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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預備會議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14 日上午 10 時 1 分） 

1.決定議事日程表 

2.抽籤決定市政總質詢及市長施政報告質詢順序案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首先請黃秘書長報告出席的議員人數。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向大會報告，目前出席的人數有 55 位，已足法定額數，請主席宣布預備會

議開始。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本席宣布第三次定期大會預備會議開始。（敲槌） 

向大會報告預備會議的議程，第一是決定第 3 次定期大會議事日程表；第二

是抽籤決定第 3 次定期大會議員市政總質詢的順序；第三是抽籤決定第 3 次定

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質詢順序。進行討論事項之前，我們請黃秘書長報告本次

定期大會各類議案上呈的情形。 

本會黃秘書長錦平： 
報告本次定期大會各類議案上呈情形，本次定期會收到市政府一般提案 81

案，市政府報告案 48 案，以上各項議案均已裝訂成冊，於大會開議 5 日前分

送各位議員。 

至於議員提案部分，各位議員如果仍有提案，目前在收案當中。請最晚在分

組審查 5 日前，以這次定期大會來講，大概是在 6 月 15 日或 7 月 8 日前提出，

交由議事組彙整編印後，再分送各位議員。以上報告。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我們現在進行討論事項，討論定期大會議事日程表（草案），請宣讀。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議事日程表（草案），109 年 5 月 14 日星

期四，1.報到。2.預備會議。（審議議事日程表與抽籤決定市政總質詢順序）3.

議員生活座談會。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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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星期六、5 月 17 日星期日，停會。5 月 18 日星期一，

市長施政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政策報告與質詢。5 月 19 日星期二，市

長施政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政策報告與質詢。5 月 20 日星期三，財經

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1）財政局。（2）經濟發展局。（3）主計處。（4）青年

局。5 月 21 日星期四，財經部門業務質詢。5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財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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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業務質詢。下午：教育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1）教育局。（2）文化局。（3）

新聞局。（4）運動發展局。（5）空中大學。5 月 23 日星期六、5 月 24 日星期

日，停會。5 月 25 日星期一，教育部門業務質詢。5 月 26 日星期二，教育部

門業務質詢。5 月 27 日星期三，農林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1）海洋局。（2）

農業局。（3）水利局。5 月 28 日星期四，農林部門業務質詢。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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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光局。

（2）捷運工程局。（3）交通局。5 月 30 日星期六、5 月 31 日星期日，停會。

6 月 1 日星期一，交通部門業務質詢。6 月 2 日星期二，交通部門業務質詢。6

月 3 日星期三，警消衛環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1）警察局。（2）消防局。（3）

衛生局。（4）環境保護局。（5）毒品防制局。6 月 4 日星期四，警消衛環部門

業務質詢。6 月 5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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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市發展局。（2）工務局。（3）地政局。6 月 6 日星期

六、6 月 7 日星期日，停會。6 月 8 日星期一，工務部門業務質詢。6 月 9 日星

期二，工務部門業務質詢。6 月 10 日星期三，都市計畫委員會業務報告與質

詢。6 月 11 日星期四，民政部門業務報告與質詢：（1）行政暨國際處。（2）民

政局。（3）法制局。（4）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5）人事處。（6）政風處。6

月 12 日星期五，民政部門業務質詢。6 月 13 日星期六、6 月 14 日星期日，停

會。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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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局。（2）勞工局。（3）原住民事務委員會。（4）客家事務委

員會。6 月 16 日星期二，社政部門業務質詢。6 月 17 日星期三，社政部門業

務質詢。6 月 18 日星期四，市政考察（資源回收廠、廢輪胎處理廠及掩埋場）。

6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市政考察專題說明與詢問。6 月

20 日星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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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星期日，停會。6 月 22、23、24 日星期一、二、三，上

午：市政總質詢。下午：分組審查。6 月 25 日星期四，端午節。6 月 26 日星

期五，彈性放假日。6 月 27 日星期六、6 月 28 日星期日，停會。6 月 29、30

日星期一、二，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分組審查。7 月 1、2、3 日星期三、

四、五，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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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星期六、7 月 5 日星

期日，停會。7 月 6、7、8、9、10 日星期一、二、三、四、五，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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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星期六、7 月 12 日星期日，停會。7 月

13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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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15 日星期二、三，上午：市政總質詢。下午：分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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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17 日星期四、五，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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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星期六、7 月 19 日星期日，停會。7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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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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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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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議事日程表經本會第 3 屆第 9 次程序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以上，請審議。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第 3 次定期大會的議程，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邱議員俊憲。 

邱議員俊憲： 
謝謝大會主席陸副議長，各位同仁，大家早。兩個意見表達，第一個，這次

定期大會比較少見的，就是我們都沒有排定任何的專案報告。個人認為有兩件

事情，我覺得市政府應該要跟議會做更清楚和直接的報告。第一個，輕軌二階

跟整個完整的捷運路網，這件事情是韓市長在上任之前，大聲疾呼說他要努力

去完成的。在去年，葉匡時副市長也跟議會公開的承諾過，原則上，在去年的

12 月底之前，市政府就應該去做決定二階輕軌要怎麼去處置，可是到現在 5

月中，這個上半年要過了，高雄市政府還是用所謂的跟居民探詢他們的意見，

來拖過這樣的一個二階的爭議。包括在我的選區內，捷運黃線的後續到底要怎

麼去做處理？現在的進度到底是如何？其實是看不到市政府在這段時間比較

清楚的表達。雖然現在大家努力在做防疫，可是市政的推動不能因為防疫而有

所忽略了！所以是不是可以尋求主席或是議事組，或是秘書長幫忙一下，輕軌

二階是不是有機會再排專案報告？這是比較少看到的，就是這一次定期大會裡

面完全沒有任何的專案報告。 

第二個，韓市長一直也都很強調的，我也追了很久的愛情摩天輪，現在是公

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市政府說愛情摩天輪的招商是中央在卡它，中央說根

本就沒有人來投資，就是沒有人要來做，所以像這種重大的市政議題，韓市長

也沒有放棄，他一直要去推動的，這一些到底進度是怎樣？問題是出在哪邊？

也排個專案報告吧！這是第一個部分的建議。 

第二個部分，今天在我們每個議員的桌上才看到：「黨團聯合質詢是 10 分

鐘、每個議員是 10 分鐘」。我這邊具體的建議，市長是韓國瑜、議事廳裡面有

66 位議員，在都沒有改變的情形下，第一次韓國瑜來高雄市議會報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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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黨團都可以有 30 分鐘，每個議員都可以有 15 分鐘，市長沒變、議員也沒

變，為什麼我們這個時間要改變？所以我在此主張，我具體提議，也希望議員

同事們可以來共同支持，這一次的定期大會市長施政報告與質詢，我們就按照

第一次韓國瑜市長來議會的狀況，每個黨團就是 30 分鐘，每個議員就是 15 分

鐘，讓我們高雄市的議員每一個都可以擔負起選民託付的責任，我們得好好來

監督市政。我在這邊具體的提議，希望各位議員大家一起來支持。 

我具體提議下個星期一、星期二，韓國瑜市長來這裡施政報告與質詢，每個

黨團就是 30 分鐘，每個議員就是 15 分鐘，希望議會可以來做一個決定，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林議員智鴻請發言。 

林議員智鴻： 
我要呼應俊憲議員，原本黨團都是 30 分鐘，為什麼變成 10 分鐘？原本個人

15 分鐘，為什麼變成 10 分鐘？我知道國民黨想要表達的是要讓每個議員都可

以講好講滿，問題是為什麼是犧牲議員背後民意的監督權？市長也是民選出來

的，市長沒有變、議員沒有變，剛剛俊憲議員講得很好，我們為什麼不能照這

樣的時間把市長問好問滿？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林智鴻議員，我們目前是在決定議事日程表。你講的總質詢是下一個議程，

是不是你等一下再發言？ 

林議員智鴻： 
我想把意見表達完，為什麼不是市長在議會的時間待久一點，而是犧牲議員

質詢的時間呢？我想要讓社會大眾知道市長面對議會有那麼難嗎？他有什麼

好懼怕的，難道是去年他情勢好的時候，他可以讓大家問好問滿，現在情勢不

好，不用讓大家問好問滿嗎？直接面對民意有那麼難嗎？我想要表達的意見是

這個，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陳議員致中請發言。 

陳議員致中： 
呼應邱議員跟林議員的意見，就是有關於黨團質詢的部分，因為民進黨團有

26 位議員，如果只能用 10 分鐘的質詢，平均一位議員只有 23 秒，不就等於站

起來跟市長稱呼後就坐下，所以時間顯然是不夠用的。在第一次定期大會的黨

團質詢是 30 分鐘，在上星期開臨時會也是 30 分鐘，這個是很合理，也不是只

有民進黨團，國民黨團、無黨團結聯盟一樣也是 30 分鐘，所以這個部分要表

達民進黨團不同的意見，我們希望可以黨團質詢 30 分鐘，個人的質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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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應該是 15 分鐘，非但沒有增加還減少，我覺得這個會讓市民看笑話，我想

韓市長也不會這麼怕被質詢，其實來議會也是市長可以好好說明他的政策，可

以跟議員有一個很好的、良性的、建設性的討論空間，所以我希望…。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陳議員，因為你們兩位議員提出的都是等一下要討論的議題，現在我們

只是針對議事日程表，所以第二階段的時候再提你們的意見，現在還沒有討論

到。黃捷議員請發言。 

黃議員捷： 
我想要呼應邱議員剛剛說的，我還是非常關心輕軌二階，上一次定期會結

束，葉匡時副市長有答應說前半年要給我們一個說明，他說向居民說明完就開

始動工了，路線可能也不會改，但是目前我們探詢到的是他們連這個說明會都

沒有辦，上半年已經快過了，這個說明會都沒有辦，是不是我們應該再設一個

專案報告，來向市民說明最新的進度，還是沒有進度呢？因為他們說要改為跟

里長拜訪，跟所謂與市民溝通，其實是有很大的落差，還有很多市民想要知道

輕軌二階的部分，希望可以增加排定這個專案報告，以上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曾議員俊傑請發言。 

曾議員俊傑： 
我覺得要按照程序來走，就這個專案報告要提問，在總質詢也可以問，市長

施政報告也是可以問，不要再開一個專案報告，說實在都已經排到滿了，很多

報告都已經排滿了，所以不要再講怎麼樣，其實很多時間可以去問韓市長，不

要在這裡鑽牛角尖，而且我們現在是在討論議事日程表，停止再討論，不要一

直跑來跑去、繞來繞去，好不好？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好，謝謝曾議員。黃議員紹庭請發言。 

黃議員紹庭： 
我們討論日程表，就輕軌先跟大家說，我記得去年 12 月底的時候，高雄市

政府有在議會開了一個有關輕軌的專案報告，的確就像前面幾位議員講的，高

雄市政府捷運局需要沿線跟各個區的里長做一個說明，聽大家的意見。今年從

過年到現在都在防疫期間，我不認為高雄市政府捷運局在這個時候在各區辦輕

軌沿線說明會是適當的，所以不要再講捷運局什麼都沒做，去年 12 月底才在

議事廳辦專案報告，也決議要做的事情。疫情結束，如果捷運局還沒有做，我

們再來質疑它嘛！是不是這樣講？ 

至於我們的愛情摩天輸，絕對沒有什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已經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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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到底開發協議書，交通部要不要跟高雄市政府來簽定？高雄市政府連

土地所有權人都不是，它憑什麼做招商的動作，這個沒有什麼模糊不清的地

方。這是合議制的議會，如果要把它列成一個專案報告，大家可以討論，但是

不用針對個案先提出一些很偏激的想法跟說明，以上。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林議員于凱請發言。 

林議員于凱： 
我們在 6 月 18 日有排定一天市政考察，是安排去資源回收廠跟廢輪胎處理

廠暨掩埋場，我想要提的是未來高雄整個垃圾焚化，仁武廠跟岡山廠都要續

約。第二個是垃圾掩埋場在未來 2 到 3 年之內全部都會滿載，這個是高雄未來

非常嚴重的問題，所以與其排個市政考察，不如直接排專案報告，讓高雄市民

知道未來高雄市的垃圾要燒多少本市的？多少外縣市的？掩埋場未來要去哪

裡？要設置新的掩埋場，還是原本舊的儲坑再擴大之類的，這個我覺得需要做

一個專案報告。 

另外一個就是整個會期都沒有專案報告，我也建議既然有時間安排市政考

察，我們不如把時間空出來給專案報告，至於要做什麼樣的專案報告，到時候

可以再來討論。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林議員于凱，我們 18 日考察完，19 日下午有針對你說的這些專題要做說明

及詢問，有排定了。黃議員文益請發言。 

黃議員文益： 
我是針對這個議程，因為專案報告每個議員都很關注，專案報告的形式跟一

問一答不一樣，專案報告可以讓市府單位充分將執行的狀況，很完整的來跟大

家做個闡述，所以除了輕軌、摩天輪，其實還有一個是市長在第一年的時候簽

了許多 MOU 的訂單回來，聽說我們有半年沒有統計 MOU 執行狀況，所以我

認為市府真的有必要利用開會的時間，把這一年來的 MOU 到底執行如何？

MOU 有沒有辦法繼續執行，做一個很完整的統計跟專案報告，剛剛有議員提

到已經排滿了，我就請主席裁示，如果真的議程排滿了，其實你也可以裁示我

們是不是要加開臨時會來聽取這個專案報告，把這個專案報告不要因為議程的

時間而限縮了。我覺得摩天輪的部分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問題，而

是我們真的很希望知道高雄市政府已經幫高雄市要的摩天輪招商招到哪些團

隊？這個團隊是不是可以透明化，而不是只是紙上談兵，只聞樓梯響、不見人

下樓，到底要來高雄市預備想投資高雄市愛情摩天輪的這些國際團隊的背景，

他們的來源以及他們的時機，這些我都認高雄市政府真的有其必要做一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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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說明清楚，或許說明完，整個高雄市議會一致獲得支持，但是一直沒有說

明，我們想支持也摸不著頭緒，不曉得他們所找來的團隊來歷如何？所以這三

個議題的專案報告，請主席裁示，真的是有其必要性。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宋議員立彬請發言。 

宋議員立彬： 
本席看到大家提出了幾個專案報告，有那麼多時間嗎？有那麼多的必要嗎？

我跟各位報告，在程序委員會的時候，黨團大家協商，也尊重將垃圾焚化廠列

入市政考察，這是民進黨團提出，我們也都同意，所以不是國民黨在程序委員

會說了算，這個專案報告是民進黨黨團提出的，所以我們也尊重，代表不是我

們國民黨所有議員都很鴨霸，這是你們提出的。你們已經提出一個專案報告，

于凱議員又提出一個、黃捷議員又提出一個，後面又提出一個，那麼市政總質

詢都改為專案報告，是不是這樣講？所以每位議員有很多選民委託的東西要

問，也想了解，這我都認同，大家都希望為選民做好民意代表的工作，這我都

認同，但是我們也要想到百姓的納税錢，有時候可以私下找局處長。像輕軌跟

我們梓官沒有關係，所以專案報告我沒來發表，但就會有人問說宋議員怎麼都

沒看到你在議會發表？我說這跟我的選區又沒有關係，我怎麼發表。所以我覺

得一個大方向，大家協商不要那麼多的專案報告，還可以在個人的質詢或總質

詢都可以講，以上。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各位議員以及各黨派已經充分表達你們的意見，如果在 5 月 18、19 日市長

施政報告沒有報告剛剛議員所提的相關關心議題，我們就請市政府合併在 6 月

19 日的市政考察專題說明與詢問，再一起排定，這樣各位同仁還有沒有其他

意見？沒有意見，修正通過。（敲槌決議） 

接下來抽籤決定第三次定期大會市政總質詢，以及市長施政報告質詢的順

序。剛剛有議員提到你們的意見，我向各位報告，誠如剛剛宋議員立彬說的，

我們在程序委員會開會的時候，每一個黨團的總召及每個黨團所推派的代表，

都有經過充分的討論及提出建議，希望 66 位議員扣除議長和副議長的時間，

每一位議員都可以有機會充分運用到時間質詢市長。所以經過討論之後，就是

在不影響其他時間，我們才排定黨團質詢 10 分鐘，以及每個議員都可以質詢

10 分鐘。這個和其他縣市比起來，我們的質詢時間已經是最充分了，也是經

過各個黨團充分的討論及共識。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這一次總質詢、

市長施政報告的順序抽籤決定，或是時間的決定，我們不需要再討論這一些

了，這樣好不好？郭建盟議員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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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議員建盟： 
副議長，要拜託你，過去議員進議會最重要的就是發言，代表民意把所有的

情形做個反映，問題是這個會期以來，不管是市長質詢時間也好，或是下班時

間也好，都和過去有很大的變化。我記得過去我們比較委屈，甚至包括要拜託

議會的同仁，我們加班的時間，只在市長備詢的這兩天，請大家忍耐辛苦一下。

那一天大家可能會質詢到甚至晚上 10 點，市長也不會計較，議會的同仁也不

會計較，為了這兩天，為了我們的市政，一年只有 4 天而已，這樣議會和市長

無法委屈，我覺得是很大的遺憾。 

今天我們還要透過程序委員會的程序，就要把所有議員個人質詢的時間縮短

為 10 分鐘，這基本上希望議長、副議長可以透過大會討論，甚至透過表決留

下每個人的紀錄。像我郭建盟就很擔心哪天面對市民說，人家要把你們的時間

縮短，而你們這些議員一點聲音都沒有的時候，我們要如何做交代呢？所以，

別的縣市有別縣市的情形，高雄市過去是一個民主聖地，我們可以把所有市民

的問題，透過這個議場的程序做個反映，這個才是高雄的價值。我們不一定要

和別的縣市比壞，甚至要跟自己比，有更好的進步。所以我懇求副議長、甚至

懇求議會所有的工作人員，是不是為了高雄的進步、為了高雄的市政、為了高

雄市民的權益，大家委屈兩天，讓我們的施政報告、議員個人質詢或是黨團質

詢，恢復到過去我們的傳統，黨團質詢半小時、議員質詢 15 分鐘，讓高雄市

的價值及高雄市的市政繼續進步，請副議長慎重考量，以上建議。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請劉議員德林。 

劉議員德林： 
主席陸副議長，針對本席也是程序委員會的委員，程序委員會的組成，是經

過大會的議決。我們負責整個議程的排定，程序委員會的成員有民進黨、無黨

團結聯盟、國民黨，在整個排定之後，來尊重程序委員會。今天大家在這裡討

論，很多事情是「昨是今非」。我也很尊重各位議員的發言，包含大家想想看，

在上一屆大家可以調出錄影帶，所有的有誰發言，都可以調出來看，上一屆總

質詢時間，本來議員有一小時總質詢，為了這一小時怕陳菊市長站太久，所以

將每一個議員質詢時間改為 45 分鐘，他們怎麼不講！昨是今非，今天是怎麼

樣？議員在議會表達的權利在哪裡呢？至於這一屆國民黨在議會占多數，我們

尊重民進黨團提出來，我們 45 分鐘太少，是不是恢復 50 分鐘或是恢復 1 個小

時，這部分我們當時也尊重少數做了調整。這次還是一樣，我們在程序委員會

的時候，民進黨團表達說大家都是民選的，都要有表達聲音的機會，上一次會

期時間不夠，有的人沒有表達到，所以這次在程序委員會，我們大家精心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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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把這個時間雨露均霑，讓大家都能夠有質詢表達機會。經過我們協商、討

論再做決定，並很負責任的送到大會。 

第二點，大家可以看到上一屆，民進黨曾經把 15 分鐘改成 10 分鐘，那個時

候如果是這個樣子，今天你們又有這個意見？今天是因為上一次的會議，很多

人沒有詢問到，這一次就針對這個來做修正討論，如果每一次會議都是這樣

子，那設定程序委員會的實質意義又何在？這樣以後就在大會討論解決。我覺

得第一個，尊重程序委員會；第二個，民進黨不要昨是今非，不要講得冠冕堂

皇，把錄影帶調出來，對人民負責，這才是最重要的課程。我堅決的表達，如

果是這樣子，本席在這裡提議停止討論，訴諸於表決，以上。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本席宣布休息 5 分鐘。（敲槌） 

繼續開會。（敲槌）各位同仁還有沒有什麼意見？請陳明澤議員發言…。不

然你舉手，你們推派一位代表發言就好，剛剛是因為陳明澤議員告訴本席，他

是程序委員會的委員，因為他們貴黨總召今天沒有在現場，所以他希望發言，

我們推派陳議員明澤發言。 

陳議員明澤： 
主席、各位同仁，尤其民進黨辛苦了，國民黨、無黨團結聯盟、時代力量等

各黨團也很辛苦。這一次我要表達的意見就是，因為程序委員會，民進黨只有

兩席，所以在整體的協調，我們這 10 分鐘是這樣來的，因為之前有一個前提

就是 10 分鐘，在各黨派、各議員同仁都可以對調，所以大家都有充分發表的

時間，這一點是我們最後協商的版本。當然我們只有兩席，但這一次在程序委

員會協商發言時間 10 分鐘，也沒有表決，因為最後大家都有時間可以發言，

每個議員既然都有時間排進去，每一個議員在這兩部分的時間點都可以對調，

連國民黨的也有可能和民進黨的對調，都可以這樣來做協調，每個議員都可以

配合大家發言的時間，這是我們在程序委員會所表達的。現在民進黨團又有些

看法，希望我們來做表決，或者具名的表決，因為我們在程序委員會有協調過

的，我們必須給同仁知道。是不是要做表決？我們請主席還有各位同仁來做個

參考，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我們再請無黨團結聯盟的程序委員，陳議員善慧先發言。 

陳議員善慧： 
因為本席也是程序委員會其中一員，所以在開會當中，不管民進黨團、國民

黨團也好，當僵持不下的時候，之前的市長施政質詢是用抽籤的，結果有很多

議員沒抽到，議員本身就是希望有替市民發言的機會，但是沒有抽到籤就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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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他就很憤慨覺得這是沒有道理的。所以當召開程序委員會時，民進黨堅

持要 15 分鐘，國民黨也是有他們的堅持。但是無黨團結聯盟的立場，不為國

民黨、也不為民進黨，無黨團結聯盟的宗旨就是為了高雄市的市民，所以在協

商的當中，無黨團結聯盟的才提出，不然黨團時間縮短為 10 分鐘，然後每個

議員都有 10 分鐘充分發揮來質詢市長。這是黨團在程序委員會協商出來的結

果，如果民進黨團認為你們的總召，或是你們所派的程序委員，無法代表你們

的黨團，我認為你們要重選你們的總召。你們不能每次程序委員會開完後，又

在大會中吵，吵給媒體…，一直吵，你叫我們無黨團結聯盟的站在中間…，我

這不是在跟誰歌功頌德，這是針對我們無黨團結聯盟的立場，因為我們都是選

民的寄託。每次大會，你們兩黨就一直吵、一直吵，我們無黨團結聯盟只能站

在中間，好像傻瓜一樣，這邊也不是，那邊也不是，大家都是選民選出來的，

不是只有你們是選民選出來的，大家都有民意。我認為協商的東西，只要定案

好了就好，大家都是為了市民，不要這樣吵吵鬧鬧，這樣議會也無法開會啊！

難道不是這樣嗎？以上是我自己身為程序委員，我自己擔負的責任，我就應該

要講。感謝大家，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陳議員，我們再請程序委員無黨團結聯盟總召朱議員信強發言。 

朱議員信強： 
剛才陳議員善慧也有說過，程序委員就已經決定要這麼做了，就是為了大

家、為了 66 位議員都能夠質詢，所以會壓縮黨團的時間，我記得上次也是規

定變成 10 分鐘。經過三次的程序委員會，我覺得既然各黨團已經推派委員代

表出來，我們也沒有人反對，那天韓市長針對紓困、疫情做專案報告，他也有

去各黨團拜訪，我們也順應各黨團，大家協商召開一天的臨時會。我覺得程序

委員會一定是合法的，如果 66 位議員對程序委員會有意見，是不是你們推派

代表，選出比較優秀的，你們不尊重你們的代表、委員，我覺得改天程序委員

會也不用開了，我們都送到大會來開就好。待會是否要表決？程序委員在議事

規則裡，是不是具有效力？還要再動用到大會裡表決嗎？我們無黨團結聯盟是

比較超然、中立，剛才陳善慧議員講的，還有和陳明澤議員，也都經過協商，

大家也都很和氣，大家各自表述的意見很多，因為時間的因素，我們也不要限

縮議員同仁的質詢時間，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黃議員捷請發言。 

黃議員捷： 
我想要表達一下，因為時代力量沒有黨團，所以在程序委員會裡都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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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只能在大會時才能發言，所以現在一定要讓我們表達一下我們的意見。

我們認為時間的減少，真的是對議員的自我閹割，還是再次強調，我相信在座

的所有議員都希望能有多一點的發言時間。每個人的背後都代表非常大的民

意，每個人想質詢的議題都很多，為什麼不要讓我們每個人多 5 分鐘？我相信

如果大家多了 5 分鐘，可以多質詢到議題，市民也會感謝我們。也希望這 5 分

鐘可以讓市長好好的來答詢，畢竟上一次我在發言的時候，時間一到，市長都

沒有辦法做回復。是不是這 5 分鐘，拜託可以給我們？讓我們可以對我們的市

民交代，希望大家可以參考這個意見。讓我們沒有辦法在程序委員會裡發言的

議員，現在在這裡提出這樣請求，請大家都可以同意。我們也沒有黨團，只能

在個人的時間，從 15 分鐘變成 10 分鐘，少了 5 分鐘就少很多。希望大家可以

考慮一下，讓我們個人的時間，可以恢復成 15 分鐘，拜託！謝謝。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謝謝黃議員，現在請原住民代表賴議員文德發言。 

賴議員文德： 
想不到為了幾分鐘，要舉十幾次。說真的，議會比我們的區代表還亂，全國

最亂就是高雄市議會，我不客氣的講。主席，乾脆把程序委員會這個機制、設

置拿掉，沒有意義嘛！就現場投票。剛才有一位同仁說，過去是一個民主的時

代，請問一下，現在不是民主嗎？剛才有一位同仁講，過去縣政府、縣議會是

一個民主的時代。請問一下，現在不是民主時代嗎？我們不是一個民主法治的

國家跟社會嗎？往往原住民市議員表達最少，看笑話。我希望不是時間多寡的

問題，而是你是不是能真正問到核心？給你多 5 分鐘有什麼？不是批判就是污

辱。我們從那麼遠的地方到議會，就是要表達高雄市民的心聲，尤其是我們偏

鄉。今天的會議是預備會議，就已經那麼亂了，請問這六、七十天的會期，會

變成什麼樣子？ 

各位都很資深，我們是不是話少說、多做。試問市長施政報告質詢，黨團

10 分鐘、個人 10 分鐘，後面還有總質詢 50 分鐘，還有各部門的，請問時間不

夠嗎？我們去看看全國的各縣市議會，高雄市給議員的時間是足夠的，不客氣

的講是足夠的。你們在都會區，開個 5 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到議會，表達你們

的心聲，我們要開一、二百公里…。我不分黨派，不分國民黨、民進黨、無黨

團結聯盟，我們原住民市議員跟無黨團結聯盟一樣，沒有舞台，只有少數幾個

人。我雖然是第一次當議員，但是我當基層的民意代表也好幾年，真的比我們

鄉鎮的區代表會還亂。各位前輩，這樣子是浪費我們的時間，爾後開程序委員

會，通通都拿掉，以現場多數表決。我也希望先進服從一個概念，少數服從多

數，早期 20 年，國民黨是弱勢，民進黨的意思是怎麼樣…，現在國民黨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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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席，又怎麼樣…，最後大家鬧一鬧就好了。 

星期六桃源區開放紅肉李，希望各位到山上散散心，不用錢，大家都是同事，

為自己的黨團爭取最大的福利跟堅持，那是應該的，但是會後請你們到桃源區

採紅肉李，歡迎你們。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各位同仁有沒有其他意見？李喬如議員請發言。 

李議員喬如： 
每一個黨團的代表都發言了，雖然民進黨團的總召今天不在，但是我們有幹

事長可以代表總召發言，代表民進黨團發言，請主席能夠讓民進黨團的代表幹

事長陳致中發言，好嗎？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李議員，陳議員已經有表達過了，你可以繼續講，你最後一個發言。 

李議員喬如： 
好，我繼續講。黨團的程序委員陳明澤議員也講得很清楚，他希望我們討論

到這裡，各黨團都表達了，我們也尊重民進黨團的程序委員，剛剛所發言的。

希望待會我們在做決定時，我主張具名表決。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好，停止討論。郭建盟議員提議恢復黨團 30 分鐘、個人 15 分鐘的質詢，有

沒有人附議？〔附議。〕請議事組清點在場人數。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向大會報告，目前在場的有 58 位。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好，我們先表決，贊成郭建盟議員提議的，請舉手。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向大會報告，舉手的有 23 位。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反對郭建盟議員提議的，請舉手。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向大會報告，舉手的有 32 位。 

主席（陸副議長淑美）： 
郭建盟議員的提議沒有通過，是不是維持我們原來的提案？各位同仁有沒有

意見？沒有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