朋友的寫生比賽，年輕學子的網路徵文，大學生
談高雄願景，以及學者專家的大高雄市未來發展的願景，邀請各界參與擘劃高雄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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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改制卅週年特別企劃─新世代談高雄願景

「新世代談高雄願景」座談會中，莊啟旺議長及藍健菖議員與學子們互動熱絡，氣氛愉快。

新世代談高雄願景

盼市縣資源整合發展新契機
文/陳霈瑄

為慶祝高雄市改制30週年，高雄市議會舉辦一系列的活動，9月18日舉行第一場「新
世代談高雄願景」座談會，由來自高雄縣市8位研究生及大學生與議長莊啟旺暢談對高雄
的印象，期許高雄市縣在合併後有更嶄新的風貌。
莊議長表示，高雄市是個漂亮的城市，道路筆直且有規律，也擁有各縣市沒有的優
勢，過去一直是工業都市，現在則要突破傳統，如世運是個成功的賽事，應延續成功的經
驗到產業，發展觀光、文化創意、太陽能等，而市縣合併後面積近3,000平方公里，對各
地區的發展趨勢必要重新思考與規劃，新世代年輕人的意見將可做為施政者的參考。
出席的學生無論是否為高雄人，都為世運的成功感到驕傲，並樂於將自己與高雄連上關
係。高師大廖儀婷說，在公共藝術方面還需要加強，也可以利用大眾運輸系統規劃套裝行程
供外來的觀光客參考；她也提出火車站前的商圈較為紊亂，需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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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師大許軫甯說，許多人都想到北部唸書，但

家住屏東的義守大學盧雅婷，唸書期間都是搭

其實南部學校並沒有什麼不好，所以提昇南部學校

乘大眾運輸工具，她認為高雄市的接駁車規劃得很成

的形象是有必要的。而她也認為大眾運輸需加強，

功，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觀念已慢慢改變，如果

如人口最多的三民區沒有環狀公車經過，路線的規

未來能將捷運延伸到屏東，則有助於高高屏的區域整

劃不應只是為捷運轉乘著想而已。

合。她另外提到大家對高雄的印象都是親水，較少親
山，都市化也將人與大自然隔離，而在大自然的反撲

對高雄有好印象的高師大梁雅婷說，以前就聽說

後，應奠基水土保持，重建青山，讓民眾愛惜。義

高雄是購物天堂，來到高雄後，發現還有愛河、城市

守大學黃冠福說，希望多辦演唱會，將美食與交通結

光廊等地方，可以讓人放鬆。另外她提到曾到旗山出

合，讓機車族變成大眾運輸族。

差，當地著名的香蕉卻因經費不足而無法做完善的行
銷，她希望能將資源整合，帶動當地產業。

高雄大學江昱欣從環境保護、人權維護及政治
文化三方面來做探討，提出後勁五輕、石灰岩採礦及

高師大黃麗蓉表示，88水災與高雄世運之後，

在地文化保存不足等問題，並大膽詢問是否已準備好

看得出高雄人有很強的善與知識的軟實力，如非營利

市縣合併。另黃麗蓉也補充道，希望可以保障基層農

組織與志工結合之善的力量，未來可以政府為主體，

民，或者發展培養農民成為講師，將人力帶到國際的

搭配民間，有效利用。而高高屏大專院校目前已有資

可能。

源整合的計畫，提供資源分享，且可從網路互選課程
研修，如果能再透過國際性的研討會在高雄舉行，並
給予學校補助，可讓高雄在知識時代站穩腳步。

藍健菖議員表示，面臨城市制度的變革，城市
的定位及發展軸線需要審視，過去高雄市以重工業
起家，靠中鋼、中船、中油、加工區來吸引外縣市人

深愛旗山的實踐大學李瑞庭，自88水災就投入

口，但近年來慢慢模糊，工廠外移，高污染產業受挑

志工行列，並擔任學校安置受災地區五所國小共400

戰，若不要有這些污染，「我們要什麼」就需要好好

多名學生的照顧小組召集人，他一向是騎機車往來學

思考。

校和市區，深受交通不便的困擾，他也提議舉辦大
型的單車活動，來提高高雄的能見度。同時他也對內

最後莊議長表示，未來台灣將分7個經濟體，高雄

門、旗山、美濃相當熟悉，認為可將內門的火鶴花和

市要做中華民國唯一的產業，而不是做南部唯一的，高

宋江陣、旗山的香蕉及美濃的客家文化加以規劃，向

雄可做海運城，因為高雄港有優勢，端看主政者如何結

外推展。

合優勢，留住人才，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莊議長與年輕學子暢談大高雄
的願景，同學們也提出許多對
高雄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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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運過後

爭取三大體育學院在高雄設置分校
文/編輯部

世運會熱鬧謝幕之後，如何延續世運創造的熱度與亮度，成為各界關切的話題，莊啟
旺議長在9月14日公聽會中建議市府向中央爭取三大體育學院在高雄設置分校，並且仿效北
京鳥巢、水立方經營管理模式以創造主場館觀光價值。
於高雄市議會舉行的「世運過後，高雄市要做什麼」公聽會，由莊議長主持，他肯定
世運會使得台灣在國際能見度提高及建立台灣舉行國際大型賽事的範例，但也憂慮高雄市在
世運過後的城市發展方向。
莊議長表示，高雄市成功的舉辦世運會，藉機
提升了高雄市的能見度，為了維護國家的尊嚴，在
他強烈地要求下，馬總統上台宣布世運開始，聽奧
也比照此模式，開啟了台灣參與國際賽事的範例。
但是留下來的主場館應該何去何從？莊議長認
為高雄市擁有左訓中心、世運主場館、巨蛋、國家
體育公園等優質運動設施，應充分發揮及運用體育
設施的效能並進行專業的維護管理，所以他建議市
府向中央爭取三大體育學院在高雄設置分校及仿效
北京鳥巢、水立方經營管理模式，以創造高雄主場
館的觀光價值。
世運過後，如何創造高雄主場館的觀光價值也是須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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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運行銷與效益

運動場館的未來

義守大學副教授李樑堅表示，世運會對城

樹德科大教授劉田修則指出，經過世運之後，

市行銷、義工整合、國際賽事奠定成功的里程

高雄市運動場館條件勝於台北市，主場館更是不亞

碑，主場館的價值應繼續推動，市府可結合世

於北京鳥巢，但高雄市仍需增加室內的網球練習

運宣傳行銷市政運作機制以落實主場館的價值

場、增加中型的體育館等設備才有利於未來申請大

提升。

型賽會。他提到主場館的優勢之一光線角度，當初
主場館設計時考慮陽光照射的角度，以北京鳥巢為

市府許釗涓副秘書長指出，透過世運的

例，冬天陽光照不到場館內的草皮，但是我們的主

舉行，高雄市在硬體建設上奠定公共建設的基

場館沒有這個問題，並且當初設計時，還考量場上

礎，加上軟體建設方面也培養出有舉行大型賽

的守門員面對光線的角度，南北向偏了10度以克服

事的人力與資源，高雄市已有能力舉行國際大

光線直射眼睛的情形。他也提到賽後的北京鳥巢參

賽。不僅如此，並成功的把高雄原本的重工業

觀收入已達3億元人民幣，高雄主場館應妥善管理及

城市轉型為觀光休閒運動城市。

爭取國內旅客的參觀人數。

研考會主委劉世芳表示，世運會在城市行

高雄市將朝會展產業發展，在增設展覽館時，

銷有具體的成果，世運會以主場館進行行銷也

劉教授建議以平面為主，將可兼具運動場的功能。

使得世運結束後的場館利用受到矚目。

運動與展覽做結合，不僅有運動的競技，還有展覽
活動的延伸，豐富運動賽事。

針對世運所引發的效益，觀光局長林崑
山表示，世運產生的效益比預期高，實質至少

吳濟華教授建議主場館仿效鳥巢、水立方的管

有20億元的產值，而在城市的國際行銷效益更

理作法以及營造中央和地方的夥伴關係，爭取更多

大，建議未來持續朝單項國際比賽努力，結合

比賽與活動到高雄舉行；並重新思考，從觀看賽事

運動及觀光積極有效利用主場館。

到體驗運動的觀光行為。他表示，在世運之後，經
過調查有30%的市民有參與運動的意願，所以高雄

高師大余嬪教授針對賽事人力資源及經驗

市可以朝提供體驗的機會予市民及觀光客。

的分享，要求市府進行知識的管理，以便未來
的傳承。另外，她提到，參與運動的人口是不

對於主場館的主導權，高雄市觀光協會理事

能忽視的一群，未來應考慮納入運動體驗的觀

長曾福興表示，目前鳥巢及水立方入園已超過北京

光活動。

故宮，可作為高雄的借鏡，但需要完善的導覽及解
說；世運結束有很多遊客想到主場館，卻遇到88

中山大學教授吳濟華則認為國際賽事影響

水災，使得世運熱無法持續延燒，他希望市府爭取

層面相當廣，包括城市意象、市民運動行為、

主場館主導權，如主場館只是運動用途，將會很可

經濟發展等都有正面影響，而高雄市是否真的

惜。蔡媽福議員也希望主場館的使用權應下放高雄

改變，還是只是曝光率增加，仍需長期觀察。

市，以免流於蚊子館。

而是否帶動觀光成長可從人口數呈現平緩下降
還是極速下降來判斷。他更是指出，主場館投

陳麗珍議員則表示，世運過後的高雄市民運動風

資有100多億元，現約回收20億元；若依1.5

潮不能退，至於是否一定要有大型運動賽事才能使用

至2倍的回收效應評估，主場館至少要有240億

主場館，他建議市府應配合主場館的營運考量提供市

元至320億元的回收，公共設施在拓展觀光運

民使用，並以期這些運動設施可以發揮其效益。

動上應該要有長期的改善及配合的空間。
義守大學李樑堅副教授總結來賓的看法提出建
世運開幕當中，電音三太子予人印象深

議，包括市府應將世運資料於網頁進行宣導、以爭

刻，高應大教授黃營芳建議市府，明年帶領電

取世大運及亞運為第二目標、活化主場館並朝綠建

音三太子到英國愛丁堡參加活動，把迎神賽會

築推展綠能產業、爭取體育學院之設置及訂定高雄

的台灣特色推廣出去，將可吸引1,000多萬名

運動日。

遊客的目光。他表示，世運過後，大型布袋戲
及電音三太子帶來的熱情反應如能持續加溫，

最後，莊議長則強調，世運結束是另一個爭取

給予遊客在地文化的深刻感動，觀光體驗將難

國際賽事的開始，世運效能要落實在觀光、文化、

忘懷。

科技、綠能及會展產業市場的推展，市府應彙整學
者專家的建議以作為未來施政依據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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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縣合併之資源整合與產業增值策略」研討會

提升治理效能促進資源整合
文/編輯部

在全球在地化背景下，城市競爭日趨激烈，為了在全球環境中保持
競爭優勢，以區域背景為基礎的國家間合作開始出現，「區域發展」與
「城市競爭力」已經逐漸取代「國家競爭力」的討論，而臺灣目前面對來
自全球的競爭，在國際性整合之前，馬英九總統認為國內區域性整合自有
其必要性。那麼，在高雄市縣合併後，城市定位為何？面對資源整合、行
政效能須提升、產業發展、財政負擔、人才培育等問題，要如何進行調整
以面臨國內外城市的競爭為重要的課題。
由高雄市議會委託中華亞太經濟與管理學會針對「高雄城市競爭力
提升策略之研究」系列，於9月18日舉辦「高雄市縣合併之資源整合與產
業增值策略」研討會，並由高雄市議會莊啟旺議長與高雄大學應用經濟系
王鳳生教授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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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莊議長指出，市縣合併是一個大工程，

強，現有存在的城鄉差距問題也會縮小。他同時也

中央必須進行修法部分包括地方制度法、財政收支

提醒，台灣產業下一步的投資計畫將會在中部，高

劃分法、行政區域劃分法及公共債務法等四個方

雄市縣必須儘速思考快速的產業轉型。

向，法令修改看似簡單，但逐條修改極費功夫，而
地方也要因應中央母法的修正進行地方法令、法規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汪銘生指

的修改，並提出配套措施，牽涉相關修改的法令、

出，全球或亞太地區城市競爭力滑落最多的卻是高

法規可能達2,000項。

雄市，從2007年的70幾名，2008年卻掉到200多
名，他認為高雄的問題在於兩岸，合併後的高雄其

對於高雄市縣的合併，莊議長表示對高雄發展
是正面的，過去高雄市在台灣整個產業上，是趨於

發展條件不輸香港，高雄市應把格局拉大，從區域
發展的角度來解決問題。

能夠成為一個重工業領導地位，未來台灣基礎產業
還是著重在南部地區。他也提到2009世運的舉辦，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副教授孔憲法說，不僅

對高雄市國際地位有所提升，市府應就世運優勢，

從東亞地區的人口數來看，更朝對岸看，他說，大

將世運各項資源重新整合出發，相信在未來相關產

陸現在有一個「城市群」的新觀念，強化都市與都

業，如休閒觀光、運動休閒、綠能、科技產業都有

市間的結合分工；反觀高雄，在台灣西部走廊所扮

很大幫助。

演的地位愈來愈往下降，而其他城市像台南也是相
同命運。

至於高雄小港機場運能不斷衰退，莊議長表
示，有人建議比照桃園航空城模式來發展高雄航空

在產業方面，他認為高雄和台南甚至屏東地

城，但航空城一年運量要1,000萬人次，貨運量達

區，應共同爭取科學園區和機場，若是自己爭取自

100萬噸，而高雄小港機場去年只有400多萬人次，

己的，造成南部地區在各項設施上無法統籌規劃發

貨運量更離譜只有6萬噸，雖然航空城做不成，但不

展，也忽略了來自國際的競爭力。

要忽視了高雄港的優勢，可做為海運城。
蕭永達議員倒是認為，我們的直轄市比大陸

土地人口增加

多，我們應將台灣定位為一個大都會，且以台灣為
主體與國際競爭。

對來自國內外城市的競爭，我們的競爭力成
為大家熱烈探討的話題，王鳳生教授表示，未來大

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副教授曾梓峰

高雄將具備國際中型都會的規模，對高雄都會進行

說，市縣合併應思考為下世代打造城市的結構及體

全球化聯結及全球競爭上都有利基。成功大學都市

質，以適合國際競爭，並且找出新經濟發展機會及

計劃研究所教授姜渝生則表示，從國土規劃長期

區域發展的優勢，高雄要走出去應到大陸去觀摩，

來看，西部地區分為北中南人口工業密集地區，每

但要以國際觀走出去。

區人口至少5、600萬人，如此城市競爭力就會增

高雄小港機場客貨運量待提升，以增強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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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負擔不見得輕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林清強副執行長表示，

市縣合併後，一般認為收入將可能增加，財政

由於市縣合併後，不論是地理或人文都會有很大的

局雷仲達局長表示，縣市合併後，其實高雄市的收

改變，面對如此巨大的變動，如何有效結合商業、工

入僅增加30~40億元，但是包括負擔高雄縣社會福

業、農業加上海空港的資源？他強調，要有一個快速

利及教育、健保等其他支出卻高達100億元。

有效的決策機制，以滿足合併後的民眾需求。
王鳳生教授也指出，以往縣民健保費由中央負
汪銘生教授也認為，高雄市 縣 在生活及工作

擔，未來直轄市的市民健保則應由地方自繳，部分

方面分屬都會、鄉鎮兩種不同型態，如何縮減現存

教育經費亦復如此，升格後，高雄市民負擔的債務

的城鄉發展差距，以及提升新直轄市政府的治理效

相當沉重，地方財政負擔不見得能減輕。

能，是當務之急之要務。
樹德科技大學國貿系助理教授陳思慎則認為
不過王鳳生教授擔心，市縣合併後，各直轄市

除了將升格相關縣市原本分配額度一併納入直轄市

首長所掌握的資源、所代表的民意人數，都將大於

43%的統籌分配稅款外，中央政府更應面對直轄市

中央部會首長，屆時中央將很難控制，可能出現葉

因職能與支出擴大，理性擴充統籌分配稅款規模，

爾欽效應。

使得錢與權對應合理調整。

林清強副執行長則指出，將來行政區重新調整

人才是核心

之後，幅員、人口變大變多，未來區的角色將變為

梅再興議員表示，高雄核心競爭力在於人才，

更重要，內政部初步研擬未來區內將設區政諮詢委

高雄市的領導人要有國際觀，引進專業的人才，高雄

員，區長原則上是官派，但權責上應加重，應等同

才有提升的機會。面對大陸城市的挑戰，林國正議員

於局處首長，才能有效執行各項決策與計畫。

表示，大陸的人才很多，高雄則需要具備國際化的人
才，以因應未來發展的挑戰。他也提醒市府，在縣市
合併之際，更應該重視基層的聲音，他指出縣市合併
之前後，高雄市政府都未與民間對話，深入地方了解
需求，沒有聆聽人民的聲音，要如何提出確實的政
策，並有效的提升行政效能，值得市府深思。

善加運用高雄港的優勢，打造高雄為海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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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雄市觀光休閒產業的榮景」座談會

文/陳霈瑄

都會活動+鄉村文化
打造大高雄的觀光魅力
有鑒於高雄市縣合併在即，未來將有更大的腹地及資源，可以力
拼大高雄觀光，但高雄縣秀麗山川遭受88水災的侵襲，自然景觀受創
嚴重，但城鄉截然不同的風情，大高雄市觀光應可朝二元城鄉區域觀
光來定位，打造強烈的城市意象，以活動持續行銷，才能創造出屬於
高雄的觀光榮景。
由高雄市議會指導，本刊企劃單位南主角文化事業公司主辦的
「大高雄市觀光休閒產業的榮景」座談會，於9月28日在議會舉行，
邀請議員及產官學界代表共同討論大高雄的觀光願景。
這場座談會由議員陳信瑜主持，陳議員表示，行政院最近推出拔
尖計畫，提出4年後將創造40萬個就業機會，吸引民間2,000億元的投
資，希望在4年後帶來5,500億元的效益，讓大家非常期待。而行政院
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也提出跨部會的「魅力旗艦計畫」，包括區域觀

高雄縣濃厚的地方色彩為大高雄地區
觀光帶來更多利基。

光、競爭魅力及無縫隙魅力計畫，4年共300億元，而如何搶食這塊大
餅，就需要各縣市努力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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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金援也沒人才
高雄市觀光局副局長龔天發說，高雄縣市已有

高高屏觀光產業聯盟總召集人林富男說，觀光業

良好的溝通平台，明年合併正是水到渠成，而觀光

不僅能創造產值，當然也可以創造就業率，因此政府

休閒產業將成為明星產業，高雄縣市則可定位為區

應與民間通力合作，提振觀光產業。他認為高雄的觀

域觀光。但龔副局長也坦承，魅力旗艦計畫高雄市

光必須提升服務品質、舊景點整建、開發新景點，加

沒有爭取到。

上政府強力行銷，以打造有競爭力的城市。

高雄縣觀光交通處觀光行銷科長孫春良也說，

高雄市觀光協會總幹事沈元說，對於合併，一則

在魅力旗艦計畫中，有提出旗山、美濃的觀光計

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可以看到真正的合作，日後

畫，但仍爭取失敗。他希望縣市合併後，大高雄能

或許可以在蓮池潭看到電音三太子或宋江陣的表演；

變成南台灣的旅遊重鎮。

憂的是沒有聚焦，對業界一樣沒有幫助。他提到，外
國人對蓮池潭印象深刻，但卻缺乏常態活動，而蓮

高高屏觀光產業聯盟總召集人林富男直指市

池潭的活動僅著重在湖邊，缺乏湖上活動，且活動行

府，他說，市府的觀光政策不明確，觀光產業預算

銷須聚焦。比照台北的牛肉節，他建議高雄發展海鮮

偏低，質疑市府的施政方向。他說，觀光是可以創

節，把高雄市的觀光活動加上高雄縣的文化特色把大

造產值的行業，觀光局今年編列新台幣6億元，明年

高雄推銷出去，有特色帶動人潮，而不是活動辦得很

3億元，其中只有2成是資本門費用，很難協助業者

大但是來消費的旅客少，沒有帶來實質的觀光效益。

拼觀光。
高雄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監事鄭偉民也說，
他還提到，市府不僅沒有觀光旗艦計畫也沒有

有些觀光客不知道高雄的夜晚可以去哪裡，所以應多

願景，讓業者拿不出一個足以行銷高雄市的指標景

規劃動態或靜態的夜間文化活動，讓觀光客也能有個

點；同時他也批評觀光局缺乏具專業背景的人員。

精采的夜晚。

龔副局長坦承觀光局缺乏具有觀光專業背景

高應大觀光管理系副教授李一民認為，我們應認

者，具專業人員不及單位的1成，強調相關人員多從

清城市意象的強弱，城市意象強、做得好的要持續維

建設局及交通局移撥而來。孫科長也坦承縣府承辦

持，不夠強的要增加，意象弱、沒做好的就算了，不

觀光業務缺乏專業人員。

要將資源分散了。

找特色塑意象
高雄餐旅學院旅運管理系主任甘唐沖建議，
成立大高雄觀光發展諮詢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定
期建言，補強公部門人力、創意不足的弱點；而高
雄的陽光強，可利用來突顯「陽光愛情」的觀光意
象，觀光發展更可定位為「二元城鄉區域觀光」，
分別發展「城市觀光」及「鄉村旅遊」兩種特色，
如城市觀光可規劃藍色公路，將真愛碼頭與情人碼
頭結合。並推廣「一泊二食」的住宿型態，帶觀光
客做深度旅遊。
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主任葉上葆說，從觀
光的本質來看，觀光是否能永續，要看創造了哪些
特點，又有哪些附加價值，讓觀光客可以留下來消
費，重點在旅遊需要創造消費的價值。他也提到縣
市旅遊的型態，以台北縣市為例，假日台北市人口
到台北縣消費，經濟來源來自都市核心，消費型態
也須從城鄉來思考。至於吸引眾多觀光人口的會展
產業，他認為應該分為會與展兩個部分來看，會議
的發展在高雄是比較可行的，許多的飯店有場地可
以舉辦，但是展覽的話需要動員的人力物力龐大，
這個部分比較難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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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瑜議員則認為高雄市很適合以愛河為主題發
展觀光，她說定期舉辦永浴愛河的觀光活動，吸引全
台各地即將結婚的新人來高雄結婚，提供配套的優惠
措施，讓許多人對高雄留下深刻的印象。
周玲妏議員表示，市府要拿出魄力、提創意、敢
要求，就不用怕沒有經費，且宣傳很重要，首長要以
身作則知道如何帶大家玩。
周鍾 議員則認為左營地區深具特色，而其古蹟
應以歷史文化還原遺址，注入觀光活水，他也強調發
展觀光應少一點政治味比較好。蕭永達議員說，高雄
對外來說，是一個大都會，大都會應發展如科技、綠
能產業的主流產業，若能爭取到這些產業到高雄，高
雄就能發達；反之就變成邊緣化的城市。
連立堅議員說，高雄市的觀光缺乏腹地，呈現的
風貌有限，未來結合高雄縣以及屏東，將是具吸引力
的旅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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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啟旺
逆境淬鍊堅定意志
文/王雅湘

人生中總有不斷地考驗，考驗著自我的價值觀、

議員，在基層服務上相當紮實，莊議長面對此一打

生存的意志、人生的信念等問題，有些時候我們過關

擊，一時之間無法接受，自忖平時認真服務，為何會

了，有時候準備還不夠，但不論如何，正面迎接、樂

有這樣的結果，再加上太太生重病，當時又是面臨人

觀看待、歷練後放下將是經歷過的真實體會，莊啟旺

生中的另一次雙重打擊，挑戰著莊議長的人生路，在

議長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對逆境的打擊，走過風雨，

照顧太太兩個月的時間，莊議長思考很多，他自我檢

焠鍊心志，堅定了服務人群的志業。

討，在選民服務及人生的價值觀上，他調整心境，去
接受這樣的結果，但他認為老天不會放棄一個認真打

談起人生中的逆境，莊議長沉穩的語氣裡仍
舊透露出不捨的情愫，他說，當他二十多歲剛踏出

拼的人，只要自己有堅定的意志，且務實地、認真地
去面對挑戰。

社會，正學著創業的時候，母親卻往生了，在莊議
長的心中，母親對他有著極深的影響，母親熱心助

身為民意代表接觸各式各樣的人，但莊議長強

人的性格，是莊議長的楷模，莊議長提及小時候大

調不管別人對自己的態度，以誠待人是做人的基本原

環境不佳，民生物資相當缺乏，但是母親總是不吝

則，朋友可以深交也可以淡如水的往來，就只是不同

嗇與他人分享食物，而家中作生意的需要，設有電

立場，考量的角度不同罷了。

話，無私的母親，總是把它當成地方上聯繫的公
器，莊議長說，即使接電話的人再遠，母親還是不

因著堅定的意志力，在落選後莊議長決定再給自

厭其煩地走得老遠去叫人，所以當他出來選里長的

己機會，再度披上戰袍參與了第6屆議員補選，他向

時候，選民口中不是叫他莊啟旺，而是用「阿娥的

前衝、往前拼，在選舉的過程中，曾有人將莊議長照

兒子」來稱呼他，可見在地方上，莊議長的母親擁

顧夫人不在高雄的期間以黑函攻擊，當時少有人得知

有響亮的名聲。

那時莊議長正面臨人生的煎熬，但他也領悟到，勇於
承擔自己的選擇，義無反顧繼續向前邁進。

母親的為人，影響莊議長秉著不求回報地為民
服務，因此，在母親往生之際，莊議長沒有心思在
事業上，許多工程款被倒掉，遭受雙重打擊，當時
對於人生有了不同的看法，師父開示莊議長，人生
是來還債的，還完債就回去做菩薩了，也就是從另
一個角度來看待死亡，死亡只是了卻此生的恩怨。
當時太太從旁給予鼓勵與支持，及精神上的陪伴，
讓他度過煎熬的歲月。
選舉的輸贏對民意代表來說都是最艱鉅的挑
戰，莊議長人生的第二個逆境是第6屆議員尋求連
任失利，當時莊議長已經經歷數任的里長，一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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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啟旺議長期盼自己的服務志業，可以照顧到世世代代。

陳漢昇
只有勇往直前 義無反顧
文/凌卓民

凡對旗津有利的事陳漢昇議員總是義無反顧，

因此在他當選議員後，以新科議員之姿帶領著

即便是耗時兩年抗爭中洲污水處理廠的設立，當中

上千名鄉親，展開兩年漫長的抗爭過程，持續不輟

漫長的煎熬，他仍是堅持捍衛居民的權益，秉著服

的行動當時還躍上新聞媒體版面，讓市府漸漸改變

務的熱忱面對逆境。

心態，「在哪污染就必須在哪回饋」，也讓社會注
意到旗津在地的心聲，最終也替旗津居民爭取到每

旗津地區是移民高雄最早的聚集地之一，狹長

年4,100多萬元的回饋金。

型的島嶼隔著海港與高雄相望，邊陲的位置在早期
讓旗津居民的權益不被政府重視，一直到第3屆的

那兩年艱辛的過程對陳議員來說格外具有意義，

高雄市議會，旗津居民才有在地並連任5屆的陳議

一方面展現了旗津鄉親的支持與團結，不僅有鄉親因

員，長久以來堅持地方公益，為旗津居民做最有利

為抗爭而受傷，另一方面則展現了陳議員對於理想的

的努力。

堅持，即使面臨其它嚴苛外在因素，仍堅持地方公
益，陳議員也因為抗爭事件讓自己吃上官司，所幸法

當長久的漠視，要成為關注的焦點，抗爭就成

官體諒是因地方公益從輕量刑判緩刑兩年。

了無法避免的途徑，擔心中洲污水處理廠造成旗津
污染的陳議員表示，當時中洲污水處理廠從興建到

兩年的過程也突顯出擇善固執與堅持的重要

運轉已經歷經了8年時光，從一開始地方即提出反對

性，只要是正確的事、對的事、對地方有益的事，

興建的聲浪，到營運後高雄的家庭廢水、工業廢水

陳議員便義無反顧的往前，而當年爭取到的回饋

一股腦送到旗津，讓旗津形同是高雄市垃圾場，市

金，讓現在的旗津居民得以享受其它高雄市民沒有

府根本漠視旗津居民的權益。

的利多，譬如旗津區國中、國小學童營養午餐全部
免費，結婚時男女雙方可各領6,000元以及生育補助
每胎10,000元等福利，都是從回饋金中提撥。
對於旗、鼓、鹽選民的權益，陳議員不遺餘力
地全面把關，從政多年以來，陳議員總是以地方權
益為出發，遭遇逆境時，總是以當年與污水處理廠
的抗爭及美好結果激勵自己，只要有立意良善的心
及無比毅力，沒有做不到的事，如持續不斷的推動
旗津觀光、西子灣海水浴場免
費開放高雄市民，而身為旗津子
弟，更了解居民與海洋的關係，因
此為旗津漁民發聲的立場永遠沒變，
同時更與時俱進，將魚業與觀光做結

陳漢昇議員為爭取民眾權益，總是不顧一切勇往直前。

合，讓旗津能夠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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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瑩蓉
守護與圓夢
文/施美旭

從律師轉任民代，林瑩蓉議員清新專業的形象深

在2009高雄世運期間，世運開幕門票出現一票

植人心，除了監督、推動左楠地區的建設與觀光發展

難求的熱況，也因此林議員接到許多市民及友人的請

外，她更展現出女性特有的細膩思惟，將關注的焦點

託，希望取得世運門票，當時，有民眾寫信給林議

放在孩童的安全與權益，以市民的心願為依歸。

員，信中表示他們的一雙兒女就讀中央大學研究所與
政大語文系，是高雄的優秀子弟，也都擔任世運的隨

在執業律師10多年的經驗裡，林議員曾接到因

團志工，夫妻倆因錯失購買開幕門票的時機，無法為

孩子車禍受傷而心力交瘁的父母，在面對司法訴訟時

子女拍下深具意義的歷史鏡頭而深感遺憾。林議員在

的折磨，因此，在教育議題上，林議員著墨不少，特

接獲來信後，決定將自己預先購買保留要送給親友的

別關注學童上下學安全，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資料提

兩張開幕門票，贈送給這對夫妻，幫他們圓夢。

醒交通局，14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以交通事故占第
1位，而教育部調查近3年學生意外死亡事件有6成5

面對難得在台灣所舉辦的國際盛事，也為了讓更

是來自車禍，因此，她建議交通局應在高市各級學校

多民眾能參與世運，林議員藉此機會舉辦世運有獎徵

門口交通號誌燈全面建置觸動式按鈕，讓學童可自行

答贈送百張世運開幕門票活動，獲得市民熱烈迴響，

按鈕觸動紅綠燈號誌，以保障學童進出學校的交通安

共收到3,000多張郵寄明信片。而這項贈票活動除了

全。

推廣高雄世運會外，也趁機讓參與民眾寫下心中最喜
愛的高雄市景點，統計結果是以愛河為民眾心中最愛
截至去年為止，高雄市91所國小及37所國中，

的景點，其次是西子灣、蓮池潭、世運主場館及旗

僅8校安裝，經林議員爭取市府允諾再增加辦理之

津，更間接為高雄市各景點打廣告，讓高雄印象更深

後，交通局於今年共編列535萬元在42所中小學校門

植人心。

前建置交通號誌觸動按鈕，預計明年會再編列預算繼
續裝設其他尚未建置的學校。

林議員以純真秉持信念，以人本堅持理想，不只要
守護孩童的安全與健康，也努力為市民與高雄圓夢。

林議員認為讓學童「過馬路不害怕」，所以，
她表示除了導護老師與家長志工護送學童上下學的時
段外，希望將來所有校門前交通號誌都可以有觸動按
鈕，讓學童自行出入學校時更安全，更希望行車至學
校前的駕駛朋友為學童與自身安全著想，確實遵守紅
綠燈交通號誌。
另外，林議員關心幼童健康問題，也建議市府免
費提供幼童齒溝縫填補或塗氟，希望市府儘速規劃這
項福利政策，這項貼心的建議也獲得陳菊市長肯定與
承諾，衛生局正在評估中。
守護孩童令林瑩蓉議員倍感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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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珍
起身而行是面對困難
最重要撇步
文/凌卓民

由於過去擔任里長的緣故，長時間接觸基層民

路設立一長青活動中心，不過由於地方小，可以提

眾，使得陳麗珍議員擁有紮實服務基層的經驗，面

供的活動空間有限，從長遠的考量，她認為應該為

對選民請託各種狀況，陳議員秉著不負所託，熱心

老年人設立一個多元的活動空間，以符合長輩們的

地方公益，遇到困難只有起而行，化解困境。

需求，因此，她將繼續爭取北區長青活動中心，並
建立於華夏路與曾子路一帶，以健全整個左楠地區

在面對民眾解決大小事時，陳議員總是以同理

的生活機能。

心，了解選民的處境，不過擔任議員面對的選民請
託更廣泛，小從法律諮詢、選民失業找工作，大到

對於北高雄因人口增加所衍生的問題，如教育

地方建設公共利益，其中有許多議題是在擔任里長

資源的分配未隨比例增加，因人潮密集而導致巨蛋

時不曾碰觸，在在形成新挑戰，而面對這些全新挑

附近的交通壅塞等，陳議員均全力以赴，不僅極力

戰，陳議員秉持的信念就是「即刻行動」、「不要

表達民眾的心聲，更是關切公部門的執行與進度，

留下遺憾」。

監督立場不妥協，她認為既然決心要服務大眾，那
麼就勿須遲疑。

因著這樣的信念，讓陳議員以更積極的態度爭
取有利地方的事。由於左楠地區近年來快速開發，

擔任議員所關心的事更多、處理議題更廣，對

人口增加，陳議員表示，左營國中附近的博愛路與

於民眾的請託，陳議員不僅在乎民眾的感受，更是

曾子路將設立左營圖書館，鐵路地下化的工程也正

全力以赴，雖然處理當中總會遇到挫折，求好心切

進行中，而蓮池潭也正積極爭取成為國家級的觀光

的她也會面對自我給予的壓力，再加上必須要處理

文化園區等，左楠地區的進步迅速，相對地需要更

的公共事務眾多，案件的處理和時間緊迫的雙重壓

周延的公共建設，她也一直促成長青活動中心的設

力，常常得花上很多的心思與體力。身為議員一年

立，以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因此市府目前在富民

可能有一百多天的時間都花在開會上面，如何妥善
運用時間是需要智慧的。因此，陳議員喜歡藉由爬
半屏山來紓壓，她說，運動後思緒更為清晰，並且
在爬山的過程中與民眾輕鬆互動，更能了解民之所
向，所以只要有空，她就會去半屏山走一遭。
在經歷過這些壓力與考驗後，陳議員也慢慢懂
得調適自己的心境，凡事樂觀面對，反而可以從中成
長。她也常常提醒服務處的助
理們「保持樂觀的態度、先做再
說」，遇到瓶頸再一步步想辦法解
決，只要有毅力相信問題可以迎刃而
解。因為她認為能被人需要，為人付出

陳麗珍議員(前排右二)鼓勵朋友保持樂觀的態度，相信困
難可以迎刃而解。

才是最幸福的人生。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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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添財
艱難中尋找向善的力量
文/凌卓民

在三民區提起黃添財議員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連

會，除了連絡台南同鄉的情感外，還協助鄉親救濟解

任4、5、6、7屆的高雄市議員，選區中的大小事問

決困難，另外，也會提供會員子女獎學金及其它文教

黃議員就對了，不靠花俏的行銷策略，黃議員在選民

活動，藉此鼓勵向學。

心目中的地位是靠著紮實服務以及同理心而奠定。
對於當初老師幫助他完成學業，黃議員更是念念
黃議員被選民暱稱為「土水財」，背後有一段勵

不忘，使得黃議員特別關心教育議題，包括像是明星

志人心的故事。黃議員說，他12歲那年，正是讀小學

學校學童越區就讀、校舍老舊造成學生安全疑慮、學

5年級的時候，父親重病，但是家中卻沒錢看病，只

前教育不足、教學資源不均及教育體系失衡等問題。

能靠著意志力對抗病魔，最後仍不支病死家中，當時

黃議員也一直呼籲，不僅市政建設必須連貫，不能隨

連棺材本都沒有，善心鄰居湊足了錢才能為父親料理

著政務官更迭而中斷，教育更是如此，除了目標明確

後事。那時，母親才30歲初頭，帶著5個小孩子，最

之外，更必須有完整全盤性的考量以宏觀的視野來做

小的只有3個月大，為了家計，在喪禮的隔天，黃議

規劃，學童將來才具有國際競爭力。

員便被迫輟學去做泥水工。後來是因為老師的鼓勵與
支持，才回到學校完成學業。
黃議員說，小學畢業時，那一段經歷給了他三個
體認，對他影響至深；一個是善心鄰居的幫助讓父親
得以安葬，因此，他體認自己要有回饋社會的心。二
是他能夠完成學業是因為老師對學生不放棄的精神，
所以，至始至今教育一直是黃議員關心的議題。三是
他認為身為長子，他必須扛起家庭的重擔。
黃議員表示，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能堅定信念
就一定會成功，小時候困苦的經驗在在激勵著他奮發
向上，沒有顯赫政商背景，也沒有傲人學歷，靠得是
穩紮穩打的問政，而小時候的貧困經驗，讓黃議員更
了解基層選民的心境，也更具同理心，並促成他積極
投入慈善事業工作的動力。黃議員說，現在子女都大
了不再需要他的照顧，讓他可全心全意為選民付出，
當初是靠著鄰里間的善心父親才得以下葬，因此現在
則將那份善心傳遞出去，成立高雄市台南鄉親關懷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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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把關高雄捷運施工品質之際，黃添財議員最關心的就
是身障朋友搭乘捷運的便利性。

洪平朗
歷經大起大落更惜福
文/施美旭

洪平朗議員是同事眼中最佳的協調者，吳銘賜

時最辛苦的時候，別人每天工作時間8小時，我每天

議員豎起大拇指稱讚道「在議會裡他的人緣最好，

工作16小時」，因為認真打拼、肯吃苦，洪議員在

所以打破民進黨團的紀錄，連任民進黨市議會黨團

短短3年內讓事業重新步入正軌，後來更再次走上政

的總召」，議會開議期間，他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待

治路，順利選上高雄市議員，在記取教訓後，他將

在議會忙著與其他黨團及市府的協調工作。其實，

財務管理妥當，並感謝老天爺的眷顧，很快地振作

為人開朗、愛交朋友的洪議員，也曾因為誤交損友

起來，也因此更加珍惜目前所擁有的一切。

而陷入人生中最大的困境。
歷經生命中的大起大落、也深刻體會到身無分
回想過去的點點滴滴，洪議員說，在十幾年

文的窘境，讓洪議員對於生活社會底層民眾的辛苦

前，他從平凡百姓的身分轉換跑道，走上了政治

與無助有著強烈的同理心，所以，為了落實照顧弱

路，還幸運當選國大代表，一躍攀上人生與事業的

勢的心願，他以父親的名義，成立洪文秀慈善會，

巔峰，後來卻因為誤交損友，加上自己意志不堅，

專門為高雄市弱勢、生活困苦的民眾提供照顧，舉

讓原本優渥的家境一夕變色，所有財產也在短時間

凡貧窮、家庭發生變故、學生繳不起營養午餐費、

內歸零。「都是自己不惜福，一時迷失、走錯路，

沒錢辦後事…等，只要是生活上有任何困難的市

導致所有的財產都沒了」洪議員感嘆地說。

民，都能請慈善會協助。洪議員表示，全心全力照
顧弱勢，是他目前最開心的事。

不過，樂觀的洪議員在消沉了一陣子後，下定
決心重新振作，洪議員說「跌倒了就要再爬起，當

不過，要從根本改善弱勢民眾的困境，還是要
從大環境著手，洪議員強調，「城市的經濟、建設
與人民的生活都不能原地踏步」，因此，他在議會
也盡力為市府好的政策作辯護，並善盡職責替市民
的權益把關，讓高雄市成為最幸福快樂的城市是他
想要達成的目標。
洪議員從事業的巔峰落入谷底，再靠自己的
雙手一步一步地打拼，終於再次找回自己失去的一
切，「人生暫時的失志免怨嘆，
只要認真打拼，就會有出頭天的
時候」，他對於困境抱持這樣的態

洪平朗議員與洪文秀慈善會義助高雄市的弱勢孩童到水上樂
園遊玩。

度，洪議員希望他的故事能激勵目前
正深陷困境的人，不要對人生感到絕
望，繼續前進，努力打拼就對了！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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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傑
從適應大環境中成長
文/凌卓民

年輕充滿朝氣的曾俊傑議員，正值黃金年華，
人生的歷練才開始，曾經留學澳洲昆士蘭中央大學的

鮮人要需懂得利用時間充實自己，不論是專業或技術
能力，以累積自身能量來應變整個大環境。

他，國外的生活經驗與學習，對他而言，是新的體驗
也是另一種挑戰。

由於自身的求學經驗，讓曾議員感受教育的重要
性，像是學童通學安全，或是學校實施總量管制，造

曾議員說，留學時面對的是整個環境的改變，一

成學區中新購屋居民的子女因設籍時間不夠長，而無

開始心情可以說是處於低潮，不論是語言、文化、生

法順利就讀等問題；此外，他也常拿昆士蘭的生活經

活習慣上，都與台灣相差甚遠，加上親朋好友都不在

驗，與高雄互做比較，因此曾議員也相當關注文化、

身邊，讓他非常不適應，但是他仍強打起精神，曾議

觀光的議題，積極監督中都窯場文化古蹟及其周邊環

員表示，在那段時間內，他體認到人必須適應環境，

境的維護與改善。

而非環境來適應你；雖然不敢說是遭遇人生中的逆
境，但卻可以當成成長茁壯的一個轉機，因為大環境

留學的經驗，學習觀察環境的變動，並鍛鍊曾議

不可能為了個人而改變，所以當時逼著自己硬著頭皮

員獨立思考與判斷力，在議會質詢台上為年輕人以及

走出去，融入當地生活。曾議員笑著說，當時有一科

市民發出不鳴之聲，尋求長久的幸福生活。

目怎麼考都考不過，他嘗試其他不同的學習方式，仍
被當了3次，被逼到無路可退，最後只好硬著頭皮，
祈求老師為他輔導，終於順利過關。
因為在國外的學習及獨立生活的體驗，培養曾
議員的行動力，他認為只有實際的行動與作為，才能
真正解決問題。所以他建議剛投入就業市場的畢業學
子，要懂得改變自己來適應大環境，尤其現在擁有高
學歷卻是高失業率的現象，他強調姿態放軟、待人處
事更圓融，就有能力發揮的空間。
面對高雄的高失業率，曾議員也督促市府應有更
積極的作為與政策，他對於高雄人才紛紛北上就業，
表示相當可惜，他也提到人才外流，也因此讓消費人
口減少。曾議員認為市府應該發展高科技產業，以提
振高雄的景氣，否則年輕人留不住，將形成人口老化
的趨勢。除了向政府單位喊話，曾議員也鼓勵社會新
曾俊傑議員在為民服務中歷練出自己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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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益政
以邏輯思考代替情緒
反應突破困境
文/凌卓民

熱愛大自然與自行車運動，總是予人陽光健康

在求學階段培養理性邏輯思考的能力，進而在面對

形象的吳益政議員，即便每日行程滿檔也總是元氣

困難時，常常會被情緒影響而深陷泥沼，因此更顯

飽滿，擁有健康身心是吳議員抗壓的重要條件。吳

現出培養理性思考的重要性。

議員表示面對人生困境，最要緊的有兩點；一是心
理狀態、二為理性思考能力，也就是身處逆境時的
心態，與解決困難的能力。

吳議員說國人常把情理法或是法理情掛在嘴
上，而現代社會應該以理、法、情為順序，以道理
為基礎，符合萬物運行的道理，也當然包含價值觀

一般人生活中總是會有許多的不如意，而擔任

的判斷，而這些都應該在學生時代就養成，且要認

民意代表更是每天都需為選民解決大大小小問題，

知合理的情況必須是在雙方對等的條件下。吳議員

因此保持樂觀心態面對問題顯得很重要。吳議員說

在多年的選民服務生涯中，遇到一個例子，他說，

面對逆境時不能被情緒所左右，但要如何不被情緒

有位校長代理全市學校用書的審查，其中一位書商

左右呢？首先不要自責或埋怨旁人，把時間花在抱

第一關過了，但第二關卻沒過，校長說因為書商沒

怨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而事出必有因，「因」也

送書審查，書商想補送校長卻又不肯收，理由是不

已經過去，重要的是找出原因後的解決能力，也就

合行政程序，他認為既然校長主張程序很重要，那

是以理性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麼當初這位校長應該將收書的動作做成紀錄，結果
沒有紀錄，又不接受書商補書，實在不合理。

不論是在國外求學階段，或是每年的出國考察
行程，都讓吳議員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機會比較國內

又譬如海釣船福爾摩沙二號為例，應冷靜釐清

外的文化差異，吳議員表示台灣社會其實不太重視

問題的點在哪，判斷是否越界，以及後續雙方處理手
段，是否依照國際慣例、法規，與雙方人民的相互尊
重，就可看出這件事情的處理是否得當與合理。
所以在遇到困難不如意，吳議員建議以理性
思考代替情緒性反應，不要被個性所影響，透過理
性的訓練養成處事的態度，東方社會在這部分比較
弱，台灣更是普遍不足，吳議員也建議大學通識教
育應該要列入兩個必修課程，一是哲學、二是邏
輯，不論是理工、政治、醫學等
都應修習這兩個課程，建立完好
的人格修養，培養邏輯思考能力，
才能面對人生不同的挑戰。

吳益政議員(左二)認為面對問題，應先釐清癥結點、理性思
考才能做有效的判斷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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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銘賜
兄弟攜手走出逆境
文/施美旭

吳銘賜議員生長在一個兄弟姊妹眾多的家庭
中，由於突如其來的家中變故，讓全家人的生活成

吳議 員不 忘過去 的辛勞 ，並懂 得保有 一顆 謙卑的
心」。

了問題，不過卻是凝聚團結力量的開始，人生的逆
境正面迎對，創造新局面。

由於度過困苦、居無定所的日子，吳議員能
感同身受，從擔任里長到選上議員，對於弱勢、困

吳議員家族中有7個兄弟、一個妹妹，算是人

苦民眾與老人的照顧從未間斷，吳議員笑著說，我

數眾多的大家庭，原本家境小康，後來父親生意失

喜歡跟老人聊天，因為他們豐富的閱歷以及人生體

敗，不但財產與居住的房子沒了，因為家中人口眾

驗，讓他覺得獲益良多。而這次南台灣遭受88水災

多，也成了龐大的家計負擔。無憂的環境一下子跌

重創，吳議員家族更是義不容辭地義務執行「小林

到谷底，最困苦的時候連吃飯都要向別人借錢，一

村罹難村民聯合公奠暨追思音樂會」，所有執行費

年搬三次家根本就是家常便飯，吳議員苦笑地說，

自掏腰包，讓受難者家屬減少負擔。因為吳議員認

當時正在當兵的哥哥每次休假回家，看到原本居住

為，議員這兩個字，就是代表正義的人，所以對於

的地方早就人去樓空，很習慣性地詢問鄰居，家人

社會上的不平事與遭遇困難的民眾，他都會拔刀相

的去處。那時，吳議員看著母親辛苦地在餐廳幫

助，由於社會大眾的支持，更讓吳議員時時刻刻懷

傭，覺得很心疼，於是不斷提醒自己，將來只要有

著一顆回饋大眾的心。

能力賺錢，決不讓母親再這麼地辛苦、受委屈。
雖然現在生活比起過去安穩，吳議員也時時
所幸，家中的7個兄弟都很團結，分工合作為家

提醒自己，謹記過去的困苦體驗，他更勉勵正遭遇

計打拼，從批發漁貨到後來合夥開發汽車香水（汽車

逆境的人，他期勉大家「不要失志，困難一定會過

芳香劑），堅持不仿冒並積極創新產品，吳議員說，

去，戲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

當時只要國際上有展覽就一定參加，目的就是為了要
推銷自家產品，由於他們不斷地創新且行銷自己，使
得他們兄弟合作的事業，從一間小工廠成長到可將產
品行銷到國際的大公司。吳議員堅定地表示，我們兄
弟不分彼此，團結合作、共同為家族打拼，就是從逆
境中突圍的主要因素，因為兄弟們堅信一個人力量有
限，而團結就能產生無限的力量。
在家族生意上軌道後，兄弟們為了圓父親為
服務大眾的期盼，於是家族共推吳銘賜參選里長，
從此步上政治路，因為熱心公益及與生俱來的正義
感，吳銘賜被民進黨徵召參選議員並順利當選，他
對於自己的際遇心懷感恩，他說「稻穗越飽，垂得
越低」，所以，在人生與事業越來越順遂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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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銘賜議員謹記困苦的經驗，期盼未來的主人翁們都可以
在好的學習環境中成長。

鄭光峰
要大家帶著禮物回家
曾經聽過一個朋友分享已故經營之神王永慶的

各項考試的心得以及準備要訣，特別是需要面試的

話，要讓每個來拜訪你的人都帶著禮物回去。就是

項目，他更是連穿著、禮儀等都幫考生注意到，不

這份信念，讓鄭光峰議員在服務選民的過程中，不

讓來訪的民眾「空手而歸」，這樣不但可以實質幫

斷檢討、反省，期望每個需要他的朋友，都能「帶

助到考生，也讓焦急的父母親放心。

著禮物」回家。
這股信念不但幫助了許多民眾，也感染了許多
鄭議員表示，這份禮物指的不是實質的物品，

服務處的志工，連泡茶聊天的鄰居朋友們都受惠良

而是「滿足的笑容」。每個來到服務處的人，都是

多。鄭議員談到，服務處除了是提供選民服務的地

需要協助的民眾，儘管無法事事都達到一百分的目

方，更重要的功能是交流意見的平台，看到大家工

標，但是鄭議員希望可以項項都達到一百分的品

作之餘到服務處說說笑、抬抬槓，他覺得很開心，

質。比方說，曾經有爸爸媽媽帶著大學剛畢業的孩

因為這些民眾也在這裡找到了樂趣，而志工們更是

子，從擲筊問神明到四處拜託找門路，就為了孩子

從每件小至倒杯茶等的事情都可以感到充實，這就

可以順利錄取正式教師。當這對父母汗流浹背地踏

是最好的禮物。

進他的服務處，鄭議員說，他可以感受做父母親的
那股急切以及擔憂。然而，教師甄試公平公開的過

鄭議員說，他來自與高雄一樣充滿人情味的嘉

程並不被民眾普遍信賴，往往在回答民眾必須靠考

義鄉下，小時候他就時常端著一碗飯從自己家吃到

生自己的實力公平競爭時，民眾失望的眼神讓人很

鄰居家再一路扒著飯回家，鄰里間的感情就像是個

不忍。

大家庭。現代社會雖然人際之間疏離感較重，但他
還是保持著這股熱忱到處交朋友。他希望，每個服

後來，鄭議員發現，他可以換個方式「給予禮

務案件都不只是單純地幫忙解決事情，而是多了互

物」，他跟考生分享過去考研究所以及專技高考等

相成長，並且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讓選民服務
多了份價值。
從求學、工作、做人處事到為民服務，鄭議員
認為，永遠保持「彈性」與「韌性」是不二法門。
「彈性」是不斷地檢討改進，他笑說，這對於步入
中年的人來說並不容易。因為人往往在形成自我成
見之後，對每件事情都容易陷入自我的思考陷阱，
如何廣納意見再繼續成長，決
定於個人如何調整個性的彈性。
此外，持之以恆的「韌性」更是重
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到處蒐集
來的「禮物」化為充實自我的力量，

對於需要協助的民眾，鄭光峰議員總以讓他們帶著禮物回
家的心態來相待。

也才能讓更多人帶著微笑、帶著禮物回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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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媽福
困境造就助人的動力
文/陳霈瑄

困頓的環境是塑造人才與毅力的重要因素。在
貧苦家境中成長的蔡媽福議員也因有這樣的背景，

感，完全沒有架子，不因身分不同而有所改變，有
如「平民議員」。

造就了他刻苦耐勞的性格，即使再累再辛苦仍舊為
民服務不打烊。

日前捐血中心鬧血荒，蔡議員得知此訊息後，
馬上赴諸助人的行動，花了兩三週親自開宣傳車在

蔡議員來自嘉義縣東石鄉的農村海邊，自幼家

大街小巷廣播，果不其然吸引許多愛心人士相挺，

境貧苦，國小時就開始幫忙販賣枝仔冰、梨仔糖以

不僅許多人投入捐血行列，許多企業也幫忙贊助，

貼補家用，大部分的時間不是唸書就是工作，沒有

有提供免費義剪、飲料、白米等義舉，蔡議員的熱

太多玩樂的機會，也因此他比一般人更努力，想要

情總是很有感染力。

靠自己的力量為將來打拼，改善家境。也因為這樣
的環境，蔡議員力拼完成了中等學校的學歷，為求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這是蔡議員常

更高層的知識水平，現在又繼續在空中大學及中山

用來勉勵後輩的一句話。蔡議員認為，出身的高低

大學企管系進修，他希望從學習中獲取新知，也運

並不能代表日後作為成功與否，若能從困境中求生

用到人生的待人處事上，對於平日的服務工作幫助

存，一步一腳印累積人生的經驗，積極進取，走出

甚大。

自己的方向，才是最難能可貴的。蔡議員也以自己
為例，希望處在逆境中的人不要失去了鬥智，要時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是蔡議員立志的宗旨，
因為瞭解貧困的人生活不易，所以蔡議員認為只要自

時秉持善心、善念，做好事、自我充實，努力堅持
自己的信念，最後一定會受到眷顧，贏得成功。

己能力所及，就一定會幫忙到底。在還沒當議員前，
親切隨和的蔡議員，就以樂於助人的好形象穿梭於鄉
親朋友之間，擔任過許多同鄉會的首席顧問，他總把
助人擺在第一位。蔡議員說，為善最樂，能幫助別人
解決難題比什麼都重要。也因此，在擔任慈善會主委
時，就曾自掏腰包為貧困的往生者購買棺木，協助完
成後事，給予喪家最大的幫助。
在地方上付出心力多年後，蔡議員深獲地方
人士、父老鄉親的肯定與讚賞，為了能擴大服務範
圍，即於民國78年出馬角逐市議員，並高票當選，
為他的理想向前邁進一大步。監督市政、熱心服
務，蔡議員直來直往的個性中，又帶著十足的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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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媽福議員的服務熱忱跨縣市。

草莓世代參與志工轉大人
做好健康防護防禦H1N1新型流感
抗流感食補
不景氣V.S便宜簡易健身的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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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世代參與志工轉大人
文/凌卓民
這一次的世運會，志工的表現為高雄贏得漂亮的國際外交，可以發現這些志工並非
過去我們認知有錢有閒的家庭主婦或是退休人員，許多是20多歲的青年學子；同樣的，
從88水災傳回的新聞畫面中，亦不乏年輕身影。從前大家口中所說的草莓世代、7年級
生，在台灣面臨轉變的時刻，發揮了關鍵力量，為自身尋找到鍛鍊的好機會。

參與國際級大場面機會難得
高雄世運的圓滿成功有一部分要歸功於無私奉獻的志工身上，動員了近5,000名
的認證志工，服勤時數總計達到23萬個小時，在世運期間包括翻譯、隨隊、接送、驗
票、接待等大小事，串起各個細部環節，讓賽事精彩落幕。
76年次的世運志工王郁婷，今年才畢業於文藻法文系，在世運結束後隨即進入
就業市場，任職於行銷公關公司。在世運11天的過程中，每天早出晚歸，因為法語專
長而擔任競賽外語志工，負責替法國選手與運動脊醫做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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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王郁婷而言，高雄世運是國際級賽事，一生難得躬逢其盛，因
此在學校招募世運志工時，王郁婷便栽了進去，除了KOC的受訓課程，
校方也自行設計一套相關課程，從認識競賽項目、翻譯細節到禮儀，過
程辛苦，王郁婷卻不嫌累。
在學時便持續打工的王郁婷說，從打工經驗中可以學到社會經驗與
待人處事，但是與高雄世運比起卻大不相同，不論是規模或志工組織，
都令人大開眼界，尤其因為擔任翻譯志工，認識不少外國朋友，也因為
不論大小事都需要翻譯，所以隨時都要準備好上陣，而擔任運動脊醫的
翻譯更是有趣的經驗，除了國內不常見之外，遇到說不同語言的選手又
是一番大工程，王郁婷就遇過一位日籍滑水女將來到醫療服務站，英文
講得不好，前來支援的日文翻譯也聽不太懂日籍選手的意思，全部過程
只能依靠比手劃腳，最後仍不了了之，靠冰敷了事。

王郁婷與空手道53公斤以下銀牌選手陳彥
卉合影。

其實在這次的高雄世運志工中，學生族群便占了55%，因為他們
的熱情與付出，在閉幕典禮時博得滿堂喝采。

救災不落人後
陳芃羽目前就讀於義守大學大眾傳播系四年

當地人雖然遭逢逆境，家園毀於一旦，面對未來卻

級，同樣是一般人認知的草莓世代，第一次的志工

不悲觀，對志工更是熱情相待，讓她感受人心正面

經驗就投入繁重的88救災。陳芃羽是土生土長的高

的能量。

雄小孩，每年暑假期間都會參加客家營隊，今年因
為營隊朋友的吆喝而加入救災行列。

因為這次救災經驗，陳芃羽迫不及待再次報名
下一波的行動，透過網路力量，9月下旬陳芃羽會與

陳芃羽在9月12、13日跟著志工團一行20多

另一群志工朋友再次進入災區，輔導旗山小朋友。

人，前往六龜鄉崇妙寺，雖然歷經88水災已經一個

她說「有多少力量可幫助別人，就盡多少力」，因

多月，景象仍殘破不堪、污泥遍布，因當時多數大

為天災劇變，草莓世代有了不同的成長。

專院校已經開學，因此她是所屬志工團中唯一的學
生，而這也是陳芃羽這位都市女孩第一次團體生活
經驗。
陳芃羽說到六龜鄉的路途，是非常怵目驚
心的過程，很難想像洪水與土石流的破壞力如
此驚人，志工團在崇妙寺的工作基本上是接續
國軍弟兄未竟之業，將汙泥澈底清除，而當時
六龜是晴朗的好天氣，艷陽高溫讓殘餘污泥曬得
發硬，志工們須先用水把泥塊灑濕泡軟，再鏟起
推放在推車中。對一個只有40公斤的都市女孩來
說，這是相當吃緊的勞力工作，但她仍頂著烈日
與其他青壯男性志工一起撐到下工為止。
雖然身體疲憊，但心中卻充滿喜悅與感激，
兩相對照之下，才知道自己原本身處在高雄市的
環境有多美好，同時也因為與當地居民的互動而感
觸良多，更深刻體會到城鄉間的差距。陳芃羽說，

都市女孩陳芃羽(後排右二)第一次參與志工工作，留下深刻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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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時值召開定期大會期間，出入人口
多，也不忘做好防疫措施。

繼水災、開學後，防疫神經再繃緊。

做好健康防護
防禦H1N1新型流感
文/張筧

H1N1新型流感在全球各地爆發疫情，亦不時

痊癒，不要恐慌。但民眾仍須提高警覺，確實做好

傳出重症亡病例，造成人心惶惶。適逢88水災及9月

自主健康管理，落實勤洗手、生病不上班、不上

的開學，學生回到校園，為避免疫情擴大，高雄市

課，並響應拱手不握手，維護健康。

各級學校如臨大敵，教導學童自主健康管理。隨著
天候的變化和疫情的起伏，高雄市從9月中旬開始，

民眾如果有高燒、呼吸道症狀、頭痛或極度

市立聯合醫院的美術館院區、大同院區及高雄醫學

倦怠感等流感症狀出現時，可先至新型流感快速採

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等3家醫療院所提供24小時看

檢醫療機構就診，進行初步篩檢，篩檢報告為陰性

診服務，至10月7日共計有147多家加入快速採檢行

時，醫師將視病情給予治療，如果為陽性，醫師則

列，並由醫師公會協助，將陸續徵詢基層醫療診所

評估使用克流感藥物必要性。

意願加入，佈建更完整防禦醫療網。
衛生局已庫存口罩140萬片，何局長也建議民
對於H1N1新型流感病例數持續增加，高雄市

眾於流感流行期間，減少出入公共場所或人多擁擠

衛生局長何啟功則表示，多數病患屬於輕症，民眾

的地方；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應戴口罩和及早

如果發現疑似症狀應及早就醫，經過適當醫療就可

就醫；勤洗手；生病不上班、不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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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N1新型流感的認識與預防
一、H1N1新型流感傳染途徑：
H1N1新型流感傳染途徑與季節性流感類似，主要是透過飛沫傳染與接觸傳染，一般成人在
症狀出現前1天到發病後7天均有傳染性，但對於病程較長之病患，亦不能排除其發病期間繼
續散播病毒。另兒童病例的傳染期通常較成人病例為長。
二、感染H1N1新型流感之症狀：
人類感染H1N1新型流感症狀與季節性流感類似，包括發燒、咳嗽、喉嚨痛、全身酸痛、頭
痛、寒顫與疲勞，有些病例出現腹瀉、嘔吐症狀。
三、個人平時之預防措施：
（一）遠離感染來源：避免前往人潮聚集處及至醫院探訪病人。
（二）注意個人衛生：養成勤洗手的習慣。若無法洗手時，可以使用含酒精（60％以上）的
乾洗手液。
（三）注意個人保健：規律運動、均衡飲食。
四、有發燒等類似H1N1新型流感症狀，應戴口罩並儘快就醫，並應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一）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應戴口罩，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立即更換並丟進垃圾桶。
（二）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若無面紙或手帕時，可用衣袖代替。
（三）如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時，儘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
（四）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要立即澈底清潔雙手。
（五）生病時應在家休息，除就醫外，儘量避免外出。

戴布口罩也可以防疫
每逢季節性流感疫情出現，都會造成市面上的口罩嚴重缺貨。但如何正確的選用口罩，讓防
疫沒有漏洞?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就指出，有呼吸道症狀的人應戴口罩，醫護人員照顧病人時也應
戴口罩，一般健康的人並不需要戴口罩，但是新流感疫情拉警報，民眾如果想要給自己多一分的
防護，使用布口罩就罩得住了。
指揮中心指出，有呼吸道疾病常會透過病人咳嗽、打噴嚏將病毒散播給其他人。但咳嗽及打
噴嚏時，噴出飛沫粒徑大小不一，小粒徑的飛沫噴出後，很快在空氣中蒸散稀釋，病毒感染活性也
隨著飛沫快速乾燥，而逐漸衰退。透過較大粒徑飛沫的散播，為流感病毒傳播的主要途徑，而咳
嗽、打噴嚏所噴出的飛沫中，6微米以上的粒子占了約8～9成，而布口罩對於6微米以上微粒及飛
沫已具有80%以上的阻隔效果，因此健康人為防範新流感，戴棉布口罩也可以提供相當程度的保護
力。棉布口罩可以重複使用，經濟、實惠又環保，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誰來接種疫苗
今年公費季節性流感疫苗施打的對象包括65歲以上老人、滿6個月以上至6歲的幼兒、國小一至四年級學
童、重大傷病患者、罕見疾病患者、安養等機構住民及工作人員，以及醫療衛生單位的相關防疫人員、禽畜養
殖及動物防疫工作人員等流感高危險群。3-6歲學齡前兒童係今年首度列入計畫施打對象。
凡符合接種條件者，應於開打後儘速攜帶身分證件及健保卡，前往各地合約醫療院所進行接種，疫苗係由
政府提供，民眾僅需負擔掛號費及診察費，又政府循往例補助65歲以上老年人其診察費，而國小學童經家長同
意於學校接種者則不須負擔任何費用。
流感疫苗接種相關資訊均置放於流感防治網查詢（網址：http://flu.cdc.gov.tw/），民眾亦可撥打疫情通報
及諮詢專線1922或各縣市衛生局流感疫苗諮詢專線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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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流感

文/高雄市立中醫醫院 藥劑科蔡明陽主任

說到流感，可真是令人聞之色變，以往小朋友才要特別注意的季節性流行疾病，現在居然變成大人小孩都
害怕的超流行疾病，尤其最近新流感H1N1因報章媒體一直報導，病毒不斷變種，人和人又無法不接觸，即使打
了流感疫苗也不能完全躲過的情況，如何作有效的自我保護措施，也是民眾該知道的課題。
感冒可分為「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是鼻、鼻咽、咽喉等上呼吸道的急性炎症，因此常
通稱為「上呼吸道感染」，本病為臨床常見疾病，多發病，發病率高，一年四季均可發生，冬春季最多見，可
發生在任何年齡，以體質差、抗病力弱的人及小兒發病率最高。流行性感冒，是病毒所致的一種急性呼吸道傳
染病，流感病毒分為A、B、C三種，其中最常引起發病的是A型， A型病毒常在10~15年內發生突變，而引起
大流行，流感病毒主要通過唾液、空氣、直接接觸傳播，具有高度傳染性，由於人體對各型流感病毒之間無交
叉免疫能力，易造成大範圍，甚至世界性大流行。由於感冒病毒種類繁多，變異大，特異性免疫不持久，目前
在西醫藥領域，除克流感等外，在治療方面仍處於對症支持性治療，尚未找到合乎理想並具有療效的疫苗和藥
物，故一個人可能在短期內會反覆出現感冒症狀。

病毒V.S.身體防禦力
感冒的病因可以從「病原體」和「身體的防

致病，中藥抗流感病毒的基本作用機轉是扶正袪邪

禦能力」來分析。「病原體」，指的是各種病毒和

或袪邪扶正，即治療抑制病毒，或提高自身免疫能

細菌的上呼吸道感染，尤以病毒為多見。「身體防

力，以自身的免疫防衛機轉來抵抗病毒的侵襲。所

禦能力」，上呼吸道感染的發生和發展，不但取決

以中醫古籍指出「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代表身

於病毒或細菌的侵入，且與身體的防禦能力密切相

體抵抗力強盛時，不僅外來的細菌、病毒、暑熱、

關。這種防禦能力強弱在程度上受身體強健、營養

寒氣等邪氣無法危害健康，體內的組織臟腑也不易

狀況和衛生習慣等影響，有了堅強的防禦能力，即

產生病變，因此透過中藥、藥膳來保健呼吸及腸胃

使遇到病原體也不易被侵入，在氣候多變的季節如

系統，以增強身體的抵抗力，而每天攝取均衡的營

春季、秋冬之交，多數人呼吸道的適應及防禦能力

養再加上適當的運動、充足的睡眠、良好的衛生習

降低，就易受感染，而容易造成流行。

慣都是抗疫防病的要件。

所以，有哪些人易受感冒的襲擊呢？其實，

如何增強自身免疫防衛機轉，高雄市立中醫院

每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有發生感冒的可能，但每個

根據多年的臨床經驗，除了開發一系列臨床複方，

人對感冒引起的症狀不同，有輕微的、有嚴重、也

如W127金菊茶、W129風熱一號茶、W101調養方

有人不易感冒，這都是因個人體質、免疫力高低而

等供醫師在臨床治療使用外，也藉由飲食的調攝，

異，所以易感冒的人群，包括營養不良、免疫功能

來強化脾胃消化吸收，增強人體的免疫功能，日常

低下及進行腫瘤治療的人、還有長期使用免疫抑制

生活中多使用藥膳來保健身體，透過藥材與食物的

劑的慢性病患者、嬰幼兒、老年人等。

結合，可改善體質，增強機體的免疫功能。高雄市
立中醫院配製的藥膳如人參糯米雞、益壽首烏雞、

流行感冒在中醫學稱為「時行感冒」，屬疫

大蒜羊肉湯、四珍排骨湯、四神湯等，對調養體

病，即是傳染病之意。中醫認為人體感受風邪（病

質、增強脾胃消化與免疫功能，預防流感疾病的發

原）的侵襲，而機體免疫力又低下，不足以抗邪而

生，是頗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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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壽首烏雞

大蒜羊肉湯

四神湯

常用藥膳補方介紹：
【人參糯米雞】
材料：人參 3 錢、紅棗 8 錢、生薑數片。
土雞(全雞)一隻、黑糯米一把、酒(適量)。
作法：1.將雞隻洗淨。黑糯米洗淨，加水浸泡3小時。
2.將人參片、黑糯米放入雞腹內，並以小竹籤將雞腹黏緊。
3.再將雞隻連同紅棗、薑片、酒放入燉鍋，加入適量水，燉熟即成。
附註：如果雞先燙過，雞腹用竹籤，就不易扎緊，容易破裂。可先把黑糯米填入
雞腹內，扎好竹籤，用滾水燙過洗淨，再熬燉，湯汁就十分清澈。
功效：補中益氣，養胃安神，一切氣血津液不足之證。
【益壽首烏雞】
材料：製何首烏2兩、黑大豆3兩。
黃耆8錢、當歸3錢、川芎2錢、黨參3錢、官桂1錢、紅棗5錢、布包
（桂枝 2錢、花椒1.5錢）。
烏骨雞( 山雞 )1隻、酒適量(可加適量的秀珍菇)。
作法：1.先將何首烏、黑大豆、50cc酒、適量的水熬汁（約30分鐘）備用。
2.將雞洗淨，切塊、川燙。
3.於燉鍋中先放入藥材。
4.再放入雞塊，排列整齊。
5.加入熬好的<1> 藥汁作湯，另加入少許酒，燉熟即成。
功效：補氣血，益精髓，烏鬚髮，滋養強壯。

【大蒜羊肉湯】
材料：蒜頭150～200克、羊肉塊300克。
生薑數片、酒及鹽適量。
作法：1.羊肉塊洗淨，川燙過。
2.將蒜頭剝去外膜，和羊肉塊放入燉鍋中，加入酒及鹽調味，燉熟即成。
3.亦可使用燜燒鍋來煮，可減少大蒜辣素的揮發。
功效：暖腰膝，補腎氣，助消化，強壯體質。

【四珍排骨湯】
材料：四珍膠（龜鹿二仙膠）一塊(約5～6錢)、黃耆5錢、當歸2錢、紅棗6錢。
排骨300公克、酒適量。（可加入秀珍菇、杏鮑菇等當食材）
作法：1.四珍膠加適量熱開水化開。
2.排骨川燙過，備用。
3.先將黃耆、當歸置於燉鍋，依序放入排骨、紅棗及四珍膠汁。
4.加入適量之米酒及水，燉熟即成。
功效：滋補氣血，發育不良，骨質疏鬆及虛弱體質所致的手足冰冷。

【四神湯】
藥材：蓮子、山藥、茯苓、芡實、薏仁等各8錢、當歸1錢。
材料：豬腸1斤、豬肚1粒、酒適量。
作法：1.將豬腸〈豬肚〉洗淨，川燙過，並切成小段(片)備用。
2.藥材及材料放入燉鍋，加入適量水燉熟即可。
3.食用前加點酒。
功效：改善食慾不振，增強消化吸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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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景氣V.S便宜簡易
健身的好選擇
文/陳霈瑄

現代人壓力大，尤其在不景氣的時期，家庭、事業、人際關係
等種種因素可能會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不適度解放，健康就會
亮起紅燈。目前有些室內運動提供廉價的優惠方案，適合不想曬太陽
也想運動的人；想到戶外的不妨騎著單車、欣賞美景，接受陽光的滋
潤；想走輕鬆、簡易養生路線的，則可藉由甩手，隨時隨地舒暢身
心，保持最佳狀態迎接挑戰。

包道打保齡球真爽快
在國內發展數十年的保齡球是一項結合休閒娛樂及時尚的運動，在許多國際賽事中，國人的優越表現，也
帶動業者的興起及民眾的參與。不過在十幾年前，打一局保齡球收費可相當昂貴，但後來受到大環境影響，多
數業者不再經營，保齡球館也剩寥寥幾家。
這陣子有一家業者為吸引顧客上門，推出「包道」的優惠方案，平日350元，假日450元，民眾在限定的3
小時內，於固定的單或雙球道打球，愛打幾局就打幾局，動作快的話，可打14、15局，比起買單局的要划算許
多，因此在假日時間，常見爆滿的人潮。另外，由於早上是人潮最稀少的時段，業者也打出每局20元的低價策
略，讓早上不用上班的民眾也能趁機放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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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中醫診所利用休診時段，醫師與員工相約打保齡球，培養診所的運動風氣，當初最先提議的是喜愛運
動的員工怡伶，她說因為每週有兩天上午休診，利用這個時段去打保齡球便宜又可以健身。十幾年前就開始打
保齡球的她，經歷過價格最高的時期，而現在碰到如此低價的優惠，當然沒有不打球的理由。嚮往從中獲得成
就感的怡伶，是追求高分與技術層次的高手，她認為突破自己的紀錄是最大的樂趣，同時還可甩開煩惱，具發
洩作用。
還有一名員工小昭則是從高職開始打保齡球，在忙碌的工作之餘，小昭認為和醫師、同事一起娛樂，不但
可以最少的花費從事喜歡的運動，亦放鬆心情，增加彼此情誼，此外她還會和醫師玩賭注遊戲，並隨時都有加
碼或半途反悔的可能性，更增加打球的趣味。對小昭而言，輸贏在其次，開心最重要。
除了這些優惠，業者還會送免費球券，只要連續打出4次以上全倒，或分數和每日的幸運數字相同，就可
獲得球券，而這也是吸引多數人前往打球的另一因素。

騎單車運動兼賞景
隨著節能減碳的意識高漲，高雄市的自行車道也完整建構，騎單車已成為時下流行的運動之一。每到傍晚
時分或夜晚，就有許多民眾騎著單車四處悠遊，卸下一天的疲憊也吹吹風。可以看到上班族騎單車的時尚風，
還有帥氣十足的騎士，但也可以發現騎家裡代步用國民版的鐵馬，有的是學生，有的是阿公阿嬤當成悠閒兜風
用，所以騎單車也不一定要花大錢，只要可以兜兜風、動一動，順便遊覽一下高雄市景，騎單車運動也可以很
悠哉的。
而西臨港線大概是目前單車族騎乘率最高的地方，自行車道與汽機車道分離，沿途風景優美，還有倉庫
自行車學校座落當中，可以做為休憩、還可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有人從附近的真愛碼頭坐船到小琉球騎單
車，一邊環小島遊樂，一邊訓練體能，也是個不錯的體驗。

簡易養生甩病痛
致力推行平甩功的李鳳山師傅名聞遐邇，以簡單的甩手動作，教導民眾甩出健康，甩出幸福，並對外舉辦
大型活動，希望全民透過平甩功，遠離病痛，身心平衡。
看似平凡的甩手，卻有著不平凡的涵義。平甩功是為適應現代生活所設計的簡易養生功法，不限年齡也不
拘時地，是一種平心靜氣、平衡自然的甩手方式，可以補充元氣，與一般會讓身體消耗體能的運動不同。在甩
手過程中，氣血會運行到末梢，藉由十指連心的原理，回流到五臟六腑，達到循環的功效，讓精神更佳。
家住屏東，接觸平甩功一陣子的林皛玫說，之前由於她母親身體不適，決定帶著母親到高雄試試。練了幾
次後，林皛玫的母親氣色變好，心情輕鬆也開心許多，讓林皛玫鬆了一口氣。
另一位司崇文的母親也因為生病而接觸平甩功，並連續做了3個月後，健康狀況有明顯改善。不過運動必
須持續進行才會有效果，培養自己持之以恆的動力也是很重要的唷！

Bicycling

bow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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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盃9號球 義賣撞球國手簽名球
一場賑災義賣活動，
把國內知名撞球選手齊聚
一堂，「高雄市議長盃9號
撞球全國邀請賽」於8月30
日邀請世界排名名列前茅
的趙豐邦、以及在世運撞
球賽贏得銀牌、銅牌的楊
清順、林沅君、亞運金牌
柳信美等選手，比賽現場
義賣9顆超大9號簽名球，
募得50多萬元，全部義賣
所得將捐給88水災受災
戶。莊啟旺議長率先以3萬
元認購第一顆球，再捐出
義賣，由一位旅美華僑以
10萬元認購。
邁向第三年的「高雄
市議長盃9號撞球全國邀
請賽」，於統一夢時代購
物中心三樓舉行，由於今年適逢88水災，決定發起

莊議長也表示，今年的議長盃撞球錦標賽最

「愛˙撞球」義賣簽名球賑災活動，邀請國內知名

具意義，非常感謝我國頂尖的撞球好手，藉著這次

撞球選手柳信美、趙豐邦、楊清順、林筱琦、張舒

議長盃發揮愛心，義賣簽名球賑災，撞球國手的善

涵、李昆芳、潘聖平、林苗儀、譚湘玲、郭柏成、

心，他代表高雄市議會感謝世界級國手的參與，亦

周潔妤等廿多人參與，希望透過此次議長盃邀請賽

呼籲全民共襄盛舉。

的機會將全部義賣所得捐給受災戶。
開幕典禮後義賣活動開始，現場國手們與民眾
記者會中高雄市體育會理事長朱文慶邀請民眾

熱情參與，當天募得50多萬元，而莊議長率先認購

共襄盛舉，他表示，今年7月舉辦的世運會，我國撞

的第一顆球，也再捐出義賣，由一位旅美華僑以10

球好手楊清順、林沅君分別榮獲銀牌與銅牌，為國

萬元認購，並開心的與柳信美、楊清順合影。

爭光，趁著世運會結束的熱度，相信這次議長盃9號
撞球全國邀請賽更有可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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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黑豬頭」危險民宅應予拆除
莫拉克風災對高雄縣造成重大災情，而高雄市立
壽山動物園也一樣受到波及。壽山動物園停車場旁一
戶俗稱「黑豬頭」的民宅，底層嚴重坍方，建物幾乎

關心災民

懸空，因此莊啟旺議長於8月25日邀集市府相關單位
前往會勘，並指示應妥善規劃日後的安全措施。
這間用磚頭砌成的民宅，沒有地基的基礎，屋主
也已居住二十幾年，這次莫拉克颱風強大的威力，把
建物底層幾乎挖空，周邊的平台及樹木也大半崩解、
倒塌，屋主已在颱風當晚連夜搬離，但這間懸空在山
坡邊的屋子，仍讓山下居民感到驚慌。為實地了解狀
況，莊議長邀集觀光局、工務局及國有財產局等相關
單位進行實地會勘，李喬如議員也至現場關心；市府

這戶危險建物占用國有土地，國有財產局應善盡管

亦邀請建築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結構技師公會及

理之責。

大地工程技師公會參與會勘。
莊議長也指示須以立即危險性來處理，期盼
工務局及建築師等公會代表勘查後表示，這戶民

工務單位能協助屋主完成拆除工程，以確保山下百

宅為具有立即危險的建築物，依建築法第81條規定應

餘戶民宅在拆除期間的安全，另在危險民宅拆除同

由屋主立即拆除，但因拆除工程具有相關危險性，一

時也要求市府邀請學者專家研議後續的安全維護措

旦拆除不當，可能又將危及山下百餘戶民宅安全，因

施、規劃、設計及立即發包施工，以確保附近住戶

此將予以協助屋主拆除。觀光局副局長龔天發表示，

之安全。

前往災民安置所贈捐款
88水災重創高雄縣民的家園，造成生命財產的損
失，關心此災情的莊啟旺議長，偕同原住民市議員林
國權、議會秘書長徐隆盛於8月27日，前往7處教會提
供災民安置處所，慰問災民並發放慰問金。
此次高雄縣偏遠地區災情慘重，上千災民無家可
歸，高雄市宗教界發揮愛心，包括基督教長老教會、
天主教、真耶穌會等，提供7處災民安置所，讓843位
災民日常生活得以安置及子女就學。
莊議長在林議員、徐秘書長的陪同下，前往教會

另外，對於邀請達賴喇嘛訪台以撫慰災區民

所提供安置所，慰問災民。莊議長表示，市議會與林

心，引起政治及宗教話題的迴響，莊議長認為，撫

議員非常關心高雄縣偏遠地區受災戶的狀況，希望能

慰災區受創的民心固然重要，但相信災民更需要的

盡最大的力量協助災民妥善安置及學童就學問題。莊

是地方及中央政府協力幫助災民重建家園，他也建

議長也替馬總統打抱不平，他希望災民能夠信任馬總

議由各宗教一起進行祈福大會，滿足災民的信仰需

統，因為大家的支持，馬總統才能當選總統，給馬總

求；林議員則表示，88水災受災戶有6成以上是原住

統時間，一定會做好災後重建工作，執政團隊和災民

民，原住民受災戶信奉宗教多為基督教、天主教及

共度艱辛的日子，大家一起重建家園。

真耶穌教，期盼88水災受創縣市能以符合災民信仰
的宗教進行民心之慰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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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災區學子就學
鄭新助議員與大高雄聯盟召集人許崑
源議員，於9月30日邀請教育局長蔡清華參
與關懷88水災災區學生就學問題座談會，並
就災區學生後續就學及相關教育基金籌設等
議題發表意見。
88水災受災戶現就讀本市學子共1,157
人，其中74人原就讀災區學校，鄭議員表
示，這些學子因校舍毀損轉學安置本市，希
望政府負起責任提供全面性協助，讓他們穩
定求學，並應更加關懷學子心理狀態，早日
讓學生恢復往日生活。
由鄭議員創立的高雄市世音慈善會捐
贈新台幣20萬元，並由他親手轉交給教育

鄭議員更指出，他將繼續透過媒體等管道，請社會善心

局長蔡清華，作為災區學生助學金，他希

人士繼續提供資源，作為這些災區學生的教育基金，使學生

望能有拋磚引玉的效果，他也期盼藉由教

免於困頓貧乏。

育局的統籌運用，讓學生能感受社會大眾
給予的溫暖。

趙天麟議員遞補就職
議會於10月9日舉行第7屆第4選區遞補議員宣誓
就職典禮，遞補第4選區議員的趙天麟在議會議事廳於
高雄地方法院行政庭庭長李淑惠的監誓下，完成宣誓就
職儀式，持續為前金、苓雅、新興選區的市民提供優質
的服務。
就職典禮由黃石龍副議長主持，包括議員、市府
各局處首長等貴賓均參與觀禮，趙天麟議員在地方法院
行政庭庭長李淑惠的監誓下依法完成遞補就職的程序，
正式遞補成為第7屆議員。
典禮後，趙議員表示，有機會回鍋擔任市議員，
在剩下的任期時間，他將以雙倍心力來服務，爭取地方
建設，回饋鄉親的支持。他並帶回市府送審的預算書，
方便事先掌握市政進度。未來他會致力於創造硬體設備
的商業價值，幫助市民賺錢。
趙天麟議員現年36歲，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畢
業、國立中山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畢業，曾任第6屆高
雄市議員、2008謝長廷總統競選全國總部新聞部執行
長、市府新聞處機要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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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長司徒文於9月17日

莊議長同時趁司徒處長來訪機會，要求司徒

拜會高雄市議會，與莊啟旺議長針對如何發展高雄

處長協助拓展台灣傳統農漁產品市場及鬆綁漁獲限

在地特色產業交換意見，並提及捷運營運等問題。

量等。

莊議長表示，高雄市可以發展軟體科技產業、醫療
司徒處長也向莊議長提到高雄捷運的營運狀

他表示，高捷已成為高雄市最大的負擔，如果高捷

況，莊議長則表示，議會在審議預算時即要求高捷

公司不願繼續承擔責任，高雄市全體市民就得承擔

應準備10年的虧損準備金，但高捷卻以追加工程方

下來。

式將虧損準備金消化完，高捷已成為高雄市最大的
負擔，如果高捷公司不願承擔，全體市民就要承擔

司徒處長上任後展開各縣市的拜會行程，17日

下來。莊議長也提到，高雄縣市合併後的下屆大高

前往高雄市議會進行拜訪，談到高雄產業發展議題

雄市長首要面臨的最大難題將會是財務問題，他表

時，莊議長表示，高雄市高學歷及高科技人口外流嚴

示，如果中央不針對公共債務法進行修法，高雄市

重，很多產業停頓，人口數零成長，中央的重大產業

的舉債空間只有一年的時間。

沒有落實，他認為應該創造屬於高雄的真正產業，也
是台灣唯一的產業，他指出，軟體科技產業、醫療和
生物產業及發展高雄航運城都非常合適。
司徒處長向莊議長提問，如果擔任市長將如何
發展地方產業及提高就業率？莊議長表示，高雄原
本就具優勢的遠洋漁業及因優良氣候而適於人居特
色的銀髮族產業，這都是具有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對於「是否會過於依賴大陸市場」的問題，莊
議長指出，馬英九總統也積極協助台商回流，以鴻
海集團為例，鴻海就把海外的組裝、物流中心回流
台灣，並籌設在高雄，如果鴻海回流成功，相信會
引發群聚效益，將會吸引更多廠商回流台灣。

莊議長監督17號碼頭兩座水泥貯槽拆除進度
位於高雄港17號碼頭圓形水泥貯槽早已廢棄多
時，未進行拆除，在莊啟旺議長及苓雅寮地區里長組
成的「反設立水泥碼頭污染苓雅寮監督委員會」的強
力監督下，高雄港務局預計在今年12月中旬以前完
工。9月22日莊議長到現場會勘時表示，一旦完成水
泥貯槽的拆除作業，市府應立即行文交通部及港務局
要求落實觀光遊艇碼頭及旅運中心相關建設。
延宕多年的高雄港17號碼頭圓形水泥貯槽拆除
工程，原本應於93年拆除，但高雄港務局仍繼續承
租給台泥，莊議長表示，當初他與「反設立水泥碼
頭污染苓雅寮監督委員會」向高雄港務局抗議，並
陳情總統府、行政院，高雄港務局終於允諾拆除。
陪同的高雄港務局主秘張國明及高雄港工程處

會勘現場還有「反設立水泥碼頭污染苓雅寮監督

人員表示，拆除工程自今年8月24日起展開，並預計

委員會」主任委員、苓雅區苓中里長楊振福、苓東里

在12月中旬以前完成位於17號碼頭的二座水泥貯槽

長陳翌鳳、博仁里長陳奇伯、苓洲里長吳興、田西里

的拆除工作。

長郭國民、尚義里長曾蔡玉燕等人前來關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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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藍圖

和生物產業及高雄航運城；而關於高雄捷運營運，

哈燒短訊

AIT台北辦事處長司徒文來訪 莊議長談高雄產業發展

擘劃市縣合併遠景

尋找大高雄新都心

2010年底高雄市縣即將合併為大高雄都，新市

可成為未來大高雄都的金三角。

政府會中心將落址於何地，黃石龍副議長以大高雄
都民眾最高利益為考量，9月30日召開記者會，建議

黃副議長指出，高雄市縣政府若能整合高雄捷

未來大高雄都的新府會中心應落址在高雄捷運R17站

運R17站附近的中油高雄煉油廠行政中心、中油職

附近，將有利於大高雄未來整體發展。高雄市縣合

務宿舍宏南社區及國防部海軍陸戰隊所屬土地面積

併籌備工作僅剩一年多的時間，黃副議長認為，市

共計約120多公頃，足供未來大高雄都新府會中心之

縣政府應提前規劃設立新市政府會中心，尋求大高

興建與使用，且土地均為國有，沒有土地徵收的問

雄都最具前瞻發展的新都心。

題，取得便利，更可以撙節土地成本。該區域不僅
是位居大高雄都的地理中心及交通要津，更具備文

黃副議長以大高雄地圖說明指出，無論在版圖

化教育、科技及體育中心等功能。

中心位置、交通便利上都要有最周延規劃，合併後
的大高雄都仍屬狹長地型，涵蓋綿延海岸線平原及

黃副議長說，左楠地區擁有密集的大學園區，

山地，以地理位置而言，高雄捷運R17站周邊正是市

包括高雄大學、海洋科技大學、第一科技大學等大

縣合併後的中心點所在，南接人口密集的高雄市區

學園區，營造出人文教育氛圍，並可作為科技發展

及高雄縣的大寮、林園，北接橋頭、岡山、路竹、

的學術研究後盾；楠梓加工區及未來中油高雄廠遷

湖內等，符合狹長地型的中繼站地理需求。

廠復育之腹地則擁有科技中心的功能；而世運主場
館及左訓中心營造出國際體育中心的特色，更已具

從交通位置觀點分析，黃副議長認為，高雄捷

有全台體育中心之雛型。黃副議長表示，捷運R17站

運R17站周邊的交通四通八達，不僅有高雄捷運，5

周邊的條件，是市縣合併建立新市政府會中心最優

分鐘車程即可抵達三鐵共構的高鐵、台鐵左營站連

質的地點。

接全台各地，由高速公路大中交流道走中山高速公
路，往東經由國道10號到旗山美濃只需27分鐘；往

大高雄聯盟總召許崑源議員也對黃副議長提出

南經由台88快速道路21分鐘可抵達大寮；往北經由

之新都心建言表示支持，他說，未來大高雄新都心

中山高速公路22分鐘可抵達路竹，也可以台17線西

設在捷運R17站周邊位置是便民又利民，大高雄聯盟

濱公路快速連接高雄縣濱海鄉鎮，到茄萣只需32分

將全力支持；鄭新助議員也說，捷運R17站具有交通

鐘。黃副議長強調，此區域交通地理優勢，預計將

便利及人口集中的優勢，他十二萬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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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避免出現一市兩制
都市更新是為了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
利用，復甦都市機能，以改善居住環境，尤以高雄縣
市即將合併，應以大高雄為整體考量進行推動，並朝
跨越市長任期進行規劃，以避免未來出現一市兩制的

機鋒相對

都市更新。高雄市議會於9月11日舉行「老社區與都
市更新規劃」公聽會，期盼為大高雄的民眾改善居住
品質。

公聽會
—

「老社區與都市更新規劃」公聽會由黃柏霖議員
主持，黃議員表示，高雄已有社區老化現象，我們對
現況要有所準備，應有更積極作法改善都市大環境，
以期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
義守大學副教授李樑堅說，高雄的地價低，推

李喬如議員表示，早期繁榮的地區，現在已變

動都市更新有困難，但若公私部門合作，可行性就

得落後，以城中城案為例，她說城中城若沒有重新

高。他認為居民的安置計畫很重要，政府公權力應適

規劃，將會傷害鹽埕區的發展並成為黑暗死角，都

時發揮，結合社區規劃師與里長跨界整合，反映民

市更新應靠社造來營造人的關係。

情，才能有共存共榮的發展。

騎樓空間兼顧商業使用及行人通行
騎樓的空間應屬於屋主還是留給公眾使用，讓
許多民眾困擾，吳益政議員於9月23日在高雄市議會

之餘，市府也應正視台灣的商業文化及屋主享有使
用騎樓的權益。

舉辦「騎樓空間、商業使用」公聽會，黃石龍副議長
與陳美雅議員也前來關切，與會人士認為商業與公共

德生里里長吳三雄則為里民發聲，他說取締應

空間並行，並建議執行罰則時應以保留1.5米供行人

一視同仁，公權力不該被利用來報復使用，使得有

使用，以突破現有的僵局。

些人重複被取締。

吳議員表示，常有民眾反映，騎樓的土地屬於

建築師楊欽富則指出，從設計面看，建築法

屋主，既依法繳稅且擁有使用權，但做為商業用途時

規是鼓勵設置騎樓，騎樓也是人民所需要，但道路

卻又時常遭到檢舉而受罰，所以應該有明確的法令來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卻予處罰，騎樓不應屬於道路而

規範騎樓空間的使用辦法。而在兼顧行人交通及市容

是社會空間，應在不影響公共安全、市容、交通之
下，修改法令與制度走向更人性化。
工務局建管處正工程司陳正武表示，騎樓使
用是由道路主管機關進行規範與管理，道路功能維
持之下，使用其他用途亦可規劃，但要符合法令規
定。
經過與會學者專家及研考會、法制局的研議，
建議市府在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二條
第一款有關在道路堆積、置放、設置或拋擲足以妨
礙交通之物的罰則時，採建築法規有關道路規定保
留騎樓1.5米供行人使用之規範，解決商家進行商業
用途的困擾，但僅限於商家延伸性的營業，不得做
為其他業種的攤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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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渡輪夜間行駛時間延長
鼓山、旗津夜間行駛時間延長案已成為旗津市
民的焦點話題，高雄市議會於9月27日、10月1日舉

經理人經營案已送市府審查，今年10、11月才會正式
聘專業經理人。

辦「公車路線檢討、渡輪夜間行駛時間延長案」、
「爭取旗鼓航線24小時行駛」兩場座談會，李喬如

李議員也提到，如果延長時段不用渡輪進行載

議員表示，未來不論是以高雄市輪船公司增加人力

客，就應考量進行委外的評估，市府應重視之前收購

或委外經營方式延長行駛時段，市府都應信守誠信

舢舨時與業者的協議及承諾，如要增加駕駛員相關人

及承諾立場，優先僱用舢舨業者以增添人力。連立

力時應以舢舨業者及家屬為優先，進行委外經營時也

堅議員則強調，爭取24小時行駛不能影響旗津居民

要列入考量。

的權益。
連議員指出，旗津離島居民搭船是不用錢的，但
在市府收購旗津、鼓山間的舢舨後，再加上凌

補貼方式如果完全由輪船公司吸收，也不公平，建議

晨2-6時期間原本就

市府未來要編列預

沒有渡輪行駛，使得

算，透過會計及法

旗津到鼓山之間的夜

令的方式進行補貼

間進出就成了問題，

預算，而不是讓輪

遇到緊急狀況則無法

船公司自行吸收造

儘速到達高雄本島，

成虧損，才能吸引

連議員則以一孕婦臨

專業經理人參與經

時身體不適，無法在

營。

短時間內前往就醫為
例，要求市府應儘快

法制局科長尤

予以解決。

天厚特別提醒延長
航行時間所需面對

李喬如議員則

的法令，他提到，

表示，市府要以提供

輪船公司組織政策

百姓服務為前提，不

需經董事會通過，

應考量成本，要求交

未來延長經營時段

通局應在10月底前

也要經過港務局通

完成旗津居民對延長

過，符合商港法的

時段的民意需求調查，並在12月以前完成有關是否

規定，而委外經營的部分則必須符合採購法的相關規

延長航行時段及委外的相關評估。

定。

高雄市輪船公司兼辦經理喬宗海表示，如果延

根據市府觀光局統計，今年1-8月旗津幾個景點

長夜間行駛由凌晨2-6時，至少需增加渡輪人力約

是高雄市旅遊人口數排前三名，因此，李議員也特別

1.4組，岸勤人員也要相對增加，預估一年需要增加

提到，延長夜間航行時段不單是旗津居民的事，市府

人事、物料約682萬元的經費。

應評估如何結合觀光產業，發展不夜城的觀光行程，
這不只是航線的經營，而是擴大方向降低成本，創造

財政局主秘劉仲信說，輪船公司是公司組織，

旗津、哈瑪星及鹽埕地區的觀光相關產業。

交通局應進行需求量評估並送輪船公司由董事會決
定，他指出，高雄輪船公司至今年經營累積虧損3億

連議員也強調，愛之船、真愛碼頭等航線是較具

1,800多萬元，去年前鎮航線虧1,900多萬元、愛之

政策意義的航線，市府本來就應挹注若干補貼，不能因

船虧560多萬元、觀光遊艇虧1,600多萬元，只有鼓

為這些政策航線的虧損，而讓盈餘的航線吃虧，而且

山航線去年盈餘1,180多萬元。他說，未來輪船公司

盈餘航線只為了增加盈餘，僅挑其中賺錢的20小時營

經營團隊要由專業人士進行獨立的經營，交通局應

運，不為公共利益著想是講不通的。

審慎進行延長時段的評估。喬經理則表示，由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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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校長及家長會長也在現場聽取說明。莊議長表

地球暖化有關，因此蔡媽福議員於9月17日在議會舉

示，全球暖化的現象已經超乎想像，我們應朝著節

行「快速有效減緩氣候變遷─中小學營養午餐每週一

能減碳的措施發展。莊議長也以自己每天吃早齋為

素」說明會，邀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周家復博士

例，贊同實行每週吃一次素食。

前來闡述暖化成因及因應之道，希望藉由素食減少對
地球的危害。

李議員說，吃素須身體力行、向下紮根，並認
為素食比肉類對免疫系統的幫助更大。林議員說，

這場說明會由蔡議員主持，莊啟旺議長、李喬

不只二氧化碳會造成暖化，很多人不知道牲畜排放

如、林宛蓉、陳麗珍等議員都到場參與，許多中小

的甲烷也會影響，其實吃素可以當作是健康的均衡
飲食習慣。
周博士則在會中詳細介紹暖化成因及因應之
道。他說，大自然的災難與暖化有關，根據聯合國
糧農局2006年的研究報告，畜牧養殖業會產生大量
的溫室氣體，其中含有大量的甲烷，因此減少肉品
消費，降低甲烷產生，是遏止暖化的關鍵。
陳議員表示，要有健康的身體，就要從飲食開
始，所以可先與家長充分溝通後，予以大力推動每週
一素。

反毒教育資源中心成立 盼打造無毒城市
隨著搖頭丸、Ｋ他命等俱
樂部用藥的氾濫，濫用藥物的
年齡層有年輕化的傾向，9月
4日在「反毒教育資源中心」
的揭牌典禮中，莊啟旺議長表
示，毒品毒害身心，要將反毒
的思想深植學子，進而建立無
毒家園，更擴大到無毒城市。
典禮中林國正、黃淑美、李文
良、張省吾等議員皆一同簽屬
反毒宣言。
在中央積極推動反毒、拒
毒工作下，高雄市教育局推動
「反毒教育資源中心」的設置
成立，並選在高雄高商。中心必須協助各級學校進行

揭牌活動中，莊議長、林國正、張省吾等議員及

清查、輔導及戒治三項作為，積極展開拒毒及防毒工

多位高中、國中小校長共同簽署反毒宣言，並敲碎象

作。莊議長表示，他最痛恨毒品，此中心的成立希望

徵性的毒品模型，以宣誓高雄市全面動員保護青年學

讓更多人了解毒品的危害，而反毒觀念要從小灌輸，

子免於毒害的堅定決心。

希望造就無毒家園到無毒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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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88水災重創南台灣，許多專家學者認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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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中小學營養午餐「每週一素」救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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