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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衛生環境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7 日下午 2 時 38 分） 

第一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何議員權峰）：  

開會。（敲槌） 

主席(何權峰)： 

向委員報告，我們現在進行衛環部門分組審查，這次的審查內容有第一 107年度高雄市地方

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案；第二衛生環境部門 109年度單位預算案暨附屬單位

預算案；第三市政府提案；第四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第五議員提案，請宣讀。 

專委（陳月麗）： 

案由：107年度高雄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案，請審查。 

主席(何權峰)：有沒有意見? 

議員張勝富： 

    10月 31日付委程序未完成，本席主張無效，因當時大會主席沒有處理異議，故交付本小組

審查無據，應退回大會處理，如果國民黨有意見請主席以表決交大會處理。 

議員陳麗娜： 

    31日那天交付給小組，現在小組審查，那現在意思是說又交回去給大會? 

議員張勝富： 

    對，退回。 

議員陳麗娜： 

    我們依法是不能退的啊! 

主席(何權峰)： 

    那個意思要不要再講一次? 

議員張勝富： 

    主要是 31日那天沒有符合付委程序 

議員陳麗娜： 

    付委合不合程序，這個事情是誰說了算? 

主席(何權峰)：大會啊! 

議員陳麗娜：大會已經付委完成了。 

議員黃明太： 

    那天大家都在場直接就宣布付委也沒有讓議員表達意見，沒有讓大家表達意見也就沒有

所謂的表決，所以我們才會主張付委無效，既然主張無效所以今天的預算就沒辦法審查，所

以我們主張保留發言權。 

議員陳麗娜： 

    如果你主張無效，在這裡也不需要保留發言權，是不是?程序就停在這裡 

議員黃明太： 

    我們沒有說它無效只是未完成程序，要付委至少要問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如果有意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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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需要表決時，再進行表決，甚麼都沒有，直接議事槌敲了就直接付委，所以我們認為這樣

是沒有完成程序。 

議員陳麗娜： 

    這個議事規則拿來我念一下。 

議員陳明澤： 

    那天大家都在大會，大家都有看到整體的狀況，我想給主席一個提案，如果認為這次付

委是無效的各執己見我們就來表決看怎麼表達我們整體的看法意見，以上。 

議員劉德林： 

    明澤議員這樣提，高雄市議會有它的法規，現在已經進入到小組審查，待會兒表決是應該的，

也沒有問題，可是在主體上我們既然已經進入小組不管是要審或者不審待會兒表決都沒有意見，

可是法源的確認，當然你也沒辦法解釋，這是大會的事，我們在小組爭論大會的事，還是要回歸

大會，如果大家要表決都沒意見，也是尊重大家，要不要審都尊重你們，可是在主題上面不應該

是用拒審或程序不完備，我們沒辦法接受討論這個，這要回歸大會；如果主席裁決我們拒審，可

以，我們可以表決，沒有意見，我們小組沒辦法決定大會的事，這部分請大家參酌。 

議員黃明太： 

    我們不是要幫大會來主張，我們認為既然沒有完成程序付委，小組也沒有辦法做審查，

這是我們的主張；我們認為完成交付程序我們再來審查，我們不是不審查，我們認為整個交

付程序是有瑕疵的並沒有完成，以上。 

議員陳麗娜： 

    現在已經到小組，所以小組事實上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一般來說送到小組來小組有小

組的責任，如果認知是在之前的，是不是請主席作個裁定，大家一直停留在這個地方，我們

是主張要審，應該樣讓預算繼續走到二讀會，如果你們主張部分是因為程序不完備沒辦法繼

續，那就請主席做個裁決。 

主席(何權峰)： 

剛剛幾位民進黨籍的議員是主張付委的程序沒有完備，希望可以退回大會處理，至於是否拒

審，重點在交付程序是否完備，所以他們主張退回大會處理，大會要如何處理?就像陳麗娜議員

說的，這個我們小組也沒辦法處理這個部分，我想就不要浪費時間，就用表決方式，是不是就按

照幾位民進黨籍議員的提議來做處理。 

議員黃明太： 

    我補充一下，今年預算因為碰到選舉，二、三讀會也是等到這個會期再來審，所以我們也是

加開臨時會審。 

議員陳麗娜： 

    不會，上次康議員的時候就沒有加開，也是都審完。 

議員黃明太： 

    其實我們不是不審，只是希望程序是完整的，在大家認定一個完整的程序下，如果說明年再

審我們認為也是可行並非我們不審。 

議員陳麗娜： 

    我們主張並沒有不完備，原則上整個程序是完備的，所以在小組就要做審查，小組如果

不做，現在都有錄音錄影民眾都在看小組決定審或者不審的原因大家各自表述，所以也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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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清楚大家的立場如何?我認為整個程序是完備，所有的議員我們應該善盡應盡的責任照逐

條來看，後續再送大會二、三讀這是應該有的程序，即便我要選立委我也都會來開會，也沒

有忘記自己的工作，都會認真來開會。 

議員陳明澤： 

    主席，在小組開會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我們現在分為兩個部分，我們要不要審之前有個

提案，就是認為那天付委程序不完備我們是否應該先進行表決?提案人張勝富我們也附議，如

果小組認為程序不完備我們就應該做出決議，大家看法分歧我們是不是先表決? 

議員陳麗娜： 

    陳議員我們表決的內容是否要調整一下，程序完不完備這件事，在小組我們不是全體的

議員。 

議員陳明澤： 

    如果我們小組認為這個程序不完備，我們審也沒有意思；如果我們送回大會認為它的程

序是完備的，還是會送到我們小組再審，所以先表決這個提案。 

議員陳麗娜： 

    用程序完備不完備來做表決的理由我是反對的。 

議員陳明澤： 

    你們也可以提案說程序是完備的，要審查小組的預算，我現在就是認為這兩點之間就是

有矛盾點，你們的提案我們尊重，我們的提案你們也尊重，以多數決定，你們也可以提程序

是完備的要審查小組的預算，現在就是我們認為程序不完備審查無意義，所以提這個提案讓

各位委員來做參考，謝謝。 

議員陳麗娜： 

    我的意思是我們這裡不是全部的議員，全部的議員可以討論付委的程序完不完備的問

題，但是我們現在在小組裡只有審跟不審的問題，如果要表決應該是要審的人跟不審的人，

你們提說不完備我們認為是完備，這各兩個主軸怎麼表決? 

議員張勝富： 

    你們的認知是完備；我們的認知就是不完備。 

議員陳麗娜： 

    對，所以我就說在小組裡用這個主軸表決就是不對的；小組只能決定要不要審的這個問

題而已。 

議員林于凱： 

    我先提實質的部分，我們當然都希望預算可以實質審查，但就是付委的程序大家有不同

的意見，當天其實有啟動黨團協商，黨團協商並沒有共識，沒有共識的情況下也沒有經過表

決就直接敲槌付委這個程序上當然令在場的議員不能接受，我想請教議事組如果我們今天做

出退回大會的決議，我不知道是「退回」還是「不審查」，那衛環小組的預算是不是就逕付二

讀? 

議員陳麗娜： 

    對，會直接逕付二讀。 

專門委員陳月麗： 

    跟各位議員報告，依照本會議事規範第 77條，我唸給大家聽一下，委員會對付委案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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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處理時，得經大會出席人之提議並獲參加表決之多數通過，將該案抽出，另行組織委員會

審查或由大會逕行處理之。 

主席(何權峰)： 

    我想民進黨團你們所表達的是針對當天付委的程序有無完成在這裡主張無效、有爭議，這個

部分要退回大會處理，我想大概是這樣，大家都表達過了，就用我剛剛說的去表達贊成提案。 

議員陳麗娜： 

    我再說明一下，在小組裡不能用這個理由來做表決，這是無效的，在小組只能決定要不

要審查預算而已，大家做一個表態。 

議員黃明太： 

    沒有完成交付我們怎麼審? 

議員張勝富： 

    沒有完成程序如何交案? 

議員陳麗娜： 

    剛剛說付委不完備這件事不能在這裡表決，照道理我們在這裡也不能表決這個，我建議

請議事組來釐清好不好?請法規研究室相關人員來釐清一下。 

議員劉德林： 

    于凱剛剛問得也很清楚，我們做這個表決是無效的，既然是無效的，後續是怎麼進到後段?

也就是交大會公決或者另組委員會。 

議員陳麗珍： 

    主席、各位議員我們的意思是要不要審都沒關係，最主要是表決的理由，程序有無完備不是

小組可以決定的。 

議員黃明太： 

    我們認為大會在付委的時候連表決都沒有，我們現在還經過小組的表決才送回大會處理。 

議員劉德林： 

    我們看法規研究室做的解釋讓大家清楚，屆時如果你們要強勢主張我們也沒意見，在這裡爭

執沒有意義，即使我們沒有審，下一段到哪裡，送大會公決?也要讓大家知道規定。 

主席(何權峰)： 

    我們休息 5分鐘。（敲槌） 

主席(何權峰)： 

    開會。（敲槌） 

本會法規研究室編審賴梵秦： 

    依照本會組織自治條例及各委員會設置辦法，原則上委員會有義務要審查大會交付的案件，

必須說明的是大會議事程序的瑕疵，不應該是委員會的審查對象，但是委員會可以有權利決定要

不要審查今天的議案，以上說明，謝謝。 

議員陳麗娜： 

    所以表決的部分就是要不要審議案的意思? 

主席(何權峰)： 

    可是她剛剛提的又不是審不審議案的問題，她提的是針對這個要不要回大會處理，我剛

剛的解讀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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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陳麗娜： 

    不是喔，整個要不要回大會不是小組的權利，小組只能審議案，你剛才不是這樣講嗎? 

本會法規研究室編審賴梵秦： 

    大會程序的瑕疵應該是到大會去做處理，今天委員會可以做出要不要審查的意見，至於審查

意見的內容，是送大會公決或者是到大會做甚麼處理，這就是要視委員會多數決的意見，謝謝。 

議員陳麗娜： 

    就是要保留發言權或送大會公決。 

議員黃明太： 

    主席，我們主張未完成程序所以無法審查，我們不審查的理由請載明因為我們認為沒有

完成交付程序。 

議員陳麗娜： 

    小組不能做這個決定 

主席(何權峰)： 

    我補充一下，從剛剛說的，我們小組不能去確認跟表決大會交付的議案有效無效不是在

小組確認，這個先釐清，妳剛剛解釋的規定是，我們進入審查後是否要做審查?我聽到張勝富

議員提案是認為交付有爭議，要把爭議先回大會處理，我們不是不審，要做退回大會處理的

表決，而不是妳說的是要審不審的表決，他說的是認為回到大會去處理，還不到議案的部分。 

議員陳麗娜： 

    應該沒有這種程序吧，就這個階段到二讀會之前再回到大會，大會目前的階段已經結束

(已交付)，要如何回歸大會，應該就是針對審與不審做表決或者是逕付二讀大會公決誰要保

留發言權之類的，妳是不是也把方向講一講，在這個階段點我們能做的是甚麼? 

議員劉德林： 

    照法規研究室所說的要把規定講得很詳細，如果以這個名稱去做表決，表決出來，如果

到大會是無效的要跟大家做一個釐清說明，如果是無效的，下面的議程是不是進大會作公決，

讓他們清楚。 

議員陳麗娜： 

    大家應該很清楚議案才能做表決，另外這個議題可以嗎? 

議員李順進： 

    我想大會的交付不管有沒有完備或許有一點瑕疵，我也認為有一點瑕疵，交付的動作我

認為是屬於上對下，既然大會已經決定雖然程序不完備，審查預算是我們議員的職責，如果

沒有審再退回去，議員會被人家講話，說你們都沒有一個遊戲規則說退就退。我想請問一下

召集人或者法規研究室人員，我們連擱置都不能擱置，擱置案可能也要到大會，我們有權利

擱置提案或者預算案嗎? 

主席(何權峰)： 

    李議員我回應一下，基本上我認為他們剛剛提的不是把預算退回，是退回不是退回預算，

是把要不要確認的程序退回大會處理，把這個程序確定，看起來剛才法規研究室的解釋也沒

有訂到這麼細，我就針對他們所提的逕行表決回到大會去處理。 

議員陳麗娜： 

    我覺得這個有爭議，這個部分如何去看待，議會有一定的議事規則如果法規研究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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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講不清楚，我建議請秘書長來把這些事情釐清，這個不能不清不楚的表決我覺得也不太好，

大家先了解議事規則怎麼走?按照議事規則好嗎。 

議員陳明澤： 

    我們提權宜問題，現在張勝富委員已經提出退回大會審理，我們就依照有人附議來做表

決，各位都已經表達意見了，大家的觀點不同，這個權利屬於監督單位也是監督人民的納稅

錢，當天為什麼沒有付委成功是因為爭議很大，我們的總預算是 1,465億元是人民的納稅錢

我們只請市長來做審查報告，對於當天他不到，對於整體的 1,465億元是人民的納稅錢我們

如何交代，我們提權宜問題請主席立即做裁決以退回大會來做表決，大家各執己見我們在會

議中提權宜問題來做處理。 

議員陳麗娜： 

    我可以請教一下這跟權宜問題有甚麼關聯性? 

議員陳明澤： 

    會議中如果有議員提出提案已經有附議那就表決，爭論點就是整體的認知不同，以權宜

問題馬上來處理，謝謝。 

議員陳麗娜： 

    我可以請秘書長來做解釋嗎? 

主席(何權峰)： 

    我就裁示按照陳明澤議員說的直接表決，我念一次，妳要不要參加表決…。 

議員陳麗娜： 

    主席，你要講出一個道理來，如果不依議事規則的話，我們也會認為今天的會議有瑕疵，

那我們要不要認定今天的會議?所以你還是要按照一定的法來，如果不按照一定的法來今天的

會議怎麼開啦!主席你這樣不行，不能硬著來，就請秘書長來解釋一下。 

主席(何權峰)： 

    我們按照提案來表決 

議員陳明澤： 

    我們已經提出權宜問題，已經有人附議，請主席馬上裁示。 

議員陳麗娜： 

    這個主題不適合權宜問題，不是每個問題都是權宜問題…。 

議員陳明澤： 

    陳議員你們也可以提案，有人附議我們就可以逕行表決。 

議員陳麗娜： 

    主題要有符合 

議員陳明澤： 

    主題有符合，我們是為了整體市民預算，這個預算對我們來說太重要了。 

主席(何權峰)： 

    張勝富議員你念一次你的提案 

議員張勝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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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31日付委程序未完成，本席主張無效因當時大會主席沒有處理異議，故交付本小組審

查無據，應退回大會處理。 

議員陳麗娜： 

    我要抗議，如果今天這樣開會的話，我也認為今天會議無效。 

主席(何權峰)： 

    有沒有人要附議? 

議員劉德林： 

    表不表決待會兒決定大致有公道，最起碼在法定上我一直強調我們應該依法監督，在法

定上議事規則如果講得很清楚，你們要這樣做我們沒有意見，如果沒有講清楚那中間是不是

有差異，把它講清楚後面再來，即使到最後還是這個結論，我們也沒有話說。 

主席(何權峰)： 

    議員，請尊重陳明澤議員提案的發言，他已經附議了那就表決，我先進行表決，要講等

一下再講。 

議員陳麗娜： 

    主席也不能硬來，你如果表決今天開不開會我們就同意，直接簡單表決就好。 

議員李進順：主席你要表決也沒關係。 

議員陳麗娜：我們拒絕這樣，今天的會議也是無效。 

主席(何權峰)： 

    贊成的請舉手，四票贊成，有沒有反對? 

議員陳麗娜： 

    反對甚麼? 

主席(何權峰)： 

    已經進行剛才的表決。 

議員陳麗娜： 

    你這個怎麼表決? 

主席(何權峰)： 

    我也是尊重他們，你們有沒有要反對? 

議員陳麗娜： 

    主席你不能硬著來，這個要先釐清。你怎麼不先幫我們做釐清? 

主席(何權峰)： 

    民主的程序他們已經贊成了，我再問一次，有沒有要反對? 

議員陳麗娜： 

    我們就先反對。 

議員劉德林： 

    我們先反對 

主席(何權峰)： 

    反對的舉手，四票反對，我贊成那就照這個議案通過。（敲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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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陳麗娜： 

    我們直接開聲明，我覺得要請議事組回去報告一下，我認為今天的會議無效。 

議員劉德林： 

    我們有疑議，這個部分，…本席抗議…。 

主席(何權峰)： 

    剛才的表決已經結束，退回大會審查，今天散會。（敲槌） 

散會:下午 3 時 19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