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屆第 17 次程序委員會議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35 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程序委員應到 9 人，現在已經超過半數，開始開會。(敲槌)今
天的議程主要是討論第 3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議事日程表草案，首
先請議事組宣讀案由一。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案由一、討論本會第 3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議事日程表草案，如
附件，請審查。等一下再跟各位宣讀草案的內容，說明：一、依
據地方制度法第 34 條第 1 項及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二、本（5）次定期大會議程，自 110 年 4 月 8 日起
至 110 年 6 月 16 日止，共計 70 日。三、議員於審議預算時，建
議安排專案報告有 3 項，預擬議程如下：
（一）
、5 月 7 日亞洲新灣
區開發案專案報告；
（二）、5 月 21 日下午，高雄市政府組織再造
專案報告；
（三）
、6 月 7 日下午，國民運動中心建置暨既有場館盤
點專案報告。
接著宣讀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議事日程表草案，110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1.報到。 2.預備會議。3.議員生活座談會。4
月 9 日(星期五)1.主席宣布定期大會開幕。 2.報告事項。3.其他事
項。4 月 10 日(星期六)、4 月 11 日(星期日)停會。4 月 12 日(星期
一)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4 月 13 日(星期二) 市長施政報告質詢。
4 月 14 日(星期三)農林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4 月 15 日（星期四）
農林部門業務質詢。4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農林部門業務質詢，
下午交通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4 月 17 日（星期六）、4 月 18 日（星
期日）停會。4 月 19 日（星期一）交通部門業務質詢。4 月 20 日（星
期二）交通部門業務質詢。4 月 21 日（星期三）警消衛環部門業務
報告與質詢。4 月 22 日(星期四)警消衛環部門業務質詢。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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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上午警消衛環部門業務質詢，下午工務部門業務報告與
質詢。4 月 24 日（星期六）、4 月 25 日（星期日）停會。4 月 26
日（星期一）工務部門業務質詢。4 月 27 日（星期二）工務部門業
務質詢。4 月 28 日（星期三）都市計畫委員會業務報告與質詢。4
月 29 日（星期四）民政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4 月 30 日（星期五）
民政部門業務質詢。5 月 1 日（星期六）、5 月 2 日（星期日）停會。
5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民政部門業務質詢，下午社政部門業務報
告與質詢。5 月 4 日（星期二）社政部門業務質詢。5 月 5 日（星
期三）社政部門業務質詢。5 月 6 日（星期四）財經部門業務報告
與質詢。5 月 7 日（星期五）「亞洲新灣區開發案」專案報告。5
月 8 日（星期六）、5 月 9 日（星期日）停會。5 月 10 日（星期一）
財經部門業務質詢。5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財經部門業務質詢，
下午教育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5 月 12 日（星期三）教育部門業務
質詢。5 月 13 日（星期四） 教育部門業務質詢。5 月 14 日（星期
五）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 1.宣讀議案交付審查。2.審議第 4 次定
期大會議員提案。3.分組審查。5 月 15 日（星期六）、5 月 16 日（星
期日）停會。5 月 17 日（星期一）、5 月 18 日（星期二）、5 月 19
日（星期三）、5 月 20 日（星期四）4 天上午均為市政總質詢，下
午分組審查。5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高雄市
政府組織再造」專案報告。5 月 22 日（星期六）、5 月 23 日（星期
日）停會。5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分組審查。
5 月 25 日（星期二）、5 月 26 日（星期三）、5 月 27 日（星期四）、
5 月 28 日（星期五）四天上午均為市政總質詢，下午 1.二、三讀會
(1)審議市政府提案。(2)審議議員提案。(3)審議其他提案。2.其他
事項。5 月 29 日（星期六）、5 月 30 日（星期日）停會。5 月 31
日（星期一）、6 月 1 日（星期二）、6 月 2 日（星期三）三天上午
均為市政總質詢，下午 1.二、三讀會(1)審議市政府提案。(2)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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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提案。(3)審議其他提案。2.其他事項。6 月 3 日（星期四）上
午市政總質詢，下午 1.宣讀議案交付審查。2.其他事項。3.分組審
查。6 月 4 日（星期五）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分組審查。6 月 5
日（星期六）、6 月 6 日（星期日）停會。6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市政總質詢，下午國民運動中心建置曁既有場館盤點專案報告。6
月 8 日（星期二）、6 月 9 日（星期三）、6 月 10（星期四）、6 月
11 日（星期五）四天上午均為市政總質詢，下午 1.二、三讀會：(1)
審議市政府提案。(2)審議議員提案。(3)審議其他提案。2.其他事
項。6 月 12 日（星期六）、6 月 13 日（星期日）、6 月 14 日（星
期一）端午節停會。6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 1.
討論專案調查小組報告案、2.其他事項。6 月 16 日（星期三）1.報
告事項 2.其他事項 3.主席宣布定期大會閉幕。備註：1.各部門業
務報告與質詢，開會時間為上午 9 時至 12 時 30 分，下午 2 時 30 分
至 6 時。2.市政總質詢時間，上午 9 時開始，每位議員質詢 50 分鐘。
以上請審查。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各位委員對於第 3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的議事日程表，有沒有意
見？
黃委員香菽：
議長，我們能不能增加專案報告？在上個會期，大家對輕軌、
捷運路網這一塊，其實很多議員都有非常多的意見，甚至在輕軌
後續準備續建的這一塊，也有議員有很大的意見。是不是在專案
報告上，能夠新增捷運局的捷運路網後續規劃的專案報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看大家的意見，過去每個會期都是 2 個專案報告，而上個會期
是 4 個專案報告，有點擠壓到議程，如果要再增加專案報告的話，
可能又會擠壓到，看大家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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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這次沒有預算審查，應該可以。
劉委員德林：
香菽委員說的專案報告要增加，是不是在時程上可以增加？大
家都可以看到，今天高雄 PM2.5 還是紅燈的警戒，環保局對於空
污的整治，到底他們的計畫是什麼？只有 2 項，第 1 個，公營事
業單位，包含台電、中油、中鋼降載，到底有沒有降載，不知道。
第 2 個，境外移入，現在中國大陸也不燒煤了，但是有境外的東
北季風。現在高雄市和北部的數據，我們的肺腺癌多了 16 倍，這
個是高雄最大的危害。這次在審預算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我
們每年的空污基金挹注這麼多錢，到底我們未來的走向是什麼？
不知道！就是這個樣子，但是每年的空污基金都是這樣子挹注。
市長在選舉時也承諾，要改善空氣污染，這項計畫未來會有什麼
樣改變的計畫？在上次審預算的會議中，還是一樣無解。我們是
不是能夠在這次，安排一個專案來做徹底的說明，這是第一個專
案。
第二個專案，這兩天一直有警察治安亮紅燈的跑馬燈，你就專
門換局長而己，可是局長換了以後，我們是不是應該對治安的整
治，要有一個好的前瞻定調，並做專案說明。這樣我們監督的議
員，也能有基本的監督依據和標準，市府的方向和未來的改善，
這是相當重要的。本席建議增加 2 個專案專題報告，這些都是針
對危害人民的事項，我覺得有必要，我提出這 2 個專案報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這樣就 3 個了，加上原來的 3 個，這樣就 6 個了。鄭光峰委員
請發言。
鄭委員光峰：
我們大概有多少議程容量，可以開專案報告，大家都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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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請秘書長先做說明，到底能排多少個，如果 4 個都排得下，
覺得全部都排進去也沒關係，因為我們本來就是監督的角色。我
們之前的意見是，輕軌和捷運黃線其實可以納入同一個案子，輕
軌的路線和捷運，可以和專家做通盤檢討，未來在討論時也會比
較快，這第一個。第二個，就像劉德林委員所說，空污真的是一
個嚴重的問題，我覺得整個層次，包括健康，還有整個政策，可
以再續繼。至於治安，我的看法是要給他一點時間，如果在部門
質詢時，真的還是做不好，之後再繼續質詢，因為不可能只有半
天，下次還可以排專案報告。但是如果全部都能排得下去的話，
我們就全部排，但是一定要有優先順序，不能我提出了，但是卻
不被採納，大家先排一下優先順序。譬如輕軌、黃線、空污這 3
個，我們要先排出優先順序，以上是我的建議。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請秘書長針對這 6 個專案報告…。
蔡委員武宏：
因為沒有預算，我覺得二、三讀應該不需要那麼多天。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有的可以排到下個會期。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這個會期 70 天、10 個禮拜，再扣掉 20 天假日，還有一個端午
節假期，事實上能夠開會的日期只有 49 天，預備會議加上開、閉
幕，部門質詢 21 天、上午市政總質詢 22 天，下午是分組審查和
二、三讀會，所以這樣子下來，已經 48 天，等於只有 1 天的專案
報告，就 5 月 7 日亞洲新灣區開發案的專案報告。假如現在要再
增加專案報告的話，就要從這些已經預排的議程去修改。分組審
查來講的話，在第 1 次交付後，分組審查只有 4 天，當然各委員
會的審查是比較快，但是法規需要的天數會比較多，因為法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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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是來自其他委員會，他要禮讓其他委員會，等他們開完後，他
才能開。所以如果再減少的話，頂多只能夠調整一天。第二段的
分組審查，其實交付後，只剩下 1 個半天的分組審查，但是因為
那個案子，可能比較趕一點，所以這邊不調整是沒有問題。
剛剛一共提出 3 個專案報告，一個是捷運路網後續規劃的專案
報告；一個是市政府空污防制具體措施的專案報告；還有一個警
察治安的報告。我們原來表列就有 3 個，如果要有 6 個專案報告，
我建議安排 4 個就好。6 月 7 日下午原來排的國民運動中心建置暨
既有場館盤點專案報告，這個案子雖然大家都很關心，畢竟在重
要性上來講的話，比較沒有那麼需要立即、馬上來處理，所以這
一個我們可以先把他排到後面去。剛剛劉德林委員建議的，空污
是比較嚴重一點，這也是大家比較關心的事情。警察治安的這個
部分，是不是把他排到下半年，審議預算的那個會期，再來做專
案報告？這樣是不是會比較妥適一點？跟剛才的國民運動中心建
置暨既有場館盤點這個專案，一起排到第 6 次定期大會，再來做
專案報告。這次就 4 個，原來的亞洲新灣區開發案和高雄市政府
組織再造，照原來的日期。捷運後續路網規劃的專案報告，請議
事組從其他二、三讀會的議程裡去修。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秘書長，亞洲新灣區是不是排一個上午就好，下午再排另外一
個？其實亞洲新灣區一開始也沒有那麼多可以報告。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把捷運後續路網規劃排在亞灣新灣區的下午？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對，下午。因為亞洲新灣區和捷運也有連貫性。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要不然 5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的分組審查，把他改為空污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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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這樣子看各位委員…。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這樣就比較不會排擠到原排定的時問，這樣好不好？
鄭委員光峰：
國民運動中心我們的看法是，展延性不大，所以政策上的討論，
我覺得比較少。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這也是在部門質詢時，就可以問了。
鄭委員光峰：
空污就列入，另外是輕軌和捷運黃線，再加上前面 2 個，就這 4
個，請主席裁示一下。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針對剛剛討論的結果，各位有沒有意見？就是排 4 個，其實距
離下個會期也沒有很久，時間相差不多，可以下個會期再排。朱
信強委員請發言。
朱委員信強：
這 3 個議程，像高雄市政府組織再造這個，我們是要有個輕重
緩急，香菽講的捷運，還有德林兄講的環保這個，我看這是目前
高雄市比較急迫性的，要有輕重緩急。剛秘書長講的，我覺得滿
不錯的，以上建議。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各位委員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劉委員德林：
我沒意見，尊重。
鄭委員光峰：
那就這 4 個。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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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這 4 個，原來的那 3 個去掉運動中心，這個以後再…。
朱委員信強：
市府組織再造有他的急迫性。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增加捷運路網。
劉委員德林：
市府改造沒有變動。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沒有變動。
蔡委員武宏：
只有國民運動中心這個有變動？那香菽的那個…？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讓秘書長重新報告一次。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其它議程不變，但是專案報告的部分，5 月 7 日的亞洲新灣區開
發案的專案報告改成上午，下午就改成高雄捷運路網後續規劃進
度的專案報告，就是輕軌和黃線，我們先暫定這個名字，請議事
組再跟捷運局訂定比較精準的名稱。原來 5 月 21 日的高雄市政府
組織再造專案報告不變，6 月 7 日加入空污的專案報告，把國民運
動中心改空污，這樣子就是 4 個專案報告。第 4 個就是原來的，
不變。原來的 6 月 7 日不變，但是題目改成空污的專案報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我們就按照剛才秘書長跟各位報告的，這 4 個專案報告，有沒
有意見？修正通過。
（敲槌）
劉委員德林：
主席，針對提案的案由 2，市長施政報告的發言時間 10 分鐘…。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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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議事組宣讀。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案由 2，市長施政報告質詢時間，第 4 次定期大會進行方式為，
黨團各 10 分鐘，發言順序為國民黨黨團、無黨團結聯盟黨團、民
進黨黨團，議員的部分，議員個人 10 分鐘，發言順序於預備會議
時抽定，是否仍援例辦理？請討論。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劉委員德林：
秘書長，這個提案有沒有腹案？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因為我們的討論，都是根據上個會期的施行方式，再提到這次
大會來做確認。第 1 個確認順序，第 2 個確認發言的時間。這個
議事組提的腹案就是，比照上一次定期大會的來辦理。假如各位
議員有新的意見，可以提出來，大家再討論、修改。
劉委員德林：
一般各局處部門的質詢都是 15 分鐘？［對。］在市長施長報告
時，是不是能調回來 15 分鐘？包含市長答詢。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可以啊！看各位委員的意見。第一個，黨團的時間，是不是維
持 10 分鐘，個人也是 10 分鐘？假如個人要調成 15 分鐘，只要大
家同意的話，時間上可能要再算一下，看會開到幾點，看是要先
抽定，還是恢復到以前的 15 分鐘，然後由大家自由登記，再抽籤
決定順序。
蔡委員武宏：
黨團的發言順序為什麼排第 1 個？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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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慣例都是執政黨排在最後。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過去就這樣了。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看執政黨是誰，在野黨先發言。
劉委員德林：
如果有意見的話，是不是建議改抽籤？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韓市長的時候，我們是排後面。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韓市長的時候，國民黨是最後一個。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你要改抽籤也可以。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以前議員是用抽籤，因為有一些議員，他沒有議題要講，所以
他不來登記。我們在這一屆就採用這樣的方式，讓每位議員用抽
籤的，每位議員發言時間為 10 分鐘，可是這樣下來，也有很多議
員不要質詢，把時間讓給其他議員。過去議員是採登記的方式，
每位議員質詢時間為 15 分，包括市長答詢，我們把時間控制在 6
點或 6 點半結束，其實這樣會增加結束時間，無法把時間控制在 6
點或 6 點半結束。
朱委員信強：
你現在說的意思是，不要抽籤，而是想要質詢的人，才去登記。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早上先登記，再抽發言順序。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早上一定要先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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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登記完再抽籤。
朱委員信強：
我記得之前不是先抽好順序，每個人是 10 分鐘，不是這樣子的
嗎？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朱委員，是這屆，過去是早上先登記再抽籤，下午則是隨到隨
登記，之前是這個樣子。
朱委員信強：
如果對路程比較遠的人，有時想要質詢，但在時間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你就下午來…。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那就按照上一次的質詢順序。
朱委員信強：
如果是先抽定順序，我們比較好掌控時間。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上一次都是 10 分鐘。
朱委員信強：
如果我們早上登記後，第幾個發言不知道，有時要等一整個早
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你這樣子是用登記的，就全部登記，每個人 10 分鐘，包括市長
的答詢，共 10 分鐘，雖然是這樣設定，但是每個人的質詢都超過
10 分鐘，變成市長要答復時，沒有時間答復，我只能結束。所以
我在上個會期，我都只給市長 30 秒鐘而已，我要控制時間啊！如
果我不控制時間的話，變成你們無法順利的在排定的時間開始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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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會延到幾點，不知道！有的議員就會抗議，因為他的質詢就
是希望市長可以答詢，如果市長無法答詢，質詢有什麼用？提案
就好了啊！這是一個問題。
朱委員信強：
這樣也很累人，這種是大家要能夠有商有量，如果採登記，我
們早上很早就要來。如果想要參與抽籤的話，有可能抽到的時間
是 12 點多，我整個早上就必須在這裡等，如果回到美濃再趕過來
的話，時間上可能就會不湊巧。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對，這也都是問題。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質詢時間有議員建議要變長，我們是不是先徵詢議員本人，要
不要在市長質詢時間到場，如果不來，就是放棄，不要把你的時
間再給別人，這樣就會有多餘的時間。像現在議事組問我要不要
質詢，我說市長的時間，我不質詢，也是和上次一樣，先排定好
時間，可是你的時間不可以借給別人，這樣你就能有多一點時間
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這樣很難掌控，你也不知道誰不質詢。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我的意思是先問清楚。
劉委員德林：
副議長講的那個也不準。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我說明一下，假如要改成 15 分鐘，第一個，黨團還要不要再發
言？因為以前 15 分鐘時，黨團是不一定有發言，這個先定。第二
個，黨團如果還是要發言的話，剩下 2 天的時間，就變成剛剛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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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的那方式，我們現在時間訂定後，接近質詢時間 4 月 12 日時，
我們會通知所有的議員，這次市長質詢的時間是 15 分鐘，如果想
要在那 2 天質詢的議員，必須在 4 月 8 日開會前，向議事組登記，
採預先登記，看一共有多少人，在預備會議時，再抽定時間，這
樣就可以確定。但是議員登記後，一定要本人親自到場質詢，這
樣才能防備大家不會佔位子。否則如果大家都是 15 分鐘，全部要
講到的話，就恢復到以前的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2 天可能都要 8、
9 點才能結束。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但是擔心有些議員會說，這個時間本來就是要給議員和市長做
雙向溝通，議員質詢就是希望市長能答詢，但如果沒有時間給市
長答詢，這樣子就達不到…。
鄭委員光峰：
我們上次修正，每個人的時間為 10 分鐘。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包括答詢。
鄭委員光峰：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過去黨團是 20 分鐘，黨團 10 分鐘，我也
覺得太少。維持黨團 20 分鐘，個人 10 分鐘，含市長答詢時間。
如果是 15 分鐘，最後會像剛才副議長講的，一定會拖到 8、9 點，
講完大家屁股拍拍就去跑行程，我是覺得 10 分鐘，10 分鐘和 15
分鐘差不多，可是 5 分鐘和 10 分鐘就有差。我的建議是，黨團 20
分鐘，個人還是維持 10 分鐘，因為過去黨團是 10 分鐘，我覺得
不夠。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那是在韓國瑜時代，大家的看法，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時間拖
到 8、9 點，這樣大家會很累，要質詢的人也在那裡等，因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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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什麼時候可以質詢，最後可能 8、9 點才能質詢，所以才會限制
10 分鐘。但是上次 10 分鐘，大家都質詢了將近 10 分鐘，講到時
間快到了，才要讓市長答復，所以市長沒有時間可以答復，我給
他 30 秒，他也無法將他所要答復的事情講完，造成大家有所抱怨，
大家抱怨質詢就是要讓市長答詢，結果他也無法回答，後來我控
制多給 30 秒，結果也得不到市長完整的答復。
劉委員德林：
議事組和秘書長，你們提出這樣的方案，就應該要計算出腹案，
15 分鐘就是 15 分鐘，黨團再加 10 分鐘也無可厚非，議員一屆 4
年，要和市長對話的機會也沒有那麼多，多 5 分鐘也不過分。以
前總質詢是 1 個小時，現在變成 50 分鐘，縮減了 10 分鐘，如果
這裡還做緊縮的話，我是認為比較不符合問政的重點。
韓委員賜村：
不管是個人或黨團 5 分鐘、10 分鐘或 20 分鐘，這個有待大家的
共識，另外個人質詢，我是覺得和總質詢一樣，每一個人都抽，
抽完以後，如果他不要質詢，那就放棄，依序遞補。多 5 分鐘也
不過分，市長報告 1 年才 2 次而已，我們計較那個做什麼？20 分
鐘也沒關係。
劉委員德林：
沒有錯。
韓委員賜村：
議員質詢市長，一年也才 2 次而已，執政黨也好，為什麼我們
要維護他？他本來就應該讓我們質詢，個人到底要 10 鐘還是 15
分鐘，黨團要幾分鐘，我個人都沒有意見，這個和總質詢一樣，
全部都用抽籤的，抽完若是不想質詢，自己自動放棄質詢，並依
序遞補。像我們這些比較偏鄉的議員，早上登記後，還要再次抽
籤，抽到的時間也不一定，我們也不曉得，這些都不公平。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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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和總質詢一樣，全部都採抽籤。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你們若要用抽籤，你們自己也要準時，自己要拿捏時間，如果
希望市長答詢，必須要早點把議題講完，然後讓市長答復。
韓委員賜村：
議長，我現在講的這個，和你講的那個沒有關係。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沒有啦！一樣啊！你聽不懂意思嗎？
韓委員賜村：
不是議員有想要質詢的才來登記，就像總質詢一樣，大家統一
用抽籤的方式抽出順序，抽完後，不想質詢的就放棄，然後依序
遞補，但是不可以把時間讓給別人，這種個人的質詢不能夠這樣
子。10 鐘也好、15 分鐘也好，黨團要 20 分鐘也好，我都沒意見，
現在先把議員個人質詢的先抽定，在生活座談時先抽好，若是不
想質詢就放棄，後面的遞補上來。至於市長要在 10 分鐘內回答，
這個是技術問題。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你們說的都對，為什麼會排 10 分鐘？就是因為全部都排下去
後，2 天都可以在 6 點結束，才會這麼排。如果 10 個人不來質詢，
一個人 10 分鐘，空下來的時間，下午有可能提早結束，而不是要
讓市長答詢。
韓委員賜村：
65 位議員都抽的話…。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你聽得懂嗎？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我重新講好了，我們原定有抽質詢的順序，市長的質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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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用再抽第 2 次了，就按照這個順序。我們在接近市長質詢的
時間時，再請議事組去統計，去問一下，議員要不要質詢，若是
不要，要跟他說明，若是不質詢，不可以把時間借給別人，在全
部統計完成後，你就會知道今天會質詢到幾點，那你就可以控制
黨團是要 10 分鐘，還是 20 分鐘，這樣就有效率了。每位議員就
是 15 分鐘，就不要改了，他自己要控制他要問的問題，你不可以
一直講，把 15 分鐘都講完，才要叫市長答復，市長再答復 5 分鐘，
那就是議員個人的問題。總質詢 50 分鐘，也是含答詢時間，你自
己要控制，那是他自己的問題。
劉委員德林：
對啦！15 分鐘，你自己要控制，包含市長答復的時間。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你 1 分鐘都不要給，連 1 秒都不要給，因為是你自己要把時間
講完的。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當初就是排 10 分鐘，才會排到 6 點，這樣是剛剛好。如果不要
質詢的就不要質詢，那個時間就是多出來的。
朱委員信強：
簡單來講，就是 15 分鐘包含質詢與回答，15 分鐘以內要結束。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對啊！
朱委員信強：
1 秒鐘都不能多給，議員要自己控制時間，如果你問的問題，你
想要得到答復，你就要提早結束，讓市長回答。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
我請教大家，在全部抽籤完畢後，可能會有 10 個人不質詢，那
這 10 個人的時間，再去分配給要質詢的人，是不是要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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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沒有分配了啦！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沒有分配了，那些時間就是多出來的。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那就提早結束散會啊!
劉委員德林：
除了民進黨團之外，國民黨團還有無黨團聯盟，應該不會沒有
人不要問的。
蔡委員武宏：
十五分鐘是固定的，他如果不問的話，那是他個人的問題。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對啊！他如果有事情不問，那是他的事情。
蔡委員武宏：
時間不能借給別人。
鄭委員光峰：
時間要借給別人，自己本身也要在場。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不行，時間不能借給別人。
鄭委員光峰：
如果他時間要借給其他人講，他要在場。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都不能換，不能夠聯合質詢。
蔡委員武宏：
他要在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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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委員德林：
他在場的話，你又不讓他三個人一起講，那樣也不對啊!
朱委員信強:
可以聯合質詢啦！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來，我告訴大家，一個人 10 分鐘，才可以排到 6 點鐘。你們現
在說要一個人 15 分鐘，這樣就會超過 6 點鐘了。
鄭委員光峰：
一定到 8 點啦。
第一召集人(曾議長麗燕):
對啦！我的意思是一個人 10 分鐘，這樣才可以排到 6 點結束。
劉委員德林：
現在 10 分鐘提出來的意思是，這個 10 分鐘在上次會期就已經
試過了，因為比較差強人意，大家都希望怎麼樣來改善，所以現
在我們才討論 15 分鐘，就限縮 15 分鐘，多了你就不要再講了，
一秒也都不多給。
另外鄭議員還有副議長講的時間不能借人，但是按照議事規
則，我人在場行使我的權利，誰要跟我一起講，這是我的事。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那是你的事啊！
劉委員德林：
所以算這個時間，就應該照 15 分鐘來算。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15 分鐘就沒有辦法決定第二天會到 6 點。
劉委員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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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採登記制的也沒有辦法。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你要看不質詢的人的時間。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也要讓主任講一下。
蔡委員武宏：
議長的意思是到 6 點，時間不要拖太晚。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向各位委員報告，如果以黨團 10 分鐘、個人 15 分鐘來計算的
話，黨團質詢完，個人 15 分鐘。現在有 63 位議員要質詢，每個
人都排進去的時候，最早是到晚上 8 點了。按照表定時間都沒有
什麼延誤，大概會到 8 點多，如果每個人都講，大概預計是 9 點
結束。如果 63 位議員全部排進去的時候，我現在有一個想法向各
位委員報告，是不是在 4 月 8 日開議之前，先問卷請各位議員表
達在市長施政報告的時候，他要不要質詢？
蔡委員武宏：
你如果去問他，他一定會翻臉，那時候我就是要質詢。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不然還有第二個方法，就是我們在第一天抽籤，就要問他質不
質詢。就是在第一天我們會抽總質詢順序，順便連帶一起抽市長
施政報告質詢，如果那一天我們就先問好，他如果不質詢我們就
把那個順序往前挪。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我覺得用登記質詢的。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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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登記質詢的話，就是當天早上登記質詢，我們可能就不限
縮 6 點，實際可能一半的人數，然後那一天就按照抽籤順序到質
詢結束。不然的話會變成第一天跟第二天會有點…。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不是啦！剛剛朱信強委員是說，因為我當天來登記然後抽籤，我
一定要等到我的時間。那倒不如前一天，你就來登記抽籤。
朱委員信強：
請教主任，早上登記到幾點截止。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8 點 50 分。
朱委員信強：
好，登記到 8 點 50 分，可是我要等到 12 點多，如果人數多我們
又被排擠掉。
韓委員賜村:
質詢是每個議員的天職，大家都用抽籤的，像總質詢這樣大家都
有順位，何必要我們大老遠來登記。
朱委員信強：
我 8 點多就要來了，而且到 8 點 50 分就截止。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你還不一定可以質詢得到。
蔡議員武宏:
我覺得不要去問要不要，因為這樣問，到時候媒體又說，這個議
員一開始就不登記質詢，媒體又有話說了。
韓委員賜村:
抽籤完以後，如果他不要再放棄嘛！何必要我們先來登記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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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質詢還要先來登記，這樣不對啦！過去的做法都是不對的。我們
現在不是在討論發言時間，現在是在討論程序，大家都用抽籤，大
家都有順位、大家都有權利可以質詢，和總質詢一樣都用抽籤。
朱委員信強：
我 8 點 50 分之前一定要到，如果抽到 9 點到 12 點之前都還好，
如果那一天早上登記有 30 個人或 25 個人登記來算，如果抽到時間
是 12 點多，你就要等到 12 點多。如果在 11 點以內，我們的時間比
較不浪費，依照之前表定的抽籤時間，我就依照抽到的時間來。
韓委員賜村:
總質詢跟個人質詢都一樣，順序就先抽好。
鄭委員光峰：
我報告一下，大家如果像偏鄉這樣，大家提早抽這個大家都沒有
意見，如果因為這樣每一個人要 15 分鐘，這個就有問題了，因為兩
天的議程，有 66 個議員都排進去看看，就排到天荒地老了。大家都
先講清楚，你如果要選擇這樣，我們也沒有意見，要每一個都排進
去就全排進去，這個要看議長的意思，你有可能吃飽了 7 點半才來，
這個大家沒有意見，但有的可能他放棄質詢，這個都要提早講，這
樣就沒有意見。但是這個排進去一定都超過 9 點了。
韓委員賜村:
5 分鐘就可以了啦！
陳委員善慧：
我覺得自韓市長到陳市長，都為了總質詢的時間，說了也都白
說，市長施政報告質詢也是依照抽籤，就按照你抽到的時間質詢，
維持 10 分鐘就好，以往是這樣現在也同樣，不要上個會期那樣，
這個會期變這樣，下個會期又不一樣。四次的定期會總質詢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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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去，甚至有時候大家傷和氣，你規定下去之後，就依照這樣就
好，因為後面還有 50 分鐘的市政總質詢，這個也是在問市長，市
長施政報告同樣也是在詢問市長，怎麼要為了時間大家喬到氣氛
都不好。這個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就是依照每個會期這樣，就
是抽總質詢的時間順便抽施政報告質詢，時間就是 10 分鐘，你要
不要質詢那是你的事情，這樣就解決了，對不對？不要每個會期
都改來改去。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大家要有共識，10 分鐘是包括答詢。
陸第二召集人淑美：
時間都不要多給。
韓委員賜村:
10 分鐘就包括市長答詢。
陳委員善慧：
對啊！議長你也不用再給時間。
劉委員德林：
這個問題就凸顯出來了，好比他現在針對了什麼事情要鋪陳，
鋪陳的時間他掌控不住。所以發問者在時間上希望能夠增加，讓
他鋪陳能夠很順利。
陳委員善慧：
不是啊！他後面還有 50 分鐘的市政總質詢，他還可以把議題提
出來，不一定要在這 10 分鐘講完。
韓委員賜村:
要 15 分鐘或 10 分鐘都好。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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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都沒有共識，你們如果有共識，我就不會提出來修改。
韓委員賜村:
不管是 10 分鐘或是 15 分鐘的個人質詢，市長答復的時間都有
控制，一秒都不能增加，這個大家都有共識。
朱委員信強：
有些人講到時間到了，麥克風消音了他還是繼續講。
陳委員善慧：
主席有權利啊！
朱委員信強：
質詢含答復 10 分鐘以內。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我就是最多 30 秒給市長答復，這樣就不會浪費到大家太多時
間，頂多一點點而已，問題是你們都用罵的。
韓委員賜村:
議長你開會的時候，可以向大家宣布新的做法。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新的議員不了解，罵都是我被罵，要給市長答詢也被罵，不給市
長答詢也被罵，超過時間也罵，全部都罵我。所以今天把它提出來
就是希望…。
劉委員德林：
要給市長時間答詢。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你要給市長答詢，就讓大家很清楚，你的時間 10 分鐘到，就是
不給答詢。這個你們要講清楚，不然大家都大小聲的在那邊罵。
韓委員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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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這個案討論了之後，我們的總召回去再跟黨團報告，未來
總質詢跟個人質詢就是這樣，時間到市長…。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他們說我質詢就是要給市長答詢，你又不給市長答詢。
韓委員賜村:
那是之前的事情，我是說未來，今天大家有共識總召回去也會向
大家報告，以後就是 10 分鐘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這個你們商量好就好，對我來講，我都可以。時間到了我就不讓
你們繼續講，我就是不給你們時間，也不給市長答詢，如果大家有
這個共識，我才好執行。以後大家不要向我要時間，市長也說你不
給我時間答詢，我要怎麼辦？
韓委員賜村:
這個跟部門質詢不同，這是個人質詢。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大家要有共識。
朱委員信強：
議長，是不是這樣啦！因為三個黨團的總召都在場，各黨團的總
召各自處理，不然就在程序委員會大家取得共識，就是你的時間一
到，不要麥克風消音了你還繼續講，我覺得沒有必要。市長施政 2
天而已，各黨團各自管理黨團議員，先告訴黨團議員，如果那一天
有人覺得市長沒有實質回答，我不滿意我就要一直講，講到議長無
法控制。這個我們當總召的人，我們有義務向黨團議員先告知，10
分鐘質詢含答復就結束，當議員的要自己把時間控制好，你要詢問
的問題，問 5 分鐘或是多 2 分鐘，你自己控制好，但 10 鐘一到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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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鄭委員光峰:
向議長報告，是不是我們綜合起來做個結論，第一點就是預先登
記、預先抽籤制。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用抽籤決定。
鄭委員光峰:
議員自己知道這 2 天市長的質詢時段，你要不要放棄，那是他自
己的事情；第二點，就是 10 分鐘含市長答詢，之後議長你就不管他
了，我們黨團大家各自約束，遊戲規則大家都清楚了，這樣我就覺
得沒有意見了。
朱委員信強：
黨團質詢是幾分鐘？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黨團 10 分鐘。
朱委員信強：
事實上黨團 10 分鐘，你們的黨團議員多才 10 分鐘，不像我們黨
團只有 3、4 個議員，所以黨團時間可以增加一點。
鄭委員光峰:
我覺得黨團 10 分鐘的時間是不夠，可以增加。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對啦!黨團有這麼多人要講。
劉委員德林:
我們討論這麼久，這一個還是回到 10 分鐘，我覺得剛剛的時間都
沒有意義了。我還是堅持認為 15 分鐘比較合理化，時間怎麼樣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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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議事組你們在開會前，就應該把這個時間排好，讓我們來做抉
擇。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剛剛議事組是有…。
劉委員德林:
有排出來怎麼不好好的報告呢？讓大家講了那麼久，本來這個提
案二，就應該要時間上面去換算，怎麼讓我們來做抉擇會比較好，
在這邊講了快一小時。
鄭委員光峰:
就是 15 分鐘…。
劉委員德林:
15 分鐘到幾點，在整個議事過程裡面，當初有講到勞基法的規
範，是不是有這方面的問題，要怎麼樣修正，在沒有修正的話，就
照這個樣子，這很簡單的事情嘛！你的顧慮在哪裡？問題在哪裡？
本來就應該做一個鋪陳，怎麼會在這邊讓大家意見紛歧，討論 10
分鐘、15 分鐘講不完，大家意見不一。
韓委員賜村:
請議長做一個總結修正。
劉委員德林:
議長也要針對這個部分，有個數據的排列啊！
韓委員賜村:
議長你的看法如何來做個修正。
鄭委員光峰:
依劉委員講的，15 分鐘排 60 個議員，真正會講的可能低於 60 個，
就 900 分鐘除以 60 個，這兩天就 15 個小時，這樣你就可以算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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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以質詢幾小時，下午 3 點至 6 點 3 個小時，早上 9 點半到 12
點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一天 6 小時。
劉委員德林:
我們可以下午 2 點半開會，改為下午一點半，這個都可以調整的，
這個就是要議事組去做模擬，讓大家來討論就簡單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我們開會是 3 點到 6 點。
劉委員德林:
我們可以改為 2 點到 6 點，甚至可以 1 點半到 6 點也可以。學生
睡午睡也不過 1 小時，我們為什麼要到 2 點半，為什麼要到 3 點呢？
我不相信這時間排不出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議員個人質詢時間就 10 分鐘。現在是有三個黨團，三個黨團的時
間是要…。
劉委員德林:
議長我是堅持 15 分鐘，不是今天討論到最後又變 10 分鐘了，變
成兩個案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你是說黨團還是個人？
劉委員德林:
個人啊！怎麼又回到 10 分鐘呢？這個案就不要談了。議長，如果
變成 10 分鐘，這部分我們討論就沒有實質的意義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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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先的意思是，我們提到有一些議員不質詢，所以那時候用登
記的，有一些議員是沒有來登記，包括你已經把他排好了，也有議
員…。
劉委員德林:
那就順序遞補。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我的意思就是用 15 分，你只能在當下有人不來的時候，才能決定
15 分到什麼時候結束，才能把那個時間排出來，也符合朱委員信強
的意思，就是我排到幾點，我就按那個時間來質詢。現在你要排 15
分鐘的話，這樣整個排下來，就要增加提早質詢時間。
劉委員德林:
剛剛鄭委員光峰不是講了，我們總數 2 天 15 個小時，這 2 天如果
2 點半開會，我們在這時間上，抓 1 點半或是 2 點就直接開會，把
這個鋪陳下去就好了。
鄭委員光峰:
我講一下啦！劉委員 15 分鐘真的是強大家所難，因為排的都有新
變數，有休息時間或是其他因素，應該都會操到 8、9 點。我現在說
10 分鐘或 15 分鐘，我是執政黨我真的是沒有意見，希望在大家妥
協當中，10 分鐘大家都以登記制，像總質詢一樣先登記，如果真的
是 15 分鐘，其實我們都沒有意見，因為時間拖下去…。
劉委員德林:
既然你沒有意見，你再給我說服這個，我覺得都沒有必要，你既
然都沒意見，就讓議事組排 15 分鐘就好了，還在這邊討論這個做什
麼呢？等於說你還是在說服我嘛！既然你沒有意見，就排 15 分鐘就
好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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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武宏：
市長總質詢一定要 2 天、不能排 3 天嗎？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會期 70 天。
蔡委員武宏：
後面有二、三讀會。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因為法規委員會，你要多一點時間給他們審查，法規的組成是每
個委員會的委員成立的，你要等到所有的委員會審完了，法規委員
會才能審查。所以那個時間就像專案報告，為什麼找不出時間，就
是增加了專案報告之後，就會濃縮掉我們開會的時間。如果要增加
一天，就是要增加臨時會，這樣你了解嗎？如果 15 分的話，你要排
到幾點？一天 6 小時變 7 小時可以嗎？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全部每個人都 15 分鐘的話，應該是要排到接近 9 點。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每天都到 9 點就對了。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對，一天要增加 3 小時。
韓委員賜村:
看劉議員的意思怎樣，如果這樣鋪陳時間拉長，議員的看法是怎
麼樣？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對啦!德林委員這樣子的話，要質詢到不止 9 點，甚至再休息一
下，就拖到 9 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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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委員光峰:
一定是超過 9 點半。
劉委員德林:
第一個，縣市合併的時候，陳菊市長的任內也都是在這個範圍當
中，這是事實的一件事情。勞基法實施之後，我們認為或許這部分
需要做個修訂，這個沿革的原因是這樣子，現在改成 15 分鐘，我希
望所有的議員都能夠發言到，當時韓市長在的時候，民進黨的議員
跟時代力量都講，根本沒有時間發言，那個實在是很牽強。現在陳
市長實施 10 分鐘的狀況之下，陳其邁市長他對於答詢，他也沒有時
間，他也會抱怨他沒有時間可以答詢議員，就包含這一次我在詢問
的時候，他也沒有時間可以答復我。所以不只我一個議員，今天我
們把大家的意見綜合起來帶到程序委員會，才會有提案二的意見，
包含主席在主席台上面所面臨的困難，所以這些困難我們把它濃縮
在提案二上面，我們以 15 分鐘來計算，在這計算的當下，如果休息
時間到開會 12 點半，我們 1 點半再繼續，中午 1 個小時吃飯，跟我
們讀書一樣，一個小時吃飯，1 點半來詢問，這樣就多了兩個多小
時了，剩下彈性的差距，就不是很大的狀況之下，這個架構起來才
是大家的共識。如果今天在這裡開會，沒有這些沿革的問題，就不
要去講這麼多了，就按照這 10 分鐘了，既然提案二出來，大家表達
的意見，就是要去克服這個意見，要不然大家要提出來這個有什麼
實質的意義。
你們口口聲聲講 10 分鐘、15 分鐘我沒有意見，那沒有意見就照
15 分鐘，要怎麼樣克服議事組去想辦法啊!當初你們就應該去算出
來，如果 2 點半變成 1 點半是怎麼樣？另外一定會有人不問的，或
是其他的，我們綜合是怎麼樣，這樣才有討論的意義，這是我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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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複的部分。
鄭委員光峰:
我再表達意見，因為這個是要比較自然，而且不要那樣催，因為
這 2 天官員也無法休息，你說我所謂沒意見，是說我們來調整看看，
我們每一個人質詢 15 分鐘之後，大家拍拍屁股就可以離開了，10
分鐘是當年韓市長的時候，是你們自己定的，說要回到 10 分鐘，這
個當初是你們定的，不是我們定的，而我們是選擇過去就定的 10
分鐘，我們就以 10 分鐘就好了。如果今天要改為 15 分鐘，我的意
思是大家互相體諒一下，不論是公務人員、市長、議長也好，他們
一坐下去，都不算時間。
陳委員善慧：
我的意思是這樣，今天不要因人設事，因為高雄市議會過去就是
從 3 點開始開會開到 6 點多，如果現在改為 1 點半或 2 點開始開會，
這樣議事組的人員還有官員，情何以堪呢？對不對！我的意思是，
我們詢問雖然都是為了市民，但是後面還有一個 50 分鐘的總質詢，
我們不要將這些議題擠在這 10 分鐘裡面，我們可以挪到總質詢。如
果要質詢的問題，我們差不多講 5 分鐘、7 分鐘，留 3 分鐘給市長
回答，這個議題拿捏好，後面我們還要問的議題，就利用 50 分鐘的
總質詢。不要因為要多 5 分鐘，而造成議事人員的困擾，還有公務
人員的困擾，議員 15 分鐘質詢完之後，拍拍屁股就可以離開，但是
他們是要坐整天的，相對的也比較沒有意思。其實不是換誰執政，
我們就要改變什麼方式，我認為這個都不好的，自從我當議員以來，
就常看到你們兩黨紛爭不斷，我們夾在中間好像傻瓜一樣，這樣真
的很不好。當然我們為了市民好，但不要因人設事，我覺得這個都
沒有必要，現在如果定了，下個會期就不要再變動，第三屆就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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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這一次就好了，以後人家要怎麼改變，或是我如果沒有當程序委
員，我也沒有意見。是不是可以這樣做，我的意見是， 如果你們一
定要堅持，不然就用表決的方式。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德林委員，這樣好啦！時間大家都用 10 分鐘，你提議的 15 分鐘
很難符合我們的質詢時間，我們每天質詢的時間是 6 小時，你講的，
他也可以按照時間來質詢。
劉委員德林:
議長，這部分我打岔，我根本沒有意見，這個議案是你們提出來
的案由二，這是你們今天提出來大家在討論，不是我堅持提出來要
15 分鐘，是因為你在主席台上，發現你的問題，市長也有問題，黨
團或是其他成員也有問題，所以我們在這裡做個討論，是這個樣子，
要不然你們不提出來，我哪有意見。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德林委員你的意見都很好，因為在上個會期的整個開會過程，也
有好多議員提出來的問題，就是說為什麼不好好的讓議員質詢，讓
市長好好的答復，這個也是我被罵的問題，所以我們會提出來的意
思，是想以登記抽籤為主，這樣子的話，如果有一些議員他不會來
質詢，這樣就可以讓大家多一點時間質詢，也可以讓市長答詢，我
們原來的意思是在這裡。可是因為也有很多議員認為，他住的比較
遠，要來質詢沒有辦法了解他的質詢時間，所以必須等待很久，是
因為這樣子我們才討論那麼久。
朱委員信強:
我看這樣好了，既然要維持 10 分鐘，黨團的再增加 10 分鐘，這
樣好嗎？德林委員如果沒有意見的話，個人的維持 10 分鐘，但是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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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如果 10 分鐘，3 個人要詢問都很難問，所以黨團再多 10 分鐘。
劉委員德林:
這樣好了，你們就照這個樣子，我還是堅持我的，我沒有異議，
我的異議就是 15 分鐘，因為這部分有正負兩面，本來我是一點意見
都沒有，但是今天既然議事組提出來，總是要代表負面的意見，對
不對？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沒錯啦！
劉委員德林:
將來生活座談會，人家提出來為什麼這個樣子，總是有正反兩面
嘛！
黃委員香菽：
議長，我覺得德林委員講的是有道理，因為多 5 分鐘可以讓市長
答詢，我想提出建議，其實不用增加到 5 分鐘，就是議員一樣是 10
分鐘，但是你就統一給市長 2 分鐘答詢的時間，等於一個議員有 12
分鐘，2 分鐘加起來有 120 分鐘就是 2 小時而已，要不然 10 分鐘真
的有一些議員，就算三黨的總召跟他講，10 分到了你就不要再繼續
講，但是議員有這麼好控制嗎？相信這個大家都很清楚，就算麥克
風關掉了，他喊的也比麥克風還要大聲。所以我提出這個建議，如
果增加 2 分鐘讓市長回答，這是議長有的權利。
劉委員德林：
這個意見很好，市長可以用這 2 分鐘答復。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但是我今天講的，是因為很多人來質詢的時候，就是要他的時間，
你這樣講的下去的話，就像你講的，你不給他時間，他還是吼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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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聲，這樣時間也都是會延誤。所以朱信強委員、韓賜村委員，你
們住得比較遠一點，時間上，還是沒辦法控制的很準你們幾點質詢
就幾點。
朱委員信強:
誤差不要太多就可以。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就大家有一個共識，這樣才好做事情，不然你們這樣講，但被罵
的人是我，我也很難去抓到很精準的時間，講真的這樣可以啦!我剛
剛講的，有很多人要 15 分鐘，要讓他們問的清楚，然後市長要能夠
答詢。
蔡議員武宏：
有時候議員你定了 15 分鐘，他也是 15 分鐘問完之後，還是要市
長答復，也是一樣，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要拜託議長要強勢，抱歉就
把麥克風關掉。
第一召集人(曾議長麗燕):
有啊！
蔡委員武宏：
你就直接請下一個議員質詢。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我也是這樣子，你問秘書長，時間到就給市長 30 秒鐘答詢。
蔡委員武宏：
我的意思是，接下來時間換蔡武宏議員質詢，他如果繼續講，我
就說，抱歉現在換我的時間。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麥克風關掉他還是繼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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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武宏：
你就請下一個議員質詢。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好啦！就這樣子，黨團 20 分鐘，發言順序就是國民黨團、無黨團
結聯盟、民進黨團按照這個順序。議員個人就是 10 分鐘，給市長 2
分鐘的答詢時間。
本會議室組凃主任靜容:
麥克風一樣設定 10 分鐘，時間到就沒有聲音，議長可以裁示。
黃委員香菽:
也許我們也不需要市長回復，這樣 2 分鐘就可以省下來了。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這樣就是抽籤完之後，你們就按照質詢時間才來。
朱委員信強:
這個很簡單，自己的質詢時間自己控制，一定會有延誤，有可能
會延誤半小時，這個你們不用顧慮啦!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這樣你們自己掌控。
黃委員香菽:
有些人 10 分鐘就詢問完，市長也答復完，也可以啊！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這樣時間延誤就比較短了，整天下來最多一小時而已，這樣可以
啦！
鄭委員光峰：
這樣就是個人 10 分鐘，總質詢的順序先抽，不用當天來抽籤。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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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韓委員賜村:
不願質詢的就向議事組報告放棄，這個也要說明一下，如果你抽
到是第 10 個順位，但我願意放棄要提早講，要安排遞補上去。
蔡委員武宏：
這個議事組直接跟議員講就好。
韓委員賜村:
這個也是要在這個條例裡面備註。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民進黨不要去跟外面講，你們這樣都害到不要講的人。你們不要
再去講國民黨的某某人沒質詢，你們很喜歡找記者說這些是非，鄭
委員光峰真的要約束一下，不要時常講國民黨的是非，大家都是同
事。
鄭議員光峰:
要紀錄起來。
韓委員賜村:
我們是好意，如果抽到第 10 順位，他不要質詢就要提早向議事組
講，第 11 位就可以遞補上去。
主席(曾第一召集人麗燕):
好，沒意見通過。(敲槌)
今天的程序委員會議就到此，散會。 (敲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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